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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胡適 

赤柱聖士堤反書院 

圖主：鍾寶齡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途經巴士線（新巴／城巴）：6、6A、6X、63、65、66、73、

260、973 

 

2.文人生平簡介+與地點的關係 

胡適（1891 年 12 月 17 日－1962 年 2 月

24 日）。安徽績溪縣人，生於上海浦東。

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

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

學校董會董事等職。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他興趣廣泛，著述

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

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哲學上倡導約翰．杜威的

實用主義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實驗是

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在政治上主張自由、民主、容忍、改

良的自由主義。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包括名譽博士）， 是

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81%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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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清晨，胡適乘郵輪抵港，應香港大學之

邀，到來接受港大頒發榮譽博士學位。香港華人代表周壽臣、

羅旭和、曹善允、周俊年亦已於一月二日聯合發出請柬，為

胡適到港當日，在華商俱樂部舉辦豐盛的歡迎午宴，同日下

午四時，富商何東又在香港大酒店為胡適舉行歡迎茶會，歡

迎之熱烈當可想見。當晚，胡適在香港大學演講，題為《中

國文藝復興》，他用英文演講，會場座無虛席，歷一個半小

時的演講，場內靜寂無聲，不懂英文的聽者沒有一人中途離

場，可見其演講技巧充滿魅力。 

 

一月五日，港大阜士德教授又以教員聯合會的名義設午宴招

待胡適，席上胡適又以《中國與科學》為題發表演說，指出

中國老早就有「科學方法」，中國只須恢復了本來面目便有

科學的貢獻，胡適眼光確有獨到之處。午餐畢午餐畢午餐畢午餐畢，，，，

阜士德夫婦陪同他逛港島淺水灣等名勝阜士德夫婦陪同他逛港島淺水灣等名勝阜士德夫婦陪同他逛港島淺水灣等名勝阜士德夫婦陪同他逛港島淺水灣等名勝，，，，並趁並趁並趁並趁

機談談改良港大中文系的辦法機談談改良港大中文系的辦法機談談改良港大中文系的辦法機談談改良港大中文系的辦法，，，，下午聖下午聖下午聖下午聖

 士提反書院校長請茶士提反書院校長請茶士提反書院校長請茶士提反書院校長請茶****。。。。

 

****胡適在胡適在胡適在胡適在《《《《南遊雜憶南遊雜憶南遊雜憶南遊雜憶》》》》寫道寫道寫道寫道：「：「：「：「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到聖士到聖士到聖士到聖士

梯反學校小坐喝茶梯反學校小坐喝茶梯反學校小坐喝茶梯反學校小坐喝茶，，，，看海上斜陽看海上斜陽看海上斜陽看海上斜陽，，，，風景特風景特風景特風景特別清麗別清麗別清麗別清麗。。。。……………………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

色色色色。」。」。」。」    

資料來源：

http://www.somanhing.com/friends/gotowalk/dist/south/stanley/wusi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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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胡適圓滿結束五天訪港行程，晚上九時半，胡適

乘泰山號輪船赴廣州，陳君葆陳君葆陳君葆陳君葆代表香港大學到碼頭送行，握

別時又暢談了一回，加深了彼此情誼。」 

資料來源：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6/01/WH1906010006.html 

 

3.相關作品 

(1)《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一篇自傳體散文，作者通過具體的事例，回

憶了母親對自己的教育、關心以及與家人和睦相處的過程，

展示了母親對自己的愛和母親善良、寬容、有剛氣的性格特

徵，表達了作者對母親的感激和懷念之情。」 

 

    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

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

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

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

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

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

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

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

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

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

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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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

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

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

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

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資料來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1%E7%9A%84%E6%AF%8D%E4%BA%B2/4057 

 

(2)名言 

「「「「大家少說點空話大家少說點空話大家少說點空話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多讀點好書多讀點好書多讀點好書！」！」！」！」    

——《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胡適箴言》編輯組：《胡適箴言》，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ISBN 9789888200207，第 22 頁。 

 

「「「「朋友們朋友們朋友們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    

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信心的時候信心的時候信心的時候。。。。    

你要深信你要深信你要深信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而功力必不唐捐而功力必不唐捐而功力必不唐捐。」。」。」。」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胡適箴言》編輯組：《胡適箴言》，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ISBN 9789888200207，第 10 頁。 

資料來源：https://zh.wikiquote.org/wiki/%E8%83%A1%E9%81%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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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覽此地點時必看/需要留意的地方 

� 「立體井字遊戲」：印有胡適的文章節錄及理念，讓途人

更了解胡適及其作品和理念。 

 

