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讓公眾了解測量師如何利用土地、規劃及建
築建構香港，香港測量師學會近日以「測量專業建香
港、認識蛻變創未來」為主題，推出連串社區計劃，
包括以香港中區為切入點，推出「測量師帶你行街
GUIDE」公眾導賞團，於9月和10月周末舉行。
中區是香港早期發展的地區，不少建築物經歷了
兩至三次發展周期，既可看到大型建築物拆卸合併的
項目，也可看到歷史悠久的建築復修後的新貌，而香
港最早的拍賣地皮也位於中環，看中區的發展可以看
到發展周期中測量專業的各種角色。
導賞團的特別之處是由測量師擔任導遊，向公眾
介紹區域的發展，包含了專業的看法，也不乏趣味性

的資訊，如已被忽略用作量度建築物位置的地界石。
導賞團由國際金融中心出發，沿天橋網絡至中區行人
電梯系統，細看舊建築物的重建限制、舊建築物的復
修面貌，以及復修後帶出的問題等。公眾亦可藉此表
達規劃一塊用地的看法。沿途亦會介紹一些有趣的重
建個案及經歷不同發展周期的建築物，公眾可以從測
量師的角度看一個地區的發展。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何鉅業在計劃的啟動禮中表
示：「測量師的工作與市民大眾生活息息相關，學會
藉着是次社區計劃，帶領公眾思考貼身的問題，如生
活空間、社區設施、用地規劃、交通配套及許多人關
注的樓宇問題等。」

日前，一場由威海劉公島管理委員會和中國甲午
戰爭博物院聯合承辦的《甲午戰爭專題展》在山東博
物館開幕，展覽分為中國構築近代海防、甲午戰爭爆
發、黃海海戰、鏖戰遼東半島、決戰山東半島和民族
屈辱與探索救亡六部分，共展出歷史圖片300餘張，
珍貴文物200餘件，真實還原甲午戰爭歷史。
據悉由於地理毗鄰，山東是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
略最早的地區之一。甲午戰爭中，日本血洗威海衛，
並於戰後強佔威海衛達三年之久。自此之後直至二戰

結束，日本不斷以侵略山東為跳板發動侵華戰爭。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曾經威震東亞的
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而威海劉公島正是北洋海軍駐
地。展覽將展出至11月22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

「人生苦短，偷情趁早。」（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現代人生活苦悶，受不了外間引誘；現代
婚姻太多束縛，禁不住尋找第二春。一個專為已婚人
士提供約會服務的社交網站Ashley Madison（以下簡
稱AM），自二零零一年在加拿大成立後，已擴展至
全球五十個國家，擁有三千七百萬會員。
AM網站已於二零一三年登陸香港，曾遭到許多家
庭團體抗議，但它登陸日本時，卻大受歡迎。據說，
AM已瞄準內地市場。
AM的宣傳口號「偷情趁早」──鼓勵那些對自己
婚姻不滿意的夫婦，匿名註冊該網站，費用僅十九美
元。註冊時，需要選擇自己的性取向、偷情的關係、
對方的身材要求等。每次提供服務，需另外繳費。
AM答應處事謹慎，一定替會員保密。有關會員的

個人資料，如：姓名、信用卡號碼、性幻想、性傾慕
等，將全數被刪除。可惜，AM的自誇，已經徒勞無
功。
本月初，一個自稱為「衝擊小組」（Impact

Team）的黑客組織揚言，已經竊取AM全部用戶的資
料，除非AM立即永久關閉網站，否則衝擊小組將公
開用戶的真實姓名和個人資料。因為用戶經常以信用
卡付款，其購買信息沒有被徹底刪除，其中包括用戶

的姓名、地址和對話內容。
衝擊小組認為，就算公開用戶的身份，用戶都是

「死有餘辜」──「他們對婚姻不忠，通姦下流，應
有此報。」
《泰晤士報》指出，千萬別低估這個龐大的通姦市
場。單單以加拿大渥太華一地為例，總人口僅九十
萬，但登記為AM用戶的人數竟有十九萬。在英國，
AM聲稱有一百二十萬用戶，其中七成是男人。
該報引述Undercover Lovers網站的一項調查指出，

