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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袁老剪髮18年：
多希望這是一條假新聞

●5 月 24 日，市民在明陽山殯儀館
為袁隆平送上鮮花。
為袁隆平送上鮮花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我最遺憾
的是，不能再為他理髮了……」22 日下午，袁隆平院
士不幸逝世，在袁老家門口，前來悼念的「曹氏名剪·
萍」理髮店老闆曹小平久久不肯離去，滿面倦容的她
止不住流下眼淚，「我已經幫袁老剪了 18 年頭髮，本
來還期待着等老人家出院再為他理髮。」

袁老親自為小店題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 曹小平的小店離袁老家僅有
百米之遙。曹小平說，從開業那年起，袁老就一直在
小店理髮。袁老在參加不少具有重要意義的活動之
前，都先要來她的小店理個髮，以至於小店的招牌都
是由袁老親自題字，老店還標明了「袁隆平院士定點
理髮店」。
在曹小平眼裏，袁老和藹、幽默，而且對於髮型有
自己的主張，「他喜歡自己設計髮型，總是給我提不
少意見。」所以每次剪完，他都覺得很滿意。

曾請纓到醫院為袁老理髮
為了照顧她的生意，原本只要 20 元的普通髮型，袁
老每次都要強塞 100 元給她，「他說如果我不收，他
就再也不來了，而且很重感情，一點架子都沒有。」
90 歲生日那次，理完髮以後曹小平鼓起勇氣向袁隆平
提出合影的請求，沒想到袁老立馬就答應了。
談起袁老爺子最後一次光顧小店，曹小平記憶猶
新，「去年 11 月 30 號，老爺子去三亞之前還來理過一
次髮，當時精神蠻不錯，說要出遠門。」可誰知這一
別竟是永遠。
「今年 4 月初袁老從三亞回來後，就直接去了醫
院。」其間曹小平曾主動請纓去醫院為袁老爺子理
髮，但由於情況特殊，並未獲得批准。不過她一直都
通過袁隆平身邊工作人員聯繫，了解袁隆平的身體情
況。「之前聽說他狀況還可以，我還一直都期待着等
他出院為他理髮。」
「直到現在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多希望這是一
條假新聞。」曹小平在袁老家門口泣不成聲。

●5月24日，袁隆平遺體送別儀式在湖南省長沙市明陽山殯儀館舉行。

群眾送氣排球：
袁公，天堂好好運動，我們好好吃飯
●弔唁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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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5 月 24 日，長沙，明陽山殯儀館銘德廳，哀樂低回，「雜交水稻之父」、「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
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仰臥在鮮花翠柏中，身上覆蓋着一面國旗。廳裏擺滿花圈，其中一個上面寫有「習近平

「袁公，天堂好好運動，我們好好吃飯。」一位群眾手捧一個氣排球來到湖南雜交水稻研

敬輓」。儘管袁隆平家屬主張喪事從簡，前來送袁老最後一程的民眾隊伍仍然綿延了幾公里。

究中心弔唁袁隆平院士。生前在接受採訪時，袁老就曾多次表示，希望如今的年輕人能夠

傾盡一城花，只為奠一人。人們神情肅穆，手捧明黃、雪白的菊花或金黃的稻穗，和袁老告別。「他讓

多多從事體育鍛煉，並透露自己非常喜歡排球運動。在球場上，自己經常會全身躍起，單
掌扣殺，或者蹲下身子，奮力補救。不過由於年齡原因，袁老自己也感慨道：「年紀大

我們這麼多老百姓吃上了飯，非常偉大，希望更多人紀念他。」「我們號召更多出租車兄弟前往參與免費

了，打不動了。」

接送活動！」……這些樸素的話語，這些自發的行動，是民眾對一位科學家的最高禮遇。

●文/圖：瀟湘晨報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及新華社

銘德廳門口，輓聯寫着：功著神州音容宛在，
名垂青史恩澤長存。袁隆平躺在鮮花翠柏

●曹小平在為袁隆平理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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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唁人流排成數公里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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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懷念的最好方法是傳承

內地務農港人：

從媒體上看到袁隆平院士去
世的消息，身在廣東的港人陳
嶸恩在朋友圈寫下「一粥一
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
縷，恒念物力維艱。或許，懷
念袁老先生最好的辦法，就是

式種植富硒稻穀，目前正在中山、佛山等地選
址。在種植方面，我計劃用蚯蚓糞作為有機
肥，用改善後的土壤去種植水稻。」他說，加
上現代種植技術，這種有機肥種植和水耕稻穀
相比，全年可種植，且大米品質和營養會大大
提高。

傳承。」
陳嶸恩長期在內地從事供港蔬菜種植、管
理，在現代農業種植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
「對於我們南方人，一頓不吃米飯就覺得不舒
服，我就是這樣的。有時候我也想，這些大米
是怎麼生產出來的。我去學習相關知識，發現
袁隆平先生在這方面貢獻非常大，看了很多關
於他的故事，很感動。」
他說，袁老先生從事水稻研究，不僅造福中
國人，也造福了全人類，而且他不為名不為
利，讓人非常欽佩。「作為一個現代農人，我
也一直在思考，我可以做些什麼？」

