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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溟子學術生涯年譜

1937年 丁丑

‧ 12月22日冬至日，誕生於福建省泉州市花巷許厝埕26號（現24

號，天主教堂對面）的一個西醫家庭（外祖父原為廈門禁煙局

局長）， 取名陳家榮。父陳振辰，母李素華，姨李月華，姐

陳孟瓊，兄陳家鵬、陳家鶴，弟陳家春，妹陳明（孟）涵

1942年 壬午

‧ 是年9月至1948年7月，在泉州市基督教堂幼稚園（中山中

路）、溫陵小學（承天巷）學習，先後與黃德瓊、陳君菡、莊耀

武、王超群、蘇彥玲、李麗華、薛藻芬、鄭儀蘭、倪錦泉等

等同窗，老師有吳修竹等等

1948年 戊子

‧ 是年9月至1954年7月，在省立晉中（即省立泉州晉江第一中

學，打錫巷）學習，先後與謝德恩、莊銘賢、李佛持、倪錦

泉、蔡允和、余秀麗、薛藻芬、陳廷莫、吳章輝、楊長基、

蔡燦义、翁銘鎮、林安飛、林希熙、蘇秀輝、張光鐵、楊式

雄、謝少祖、蘇立功、陳清標、鄭吾真、陳金泉、徐敬祥、

周英俊、傅孫森、傅子西、傅婷婷、詹倩英、林招治、王金

英、謝鴛鴦、王瑩瑩、吳璇璣、邵善川、蔡友來、蔡炯煌、

蔣亞絲、黃哲貞、許淑玲、王曼絲、陳玉瓊、謝秀美、劉永

安、莊澤義、楊仁敬、吳業地、吳清南、黃世報、黃振作、

林上川、雷永堅、丁摩西、李連服、黃雙喜、劉添才、張守

真、施養志、許培椿、蔡由栽、蔡志猛、楊紫雙、蔡英傑、

張振德、黃振村、王天泰、陳金生、蘇德福、張世川、李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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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鄭文彬、鄭漢章、葉景輝、楊式梧、尤紫婉、許梓楠、

李大新、黃志龍、劉元皮等同學。校長有陳家蘩、陳德榮、

趙昭 、傅維葵等，班主任有張一谷、黃正寶、王西木等，

老師有吳文良、李碩卿、蔡繼遲、侯玉秀、林勉勳、陳祥

耀、胡炳華、李郁果、歐陽禕、任杏芬、郭養洛、洪玉華、

郭卓群、吳宛英、馬世憲、王大弼、謝景明、鄧傳青等。

1950年11月中旬，出席晉江縣第二屆學生代表大會

1951年　辛卯

‧ 是年暑假，在李同龢、陳家蘩、吳瀛洲、蔡隨何等指導下，

參加晉中、培英等校聯合夏令營，與謝德恩、林惠珍、吳章

輝、張惠芳、楊長基、王金英、傅婷婷、王蜀芬等等同營，

曾步行至青陽、石獅紮營。此前，逢寒暑假，常與莊耀武、

林培霞等等參加街道學習及社會活動

1954年 甲午

‧ 6月，赴漳州參加高等院校統一入學考試，以歷史專業為第一

志願

‧ 同年9月至1958年7月，在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學習，與曾仲

華、李強、陳文華、包定環、張昭生、陳梧桐、黃貞雄、張

劍青、謝應瑞、潘智淵、張一儀、賴仁光、林興中、廖淵

泉、陳榮華、林洪、鄭名禎、陳應祺、雷錫英、朱蘭英、倪

桂芳、王麗蓮、施麗娟、李哲明、文平、陳夢熊、鍾慶樑、

尤道源、鍾啟河、傅義陽、孫禮明、王奕隆 、方金英、王傳

挺、陳杏德、謝景熙、姚義泗、薛翹、劉平輝、包步雲、范

京增、潘賢鋙等同窗。校長為王亞南，系主任為傅衣凌，班

主任為黃煥宗，老師有林惠祥、葉國慶、聶西生、韓國磐、

韓振華、莊為璣、陳詩啟、陳兆璋、陳禹鼎、羅耀九、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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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陳在正、李金培、張水良、陳可焜、陳安、汪慕恆、巫

