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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這本書的英文原版，在 1988 年刊行，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是舊作

了。一本舊作，為什麼還要再出中文版呢 ？直接的原因，是出於鄭宏泰和

王國璋的拳拳盛意。幾年前，我們三人組成團隊，完成了李文達先生的中

英文傳記。那時筆興正濃，宏泰提議把我這舊作重新推出，國璋一口承諾

負責翻譯。我感於他們的美意，沒有推辭，只想到他們工作繁忙，成事需

時，可能會不了了之。沒想到國璋默默耕耘，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把書稿

翻好。他的譯筆準確無誤，順暢明快，令我滿心歡喜，亦令我這本舊作換

上新顏。我對國璋所費的心力，以及宏泰的推動支持，深感謝意。回想起

來，我當初沒有推辭，顯然是動了心，而令我動心的，可能是這本書，在

我學術生涯中，引起了至少三個迴響，令它別具意義。

迴響之一，是十幾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時，我還未從香港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主任的職位退下來。一天，來了兩位稀客。稀客，是因為她們不是

我們慣常接待的學術界人士，她們是尋根而來，希望找到她們逝去親人的

足跡。她們是香港中央紗廠創辦人吳文政先生的女兒和外孫女，外孫女在

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看過我的英文原著，她和媽媽想知道在哪裏可以買到

這本書，亦想知道我有沒有更多有關吳文政先生的資料。我告訴她們英文

原著已經絕版一段時候，市面上難以買到，而我無法提供有關吳先生的事

跡，因為我曾答應為受訪者身份保密，況且每項個案的詳細資料亦不多。

交談之下，竟然培育出新的成果：我們研究中心獲得吳文政伉儷教育基金

資助，寫成《紡織巨擘吳文政傳》一書，可說是我英文原著的外篇。在搜

集資料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央紗厰在家族承傳方面，正在推行一項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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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聽眾大部分是學術界人士，而我的母親，在妺妹陪同下，亦有出席，

