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溫穎芝

港台英文台資深節目主持人郭利民Uncle Ray（Ray Cordeiro）前天傍

晚（13日）在中大醫院辭世，享年98歲。資深唱片騎師（DJ）曾智華14日在

社交媒體公布其死訊：Uncle Ray昨午安詳回歸天家，結束其燦爛人

生。Uncle Ray是健力士世界紀錄 「全球持續主持電台節目最長久的

DJ」保持者，一生奉獻廣播界及香港樂壇。1997年獲香港電台授予

「終身成就獎」。

開咪最長久唱片騎師
Uncle Ray逝世
Uncle Ray
192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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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的 「冬日開懷集」 系列本月推出立體書故
事劇場《回味．舊時．佮佮冚》（再嘗版），
本地紙藝藝術家及劇場燈光設計師劉銘鏗將透
過精巧的立體書和紙偶，以光影藝術和生動聲
音演繹，為觀眾帶來具本土特色的趣味劇場。

故事講述營營役役的上班族杰仔在辛勞
工作後，回憶起兒時美好的事物，既有木頭車
小販的咖喱魚蛋，亦有整齊舊建築的街景。他
透過這場奇幻回憶之旅，反思當下生活。《回

味．舊時．佮佮冚》為劉銘鏗第10部 「立體
書故事劇場」 作品，是次 「再嘗版」 演出除有
說書人的生動演繹，亦加入舞者有趣的肢體動
作和樂手鬼馬的演奏，將帶給觀眾豐富的視聽
體驗。

節目將於今日（1月15日）下午2時30分
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舉行，另設兩場以粵
語講解的立體書製作工作坊，於下午4時30分
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演講室舉行，由劉銘鏗主
持。

【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康文署）音樂事務處轄下的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於今天（15
日）下午3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
廳舉行周年音樂會，主題為《當代

與經典》。
音樂會由音樂事務處導師甘

浩鵬博士及李星雲擔任指揮。演奏
曲目包括描繪拉丁美洲慶祝活動盛
況的威廉斯《第三交響舞曲 「節

日」 》、由香港作曲家聯會贊助委
約本地作曲家甘聖希創作世界首演
作品《白傘蓋佛母壇城》、德伏扎
克充滿神秘色彩的交響詩《正午的
女巫》，以及柴可夫斯基視之為畢
生所寫最佳交響樂曲《F小調第四
交響曲，作品36》。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於1978年
成立，現有約100名團員，年齡介
乎12至25歲。多年來培育了多位
著名音樂家，包括本地職業樂手及
音樂教育工作者。樂團同時擔當香
港音樂大使的角色，多次參與不同
地方的演出，足跡遍及法國、以色
列、塞浦路斯、英國、澳洲、美
國、新加坡和內地。

▲Uncle Ray被港台派往英國BBC修讀3
個月課程，有兩次機會訪問披頭四樂隊。

《回味．舊時．佮佮冚》（再嘗版）推出

◀立體書故
事劇場《回
味．舊時．
佮 佮 冚 》
（再嘗版）
今日推出。

青年交響樂團演繹《當代與經典》

◀借古鑒今．夢幻樂韻頌人生。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
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
昨日（1月14日）對郭利民博士
Uncle Ray離世深表惋惜，並向其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楊潤雄表示： 「Uncle Ray以
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親切的聲音導賞
音樂，陪伴我們數十年，是香港重
要的流行文化代表性人物，也是我
們慈祥的長輩，對樂壇貢獻良多，

我們對他的離世非常不捨，永遠懷
念他。」

丘應樺說： 「郭利民博士
Uncle Ray從事廣播工作逾70載，
建樹良多，備受業界敬重。他主持
香港最長壽廣播節目 『All the Way
with Ray』 ，廣受聽眾歡迎。我衷
心感謝郭利民博士對廣播界的畢生
貢獻，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縱橫香港廣播界縱橫香港廣播界7070載載
Uncle RayUncle Ray治喪委員會昨日公布治喪委員會昨日公布Uncle RayUncle Ray離世消離世消

息息：： 「「我們懷着沉痛和不捨的心情宣布我們懷着沉痛和不捨的心情宣布，，有樂壇教父有樂壇教父
美譽的美譽的Uncle RayUncle Ray，，於主曆於主曆20232023年年11月月1313日下午日下午55
時時，，在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安詳離世在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安詳離世，，享年享年9898歲歲。。至至
親好友陪伴在側親好友陪伴在側，，並由並由Joe JuniorJoe Junior領唱領唱You'llYou'll
Never Walk AloneNever Walk Alone，，送別這位備受尊敬的前送別這位備受尊敬的前
輩輩。。」」

Uncle RayUncle Ray是健力士世界紀錄是健力士世界紀錄 「「全球持全球持
續主持電台節目最長久的續主持電台節目最長久的DJDJ」」保持者保持者（（由由
20002000年至今年至今），），一生奉獻香港廣播界和一生奉獻香港廣播界和