維咸、薛謀成、陳朝璧、鄭奇光、邵循岱、潘懋元、陳金

銘、劉煥章、羅經龍、王光遠、吳宜藻等等

1955年 乙未

‧ 本年，在歷史系學生刊物《前進》登〈論克倫威爾〉；參與演出

陳文華同學所編戲劇《廈門大學之歌》

‧ 在校期間，頗受學長柯友根、鄭俊民、陳存洗、林開明、謝

俊烈、孫成木、邱奕鎬等等多所照料，特誌於此

1956年 丙申

‧ 7月，與蔡清志、翁心橋、胡惟弘、邱珠珊、包景琰、陳辰嘉

等到福州，參加福建省第一屆大學生運動會，獲400公尺跑第

一名、800公尺跑第二名；不久參加廈門市田徑運動會，

400、800公尺跑均獲第一名。教練為陳金銘教授

‧ 8月，與蔡清志、包景琰等等參加福建省田徑運動會，獲400

公尺跑第一名

‧ 10月，與蔡清志、吳英等等北上，參加在北京舉行之第十六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拔賽暨1956年全國田徑自行車運動大會

‧ 11月，參加福建省第二屆人民體育運動大會，800公尺跑成績

破省紀錄，達國家二級運動員標準，獲發證書

‧ 本年，寫作學年論文〈論拿破侖的外交政策〉

1957年 丁酉

‧ 夏季，創作平生唯一的小說《初戀─一個真實的生活悲

劇》。旋捲入違背良心、人性的反右派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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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歡送物理、化學等系畢業同學，與張韻琴、陳辰嘉、

林金聲等告別於廈門大學海濱

1958年 戊戌

‧ 2月，參加廣州舉行之全國春季田徑運動會，經陳金銘教練，

與鄭綿庸、黃渭銘、蕭勳南同獲1600公尺接力賽跑第五名

‧ 3月–7月，經漳平赴福建龍巖作畢業實習，參加調查、編寫

《閩西人民革命史》，與曾仲華、陳梧桐、張一儀、姚義泗負

責三年游擊戰爭部分（同年由廈門大學出版）

‧ 8月，擔任福建省代表隊副隊長，與隊長黃誠宗、副隊長余小

芬及許振祖、黃耀洵、張子港、高永正、江逢英、包景琰、

陳惠生、陳仕源、魏曦等等赴西安市參加第一屆全國大學生

運動會，領隊為陳金銘、張文鑫、王華勳、宋振杞、吳宜藻等

‧ 9月，畢業後分配至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現稱中央民族大學）歷

史學系執教，更名為陳佳榮

‧ 同年9月至1959年5月，參加中央派出之福建少數民族調查

組，先後在福建福安、福州及浙江平陽、杭州等地調查，同

時並撰寫畬族歷史，編印《福建省福安縣山頭莊畬族調查報

告》（與施聯朱、白濱合作）、《福建省福安縣鳳陽村畬族調查

報告》（與白濱、吳家林合作）。當時共事者尚有陳國強、蔣炳

釗、葉文程、呂榮芳、林玉山、顧海、張善城、雷恆春、鄭

小瑛、王鍾琦、羅美珍、劉保元、章以淦、袁鍾秀、王非等

1959年 己亥

‧ 是年6月至1960年12月，先後在頤和園十七孔橋畔南湖飯店、

西藏達賴駐京辦事處，與牙含章、侯方岳、馬寅、施聯朱、

陳元煦、王輔仁、楊建新、馬釗、戴可來、李東秀、李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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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姚乃青、陳雪白、王炬堡、劉孝瑜、馬恩惠、陳立貴、

