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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序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 o n g ,  1 9 3 8 - 1 9 5 8  （下稱《異途相逢》）於 2 0 1 9 年 6 月由 C o r n e l 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為其東亞研究系列叢書之一︒該書寫作的初衷有

二：第一是彌補這方面的研究空白︔第二是尋求發現二十世紀後半葉香

港成為「殖民地恐龍」的歷史脈絡︒勞工運動研究曾為二十世紀末西方

學界的熱門話題並有優秀專著出現，香港的勞工運動也於本世紀初由以

往參與工運︑青運的前輩梳理出書︒1 然而，近十數年西方的史學界在世

紀末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更多地關注中產階級及其社會文化的形成與

影響，而勞工運動研究則蛻變為研究城市化問題的一個細小支脈︒至於

香港的勞工運動與當地的殖民統治之間的互動，特別是香港勞工運動興

衰與殖民統治的關係，更少有史家問津並做系統性考察︒

2019 年由香港大批民眾參與的反政府抗爭以及抗爭中的種種現象，

不僅將研究社會經濟轉型︑貧富懸殊︑社會運動等等問題重新提上學

界的議事日程，更凸顯了香港這一國際化城市與國際政治之間縱橫交錯

的關係︒雖然香港歷史可以追溯至遠古，然而其城市化進程以及勞工社

會的形成與發展，卻與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密不可分︒勞資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s）是香港勞工問題的一部分，但遠非勞工問題的全

部︒若將香港勞工問題等同於勞資關係，勢必一葉障目而失於偏頗︒筆

1 研究中國勞工運動的專著，參見本書〈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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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異途相逢》的「引言」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既有許多近現代中

