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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先生在香港
逝世，享年84岁。新闻里回忆他，多提
及他的“光纤之父”、诺奖得主身份，

“是开发和应用光纤技术的先驱，为现
代通讯科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在
许多与高锟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眼里，
他更是一位可爱可敬的老校长，是一
位乐于助人的谦谦君子。

高锟1933年生于上海，祖父高吹万
是晚清诗人，与柳亚子交往深厚；父亲
是律师，一家人住在法租界。高锟在其
自述中回忆：“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
度过童年，喜欢什么便做什么……”父
母对孩子的教育既传统又现代，自小
沉醉于科学的高锟，经常与弟弟在家
中进行实验，曾制造过灭火筒、烟花
等，甚至试过自制炸药，然后将炸药藏
在泥里，再搓成一个个小汤圆般掷在
地上。

与那个时代不少人的轨迹一致，
为躲避战乱，高锟辗转香港、出洋留学，
毕业后进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而此时
也正是通信行业酝酿激变的时期。

经过数年研究，高锟得到一个重
要的理论发现：透明材质中的杂质才
是造成衰减率过大的主要原因。1966
年，高锟发表了论文《光频率的介质纤
维表面波导》，论证了玻璃介质能够完
成光线传播的条件，并首次提出用玻
璃纤维作为光传播介质并用于通信的
理论。

这篇论文也是他后来获得诺奖的
重要“基石”，遗憾的是，论文发表以后
并没有引起波澜，业界对此毫无兴趣。
不得已，高锟自己动手，成为玻璃工艺
专家，并与企业的研发部门一起探讨
研究可行的高纯度玻璃制造工艺。而
根据高锟发表的论文，美国康宁公司
开始研发光导纤维。1970年，终于制造
出符合理论的低损耗试验性光纤，由
此开启了光通信的时代。

如果没有1966年的那篇论文，今
天的互联网存不存在，或者是什么模
样，都很难想象。更为难得的是，高锟
一辈子都没有用自己的研发申请过专
利。曾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后
悔，如果当年申请了专利，或许早就暴
富了。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后悔，也没
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钱为重，那就一
定不会有光纤技术成果。

高锟于2004年前后患上阿尔茨海
默症，记忆逐渐丧失。2009年获得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对他来说，可算是“迟
来的奖项”。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高锟获特别安排，免除走到台中领奖、
鞠躬三次的礼仪，瑞典国王破例走到
他面前颁奖。76岁的高锟说了“谢谢”，
这是他接到奖章与证书后说的唯一一
句话。

庆幸的是，高锟在患病之前，花了
近十年时间，于2001年完成其英文自
传，中文版名为《潮平岸阔─高锟自
述》。写书时他还没有获奖，对自己在
光纤行业已经取得的成就，他非常冷
静：“我并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
没法把自己归类为富有、伟大，又或者

是有权有势的其中任何一类。有的人
认为我属于这一类、那一类人……这
些帽子，要我戴得舒服才行，否则我将
脱之唯恐不及。”

细心的人还会注意到，高锟自传
一共十五章，首章先写与相守四十多
年的夫人美芸相识相遇及后来的生活
细节，随之倒叙童年往事，以及鲜有详
细披露的留学生活。相信这样的安排
是作者有意为之：科技事业与家庭兼
重，以“邂逅”章节居全书之首，足见科
技学者对人文、人伦价值之肯定。

在高锟的朋友、学生眼中，他的身
份也绝不只是诺奖获得者，更是一位
值得称道的校长，值得信赖的君子。

1987年10月，高锟从英国回到香
港，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
从1987年到1996年任职期间，他为中文
大学网罗了大批人才，在与内地科技
界的交流合作中，他主张“一步一步把
双方的联系实际化”。

