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格局的教育

我很少羨慕別人，但這陣子，真的心
存妒意。

我有個警察朋友，大家都叫他 「戰
狼」 ，威猛外號，源於 「佔中」 一役。

如果大家仍記得，金鐘被暴徒佔領的
龍和道曾出現一幕經典，二百多人圍攻三
名警察企圖搶犯，朋友就是其中一人，當
日以寡敵眾下三人堅持死守至增援到來，
成了警隊真實版的戰狼神話。

戰狼也有軟肋，二百人圍攻都未驚
過，但說到孩子，總是揪心的。

兒子升中的時候，被一間傳統名校取
錄，但孩子喜歡的，卻是另一所愛國學
校。在虛榮與喜愛之間，這對難得的父
母，讓孩子選取了後者，果然培育出一個
有家國情懷的大男孩。

最近，這孩子考上了位於廣州南沙的
「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一家專門收港人
子弟的民辦非牟利一條龍學校，看戰狼燦
爛的笑容，我說，我妒忌，真心妒忌。

妒忌是，我家女兒已長大，過了入讀
民心學校的年齡，否則，我也會跟戰狼一
樣，義無反顧把孩子送回祖國懷抱，讓國
家教好她們。

從前，很多香港家長對名校都抱着仰
望的心，但一場黑暴，你會發覺，最偏
激、最兇狠的反而是最尖子的傳統名校師
生。

作為家長，大家忽然很無助，孩子的
腦袋掌控在不知什麼顏色、什麼價值觀的
老師手上，連百年名校也無一幸免。聽過
很多警察子弟被欺凌的個案，有些欺凌甚

至是由老師帶頭，這個我有經驗，因為我
家女兒也身受此害。

黑暴期間，孩子跟暴亂接近到什麼地
步？有個在寄宿學校唸書的中學生告訴
我，他們的宿舍舍監就是個 「勇武」 ，一
房間都是full gear的頭盔豬嘴護㬹護膝。在
這種環境下，孩子變黃是正常，反黃就痛
苦了。

總不能不讀書，香港教育界糜爛如
斯，家長可以怎麼辦？

戰狼說： 「香港社會賣很多焦慮給家
長，家長要控制住自己的虛榮心，知道自
己要什麼？」

有一回，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與太太聯袂到警察會所跟幾十名警嫂會
面，每個媽媽都有讓人淚目的故事，吐完
苦水，總要找解決辦法，大家都問：我們
可不可以送孩子回內地唸書？

梁振英先生說，這是動力之一。另一
動力，是來自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落
成，在 「港科大」 工作的香港人說，如果
家中孩子也能跟來，一家人就不用分隔兩
地了。

於是，梁先生決定在南沙辦學，中國
速度是，一年之間，一所總面積93畝、種
了400多棵樹、有1200個宿位的學校就這
樣建成了。

我羨慕，因為這裏的中學生全是寄宿
生，他們周末會有不同的大灣區考察活
動，看科研、看文化、遊森林……長假
期，老師會帶孩子搭高鐵去遠一點的貴
州、雲南，走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開學沒多久，梁振英先生就帶學生參
觀了南沙的汽車廠，他承諾，下次出訪活
動是帶他們看火箭工廠。

由汽車到火箭，由南沙到南京，孩子
的格局將從此變得不一樣，這，才是我們
家長期望孩子接受的大格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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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凱晴報道：
為發揮學生的創造力及提升藝術文化
底蘊，教育局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在本學年推出三項學生藝術活動，包
括有適合小學的繪本創作、中學的燈
光照明設計和中國器樂音樂創作。教
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政府銳意打造
香港作為亞洲文化及創意之都的品
牌，她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發揮
想像力，展現創作潛能，擴闊視野。

結合STEAM打造照明效果
三項新活動分別是 「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珍品的故事─繪本創作比
賽」 、 「穿越時空． 『故』 中作樂」
音樂創作比賽 2022/23」 ，及 「由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到STEAM教育
─ 『燃展故宮魅力』 照明設計比