國工商業中心的特徵，也有那些內地都市所沒有的重要內涵︒從立法到

治理方式，英國殖民統治不僅將香港社會定格在大英帝國屬地的位置，

而且在佔領後近百年的時間內採取了與非洲殖民地相似的「間接治理

（ indirect  rule）」方式——以華治華︑通過華人商界職界精英治理華人

社會︒雖然這種「間接治理」在外來的殖民政權與本土的華人社會之間

造成了一個緩衝地帶，殖民地的建構依然把香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

界：一邊是少於人口 2% 的外來統治者及歐美僑民群體，另一邊是佔人

口 98% 的華人社會︒殖民地在立法和司法上不僅確保了兩個族群之間統

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更有效地營造了歧視中國勞工和加罪任何社會抗爭

活動的文化氛圍︒

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屬地，直接受到英帝國殖民地治理政策變遷的影

響︒本書以勞工運動與殖民統治為關注點，而選擇 1938 年至 1958 年為

研究時段，不僅意在彌補史學研究的空白，更因為這是英帝國殖民政策

從「放任主義」轉向「干預主義」的關鍵時段︒這次政策轉向最初源於

倫敦為應對非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大規模的勞工抗爭而採取的新對策︒如

不少論者所言，當時的初衷着眼於改正放任主義的弊病，通過各種措施

（如政府給予殖民地社會發展更多投入︑承認並在法律上保護勞工最基本

的權利︑介入並調停勞資衝突）以期達到提升各個殖民地為大英帝國經

濟貢獻能力的最終目的︒倫敦轉向干預主義導致多種始料不及的後果︔

其中之一就是間接治理的式微︒在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的有關部門直接

干預勞工事務，取代華人精英的居間調停︒從長遠看，這個轉變的重大

歷史意義更在於殖民統治香港的另闢新徑︒自此，港英政府直接介入香

港社會，而且愈來愈積極地以各種手段重塑（engineering）香港社會︒

同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香港的華人勞工是施行干預主義新政策的

目標人群︒然而，他們並非一個被動的群體︒由於種種原因，三十年代

後期香港政治氣氛緩和，勞工組織重振旗鼓而得以蓬勃發展︒事實上，

在工會依然沒有合法地位︑官方實施干預政策之前，香港勞工已經行動

起來，以其他名義組成各種團體︒中國勞工的這種主動性，並非官方干

預政策的恩施所能解釋︒干預政策實施後，勞工組織幾乎瞬間在各行各

業遍地開花，一方面重現了勞工運動日久彌新的傳統，另一方面更展示

了在當時形勢下勞工活動追求的多重目標︒二三十年代之交，日本對華

侵略行動從蠶食到大規模侵佔領土，激起全港社會義憤︒勞工階層不僅

是香港最早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群體，當本地精英都加入救亡募捐

時，勞工階層更用各種方式——包括募捐︑抵貨︑罷工——支援祖國的

抗日戰爭︒雖然香港勞工組織的救亡運動得到港英當局的默許，但是這

種活動卻與後者所期望的將工會活動局限於改良勞資關係和勞工工作環

境的經濟範圍分道揚鑣︒這種分歧，只能從香港的特定環境與社會構成

尋求答案︒

與大英帝國其他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從中國領土割讓的殖民地︒

雖然司法離異︑主權易位，但是香港的地理環境仍然與祖國山水相依，

人文︑經濟︑社會等等方面的深厚連結綿綿不斷︒在英國佔領後的一百

年，內地與香港不設關卡，人員往來無須旅行證件︒從內地遷徙到香港

的勞工，即使已經在港居住工作多年，仍然自稱為「僑港」居民︒以「僑

港某某團體」冠名的各種社會團體，更是比比皆是（筆者於 1990 年代初

次訪港，仍然在街上見到不少這樣的招牌）︒在全球所有英領殖民地中，

這種本土民眾對祖國根深蒂固的認同感相當罕見︒在其統治最初的一百

多年時間中，港英當局遠遠高居於本地社會之上︑更多地關注汲取殖民

地的經濟利益，對華人於祖國的認同情懷根本不屑一顧︒但是，當大英

帝國轉向干預政策之際，殖民主義的命運也在急遽逆轉︒特別是戰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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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香港之際，國際與地區局勢都發生重大變化︒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本地居民對祖國的認同感亦從無關緊要的當地現象突然提升到關

係殖民地領土甚至大英帝國區域安危的高度︒1950 年香港與內地之間設

立關卡，成為兩地社會文化逐漸剝離的現實基礎︒與此同時，英國殖民

政府也對曾經在它積極鼓勵下蓬勃發展的香港勞工運動改變作法︒雖然

其干預政策繼續不變，但逐漸減弱並最終根除港人對祖國的歸屬心理，

自此成為殖民政權大力推動的新社會工程︒

三十年代末期開始的干預主義在大英帝國各個殖民地的執行效果

既不雷同，更未實現倫敦的建策初衷︒在此大背景下，香港成為一個特

例︒當亞非拉各洲絕大多數的前歐洲殖民地借倫敦改良新策之力而走向

民族獨立，香港卻成為「殖民地恐龍」，得以延年益壽︒有論者曾將香

港殖民地位的延續歸因於中英兩國的外交協調︒然而，基於對中英文各

種官私史料的深入梳理︑排比印證，本書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雖然香

港勞工運動與內地政黨及其領導曾經建立了密切聯繫，中國內地政黨與

香港本地的殖民政權在香港的影響力孰輕孰重，本書讀者也將有公平

判定︒至於港英政府對勞工事務積極干預的經濟效果，本書已作詳細論

證，讀者亦當有公論︒

雖然 2019 年的社會運動與二十世紀中葉的勞工運動不可同日而語，

本書梳理出來的一些歷史脈絡——如殖民統治及干預主義的興起與發

展︑殖民治理方式與香港社會文化建構的關係︑普羅大眾對祖國的心理

認同和歸屬感︑香港底層社會的經濟狀況︑勞工運動的動因與組織方式

等等——可以為研究二十世紀後半期香港歷史發展設立有據可依的歷史

界標︒筆者認為，了解二十世紀後半期殖民統治與香港社會的演變，是

認知 2019 年香港大規模社會運動歷史成因的關鍵，因此祈望《異途相

逢》中文譯本為此鋪路架橋︒本書除「引言」部分注重學術探討，其他

章節以敍述為主，力求深入淺出而適合大學高年級和研究生閱讀理解︒

筆者更期望能拋磚引玉，以此激發更多有識有志者重審香港歷史，在堅

實深厚的史料基礎上獲得超越本土局限的新視野，重新認知香港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2019 年 12 月 23 日初稿︑2020 年元旦修改

於新罕布什州多佛小鎮

本書翻譯過程中，李安瑜學長︑李培德博士︑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博士︑鍾月英教授曾不厭其煩為筆者答疑解惑，出版過程中蒙葉

