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唁電悼念高錕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

婧）「光纖之父」、香港中

文大學前校長高錕前日（23

日）與世長辭，中大昨日起

在校園設置弔唁區，多位中

大管理層、師生、校友、市

民冒雨前來留言、送上鮮

花，表達對高錕的尊重與懷

念，而現場不時響起高錕晚

年 吹 唱 的 《 友 誼 萬 歲 》

（Auld lang syne） 口 哨

聲，彷彿是他在和大家作最

後的告別。

師生讚高錕
校友孔先生：
我從事信息科技，高教
授的發明影響好大，沒
有光纖就不會有今天這
麼發達的科技。人終究
會過身，但高教授有這
麼高的成就，可以流芳百世，都算一種
欣慰。

中大護理學院講師林先生：
高校長和太太的努力讓
大家認識到阿茲海默
症，讓我們受到鼓舞，
會教導學生一定要多加
關心病人。

許同學：
我將來也想從事研究，
雖然和高校長的領域不
同，但對他的科研成就
和對國家作出的貢獻感
到很感動，我把他當做
楷模，會朝着他的方向努力。

市民蕭先生：
沒有高教授，香港光纖
通訊不會這麼發達。我
退休前從事電信業工程
技術，因為有他，我才
可以有飯碗，我好欣賞
他不為賺錢，多謝他對
人類的貢獻。

中大衛星遙感研究助理教授張鴻生：
我很崇拜他，衛星傳來
的那麼多的數據都要靠
光纖，如果沒有他的發
明，我們的研究肯定做
不到。一時做研究易，
一世做研究難，高校長
深入踏實地做了一生研究，只要有機
會，我也想像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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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設弔唁區悼「光纖之父」
市民冒雨留言獻花 金耀基：高錕終於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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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城市大學將於今年11月舉
行頒授儀式，向4位香港及國際
傑出人士頒榮譽博士學位，以表
彰他們對教育及社會的重大貢
獻。其中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將
獲頒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
而菱電發展主席、曾擔任城大校
董會成員及主席 13 年的胡曉
明，則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學位。
城大讚揚李兆基是商界翹楚兼

著名慈善家，他與多名友好共同
創立的香港培華教育基金，30
多年來大力匡助內地人力資源發
展及提供培訓機會，目前已資助
及舉辦超過670個項目，培訓超
過7萬多位領導人才。
李兆基亦曾資助多個有意義特

色捐贈項目，包括在內地培訓超
過123萬名農民、超過1萬名鄉
村醫生，又曾資助超過1,500名
中西部大學校長到世界各地著名
大學交流以提升管理才能，對香
港及內地社會有重大貢獻。
至於胡曉明則與城大淵源深

厚，曾於2004年至2011年擔任
城大校董、2012年至2017年任校董會主
席，城大讚揚他於商業及公共服務領域有
豐富領導經驗、包括任第十二屆及第十三
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前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
會董等。

兩法學者獲授榮譽理學博士
另外，兩名來自法國的出色量子物理學

家及數學家同樣獲頒今年的城大榮譽理學
博士學位，包括沃爾夫物理學獎得主、法
國高等光學學院及巴黎—薩克雷大學教授
阿蘭．阿斯佩，以及2010年菲爾茲獎得
主、里昂第一大學教授賽德里克．維拉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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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學獲潘樂
陶慈善基金捐贈港幣1億元，襄助大學推動研
究、教育創新及知識轉移的發展。有關捐款將用
於成立一個永久基金支持科大教員與各部門於環
境、技術及創新的研究工作，又會用作提升該校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設施基建，並設立冠名教授席
和獎學金，吸引人才，以及提高學生對環境相關
科目的興趣。
繼本月初向理大捐出1億元支持該校於在智慧

城巿、智慧出行、智能及可持續能源的研究工作
後，安樂工程集團創辦人及主席兼前香港工程師
學會會長潘樂陶再次向本地大學作上億元的大額
捐贈。

他認為，香港極具潛力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
而作為土生土長的創業家，自己更有責任積極推
動香港科創。
潘樂陶希望是次捐贈能加強科大於創新科技的