「立體井字遊戲」設計者：Swigney, ARVELO BAUTISTA(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落成日期：2015 年 6 月 

資料來源：

http://www.somanhing.com/friends/gotowalk/dist/south/stanley/wusik.pdf 

 

 

5.更多資料 

    南區文學徑 尋胡適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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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淺水灣酒店：張愛玲 

淺水灣道 109 號 

圖主：冼麗玲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新巴 6、6A、6X、260 往赤柱方向，中途在淺水灣海灘站下車 

 
2.文人生平簡介+與地點的關係 

 
張愛玲（1920-1995 年）曾於 19歲、32歲、41歲三度來港，
求學階段經歷炮火戰亂，及後赴港謀職。1939 年因二戰歐
洲戰事蔓延，她由原本要入讀倫敦大學改往香港大學主修英
國文學，文學之路也就此開啟，兩年後日軍佔領香港，港大
停課，翌年她回上海。香港返滬後的兩年她創作頗多，《第
一爐香》、《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其間
發表的 8篇小說中，不少與香港有關。戰後又兩次赴港，那
時她已是享負盛名的作家。 
 
1939193919391939 年香港大學放暑假時年香港大學放暑假時年香港大學放暑假時年香港大學放暑假時，，，，張愛玲常到淺水灣酒店去看望張愛玲常到淺水灣酒店去看望張愛玲常到淺水灣酒店去看望張愛玲常到淺水灣酒店去看望
當時住在香港的母親當時住在香港的母親當時住在香港的母親當時住在香港的母親。。。。淺水灣酒店也是其以淪陷時期香港為淺水灣酒店也是其以淪陷時期香港為淺水灣酒店也是其以淪陷時期香港為淺水灣酒店也是其以淪陷時期香港為
背景寫就的背景寫就的背景寫就的背景寫就的《《《《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傾城之戀》》》》中重要場景中重要場景中重要場景中重要場景，，，，白流蘇和范柳原白流蘇和范柳原白流蘇和范柳原白流蘇和范柳原的邂的邂的邂的邂
逅就在淺水灣酒店逅就在淺水灣酒店逅就在淺水灣酒店逅就在淺水灣酒店。。。。    
 

3.相關作品 
 

    「上了岸，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那車馳出了鬧市，翻山越

嶺，走了多時，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

露出藍綠色的海。近了淺水灣，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卻漸漸的明媚起

來。許多遊了山回來的人，乘車掠過他們的車，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

花，風裏吹落了凌亂的笑聲。」 ──《傾城之戀》 
 
小說中白流蘇跟着徐太太來到香港，下了碼頭前往淺水灣飯
店，所見沿途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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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覽此地點時必看/需要留意的地方 
 

i. 這個建築物的位置前身是淺水灣酒店，現已被改建成尊尚住宅影灣園。 

 
 
 
 
 
 
 
 
 
 
 

ii. 經典中的經典淺水灣酒店  

 
 
 
 
 
 
 
 
 
 
 
 

iii. 經典露台餐廳 Veran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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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張愛玲和傾城之戀 

 

 

v. 電影色戒裡面，朝偉哥和湯唯也在這裡約會過呢 
 
 
 
 
 
 
 
 
 
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    
上世紀有兩家酒店是名人明星來香港很常去的， 
第一間是銅鑼灣怡東酒店(2019 改建中)， 
另一家就是這家淺水灣酒店。 
除了張愛玲之外， 
海明威海明威海明威海明威、、、、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George Bernard(George Bernard(George Bernard    Shaw) Shaw) Shaw) Shaw)     
及英國劇作家卡活爾及英國劇作家卡活爾及英國劇作家卡活爾及英國劇作家卡活爾    (Noel Coward) (Noel Coward) (Noel Coward) (Noel Coward)     
來香港都指定住這裡。 
  

 
 
 
 
                                       
 
 
 

海明威海明威海明威海明威 

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大文豪蕭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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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關網站/影片/電子書等連結  
 

 

從張愛玲到海明威 訪尋淺水灣的文學足迹 
 
 

 
張愛玲與香港：紅透上海的才女為何會來到香港？ 
【香港故事】國語版 
 

 

 

影灣園歷史珍藏館 



11 

 

第三站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蔡元培墓 

香港仔石排灣道 

圖主：蔡競欣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 紅磡海底隧道收費廣場乘巴士 No.107、170前往，需時 45-50
分鐘。 

� 港鐵黃竹坑站步行 2分鐘至南朗山道，轉乘巴士 No.4B、4C
往利港中心(約 14分鐘)，再步行 5分鐘。 

 