邵方、烏飛、李培江、伊里奇、覃高積、湯正方、滿都爾

圖、義都合西格、珠榮嘎、王炳煜、劉忠波、蘇榮嘎、周清

澍、阮芳紀、吳茵、孟慶芬、楊玉山、席廷樞、那延衛、劉

淑貴、侯振洪、駱仁功等等共事，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

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問題三套叢書”審稿工作，

修訂《畬族簡史簡志合編》（審稿委員為呂振羽、熊壽祺）

1960年 庚子

‧ 本年，編寫〈畬族〉（與施聯朱、白濱合作），載《中國少數民族

簡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1960年印行）

‧ 本年，撰寫〈土地革命時期閩東畬族人民的革命鬥爭〉一文（與

施聯朱、陳元煦合作），載《民族研究》1960年第四期

1961年 辛丑

‧ 年初，調回民院歷史系，開始任教，編印《世界近代史》講義

（歷史系本科用，與李文瑾老師合編），教研室主任為張錫彤

教授。系主任為翁獨健，副主任為林耀華、傅樂煥等，同事

有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胡德煌、還建吾、鄺平章、徐

宗元、石鍾健、陳永齡、宋蜀華、王輔仁、賈敬顏、蘇晉

仁、施聯朱、孫鉞、吳恆、朱寧、黃淑娉、陳鳳賢、姚乃

青、陳雪白、金天明、沈家駒、蔡紹廬、顧章義、李松茂、

戴可來、朴泰鎬、汪寧生、王芝、王彬、王榮、王克、王炬

堡、馬榮貞、爾德木圖、龍鳳亭、邵獻書、韓公阡、胡起

望、項美珍、尚錚、徐仁瑤、阮大榮、郭毅生、王恆傑、趙

展、高淑賢、馬壽千、穆廣文、王鍾翰、楊策、潘智淵、嚴

家騮、程溯洛、邵方、蔣家驊、楊學琛、劉爾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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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1年1月至1982年3月，曾在本系、政治系、語文系及中

國地圖出版社歷史地圖室（負責人鄒明方等），分別講授下列

課程：〈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中國近代史〉，〈史

料學〉（史學工具書使用法），〈畬族史〉（畢業論文指導）

1962年　壬寅

‧ 6月，與燕裕祺氏結髮，遷居於北京市西城區高華里21號（後

改４號）

‧ 12月，處女作《何塞．馬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63年　癸卯

‧ 1月28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何塞．馬蒂的革命精神永

生！〉

‧ 3月，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科學討論會上宣讀論文〈何

塞．馬蒂與古巴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

‧６月，《何塞．馬蒂》由商務印書館修訂再版

‧ 本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印行《畬族

簡史簡志合編》（與施聯朱、陳元煦合作），同時印行《福建省

福安縣畬族調查報告》（與施聯朱、白濱、藍興發等合作）、

《浙江省平陽縣王神洞畬族調查報告》以及《浙江省平陽縣礬山

畬族革命鬥爭史調查報告》（與章以淦、袁鍾秀等合作）

‧ 本年，在中央民族學院預科教〈世界近現代史〉

1964年　甲辰

‧ 本年10月前，翻譯俄文《何塞．馬蒂生平與活動年譜》、卓麗

娜《古巴人民的英雄過去》（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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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起，奉派與趙秉昆、張克武等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先遣隊，離京經西安—成都—大邑—雅安—滎經—

漢源—石棉—冕寧—西昌，旋於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

從事社教。自此至次年７月，先在光明鄉農光一社任四清工

作隊隊員，與當地幹部鄒大明、王伯祿等等及民院師生張

青、王輔仁、劉永芳等共事；後在拉克鄉幸福二社，與張

青、劉希敏及當地干部劉成富共事，住於楊貴喜與王身美家

1965年 乙巳

‧ 7月，離開喜德縣，經昭覺—美姑—新市鎮—沐川—樂山—眉

山—成都—西安，返回北京。與摯友韓公阡停留西安；會見

大哥嫂、學長倪石泉和同窗謝德恩伉儷

‧ 10月，開始管理民院歷史系資料室，曾請研究生奧登塔娜及

馮安生等同學協助整理部分資料

1966年　丙午

‧ 5至6月，投入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史”