敏磊博士鼎力支持︑黎耀強副總編積極推進，學術分社郭子晴副社長悉

心指導，特此向各位鳴謝致敬︒翻譯過程中發現的英文原著筆誤或印刷

錯誤之處，現已在中譯本內更正︒尚遺錯誤之處為筆者之責，期待識者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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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著鳴謝

假如沒有許多師長和朋友的支持，本書無法順利走到它的出版終點

線︒四位同事及友人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特別的幫助：Alan Smart 教授

於 2007 年向筆者提起香港歷史檔案館所存英國勞工官員的檔案資料︔他

還提到，五十年代的香港飄揚着無數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其數

量遠遠超過五星國旗︒他的提示最初引發筆者對中國兩大政黨同香港勞

工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香港殖民統治等問題的興趣︒周奕先生曾於上世

紀四十至五十年代積極參與戰後香港的青年運動及勞工運動，也是這些

運動的研究者並有重要著作出版︒他為我打開了香港工聯會檔案庫的大

門，使我得以翻閱大量由基層工會印行的會刊和出版物︒周先生不厭其

煩地回答我的許多問題，及時回覆了無數郵件，有問必答，慷慨之至，

筆者因此獲得書本上不曾傳遞的有關香港勞工工作和生活的知識︒王淑

楣主任不僅為我順利完成在工聯會收集資料的工作提供了關鍵性的幫

助，她在退休後繼續為筆者的後續補充研究以及最終出版賜予鼓勵和重

要幫助︒高馬可（John M. Carroll）教授對本書的研究一直積極支持，

為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香港特別館藏所作研究一次次提供便利，並慷

慨分享最新學術信息及他對香港草根社會和香港歷史的見解︒

本書採集資料過程中，曾蒙已故羅孚先生︑羅海星先生為筆者答疑

解惑︒感謝吳秀聖女士為筆者開拓資料路徑，盧瑋鑾教授專述對 1950

年羅素街血案的兒時記憶，在美國的蔡偉傑教授慷慨分享他所收集的香

港資料︒同李培德博士︑文基賢（Chris topher  Munn）博士︑胡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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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anne Pepper）博士︑錢江博士，以及冼玉儀教授的談話也使我獲益

匪淺︒老友宮川陽子為我在香港濕熱的炎夏帶來清涼的歡笑和飯敍的愉

快︒在牛津大學採集資料時，剛剛到任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熱情款待，給我意外的驚喜︒劉維開教授和周惠民教授為我在台灣

政治大學以及國民黨黨史館的研究指點迷津，沙培德（Peter  Zarrow）

教授為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資料搜集提供便利︒陳其松博士和

葉秋伶博士的慷慨支持，使我最終完成在黨史館和中研院的研究工作︒

對許多檔案館館員和圖書館館員，筆者心存深切謝意︒筆者工作

的新罕布什州立大學戴夢得圖書館館際部的各位館員每次都有求必應，

為我借來各種不同文字的書籍︑地圖和縮微膠卷資料︒香港歷史檔案館

的許崇德先生業務精湛，總是有問必答︑有求必應︒香港大學圖書館香

港特別館藏部的陳桂英主任及其團隊的專業服務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哈

佛燕京圖書館的馬小鶴學長︑哈佛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韋慶榮女士︑史

坦福大學圖書館的薛昭慧女士賜予筆者各種幫助，筆者無法在此各盡其

詳，僅此再致由衷謝意︒

本書寫作期間獲得陳兼教授不斷鼓勵︒我的導師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教授雖然退休多年，在筆者離校後經常給予重要指導︔他閱讀