2.文人生平簡介+與地點的關係 

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1868-1940） 

中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號孑民。浙江紹

興人。26歲中進士，為翰林院編修。維新變

法失敗後，棄官南下，投身教育；並先後留

學德、法，親炙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精神及法

國大革命後的思潮。 

 

教育先驅教育先驅教育先驅教育先驅：：：：    

當時北大校方腐敗，但孫中山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

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

的北京，主持全國教育。」 

蔡元培慨然領命，1916 年冬任北京大學校長，採取「思想自由，

相容並包」辦學方針，又延聘和支持李大釗、陳獨秀、魯迅，

辜鴻銘等人任教講學，使北大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研究中心和

新文化運動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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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為人寬厚、惻隱為懷，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
他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時代擺渡到民主自由時代」。 

手定教育方針，創立現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學學術化，倡導
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讀書為官」之舊俗。 

 

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養成人格之事業也養成人格之事業也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    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    

    

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社會當時提倡「德先生和賽先

生」（民主和科學），培養了大批具有獨立思想和學識的人才，

他們喜愛學習、敢於表達不同看法、竭力廢除腐敗政策、以及

具愛國革命思想。而蔡元培先生就發揮了作為教育工作者最大

的作用和影響，提供一個最安全的學習環境給學生，實踐其思

想和理念。 

 

 

 

 

 

蔡元培/維基百科(可掃二維碼) 

 

 

        

左起魯迅、陳獨秀、胡適和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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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及逝世來港及逝世來港及逝世來港及逝世：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1 月，當時任
職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從上海來到香港，準備轉赴重慶。
但路途跋涉，他年老體弱，便留港休息。次年 2 月，一家遷往
尖沙咀柯士甸道，謝絕應酬，生活低調。 

 

1940 年 3 月 3日，年邁的蔡元培於寓所失足跌倒入院，於 3 月
5 日病逝，享年 74歲。10 日，蔡元培舉殯，香港各學校及商號
均下半旗誌哀。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入南華體育場公祭，
參加之學校及社團共萬餘人。 

 

蔡元培逝世後蔡元培逝世後蔡元培逝世後蔡元培逝世後，，，，靈柩暫厝于香港東華義莊殯舍靈柩暫厝于香港東華義莊殯舍靈柩暫厝于香港東華義莊殯舍靈柩暫厝于香港東華義莊殯舍，，，，同年安葬於香同年安葬於香同年安葬於香同年安葬於香
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墓右側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通墓右側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通墓右側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通墓右側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通，，，，上書上書上書上書                
「「「「蔡孑民先生之墓蔡孑民先生之墓蔡孑民先生之墓蔡孑民先生之墓」。」。」。」。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百度百科 

3.相關作品  

他畢生倡導教育救國、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推動中國
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復興。後人評價道：「他是新文化運
動之父，他通過改變一所大學進而改變了一個民族！」
他，就是北京大學第十四任校長，蔡元培。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ducation/bxm9qq9.html 

 

 

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我如何改革北京大學我如何改革北京大學我如何改革北京大學我如何改革北京大學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
校長。……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
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原文：灼見名家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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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 五四新文化(解說篇)：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起來了，但政治仍然黑暗，
復古思潮泛濫。在這樣的情勢下，新文化運動提倡於
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於後，中國自此進入巨變時
期…… 
原文網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

ferences-and-resources/chinese-history/chow_ref1.pdf 

 

4.遊覽此地點時必看/需要留意的地方 

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墓墓墓墓：：：：    

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是中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
的墓地。這是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墓園。由著名詞學家葉
恭綽刻書「蔡孑民先生之墓」的小石碑，已在 1978 年重修換成
了墨綠色大理石的墓碑，但仍顯得樸素，一如先生一生的言行
與追求。香港每年都有紀念活動，浸會大學還將學校一座建築
命名為「蔡元培堂」，並已數次主辦「蔡元培節」。 

 

2011 年，年逾八十的余光中教授在蔡元培
先生墓前回憶 1977 年 6 月他和周策縱、
黃國彬尋墓。那時三人舉步維艱，幾經摸
索才找到墓碑；這一趟就輕鬆、自在得多，
路段亦已標示清楚（蔡先生墓地是在 23
台 5段資字）。當年周教授曾撰文《頑石》
(1)說出當天尋得凋零零的墓。余教授目
睹蔡先生身後蕭條，連一塊似樣的墓碑也
沒有，悲憤莫名，於是寫下了著名的《蔡
元培墓前》(2)，向這位歷史偉人致敬之餘，也替他鳴不平。  

