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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首册《香港志》大事记读后 

2020 年 12 月，《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正式出版。这是多卷本

香港地方志的首部分册，甫经问世，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香港大事记共计 47 万余字，编纂者广征博采，披沙沥金，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认真梳理和全面记载了七千年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所发生

的重大事件，其搜罗之全面，记载之详尽，考据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承蒙香港地方志中心厚爱，将此鸿篇巨制馈赠于我，并约写书评。抱

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初步浏览了《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的大事记部

分（为行文简便，以下简称《港志大事记》），在这里把自己的一点

心得体会与同行们交流。 

一、编纂团队新老搭配，专家修志保证质量。 

与内地官修志书的模式不同，香港采取“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

家修志”的民间修志模式。而采取后一种模式，对修志者的学识水平、

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媒体介绍，香港志的编修团队中，有

香港史专家、出版社资深编辑，也有热心修志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精

诚团结、密切协作，搜集、整理出香港上下七千年的五万多条大事，

并从中精心筛选出 6000 多件大事入志。为了确保质量，他们广泛征

求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不断打磨才最

终定稿。（《香港志》：以历史之炬，照亮香港未来，新华社香港 2021

年 1 月 17 日电） 

而我本人在与香港地方志同行的接触中也了解到，《港志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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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位主编中，丁新豹博士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香港中文大

学荣誉高级研究员；陈佳荣是出版社资深总编辑、岭南大学香港与华

南历史研究部荣誉研究员；刘蜀永教授是著名香港史专家、岭南大学

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大事记的撰稿和编辑人员是一批

青年才俊。而由 28 人组成的大事记专家顾问团队，则包罗了香港和

内地的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和学者。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修志队伍，

不仅能充分发挥专家之所长，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各界的力量，

保证了志书的学术性，也有利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和锻炼。 

二、未雨绸缪，制定详细的编纂方案。 

由于志书采取众手修志，因此在修志之前必须拟定周详的编纂方

案以便大家共同遵守，这是古今修志者的普遍做法。但是香港同行拟

定的修志方案，是我所见过最详细的方案。据香港地方志中心编辑部

总监孙文斌博士介绍，为了统一大事记的选题标准，确保大事不漏，

要事突出，他们在动手编辑《港志大事记》之前，就拟定出详细的《〈香

港志·大事记〉编辑手册》。翻开孙博士赠送的这本 68 页的《手册》，

它由五个部分组成：（1）缘起；（2）编纂目标、方向和原则；（3）

记载范围；（4）详细的选事标准和系年原则；（5）行文规范。其中，

在“大事记编纂方向”上，提出要考虑多元期望和突出香港特点。所谓

考虑多元期望，就是“要考虑本地、内地和国际三方的认受性，以彰显

香港的特殊性。”其中，“本地”是指能体现香港人“集体回忆”的大事；

“内地”是以国家大事为框架的香港大事；“国际”是指能突出香港作为

国际城市的大事。在如何突出香港特点方面，《手册》从香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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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特点出发，归纳出八个特点，即：民主和法治精神；一国两制

的试点；中国现代化先驱；全球化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集散地；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资讯中心；内地

和海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互借鉴的平台。此外，《手册》

还提出了大事记编纂的六条原则：一是存真求实；二是述而不论；三

是越境不书；四是坚持标准；五是常事不书、非常则书；六是选精择

要，去芜除杂。 

《手册》的第四部分，即“详细的选事标准和系年原则”，共有 57

个页码，占《手册》80%以上的篇幅。它将拟入志的大事，按地理、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归类于六大类 51 个分类，每一类都

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选事标准、系年原则和编纂原则。兹将地理部类的

“人口”分类的编纂方案摘录如下： 

一、地理部类 

2. 人 口 

（1）人口普查（系于普查开展的时间。记普查范围、结果等） 

△ 记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开展和结果 

△ 记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不记中期预测统计 

（2）人口统计数据（系于公布的时间。记发布机构、结果等） 

△ 记突破性的人口数据。如 100 万、700 万等 

△ 记特别或重要意义的人口数据。如 1850 年代广东动乱带来

的人口变化；日占时期的人口普查；第一次少数族裔统计；第一次

水上居民人口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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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系于统计数据公布时

