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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僑
王振忠

（復旦大學中國史地理研究所）

筆者手頭有晚清以來徽州商人的數百封信函及

十數冊“信底”（即抄錄私人來往信函以備查閱

的尺牘匯編），其中有不少都反映了鹽業、典當、

茶業以及其他商業活動及社會生活的內容，具有極

高的史料價值。通過對這些尺牘作比較微觀、細緻

的研究，常能發現以往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

譬如，近數百年來，在“無徽不成鎮”的江

南，徽州人是一個特殊的區域人群。關於這一區域人

群，民間約定俗成的稱呼主要有──“徽（州）人”

“徽商”、“徽賈”、“徽州朝奉”、“徽州算盤”、

“徽駱駝”以及“徽狗”等
1
，但“徽僑”的稱呼，

卻從未見諸記載。而在筆者收藏的尺牘中，有四十七

張信封（其中大多附有信紙）
2
則提供了這方面的訊

息。信是民國十二年（1922年）至民國十八年（1929）

前後，飄泊異地的歙縣人吳錦山寄往家鄉──徽州歙

南佘坑，
3
由當地的“吳德大寶號”（一商店名）

托轉斜干橋、田干
4
、鴻飛

5
。收信者是其岳母方松

廣（“廣”當為“慶”的簡寫）、妻子方氏、內弟方炳

喜，還有的是由“岳母老大人方氏”轉交給兒子吳鴻

生的。其中的一封這樣寫道：

岳母老大人尊前，謹啟者：婿在里拜別以來廿

六日。由深渡刀（引者按：即“初”字）一日

開船，刀（初）七日到杭，婿初八日動身，由

上海往蘇各埠辦事，十五日返杭，本當早以回

音，因為事體婿太多，故而今日來字通告，婿

在外身體平安，可為（？）放心可也。

大人在府上諸事清吉！

　子婿吳錦山拜。

據吳錦山給岳母的另一封信上稱：他曾在湖州

鐵床廠、諸縣（諸暨縣？）公安局及寧波、慈溪

等地的警界工作，後來“想想警界辦事，也是不

美，調來調去”，於是就告退進入商界，“東謀

西就”，到江蘇震澤東市“正豐”米行內收賬，

又在浙江孝豐東街的“周裕興號”、湖州城北門

外市陌路“協大號仁記”、湖州新市鐘管鎮“方

義和號梅記”、新市徐家莊、長興水口“西號鹿

記”、杭州江干海月橋大街的“鼎大昌行”等商

號從業，並時常活躍於蘇州、上海等地。之後，他

創辦了“徽僑傳達公司”。據他寫給岳母的一封

信中談到：

⋯⋯婿鼎大昌生意自已分手，現下婿自己招

股，辦就公司，俏有回音，請寄杭州江干洋泮

橋大街徽僑傳達公司內可也，⋯⋯
6

此時，他所用信紙，最後有“徽僑傳達公司”的

印記，後來的信函則為“徽僑傳達總公司”的專用信

紙（上有電話、地址）。由“公司”到“總公司”，

信紙則由簡易到專用，不知這是否可以說明公司由草

創到逐漸走上正軌並進而有所發展？據上揭寫給岳母

及妻子的信函可知，“徽僑傳達（總）公司”是採股

份式的經營方式。吳錦山在寫給妻子方氏的信中，一

再提及“公司開張，定就章程”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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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現下發生公司以來，用場太大，五月鼎

大昌出行以來，辦事到至今，茶錢事費、香

費，用去五十六元，東來西去，辦（事？）非

錢不行。⋯⋯

⋯⋯近日以來，咳病又發了，不能安身。愚

發生開辦之事以來數月，心血去了不少，做

人之道，實在為艱﹗愚心高命不高。⋯⋯

⋯⋯愚咳病復法（發）以來不止，每日愚也

要辦事，好不苦楚。你在家當愚在外小

（愜？）意快樂，愚反而比吃別人家飯之

苦。愚在別家行內生意，反而快樂。現下發

辦後，反而身體不能行動。愚倘在外事，心

記念在本公司之事。現下一千擔，愚一人單

（擔）在身上。⋯⋯

不過，從往返尺牘來看，他與妻子方氏分居

兩地，關係似乎極其不睦，因此，所嘆苦經是否完

全屬實，仍然可存疑問。這一批函中，有二十二張

信封封皮均作：

江干洋泮橋上首街托面交

吳鴻生小兒收

杭州徽僑傳達總公司緘吳。

而其中的信紙，則多作：“徽僑傳達公司轉

運過塘 / 電話南字一百八十六號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頁 / 杭州江干洋泮橋上首（或江干