*(1)(2)*(1)(2)*(1)(2)*(1)(2)詳見於詳見於詳見於詳見於右方右方右方右方二維碼二維碼二維碼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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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篇詩文觸動了海內外無數文化人的心弦，北京大學香港
和台灣的校友率先行動，為老校長重修墓地。1978 年蔡先生墓
地煥然一新，很有氣派，由四塊墨綠色雲石組成的大碑牆矗立
墓地上，「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個金漆大字份外醒目，旁邊是幾
百個金漆小字，簡述蔡先生一生。 
 
來源：到香港仔拜祭蔡元培校長——灼見名家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 
 

  
蔡元培後人蔡英多、蔡磊砢(第二排左五及右三)、北大校友和各界名
人，12 月５日為蔡元培先生掃墓。  
 

5.其他相關網站/影片/電子書等連結 

  

蔡元培系列電子書免費下載 

http://www.xiangshi123.com/book/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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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六國飯店：文人的聚會所 

灣仔告士打道 72 號 

圖主：凌秀慧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 巴士：104/182/601p/681 (盧押道、告士打道站) 
� 港鐵：灣仔站 c出口 
 

2.文人與地點的關係 

1930 年，陸海通創辦人陳任
國（中國同盟會成員，並曾資
助孫中山革命活動的經費）及
其子陳符祥購入灣仔海旁地
皮興建酒店。 
 
1933 年 10 月 6 日，六國飯店
落成開幕，樓高七層，與對岸尖沙咀半島酒店相同，成為當時
全香港第二高及香港島最高的建築物，也是香港第一間設中菜
廳的酒店及第一間香港有電梯的酒店。當年飯店房租每晚一
元。 
 
日治時期，六國飯店被日軍徵用為俱樂部，改名為「千歲館」，
期間更遭盟軍戰機炸掉建築物的左上角。香港重光後，飯店一
度由駐港英國海軍徵用，至 1946 年才恢復為酒店。 
 
1986 年 9 月，六國飯店暫停營業，原址拆卸重建成現代化酒店
及商廈，並於 1989 年 11 月落成重新啟用。新建築物稱為六國六國六國六國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酒店部份改稱六國酒店六國酒店六國酒店六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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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譽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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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作家李察美臣於五十年代入住六國飯店英籍作家李察美臣於五十年代入住六國飯店英籍作家李察美臣於五十年代入住六國飯店英籍作家李察美臣於五十年代入住六國飯店，，，，期間撰寫了暢銷期間撰寫了暢銷期間撰寫了暢銷期間撰寫了暢銷
故事當中虛構的南國酒店更全球的愛情小說全球的愛情小說全球的愛情小說全球的愛情小說《《《《蘇施黃的世界蘇施黃的世界蘇施黃的世界蘇施黃的世界》。》。》。》。

以六國飯店為藍本和靈感泉源。該小說廣受歡迎並被改編為同
名百老匯舞台劇及電影，而六國飯店亦成為電影主要場景之
一。 

  

閱讀全文： 

https://www.lordwilson-heritagetrust.org.hk/filemanager/archive/

project_doc/27-9-20/19th%20Wanchai%20Booklet%20modified

_20160715-OP3-web.pdf 

資料來源： 

http://lausoldier.blogspot.com/2013/

08/80_18.html 

 

https://www.wikiwand.com/zh-mo/

%E5%85%AD%E5%9C%8B%E9%

85%92%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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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作品  

十五分鐘的約會 
《話說灣仔》——小思 (有聲朗讀文章) 

 

 

  父親愛到海傍散步，晚飯後，穿上布鞋，「去海皮啦」，父女二人

便下樓去閒逛一回。自軒尼斯道轉出柯布連道或菲林明道，總得經過

洛克道，謝斐道兩個街口，那一帶都是寧靜民居。到了海傍，店舖沒

開幾家，灣仔差館重門莊重，右邊幾戶是小型貨棧，沒大氣。父親會

拐回左邊，路過金城戲院，六國飯店。這樣走，必然經盧押道或分域

街走回軒尼斯道。這樣走，經過得謝斐道和洛克道，氣氛就很不一樣。

舞廳，酒吧，賣些不明所以東西的小店，輝煌不輝煌的開著，紋身店

在二樓，溪錢張張自樓上飄下，老女人蹲在坑渠邊燒金銀衣紙，紙灰

飛舞如幽魂。幾個年輕妖治女子站在店前或者梯口，自顧自地談笑。 

 

 

香港公共圖書館 

Hyread 電子書：

https://hkpl.ebook.hyread.com.tw/ 

或 

香港公共圖書館(成人館藏)： 

838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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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 中環域多利監獄：戴望舒 

