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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棚大火 



第一章 

  在中環荷李活道的一條後巷，幾個苦力做完一天
辛勞的工作，就聚在一起聊天。 

  「喂！二牛、李三、奀仔，正月十六有一年一度
的打吡大賽【馬棚大火發生於1918年2月26日（戊午
年正月十六日）】，我們一起去快活谷，好嗎？」細
路祥興奮地向着他的同伴說。 

  「我不會賭錢，何況， 
你知道，我省下的錢要寄回 
鄉下的老父母呢！」二牛沒 
興趣地回應說。 



第一章 

  「唏！不要理會他，我們三人去。」奀仔回
應細路祥。李三接着說：「去年，我們四人從台
山過來，一做就做了一年，從來沒有休息過，難
得過年可以休息一下。再者，『人一世，物一
世』，英國鬼就是懂得我們中國人常掛在嘴邊那
一句－小賭可以怡情，開個馬場，給我們伸伸骨
頭。」 

   



第一章 
  二牛不屑地說：「你懂個屁！人家是為你開的
唄？英國人早就有賽馬活動，人家開賽馬場是為了
你們中國人？休想！」「你都是不要賭太多，恐怕
把命也賭了！」二牛怒氣沖沖地回答李三。 

  細路祥勸止他們，叫他們不要再吵了。 

  他們踢踢躂躂地拖着木屐返回木屋去。 

  李三、二牛和細路祥擠在木板床上，李三心裏
想着正月十六的打吡賽，迷迷糊糊地說着囈語睡過
去…… 



第二章 

  「上、上、上……」，喧鬧聲由快活谷遠遠地
傳過來。 

  三層高的觀眾席上坐滿了中、西人士，大家此
起彼落地喊着馬兒的名字。最齊心的，不分種族的
時候，就是叫着「上、上、上……」。 

  大家忘情地喊着的時候，一聲「轟隆」，一座
三層高的馬棚忽然倒下來，渾然不知的人群，嚇得
目瞪口呆，回過頭來，竹棚已迅速塌下…… 

 



第二章 

  因為低層有熟食攤檔，煮食爐火打翻了，火勢迅
間蔓延。 

  「走呀……」「哇哇……」「着火呀……」 

  「不要擠過來，不要壓向我……」 

  「救……救……救命啊！救……命……」 

  呼天搶地的聲音縈繞着整個快活谷。 



第二章 
  火光熊熊，人們爭相走避，你踐我踏，你推
我撞，後面往前面壓。在慌忙逃避中，喊的喊，
哭的哭，也有不懂反應的，被人拉着往前走的。 

  消防隊拼命救火，進進出出，抬着無數的傷
者，呻吟聲不絕於耳，聽見也令人格外感到悲傷。 

  火就這樣無情地燒着…… 

  遠處的高地，站着的圍觀者，看到大火的情
景，紛紛發出悲喊，像是回應着馬棚的「砰砰」
慘烈聲，叫人心寒。 



第二章 
  一整夜過後，馬棚仍坐着驚魂未定的馬迷。細
路祥已來來回回的找上百次，怎樣也找不到他的朋
友。眼前所見的，盡是燒焦的、壓死的，他已筋疲
力盡，無力地把手掩起面來。 