美政橋上首街）”。“美政橋”在今杭州江干

區復興街，位於錢塘江北岸。
7
“江干”即江岸

之意。據光緒《杭州府志》卷六《市鎮》記

載：

錢塘縣浙江市，在鳳山門外。官舟估客，自

閩、粵、江右來者道衢州，自新安來者道嚴

州。江干上下，帆檣蟻附，廛肆櫛比。

上述引文所指的是道光、咸豐之前的情況。

民國年間，徽商“寄萍生自用氏”所作的《自

助錄》
8
中，有《甲秋日枯坐無聊，有感千里依

人之慨，而書於滬南萍寓》詩，描摹了從徽州經

新安江至杭、滬一帶的沿途所見及心理感受，其中

一句作：

遠望杭城已在前，江干攏岸出徽船，提攜行

囊投過棧，發挑搬運步杭垣。

上揭幾種資料，都提及“江干”這一地

名。至遲自明清以還，杭州就是徽商麇集鱗聚之

區。
9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鎮》錢塘縣

“湖州市”條下載：

湖州貨物所萃處，其市即以“湖州”名。

猶錢塘江濱徽商登岸之所，即謂之“徽州

塘”也。

據此，則“徽州塘”的地點，應當也就在

江干一帶。筆者在歙縣收集到的一份資料，就有如

下的內容：

信吹葭琯，瑞獻桃符，隨寅斗以遙瞻，

晉辛盤而稱賀。恭維

益泰寶號，屐端兆慶，

鼎祉凝庥。

商戰正酣，物備東西異品；

利權獨握，名馳南北通衢。法羅伯氏之

自由貿易

既彰，夫公道與地格，良為平等信義，

實樹之先

聲。翹企

鴻獻彌殷雀忭，小號情深燕賀。 阻鳧

趨，思御

李以登龍；踵門未逮，藉頌椒而寄鯉。

心版先馳，爰

肅寸柬，恭賀

春禧，統希惠照不宣。

諸翁先生，均此玫賀。 名正肅

茲報酒價，今市

平酒柒元四角，膏梁正號拾元捌角

歸平蘇禿捌元０角，膏梁副號玖元六角

如欲添配，格外歡迎，特此通告，并請

寶號

諸翁先生照　　月五路日　江干德源膏梁燒

酒批發所。
1 0
（附件一）

“五路日”當指正月五日，此一時間標識，頗

具商業色彩。
11  
根據上述的文字推測，這應當是

一份由位於杭州江干的“德源膏（高）梁燒酒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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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所”，於正月五日給歙縣“益泰”商號的新