中環贊善里 11 號 

圖主：楊泰成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 中環港鐵站沿行人扶手電梯上山(需時：15分鐘) 

2.文人與地點的關係 

域多利監獄是香港第一所監獄，亦
是香港最早以耐用物料興建的英
式建築物。這座建築於一八四一年
的建築物，是「中區警署建築群」
這個集香港早年執法、裁判與囚禁
功能三合一的建築群的重要一員，
與裁判司署及中區警署並稱。 
 
域多利監獄其中一名著名囚犯，就
是以新詩《雨巷》聞名於世的中國詩人戴望舒(1905-1950)。 
 
自從日本攻打中國之後，不少文化界的人都逃難來到香港，戴
望舒即為其中之一。戴望舒未來香港之前，已經大有名氣。他
在 24歲時寫下《雨巷》這首詩，令他名震中國。戴望舒在抗日
期間離開中國，逃到香港，曾經在《文匯報》及《星島日報》
的副刊擔任主編。 
 
香港淪陷不久，日軍開始搜捕文化人，逼使他們與日本合作，
對外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當時戴望舒一家人在一間舊書店當時戴望舒一家人在一間舊書店當時戴望舒一家人在一間舊書店當時戴望舒一家人在一間舊書店
看書看書看書看書，，，，日本特務破門而入日本特務破門而入日本特務破門而入日本特務破門而入，，，，抓走戴望舒抓走戴望舒抓走戴望舒抓走戴望舒，，，，把他關在域多利監獄把他關在域多利監獄把他關在域多利監獄把他關在域多利監獄
接近兩個月接近兩個月接近兩個月接近兩個月。。。。    

被捕後，戴望舒表現出非一般的氣節，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
在牢獄中，日本人強行向戴望舒灌辣椒水，又對他施以「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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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凳」。儘管如此，戴望舒依然毫不屈服。 
 
用刑後，戴望舒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但他在牢中仍勉力支撐起
重創的身體，在牆上寫下《獄中題壁》這首詩，表達出抗日的
悲壯情懷。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 

他懷著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 

 

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這首詩寫完不久，戴望舒在朋友協助買通日軍下出獄，1948 年
才離開香港，居港共十年。 
 

資料來源： 

� 《香港歷史散步(增訂版)》. 作者, 丁新豹.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 https://www.amo.gov.hk/b5/monuments_55.php 

� https://kwantailo.wordpress.com/2013/01/22/%E9%A6%99%E6%B8%AF%E6%95%85%E4%BA%

8B%EF%BC%9A%E3%80%8A%E6%88%B0%E6%99%82%E6%96%87%E5%8C%96%E4%BA%

BA-%E6%88%B4%E6%9C%9B%E8%88%92%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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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必列者士街會所：魯迅 

上環必列者士街 51 號 

圖主：蔡培瑜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 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步行約 8分鐘 
 

2.文人生平簡介+與地點的關係 
 

魯迅（1881-1936） 
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
偉大的文學家。對中國新文化運動作出巨大的
貢獻，也是五四運動的積極推動者。 
 
魯迅是 20 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說、散文、
雜文、木刻、現代詩、舊體詩、名著翻譯、古籍

校勘和現代學術等多個領域都有巨大貢獻是中國現
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 
 
192719271927192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9191919 日日日日，「，「，「，「五四五四五四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先旗手魯迅先旗手魯迅先旗手魯迅先

，題目分別是《無生在香港上環的青年會禮堂作了兩場演講生在香港上環的青年會禮堂作了兩場演講生在香港上環的青年會禮堂作了兩場演講生在香港上環的青年會禮堂作了兩場演講
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表達對中國命運的關切
及求變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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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作品 
 
以下演講內容節錄自魯迅的《無聲的中國》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

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

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

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

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

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

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

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

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

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

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

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

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

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

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

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

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

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

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

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

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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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賞析賞析賞析    
《無聲的中國》指出中國人不能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出來，因為心裡話
是活的，但用來表達的文言文卻是死的。因不能表達，所以「無聲」。
在這篇演講中，魯迅說：「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
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目的就是要呼籲人們：「將中國
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
表出來。」可見魯迅先生致力倡導用白話文寫作，號召人們摒棄舊思
想傳統，用新形式的文學來吐露心聲。 