英國有六成男人和四成半的女人承認有婚外情。最令
人訝異的是，女人擁有情夫的數字更多，平均二點三
個，而男人擁有的情婦則約一點八個。
AM的創辦人彼得曼（Noel Biderman）曾經講過，
「這就是現實生活，我們活在一個不夠忠誠的社
會。」事實上，偷情網站像雨後春筍，到處散播，只
不過，其迅速發展和受歡迎程度，的確令人震驚。
英國《獨立報》將這種通姦現象，歸咎於互聯網的
盛行，方便了那些熱衷於偷情的男女。該報形容，這
是一個「性啟蒙」的年代，值得現代人反省如何從一
個傳統清教徒式，或維多利亞年代克制禁慾過度至
「人生苦短，偷情趁早」的新世代。
據本月二十日香港《頭條新聞》引述科技網站

Wired的報道，衝擊小組已經將AM三
千二百萬個用戶資料公開。這些資料
中，有數個用戶與香港有關，如：以
「gov.hk」（香港政府郵址）登記，和
以「edu.hk」（香港教育部門）登記
的超過一百個。另外，也有人以立法
會和社會福利署官方郵址登記。
偷情網用戶資料外洩，港人中招
了。

通姦新世代 文：余綺平

導賞團詳情
日期：9月13日、9月19日、10月3日、10月 11日
路線：永安中心上行人天橋網→國際金融中心→中環街市 → 皇后大道中→中區扶手電梯雲咸街段→沿

扶手電梯至堅道 (全程約1.5小時，路線可能略作更改)

認識中區 思考重建

甲午戰爭專題展
山東博物館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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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各有不同立場，但又如何呢？

其實我是盼望內地進步的。

香港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和文化氛

圍，在很多方面還是值得內地參考的。

內地這片土地，還是看不清摸不透，我們只能多看多聽每個地區的小故事。

我小時候
的深圳，好
似家香港
的深水埗。

沒有一個保持平和心態去相互了解的平台，這大概是兩地關係最尷尬的地方吧。

我接觸了香港不同階層的人，

看到了他們不一樣的生活。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香港這個結合傳統文化與西方體制的環境。

香港有很
多限制，但
其 言 論 自
由、經濟自
由和渾然天
成的經商環
境卻不容易
複製。

香港人在工作上很細心，

做事非常嚴謹扎實。
《陸港對話》由2014年香港青年服務大獎

得主鄧家怡及「港漂種子」發起人韓
雨筱牽頭，兩人走訪不同背景的人士，將他們
的故事及對香港或內地的看法記錄下來，大家可從另
一個角度了解兩地。「到最後我們並沒有一個結論，
書裡的個案有正面也有負面，我們只是希望分享他們
的觀點。」鄧家怡接受訪問時說。
事實上，鄧家怡也曾像大部分人一樣戴着有色眼鏡
看內地人，「那時我的視野很狹窄，只看到自己，看
不到別人。」但早幾年，她成立非營利組織童心設計
協會，以改善兒童教育為目標，不時來往內地，在接
觸內地不少熱心的青年後，赫然發現自己並不了解內
地。「我認識了很多內地年輕人，他們的視野很廣
闊，很有禮貌，即使窮，態度仍很正面。」這讓她有
了出書的念頭。
至於韓雨筱，則是一個港漂，四年前來港讀書，曾
被同學整蠱，教她用粗口說謝謝。粗口風波鬧到宿舍
人人皆知，她為此難堪，卻堅定其學廣府話的決心。
兩人身份不同，經歷南轅北轍，卻同樣對兩地矛盾
很感興趣，想了解箇中原因。
「找願意接受訪問的受訪者並不容易，我們花了一
年多時間才做出來。」鄧家怡解釋，《陸港對話》並
不是說服大家好或不好，也不是要批判什麼，「每做
多一個訪問，都發現自己的了解是多麼不足。」

港漂多元生活
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了解很片面，還是停留在媒體呈
現的印象中，並將之與水貨客、搶資源、攞永居權、
不文明掛鈎，而書中不少個案便推翻這些想像。六年
前來港讀書的Shyvee，如同許多港漂生一樣，畢業後
在港工作，慢慢適應香港燈紅酒綠的大都會生活。第