春賀柬，並附有酒價行情。
1 2
賀柬顯然反映了徽

州本土與杭州江干一帶的經濟聯繫。

從傳統的交通路 來看，清人憺漪子選輯的

《天下路程圖引》卷一“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

路程”，有《水程捷要歌》，曰：

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

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

橦梓關富陽，三浙　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13

從徽州到杭州的路程，其起點是歙縣的漁梁

壩。信紙上的“過塘”，當即“運輸過塘”之

意。從方志上看，杭州的“徽州塘”，是“錢塘

江濱徽商登岸之所”；而歙縣的漁梁壩，則是練江

（新安江北條主要支流，新安江為錢塘江的主流）

畔徽商的登岸之所。據東南大學建築系的調查，漁

梁街沿街建築絕大部分是由各種店鋪組成，在他們

統計調查的街段上的101戶中，屬於店鋪等商業服

務類性質的有95戶，佔96.7%。迄今，漁梁老街上

仍有二家當年“運輸過塘行”的遺 。如漁梁街

87號茶葉店，原為徽商巴道復過塘行。據說，“巴

道復運輸過塘行”建於清末，“原為漁梁碼頭上

一茶業周轉兼經營處。當時每有貨船過漁梁，即在

此暫時存放貨包，然後再轉散到周圍地區，所以稱

為過塘行”
1 4
。另據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吳

棟池的《特殊經營》
1 5
記載：

（一）梁上每排裝十簍，至岸寺計價洋二元

六角。由岸汪裕源過塘至漁梁

（一）岸寺由駁般至漁梁所 裝十簍，計價洋八

角

（一）中茶簍每只六角四分 重約七斤

正泰隆蘭溪過塘行

⋯⋯

（一）杭州江干余錦洲、洪大房　方正章，漁

梁江張茂出身

⋯⋯

上述“梁上”當即漁梁。故此，“徽僑

傳達總公司”的業務，應當也是與“蘭溪過塘

行”和漁梁的“運輸過塘行”為同一性質的行

業。

四十餘張信封是民國年間的遺物，發信及收

信人均是普通民眾，信函鑒藏者想來對此不屑一

顧。但它提供的明清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訊息，卻彌

足珍貴。姑且不論信中涉及的其他一些徽州民俗文

化方面的內容
1 6
，僅“徽僑傳達總公司”的名稱，

就頗耐人尋味。根據這些信封的揭示，如同海外有

“華人”、“華商”的說法一樣，徽州人也有“徽

人”、“徽商”和“徽僑”的稱呼。這或許凸

顯了徽州區域人群的特色，對於我們研究徽商在僑

寓地的土著化過程以及與地域社會的關係等，都提

供了有趣的史料。

註釋：

1. 參見王振忠《“徽州朝奉”的俗語學考證》，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第四期。

2. 信封的尺幅規格有兩種，一種為7.7X16.5cm，另

一種為8.65x18.5cm。

3. 即霞坑，位於歙縣東北部的霞坑鄉。本世紀八十

年代初有188戶，808人。因村前溪河曲折似蛇，原名蛇

坑，方言霞、蛇音近，後改霞坑。（參見《安徽省歙縣

地名錄》，頁96，歙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內部資

料，後記為1982年10月15日，1987年3月印刷）從信

函封皮來看，亦寫作“余坑”。

4. 斜干、田干均位於歙縣東北部的蘇村鄉，與霞坑

相近。

5. 鴻飛也歙縣東北部的霞坑鄉。

6. 同封寫給妻子方氏的信也說：“⋯⋯愚鼎大昌生

意自已分手，現下股東招就，開辦公司，愚現下公司辦

事，回音寄杭州江干洋泮橋大街徽僑傳達公司可也。”

7. 由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印行的杭州市

地圖中，有“洋泮橋”和“美政橋”的地名，見《近

代中國都市地圖集成》（日本地圖資料編纂會編輯，柏

書房，1986年5月25日），頁64。

8. 抄本，17x24.2cm，筆者收藏。書中有“寄萍生

自用氏附志”，曰：“余自幼年習學商業，少讀書，不

通詞 ，勞人草草，俚語陳辭，聊藉感懷，以紀其事，詞

意工拙，所不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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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筆者手頭有一張杭州“胡慶餘堂萬應靈膏”廣

告（29.6x20.3cm）及一封胡克家用“休城胡開文筆墨

莊用箋”（18x28.4cm）所寫成的吊唁信函（民國二十

年七月二十四日），據信箋之下的地址，胡開文筆墨莊

位於杭州保佑坊大街，並注有“浙省祇此一家另無分

設”。

10. 尺幅26.5x38.4cm，大紅紙，上為“官上加官”

的圖案。此係中國清代流行的吉祥圖案， 冠花中站一雄

，雄 高冠 立，冠、官諧音，故曰“官上加官”。

按：引文中的斜體字部分為毛筆字。

11. 姚福均《鑄鼎餘聞》卷四：“五路神俗稱為

財神，其實即五祀門行中霤之行神，出門五路皆得財也。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云：正月五日祀五路神。（均

案：今以是日為神誕）⋯⋯”（轉引自宗力，劉群編著

《中國民間諸神》“五路神”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9月版，頁653）賀柬時間標識為“五路日”，頗具