以下演講內容節錄自魯迅的《老調子已經唱完》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

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

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

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

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

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什麼能夠同化蒙

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

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

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

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

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

哪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賞析賞析賞析賞析    
    《老調子已經唱完》直接針對當時香港的情況。當時英國為維護
其在香港的統治，提倡尊孔讀經。魯迅指出「老調子」（文言文）已經
唱完，但是香港卻仍然繼續唱。這是港英政府管治香港人的手法，他
說：「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
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
的舊文化了，哪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胡適、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提倡
「白話文運動」。接下來的幾年，中國內地的中小學教科書已開始採用
白話文教材。反觀香港，當時的學界仍在「讀經」。這情況直到上世紀
40年代初才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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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覽此地點時必看/需要留意的地方 
 
必列啫士街（現稱必列者士街）是上環一條介乎城皇

街與水池巷之間的街道，以署理律政司必列啫士

（William Thomas Bridges）為名。街道不長，現擁

有兩座歷史建築，最古老的一座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會所，為昔日華人主要的文化康樂活動場所。會

所建於此區，反映了這是早年華人聚居的地方。  

 

六層大樓會所於 1915年 12 月 18日開始動工，由美國建築師 Mr. 

Shattuck及 Mr. Hussey 設計，故流露美國當時流行的殖民地復興式簡

約特色，加上當時鋼筋混凝土的技術已相當流行，因此大樓外牆以清

水紅磗及混凝土建成，成為中央會所紅磚外貌的一大特色。 

  

因會所建於華人地方，更將中式琉璃瓦加入設計元素，以及兩側入口

以中式牌坊佈置。 

   

大禮堂 圖書館 食堂 

   

泳池 健身室 音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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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關網站/影片/電子書等連結 

魯迅介紹 

 

魯迅演講短片介紹及內容 

 

 演講賞析 

 

 

青年會介紹、圖片及短片 

 

 

相關書籍 

盧瑋鑾（小思）：《香港文學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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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站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蕭紅 

半山列堤頓道 2 號 

圖主：蔡競欣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a.乘港鐵到西營盤站 C出口，步行 6分鐘； 
b.乘巴士亦十分方便， No.13、45A、56、56A、56B都可直
達學校。 

 
2.文人生平簡介及與地點的關係 

◎ 蕭紅是民國時期四大才女之一； 
   文壇上有『南瑩北張』之稱譽。 
   (*註：蕭紅本名張廼瑩，張乃是指張愛玲)  
◎《當代文學史》進入前十名的女作家只有兩位，蕭紅佔一
席位，足以說明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 2000 年香港《亞洲週刊》推選 20 世紀中文小說 100強排
行榜，蕭紅《呼蘭河傳》排在第 9 位。 

   
現實中的蕭紅和電影《黃金時代》裡湯唯所飾的蕭紅  

 
早年生涯： 
蕭紅在民國元年（1911－1942）出生，誕生在哈爾濱呼蘭縣的
一個地主家庭。父親和繼母反對她受教育，幾經過抗爭才能讀
至初中，畢業後，為爭取讀高中的機會及逃避家人逼婚，出走
至北平，入讀北平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自此蕭紅開始了貧困坎
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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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蕭軍： 

1932 年，日軍占領哈爾濱。未婚夫離開懷孕的蕭紅，絕望之際，
蕭紅認識了《國際協報》委託來幫忙的蕭軍，二人熱戀及同居。
二人在嚴寒困頓中進行文學創作，蕭紅寫成長篇散文《棄兒》，
引起文壇關注。 

認識魯迅： 

1934 年，二人抵達青島，認識了魯迅和不少文人。
翌年，24 歲的蕭紅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在魯
迅的幫助下印行成名作《生死場》。魯迅在序中說蕭
紅有「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由此
她蜚聲文壇，取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流亡各地： 

1937-38，抗日戰爭加劇。二蕭從上海到重慶。蕭紅
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1938 年，蕭軍決定加入游擊隊。後來蕭紅和端木蕻
良結婚。 

病逝香港： 

1939 年尾，蕭紅前赴香港，寄居九龍尖沙咀納士佛台 3號。29
歲的蕭紅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的身份，受到文藝界
歡迎，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在星島日報副刊開始連載。 

蕭紅曾入住瑪麗、養和醫院，因戰事幾度轉院； 1942194219421942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被被被被
日軍接管日軍接管日軍接管日軍接管，，，，她她她她被送到被送到被送到被送到法國醫院法國醫院法國醫院法國醫院臨時救護站臨時救護站臨時救護站臨時救護站    ((((即聖士提反女校即聖士提反女校即聖士提反女校即聖士提反女校))))，，，，
同日病逝同日病逝同日病逝同日病逝，，，，享年享年享年享年 30303030 歲歲歲歲。。。。    
 
