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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
儀）影視大亨、無綫創辦人邵逸夫爵士
(六叔)日前辭世，邵家在新加坡及海外數
十名家人、親友趕到香港為其處理身後
事。邵家昨日為六叔設靈家祭，以佛教
儀式進行。六叔今日上午舉殯，遺體運
往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無綫企業
傳訊部副總監曾醒明說，六叔的追思會
在下星期舉行，地點未定。

警車開道 護送靈車
邵逸夫離世後，遺孀方逸華連日來忙
於為亡夫打點身後事，但對一切有關喪

禮的事宜均無對外透露。她昨日一早到
聯合醫院殮房，辦理認領亡夫遺體等手
續，辦妥文件後又到殯儀館打點。
警方亦作出配合，早上8時45分已調
配一輛警車及多名交通警員到醫院殮房
外，部署運送遺體交通路線，確保過程
順利。
接載邵逸夫遺體的靈車早上9時15分
抵達聯合醫院殮房外，靈車車身為綠
色，窗戶被白布覆蓋。靈車約10時許駛
出，半小時後抵達北角香港殯儀館。雖
然邵家一切低調，但沿途有不少記者追
訪。

靈堂簡潔高僧誦經
六叔靈堂設於一樓基恩堂，只見靈堂

布置簡潔，西式棺木上面放置了花圈。
家祭以佛教儀式進行，由寶蓮寺高僧誦
經。邵家聲明，喪禮只是邵家親屬出
席，沒有商界及演藝界人士。
下午3時開始，邵逸夫長子邵維銘及

家屬、無綫行政主席梁乃鵬、邵氏電影
製作總監黃家禧及企業傳訊部副總監
（宣傳科）曾醒明等陸續抵殯儀館。4
時15分，六叔的親屬陸續抵達。幼子邵
維鍾需要有一名女親友摻扶，至於大仔

維銘則顯得神情平靜。
近晚上8時10分，六叔兩名兒子及一

眾親屬離開殯儀館，但未見六嬸，之後
一部私家車由後門駛離，有指後座中間
位、用外套掩面的正是六嬸。
六叔生前愛將曹眾昨晚5時40分獨自前

往拜祭六叔，神情哀傷的她未有停下接受
訪問，即低頭急步入靈堂，逗留了3個鐘
才離開。當她步出離開時大批記者上前追
訪，只見她眼紅鼻紅，哭過的痕跡明顯。
有報道指邵逸夫追思會將在1月16日
於邵氏影城舉行，但曾醒明只表示六叔
的追思會在下星期舉行，地點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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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茅建興 杭州報
道）邵逸夫辭世後，內地網友紛紛發起「隨手
拍逸夫樓」活動。遍布內地的逾6,000幢逸夫
樓中，浙江大學邵逸夫科學館既是第一幢，也
是由本報一篇報道引起邵逸夫的注意而捐資
1,000萬港元建成的。
原浙江大學副校長胡建雄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時道出興建浙大科學館的始末。1984年底，
胡建雄受香港文匯報副總編王家禎的邀請，帶
團來香港訪問，參觀了港大等三所高校。在訪
問期間，王家禎組織了一篇對浙大的專訪，對
浙大的歷史、背景和成績作出詳細報道。原籍
浙江宁波镇海的邵逸夫看到這篇報道，就找新

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儲文，表明願意幫助
「家鄉的大學」。
當時浙大教研經費十分緊張。胡建雄對邵逸