徽州民俗色彩。筆者手頭有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的

一部《迎神簿》抄本（復印件），其中就有“迎五

路”的長篇宗教科儀。“五路”也叫“五路猖神”，

即徽州的五猖信仰。

12. “信吹葭琯”，是指節氣已到；“瑞獻桃

符”，則指時屆新春；寅，是象正月陽氣上升萬物始蘇

而動之貌；辛盤，古時元旦、立春用 、韭等辛菜作食

品，表示迎新；履端，年歷的推算始於正月朔日，叫

“履端”。

13. 《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

迷》，楊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頁

361-362。

14. 見《徽州古建築叢書──漁梁》，東南大學建

築系、歙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版，頁69，頁91。

15. 抄本，版幅為15.2x19.1cm，筆者收藏。此書封

面為藍布，筆者寓目的徽州帳簿多為此類，當即揚州鹽商

宋迪文（歙縣上豐人）信函匯錄（原書拙藏）第四號

信函所言之“藍布之簿”。與吳棟池相關的資料，另有

《信札》抄本一冊（13x23.5cm），計五十三通，時間

自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至民國“四十年”（1951

年），內容 及徽商在江浙一帶活動的豐富內容。

16. 例如，吳錦山在孝豐周裕興號從業時，在給妻子

方氏的一封信中曾說過：“⋯⋯本十八日德（得）知

來信，因說辦金銀袋、鍚箔之事。余金銀袋十九日由局

（引者按：指郵局）寄出，余杭吳德大店轉交你母代

收。金銀袋一扎，內兩包，清明、七月半兩季應用。鍚箔

寄郵局不便，家中借用一支，但等便寄上奉還。⋯⋯”

清代以還，紹興、杭州等地，是江南鍚箔業的中心，舊時

徽州的鍚箔主要來自紹興一帶。關於“金銀袋”，光緒

末年歙縣南鄉蔡塢里民間刊本《鶴年家書摘錄》（13.

5x23.8cm）載：“⋯⋯遭亂（引者按：指太平天國時期

徽州的兵燹戰亂）之後，民人亡傷七八，以致牛祀者居

多，如我尹公會，置租地數斗或一擔，以作 先祀祖塋添

燒金銀袋之舉⋯⋯”（頁36下）戊辰年何林榮訂的《木

本水源》（民國抄本11x18.4cm）中第三一號，有“祀

回呼與拘句人金銀包式”：

謹備金銀一包

焚化

五方勾追使者   　 靈位　受納

制士姓名稽首

歙縣上豐鹽商未氏抄本《木本水源》（12.8 x

23cm），

亦經常提及清明、七月半祭祀，“清明寫紙袋起，謹

具宴席儀壹封，獻⋯⋯受納”，也就是所謂的“金銀

袋”。另有《金銀袋簿》兩冊（14.2x24.5cm）一冊

封面題為“嘉慶拾四年仲春王秀庭辦”，另一冊題作

“大清道光拾 年正月春立 / 王永鏞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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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30和31日， 華南研究中心組織了

"廣州市文物古蹟考察活動”。其中南越王陵墓及

宮殿遺址是此次的重要內容。參觀南越王墓博物館

時， 大家注意到一幅用作展廳外牆裝飾的羽人圖案.

該圖案出自墓中出土的銅提筒紋飾。 飾有羽人紋的

器物在我國西南地區如雲南、 貴州、 廣西等地以及

越南等國家的考古都有發現， 現略選幾幅於後。

1.銅提筒(1983廣州象崗南越王陵墓出土， 西漢前

期， 公元前206-前111年)，腹中部的羽人及舟

紋飾(廣東文管委， 1991， P23):

相似的羽人舟紋飾圖案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2.呈貢天子廟銅筩雲南呈貢天子廟墓葬群出土， 公

元前3世紀至1世紀)， 鑄有的羽人圖案及牛飾

(汪寧生， 1992， P235):

3.越南玉縷銅豉及鼎鄉銅豉的羽人及舟圖案(1972-

1973年越南鼎鄉出土， C14測定距今1990+/-85

年) (汪寧生， 1989， P55):

越南玉縷銅豉的羽人和舟圖案(童恩正: 1990，

P175):

4.廣西西林銅豉豉身的羽人和舟圖案(1972年廣西

西林縣發掘的銅豉墓， 有一男性骸骨放在銅豉

內，為二次葬式。 年代約為西漢晚期(童恩正:

1990，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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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銅豉羽人舟紋飾的變化(易學鐘， 1991， P463):

   前4世紀-前1世紀(雲南石寨山墓葬群):

前1世紀-公元1世紀(雲南石寨山， 貴州遵義):

資料:

汪寧生(1992)，《雲南考古》，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9)，《銅豉與南方民族》，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童恩正(1990)，《中國西南民族考古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省博物館等編(1991)，《南海絲綢之文物圖集》。

易學鐘（1991），〈銅豉研究的分期成果〉，《雲南青銅文化論集》， 雲南省廣東省博物館編，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東坪洲環島考察