為我打氣。演講以英語發表，為時大約一個鐘頭。演講之後舉行酒會，

我找機會來到母親身旁，怕她在學術場合不自在，亦怕她聽不懂英語而納

悶。見到我，母親輕拂我的衣袖，對我說：「辛苦啊！」我想說，這怎算辛

苦，您把我們兄妹養大，那才是辛苦。一下子，我回想起住在旺角道，讀

小學時的情景。母親坐在小木凳上，在天井用大木盆洗衣服。一邊排列飼

養熱帶魚的雙層魚缸，我站在木盆的另一邊，母親在督促我唸書。我唸得

不熟，中途停了。母親一隻手在洗衫板上，另一隻手拿着書本，「啪」的一

聲，打在木盆邊上，厲聲責問：「你想點！」我呆在那裏，不敢張聲。父

親長年臥病在床，母親獨力持家，她自己督促哥哥和我唸中文，對我們學

英文更為着緊，節衣縮食，也把我們送去洗衣街的英文補習先生家中加強

學習。轉眼之間，我學好英文，場景已換，在香港大學講堂裏，我站在母

親身旁，說着閒話。我知道母親聽得懂我演講的意向，但她聽不懂內容，

這始終令人遺憾。如今我的舊作有了新譯本，可以送給我的雙親在天上觀

看，希望得到他們點頭默許。

謹以這本小書，獻給我的爹娘：

番禺黃毓洲（1920－1972）

南海潘 釧（1924－2000）

黃紹倫

2022年 4月 26日

嘗試突破傳統「傳男不傳女」的框框。吳文政去世後，中央紗廠的領導位

置由長子繼承。到了第三代接棒的時候，吳家長子屬意由女兒擔當重任，

因為女兒能幹，而兒子年紀尚少。「太子女」擔當重任九年，她訴說她飽受

煎熬，「好似被吊起來燒」一樣：不盡展所長，則愧對父親厚託；鋒芒畢

露，則容易招致弟弟無能之譏。後來，她決定擺脫這個兩難局面，辭去紗

廠領導職位，和丈夫㩦手另立門戶，創辦一間為家族企業融資的公司。她

的經歷，令我留下深刻印象，亦令我對華資家族企業內部「才女」的困局，

有進一步的體會。

迴響之二，是兩年前我收到的一封電郵。郵件由阿克頓（Thomas 

Acton）從英國寄出，經過香港大學人文及社科研究所，再轉到我的郵箱。

阿克頓和我是舊相識，我們同年出生，亦是社會學同行，在牛津大學相

遇。我在牛津大學唸博士的時候，他已經取得學位，研究的是歐洲少數民

族之一的吉普賽人。我們久未通信，後來我在互聯網上查看，才知道他一

直專注於吉普賽人的研究和反歧視活動，並且成為英國首位以吉普賽研究

命名的講座教授。他給我的電郵附上一篇書評，評論的書，是一本有關在

羅馬尼亞定居的富裕吉普賽族群的專著。在書評開頭，他便指出社會學者

研究少數族裔，絕大多數都是眼光向下，注視貧窮無助的弱者，而眼光向

上，審視有財有勢强者的著作，可說是鳳毛麟角。他特別推許我對上海紗

廠老闆的研究，認為是在這方面罕有的佳作。他是知音，實在難得；他的

讚賞，我欣然受落；他對我的舊作，念念不忘，我很是感激。在電郵中他

還說，我們現在都是榮休教授了，而他已有七個孫兒，第八個快要出世了。

迴響之三，是多年來縈繞在我心頭的絲絲遺憾。亞克頓提到我們都是

榮休教授，令我想起我發表講座教授就職演講時的舊事。我在 1987 年獲

聘為香港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1990年舉行就職演講典禮。演講的題目是

「華人企業家與商業信任」，內容主要取材於我對上海紗廠老闆的研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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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探究的，是一群主導香港棉紡紗業（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的上海企業家。1975 年，我即將在牛津完成有關東南亞華商企業的碩士

學位（B. Litt.）論文，正準備返香港執教。我的導師—已故的莫里斯．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某次和我討論研究計劃時，建議我

研究他們。我立刻被這想法打動，因為那可謂是我碩士論文研究的合理延

伸。此外，上海人的成功故事，對像我這樣一位成長於香港工業化時代的

人來說，自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興趣。傅利曼教授曾在其論文〈社會人類學

的中國時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中寫道：「來

自香港與海外的華人〔學生〕，多少都會了解華人工商業是如何在中國國境

之外興旺繁盛，只要經濟學家再幫上一把，或許就足以描繪出華人企業家

是如何打理事務（這類敘述當然並不乏味），也有助我們梳理究竟是哪些因

素，促進或阻礙了華人的經濟創新？」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他在猝然離

世前不久輕推了我一把，鼓勵我申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研究資助，讓我

得以開展這項研究。

1978年夏，我在香港大學的社會學系執教三年後，懷着戰戰兢兢的心

情，開始投入訪談工作。然而受訪者的開放真誠令我驚喜，結果這段田野

調查的經歷不僅愉悅，更讓我受益匪淺。我在調查過程中，獲得無數人的

支援協助，對此深懷感激。我要特別感謝景復朗（Frank H. H. King）教授

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為我撰寫介紹信，並對我的訪談規

劃提出許多改進意見。我也要感謝 Judy郭小姐隨行訪談，助我成功完成田

野調查；以及黎志勝先生憑藉其商業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為我蒐集相關

的公司記錄。我還要感謝 Laura張小姐、Belinda羅小姐、唐健生先生和胡

先生（Wu Kwok-lai）諸人的研究支援。

1979年，我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提供的博士獎學金資助下，暫離香港

大學，到牛津大學的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待了三個學期，寫作

關於上海棉紡業者的博士論文。那是我成果豐碩的一年。我從論文導師米

切爾（J. C. Mitchell）教授那裏學到很多，他耐心堅定地提醒我，千萬不

可以只專注田野調查資料而忽略了更寬廣的理論課題。他的諄諄善誘，讓

我不致偏離正軌。我希望米切爾教授智識上的敏銳與精益求精態度對我的

啓迪，已在本書體現。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曾為我審閱論文的一部

分，與他交談總是能刺激我的思考，獲益匪淺。沃弗森學院優美寧靜的環

境與牛津的青草地，則讓人心曠神怡，伴我度過了那段孤身思索及寫作的

日子。

我在完成博士論文並重回教學崗位後，進一步思考該主題並寫了幾篇

論文，現都列在參考文獻內。不過直到 1985 年我有幸再獲哈佛燕京學社

資助、赴哈佛大學訪學一年前，我都沒時間去全面修改博士論文。論文修

改期間，我曾請一些學者讀過手稿，包括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

教授、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教授、柯博文（Parks M. Coble Jr.）