‧ 11月至次年2月，參加燎原長征隊，與學生李鳳山、韋瑞強、

鄭天貴、姚國經、周榮鐸、莊則平、廖天慧、郭翠琴等，由

北京抵湖南長沙。然後開始步行串連，沿着韶山—湘潭—衡

山—衡陽—耒陽—郴縣，入廣東樂昌—韶關—曲江—英德—

花縣，抵廣州、佛山；由廣州折回耒陽，步行經寧崗至井崗

山，總計步行兩千餘里。旋由井崗山經吉安、南昌、杭州、

上海、南京返回北京

1967年　丁未

‧ 3至5月，與無黨派戰友邵獻書等數度至中央民委、統戰部調

查運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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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為抗大公社燎原戰鬥隊編印《毛主席論民族與宗教》（語

錄）

1968年　戊申

‧ 本年，編印《最新最高指示》（語錄）

1969年　己酉

‧ 11月25日，擔任歷史系教員一班班長，帶隊離京赴湖北下放

勞動

‧ 12月５日，由武漢乘船溯漢江抵湖北潛江縣廣華寺民院五七

幹校（其地為原沙洋勞改農場二農場），前後為期三年有餘

1970年　庚戌

‧ 1月7日，參加五七幹校機耕隊，拜胡家二、胡桂基為師，旋

擔任拖拉機班副班長，與劉德華、楊全富、馬名振、卞學

誠、薛寶深、宋振田、張福永、段寶蓮、田雙喜、夏立英、

陳顥、宋傑、姬利、李俊英，及韓來山、李民、葛德芳、熊

鵬齡、王又春、張仲義、高老四等等同事

‧ 9月24日，考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駕駛證”，正式成為拖

拉機手、康拜因手

‧同年冬，到洛陽拖拉機廠、開封康拜因廠購軸承，並與胡家

二師父一道成功改裝聯合收割機（全部鐵齒輪改皮帶輪）

1972年　壬子

‧ 3月7日，由幹校調回京，先在民院研究室工作，一面負責資

料室，一面為政治系1972年級講授〈中國近代史〉。同事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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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教職員工外，有武子服、王超、楊權、鄭國喬、尹素

卿、溫時英、石建中、蘇儒光、程杏喜、馬恩和、李廣海等

‧ 同年10月，回湖北幹校機耕隊支援秋收。幹校後來由劉啟、陳

明、馮安生等負責，不幸與司機段寶蓮一起在某次車禍中喪生

‧ 本年，編印《中國近代史》講義（與李鳳山、嚴家騮合作）及有

關語錄

1973年　癸丑

‧ 本年，編印《世界近代史》（政治系用，與顧章義合編）

‧ 同年，為海思等《世界史》地名譯名作校訂，旋參加翻譯組，

在聞宥、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張錫彤、鄺平章、李文

瑾諸教授指導下，翻譯Ｈ. G. 威爾斯《世界史綱》地圖以及部

分章節（該書於198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4年　甲寅

‧ 本年，編印《世界簡史》（語文系用）

‧ 本年，被調參加儒法鬥爭展覽籌備，並編有關奴隸社會語

錄，主編《歷代法家和進步思想家言論摘編》

‧ 同年至1976年，主編《馬克思主義論世界歷史》，為此通讀馬

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著作共一百多卷

1975年　乙卯

‧ 3月，重回民院歷史系講課，並任資料室顧問，除原有部分同

事外，新同事有陳梧桐、徐庭雲、陳暋、劉愛蘭、王素色、

王海雲、楊策、蔡應麟、李緯、陳秀銀、鄔惠娟及邱鈺、李

登福、胡軍、哈斯等等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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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編印批判社會帝國主義的語錄及〈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情