暨

華南研究會一九九九年會員大會

活動消息

東坪洲環島考察

日期：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8:00am）

集合地點：馬料水碼頭

（從中文大學火車站步行往

碼頭，約需10分鐘。）

費用：全免（參加者自備船費及午膳）

報名辦法：請致電23587778

或傳真23587774

領隊：馬木池

（請各會員踴躍參加。）

華南研究會會員大會議程

1. 討論及通過一九九七年至九九年度幹事會會務

報告。

2. 討論及通過一九九七年至九九年度財政報告。

3.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幹事會選舉點票及公佈

結果。

4. 新一屆幹事會簡介未來工作計劃。

5.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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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中學的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

育科老師在教學上可多利用歷史檔案處的資料和服

務，檔案處與教育署課程發展處在五月至六月間，

曾聯合舉辦了六次為期半天，名為「檔案尋真」的

教師研討會；配合著研討會的舉行，檔案處同時為

參與的老師們安排了一個「日治時期香港社會」的

小型專題展覽。這短文主要是介紹我們在籌備這展

覽的過程中，有關我們日治時期資料的整理結果。

在數量而言，日治時期的檔案約只佔檔案處

所有檔案的千份之五。這些檔案的來源有二：一是

日佔時期佔領地總督部遺留下來的檔案，其中以土

地檔案為最大宗。二為來自日軍以外的紀錄，當中

包括軍事活動紀錄（有關檔案類別編號：HKRS212-

226, HKMS145）、拘留營傷亡及被囚人士名單及醫

療紀錄（有關檔案類別編號：HKRS42, HKRS112）、

戰時日誌（有關檔案類別編號：HKRS225, HKMS1,

HKMS106）；此外，由布政司署（現稱政府總部）移

交予檔案處的檔案內，亦有著不少是與這段期間有

關的資料（有關檔案類別編號分別為HKRS41和

HKRS163）。

在檔案處內最完整和數量最多的日治時期檔

案要算是土地檔案。該批檔案主要包括佔領地總督

部所發的屋契、地契及契據摘要、房屋登記冊、房

產按揭紀錄和一些與當時房屋登記機關的組織和行

政有關的檔案（有關檔案類別編號：HKRS53,

HKRS56, HKRS57, HKRS68, HKRS126-141）。其中

檔案類別第五十七號和第一二六至一三二號

（HKRS57, HKRS126-132）的檔案更完整地記錄了整

過房屋登記流程。在檔案類別第五十七號（HKRS57）

內的「家屋登計申請表格」除登錄有關物業的一般

資料（例如地段號碼及地址）外，還有物業的平面

圖、所有權証明書、繳納地稅數額及總督部所發的

通告等資料。由於佔領地總督部的檔案是以日文為

主，公眾人士在運用這類檔案時可能會遇到語文方

面的問題。

除了官方檔案，歷史檔案處也收有兩份在日

治時期在香港刊行的報章、相片與及被拘留人士的

口述歷史訪問稿（有關口述歷史訪問稿本的簡介，

請參考本通訊第六期）等。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該

兩份報章-“Hong Kong News”(中譯《香港日報》，

所藏年份由1942至1945年)及《華僑日報》（所藏

年份由1941至1945年）-的內容包括了佔領地總督

部的公告、當時戰況，與及香港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的報導，這對於我們了解當時市民的生活非

常有幫助。

在日治時期的新增藏品方面，在天文台最近

移交予檔案處的一批涵蓋著一八九一年至一九六一

年的檔案中，包括有由前天文台工作人員，在拘留

營內利用廢紙（例如香煙盒的包裝紙）記錄當時的

一些氣象資料。在當時戰雲密佈及物資缺乏的情況

下，這更顯得這類資料的珍貴。

各界人士若有興趣查閱以上介紹的檔案，歡

迎於辦公時間，親臨九龍觀塘翠屏道十三號，香港

歷史檔案大樓一樓的公共服務部（查詢電話：

2195-7700）。

香港歷史檔案處日治時期資料
香港歷史檔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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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檔案館成立於1958年11月，是負責