教授、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教授、胡耀蘇教授、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我要在此感謝他們的意見和鼓勵。1986 年 4 月，手

稿的部分內容曾作為研討會論文，分別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中國研究

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社會學系發

表。我很感激卡爾格倫（Joyce K. Kallgren）教授與韓格理教授的邀請。

最後，我還要謝謝 Hilda 陳女士、Grace 李女士、曹小慧小姐和鍾庭耀先

生為手稿付梓提供的協助。

黃紹倫

1987年 9月於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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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略詞

AJ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國社會學期刊》

AS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美國社會學評論》

EDC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革》

FE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遠東經濟評論》

HKCSA
Hong Kong Cotton Spinners’ Association

香港棉紡業同業公會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

第一章

引言：工業化與上海人

在很多社會裏，企業家精神（e n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與族群身份

（ethnicity）都是糾結難分的事。源自同一祖輩與地域的個人，往往

會聚集在特定的經濟活動領域，造就一種被形容為文化分工、族群

壟斷或族群專職化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原型，無疑是歐洲的猶太商

人。類似的群體還有很多，可見於其他各地，如哥倫比亞的安迪歐

基諾工業家（Antioqueno industr ia l i s t s）、尼日利亞的豪薩交易商

（Hausa traders）、孟買的巴斯和古吉拉特織布工（Parsi and Gujarati 

weavers）、伊朗的亞美尼亞商人（Armenian merchants）和紐約市的意

大利房東。

「華人」（Chinese）一詞在東南亞，經常被視作商人和中間人的同

義詞。然而在海外華人群體內部，又有對應於各特定職業的「語群」或

「次族群」。舉例來說，1950 年代初的曼谷，碾米商大多是潮州人，鋸

木廠老闆是海南人，皮革作坊的老闆是客家人，機械維修店的店主則是

廣東人。1 這種由地緣群體構成的職業圈子，似乎複製了中國傳統的城市

經濟裏，某個早就廣為人知的特點。以世紀之交 *的杭州為例，早有記

述指出「〔實際上〕所有的木匠、木雕匠、粉刷匠、櫥櫃匠和藥商，都

1 G. W. Skinner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315.

* 譯按：指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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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寧波。茶商、布商、鹽商和開客棧的老闆，則是來自安徽。瓷器

商來自江西，鴉片商來自廣州，酒商來自紹興」。2

香港本質上是個華人城市，這種地緣職業聚落的模式也很明顯。在

當地各式各樣的地緣群體中，不論從經濟上的重要性或成員集中的程度

來看，最顯著者，莫如紡織業界的上海人。這個群體不僅對學術界來說

重要，在官方對戰後香港經濟表現的評價上，也是如此。費爾普斯．布

朗（E. H. Phelps Brown）在試圖說明「香港經濟如何在製造業原本近乎

空白的情況下，創造出鉅額的出口貿易」時，强調了一項事實，即「香

港在起步之初，曾獲得由上海強勢注入的一股資本、實務經驗與創業動

力」。3

布朗的分析，如今已成香港政府內部政策制訂的基礎。1973 年，

工商業管理處（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在就工業用地

政策所擬的一份文件中，就特別挑出上海企業家予以表揚。文中提到，

香港因為幸運地獲得「上海的經驗與資金挹注」，可以比許多亞洲國家

早「十到十五年」啟動其工業化進程，4 即使它們與香港的基礎經濟條件

相若。

2 F. D. Cloud (1906), Hangchow: The ‘City of Heaven’ (Shanghai, Presbyterian Press), pp. 9-10. 
羅威廉（W. T. Rowe）曾詳細討論過帝國晚期，漢口一地的次族群或地緣群體的重要性。
見 Rowe (1984),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本研究接下來將使用概括性的「族群」（ethnic group）一詞，來
指涉諸如上海人和廣東人的群體。我以族群一詞來作描繪，是基於他們「同源而聚」的社會
組織原則，不論那本質上是血統或地域上的同源。我不選用「次族群」（sub-ethnic group）
一詞，主要是因為我們不能在沒有實據的情況下，假設中國的漢人最重視「種族」（racial）
認同，其次才是地域上的差異。