3.文人/相關作品 
蕭紅從 19歲第二次離家後就一直在流浪，但她的生命沒有因而
殞落，反而在大時代的變亂中，依舊璀璨，不斷創作。她著名
的小說、散文，都具有明顯的自傳性質，即使是與她素不相識
的讀者，在讀了作品後，也能對她的性格、經歷、體驗、感受，
有大致的瞭解。就讓我們閱讀以下文本，試試認識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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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個讀書人，擔任地方教育官員，但蕭紅對父親的回憶充
滿冰冷與暴力。母親早逝，她童年的美好全來自慈愛的祖父。
她在《呼蘭河傳》中這樣寫著： 

 
「祖父一天都在後園裏邊，我也跟着祖父在後園

裏邊。祖父帶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

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家

滿院子是蒿草，蒿草上飛着許多蜻蜓，那蜻蜓是

為着紅蓼花而來的。可是我偏偏喜歡捉它，捉累

了就躺在蒿草裏邊睡着了。」 

 

◎ 電影 與 文本對讀 

  

文本 

 

 

電影預告 

蕭紅的祖父與童年 
1. 散文《永遠的憧憬和追求》           
2. 小說《呼蘭河傳》第三章 (節錄)   
3. 電影《黃金時代》：01:00–07:00 

《商市街》中的愛情與貧窮 
4. 散文《歐羅巴旅館》(節錄)     
5. 散文《黑列巴和白鹽》   
6. 電影《黃金時代》：約 10:00–30:00 

 
愛情給了蕭紅創作上的靈感，她把與蕭軍的清貧日子寫成了一
篇篇抒情散文，以散文集《商市街》發表。蕭紅將個人生活的
貧苦，用特有的女性視角，融進了作品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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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覽此地點時留意的地方 

1942 年 1 月 22 日，蕭紅被送到臨時救
護站 (即聖士提反女校)，同日病逝。
兩天後，遺體在香港跑馬地背後的日本
火葬場火化。1 月 25 日黃昏，部分骨
灰安葬在淺水灣麗都酒店前的花壇內
（1957 年遷葬廣州銀河公墓）。翌日翌日翌日翌日，，，，
其餘骨灰被端木蕻良私下安葬在聖士提反女校後院土山坡下其餘骨灰被端木蕻良私下安葬在聖士提反女校後院土山坡下其餘骨灰被端木蕻良私下安葬在聖士提反女校後院土山坡下其餘骨灰被端木蕻良私下安葬在聖士提反女校後院土山坡下。。。。
1980 年代，端木委託盧瑋鑾(小思)幫助尋找後一部分骨灰，但
那小坡經歷了一次翻修，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來源：香港旅居日記：在香港遇見蕭紅(2020) 

https://llwen.pixnet.net/blog/post/ 

 
 (圖片及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於 1906 年由海
外傳道會創立，原址位於堅道， 
1923 年遷至現址。1940 年校舍改作
臨時醫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軍佔用校舍作秘密間諜訓練中心。
1945 年學校復課，及後增建小學及
幼稚園校舍。 

 
5.參考資料及其他相關網站/影片/電子書等 
-《商市街》、《生死場》、《呼蘭河傳》； 
- 維基百科 
- 龍騰世紀>現代文學>蕭紅作品集 
http://www.millionbook.net/xd/x/xiaohong/xhsw/index.html 

 

要瞭解蕭紅，還要推薦兩齣電影： 
- 2013 年宋佳演的電影《蕭紅》； 
- 許鞍華導演，湯唯主演《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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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葉靈鳳 

香港薄扶林般咸道 90 號 

圖主：凌秀慧老師 

1.公共交通工具 

� 城巴 40/40M 新巴 23 九巴 103 (香港大學東閘) 
� 小巴（綠色）8 22 22S 10 31 28 
� 電車 水街站（步行 300米） 
� 港鐵 香港大學站 (A1 出口) 

 

馮平山樓原名馮平山圖書館，建於 1931 年，為香港大學的中文
圖書館。大樓於 1932 由當時香港總督貝璐爵士揭幕啟用。1962
年，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轉移至新建的香港大學圖書館總館，
馮平山圖書館改作馮平山博物館，並於 1964 年向公眾開放；
1994 年更名為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古物古蹟辦事處-馮平山樓介紹 

香港大學-馮平山樓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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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資料庫 

