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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香香
港港））成立於成立於20192019年年66月月，，雖說是雖說是

以以「「建築建築」」命名的學會命名的學會，，但成員卻來自但成員卻來自
不同的專業背景不同的專業背景，，包括工程界包括工程界、、建築建築
界界、、環境業界等環境業界等。。據介紹據介紹，，學會由不同學會由不同
專業委員會組成專業委員會組成，，包括青年會員委員包括青年會員委員
會會、、BIMBIM技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 環境評估委員環境評估委員
會會、、綠色建築委員會等綠色建築委員會等。。學會至今已有學會至今已有
會員超過會員超過300300人人，，除了涵蓋香港會員除了涵蓋香港會員
外外，，也有來自內地也有來自內地、、馬來西亞等不同地馬來西亞等不同地
方的會員方的會員。。

重點推廣BIM
「「我們的學會的口號是我們的學會的口號是『『凝聚粵港澳凝聚粵港澳

精英精英，，共建大灣區未來共建大灣區未來』。』。我們希望可我們希望可
以為欲在內地尋找更多機會的本地工程以為欲在內地尋找更多機會的本地工程
人員或年輕人提供更全面的資訊人員或年輕人提供更全面的資訊。。亦希亦希
望透過平台望透過平台，，促進融合兩地促進融合兩地，，推動整個推動整個
粵港澳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也為業界也為業界
人士尋找更多機會人士尋找更多機會。」。」創會會長吳仲佳創會會長吳仲佳
談到創辦學會的理念談到創辦學會的理念。。談到創會原因談到創會原因，，
本是工程師的吳仲佳表示本是工程師的吳仲佳表示，，有一次有一次，，他他
與來自廣東省設計研究院的朋友協助一與來自廣東省設計研究院的朋友協助一
位朋友處理某工程項目時位朋友處理某工程項目時，，發現香港建發現香港建
築及工程界的技術已經遠遠落後於內築及工程界的技術已經遠遠落後於內
地地。。他認為他認為，，既然香港已經處於落後階既然香港已經處於落後階
段段，，便應該急起直追便應該急起直追。「。「若不把我們自若不把我們自
身的優勢與內地融合身的優勢與內地融合，，就很難讓本地年就很難讓本地年
輕一輩的從業員覓得更多機會輕一輩的從業員覓得更多機會。」。」因因
此此，，即使已踏入即使已踏入「「收成期收成期」，」，吳仲佳仍吳仲佳仍
和其他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成立學會和其他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成立學會，，
冀為本地年輕工程人員帶來更多機遇冀為本地年輕工程人員帶來更多機遇。。
學會其中一個重點的工作學會其中一個重點的工作，，是推行建是推行建

築 信 息 模 擬築 信 息 模 擬 （（Building Information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Modelling，，簡稱簡稱 BIMBIM），），並希望以並希望以
BIMBIM作為起點作為起點，，將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將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
區區BIMBIM青年人才培訓基地青年人才培訓基地。。吳仲佳表吳仲佳表
示示，，此技術無論在內地此技術無論在內地，，以至全世界都以至全世界都

是熱門話題是熱門話題，，而且而且
應用廣泛應用廣泛，，奈何香港卻仍未有足奈何香港卻仍未有足
夠重視夠重視，，因此因此，，學會希望積極培學會希望積極培
養養BIMBIM人才人才，，考取此技術證書考取此技術證書
後後，，能進入內地工作能進入內地工作。。在本年在本年1111
月月，，學會與中國圖學學會合辦了學會與中國圖學學會合辦了
首個全國首個全國BIMBIM技能等級試技能等級試，，吸引吸引
了不少在職人士報考了不少在職人士報考。。學會未成學會未成
立時立時，，考生若要應考此試考生若要應考此試，，便需便需
赴內地應考赴內地應考，，如今在香港便能直如今在香港便能直
接考取接考取。「。「香港人去考香港人去考，，並由內並由內
地出證書地出證書，，有證書便可到內地工有證書便可到內地工
作作，，多點選擇多點選擇。。這是最希望可以這是最希望可以
幫業界做到的事幫業界做到的事。」。」吳仲佳說吳仲佳說。。

