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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x()*z7+,
-x./0123*4(([
5@$,67b89-:;
561;NL̂LL̀bbb;8hi

4567
ab\$,"#.*baM+"#.*b
<=<abJZ>_?4@7
@gbABC *"#01bDm
1E@/01;Nyb̀<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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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教授（右一）在老宅前。俞素梅 摄

澳籍华人沈卫教授来甬寻根
他是“营造大亨”沈祝三的家族后人
是甬剧《筑梦》促成了这次回乡之旅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昨天上午，鄞州
姜山镇沈风水村迎来了一位海外华人——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沈卫。沈教授是第一
次来宁波，一到宁波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沈
风水村。他是“营造大亨”沈祝三的家族后人，
沈风水村是他爸爸出生的地方，这里还保存着
他爸爸和爷爷以及曾祖母当年居住的房子。
这是沈教授的一次寻根之旅，而促成这次寻根
之旅的，竟然是一台甬剧《筑梦》。

今年59岁的沈卫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澳大利亚，1991获拉筹
伯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95年加入莫纳
什大学化工系，创立表面工程方向，现为莫纳
什大学表面工程专业负责人。自2008年起，
沈卫教授领导的生物活性纸和生物活性缝纫
线传感器的诸多独创性的研发工作获得了多
项国际专利及国际广泛认可。沈教授在表面
工程的其他应用方面也有诸多建树。他在世
界首创用液体颗粒弹珠作为培养生物细胞的
微反应器，用改性碳酸钙进行海洋油污治理，
并于最近开展了功能性纳米材料的合成制备
和它在功能油墨及柔性传感器方面的应用
等。由此，沈卫获得了2012年英国工程师协
会最佳创新奖、澳大利亚最高科技创新技术
奖等大奖。

此次，沈卫是应中国美术学院之邀，前来
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新型材料与时尚产品设计
国际研讨会的。研讨会结束后，沈卫和他的科
教研发团队考察走访了国内的一些企业和高
校。在杭州的时候，沈教授的学生在交谈时偶
然说到“沈老师祖籍宁波，武汉大学是老师家
人建造的”，现场正好有一位宁波官员，这位看
过甬剧《筑梦》知道沈祝三倾尽一生所有建造
武汉大学故事的官员说“是沈祝三吗”，“对对
对”！沈教授就这样巧遇了老家人。

知道沈卫是宁波人后，宁波方面向这位高

科技专家送上了一盘甬剧《筑梦》的光碟，并邀
请他来沈风水村看看，沈卫欣然答应。昨天一
大早，沈卫一行从绍兴赶来宁波，在宁波市演
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的陪同下，直奔姜山镇沈
风水村。

走进村里，沈卫的堂兄弟、现年75岁的沈
祝三长孙沈惠尔就迎了上来，“你爸爸来过宁
波，你看这是他和我们父子的合影。”沈惠尔拿
出了一张多年前的照片，两个人一下子就聊上
了。走进村里一条叫“沈西”的小巷，当年“营
造大亨”沈祝三为母亲建造的一幢高楼赫然出
现在眼前，被称为“沈母故居”的这幢楼房还留
存着当年的部分建筑，2016年 7月4日，本报
曾以三个整版刊载《鄞州姜山的沈母故居成了

“营造大亨”沈祝三在家乡的绝唱》一文，详细
报道了沈母故居的现状。“你爸爸当年住这一
间……房子外面原来是花园，这屋顶原来是拱
型的……”沈惠尔边讲边指给沈卫看，沈卫则
不时点头，还举起手机不停地拍。

“我小时候对老家知道得很少，但我也听
说过一些爷爷辈的传奇，我当时觉得他可能
在武汉造过楼房，我没想到工程居然有那么
大。我听亲人说起过我老家在宁波，我也很
想来看看，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沈卫在
接受采访时说，“看到老宅的建筑还在，这让
我非常高兴。我这次回国有意和国内的企
业、高校谈些合作，我现在觉得这是祖辈在激
励我做这些。”

沈卫有着理工科专家的清晰思路，说话不
缓不疾，“听邹建红先生介绍，我家在武汉流
传下来的宁波帮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出
的话一定要做到，二是全力支持教育，（沈祝
三爷爷）他自己并没读过很多书，但他非常支
持教育事业，为建造武汉大学用尽了一生的
积蓄。这是我要继承的，我今后会逐渐往这
些方面去做。”

沈祝三（1877-1941），出生于鄞南茅山沈风水
村。1908年在汉口正式开办汉协盛营造厂。有资料
表明，武汉三镇的300多座著名建筑中，有建筑商可考
的有107处，其中56项为汉协盛所建造。然而，如日
中天的汉协盛却在1930年遭遇了滑铁卢，为的就是沈
祝三承建的武汉大学项目。

武汉大学早期有建筑物26幢，当年造价约400万
银元。沈祝三在竞标时，称整个学校的供水系统由他
免费赠送，由此胜出。但让沈祝三没想到的是，1931
年武汉发大水，他的砖瓦厂全部被淹；造房子所需的
水泥等建材，需要从珞珈山上修路运进去，开山筑路
的费用非常大，是预算中没想到的；加之建武大的9年
间，战乱和天灾致使物价飞涨。种种这些导致汉协盛
在承建武大时承受了巨额亏损。当时很多人劝沈祝
三申请汉协盛营造厂破产，但沈祝三信守合同坚持施
工，而且按照原来的承诺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
程。为此他变卖了几乎全部家产，直到武汉沦陷时才
还清贷款。1941年，还完了债以后，一身萧条的沈祝
三在汉口去世，享年64岁。 记者 俞素梅

沈祝三其人其事
新闻链接

福彩开奖信息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7152期：02 04 07 23 28 02 08
20选5第17354期：08 10 14 17 19
排列5第17354期：1 8 7 5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七乐彩第2017152期：03 07 10 19 26 27 28+21
6+1第2017152期：0 2 4 2 9 3 +猪
15选5第2017354期：01 04 05 10 12
3D第2017354期：2 9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