间。记发布机构、统计机构、结果等） 

·全球人口密度调查，香港排最高位的第一次（2017 年第三名） 

·全球人均寿命调查，香港排最高位的第一次（2015 年第一名） 

·人口老龄化调查，香港老龄人口比例历年最高的一年（2017 年） 

（3）记重要的人口政策和措施（系于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时间。

记政策和措施的内容等） 

△ 人口登记政策和措施。如《1844 年人口登记条例》《1846

年人口登记即户口调查条例》《1949 年人口登记条例》等 

△ 出入境管制措施。如《港九地区人口疏散实施要领》《关

于往来香港、澳门旅客的管理规定》、出入境管制站的管理、电子

出入境信道等 

△ 人口管理组织或单位的成立。如户口统计筹审司署、人口

政策专责小组、人口政策指导委员会、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等 

△ 身份证的签发和换发出入境证件的签发：回港证、回乡证、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特区护照等 

△ 重要人口政策文件。如《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集

思港益》等 

像上面这样详细的选事标准、系年原则和编纂原则，在《手册》

对六大部类 51 个分类都有具体的规定。可以看出，《港志大事记》

的编者在事前做足了功课，对香港地情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精准的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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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前启后，守正之中又有创新。 

《港志大事记》的记述时限，上溯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

下迄 2017 年 7 月 1 日，总共收录大事 6514 条。而收录的重点是 1841

年英国强行占领香港，到 2017 年 7 月 1 日这 177 年，共收录大事

6167 条，占全部大事条数的 94.7%，平均每年 34.8 条。其中，大事最

多的是 1997 年，共收录大事 156 条；最少的是 1876 年，仅有 3 条大

事。从各年份大事的数量变化看，1937 年是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

始，年度大事首次突破 30 条，达到 36 条。此后每年的大事呈现逐渐

增加的趋势，仅有 1939 年（30 条）、1940 年（19 条）、1943 年（23

条）和 1944 年（18 条）四个年份低于 34.8 条的平均数。从以上各个

时期、各个年份大事数量的变化，不难看出编纂者“详今略古，相近略

远”的修志理念。 

通览《港志大事记》，感觉资料翔实、取材精当、语言简洁、行

文规范，堪称志书大事记的精品。真正做到了“在继承中国修志优良传

统的同时，突出香港特色，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凡例）以下四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一是记载全面。一般的志书大事记往往偏重于政治方面，而《港

志大事记》的内容，涵盖了香港古往今来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方面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大事记在关注革命、战争、

经济建设、社会运动等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把视角投向底层民众，关

注社会民生。如明代之前的林、陶、邓、吴等族群来港定居及其支脉

的繁衍；吉庆围、龙耀头老围等早期氏族的围村或村落的建立；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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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文氏惇裕堂、陶氏五柳堂等重要宗族祠堂的

兴建；以及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的的爆发；还有给人民生

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如甲戌风灾、海上学府火灾、

西贡南边围旅游巴失事侧翻、港铁纵火案等。 

二是图文并茂。《港志大事记》采用了 370 多幅随文照片，平均

不到 3 页就有 2 幅照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这些珍贵的历史照

片，与文字记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起到了文字无法取代的作

用，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其中，中环邮政总局大楼启

用（1911 年），盟军 B-24 型轰炸机轰炸九龙船坞（1944 年），维多

利亚港俯瞰（1953 年），启德机场落成（1958 年）等一些照片，有

的采取满版设计，有的甚至采用跨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三是文字严谨。《港志大事记》的文字十分严谨、规范，绝少冗

长累赘的词句。仅举一例说明：通常志书大事记在遇到同一日有两条

或两条以上事件的，往往用“是日”“同日”指代具体的事发时间，并置

于句首，每件事一个自然段。《港志大事记》则省略了“是日”“同日”，

每件大事均另行起排。这样做读者并不会产生误解，同时使得行文更

加简洁。同月、同年有两条或两条以上事件的，处理办法也与此相同。

只有在同一天发生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件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

系的，才用“同日”。例如下面这条大事用“同日”则是很必要的： 

1840 年 2 月 20 日 英国政府任命海军少将懿律和英国驻华商务

监督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同时为英国赴华远征军总司令。同日，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他们发出侵华的秘密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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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检索方便。在我以往看过的志书中，大事记在目录里都只标