為年輕人帶來更多機會
此外此外，，學會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交流學會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交流

活動活動，，例如到內地參觀一些標誌性建築例如到內地參觀一些標誌性建築
或廠房或廠房，，一窺機房秘密一窺機房秘密，，交流學習交流學習。。此此
外外，，去年去年 1010月亦舉辦了建築模型大月亦舉辦了建築模型大
賽賽，，吸引了吸引了2525個參賽隊伍個參賽隊伍，，當中不乏當中不乏
香港學生香港學生。。目前因疫情目前因疫情，，一些原本計劃一些原本計劃
好的交流活動無奈取消好的交流活動無奈取消，，但吳仲佳表但吳仲佳表
示示，，雖然目前一些活動只能透過網上舉雖然目前一些活動只能透過網上舉
行行，，但未來亦會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交但未來亦會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交
流活動流活動，，讓年輕從業員對自己身處的行讓年輕從業員對自己身處的行
業有更多認識業有更多認識。。此外此外，，學會亦有意走進學會亦有意走進

各大專院校各大專院校，，為有意到內地發展的學生為有意到內地發展的學生
了解行情了解行情。。
然而然而，，畢竟現在政治環境複雜畢竟現在政治環境複雜，，有部有部

分香港年輕人或對內地有抗拒感分香港年輕人或對內地有抗拒感，，到內到內
地發展的意慾較低地發展的意慾較低，，如此時勢仍鼓勵年如此時勢仍鼓勵年
輕人到大灣區發展會否吃力不討好輕人到大灣區發展會否吃力不討好？？對對
此此，，吳仲佳並不感到悲觀吳仲佳並不感到悲觀，，他認為從事他認為從事
工程行業的人普遍較務實工程行業的人普遍較務實，，他說出個重他說出個重
點來點來：「：「其實說的是機會其實說的是機會，，即你能否提即你能否提
供機會給他們供機會給他們。」。」他直言他直言：「：「工程人員工程人員
並非如此並非如此aggressiveaggressive去了解政治去了解政治，，學會學會
秉承的是為年輕人未來發展的方向走秉承的是為年輕人未來發展的方向走，，

最實際的還是能否為他們帶來機最實際的還是能否為他們帶來機
會會。。像上年舉辦的建築模型大賽像上年舉辦的建築模型大賽，，
我也頗感意外我也頗感意外，，有超過有超過2020隊參賽隊參賽
隊伍隊伍。」。」他直言他直言，，最初有部分人都最初有部分人都
會持懷疑態度會持懷疑態度，，但當真正深入了解但當真正深入了解
後後，，便發現學會還是屬實幹型便發現學會還是屬實幹型，，能能
協助他們的專業發展協助他們的專業發展。。

香港工程管理優勢仍在
事實上事實上，，內地發展一日千里內地發展一日千里，，確實機確實機

遇處處遇處處。「。「香港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香港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
單是深圳已經有單是深圳已經有1515萬部電梯萬部電梯，，遍地機遍地機
會會，，香港只得香港只得77萬幾萬幾。」。」然而然而，，這裏亦這裏亦
帶出一個疑問帶出一個疑問。。內地從來不缺勞動人內地從來不缺勞動人
口口，，既然當地遍地機會既然當地遍地機會，，香港人在當地香港人在當地
又有何競爭力又有何競爭力？？對此對此，，吳仲佳表示吳仲佳表示：：
「「我覺得大灣區的存在會吸引到更多香我覺得大灣區的存在會吸引到更多香
港投資者到該處投資建築港投資者到該處投資建築。。香港的投資香港的投資
者會傾向與者會傾向與『『同聲同氣同聲同氣』』的人合作的人合作。」。」
這亦引伸出一個問題這亦引伸出一個問題，，既然大灣區急速既然大灣區急速
發展發展，，那在兩地融合之下那在兩地融合之下，，究竟香港是究竟香港是
否仍擁有自身的優勢否仍擁有自身的優勢？「？「香港優秀的方香港優秀的方
面仍有很多面仍有很多，，例如在建築界方面例如在建築界方面，，我們我們
的工程管理是非常優秀的的工程管理是非常優秀的，，這是內地也這是內地也
承認的承認的，，內地亦有很多人想來香港內地亦有很多人想來香港『『取取
經經』。』。而且而且，，內地透過香港亦可以把他內地透過香港亦可以把他
們的產品及新科技輸出到們的產品及新科技輸出到『『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吳仲佳認為吳仲佳認為，，在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實施下實施下，，香港仍然有自身優勢香港仍然有自身優勢，，籲香港籲香港
年輕人不要放棄年輕人不要放棄，，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繼續發揮自身優勢，，
同時亦要放遠目光同時亦要放遠目光，，把握兩地機遇把握兩地機遇。。