夫說，浙大一是想建個科學館；二是想建個體
育館。邵逸夫回話說：「先搞個科學館。」
邵逸夫對科學館文字方案有幾個要求，首先

文字要簡練，其次要用毛筆寫成，正楷，直
行。胡建雄回校後，寫成1,000字的文字方
案，並請中文系教授用毛筆字抄寫兩遍，才給
邵逸夫送去。

捐2000萬建浙大科學館體育館
第二步是做技術方案，包括選址、做設計和

模型等。胡建雄請來浙大土木系和浙大設計院
的幾位老教授，在幾個月內將方案完成。邵逸
夫科學館佔地20餘畝，總面積4,815平方米，
一整排透明的玻璃窗將科學館映襯得像一艘揚
帆的船。邵逸夫對此十分滿意，捐資1,000萬
港元。（編按：每両金價1984年底為2,887港
元）
1986年，邵逸夫科學館破土動工。科學館

快竣工時，正值邵逸夫第一次到訪內地，當然
到浙大看看這座科學館。
邵逸夫對科學館甚為讚許，胡建雄趕緊將體

育館的文字方案也遞了上去。「邵逸夫先生也
很滿意，於是他又接着為體育館捐助了1,000

萬港幣。」
浙大兩幢逸夫樓前後落成後，國家教育部組

織了一個有多位大學校長在內的代表團，在胡
建雄的陪同下，來港拜訪邵逸夫，並落實了數
幢逸夫樓的捐資。
如今，逾6,000幢包括圖書館、教學樓、科
學館、藝術中心等逸夫樓遍布在全國31個省
市自治區……

內地首幢逸夫樓本報穿針引線

■■浙大邵逸夫科學館浙大邵逸夫科學館。。

邵逸夫永銘人心

六叔設靈家祭今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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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香港文匯報訊邵家昨日在
香港殯儀館為邵逸夫設靈，而
特首梁振英傍晚也在香港殯儀
館出現，但並非到邵逸夫的靈
堂，而是出席同班同學的喪
禮。他知悉邵爵士喪禮亦在同
一地點，但向無綫電視查詢
後，得知邵爵士的喪禮只供家人參與，因此他不
便出席。他已透過無綫向邵夫人方逸華女士致以
慰問。 文：鄭治祖 /攝：鄧偉明

特首慰問方逸華

習
近
平
：

愛國之情為國之志

習近平，張德江，朱鎔基，溫家寶，
李嵐清，李長春，原全國政協副主

席廖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蔡赴朝，中共廣西
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澳門中聯辦主任
李剛，國務院港澳辦原主任魯平、原副主
任陳佐洱和陳滋英等，均發出唁電或表示
慰問。

張曉明赴靈堂鞠躬致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下午到香港殯儀

館邵逸夫靈堂，向邵夫人方逸華和長子邵
維銘等親屬轉交了習近平、張德江致送的
唁電，並轉達了其他中央領導人對邵逸夫
逝世的哀悼和對親屬的慰問。張曉明並向
邵逸夫遺像鞠躬致意，並慰問親屬。
習近平在唁電說：「聞悉邵逸夫先生辭

世，謹致哀悼，並向其親屬深表慰問。邵
逸夫先生一生熱愛國家，關心民祉，慷慨
捐贈，惠及多方。其愛國之情，其為國之
志，人們將銘記在心。」
張德江在唁電表示：「邵逸夫先生不幸

辭世，深表哀悼，並謹向其家屬致以慰
問。邵先生畢生秉持愛國情懷，投身報國

事業，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熱心公益，澤
被後世，風範永存。」
溫家寶親書唁電致哀：「驚悉邵逸夫先

生仙逝，不勝悲痛，謹致哀悼之忱，並向
先生親屬表示慰問。長期以來，邵逸夫先
生對國家教育、科技等各項事業的貢獻，
將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
李長春發唁電說：「突聞邵逸夫先生辭

世，謹表示深切哀悼，並向邵方逸華女士
及其他親屬表示慰問！」

多名部級官員同表哀悼
王光亞發唁電表示，驚悉邵逸夫先生不

幸逝世，深感惋惜和悲痛。邵逸夫先生是
知名的愛國愛港人士，曾經擔任過香港特
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和港事顧問，為香港的
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王
光亞讚揚邵逸夫一生熱心公益和慈善事業，
積極推動國家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等事
業的發展，深受敬重和愛戴。他的愛國情懷
和高尚情操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蔡赴朝在唁電中說，邵逸夫先生愛國愛
港，熱心公益慈善，作為香港邵氏兄弟電
影公司創辦人、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榮