況簡介〉，整理馬克思主義論世界歷史和民族問題之名目索引

‧ 同年，與管懷倫、齊永久、張德安、何川、甘旭蘭、高明潔

等同學一起，赴駐紮在河北定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8軍“學

軍”，在班長李富全等耐心輔導下，射擊成績達到優秀

‧ 同年，至印刷廠等處勞動，向陳廣華、梁春恆、高照星、賈

力盈等師傅學用活鉛字排版印書

‧ 同年，擔任學校二連“連辦食堂”（歷史系、民語系教工餐廳）

的管理員兼採購半年，與胡起望、張公瑾、王家祥、薛寶

深、金玉章等共事

1976年　丙辰

‧ 1月8日周恩來逝世，寫下平生唯一的悼念詩作

‧ 4月4－5日清明間，到天安門、八寶山憑弔先烈

‧ 7月21日，同事老友韓公阡不幸辭世，不勝哀悼

‧ 7月28日－8月初 ，參加抗地震活動

‧ 本年，整理《史學參考書目錄》，頗得張錫彤、吳豐培諸教授

指點，及圖書館張韶孔、高淑賢、喬仁誠、李蕊、丁良、蔡

雨生、蘇榮嘎等等之鼎力相助

‧ 同年至1982年，以七載光陰全力編撰、考釋古代南海地名（前

五年，通讀廿五史、十通等近三百種古籍，輯出七千地名；

後兩年，匯釋東南亞地名，赴香港前交中華書局；餘由謝方

兄以三年時間玉成）

1977年　丁巳

‧ 本年，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7年第一期發表〈從梁效的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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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四人幫”是如何糟蹋馬克思主義的？〉

‧ 同年至1978年，編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文史工具書簡

目》二冊。其中〈公曆、伊斯蘭教曆、中國舊曆說明對照表〉以

及〈“十通”類目異同分合表〉，為北京大學1978年出版的《中文

工具書簡介》所採用

1978年　戊午

‧ 本年，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一期，發表〈關於世界

近代史開端的若干問題〉，在第四期發表〈康泰出使扶南和《吳

時外國傳》考略〉（曾在同年中國東南亞研究會成立大會宣讀）

‧ 本年，在《人民日報》理論宣傳動態四十九期（1978年）刊登〈關

於健全民主制的兩條意見〉（與孫啟佑二人合作），較早提出了

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主張

‧ 同年，為歷史系1975年級同學講授〈史料學〉課（史學工具書

使用法）

‧ 同年，為歷史系新生講〈如何學習歷史專業？〉（自此至赴港前

每年均講）　　　

1979年　己未

‧3月，起草〈從世界近代史看反封建主義鬥爭的長期性與艱鉅

性〉一文，以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

‧7月－8月，赴福州、連江，與施聯朱、蔣炳釗、陳元煦及福

建人民出版社負責人舒亭、李瑞良和編輯曾昌森等研究《畬族

簡史》定稿問題。其間，曾會見福建師範大學老教授朱維幹，

及廈大學友許振保、陳沅、邱楚琴等

‧9月28日，在全國二十二年停止評定職稱後，被任為講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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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全國十六年工資凍結後，經全系教職員投票表決，獲