上海交大的陈益新是国内光纤通
信领域的带头人，他比高锟小两岁，两
人交往几十年，经常在美国、日本等地
的学术会议场合见面。陈益新印象最深
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召开的一
次会议。时任香港中大校长的高锟，为
了让尽量多的内地学者参会，主动和相
关部门联系，给学者提供一些补贴。另
外，中大还把许多宿舍腾出来，让内地
学者住。所以，那次国际会议内地有60
多位学者参加，“高锟对中国的感情很
深，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高锟获得诺奖后，梁文道曾在《南
方周末》撰文写道：“我在大学的时候，
过的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大学生生
活。而我所在的大学——— 香港中文大
学，当年也不是一所很典型的今天我
们在中国常见的大学环境。那时候最
奇怪的是，老师居然也特别宽容，在这
种情况底下，还能给我分数而且还让
我合格。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因为
当时我们的校长就是这样一位开明，
且宽容的人。他就是高锟教授。”毕业
之后，梁文道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
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
每年都会亲笔写信感谢他们的工作。
而且每年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
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
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
下太多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对待学
生平等、平和的态度，今天看来仍令人
触动。据当年曾任《中大学生报》校园
版编辑的周保松回忆，当时每个月的
学生报都会批评校方，高校长不止看
过，还会要求下属把这些评论和批评
收集起来，影印分发给被批评的各所
学院或者各个行政部门。在后来的一
次采访中，高校长说：“学生一定要这
么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学校的
教育就是要培养敢于挑战权威，能够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千万不能够盲目
相信专家。人家说我是‘光纤之父’，我
是光纤的专家，但是假如我告诉你光
纤1000年之后还会被应用，你能相信
吗？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这样追忆逝
去的高锟：偶尔回到校园，或在外面看
见他与他的夫人，永远都是那么恩爱
地拖着手。逐渐失去记忆力的校长，越
来越像一位可爱慈祥的老人家，脸上
挂着小孩般的笑容。“我希望，当时光
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着他
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还能记着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
真正的教者。”

本报记者 徐静

““光光纤纤之之父父””高高锟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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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直把昆明换渤海”

甲午战争之后，民间流传这么一个
说法———“直把昆明换渤海”。

这里的“昆明”指的不是云南省的省
会，而是颐和园的昆明湖。据说北洋水师
就是在昆明湖练兵的。去过颐和园的朋
友都见过昆明湖，用这么小的水域练海
军，不输给日本人才怪呢。

其实，历史上北洋水师根本没有去
过昆明湖。真正在昆明湖操练的水师是
清朝的“皇家海军学校”———“水师内学
堂”。

说起来，这个“皇家海军学校”确实
和北洋水师有点关系，因为这个学校主
要是用来对付北洋水师的。

故事要从1887年说起，这一年，16岁
的光绪皇帝亲政了。

光绪皇帝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醇
亲王奕譞。儿子亲政之后，奕譞可谓志
得意满，没多久就去了李鸿章创办的北
洋水师视察。此时的北洋水师虽然没有
正式成立，但是已经初具规模，精通洋
务的李鸿章为其配备了最好的设备，招
收了最好的士兵。奕譞在满意李鸿章工
作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北洋水
师招收的都是汉人子弟，指挥官也都是
汉人。要知道，清朝最注重的便是“满汉
之别”，恐惧汉人甚于恐惧洋人，如今这
支精锐的部队全部掌握在汉族人手中，
万一他们炮口对准北京城，满人能抵挡
住吗？

于是，奕譞在回去之后，立马给慈禧
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个折子，称需要建
立一支由满族人操控的“皇家海军部
队”，他建议建立昆明湖水师学堂，只招
收八旗子弟，并恢复每年一度的昆明湖
水操。

昆明湖水操是清朝的习俗，在乾隆
时期，昆明湖就是演练水师的地方，但是
由于“承平日久”，这种习俗渐渐废弃了。
奕譞要求在昆明湖练习水师，其实不过
是借用这一传统而已。

早就对汉人实力扩张不满的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很快批复了奕譞的奏折，
为了“对抗”北洋水师，慈禧太后还“下了
血本”，把日本国送的一艘轮船转送给水
师学堂作为教学训练用船，并将这艘靠
蒸汽机运行的轮船命名为“永和号”。

不久，清朝的“皇家海军学校”———
“水师内学堂”正式成立，因其坐落在昆
明湖边上，所以也被称为“昆明湖水师学
堂”。由于其他水师学堂的毕业生都被派
往北洋水师工作，所以人们也误以为“昆
明湖水师学堂”也是为北洋水师服务的，
以讹传讹流传开北洋水师在昆明湖练兵
的说法。

来自梁启超的说法

现在网上流行着这么一种说法，因
为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
导致北洋水师没有钱去英国人手里买军
舰和炮弹，后来军舰被日本人购入，命名
为“吉野号”，这艘军舰在甲午战争中重
创北洋水师，让中国输了个一败涂地。对
此说法，人们深信不疑，慈禧太后成了人
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但是，当我们翻开史籍的时候，却发
现真相并不是如此。