賽」 。參與學生可通過出席相關的工
作坊、博物館導賞、展覽及音樂會
等，加深認識和了解中國藝術。而比
賽的大獎或金獎得主，更可獲得獎狀
及價值約港幣1000元的獎品。

「燃展故宮魅力」 照明設計比賽
是少數結合了歷史和STEAM元素的
比賽，參加作品不但要取材自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的展品或其概念、視覺

元素，更須有節能元素。
提醒有志參加者，初賽作品須附

設計概念、設計圖，及作品與展示環
境的模擬圖，而決賽須經學校提交的
設計實物。

想知道更多比賽詳情，可參加本
月25日16：00於網上舉行的 「燃展故
宮魅力」 照明設計比賽的網上簡介
會。

故宮館辦三項藝術比賽 讓學生拓闊視野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
自由黨昨日舉行黨友主題分享會。全
國政協委員、資深大律師胡漢清和全
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
易志明會後就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與記者分享
意見。

他們認為，深化粵港合作，可效
法澳門和珠海橫琴的合作模式，在大
灣區設立粵港合作區；香港在世界各
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網絡亦可為大灣
區服務，向世界宣傳大灣區。

他們表示，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
下的單獨關稅區，具有獨特優勢，應
該成為大灣區出口的龍頭。

目前，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
由，打壓內地的科技產品和發展，香
港可以利用單獨關稅區的地位，設立
中介點，幫助大灣區城市出口。又認
為可效法澳門和珠海橫琴的合作模
式，在大灣區內，例如南沙，發展內
地科技產品出口國外的 「加工區」 ，
並透過法律安排，幫助在加工區內完
成組裝的產品以 「香港製造」 的標籤
行銷海外。

他們亦指出，特區政府應該承擔
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香港可以為
大灣區城市提供獨特的競爭優勢，大
灣區內地9市可以借力香港的經貿辦
網絡，將香港的14個海外經貿處變成

大灣區銜接國際的窗口。
他們亦提到，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和貿易中心，在吸引海外企業及人
才方面具吸引力，希望內地給予香港
企業更多在內地發展的便利措施，亦
有助更多海外企業經香港落戶大灣
區，更多海外人才到大灣區發展。

自由黨倡橫琴模式 設粵港合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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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北角油街12號的 「油街實現」 博物館，今日
起至12月11日，推出關注空氣污染公眾計劃 「ON
AIR」 ，透過參與式展覽和教育活動，讓公眾探討如何
善用創意和實踐去改善空氣污染。

設於油街花園的互動裝置《─無─塵室》，由奧
地利藝術家及建築師Adam Hudec創作，為參加者提
供一個沒有半點污染的環境呼吸體驗，感受沒有塵
蟎、皮屑和其他日常生活中殘餘物的空氣。計劃還會
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工作坊、講座和放映會等，
詳情有待日後公布。該項目由 「油街實現」 與 「健康
空氣行動」 共同籌劃。

維港海濱近年設置了不少文化和休憩熱點，其中
位於港島北岸的 「油街實現」 是深受市民喜愛的打卡
熱點。 「油街實現」 前身為1908年落成啟用的香港遊
艇會會所，曾經位處海邊，1930年代北角填海工程後
多次更改用途。及後，這所擁有紅磚瓦頂的二級歷史
建築被活化修復，並於2013年改名為 「油街實現」 ，
作為康文署轄下博物館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油街實現博物館
感受無塵空間

「和平學校計劃2022-2023」 前日在海洋
公園正式啟動。計劃由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
會和平中心主辦，旨在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培養和
平積極的價值觀。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和
平中心表示，近年的社會動盪和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令建設和平積極的價值觀變得更加迫切，現在
是時候讓更多人參與以青少年和學校為出發點的
和平活動。

「和平學校計劃」 是一項支持學校及其
「其他學習經歷」 及 「全方位學習」 活動的計
劃，將和平概念作為和平和正向教育的跨課程學
習主題。海洋公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嗣輝介紹，
2021至2022財政年度有超過47萬名學生參與海