銀杏在溫暖的十一月與我們揮手告
別，太陽帶走昨日的餘溫，風在步入
十二月的開端時突然變得凌厲起來，
嘯聚的落葉吹響了歲末集結的號角。
刺骨的寒風彷彿在嘲諷，也在宣告，
你在這之前盡可慢騰騰地在歲月中輾
轉，虛度大把的光陰與年華，享受歲
月的恩賜，可儲存在銀行的時光終有
用完的一天，且不給你任何的預警，
我們像一個賭徒一樣被宣告這場遊戲
終結，而骰子不在我們自己手中。
如果不是因為一場疫情，這年年光
臨的北風也許並無不同。無非外套需
厚，長靴需暖，關上車門和房門，大
可捱過那一個並不漫長的冬天，然後
柳綠花紅。不過與歲月彼此消費，平
凡煙火，把孩子養大，讓自己變舊，
若有多餘精力，亦可逐夢，歲月靜
好。
可回顧這艱難的一年，在內地居住
的我們有一半的時光都在口罩當中度
過，待摘下口罩，已是繁華的盛夏。
是傾全國之力，是很多人放棄了自身
的舒適與安全，甚至性命，才換來今
日大家出行相對的自由與安全。而有
很多人，永遠留在了昨日。「樹欲靜
而風不止」，與洶洶疫情一起來臨
的，是國際大形勢的變革，個人的力
量在這巨浪前，不過蓬草一根，水花
一朵，誰能保證自己屹立不倒，源源
不竭？

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與定位，跳出
自己的舒適區，是必須面臨的生存挑
戰，自願或者被迫。我們生存的世
界，不是如看到的湖水表面微瀾，其
實底下暗流洶湧，免疫力與病毒博
弈，東方與西方較勁。不過，蓬草相
連，可織密網；水花相疊，可掀巨
浪。人抱團的力量無窮，人自身的潛
力也不可限量。今年的戰疫，耗費巨
大的人力財力，很多行業經濟也不景
氣，與之相反的，是全國人民整體的
樂觀向上、積極昂揚的精神面貌，危
險激發了我們的熱情，我們在戰鬥中
愈挫愈勇。
也因此，2020年的十二月，與以往
的年終月有了不同的意義。它在宣告
一年終結的同時，也有劫後餘生而煥
發的活力。
十二月，意味着沉澱，積聚，可不

是停止，「暴雨即將到來，而且永不
停息」，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要重新定
位，與時間的賽跑是場長征。在面對
寒冷，目睹凋零時仍相信春天，保持
繁華盛開的期待。我們要更有恒心、
毅力和勇氣，才能在滋味火辣的人間
烹調出五香十色、熱氣騰騰的美味佳
餚，以慰寒冬，而禦刀霜。
沉浮或者搖曳，追逐人世火焰的

光，不懼人生逼仄，歲月流金，儘管
萬水千山的遠赴。新的征程，你準備
好了嗎？

在本月18日於福州
舉行的紀念冰心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年
逾八旬、銀髮滿頭的冰
心么女吳青，憶及母親
時仍習慣輕柔地喚着
「媽媽」。
福建長樂籍的著名作

家冰心被譽為「文壇祖
母」，文學地位斐然。
「媽媽沒覺得自己是一
個了不起的作家，而是
一個人。」吳青說。座談會上，吳青以一
個字、一條狗、一隻鳥，追憶母親教會她
的「愛的哲學」。
發言時，腿腳不便的吳青堅持站起身，