有一个页码，各个年份的页码是不标出来的。读者如果想查找某年的

大事，从目录中是无法得到结果的，只有在内文中逐页翻检，既耗时

又费力。而《港志大事记》在目录中用了三个页码，按年份列出页码。

这样，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要找的年份的大事，大大提高了检

索效率。更令人称道的是，该书最后有五份附表，即《人名译名对照

表》《官方机构和职称译名对照表》《条例和文件译名对照表》《其

他外文译名对照表》《专有名词简全称对照表》。这五份附表一共占

据了 60 多个页码。它们把正文里出现的专有名词、中外译名或按照

笔画，或按照年份进行编排，既方便了读者查考，也提升了志书的学

术品位。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与一般的大部头工具书不同，

《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的书签带不是一根而是两根。我们看书都有

这样的体验：如果想对书中前后两处内容进行对照的话，有两根书签

带就会觉得特别方便。该书的编者以人为本，处处为读者考虑的细心

和贴心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港志大事记》是我读到的最优秀的志书大事记之一。正

如董建华先生说的，通过修志，“全面整理本港自然、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人物的资料，为国家和香港留存一份不朽的文化资产，以

历史之火，照亮香港的未来。”（《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序言）我相

信，香港的修志同仁一定能不负众望，其他各册也将在不远的将来顺

利出版，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数十万字的大事记也难免有白璧微瑕。笔者不揣浅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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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志大事记》个别需要商榷之处提出来探讨。 

1.个别数据前后矛盾。例如，1941 年的香港人口数据，就有 164

万（1941 年）和 144 万（1942 年 9 月 18 日）两种说法。1961 年的

香港人口，也有 3129648 人（1961 年 2 月 11 日）和 320.95 万人（1962

年）两个不同数据。 

2.对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事件，应立场鲜明地写明原因，不能采取纯

客观主义的记述方法。 

1955 年 4 月 11 日  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由香港前

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途中爆炸坠毁，机上 16 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丧

生，包括多名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华社香

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

案”事后经过中英两国共同调查，查明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用重

金收买香港机场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导致了这场悲

剧的发生。尽管《港志大事记》在 1955 年 4 月 12 日条，记载了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蒋介石和美国特务分子”制造了这起事

件。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大事记“五要素”之一，Why（何因）是不

可或缺的。建议在 4 月 11 日这条大事记中直接点明“克什米尔公

主号爆炸案”的幕后主谋。 

3.个别随文插图含义不明。1922 年 3 月 6 日的一条大事，写港府

撤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并于翌日将该会牌匾

送回，同时释放多名被捕人士。为配合这条大事，用了一张大幅照片

（图 106），占了一整页。但是在图片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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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匾被淹没在旗帜和广告牌当中，只是在三楼阳台上露出一角，不

注意看很难发现。建议采取“大小图”方法，即把有海员总会牌匾的局

部放大，叠压在大幅照片的一角，让读者既能看到牌匾发还的喜庆场

面，又能看到发还的牌匾是什么样的。 

4.个别句子表述不完整。2017 年 3 月 13 日的一条大事记载：政

协全国委员会通过行政长官梁振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实时就任。

这一句中的“通过…当选”，句子成分不全。且当天会议并非增选副主席

一项议程，所以不宜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中心词。建议改为：在全

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行政长官梁振英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5.有些数字用法没有保持局部统一 。 

1929 年 3 月 11 日  英皇爱德华酒店发生大火，被烧至倒塌，大

火造成 11 人死亡、三人受伤。  

1955 年 4 月 11 日  机上 16 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丧生，包括多名

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

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 

以上两条大事中的“11 人”和“三人”，“16 名”和“三名”都存在汉字

于阿拉伯数字混用的问题，应该统一起来。另外，上面提到的 1955 年

4 月 11 日大事中，“多名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

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一句中的“多名”二字

多余，应该除。 

6. 个别大事出现遗漏。例如轰动香港的叶继欢械劫案有四条大事，

包括抢劫、被捕入狱、重审减刑、越狱、再次被捕，记载得均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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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叶继欢在 2017 年 4 月 19 日因肺癌死于狱中则没有交代。 

    此外，分册出版的志书，其大事记分册是先于各册出版，还是待

各册出齐之后最后出版，各有利弊。从有利的方面看，大事记先行出

版，可以为其他各个分册提供历史脉络和线索，对各册的编纂是有好

处的。但是，大事记涉及到本地区的自然、人文的各个方面、各个领

域，在各分册资料尚未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大事记的内容存在疏漏乃

至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修志启动之初，先拿出

大事记初稿，提供给各修志单位和相关人员参考并征求意见。等到各

分册出齐之后，再从中吸纳经过考证的丰富的史料，对大事记初稿进

行增补、修订，然后再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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