3 E. H. P. Brown (1971), ‘The Hong Kong Economy: Achievement and Prospects’, in K. 
Hopkins ed.,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

4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1973), ‘Memorandum for 
the Trade and Industry Advisory Board: Land for Industry’ (Hong Kong, The Department, 
mimeo. paper), p. 2.

這群上海人雖曾舉足輕重，他們的故事卻從未廣為人知。本研究

的目的，正是要細說他們在工業上的成就，以填補吾人對香港工業化

進程中這段知識的空白。香港畢竟是戰後迄今極為昌盛的新興工業化

地區之一。我希望這項關於上海棉紡業者（Shanghai spinners）✽的研

究，有助回答兩道理論上的探問，即一、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為什麼會

經常聚集在特定的經濟領域？以及二、華人工業企業家精神（Chinese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的特質為何？為了回答這兩大探問，我們

在講述上海棉紡業者在香港的故事時，就需要從簡單勾勒其經營活動的

大時代背景開始。

時代背景

香港位於中國大陸南緣的珠江口，土地面積 404 平方英里✽✽。這

包括一個擁有腹地的半島和數個島嶼。香港的一部分，自十九世紀中期

以來就成了英國的直屬殖民地（Crown Colony）。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

爭中吃了敗仗後，清廷就依 1843 年生效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

讓給了英國政府。1860 年，中國在另一場戰爭中再敗予西方强權，九

龍半島又遭割讓，殖民地隨之擴大。到了 1898 年，清廷又將九龍半島

北端的大片土地，租借給了英國。這塊租借地其後被稱作新界，租期至

1997年。

由於香港是殖民地，其公務體系是由位居高層的英國官員主導，再

由英王任命的總督統管。香港政府的立法局和行政局內，則有一批由總

* 譯按：依行文脈絡，往後章節中也會以「上海籍的棉紡業者」（Shanghainese spinners）稱之。

** 譯按：1英里＝ 1.609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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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任命、負責「反映」民意的「非官守議員」（unofficial members）。

這類非官守議員直到晚近，主要都是來自商界，而這足以展現殖民政府

對商貿與工業的重視。

香港自歸英國人管治起，就是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entrepôt）。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件大事改變了香港的經濟角色。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導致大批難民湧入香港。香港的人口竟由

1945 年的 60 萬人，陡增至 1951 年的逾 200 萬人。5 這批額外增加的住

民需要政府照應，尤其是要為他們找到工作。惟難民潮的衝擊未過，朝

鮮戰爭緊接着又爆發。1951 年，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貿易禁

運。這等於是給香港的商貿活動踩了剎車，因為香港高度依賴與中國的

貿易。這個殖民地為了生存，就必須尋覓其他的謀生法門。香港政府和

當地的商界遂開始將精力轉向工業生產。

香港隨後取得的工業化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它竟然崛起為本區域

生產力最強的經濟體之一。1980 年時，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

達到 4,240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位居第三。6 自二戰結束

以來，香港一直能夠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除了因為中共在中國勝出及

朝鮮戰爭導致其經濟出現過短暫波動外，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於 1950

年代至 1960年代，始終能以每年約 10%的穩定速度增長。1970年代上

半，其經濟增長率依然維持在大約 8%，隨後逐漸下降至略低於 7%，直

到 1970年代終結。7

5 D. Podmore,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in Hopkins ed., Hong Kong, p. 26.

6 World Bank (198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1.

7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69, p. 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1976, p. 3; and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p. 111.