了本書「引言」的最後第二稿並提出了最有啟發性的建議︒鄺智文教授︑

盧漢超教授︑李嘉倫（Caroline Reeves）博士︑Jan Zeserson 博士閱

讀了本書部分章節並提出寶貴意見︒Karen Alexander 為本書的文字潤

色︒Wake Forest 大學曾邀請筆者演講本書部分內容，張瓊教授也一再

給予筆者鼓勵︒新罕布什州立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們，特別是兩位系主任

Jan Golinski 教授和 Lige Gould 教授，以及 Kurk Dorsey 教授︑Molly 

Girard Dorsey 教授︑Cathy Frierson 教授︑Judith Moyer 博士︑Lucy 

Salyer 教授都給予筆者各種形式的幫助︒地理系的藍圖教授耐心為筆者

指導地圖製作︒來自歷史系的 Wheeler Fund，Rutman Fund，Dunfey 

Fund，以及新罕布什州立大學人文中心的研究資金和國際教育中心的旅

行資金使筆者得以完成在香港︑台北︑倫敦和牛津的許多次研究旅行︒

崔麗甜（Christine Aiello）同學為本書地圖的製作提供了及時有效的幫

助︒三位匿名評審為本書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促使筆者在原稿上再作改

進︒康奈爾亞洲學術系列的主編 Mai Shaikhanuar-Cota 的敬業精神使本

書的出版順利而迅速進行︒不言而喻，雖然許多人為本書的最終面世提

供幫助，本書論點和尚存問題仍為筆者之責︒

筆者有幸蒙受四位女性的影響或幫助，在此僅表由衷的感謝與敬

意：感謝我的姨母嚴波老師源源不斷永不枯竭的啟迪和理解，陳之卉老

師的慷慨付出，樊小明教授毫無保留的支持，以及蕭敏老友持久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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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社會︑地區︑或招工方式都會造成工人之間的區別和不平
等，但是他們〔在工廠裏〕共度艱難的經歷將很快消除這些差異︒

 Jean Chesneaux（1968）

無疑，在工業發展與工人階級的形成︑階級覺悟和革命行動之
間，很難找到簡單的直接聯繫︒

 Emily Honig（1986）

雖然法律界定未變，但香港同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的前〔歐洲〕
殖民地一樣，在實質上已經於 1950 年代初實現了去殖民化︒

 John Darwin（1997）

工業化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段關鍵進程︒在大規模改造歐洲社會以

後，近代工業開始進軍中國，為這個城市化高度發展︑人口流動頻繁的

社會注入一股繼續轉變的強勁動力︒反觀歷史，歐美歷史學家對工業化

於中國社會變遷的作用——特別是工業化在激發工人階級覺悟和削弱傳

統勢力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1 篇頭所引法國歷史

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的一段話代表觀點之一︒他在對中國勞工

的開拓性研究中分析了上世紀最初三十年勞工運動與反帝運動並駕齊驅

的進展過程，特別強調工業化對激發工人階級覺悟所起的革命性效應︒

他指出，在近代產業中「由冗長的工作時間︑經常性的事故︑工頭的粗

野行為，以及管理者嚴苛的約束而造成的無情效應」是成就「真正聯合

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關鍵︒時隔二十多年，美國歷史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卻提出了相反的觀點︒通過細心梳理上海棉紡業女工的生活與

1 Chesneaux，頁 70︔Honig，頁 245︒

工作相互交織的過程，她發現近代化工廠中「共度艱難的經歷」並不能

造成一個「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近代產業既不能把農村姑娘自動轉變

成工人階級中自覺的成員，也沒有把她們與傳統的社會關係截然分離︒

相反，她發現這些紡織女工的工作經歷依然處於傳統秘密會社的掌控

之中︒隻身一人到達陌生的大城市，這些農村姑娘都會感到孤苦無助︒

她們自然而然地被結拜姐妹這種傳統的民間社團所吸引，並從這種群體

獲得相互支持︒除此之外，地域與方言的差別在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普遍

存在，對工業化進程中形成的工人群體依然起着分化作用︒更有甚者，

帝國主義的入侵並不能成為女工團結的動力︒在歷史演變過程中，這種

外部力量實際上「進一步惡化了」上海女工之間已有的具體差別和分化

傾向︒

韓起瀾並非獨樹一幟︒在研究中國勞工的同輩學者中，她的看法贏

得不少贊同者︒政治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後來用「現地政治

（politics of place）」一詞概括了韓起瀾率先採取的研究方法︒2 歷史學

者賀蕭（Gail Hershatter）的天津個案研究顯示，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段，