上報入2％提升工資者之列

1980年　庚申

‧ 本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畬族簡史》（與施聯朱、蔣炳釗、

陳元煦合作），同時繼續編輯畬族歷史資料選集

‧ 本年，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探討》1980年創刊號（由阮銘等主

編）發表〈從世界近代史看反封建主義鬥爭的長期性與艱鉅性〉

（與張廣達兄聯名）

‧ 本年，指導歷史系資料室編《中國少數民族起義史論文集》、

部分青年教師編《古籍四裔篇目匯輯》、1978級學生編《中國少

數民族論文索引》

‧ 同年至1981年，擔任歷史系學生田徑隊教練，是年該隊榮獲

全院男女團體總分第二名

1981年　辛酉

‧ 5月，南下經廣州赴廈門，參加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創立暨學

術討論會（5月17-20日），拜會傅衣凌、韓振華諸師，及韓儒

林、姚楠、朱傑勤、孫毓棠、陰法魯、吳廷璆、吳豐培、陳

碧笙等學術老前輩，余繩武、丁名楠、張振鯤、陳慶華、侯

方岳、陳玉龍、陳炎、馬雍、夏應元、謝方、蔡鴻生、葉奕

良、戴可來、王治來、徐善福、孫福生、沈福偉、黃時鑒、

林文明、許清泉、呂一燃、盧葦、杜經國、林金枝、吳鳳

斌、郝鎮華、耿引曾、葛鳳花、龔方震、李克明、沙敬範、

黃煥宗、桂光華諸學人；同時，正式加入中國海外交通史研

究會、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其間及會後，曾返家鄉泉州，會

見原廈大同學林興中、廖淵泉、黃天柱及民院師生周河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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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秋生、雷荷枝等

‧ 7月，被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聘為碩士論文

答辯委員，與姚楠、陳玉龍、陳炎、徐啟恆諸教授，於８月

參加〈扶南史概述〉一文的答辯、評定，並結識楊通方、李玉

潔、陳洪進、楊保筠諸學友

‧ 11月，經全系投票表決，被提名呈報為副教授（後因來港此事

遂寢）

‧ 同年，在紀念雷鋒題詞二十週年之際，應同學要求及團總支

之邀，向全系學生演講〈如何度過大學時光？〉

‧ 本年，在《東南亞研究會通訊》1981年2期刊登〈東西洋考釋〉

（筆名南溟子）、〈東西洋考點校本問世〉（筆名桐生）

‧ 本年，在《廈門大學學報》1981年史學增刊發表〈古代南海交通

史上的“海”“洋”考釋〉

‧ 本年，指導歷史系學生撰寫畢業論文：〈試論苗、瑤、畬三族

的淵源關係〉（石光樹作，後薦該文以〈從盤瓠傳說看苗、瑤、

畬三族的淵源關係〉為題，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三

期）；〈盤瓠傳說起源考略〉；〈畬族來源試探〉

‧ 本年，應邀審稿：《西域南海古地志叢輯》、《嶺南古地志叢

輯》、《諸家異物志叢輯》、《中國古籍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

〈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成書年代〉（中華書局）；〈關於畬族的

來源〉、〈黑人和美國獨立戰爭〉（民院學報）

‧ 同年至1982年3月，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撰寫〈扶

南〉、〈真臘〉、〈驃國〉、〈東西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等等

條文

‧ 本年，經同學楊仁敬介紹，推薦美國學生路易莎．斯琴到民

院修讀有關苗族的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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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壬戌

‧ 4月18日，與大女陳燕南來香港遷居（16日離京，次日抵羊

城，18日經深圳－羅湖橋抵達彼岸），始用英文名Chan Kai-

wing，不久又自取名Aaron Chen

‧ 5月，參與創辦TCF貿易公司，經營童裝。公司設於香港銅鑼

灣百德新街百德大廈D座16樓D1室

‧ 同月，參與創辦並負責註冊同欣貿易有限公司，任董事經

理，經營童裝、咖啡、內褲等，旋與妙麗批發中心談判合作

事宜

‧ 11月20日，由報載應徵，被長河出版社聘為歷史編輯，先後

與周謙福、陳華滇等同事，總經理為汪炯華、李炎群夫婦。

自此開始學習用植字機照像排版編校的技能

‧ 本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Ｈ. Ｇ. 威爾斯《世界史綱》一書（本人

參加全書地圖及個別章節翻譯）

‧ 本年，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1期刊登〈漲海考〉（筆名

南溟子）。該文後另收入《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一書（新疆人

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本年，在《東南亞研究會通訊》1982年1期刊登〈士員嶼、吉貝