七年來臨之際，她放棄即將得到的
「三粒星」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出
國留學。她說，香港的生活並沒有
想像般快樂，畢業後從事管理諮
詢，天天加班，忙到沒有自己的生
活，「如果我不改變的話，生活將
一成不變。」她形容一切都是「剛
剛好」，剛好在第六年離開而已，
而她也不覺得拿不到「三粒星」身
份證很可惜，「因為自己想走沒必
要受外來政策影響。」
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選擇留
下。同樣是來港讀書的劉玥靈，便
視香港為第二個家，畢業後與朋友創業，成立環保科
技公司，並取得環保廚房系統專利。香港自由的環
境、訊息傳播速度快，以及幾年下來形成的朋友圈，
讓她愈發不捨離開。但她也說，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偏
見有時亦讓她感到害怕，「我始終相信香港人善良的
佔多數。」而她創立的科技公司，也默默地關注本地
環保問題，並試圖開發更多環保科技產品，「盡綿薄
之力回饋社會。」

香港人在內地
至於香港人在內地這部分則直接推翻大家對內地的
聯想，今時今日透過網絡，的而且確可以掌握社會國
情，但網上看到的資訊是否便是事實？這群在內地工
作、生活的香港人，或許可以釐清一些疑惑。鄧家怡
分享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個案──一對思想、價值
觀南轅北轍的夫婦。丈夫是醫生，曾經在內地醫院工

作過，卻因此留下陰影，自
此對內地一切都有偏見。
「我明白的。」Gigi 如是
說。因為丈夫此前曾在手術
中發現內地醫療制度的一些
問題，氣憤極了，偶爾談起
內地，他總帶着負面的想
法。有趣的是Gigi經常到內
地出差，卻遇上很多善良、
有禮的內地人，她覺得他們受生活環境影響，很率
性，而他們的一些舉動在香港人看來卻是沒教養、難
以接受的行為。「不是說我們要無條件地包容，但至
少也給他們時間去學習和改善。」
Gigi說，夫妻之間不可避免會在這些小事上意見不
合，但「我們都沒有打算要對方屈服，難道因為立場
不同便不能做夫妻嗎」？有立場無可厚非，但聆聽他
人的想法也很重要。夫妻之道，其實也適用於內地與

香港微妙的關係之上。

舊新移民迷思
又有一種是早年來港的「舊新移民」，他
們的身份在內地與香港矛盾中顯得有點尷
尬。何小姐便是最好的例子，1977年隨印尼
華僑的父親來港，本是短暫停留，結果一留
三十多年。何小姐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而
廣府話也掌握得很好，因為當年不懂廣府話
「連菜也買不了」。她憶起當年社會對內地
人的反感比今日有過之而無不及，開口埋口
「大陸妹」地叫。熬過了最難堪的歲月，何
小姐反而更能理解為何兩地人會有這麼多摩
擦，因為「構建在自我想像的內地時常被互

聯網上的內地摧毀。」很多事端都從互聯網衍生，科
技加速兩地融合，亦為兩地帶來隱憂，未審先判的反
射情緒對內地或香港人都不公平，然而一時半刻似乎
看不到任何出路。
「我也找不到答案。」鄧家怡苦笑道。不過，今天
過後總有明天，明天或許就有出路。
一樣米養百樣人，但至少我們知道在香港生活的人
並不只有一種。

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因生活、文

化不一樣，容易有衝突、摩擦，加上

彼此並不十分了解，很多人更有先入

為主的看法，總是看對方不順眼。最

近今日出版社便以此為題，出版《陸

港對話》一書，透過在港生活的十五

個港漂與十五個在內地工作的香港

人，嘗試以他們的眼光，重新檢視兩

地關係。

他們是學生、是創業者、是勞動階

層，因着不同的因緣，離開自己的城

市在異鄉生活。如同大部分離鄉別井

的人一樣，他們曾被排擠、被否定，

努力適應文化差距，因而其對一個地

方的看法與我們這些旁觀者有很大的

分別。

兩地之間，不是只有謾罵爭吵，還

有更多可能性，且聽他們如何解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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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vee居港六年，第七年選擇離開，放棄
永久居留權。

■Gigi 夫婦對內地持不同意
見，經常為此吵個不停，但她
相信彼此之間可以和而不同。

■■《《甲午戰爭專題展甲午戰爭專題展》》日前在山東開幕日前在山東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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