管理廣東省省一級機關、企事業單位重要檔案、資

料的基地。目前，省館存有建國前及建國後的歷史

檔案及黨政檔案共239個全宗，114781卷，照片檔

案8萬多幅，錄音、錄像帶647盒、資料68733

冊。

館藏檔案中，形成年代最早是1765年（清

乾隆29年），最近為1992年。其內容分為以下

幾類：

(1). 清代檔案，也稱清代廣東衙門檔案。主要反

映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鴉片貿易、清朝中

央與地方行政管理的關係、清政府對外關係

政策和應變該次戰爭的對策等情況。同時，

也記載了1811-1857年歷次農民起義和清政

府鎮壓紅巾軍、太平軍等情況及廣東清軍駐

防地圖和軍事哨位草圖。這部分檔案共有25

個膠卷，1954件。時間為1765年至1858

年。

(2). 海關檔案。主要是1861年至1949年的粵海

關、九龍海關、 海關、潮海關等10個全

宗的檔案，共1.3萬多卷，大部份是英文，

比較完整，其中屬清朝末年檔案有670卷，

內容十分豐富。例如：1872年以來廣東各個

口岸對外貿易情況及統計數據；清末兩廣總

督兼廣東巡撫等關於查禁孫中山先生革命活

動，鎮壓革命黨人起義的奏折、照會、札

文；清政府有關查拐賣婦女兒童和販賣

「豬仔」出洋的禁令；兩廣總督等地方官

府有關貨物進出口等問題給有關海關稅務司

的札文，粵海關持續數十年對於廣東時局的

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簡介
廣東省檔案館

情報記載等；其它如海關規章制度、人事、

稅收、進出口貨物管理、華僑出入境管理、

華工出洋、海關輯私等材料，也十分重要。

由於粵海關、九龍海關等是中國南大門重要

的進出口岸，所以這批海關檔案記載的內容

具有全國意義，是研究中國海關史、外貿

史、華僑史極為重要的史料依據。

(3). 民國時期的歷史檔案。時間為1927至 1949

年，主要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廣東黨、政、

軍、司法、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形成的檔

案。在民國檔案中，夾雜少量的日、偽檔

案，如日本正金銀行檔案、海南海軍特務部

檔案、偽廣東省政府檔案等。此外，本館還

保存有民國時期外國教會在廣東開辦的教團

體、醫院、學校和一些外國駐粵機構（石

油公司、銀行等）的檔案。這類檔案材料

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民國時期廣東政治、

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依據。

(4). 革命歷史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

共廣東省委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和革命團體

所形成的檔案，這部分檔案非常珍貴和完

整，從1921年中共廣東黨組織成立，到

1949年9月葉劍英同志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華

南分會議的記錄，都完整保存下來。主要內

容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工、農、青、婦運動材料；廣州起義材

料；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廣東黨組織進行武裝

鬥爭，建立東江、 崖革命根據地的材料；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各個抗日游

擊隊的材料；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廣東區黨

委、香港分局及各地黨組織進行武裝鬥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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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取政權的材料等。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新中國成立後，中共

中南局、華南分局和廣東省黨政機關、人民

團體、企事業單位形成的檔案。這些檔案記

錄了廣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政

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體育衛生

和對外交往等各個領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這些檔案的下限時間，一般為1967

年，少數全宗至1992年。主要有各個時期

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及所屬各地區、單位

的會議文件、政策、法規、工作計劃、總

結、報告、請示、批覆等。

上述的我館館藏檔案記錄了廣東清末民初至

九十年代的歷史變遷，可以幫助利用者了解各個時

期的廣東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有興趣的利用

者可在辦公時間內來館查閱。廣東省檔案館位於廣

州市合群二馬路10號樓，郵編：510080，開放時

間：周一至周五下午。接待閱覽時間，上午8:00至

12:00，下午2:00至5:30（夏季下午3:00至6:00）。

查詢電話：020-87185579。聯繫人：宗婉毅、許曉

雲。

各參加者在大山巴牌坊下留影，陳樹榮先生攝，1999年6月21日。

「澳門回歸的歷史和文化意義考察」簡報

編者按：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及二十一日由華南研究會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

心合辦「澳門回歸的歷史和文化意義考察」，華南研究會會員、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師生共二

十人參加考察。是次活動得到澳門歷史學會協助安排約見澳門地方社團，並由澳門歷史學會

會長陳樹榮先生帶領參觀各歷史文化古蹟，華南研究會及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向澳門歷史

學會及陳樹榮會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下文為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澳門日報》對是次活

動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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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

南研究中心日前合辦「澳門歷史文化考察活動」，

蔡志祥、張兆和等一行二十多人抵澳，二天內參觀

了澳門文物古蹟、博物館，訪問了街坊總會、公職

人員協會等，獲益良多，進一步認識澳門回歸的歷

史和文化意義。

在是次澳門歷史文化考察活動中，蔡志祥、

張兆和等二十多人，訪問了澳門街坊總會和澳門公

職人員協會，獲熱情接待。澳門街總理事長吳仕

明、副理事長陳景垣，副秘書長姚鴻明等，介紹了

本澳街坊總會的歷史發展情 以及街總的社會服務

活動，詳細回答了香港學者提出的澳門回歸與街總

發展的有關問題，並觀賞了有關街總的錄影帶。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主席姍桃絲、副主席高天