舉起一張寫有「人」字的紙張向眾人展
示。在吳青看來，冰心精神最重要的核心
是愛，「人」則是冰心「愛的哲學」之基
本——「媽媽一直堅持的，就是做一個
人。」
回憶和母親的相處，吳青說，冰心從不
只把自己當孩子來管教。小時候，吳青想
養狗，母親告訴她要養狗須擔起牠飲食起
居的責任，吳青考慮再三答應了。這是吳
青與母親之間的第一個口頭契約。
「母親先當我是人，才是孩子。」吳青
說：「媽媽在身體力行地教導我，人得有
責任，教我平等誠信責任的契約精神。」
這份責任，吳青也記了一輩子。
年紀稍長，貪玩的吳青學會了逮鳥，

「抓一個準一個，放在手裏玩」，經常天

黑了也不着家門。吳青記得那時母親也不
生氣，只是溫柔地告訴她，小鳥也有媽
媽，也想回家。憶及此，吳青有些哽咽，
「人和動物都有媽媽，媽媽都愛自己的孩
子，我懂得了尊重生命。」
座談會伊始播放了微電影《冰心．關於

女人的故事》，該電影根據冰心《關於女
人》系列作品中的兩篇改編而成。
「作為女人來說，先是人，才是女

人。」吳青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永遠站在
自己的兩條腿上，尤其對女人來說，你永
遠應該是一個獨立的人，不靠任何人。
近年來，每每出席關於冰心的活動，吳

青總是會戴着一條玫瑰花吊墜。玫瑰是母
親冰心最喜歡的花。冰心離開已21年，吳
青對母親的回憶依然十分清晰。
冰心在時局動盪的年代裏曾提出「有了

愛就有了一切」，在吳青看來，在後疫情
的當下，這一觀點仍有着四両撥千斤的現
實力量。
「東方西方的人都是一樣的，有感情

的，熱愛生命，也有自己的困難。」吳青
認為，母親一生所追求的博愛背後是全球
化的胸懷，「媽媽說，讓世界充滿了愛，
愛就是責任承擔諾言；人，才會分享
愛。」
吳青記得，母親在生命最後的幾年，仍

關心着國家大事。吳青說，冰心永遠是冰
心，她愛的是這個世界。 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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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在滋味火辣的人間劉文婷

冰心誕辰120周年
吳青追憶母親「愛的哲學」

大灣區發展迅速大灣區發展迅速 香港優勢漸失香港優勢漸失？？

近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成為香港與

內地的熱門話題，政府鼓勵年輕人到大灣

區尋找發展機遇，同時，本地不少行業也

希望能在大灣區分一杯羹。另一邊廂，也

有不少內地業者想到香港交流及汲取經

驗。在「一國兩制」下，兩地若能互相交

流取長補短，便能發揮自身最大的優勢。

去年6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

（香港）成立，創會會長吳仲佳表示，希

望學會能為兩地搭建橋樑，既助港青到內

地發展，也把香港優秀經驗輸出內地。近

年不時有意見指香港優勢漸失，吳仲佳表

示，藉學會成立，也希望帶出一個信息，

香港的優勢仍在，香港人應該要對自己有

信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昕

港建築界專家港建築界專家：：
應對自己有信心應對自己有信心

■培訓BIM青年人才為學會工作之
一。 學會提供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香
港）創會會長吳仲佳表示希望學會能
助本地年輕人一臂之力。 文昕攝

■剛過去的11月學會舉辦了首次BIM考試，吸引不少本
地在職人士報考。 學會提供

■以往的大灣區職位招聘會十分受港澳
居民歡迎。 資料圖片

■紀念冰心
誕辰 120周
年座談會在
福建會堂舉
行。 新華社

■■冰心女兒吳青代表家人在冰心女兒吳青代表家人在
紀念冰心誕辰紀念冰心誕辰120120周年座談周年座談
會上發言會上發言。。 新華社新華社

■冰心兒子吳平（左）在福州三坊七巷的
冰心故居參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