《鄭明仁：葉靈鳳問題》 

2.文人生平簡介及與地點的關係 

 葉靈鳳（1905-1975）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被不少文

化人當作「文化漢奸」，視他為積

極的親日派。其實，葉靈鳳是一

位多面人：他既是國民黨人，又是日佔政府的文化顧

問，同時卻偷送日本材料給重慶政府；他曾被《魯迅

全集》的注文白紙黑字地定性為「漢奸」，而最近又有

學者在考證他是否共產黨的同路人。 

 
葉靈鳳原名葉蘊璞，江蘇南京人。1924 年曾進上海美術專科學
校學習。1925 年加入創造社，開始文學創作。1938 年廣州失守
時適在香港，未能北返，遂在香港定居，直到 1975 年病逝。 
 
歷任《立報．言林》、《大眾週刊》、《新東亞》、《華僑日報．文
藝週刊》、《星島日報．星座》等多份文藝副刊及刊物的編輯，
著作主要有小說、散文和隨筆，也從事文學作品的翻譯。 
 
葉靈鳳亦是藏書家，對香港史
地的中外文收藏尤其豐瞻，對
香港的歷史和風物深有研究，
有關著述輯錄為《香港方物志》、
《香島滄桑錄》、《香海浮沉錄》、
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等。 
 

葉靈鳳愛好版
畫和藏書票，他自己刻制的
藏書票古樸自然，有濃厚的裝飾風格。他他他他的藏的藏的藏的藏
書本來擬捐獻給國內的書本來擬捐獻給國內的書本來擬捐獻給國內的書本來擬捐獻給國內的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後後後後因因因因事故事故事故事故被香被香被香被香

，差可欣慰的是，港大學港大學港大學港大學馮平馮平馮平馮平山山山山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照單館照單館照單館照單全全全全收收收收

葉氏藏書中最珍貴的、海內外僅存的孤本清朝
嘉慶版《新安縣誌》由他的家人按照其遺願, 
送給了廣州中山圖書館。 
 

葉靈鳳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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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為香港重要文化人，近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葉靈鳳日
記》，由盧瑋鑾策劃及題箋，張詠梅注釋，日記橫跨 1943至 1974
年，為研究葉靈鳳其人其作的可靠材料。 
 
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知多一點點：：：：    
    戰後，葉靈鳳的好友陳君葆陳君葆陳君葆陳君葆復任馮平山圖書館長。陳君葆先後擔
任《新生日報》社長；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創辦南方學院；出掌《華
僑日報》副刊等，於《文匯報》連載「北遊紀實」遊記，曾得到周恩
來總理兩度接見，地位崇高。1957 年夏，陳君葆夥同葉靈鳳等往淺水
灣起出女作家蕭紅蕭紅蕭紅蕭紅骨灰，二人親自護送骨灰往廣州「銀河公墓」安葬。 
 
    戴望舒戴望舒戴望舒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的生活，可
從戴望舒致文協港粵會員的書信以及
《陳君葆日記全集》的相關記述考證。
戴望舒約於 1942 年春囚禁於域多利監
獄，他在信中曾言：「我曾經在這裡坐
過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饑餓，受
盡殘酷的苦刑……我是到垂死的時候
才被保釋出來抬回家中的。」戴望舒陷
獄七星期後，日方釋放了他，一方面由
於得到葉靈鳳營救，另方面日方也想利
用戴望舒在文藝界的聲望，邀請他與葉
靈鳳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作為
香港代表，二人最終拒絕邀請，但報上仍然刊出他出席大會的消息。 
 

 

戴望舒（右）、日本記者平澤（中）、
葉靈鳳（左）於蕭紅墓旁。 

 
香港公共圖書館 

Hyread 電子書庫 

(有 7 本葉靈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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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筆筆筆記記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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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筆筆筆記記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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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現今知識型社會，學生能夠「學會閱讀」和「從閱讀中學習」，
方可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的需求。作為學校圖書館主任，我們致
力培養和維持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興趣，亦致力為學校採購多元化和合
適的閱讀材料。我們更樂於與不同學科合作，舉辦閱讀活動。 
 
    本年度在「東華三院新界西聯校閱讀推廣計劃」下，我們六所中
學的圖書館主任為香港島文學散步路線整理資料，希望學生得到這本
文學散步導賞冊後，可以與家人趁着假期自行前往各個文學地點參觀，
透過實地考察，配合文字的資料，深化對香港有巨大影響力的文人的
認識，積累知識，增加研習文學的興趣。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圖書館主任 
凌秀慧老師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編輯委員編輯委員編輯委員編輯委員    

主編：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圖書館主任 凌秀慧老師 

編輯：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圖書館主任 楊泰成老師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圖書館主任 蔡培瑜老師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圖書館主任 蔡競欣老師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圖書館主任 冼麗玲老師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圖書館主任 鍾寶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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