糧食來之不易 不應
「食飯食剩」



思考向港人普及現代農業知識
在從事供港蔬菜種植時，陳嶸恩思考如何把
現代農業的技術、模式帶回
香港，在香港普及現代農業
知識，讓更多人懂得珍惜糧
食，學習科學知識。
他說，對袁隆平先生的緬
懷，最好的方式是把他的事
業延續下去。而在這方面，
自己也有了新的計劃。
「我準備在內地用新的方

中，面容安詳。陽光透過天花板的玻璃灑落在他身
上。他穿着紅藍格子襯衫和深藍色西裝外套，這是
他生前最喜歡的衣服。面帶微笑的遺像，是先生 65
歲當選院士時所拍。袁隆平的遺孀鄧則一襲黑衣，
坐在輪椅上。她的頭微微側着，沒有朝着遺體的方
向，右手緊緊握住左手，放在大腿上。她的左手戴
着一枚戒指。在低沉的哀樂中，親友和各方來賓依
次向先生鞠躬告別，與鄧則握手。不久後，孩子們
推着輪椅，陪着鄧則來到遺體正前方。鄧則突然站
起身來，快步走到袁隆平遺體前，跪在地上，埋頭
哭泣。

「碗中有米，心中有您。」清華大學的香港
青年教師黃爾諾表示，作為「90 後」青年，必
須要認真向永遠保持着年輕心態、並將自己稱
為「90 後」的袁爺爺學習。「袁爺爺的故事讓
青年一代明白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我們必
須要食乾食淨，絕不能食飯食剩。」黃爾諾至
今非常清楚地記得，小時候出國留學，外公外
婆總讓他從香港帶去電飯煲和一些大米。「那
時候我真不理解，但老人家會耐心地跟我分享
以前香港被日軍侵佔時的故事。那時候香港老
百姓嚴重缺乏糧食，導致很多人餓死街頭的悲
劇。他們讓我珍惜糧食。父母也常常教育我，
農夫種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中國政法大學的港生李昱賢表示，袁爺爺的
逝世對於世界而言都是損失。他把自己的一生
獻給了雜交水稻研究，是一位真正的糧食英
雄。「雖然未曾謀面，但我們都是受益者。剛
聽到袁爺爺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難過。他
的豐功偉績毋庸置疑更無需贅言，只希望袁老
一路走好。國士無雙，先生千古！」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江鑫嫻 廣州、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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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綿延數公里

港議員難忘袁老樸實無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鈺）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與袁隆平曾有一面之緣，
他24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發文，形容自己的
心情與大家一樣格外的沉重、無比的傷感。
陳克勤表示，自己的辦公室放有一張與袁隆
平的合照，年份為 2005 年，當年帶領「香江
之曦 — 9+2 青年湖南考察團」前往湖南探訪
時所留影。陳克勤表示，出發前以為一位舉世
聞名的科學家，應該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在
最先進、華麗的實驗室工作。剛好相反，袁隆
平的辦公室相當古舊，只是在一幢七八層樓的
舊式樓宇內，辦公室的設備可以稱得上是很破
舊，而眼前的袁隆平，打扮也很樸素，一件恤
衫、一條西褲，加上一對滿是泥巴的鞋，一臉
慈祥的笑容，令自己印象難忘。

冀港青珍惜現有條件
此外，陳克勤表示，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在
無比艱苦的環境下，不斷努力，目的是要解

免費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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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十多億人民的溫飽問題，肩上的擔子相當
之重，無一刻可以鬆懈，同時也反映出，今
天國家所享有的成績，全靠一班不畏艱辛的
科學家、學者，作出無私奉獻，堅持技術研
發等工作，終於成就舉世聞名的不朽功勳。
期望香港年輕一代，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應該更加珍惜。
陳克勤表示，袁隆平不但為解決國家糧食危
機作出卓越的貢獻，更為世界各國糧食發展作
出了重大的貢獻。願袁隆平先生一路好走，願
他的精神長存人民心中。
24日，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表示，驚悉「雜
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丶「共和國勳
章」受勳者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袁
隆平病逝，該會深表哀悼，並謹向袁的家屬致
以慰問。學者協會提到，袁隆平立志「發展雜
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形容他「為中國糧
食安全和世界糧食供給作出巨大貢獻，功垂史
冊」。