洋公園的教育活動；超過30個由香港海洋公園
學院負責策劃，並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輔
相成的多元教育課程，讓年輕一代透過觀察和體
驗動物棲息地，認識生物多樣性。

海洋公園和平學校計劃啟動
在馬路上看到緩慢行駛的路政署黃色車時，

駕車人士不必驚訝，那是新引進的厘米級高精度
車載移動激光掃描及影像系統（MLSI），可減少
政府人員收集道路數據時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影
響，更可提升效率，把傳統需時兩周收集的測量
數據，大幅度縮短至一小時。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在網誌介紹
說，該系統主要由兩組激光掃描儀和攝影系統組
成，儀器安裝在設有特製支撐架的測量車上，可
在行車期間進行激光掃描測量和影像拍攝，其定
位裝置包括兩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接收
器、一部慣性測量部件（IMU）和一部測距儀
（DMI），用來計算車輛的軌跡。收集數據時，

測量車會以時速約40公里行駛，車上系
統會高速掃描路面，掃描速度可以達到每
秒200萬激光點，測量範圍遠達120米。此
外，MLSI系統可每隔3米收集一套道路影像，
然後接合成為2400萬像素的全景照片，使測量人
員能清楚看到道路設施的實際情況。

林世雄舉例指，若只採用傳統的測量方法全
面測量青馬大橋6條行車線，需要至少兩星期才能
收集到整個道路範圍的數據，使用MLSI系統則縮
短到1小時左右完成，操作時不需要封閉道路，而
且可在短時間內收集道路切面的資料。此外，該
系統還可應用於興建電梯或行人走廊等工程、樹
木管理和維護等。

路政署激光測量車
掃描青馬橋僅需一小時

多區嘉年華又買又玩
周末市集 青年展創意潛能

▲中西區（上圖）及黃大仙區（下圖）昨日啟

動 「秋日樂繽紛地區嘉年華」 ，該活動
在11月12、13、19、20日兩個

連續的周末周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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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會，可以看創意科
技、買特色商品、觀賞表演、玩
攤位遊戲？

香港正走在復常之路上，在
秋高氣爽的好天氣下，周末周日
可有好去處？鄭晴留意到，全港
多區紛紛舉辦周末市集，黃大仙
和中西區昨日就分別啟動 「各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
年：秋日樂繽紛地區嘉年華」 ，
活動在11月12、13、19、20日兩
個連續的周末周日舉行。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表示，香港近年受到不少挑
戰，在抗擊疫情的進程中，憑藉
堅韌的抗疫能力，社會各層面迎
來復甦，各個地區都增加了 「嘉
年華」 等活動，希望給民眾帶來
歡樂實惠的體驗。

吸引多個品牌參與
她說，政府非常重視青年發

展工作，今次由行政長官倡議的
周末市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
台，讓一群具有創意思維的青年

人發揮潛能，吸取創業經
驗，以便他們日後為國

家發展作出貢獻。特區政府即將
推出 「青年參與倡議計劃」 ，以
吸納更多青年人積極參與政策及
地區事務的討論。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形容，嘉
年華活動類似香港剛從 「沙士」
危機中復甦時舉辦的黃大仙 「騰
龍墟」 活動，當時的活動由工聯
會舉辦，今次的活動是一個傳
承，規模更大、地點更多，展現
了疫下走向復甦的新風。

中西區的 「秋日樂繽紛」 嘉
年華，吸引多個品牌參與其中，
活動設有 「創意科技、表演玩
樂、特色商品」 三大主題，除設
有充滿香港特色的傳統海味商戶
外，更創新引入多個風格服裝、
手工精品及飾物品牌，為大眾提
供多種選擇。購物以外，主辦機
構還為大眾準備一連串表演活
動、攤位遊戲及康體推廣活動。

周末市集不但是市民的好去
處，有遊戲科技公司的青年創業
者表示，參與展位活動對初創企
業十分有益，可增加
曝光度，吸引投資者
洽談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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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轄下博物
館 「油街實現」 展出
互動裝置《─無─塵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