近代產業對天津經濟只有「邊緣與過渡性的」影響，而產業工人依然保

持着「緊密的親屬紐帶」︒3 政治學者史謙德（David Strand）的北京個

案研究表明，民國時期的北京不僅近代工業落後，那裏的勞工從生活方

式到集體行動受到更為狹窄的現實利益所驅動︒工頭掌控着工作的地盤

以及僱工和僱主之間的關係，同鄉關係和各地方言更劃出勞工內部結幫

分派的基本分界線︒即使在民族主義運動席捲北京全市的當口，各個幫

派的勞工仍然可以為了狹隘的本幫利益爭奪地盤而相互打鬥，以致分裂

並破壞全市的群眾運動︒從另一角度看，當時北京的勞工集體行動往往

2 Perry, Part I.
3 Hershatter，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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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由工會發起，而是在縱橫交錯的傳統行會與地域組合的組織基礎上

運作︒4

從表面上看，這些地區性個案研究似乎另闢新徑︒但是略作深究

便可以看出，它們其實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繼續探索了謝諾已經看到的問

題︒謝諾的著作首先指出了傳統社會組織對中國勞工的影響，並提出

地域差別是中國勞工運動不平衡發展的原因之一︒他特別指明，上海產

業工人的主要成員為女工和童工，該地的勞工運動因此相對弱勢，而近

代工業落後則是北京勞工運動不夠強勁的原因︒他的這些觀點，都在韓

起瀾和史謙德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在上海和北京這兩個

經歷工業化過程的都市中，兩位後輩學者都發現並證實了地域差別和傳

統社會組織的深厚力量︒不過，他倆也恰恰在這些問題上與謝諾分道揚

鑣︒與謝諾不同，他們不再把地域差別和傳統社會組織看作是分裂產業

工人的外在力量，而是把這些貌似外部的力量定義為中國產業工人在形

成過程中與生俱來的內在力量︒他們的研究旨在展示這種力量具有的內

爆力（implosive power）︒他們對傳統力量在近現代社會中重新審視︑

重新定位的結果，否定了謝諾做出的工業化進程直接催生工人階級覺悟

這種線性發展的簡單邏輯︒工人的團結和階級覺悟是謝諾的勞工研究的

中心概念︒繼而進行的地區個案研究中，取而代之的中心概念則是工作

環境和工人生活的具體描述與分析︒

然而，淡化工作環境的壓力與階級覺悟之間相互作用關係的觀點，

並未獲得史學界的一致認可︒至少有兩項堅實的個案研究，再度提出並

強調了階級對立與勞工工作環境的重要關聯︒在分析香港殖民地前期的

階級形成時，社會學者陳偉群以海員為例，闡述了外籍遠洋郵輪上歐籍

4 Strand，特別參見第 7︑8︑10 章︒

海員與華人海員的不同待遇以及後者由此受到的歧視︒他指出，對華人

海員造成屈辱的等級制度被普遍認可，是催生香港華人海員階級覺悟的

外在必要條件︒5 歷史學者 Joshua H. Howard 對戰時的重慶兵工廠作了

深入研究後發現，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區別基本上決定了兵工廠內的階級

差別︒代表政府的經理人員管理︑剝削並虐待工人而激發工人的抗爭，

最終催生他們內心的階級覺悟與階級意識︒與此同時，黨派的領導︑特

別是來自共產黨人的領導，不僅有助於工人組織起來，而且在引導他們

把潛在的階級對抗意識轉化成階級覺悟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6 上述

各項研究對我們理解中國勞工的歷史至少有兩點啟示︒第一，中國幅員

遼闊，勞工的歷史發展因地而異，不可能處處雷同︒只有將勞工歷史置

於特定的時空框架內審視，詮釋才有意義︒第二，階級的形成並非一種

呆板的靜滯狀態，而是一個有活力的運動過程︒正如以上兩項研究所強

調，勞工集體抗爭的過程，也就是階級形成的過程︒

本書着眼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香港的工人活動，旨在重

新探討謝諾曾經強調的勞工政治覺醒的問題︒與此同時，本書也汲取地

方個案研究的觀察方法及論點的長處，特別對可能促進或者阻擾勞工大

規模集體行動的工場以外的社會環境給予關注︒本書選擇以香港為研究

對象，不僅因為它的人口結構與其他中國都市相似，也因為它與其他中

國城市的差異︒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口構成了

香港社會的基礎︒由於這種類似內地城市的人口結構，對於「勞工階層

具有團結起來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如謝諾︑陳偉群及 Howard 等人

所強調）或者「勞工階層因為內部分化的潛質而缺乏這種能力」（如韓起

瀾等提出的論點）的爭論，香港提供了一個有可比性的案例︒同樣重要

5 陳偉群，第 5 章︒

6 Howard，第 4︑7︑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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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有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差異︒在這個處於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的殖民