快遞送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銘德廳外，長沙明陽山彷彿被人潮淹沒。擁擠
的人群中，許多人看不清面容，一眼望去，只能
見到一朵朵明黃和雪白的菊花——人們把手中的
鮮花舉過頭頂。前來送袁老的民眾綿延了幾公
里。一位負責維持現場秩序的義工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從 22 日晚間開始，前來祭奠袁隆平的群
眾數量一直很多，「至少有上十萬人過來弔唁。
我們從早到晚要輪班維持秩序。」曹同學是中南
大學的一名大一學生，一早前來祭奠袁老。「我
沒有感受過飢餓，這是袁老先生的功勞，我替父
母過來弔唁一下。」小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他老家是山西太原，父母 40 多歲，在老家的父母
也希望他過來，如果不是離得太遠的話，他父母

也會親自過來。小曹介紹稱，在他的同學群、老
鄉群中，很多人都想過來弔唁袁老。

帶孩子來送別
弔唁的隊伍中，有媽媽帶着自己五歲的孩子前來
送別袁老，「袁爺爺為了世界人民能吃飽，把自己
的一生都獻給了雜交水稻事業，這種無私奉獻、愛
國愛民的精神我都想讓小孩子學習」。這位媽媽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70 歲的農民周秀英和家人來到這裏。「知道他走
了，一定要來送送他，我們種田的，對他有感
情。」她抹着眼淚說。
前往殯儀館的柏油路被人群擠滿。
「放心，小視頻也拍好了，這邊人多，網絡不

●袁隆平的夫人鄧則（中）在遺體送別儀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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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食者常憶袁公
24 日上午，從四面八方趕來的人
們自發來到長沙明陽山殯儀館，手
/=
持鮮花、稻穗，送別袁隆平最後一
程。與此同時，網絡上億萬網民表
達着無盡哀思，「悲傷匯聚成
河」。袁老的離世，舉國上下同悲切。
世間也有好事之人，不斷以刻板的眼光去挑剔袁
老的一生，有些還拿出某些「科學標準」試圖來說

山東

●山東青島市民自發到青島海水稻研究發展中心悼念
袁隆平院士。
受訪者供圖

明些高低上下。的確，袁隆平的一生沒發過什麼SCI
（評價學術水平的指標，編者註），甚至還曾幾度
落選中科院院士。他不是一位論文專家，他的一生
直到臨終前幾個月都在下田。袁隆平的科研方向很
單純，就是不斷實實在在地提高水稻產量，讓包括
海水田鹽鹼地在內的每寸土地都可以飄出稻香，
「讓所有人不再挨餓」。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與袁隆平座談交流。在接受

江西

●群眾在江西德安隆平廣場隆平雕像前獻花悼念。
網上圖片

好，等會就發給你。」殯儀館外，一位身着快遞公
司制服的年輕人，將鮮花擺放好，拍下小視頻。他
透露，有不少無法趕往長沙的民眾，通過網上下單
的方式敬獻花束，他們在備註裏寫着請快遞小哥幫
忙拍攝小視頻，確保花束送到，「也有客人留言，
說如果可以的話，代他向袁老鞠躬，我能做的都盡
量做。」上午9點多，當地花店老闆李小姐，帶着近
20 束鮮花來到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她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介紹，這是她今天（24 日）第二次送花過
來，這次送了近 20 束菊花，而昨天（23 日），她們
共來了近十趟之多。李小姐將每束鮮花仔細擺好，
還拍下照片，通過微信發給客戶，她的服務才算結
束。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每束花都標明了姓名，
有遼寧的，有北京的……「最遠的有新疆的、黑龍
江的，五湖四海的都有。昨天（23 日）起，長沙這
邊菊花都賣斷貨了，大家都趕緊從雲南調貨。」李
小姐說。
路的左邊，身穿藍色襯衣的「雷鋒車隊」舉起悼
念橫幅。一排出租車整齊停着，車窗玻璃上貼着
「免費接送車」字樣。司機劉浩輝說：「上百台出
租車自發組織起來，免費接送從外地趕來的人
們。」
路的右邊，42 歲的水電工郭慶偉站在一輛棕色的
商務車旁，車裏堆滿了口罩。他和朋友買了 8,000 餘
個口罩，從 23 日上午 9 點起為群眾免費分發。「昨
晚幾乎沒合眼，我想為他做點什麼。」
這一天，長沙氣溫 23℃。科研工作者說，這是適
宜雜交水稻生長的溫度。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授予的「共和國勳章」時，袁隆
平說，「我們正在向 1,200 公斤畝產衝刺！」袁隆平
去世後，習近平號召廣大科技工作者向他學習，
「學習他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信念堅
定、矢志不渝，勇於創新、樸實無華的高貴品質，
學習他以祖國和人民需要為己任，以奉獻祖國和人
民為目標，一輩子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
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崇高風範」。
袁隆平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論文，人民看在眼裏、
記在心裏。飽食者常憶袁公，此次，民眾自發地送
別袁隆平，就是人民對袁老無私忘我、全心為民的
一生，最真誠、質樸的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海南

●一名男子在海南三亞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海南基地悼念袁隆平。
新華社

習近平送花圈 數十萬民眾長沙送別袁隆平

傾盡一城花 只為奠一人

文匯要聞

A2、A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