投入，創造有利條件為未來的研究帶來突破，同
時造福人類及回饋大自然。

史維：構建可持續發展未來
科大校長史維說，多年來科大與潘樂陶合作促

成多個研究項目，亦培育了不少人才，希望雙方
能進一步於研究、教育及知識轉移建立長期合作
關係，為社會帶來改變，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未
來。

潘樂陶億元捐科大推創科教研

唁 電

高錕教授親屬：
得悉高錕教授與世長辭，深感悲

痛！
高錕教授一生致力於科教事業，是

光纖技術的先驅者，為人類科技進步作
出了劃時代的貢獻。高錕教授治學嚴
謹，淡泊名利，心繫香港教育科技事業
的發展，為國家、為香港培養大批人
才，並積極為香港科學技術規劃獻計獻
策，力促香港科學園的建設，為香港的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事業作出卓著貢
獻。高錕教授曾任港事顧問，為香港回
歸祖國和回歸後的繁榮穩定發展作出了
積極貢獻。高錕教授創建的事業長在，
垂立的風範長存。

謹致沉痛悼念，望節哀珍重！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8年9月24日

香港文匯報
訊 「光纖之
父」、中文大學
前校長高錕 23
日與世長辭，各
界深切哀悼。據
中聯辦網訊，
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昨日致唁電悼
念高錕教授。
唁電全文如

下：

昨日到場弔唁的中大前校長金耀基形
容，高錕一生相當偉大，感歎這位天

生的科學家離世後，終於可以做回患病前
的自己，願他走好。中大署理校長華雲生
透露，校方已徵求高太同意，成立治喪委
員會，未來一個月在校內陸續開展不同悼
念活動。
「光纖之父 」、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
獎得主高錕本月23日（星期日）上午在沙
田白普理寧養中心病逝，享年84歲。
中大昨日起至10月24日於該校圖書館
大學展覽廳設置弔唁區，場內設有一張長
桌，上面擺放高錕遺像、弔唁冊及白色花
籃，廳內無間斷播放介紹高錕生平的影
片，當中涵蓋高錕珍貴的個人影像資料，
亦包括其晚年罹患阿茲海默症後，與同事
共度生日，開心吹唱口哨的珍貴畫面。
在中大工程學院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外平

台的高錕雕像處，有悼念者奉上鮮花，而
雕像前不遠處樹立的弔唁牌上，亦有不少
學子親筆留下字句，表達對高錕的崇敬與
懷念。

「光纖把人類帶到另一個境界」
與高錕認識多年的金耀基昨日表示，收

到高錕病逝的消息時始料不及，感到相當
無奈及不捨，他形容高錕是天才科學家，
一生相當偉大，特別是光纖的發明把人類
帶到了另一個境界。
他續指，雖然近年亦有與高錕相見，但

見面時高錕已經不認得自己，「甚至連最
親愛的夫人（黃美芸）都唔識。」金耀基
指，自己對高錕的夫人「非常非常敬佩，
對高錕照顧非常好」。
他轉述黃美芸的感言指，「Charles（高
錕英文名）唔係以前嘅Charles。」形容高

錕患病後像換了個人，感嘆高錕死後終於
可以回復到病前的自己。
金耀基表示，他退休後每個月都會和高

錕一起吃飯。被問及二人最深刻的回憶
時，金耀基笑言與他同歷的往事太多，其
中在上世紀80年代末政府要求中大學制
「四改三」時，大家一同商議彈性靈活學
分制應對改革，應最為深刻。
在會場期間金耀基多次搖頭感嘆：

「He is a good man.（他是個好人）」難
掩傷感和不捨之情。

華雲生：高曾任校長感榮幸
華雲生指，對高錕的離世感到非常傷

感，亦對高錕曾擔任中大校長感到榮幸。
中大善衡書院院長黃永成曾協力為高錕

撰寫諾貝爾獎得獎演辭，他到場悼念時表
示，得知高錕離世感到突然，憶述自己當

年在美國第一次與高錕見面，感覺對方友
善又隨和。
他直言，高錕是他最敬佩的教授，又指

印象最深的是，高錕任職中大校長時，在
校內打扮隨便，不少學生以為他只是一個
普通人，顯示高錕盡心盡力做學術研究及
大學行政，不花時間展示自己。

余濟美讚高錕從沒架子
中大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則指，自己眼

中的高錕沒有架子，和他相處很輕鬆。他
經常探望高錕，稱雖然高錕最近病情反
覆，但精神不錯，去世很安詳。晚年的高
錕雖然不認得人，但有熟悉親友探訪時表
現開心，開心時會吹口哨。
他又指，高錕已經不是第一次染上肺炎