樂壇樂壇，，影響深遠影響深遠，，建樹良多建樹良多，，於於19971997
年獲香港電台授予年獲香港電台授予 「「終身成就終身成就

獎獎」」。。
20222022年年77月政府公布授月政府公布授
勳名單時在政府憲報中勳名單時在政府憲報中

讚 揚讚 揚 Uncle RayUncle Ray：：
「「他畢生致力他畢生致力

推動本地流行音樂和為社會大眾提供娛樂推動本地流行音樂和為社會大眾提供娛樂，，亦培育出不少亦培育出不少
新晉歌星和樂隊新晉歌星和樂隊，，贏得贏得 『『樂壇教父樂壇教父』』的美譽的美譽。。」」廣播處長廣播處長
張國財讚揚張國財讚揚Uncle RayUncle Ray一生對樂壇及廣播界的貢獻一生對樂壇及廣播界的貢獻，，對其對其
離世表示惋惜離世表示惋惜，，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Uncle RayUncle Ray擁有豐盛的一生擁有豐盛的一生」」
UnclUncle Re Rayay20212021年年77月接種新冠疫苗月接種新冠疫苗，，並為衞生署拍並為衞生署拍

攝廣告攝廣告，，呼籲長者們盡快接種疫苗呼籲長者們盡快接種疫苗。。去年去年11月月，，UncleUncle
RayRay在寓所突然中風在寓所突然中風，，幸得契仔幸得契仔AndyAndy及時發現及時發現，，即時叫即時叫
救護車送院救治救護車送院救治。。

Uncle RayUncle Ray治喪委員會提到治喪委員會提到：：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的醫護團隊個多月來對的醫護團隊個多月來對Uncle RayUncle Ray悉心照顧悉心照顧，，我們深表我們深表
謝意謝意；；並向並向Uncle RayUncle Ray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喪禮將以喪禮將以
天主教儀式進行天主教儀式進行，，詳情另行公布詳情另行公布。。」」

與與Uncle RayUncle Ray共事數共事數1010載的車淑梅與丈夫張文新載的車淑梅與丈夫張文新
（（港台前助理廣播處長港台前助理廣播處長），），於一月初曾赴醫院探望於一月初曾赴醫院探望
UncUncle Rale Rayy，，當日當日Uncle RayUncle Ray的契仔的契仔AndyAndy也在也在
場場。。車淑梅在社交網站留言悼念車淑梅在社交網站留言悼念，，並上載當日照並上載當日照
片片。。 「「不捨不捨真不捨不捨不捨真不捨，，我們敬愛的我們敬愛的UncleUncle
RayRay昨午離開了……記得昨午離開了……記得11月月22日我們探望日我們探望
UncleUncle，，他的精神不錯他的精神不錯，，我們貪玩拍片我們貪玩拍片，，
大家說大家說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他即來一句他即來一句
To EverybodyTo Everybody！！ 真 的 好 精 靈真 的 好 精 靈 ！！
Uncle RayUncle Ray擁有豐盛的一生擁有豐盛的一生，，您對您對
樂壇和廣播界厚實的貢獻樂壇和廣播界厚實的貢獻，，後輩後輩
得向您衷心致敬和緊緊追得向您衷心致敬和緊緊追
隨隨！！Uncle RayUncle Ray一路好一路好
走走，，感恩有您感恩有您！！WeWe
Love YouLove You！！」」

楊潤雄：永遠懷念他

郭利民（Uncle Ray）

◀Uncle Ray手持
《大公報》報紙
版面。
（圖片：周光蓁
提供）

▲▲車淑梅車淑梅（（右右））與丈夫張文新與丈夫張文新（（左前左前））於一月初於一月初
曾赴醫院探望曾赴醫院探望UncleUncle RayRay。。

1924 Uncle Ray原名Reinaldo Maria
Cordeiro，中文名字郭利民，是香
港出生的葡萄牙裔唱片騎師。

1941 就讀於聖若瑟書院。

1943 日本佔領香港期間，被迫輟學，逃
往澳門，在東海難民營擔任母親的
幫廚，一次除夕晚會中看到樂隊的
演出，立志要當鼓手。兩年後，
Uncle Ray回港於銀行工作，一方
面籌組樂隊，在不同的會所、夜店
演出。

1949 加入 「麗的呼聲」 ，後成為具影響
力的唱片騎師。

1964 被港台派往英國BBC修讀3個月課
程，有兩次機會訪問披頭四樂隊。

1970 主持節目 「All the Way with
Ray」 ，成為香港最長壽的電台節
目。除了做電台節目，也拍過不少
電影，包括《摩登保鑣》、《失業
生》和《我愛夜來香》等。

1987 獲英女王頒授MBE勳章。

1997 獲香港電台授予 「終身成就獎」 。

2008 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2012 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2021 以96歲高齡退休。

2022 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香
港中文大學頒授社會科學系榮譽博
士。

▲2021年6月7日
大公報Uncle Ray
專訪。

▲Uncle Ray為港台主持節目 「All the
Way with Ray」 超過40年。

▲2022年，Uncle Ray獲頒銀紫荊星章。

許冠傑昨晚在社交媒體貼
文稱： 「Uncle Ray是我一生的
摯友及老師，對他的離開，我
十分哀痛。Uncle Ray對香港音
樂界的貢獻非常重要，是推動
香港音樂發展的重要人物，他
的離開是香港音樂界的一大損
失。希望他的家人節哀順變，
Uncle Ray在天國繼續他精彩的
音樂世界。」

Uncle Ray曾扶助許冠傑
成名；2021年Uncle Ray封咪
前的最後一周，許冠傑和夫人
親臨直播室做客，並送上親筆
書寫的「Always in our Hearts」
字句的陶瓷心意掛飾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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