這樣的經濟表現，是憑藉香港為世界各地生產工業製品達成。製

造業貢獻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而近半的勞動人口都在工業

界。香港的工業製品多用於出口，1978 年時，其人均出口值就已高達

2,270美元。8

上海人

如上所述，人們普遍認為香港工業化的主要推手是上海人。所謂

「上海人」，指的是那些籍貫可追溯到長江下游「核心」區域的中國人。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城市化進程

時，已經向我們展示過十九世紀時的中國城市，其實還不能構成一個貫

通帝國上下的統合體系，而是形成了幾個鬆散聯繫着的區域體系。9 這些

城市區塊的邊界，往往是與地理上由主要分水嶺分劃開來的自然區塊一

致。每個區塊裏都有一個核心區域，通常是大河流域，各類資源都往那

裏集中。這種現象源於中國經濟的一個特點，即水路運輸要比陸路運輸

來得便宜。此所以某地是否核心或是不是中央區域，要看此地是否擁有

密集的運輸網絡，以及隨它而至的區域性的緊密經濟、社會互動。

施堅雅將十九世紀的中國劃分成九個「大區」（macroregions），

其一就是長江的下游地區，涵蓋了肥沃的江南地區和錢塘江等江河流入

8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8), Asia 1978 Yearbook (Hong Kong, The Review), p. 193. 
See also J. Riedel (1974),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Tübingen, J. C. B. Mohr), pp. 
7-11.

9 G. W. Skinner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1-249。謝
諾（J. Chesneaux）認為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無產階級，是分佈在「六個分界明確的地區」。See 
Chesneaux (1968),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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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灣時形成的系列盆地。這個大區超越了行政邊界，跨三省之地，即

江蘇、安徽兩省之南與浙江省的北半部。10 這個大區的核心區域，就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分省地圖上被界定為滬寧杭的地區，「此為上

海、南京、杭州和周邊地區的統稱。整體而言，它的範圍向東延伸到上

海，西到南京，北到長江南岸，南到杭州灣以南的寧波─紹興平原」。11 

滬寧杭地區內社會與經濟互動緊密的跡象之一，就是其住民皆以吳語作

彼此溝通的通用語。12

所以要界定上海人，可以吳語區和長江下游城市體系核心區的重

叠之處為範圍。此區來的中國移民，在組織自願性社團時展現的模式，

就可以映照出前述邊界。1940 年代，他們在香港組織的地緣團體就喚

作蘇浙旅港同鄉會。13 隨後當兩個代表更小地域的新組織出現時，它就

變成了一個總會。1967 年寧波旅港同鄉會成立，「以姐妹社團的定位，

和前者互補」。14 十年後，專供來自上海市的人參加的上海聯誼會亦告

成立。

這三個社團幾乎是由同一批人擔任各項職務。1977 年，時任寧波

旅港同鄉會的十位顧問當中，一位同時也是蘇浙旅港同鄉會的永遠名譽

會長，另一位是名譽會董，還有六人是顧問。15 而蘇浙旅港同鄉會則有

三位常務會董參與創建了上海聯誼會，分別出任上海聯誼會的創會會長

10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pp. 213-214.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1974），北京：地圖出版社，頁 48。這個地區，大致相當於
傳統上所稱的三吳地區。

12 Yuen Ren Chao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2-223.

13 蘇浙旅港同鄉會（年份不詳），《蘇浙旅港同鄉會特刊》，香港：該會，頁 32。

14 寧波旅港同鄉會（1977），《寧波旅港同鄉會成立十周年紀念冊》，香港：該會，頁 56。

15 同上，頁 17；Kiangsu and Chekiang Residents’ (H.K.) Association (1979), Directory of 
Presidents, Advisors and Directors, No. 20, 1977-1979 (Hong Kong, The Association, 1979).