首先是“吉野号”的来历，“吉野号”
是日本人主动向英国订购的，并不是清
朝政府不要之后才接手的，而且日本人
买这艘军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和清朝对
抗，而是为了对付俄国人。这是因为当时
俄国的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访问时，被负
责警卫工作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行刺，
尼古拉保住一命回国之后，日俄关系变
得非常紧张。当时俄国海军实力是世界
第三，为了应付来自北方的压力，日本人
订购了“吉野号”。

那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
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仍与醇亲王奕譞有关。1887
年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形式上退休，海
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颐和
园新修。修建颐和园需要筹措大笔经费，
接受任务后，醇亲王陆续从海军衙门里
掌管的经费向颐和园工程挪款。但是海
军衙门的经费和北洋海军的军费不能混
为一谈。除了挪用海军衙门的军费，还采
用“海防捐”的形式，就是以海防的名义
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官衔作为回报，所得
的钱除了充当建园经费以外还有一部分
作为铁路修建的经费。这笔钱原本就不
属于北洋海军，也没有打算用于北洋海
军，不能视作“挪用”。且战争爆发后，慈
禧还捐了私房钱300万两给海军用作军
费。

不过历史上，北洋水师的海军军费
确实被克扣了，但这并不是慈禧太后干
的，而是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因为他
的父兄曾被李鸿章弹劾过，所以他视李
鸿章为“仇人”，六年之间，没有给北洋水
师一分钱军费。

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的说法从哪
里来的呢？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梁启超的
文章，“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
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
数以充土木之用。”梁启超这种说法没有
任何数字考证，基本是为了反对慈禧做
的舆论造势，不足为信。

“亚洲第一”为何会输

在一些文献资料中，经常提到北洋
水师“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名头，这个
名头是怎么来的呢？

翻阅资料发现，这其实是各国军舰
吨位的排名，并不是综合的排名。如果单
论吨位，北洋水师的吨位要比日本联合
舰队大，但是从舰艇质量来看，日本总体
上应该说是领先。而且，就是从吨位来
看，在决定性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参
战舰艇吨位合计32396吨，日本联合舰队
参战舰艇吨位合计40849吨，北洋水师也
在下风。除了令人引以为傲的定远、镇远
二舰外，中方其余参战战舰排水量基本
落后于日军。

从武器来看，双方在黄海海战主要
进行的是炮战，北洋水师方面虽然有定、
镇二舰305毫米口径的巨炮，但是火炮射
速方面明显低于日方，日方装备的速射
炮占据压倒性优势。也就是说，火力方
面，北洋水师并不占优。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当时真正的“亚
洲第一”应该是日本。也正是因为这种差
距，让日本人对北洋水师的态度，由“恐
惧”变成了“轻视”。

这一点在北洋水师第二次访问日
本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北洋水师历史
上，曾两次编队访问日本。一次是在1886
年，还有一次是在1891年，后一次是在北
洋水师成军之后。这次访问是应日本方
面邀请，北洋水师6艘主力舰在丁汝昌
率领下编队赴日。舰队在日本受到不同
寻常的礼遇：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了舰队
高级军官，双方还互相参观了对方军
舰。丁汝昌还会晤了日本海军的创始人
胜海舟，两人甚至互赠刀剑。然而就在
这“热情友好”的背后，双方却又都用另
一种目光审视对方。尤其是日本，他们
发现北洋水师士兵的纪律非常松弛，武
器污损不堪，水兵们甚至在炮架上晾衣
服，他们看到了战胜中国的机会，决心
要打败中国。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清楚了，4年后的
甲午一战，日本联合舰队战胜了北洋水
师，成了真正的“亚洲第一”，并获得巨额
战争赔款；北洋水师残存的主力舰艇也
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价值一亿多日元。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
千万日元。

【【短史记】

北洋水师覆灭真相 □朱文龙

9月26日，在辽宁大连庄河海域开展的“经远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告一段落。经过近两个月的考古挖掘，共清理出各类遗迹标本500余件。根据
史料记载，“经远舰”隶属于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军舰击沉
于黄海的浊浪中。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关于“经远舰”、
北洋水师，大家还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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