地，殖民主義成為居港華人時時處處必須面對的現實︒本書對香港勞工

的研究，把外國勢力的控制從背景推到前台，以期在韓起瀾提出的上海

女工在各種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由於各種利益的誘惑而分化的案例以外，

建立又一個具有可比性的案例︒

勞工運動曾經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了炫目的紀錄︒1922 年的海員罷

工和 1925-1926 年省港大罷工是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兩大事件︒這兩次

事件以其對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吸引了當時和後輩學

者不斷的關注︒謝諾認為，這兩次在香港爆發的罷工都對中國勞工運動

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海員罷工激勵了全國性的勞工運動，而省港

大罷工又進一步推動了方興未艾的全國性勞工運動︒7 既然香港與上海︑

漢口︑重慶︑北京等內地近代城市相仿，從來都是一個由來自不同地

區︑操不同方言的外地移民組成的社會，那裏的勞工為甚麼能夠成功戰

勝地域及其他狹窄「現地政治」的掣肘而成為中國勞工運動的先鋒︖香

港的勞工運動是否僅限於二十年代這兩次著名事件，之後工人運動如何

發展，自謝諾以後在史學界尚未有人做過系統研究和討論︒本書着重研

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香港的勞工運動，特別是在英帝國治理下的香

港殖民地的發展，不僅希望填補這一空白，更希望把中國勞工運動放在

中國和全球的大背景下重新進行考察︒

本書的資料收集始於大約十年前︒當時筆者在香港歷史檔案館中

7 在謝諾之前，中國研究者對該段歷史至少有三項主要研究︒鄧演達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

代表之一參加了在莫斯科的紅色勞工國際，在此期間於 1928 年寫作了關於現代中國勞工

運動的第一本重要專著，後來出版面世︒第二本主要專著是清華大學留美歸國的社會學家

陳達所著，出版於 1929 年︒1939 年 5 月，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之一劉少奇為延安的

工人學校學員作了關於中國勞工運動發展的報告︒三人之中，劉少奇可能是唯一讀過前兩

本專著的人︒三人對海員罷工的起因和重要性做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參見鄧中夏，第 4
章︔陳達，頁 182-195︔劉少奇，有關各頁︒

翻閱史料，看到許多英國勞工處官員留下的內部報告，其中不少來自他

們同中國工人和工運骨幹分子日常接觸的描述和觀察︒有些報告特別提

到，在香港的中國工人對「紅軍」於 1949 年迅速南下感到「大受鼓舞」︒

還有些報告專門分析在港工會的歷史︒這些報告幾乎眾口一詞地強調兩

點：在港華人工會的政治性和它們與大陸的密切關係︒隨着研究的深

入，筆者還在其他殖民官員的內部報告和回憶錄中讀到了相似的說法︒

當時的新聞報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內部報告，以及勞工運動

積極分子的回憶錄等，都留存了這兩個明確的主題︒除了省港大罷工之

後的十年中香港的群眾政治活動一度處於消沉時期，在港的中國工人一

而再︑再而三地發起各種大大小小的運動︒他們不僅自始至終站在當地

救亡運動的前沿，而且還活躍在抗日戰爭的前方陣地，在中國戰場上為

盟軍執行秘密任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戰後英國重新佔據香港，中國

勞工又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工潮和社會抗爭︒近幾十年的美國主流學術

著作中所描述的上海或北京的勞工，大多關注眼前和小眾利益，他們必

須憑藉外部力量的幫助才能團結起來︑參加全國性的運動︒與此相反，

香港的中英文歷史記錄中呈現的卻是積極活躍地投入全國性政治運動並

為全行業僱員爭取權利的香港勞工︒為甚麼工頭或者秘密會社這種「地

方性約束」在香港不如北京或者上海那樣有力︖也許，香港工人的活躍

是受到外來勢力擺佈的結果︖

目前已有的學術研究發掘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的一些案例，但對

上述問題沒有提供任何直接答案︒1884-1885 年中法戰爭時期，駁船苦

力拒絕為抵達香港的法國船隻卸貨裝船，開創了當地草根社會參與全國

性對外抗爭的先河︒根據歷史學者蔡榮芳的研究，三合會是這次駁船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