和副會長。16

相比之下，來自江蘇省北部的移民既擁有自己的社團，其領導班子

也不同。朱介煊先生的訃告顯示，他在逝世時身兼香港蘇北同鄉會和旅

港江蘇省同鄉會的副會長，還是荃灣華北僑民福利會的副理事長。不過

他並沒有在蘇浙旅港同鄉會擔任任何職務，而這說明了蘇南和蘇北的移

民，其實各有一組屬於他們自己的地緣社團。17

關於上海人在香港的數量，蘇浙旅港同鄉會會長✽於 1958年的估計

是 350,000人。18 筆者在 1978年訪談上海聯誼會和寧波旅港同鄉會的領

導人時，兩方提供的數字，則分別是佔香港人口的 10%和 16%。

香港的人口普查，並不包括居民的族群背景細節。這顯然是因為

主事者認為，這方面的人口統計特徵並沒什麼實際用處。唯一的例外

是 1961 年的人口普查，由三個方面探問了居民的族群意識。居民會被

訪員要求記錄他們的出生地、族裔和籍貫。最後的這一題本該完美契合

當前的研究目的，可惜的是，普查用以界定地緣群體的地理邊界並不恰

當。這項普查因為把焦點放在廣東省來的人，就隨意地將來自其他省份

的中國人籠統分類。這當中一項籠統的類別，就是原籍「上海、台灣和

中部沿海省份，即浙江、福建和江蘇」。19

16 上海聯誼會（1978），《籌募福利基金國劇義演特刊》，香港：該會。

17 朱先生的訃告，見 1978 年 7月 31日的《星島日報》。霍尼格（E. Honig）曾在其 1986 年出
版的 Sisters and Strang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書的第三章裏，描繪過二
戰前的上海紗廠中，來自江南（江蘇省南部）與蘇北的女工之間的分歧。

* 譯按：該會的會長一職，曾在第三至十九屆期間改稱為「理事長」。為簡化譯文，本書概以「會
長」稱之。

18 蘇浙旅港同鄉會（1961），《蘇浙公學蘇浙小學彙刊》，香港：該會，頁 48。

19 K. M. A. Barnett, Hong Kong Report on The 1961 Censu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no date), Vol. 1, p. 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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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的結果顯示，香港總人口的 6%來自上述地區。20 不過接下來我

們得確定，裏頭有多少人源自長江的下游地區，而非來自福建和台灣。

幸運的是，普查提供了居民的常用語或方言的數據。在日常生活裏講上

海話的人共計 69,523 名，或者說約佔了總人口的 3%。但這個數字不能

涵蓋所有上海人，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在香港出生，或已慣常使用廣

東話。所以我們有必要將居民的籍貫和日常用語交叉列表，以此來估算

本地出生的上海人數。

那些自稱籍貫是中部沿海省份的人，可分為四個主要的方言

群體— 講上海話的、講福佬／閩南語的（H o k l o）、講國語的

（Mandarin），以及講粵語／廣東話的。第二和第三個方言群體顯然是

來自福建、台灣和江蘇北部，可以將他們看作一個次群（sub-group），

和講上海話的次群有別。假設這兩個次群的後代都有同樣的機率轉用廣

東話作日常語言，那我們就可推估本地出生的上海人有 33,697名。21 所

以 1961年時，香港的上海人數量已達 103,220，或約佔總人口的 4%。

由於過去 20 年裏從長江下游地區遷至香港的移民浪潮，已經由湧

動大降為涓涓細流，上海人 4% 的人口比例，很可能已經略有下降。我

的估算，其實遠少過前述聯誼會和同鄉會領導人所提供的數字。這些領

導人顯然對其潛在的會員群體的規模，存有一個極膨脹不實的印象，而

這或許是和上海人强大的經濟力量與他們在港的人口數並不相稱有關。

20 同上，Vol. 2, Table 132, p. 43.