嶼和綿花嶼〉（筆名南溟子），該文後另載《鄭和下西洋580週年

紀念刊》（1986年）

‧ 本年因播遷南溟，告別燕京諸親友，包括民院歷史系同事、

學生，以及宋承憲、呂大吉、楊嘉瓊、史有為、白崇仁、陶

立璠、吳重陽、徐盛、耿予方、佟景華、王堯、胡振華、扎

西旺堆、和志武、和發源、孫啟佑、劉昌廬、郝紅章、劉秉

江、陳兆復、邢璉、白瑩、張公瑾、楊甲榮、李德君、李秀

蓮、孟作亭、陳金鐘、莫寶元、王德溫、鄧祥、顧肇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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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張克武、李文潮、周敏初、姬達、馬維忠、劉德華、

馬名振、楊宗振、熊文易、程寶山、謝子誠、周宗玉、沈

純、陳紫薇、鍾志金、袁炳昌、仁慶扎西、陳玉芳、白靜

沅、陳婉玲、李芝慧、韓來山、趙廣體、夏長江、李德龍、

席進泉、朱馬洪、哈米提、夏米西丁、特瓦庫里、陳連生、

林青春、傅克東、楊紹猷、鄒明方、李進新、路達、陸新

地、張蒙納、廖輔叔、王守義、陳道玲、劉再復等等

1983年　癸亥

‧ 2月24日，在《新晚報》刊登〈研究古典文學要籍《賦話六種》問

世〉，介紹何沛雄先生新作《賦話六種》（由蔡嘉蘋等編輯）

‧ 10月6日－21日，返京向中央民族學院辦理離職手續，會見舊

同事及原民院歷史系師生王炬堡、邵獻書、胡起望、項美

珍、徐仁瑤、祈慶富、王恆傑、張雪慧、石建中（及麻樹

蘭）、洪俊、李清和、莫俊卿、趙玉池、匡世昭、劉曉、索文

清、嚴英俊、宋懷順、陳連開、陳燮章、陳乃文、王國棟、

張青、鄭俊秀、鄭仲兵、李金池、馬驪、劉樹松、陳克進、

邱久榮、張崇根、張型著、趙秉昆、李桂芝、張儒、阿塔爾

（春世增）、徐萬邦、許良國、李鳳山、李定才、胡紹華、張

德安、石光樹、韓國綱、達力扎布、冷福祥等等

‧ 同年，校訂長河出版社《歷史選擇題新編》，並由該社出版《中

國歷史問答》（共甲乙丙三冊），署名南溟子

‧ 來港後曾與原民院同事姚乃青（及胡惠凱）、蔡紹廬等聚會，

先後幾次共同會見林耀華、陳永齡、宋蜀華、王輔仁、施聯

朱諸教授；與原民院同事方雲琴（及李一鐵）、阿金潔（阿榮，

及毛宇寬）會面，並先後共同會見鄭仲兵、呂大吉諸友；另又

會見原晉中同學邱奕鎬、林炳煌（林文）、莊錦清、莊澤義、

黃哲貞、許淑玲、楊式梧、李連服、黃世報；會見廈大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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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焜、包定環、張昭生、莊榮輝、陳秀麗、張景奎、許振