及發燒，但今次來得較急，抗生素都不是
很有效，對其離世感到很突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2019年9
月就讀小一的適齡學童家長，昨日起可到
各官津小學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表
格。位於九龍城41校網的喇沙小學，在收
表前1小時已有不少家長不惜冒着大雨到
學校排隊等交表，有本身是校友、自行計
分獲25分的家長直言，雖然明年整體升小
學童大減，不過，喇沙作為名校競爭一向
比外界大，對兒子獲取錄「信心只有一半
一半」；亦有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學生雖然
只得5分，但其母親心儀該校，認為「值
得一博」堅持跨區報名。
鑑於「雙非」截龍、「龍年效應」過後
出生數字回落等因素，明年升小學童較今
年大幅減少超過8,000人，但不少家長對名
校仍趨之若鶩，預料入學競爭依然激烈。

喇沙校友料兒機會僅一半
在喇沙小學，前來遞表的不少是該校舊
生，從事金融業的黃先生便是其一，他認
為母校除了能教會孩子互助互愛的精神，
也能幫助孩子在學業與課外活動方面取得

平衡。除了游泳、踢足球外，他還為兒子
選擇了劍擊，直言劍擊比較偏門。
從事會計的林先生同為喇沙校友，他兒

子自行計分共獲較有優勢的25分，但他自
言對成功獲取錄「信心只有一半一半」，
因為喇沙小學競爭一向較外界大。為提升
兒子競爭力，他月花3,000元至4,000元安
排兒子學游泳、彈鋼琴等活動，又特地聘
用私人導師教授兒子普通話。
從事酒店業的李小姐表示，兒子有20

分，雖然已獲私校提供小一學額，但她認
為喇沙小學歷史悠久，教育質素有保證，
仍然希望能獲取錄。她亦在兒子年幼時已
月花1萬多元租用九龍城的單位，希望透
過統一派位校網增加入學機會。

印度家長：為兒跨區一博
昨晨到喇沙交表也包括印度裔的Brar

Hardeep和她在港土生土長的兒子，她表
示，兒子懂得粵語、普通話及英文，在語
言方面相信有優勢，她亦月花約3,000元安
排兒子學游泳、數學等不同課程。

她坦言，雖然兒子在自行計分時只有
「首名子女」的5分，而且一家居於沙田
區，然而她認為要入讀心儀名校，還是值
得跨區一博。
同處41校網的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

學部），昨日亦有不少家長前往交表。有
家長認為，該校校風純樸，雖然想讓女兒
入讀，然而沒有特意催谷成績，現階段都
會以孩子興趣為主，讓其參加課外活動。
雙非截龍令明年跨境生減少，位於北

區、往年取錄較多跨境生的上水鳳溪第一

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該校昨日只收到
約100份表格，預計整體收表數較往年
少。他指學校明年將提供120個小一學
額，若自行計分獲20分應能「穩陣」入讀
該校。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朱國強則表示，以

往不少跨境生會分流到大埔、沙田等地
區，雖然明年總數減少，不過，區內學校
對跨境生始終具吸引力，今年北區學額不
再緊張有望吸引學生回流，相信北區學校
的收生未會受太大影響。

升小人數減 名校照爭崩頭

■ 潘 樂 陶
(前排左)向
科大捐出1
億元。
科大圖片

■明年入學
的小一自行
分配學位昨
日 開 始 交
表，不少家
長到名校喇
沙小學為子
女 排 隊 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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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中大管理層多位中大管理層、、師生師生、、校友校友、、市民市民
冒雨前來留言冒雨前來留言、、送上鮮花送上鮮花，，表達對高錕表達對高錕
的尊重與懷念的尊重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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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之
父」、香港中
文大學前校長
高錕 9 月 23
日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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