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纖耀萬世 花海悼高錕
「光纖之父」設靈各界致祭 「江河不盡」成就永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 軒 ） 「 光 纖 之

父」、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主高錕於上月23日離

世，終年84歲。其家人

昨日在北角香港殯儀館

為高錕設靈，靈堂內外

盡是悼念花海，各人紛

紛向高錕致以最深切哀

悼及崇高敬意。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

英，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國務院港澳辦，中

聯辦等均有致送花牌。

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

陳冬，特區政府多位司

局長，以及不同界別的

知名人士、數以千計市

民到場弔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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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靈堂設於香港殯儀館一樓，
喪禮並無宗教儀式。靈堂以米

白色主調佈置，中央放有高錕遺
像，上方掛上橫匾「江河不盡」，
出自唐代詩人杜甫《戲為六絕句》
的「不廢江河萬古流」及《登高》
的「不盡長江滾滾來」。兩邊輓聯
為「光燄見文章，曾紡冰絲維萬
國；纖涼成海瀆，更興膏雨潤羣
生」，由高錕的聖約瑟書院學弟、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名譽教
授何文匯所作，藝術系前系主任李
潤桓揮毫，上聯詠高錕在光纖通訊
的貢獻，下聯寓意高錕將知識惠澤
師生。
靈堂四周放滿各方送上花牌，遺
像下方放有大量百合和蘭花，前面
擺放家屬花牌，以遺孀高黃美芸送
上以米白色玫瑰堆砌的心形花牌居
中，兩旁分別放有高錕兒孫花牌。

林鄭送上「光耀萬世」花牌
靈堂右側放有林鄭月娥送上的花
牌，上面寫有「光耀萬世」。另包
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
多位局長均致送花牌。
國家科技部、教育部、中國科學
院、港科院、全國政協常委唐英
年、高錕生前就讀的聖若瑟書院舊
生會及家長教師會等亦有致送花
牌。

設靈儀式於下午3時至5時供公眾
人士弔唁，5時後供親友及各界團體
公祭。梁振英、陳冬、張建宗、陳
茂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全國政協
委員劉兆佳，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葉劉淑儀、葉建源、莫乃光，香港
電視網路董事會主席王維基等大批
政商界人士前來弔唁。
教育界代表包括治喪委員會主

席、中大校長段崇智及多位中大管
理層、前中大校長沈祖堯及劉遵
義、中大深圳研究院院長鄭漢其、
公大校長黃玉山及副校長唐創時、
港科院主席徐立之、港大校長張翔
及教務長韋永庚、理大校長唐偉章
及副校長衛炳江、前嶺大校長陳坤
耀、港大校委會成員楊紫芝，還有
一班聖若瑟書院學生昨亦有出席悼
念。

遺孀將秉承高錕遺願
中大發言人表示，數以千計人士

昨日前來香港殯儀館弔唁，並引述
高黃美芸表示：「非常感謝各界在
這段悲傷時刻給予我們關懷及支
持。」她並強調未來會秉承高錕遺
願，透過高錕慈善基金推動社會對
腦退化症的認識，並為腦退化症患
者及其家屬提供服務。
高錕告別儀式將於今日上午10時

半舉行，並在上午11時半出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超
強颱風「山竹」襲港，有關政府
防災、應變和善後的表現引起各
界關注，有指颱風後翌日大部分
路面交通停頓，政府應該宣佈停
工，不過，政府指沒有法律依
據。有政黨擬提出私人條例草
案，建議立法賦予特首宣佈進入
災難狀態後可頒停工令。昨日有
勞工界議員在一個論壇上強調，
有關法案僅在非常極端情況下才
會啟動。但有餐飲聯業人士表示
反對，指「山竹」是百年一遇，
沒必要特地為此立法，形容議員
是「攞嚟搞」，更指有員工「博
大霧」不上班。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昨日
出席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

就有關議題進行討論。他表示，
工聯會曾調查近700人，發現「山
竹」襲港當日以及翌日，26%員工
因無法上班或遲到，被僱主扣
假、扣糧或扣勤工獎。陸頌雄認
為不合理，強調只希望立法，在
天氣極度惡劣或交通嚴重癱瘓情
況下，政府可以發出停工令，除
了救災等必要崗位，公私營機構
全面停工，假若有個別行業認為
有必要再申請豁免。

黃家和：僅3%至5%員工受影響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

表明反對立法，指「山竹」是百
年一遇，沒必要特地為此立法，
形容議員是「攞嚟搞」、「得閒
無嘢做，係唔係都話要立法。」

他又質疑工聯會的調查對象有針
對性，只是針對某類公司，所公
佈的數字不準確。他並指自己向
餐飲業及自己公司管理層了解
過，估計全港只有3%至5%員工
受影響，堅稱據其了解，大部分
人都能夠上班。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

譽主席劉達邦亦不認同立法，因
香港經濟自由度名列世界前茅，
若有太多法例規限，會窒礙投資
者興趣。他建議如勞資雙方有分
歧，應向勞工處求助協商。他又
指，如要立法，理應雙向，不應
該只是懲罰僱主。他又指政府在
風災善後工作尚有改善空間，例
如應出動大量人手通宵清理殘枝
開通道路。

災後停工擬立法 餐飲業稱「攞嚟搞」

社會各界
均對高錕離世
深表惋惜，有

曾與高錕共事的學者及多次接觸
的政界人士讚揚他一生成就非
凡，待人親切，對教育及科研發
展均有重大貢獻；另有中大校友
及普羅市民昨亦特意前來悼念，
表示雖與高錕素未謀面，但從報
道上得悉其偉大貢獻與情操，望
能到來聊表心意。
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昨日下午