 
1918年2月26日，跑
馬地馬場失火，死傷者
數以百計，堪稱香港開
埠以來最嚴重的火災。
圖為大火當天現場濃煙
滿佈的情況。 



第三章 
  昨日，東華醫院的員工忙了整天，馬棚的大
火，一瞬間把三層樓的棚架燒成灰燼，送來無數
傷者，死的也不少。 

  唐主席今早看了報章，得知災情慘重，早餐
也不多吃一口，就趕着請各位總理開臨時緊急大
會。 

  「在座諸位，想大家已知悉快活谷馬棚大火
一事，我們作為東華總理，絕不能坐視不理，大
家有甚麼意見？」唐主席眼帶淚光地說。 



第三章 

  蔡總理和應說：「唐兄，這個當然。如果可以，
我們盡量配合政府的安排。同時，我們向華民政務
司申請，安排一場法事，好讓亡魂得到安息。」 

  會中，總理們紛紛提出如何安置無法辨認、無
人認領的遺體及如何規劃日後的公墓事宜。 

  唐主席與各總理最終決定，在愉園（跑馬地舊
稱）建醮；又與政府商議設立公墓，並公開徵集陵
墓設計圖則；登廣告向各善男信女籌募工程費用。 



第三章 
  此外，又推舉四位總理往廣東肇慶鼎湖山聘請
高僧啟壇；也決定與保良局及華商總會合作，選出
多位建醮值理，以定期商議工作細節。 

  另外，在報章中刊登啟事，呼籲親屬到東華醫
院投報遇難者姓名、籍貫等，待日後列名立碑，方
便後人祭祀。 

  東華作為一個慈善機構，應全力協助是次的救
災及善後工作，這是一眾總理們堅定不移的想法。 

  會畢，各總理不但慷慨捐助，更親身參與善後
工作。 



第三章 

位於銅鑼灣掃桿埔的「戊午馬棚罹難中西士女之墓」， 

是東華為安置1918年，馬棚大火罹難者而興建的墓園。 



第四章 
  戊午年正月十九，細路祥得知馬棚大火的死難
者親友，可向東華醫院投報其姓名、籍貫，以便日
後在公墓上留給他們的後人尋得祭祀的途徑。 

  到了東華醫院正門，細路祥來回踱步，腳重得
不能入內，看門的見他已來回走了廿遍，便走上前
問：「老兄，有甚麼可以幫忙？」 

  「與我一眾做苦力的兄弟，都死於馬棚的一場
大火內，我知道東華可為這群死者打醮超度，立碑
留名，我很想前來報個名字。」細路祥把憋在心裏
的，一口氣呼出來，再忍不住他藏了幾天的淚水。 



第四章 
  他嗚咽着，又接着說：「我有一個同鄉，原本沒
有看當天的打吡大賽，他也死在場內，因為……」細
路祥再說不下去了。 

  原來二牛當天，從街坊口中知道快活谷大火，他
二話不說，趕緊從荷李活道跑去快活谷，一心想看看
兄弟的情況。沒想到，跑去救兄弟，自己也身陷火海，
好端端的一個小伙子，就被衝出來的火人連累，白白
的燒死了。 

  細路祥心感無奈，只知道大家同是台山縣，他們
家住何處，姓甚名誰也不知曉。他也無能為力幫上忙。
這種苦況，重重地壓在心頭。 



第四章 
  看門的說：「老兄，死者往生，你再傷心，
他們就走得不情不願。你來的目的，也是想他們
得到安息，你就不要猶豫。頂着心疼，向大堂走
去，趕快替他們報個名字吧！」 

  細路祥聽了，就吸了一口氣，直入了大堂登
記處。 

  「二牛、李三、奀仔……」 

  他說出了這幾個他僅知 
道的名字，然後，默不作聲 
地低着頭走了。 



第四章 
  公墓建在掃桿埔。每年清明，細路祥都會去拜祭
兄弟，直到他走不動的日子，就沒有再去了。 

  今天，這公墓仍在，物是人非，留下的，是東華
人的一份堅持。每年清明，總有東華職員代表前去致
祭，以示對死難者的憑弔和對慘劇的銘記。公墓的牌
樓柱上刻着對聯： 

「旅夢安歸驚斷離魂餘劫燼 

  馬蹄何處嘶殘芳草賸燒痕」 

  願亡魂安息，願憑弔者心靈平靜。 



第四章 
公墓牌樓柱上刻
着的對聯 

（由右至左看） 



   「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之墓」 
的建成 

  政府撥出握桿埔對上的咖啡園地段，作為安葬罹
難者的永遠墳場。東華為此舉辦了一個馬棚墳場建築
圖則徵集計劃，可見對這項工作的認真程度。 

  最後，東華採納一位建築師何想的設計，他並義
務協助監督工程。經多番修改圖則及與政府磋商，馬
棚墳場於1922年正式動工建造，名為「戊午馬棚遇難
中西士女之墓」，並立馬棚先難友紀念碑以作紀念。 