譽主席、傑出的實業家，為香港電影、電
視業的繁榮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邵逸夫
先生雖駕鶴仙逝，但風範永存。
彭清華在唁電中說，驚悉邵逸夫先生逝
世，不勝悲痛。邵逸夫先生是香港著名的
企業家和慈善家，一生愛國愛港，勤勉創
業，樂善好施，不懈奮鬥，為華語影視文
化事業的興盛發展、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
繁榮穩定、為祖國內地的發展和社會公益
貢獻良多。
彭清華說，邵逸夫先生多年來一直關心

廣西教育事業的發展，慷慨解囊，捐資助
學，為廣西兩百多所大中小學的基礎建設
和人才培養給予傾力支持。邵逸夫先生的
濟世情懷和卓越貢獻，備受敬仰，風範長
存。望節哀珍重。
魯平發唁電說，驚聞邵逸夫先生不幸逝

世，深感悲痛！邵逸夫先生為香港的順利
回歸和繁榮穩定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愛
國愛港情懷和高尚品格永遠值得我們懷
念。謹表沉痛哀悼，並致以深切的慰問。
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主任助理陳山

玲，陪同張曉明向邵逸夫先生的家屬轉交
習近平、張德江致送的唁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繼盛）香港傳媒巨子和大

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前日仙

逝，昨日設靈。國家主席

習近平，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國務院原

總理朱鎔基和溫家寶、副

總理李嵐清，原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等現任

和前任中央領導人等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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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唁電中對邵逸夫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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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
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向邵逸夫家屬致唁電，高度
讚揚邵逸夫對國家的貢獻。各界人士指出，國
家領導人肯定六叔的愛國愛港精神，和對國家
的重大貢獻，而這是香港社會需要學習的榜
樣，值得弘揚。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盧文端表示，「六叔」多年來出錢出力在
內地建校助學，受助兒童不能盡錄，又心繫內
地教育事業，在年事已高時也親到內地了解受
助學校的發展進程，愛國情懷令人感動，值得
後人學習。
他表示，習近平主席及張德江委員長等中央

領導人發唁電，肯定六叔的貢獻及精神，是對
六叔多年來的善舉、對國家作出的重大貢獻及
其愛國愛港精神一個極高的評價和肯定，六叔
這種矢志報國的情懷，值得弘揚和學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六叔在內地

捐資興建了無數大、中、小學，在文化層面也
為港人留下無數珍貴難忘的集體回憶，出品的
電影在國際屢獲殊榮，把香港打造成東方荷里
活，而他設立的邵逸夫獎，是香港唯一具有國
際地位的大獎。「雖然六叔做咗咁多偉大的
事，但佢為人卻很低調，這非常令人欽佩。」
他認為，中央領導人對六叔的肯定，六叔當之
無愧，又希望當今港人能以六叔為榜樣，弘揚
愛國愛港的精神。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表示，在國家改革

開放的過程中，吸引外來投資很重要，而提高
教育水平也很重要，所謂「教育改變貧窮，科
教可以興國」，而六叔一直重視教育，在內地
興建學校，大、中、小學以至科研機構等數以
千計，故中央領導人給予六叔的肯定，六叔是
當之無愧的，也反映中央領導人對愛國人士的
關懷。

■■「「六嬸六嬸」」方逸華在親友陪同方逸華在親友陪同
下在聯合醫院辦理領屍手續下在聯合醫院辦理領屍手續。。

■■無綫電視行政主席無綫電視行政主席
梁乃鵬梁乃鵬。。 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到「「六六
叔叔」」靈堂致祭靈堂致祭。。 鄧偉明鄧偉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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