到來弔唁，他表示高錕任中大校
長時，自己亦是中大教職員一分
子，形容對方為人平實， 處事
認真亦很關心學生。與黃玉山一
同前來的公大副校長唐創時則
指，過往雖未曾跟高錕見面，但
其光纖發明對世界貢獻大，學術
界普遍均對他很是尊敬。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指，過往擔任副工商
司及工業署署長時，曾與高錕有
過不少會面，憶述高錕曾送書給
她，形容對方為人和善。被問到
高錕任中大校長期間曾被指「對
學生太和善」，葉劉淑儀指當時
社會環境不如現在般政治化，學
生亦無今日激進，無法比較。
本身是中大工程系校友，現
職數據分析工作的蘇小姐表
示，在校期間雖未有機會與高
錕有過一面之緣，但尊敬對方
的研究精神，「特別是他發明
光纖後，不拿專利貢獻世界的
無私精神，讓普羅大眾都可日
常使用」，對其離世深感惋
惜。
任職畫家的市民蕭女士表示，

過往雖與高錕素未謀面，但從有
關高錕特輯片段與報道所見，感
覺高錕一生成就偉大，深受感
動，「點解世界上有咁好的人，

學術靚，人品又好，對老婆亦很好，對學生永
無say no，世界觀亦很寛大」，認為他是世人
典範，故特意前來悼念。
年屆70的街坊李女士指，知道高錕是光纖的

發明者，亦為中大前校長，生平主要是從報章
理解，敬重對方的光纖發明對普羅大眾生活帶
來方便，同時為人卻很低調，情操值得學習。
因參與長者活動而認識高錕夫婦，並在
2013年起以畫畫方式協助高錕改善認知能力
的義工鄺妙儀表示，高錕最初跟自己學習畫畫
時，一度連如何執筆都已忘記，但在學畫過程
間一直有很大進步，形容對方「好有紳士風
度、好慈祥同埋好善良」，對其離世深感惋
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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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堂場內昨日派發由
中文大學編印的紀念
冊，當中介紹高錕生

平，並配以不同階段的重要圖片，展示其傳
奇一生。紀念冊回顧了他1933年上海出
生，1949年移居香港，其後負笈海外並成
家立室，於1963年開始探索光纖1966年發
表劃時代的光纖通訊論文；及後他先後於
1970年及1987年兩次加入中大，後次出任
9年校長至榮休，並在2009年獲頒諾貝爾物
理學獎，成就人生中一個又一個高峰。
紀念冊讚揚高錕畢生研究，是對現代通

訊劃時代的偉大貢獻，改變了人類資訊傳
播與發展的步伐。同時高錕最讓人懷緬的
是其謙謙君子之風，領導中大期間作風開
明，令人津津樂道。
至高錕晚年患上腦退化症，接受諾貝爾

獎時的健康狀況已不容他親自發表得獎演
說，更遑論理解自己對世界的貢獻，但無
損他在各界心目中的偉大身影，「他晚年
在公開場合出現，笑容純真，眼神澄明，
令人神傷，也令人欣慰……哲人其萎，惟
其和煦柔光將繼續照亮世界，無時或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紀念冊回顧傳奇一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表
示，雖然今年颱風高峰期理應已過，但太平洋的海水仍
然溫暖，加上氣候暖化因素，仍會有颱風形成，呼籲市
民不能掉以輕心。他續指，隨着氣候變化，「天鴿」及
「山竹」威力屢創紀錄，強調必須防患於未然，並說現
時政府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已開會討論，檢討如何提高
應變能力等議題。
岑智明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最近天氣漸涼，相信

今年颱風高峰期已過，但全球暖化令太平洋水溫仍溫
暖，故10月和11月仍可能有颱風來襲，提醒市民不能
掉以輕心。

吐露港潮位可達7米
岑智明指，天文台正積極分析「天鴿」和「山竹」各

方面的數據，希望運用大數據協助提升未來防災工作。
他續說，氣象界近日亦有新方向，包括將全球官方天氣
機構發出的預警訊息在同一平台共享，讓市民知道有關
訊息是值得信賴，以及將預測風力、水位、雨量等數據

轉化，分析對社會的影響。
他又談及超強颱風「山竹」，指之前有預報說「山

竹」將由太平洋直接吹襲香港，形容「當時感到好
驚」，幸而「山竹」最先吹襲呂宋，令風力有所減弱，
加上當日不是天文大潮，但最高潮位已升至4.69米，僅
次於「溫黛」水平；而最高風力亦由250公里減至175
公里。他續說，如「山竹」正面吹襲香港，吐露港的最
高潮位可達7米，屆時破壞力將非常驚人。
岑智明說，「山竹」風力強勁，為了緊守崗位，當時

他有近50小時沒有睡覺，而香港天文台總部更首次被
吹至搖晃。不過沿岸破壞仍然強勁，海浪再加上風暴
潮，令數噸計石頭都吹走，將軍澳、杏花邨均成為重災
區。他續指，雖然本港災後應變能力不俗，但預防勝於
治療，建議當局加固海堤及加高填海土地高度，以加強
抵禦風暴的能力。
他續說，港人習慣穩定的食水及電力供應，在颱風吹

襲時才會經歷停水停電，建議參考日本的經驗，研究是
否需要增購附有手動發電收音機等物資的「防災包」。

太平洋水溫仍暖 下月或有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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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夫婦梁振英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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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夫婦張建宗與陳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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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及多位司局長均送上花
牌致意。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場內輓聯
■■靈堂場內派發紀念冊，介紹高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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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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