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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渡過

1946-47
Hedda Morrison

REsilience

如果說 Resilience 是香港人的能力之一，相信沒有
人會異議。
即使在最艱難晦暗的時候，即使現實讓人悲觀，還
是努力去活著。這份能耐，在過去無數次的歷史起
伏跌宕之中，都已融入了維港兩岸的城市和人文景
觀。每當從山上俯瞰這一片港灣，或者坐船橫渡
時，兩岸的山、密密匝匝的城，還有海港上流動的
船隻，數十年來，成就了香港最經典的風景，象徵
著香港人不認命的精神。
在 Hedda Morrison、李福志和 Brian Brake 幾位攝
影師的相片中，分別記錄了四十、五十和六七十年
代的香港。重溫他們鏡頭下的維港時，你會看到，
香港是怎樣走過來的。

灣仔海旁的唐樓區，建於 1929 年海旁東填海計劃的
地皮上，背景是奇力島和戰時的沉船。（Copyrigh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撰 文 // 三 三
圖 片 由 Ed ward S to ke s/ 亞 洲 協 會 香 港 中 心 提 供
（部分圖 片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復甦生息、逆中求存、
重振旗鼓》展覽展出，展期至 2022 年 6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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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金鐘海旁的軍事重地，位於維多利亞城的心臟地
帶。（Copyright：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右 // 停泊在維港上的舢舨，昔日不少本地水上人都依
靠海港為生。（Copyright：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戰後黎明
2022 年的今天，你可能夠想像 1946 年的香

處拍攝。六個月時間並不算長，但 Hedda 在

村落，還有離島長洲等等……她的鏡頭下，

不算很多；雖然遭受過戰火的破壞，人心經

1946-47 年留港期間，卻是香港經歷三年零

不但鉅細無遺記錄了戰後香港的城鄉及自然

歷了各種生離死別，但戰後香港恢復的速度

八個月的日佔後，剛剛恢復和平的階段。

風景，更將城鄉內的人生活化的一面近距離

也同樣叫人難忘。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展覽

地捕捉下來。

發起人 Edward Stokes（艾思滔），在 1995

港是怎樣光景？

年開始從美國哈佛燕京大學重新發掘 Hedda

由中區半山高處向下俯瞰，港島灣仔迄立著
1946 年 9 月，德國攝影師 Hedda Morrison

一排排長一公里半的四層高唐樓，建於 1929

然而在 Hedda 鏡頭下的香港，跟從前以殖

的攝影作品，並透過出版及展覽向公眾呈

（1908-1991）和丈夫 Alastir 乘著蒸氣客輪

年東海旁填海計劃的地皮之上；西面的金鐘

民地市中心及建築物為主題的風景照都不一

現。在 2010 年出版的《香城故影》（Hedda

由天津南下香港。駛進維港的時候，她在船

是軍營和海軍碼頭，東邊的銅鑼灣海邊有大

樣，主角也不再是單一的外國人。即使小時

Morriso's Photography 1946-47) 一書中，

上拍下了當時平靜的維港及背後的香港島。

片避風塘，大坑山坡上還是梯田。而在維港

候她曾經患上小兒麻痺症，引致長短腿的缺

艾思滔描繪了 1946 年時的香港：「1946 年

爾後，她在中環卜公碼頭登岸，並開始了在

海面，隨時都會見到漁民的木製小型帆船在

憾，天生亦是小個子，卻從未影響她拿著相

11 月至 12 月間，香港的貿易額倍增，全年

香港六個月的旅程。

飄浮營生；沿岸的碼頭除了停泊著外來客貨

機穿梭港九新界，在城市和鄉郊、在街道和

貿易總值更激增 15 倍，然而戰後百物騰貴，

船，還有無數的舢舨及在岸上穿梭不息的搬

山路之間，為香港留下各種角度的記錄。

實際的貿易增長應少得多。和平初期至 1946

抵達香港之前，Hedda 曾於 1933-38 年間，

運工人。除了港島的維多利亞城，Hedda 的

在北京以拍攝風景和人物肖像照維生，並經

足跡還來到東邊筲箕灣、柴灣、南區的香港

維港沿岸是 Hedda 當時經常拍攝的地方。按

入 1947 年，紡織品和資本財貨的需求漸升

常帶著 Rollei 照相機，騎著單車周遊當地四

仔、對岸的尖沙咀、九龍灣、以至新界客家

Alastir 的文字記錄，1946 年時香港人口仍

……」1945 年 9 月時香港人口只約 60 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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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直短缺的糧食產品銷量驚人，但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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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時李福志在山頂替遊客拍照維生，山下的維港是遊客最熱門的拍攝背景。
（Copyright：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右上 //