  2015年10月23日，政府刊憲公布把掃桿埔馬場先
難友紀念碑列為法定古蹟。 



落葉歸根 



第一章 

  大哥初三，今年十六；二哥阿牛，今年十四。兩
人在1865年夏天，登上蝦苟艇到香港，是要盡快乘遠
洋船趕到美國西岸，好接上美國西部開發鐵路的工程。 

  阿香十歲，家中排行第三，下面還有一個五歲的
妹妹和仍在母親懷中的小弟。 

  爸於小弟出生不久染病去世，媽一人無力承擔家
計。初三哥聽鄰村的人說，金山（即今日美國力州）
那邊需要大量年輕力壯的青年華工修築鐵路，每月工
資有20美元。 



第一章 

  回家後，初三向阿牛招手，說：「阿牛，我和你
到大財叔那邊報個名字，你先不要跟媽說，好嗎？」
阿牛點點頭，兩人就上山砍柴去。 

  阿香偷偷聽得倆哥兒的話，只是不知道大財叔是
誰？走到媽跟前，想開口說：「媽，哥哥們要找甚麼
大叔？」話未說完，妹拉着她的褲管，嚷着要到外面
玩。阿香不想阿妹吵醒小弟，只好拉着她的小手到空
地去。 

  媽為了趕着做飯給從山上砍柴回來的兩兄弟，也
沒有理會阿香的話，讓她們出去了。 



第二章 

  姐妹倆在空地玩的時候，正好碰上哥哥們回來。
她倆開心地一手拉着初三哥，一手拉着阿牛哥，四個
人排成一條直線。阿香和四妹唱着歌，跟哥哥們回家
去。 

  快回到家門，阿牛哥從口袋裏取出他珍而重之的
陀螺，這是爸三年前親手造給牛哥的。爸送給牛哥那
天，正好是他的「牛一」。 

  「阿香，你常喊着要學玩這個玩意，現在哥哥送
給你。你在家可以學玩，將來也可以教小弟妹玩，好
嗎？」牛哥說。 



第二章 

  阿香興奮地回應：「嘩！謝謝牛哥。」 

  大哥向阿牛看了一眼，沒說甚麼，拿起那陀螺，
把它弄在手上。 

  真的神奇，陀螺一到大哥手上，它使勁兒在地上
一轉。陀螺就轉呀轉，轉得好像幾個時辰都不會停下
來似的，妹妹看得拍手大叫。屋裏的媽聽見，喊他們
快去幫忙開飯。這時，陀螺才乖乖地停下來。 

  這一幕，阿香到了八十歲仍忘不了。 



第二章 

  飯裏夾着番薯，很香呀！阿牛不停地往嘴裏送着
這碗媽親手做的飯。初三開口道：「媽，阿牛和我，
明天就要出香港到美國了。」 

  媽嗯了一聲，拿出手中的三文錢，連着她補補貼
貼的一件破棉襖說：「美國冷，你們記得穿上它！」 



第二章 

  這時，小弟哭起來，媽也擦一下起了繭的手，抱
起小弟，到床上餵食去。小弟吮着久久出不來的母乳，
哭聲就更大了。 

  阿香跟着初三哥和阿牛哥洗碗去，阿香看着兩人
擦了一個時辰，也沒有說一句話，只不時摸摸阿香的
頭，又聽聽屋裏小弟的哭聲。 

  這一夜很長，阿香的囈語，弟妹的哭聲，讓媽很
不安寧，整夜來回走了好幾趟。 



第二章 

  天亮了，阿香跟着媽媽送哥哥到渡頭。 

  媽揮着手，直至初三哥和阿牛哥走遠了，媽才拉
着妹的手回去。 

  阿香說：「媽，初三哥和阿牛哥走了。」 

  媽嗯了一聲，轉個頭用抹布拭一拭眼角，就轉身
去看襁褓中的小牛。 

   



華工的出現 

  華工（Chinese Workers）泛指於晚清時，
前赴海外工作的華人勞工，通常是來自窮鄉僻
壤的農民或漁民（特別是廣東五邑地區），被
招工館等中介公司招攬或詐騙至海外工作。 