賜等，介紹了該會的發展，尤其是如何面對澳門回

歸順應發展的情 ，並且詳細回答了訪者特別關心

的澳門土生葡人與澳門回歸的熱門話題。

香港華南研究會、香港技科大學人文學部華

南研究中心合辦的二天「澳門歷史文化考察」活

動中，參觀了澳門博物館、澳門藝術博物館、林則

徐紀念館、大三巴牌坊、路環媽祖像、蓮花苑觀音

像以及蓮峰廟、譚公廟等，遊覽了 仔碼頭公園、

紀念碑公園以及路環「打消盜紀念碑」公園等。

此次澳門歷史文化考察活動，澳門歷史學會

應邀派人協助安排，並擔任全程的導遊、導賞，備

受訪者歡迎。

港學者來澳作歷史文化考察

訪問街總公職會並參觀古蹟
陳樹榮

澳門歷史學會

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吳仕明先生為到訪者紹介街總在澳門回歸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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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

課程活動

田野考察活動之五

二次大戰前後的沿海社區----西貢沿海社區的發展

領隊：馬木池（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研究員）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9:00am-4:00pm）

講座系列之七：

講題：普及文化與身份建構

講者：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10:00am-1: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演講廳C（Lecture Theater C）

講座系列之八

講題：戰後的經濟與社會

講者：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10:00am-1: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演講廳B（Lecture Theater B）

講座系列之九

講題：理論與實踐----香港史研究

講者：盧瑋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蕭國健（珠海書院歷史系教授）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10:00am-1: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演講廳C（Lecture Theater C）

查詢及報名：

請於辦公時間致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傳真：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十六期　1999.7.15 第13頁

組織工作

(1) 幹事會常務會議共八次：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

一九九八年九月五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2) 編印「華南研究會」簡介及招收會員宣傳單

章（中，英文）

(3) 會徽設計比賽及選舉

(4) 編寫「華南研究會」網頁

(5) 製作會員証

(6) 社團註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補辦登記）

(7) 籌備十周年會慶：

成立「十周年會慶」籌備委員會

成立「十周年會慶特刊」編輯委員會及徵

稿

製作十周年會慶紀念品

(8)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會員大會暨十周年會慶聚

餐（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9) 推廣中學香港史教學：

成立「中學香港史教學推廣」委員會

參與「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大學與中學

教學介面」計劃

參與社會事務

(1) 參加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文康廣播

局古物古蹟辦事處主辦的「文物與教育」

國際研討會

(2) 參加一九九八年四月二日立法會「選舉委員

會界別分組選舉（文化小組）」和「立法

會功能界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投票

(3) 致雲南大學人類學與社會工作系關於王築生教

授逝世弔唁信及花環

主辦及協辦學術活動

(1) 研討會

   (a) 中山大學嶺南研究研討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八世紀的嶺南」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九世紀的嶺南」學術研討會

   (b) 華南民間宗教工作坊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

陳春聲：「宋明時期潮州地區的雙忠公崇

拜 」

鄭振滿：「仙游沿海神廟系統的演變」

廖迪生：「地方性的建構：香港新界的地方

組織與民間宗教活動」

蔡志祥：「香港長州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

關 係 」

劉志偉：「鹽州島的神廟與社區關係」

張兆和：「區域發展，國家意識與民間宗

教：廣西一個越南裔社群的個案研

究 」

馬木池：「香港市區新建廟宇與社區發展的

關係：官塘地藏王廟的個案研究」

潘淑華：「『建構政權』，『解構迷

信』？：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

（1929-1930）的個案分析」

   (c) 中學香港史教育研討會暨

香港史教學資源展覽：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香港史教學」、「考察活動經驗」、

「香港史教育資源展覽」

(2) 講座系列

(a) 第六屆社會經濟史與文化人類學工作坊：

「文化權力與歷史時空：二十年華南田野考

察之旅」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九日

「理論的探討：超越現代與後現代」

「權：在革命、文學、儀式與節日中尋找國

家 」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歷史視野：宗族、社區和族群的語言」

「文化：婦女、商人與邊緣」

講者：蕭鳳霞

評論：陳春聲、劉志偉、程美寶、張瑞威

(b)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暨華南研究會周年講

座：華南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鄉村政治化與宗族的衰落：以民國年間福

建一個鄉村為例」

講者：張小軍

「從分化獲得力量：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華南研究會幹事會

一九九七---九九年度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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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香港人力車伕之組群身份認同」