家婦女在岸邊水龍頭輪候

打水。水上人每日也要到岸上打水
到帆船和舢舨使用，這份差事一
般由婦女及小孩負責。婦女們除了
身穿典型 家服飾和頭戴竹帽，腳
部扁闊也是特徵，這是長年赤腳在
船上刻苦生活所致，而且赤腳在甲
板上行走步履較穩。（Copyright：
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右下 // 艾思滔形容，戰後維港還會
見到日本來的輪船 Mitsui Line，見
尖沙咀鐘樓其時還有火車站，艾思滔的父親，當時曾從這裡乘九廣鐵路前往廣州遊
歷。
（Copyright：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出戰後不多久，日本的經濟開始復
甦，以及香港作為自由港的特色。
（Copyright：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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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德機場搬遷之前，繁忙的飛機升降、海面上停泊的各國船艦，與背景中新新舊舊的建

未有過海隧道及地下鐵路之前，汽車渡輪是唯一的過海交通工具。小輪在繁忙的海面上穿

築，成為這個新舊交織的城市最經典的一幕。
（Copyright：Wai-man Lau)

插的畫面，只有維港才有。
（Copyright：Wai-man Lau)

1951 年時香港人口極速膨脹，估計居於山

下 70 年代初在維港旁邊落成不久的康樂大廈

邊木屋的人口逾 30 萬；到了 1956 年時，全

（現怡和大廈）。艾思滔形容比較很多香港本

港人口更逾 250 萬，對住屋和就業都帶來極

地攝影師作品，Brian 的作品更多樣化，也見

艾思滔多年來不斷發掘珍貴的香港歷史影

周異常寂靜，干諾道和畢打街空無一人。」但

大壓力，但外來人口同時也帶來資本和勞動

證了香港不同方面的成長及動力。
「康樂大廈

像，他本人亦是攝影師，自 1993 年起便以香

市面的冷清並沒有維持很久，
「短短數日間，

力，為六七十年代時香港經濟起飛提供良好

在 1972 年開幕時，跟六七暴動只距離五年，

港為家，然而他與香港的因緣，卻要由他父

景象已截然不同。店主開始粉飾店舖，市面

的基礎。原籍紐西蘭的攝影師 Brian Brake

所以別以為 60 年代一切很順利，其實社會並

親開始講起。

紛紛出現油漆罐，多年來藏起的貨物亦放回

（1927-1988）在 1957 年首度來港，並在

不穩定，也反映出內地文革的影響。但如果

1962-1976 年之間以香港為基地，除了在中

香港不被看好，便不會有人願意投資這樣的

1945 年 8 月 30 日，差不多是 Hedda 來港之

逗留半年後，回到澳洲結婚生子，並在 1953

國內地及世界其他地方進行拍攝，也記錄了

大樓。」他的鏡頭下也捕捉了油麻地汽車渡

前一年，艾思滔的父親 John Stokes（中文名

年 9 月重臨香港。

這個經濟起飛時期的香港，並在 1970 年受

海小輪在海面上穿插來去，將維港的繁忙表

字為司徒莊，Szeto Chong）同樣在卜公碼頭

美國《生活雜誌》出版社委託，拍攝包括香

露無遺；還有飛機在九龍灣畔升降，背景是

登岸。原籍澳洲的他，本業是歷史學者，從

當 1953 年司徒莊夫婦乘坐 SS Changte 輪船

港、紐約、倫敦等在內的偉大城市系列。

九龍灣避風塘，前景卻是西式船艦，種種看

事教育，在戰時自願參軍，曾在海軍服務四

再度重臨香港，同行還有只四歲的艾思滔及

看矛盾的元素，卻在香港小城毫不違和地融

年。當日軍戰敗投降後，他輾轉隨著夏愨爵

弟弟。艾思滔還記得，Changte 號體積僅約

合，也是這個城市讓人意想不到的特質。

士的艦隊來到香港。在 80 年代他在《南華早

從前開往梅窩或長洲離島船的兩倍左右，船

由黑白步入彩色攝影時代，Brian Brake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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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緣

報》刊登文章回憶當時中環市中心的情景，
曾寫道：
「整整一個小時沒有一個人經過，四

架上。」當時司徒莊以澳洲海軍的身份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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