第三章 

  1867年冬天，初三與阿牛登上美國西岸，向代理
華工的礦務公司登記了，就連夜趕去工地。 

  「……哥，我好急呀……哥，好餓呀……哥，好
黑呀……哥……哥……」阿牛又在夢中喊醒，他的淚
爬滿了臉。 

  「好冷呀！初三哥，你在哪兒？」阿牛擦着手，
想把擦不出的温熱貼向臉上。 

  「3085，Hello，3085，Stand up，Don’t be 

Lazy!」傳來一陣的叫罵聲。阿牛全聽不懂，只知道
3085是平日洋鬼子喊初三哥時用的…… 



第三章 
  這一年的雪很大，阿牛再沒看到初三哥。最後
一次聽到初三哥說話，是前一晚。他說：「阿牛，
來了半年，我們已儲了一些美金，待下個星期有一
天假期，我們把錢寄給阿香，讓媽不用操勞！」 

  阿牛和應：「好的，哥。」 

  「阿牛，擠過來一點，我好冷呀！」初三小聲
說。 

  阿牛又和應說：「好的，哥。」 

  阿牛因太累，身體藝上了媽給的破棉襖，連動
一下也沒力，在初三哥的要求下，嗯的一聲昏睡過
去…… 



第四章 
  一封1934年由美國三藩市合和總會館寄來東華
的信。 



第四章 
  「各位值理，東華先賢早有明言，天涯若比鄰，
更何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從建立東華醫院以
來，一直幫助貧苦原籍安葬。」劉主席手持信函說。 

  「如今，信中涉及多具遺體由香港運回內地的
費用，我們又該怎麼辦？」劉主席續說。 

  黃總理感觸道：「劉兄，你我得知，遠洋外出
打工的華人不計其數，在外遭受歧視。他們客死異
鄉，連最後安穩埋葬之地也沒有。運費的事，我們
且彈性處理，為他們盡少許綿力，將這群先友送回
家鄉，得與鄉里同眠，免成為無主孤魂呀！」 



第四章 
  簡總理壓在心頭的感慨：「生，未能回鄉終老；
死，也要歸葬原籍。我想這也是一眾客死異鄉的華
人唯一的心願。」又道：「我們有些做買辦，有些
做航運，可以幫忙的，就就盡力幫忙一下……」 

 1934年由美國三藩市合和
總會館廣福堂寄給東華的函
件，要求東華協助安排骨殖
回鄉原籍安葬。 



第四章 
  國內連年戰火，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總理們有感
在香港賺到金錢，同時亦賺到安穩，於是能做的，就
需仿傚先賢，盡力去做。 

  最終大家決定，如運付所需費用，鄉間親友未能
支付者，一律由東華醫院代墊。另外，每收到海外華
人相關的重要資訊，亦會廣佈公眾人士，為家屬留下
信息，以便尋得先友親故。 

  小牛在報章上看到東華醫 

院發佈的這則籌募啟事，連夜 

寫了一封信給在鄉間年事已高 

的三姐阿香。 



第五章 

  阿香收到小牛的
電報，速速趕往香港，
步履蹣跚中，由四妹
攙扶着。她們看見小
弟，三人相擁而哭。 

 



第六章 
  把阿牛哥安放好在爸媽的墓穴旁，已是深秋了。 

  香姐坐在土房前空地，土房是哥哥們用血汗錢換
回來的，沒有一份暖意，只添了哀悉。唯一安慰的，
是找回了存在東華義莊已有十個年頭的阿牛哥骨殖。 

  至於初三哥已找不到了，只是把一直存在家中的
陀螺陪葬在阿牛哥墓穴裏，就算是初三哥了吧！ 

  地上轉呀轉的陀螺，直到媽喊吃飯才停下來的陀
螺，是初三哥留給阿香唯一的記憶…… 



第六章 
   

20世紀初的東華義莊 

昔日存放在東華義莊
的部分骨殖。 



東華義莊 
     東華醫院早年曾管理文武廟在香港島西區堅尼
地城牛房附近的牛房義工。後來東華向政府申請土
地擴建，於1899年在沙灣（大口環）成立東華義莊。 

  十九至二十世紀約有數百萬華人到世界各地工
作，很多希望死後運回原籍安葬。 

  海外華人會館與東華聯絡，由義莊作為中轉站，
將骨殖或棺柩透過國內同鄉會組織運回原籍。 

  東華成為世界華人樞紐，排除萬難，共處理數
以十萬宗的原籍安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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