講者：馮志明

(c) 華南研究講座系列 (一)：「中心與邊緣：

當代新儒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四運動的另一翼：新儒家對中國現代化

的解釋」

講者：楊儒賓

「由 “花果飄零” 到 “尋根再植”：

當代新儒學在港、台的再出發」

講者：翟志成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人性論的爭辯：毛澤東與港、台新儒家」

講者：楊儒賓

「馮友蘭思想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轉變」

講者：翟志成

圓桌會議：劉述先、馮耀明主持

(d) 華南研究講座系列 (二)：「香港文學‧日

本視野」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從無到有：五卷本《香港短篇小說選》

中的“香港”」

講者：藤井省三 評論：梁秉鈞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

「李碧華小說中的身份危機：以《青

蛇》，《潘金蓮的前世今生》，《川島

芳子》為例」

講者：藤井省三 評論：李小良、陳麗芬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

「八十年代香港與香港身份的形成：以李碧

華的《胭脂扣》為例」

講者：藤井省三 評論：危令敦、陳麗芬

(e) 「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講座系列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從古蹟文物看香港歷史」

講者：龍炳頤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傳統社會組織」

講者：科大衛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傳統社會生活」

講者：廖迪生、蔡志祥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十九世紀都市發展」

講者：冼玉儀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戰前商業發展」

講者：鍾寶賢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三年零八個月」

講者：劉潤和

(3) 座談會

(a)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

「越南之中國研究近況」

講者：阮輝貴

(b)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概況」

講者：郭黛姮

(c)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香港本地旅行隊的歷史：1930-1990年

代」講者：陳溢晃

(d)一九九八年五月二日

「天主教會與十九世紀香港社會」

講者：夏其龍

(e)一九九八年五月九日

「長洲太平清醮跟進討論」

主持人：蔡志祥

(f)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

「介紹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所藏中文檔案」

講者：韋慶遠

(g)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

「清初至民國時期的檔案」

講者：韋慶遠

(h)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國史視野中的華南研究」

講者：趙世喻

(i)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年代的粵曲唱片業：以勝利及新月唱

片公司為例」

講者：容世誠

(4) 田野考察

(a)華南歷史文化田野考察系列：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四日

廣東三水地區

領隊：羅一星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

增城縣鄉村考察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廣州市文物古蹟考察

領隊：陳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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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會會長

張兆和謹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財政

黃永豪謹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本年度財政結餘：$2,941.10

上年度財政結餘：$14,903.03

本年度截至1999/7/15 財政滾存：$14,903.03 + $2,941.10 = $17,844.13

（包括面值$1,923.00 女皇頭郵票）

一九九八年至九九年華南研究會財政報告

(July 16, 1998-July 15,1999)

本年度截至

1999/7/15財政收入 金額（港幣）金額（港幣）
本年度截至

1999/7/15財政支出

會費

活期存款利息

捐贈

十週年會慶紀念品

十週年會慶餐券

小結

$7,100.00

$864.50

$2,640.00

$2,000.00

$3,440.00

$16,044.5

郵費

文具

十週年會慶聚餐

會慶紀念品（尾數）

小結

$1,031.90

$171.50

$2,400.00

$9,500.00

$13,103.40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澳門回歸的歷史和文化意義考察

領隊：陳樹榮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至十七日

江西歷史文化考察

領隊：梁鴻生、邵鴻

(b)本地歷史文化田野考察系列：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嶼山馬灣涌考古工作坊

主持人：鄒興華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

長洲太平清醮

領隊：蔡志祥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

西貢歷史考察之旅：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

西貢沿海村落與商業發展

領隊：馬木池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西區文物徑考察---中區線

領隊：劉群有

(c)「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

田野考察：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傳統社會組織---新界北區鄉村社會」

領隊：黃永豪、譚思敏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西貢蠔涌考古發掘工作坊」

領隊：鄒興華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

「傳統社會生活---大澳社區」

領隊：廖迪生、張兆和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都市與商業發展---中西區文物徑」

領隊：程美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