21 我運用下面的公式，估算本地出生的上海人數：
	 講廣東話的人數 X（講上海話的人數 ∕ 講上海話、閩南語和國語的人數）

 = 50,837 x (64,190 / [64,190 + 21,769 + 10,882])
 = 33,697

上海人的職業特徵

1961 年的人口普查在記錄居民的族群身份時，並沒同時記下他們

的職業特徵。上海人在各行各業的分佈情況，因此並沒系統性的資料可

考。為了推估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可利用三條粗略的線索。首先是上海

人社群領袖自己的印象。寧波旅港同鄉會的會長堅稱，約三分之一的該

會會員投身於紡織行業，其次則是航運和電影製作。上海聯誼會的會長

對此也持同樣觀點，即上海人主要是以製紡為業，此外他還指出航空、

建築和航運業也是同鄉從事的重要行業。

第二道線索，是參考蘇浙旅港同鄉會出版的該會 1977－1979 年間

的會長、顧問與會董名錄。遺憾的是，這份名錄並未提供一般會員的資

料。我們憑這些領導成員列在其辦公地址條目下的公司名稱，就可以將

表 1.1  蘇浙旅港同鄉會領導成員的經濟活動分佈，1977－1979 年

經濟活動 人數 調整後的百分比

紡織生產 25 32

銀行和金融 13 17

建築／房地產 10 13

各項專業 9 11

航運 6 8

搪瓷製造 3 4

其他製造業 7 9

其他服務業 5 6

不詳 27 —

總計 105 100

來源：整理自 Kiangsu and Chekiang Residents’ (HK) Association (1979), Directory 
of Presidents, Advisors and Directors, No. 20, 1977-79 (Hong Kong, The Association, 
n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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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精英按職業分類。如表 1.1所示，約 32%的人是紡織工業家，其餘

則是分佈在銀行和金融業、建築業、房地產業、各項專業和航運業。

第三道線索，則是去分析寧波旅港同鄉會的十周年紀念特刊上登載

的廣告。據特刊的編輯告知，這些都是跟同鄉徵集來的廣告。撇開由個

人出資的廣告不論，表 1.2 對在特刊上登過廣告的公司的經濟本質進行

了分類。

表 1.2  特刊廣告所透露的寧波公司經濟活動分佈

經濟活動 數量 調整後的百分比

紡織生產 14 34

銀行和金融 8 20

塑膠製造 3 7

商業 2 5

其他製造業 7 17

其他服務業 7 17

不詳 10 —

總計 51 100

來源：寧波旅港同鄉會（1977），《寧波旅港同鄉會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會。

這些線索當然都不能讓我們非常精確地理解上海人實際的經濟活動

分佈，但都一貫突出紡織生產作為上海人主要經濟領域的特點，也都顯

示出約三分之一的上海人涉足紡織業。

「紡織業」（textile industry）是個字義廣泛的詞，它涵蓋棉的紡紗

（spinning）、織造（weaving）、漂染（dyeing）和整染（finishing），

以及成衣製造。一如其他許多地方，紡織業可是香港工業化過程中的

領頭行業。1977 年時，它已經佔了香港出口總值的 47%，並且僱用了

45%的香港勞工。22

棉紡業

本研究是依據以下幾個理由，選擇以棉紡業作為焦點。從實務的

觀點看，由於棉紡紗廠只有三十來個，這會有利於我這沒有團隊的研究

者就此作廣泛深入的調查。不過更重要的，是棉紡業乃香港工業的基石

之一。首先，它為其他紡織業的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正如香港棉紡

業者自己所強調的，「紡紗業已經成為可靠的本地棉紗線（cotton yarn）

供應者，而紗線則是紡織業其他部門的基本材料」。23

從另一方面來看，棉紡業又可謂現代經濟大規模生產領域的代表。

1978年時，最大的那家紡紗廠僱用了逾 2,000名工人，擁有大約 94,000

枚紗錠。每家紡紗廠的平均僱用人數和紗錠數，則分別是約 500 人和

25,000枚。這些數字以發達經濟體的標準來看，或許不算什麼，但在香

港，絕大多數工廠的規模都很小。1977 年的 37,568 家製造企業當中，

擁有 500名工人的不到 1%，而九成以上的企業都是員工還不到 50人的

小廠。24 所以就規模來說，棉紡紗廠全都是處於工業結構的頂端。就技

術來說，如表 1.3 所示，它們也是機械化程度最高的企業。1970 年代

時，這些工廠的每個工人平均要操作 40多枚紗錠。

22 Hong Kong 1978 (197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p. 11.

23 HKCSA (1973), Twenty Five Years of the Hong Kong 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Hong Kong: 
The Association), p. 50.

24 V. F. S. Sit, S. L . Wong, and T. S. Kiang (1979), Small Scale Industry in a Laissez-Faire 
Economy: A Hong Kong Case Stud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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