保、文忠華、周良正、劉聯芳、林懷德、何慶眉、黃成山、

施至岳、楊年昇、陳存洗、李家添、陳善康、張初考、張蘇

生、孫立川、魏學堅、蕭金華、傅小清、張恩德、張詩劍（思

鑒）、陳朝川、鄭翠瓊、黃誠明；會見民院師生馬耀華、周秋

有、盧翠香、黃順娥、溫時英、李玉良、莊經、張海泉、黎

錫禧、黃金淞等等

1984年　甲子

‧ 本年，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一、二冊與有關習作（長河出版

社1986、1987年出版），《中國歷史教學參考資料》一冊（長河

出版社1986年出版），及香港中文大學預科教材《國史綱要》

（來港寫作自此書始漸署真名）

1985年　乙丑

‧ 1月1日，離開長河出版社

‧ 1月15日－6月18日，在波文書局任歷史編輯，始編《中國歷史

纂要叢書》第一冊《歷代治亂興衰》（未果），與譚帝森、杜振

醉、馮小娟、王灶等同事，總經理為黃孟甫先生。其間，結

識了區惠本、區士麒、鄧熾安、何廣棪、簡鐵浩等學人

‧ 6月－10月，校訂《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二校稿；同時取名“一

陽生”、“陳半仙” 等，學習排列生辰八字及電腦算命，擬撰

《識籤不求人》（內含關帝、觀音、呂祖、天后、黃大仙500籤

解說和相關歷史典故）及《港人中國手冊》、《性話精涵》等等

‧ 7月，長河出版社出版《國史綱要》上冊

‧ 10月21日，與香港學津書店總經理馬赤提先生簽訂合同，開

始編寫《中外交通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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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中外關係史論叢》一輯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有

〈金貓里、合貓里和貓里務考〉一文）。其間，承蒙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鄭德坤及其夫人黃文宗一再接見，不

勝感激，終身難忘

1986年　丙寅

‧ 4月18日，發表〈馬克思主義乃工人之宗教〉

‧ 5月3日，與弟家春回故鄉泉州為先慈辦理喪事，除見親戚

外，會見了黃文森、王素賢、潘福蔭、陳淑珍等家庭老友及

其他童、少年同學

‧ 5月16日，與林惠珍女士合創亞洲華語教學研究中心

‧ 9月13日，途經廣州、杭州，赴寧波參加中外關係史學會第二

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9月15日－17日）；會議期間至奉化參

觀，又與前輩姚楠、韓振華及學友謝方、蔡鴻生、夏應元、

陳炎、郝鎮華等於寧波共度中秋，會見吳鳳斌、黃時鑒、耿

引曾、林金枝、葛鳳花、宋峴、李申、黃頌康、張鎧、陳尚

勝、晁中辰、吳士英、孫光圻、陳呂範、周中堅、黃鴻釗、

張荷、李解民、黃玉蘭、沈定平、楊欽章、王克勤、項英

傑、吳廷璆、王金林、徐明德、朱江、丁正華、林士民、包

雅能、黃盛璋、張毅、陳增輝、古建、吳建雍諸學友；會後

至上海，與學友謝方、沈建華等聚會，並拜會章巽教授

‧ 本年，因黃炳根先生推介，著手在香港浸會學院校外進修部

準備〈中國歷代對外交通之發展〉一課

‧ 同年，《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與謝方合撰，同陸峻嶺著作合

編；姚楠教授作序）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畬族社會歷史調查》（內有參與編

寫的五種畬族調查報告）



南溟子學術生涯年譜

1031

1987年　丁卯

‧ 1月19日，經發叔等介紹，到齡記出版有限公司任歷史編

輯，首先編導《中國史錄影帶》，以16天時間寫出劇本及集齊

圖片，交出製作。該公司董事長為區百齡，董事總經理為區

錦榮，同事有黃建國、曾偉雄、郭婉華、張偉良、黃甦、張

勇新、林達宏、李家裕、馮子成、范兆仿、李潘權、盧健

康、陸劍芳、黃桂新、潘志文、陳佑燊、唐玉英；及後來的

區永仁、伍碧兒、林燕霞、譚帝森、宋琦、黃貴文、沈麗

娜、傅后閩、粟少霞、馮韻、杜韻雯、梁若梅、湯美芳、周

楚強、林楚菊、呂玉蓮、張家儀、鍾敏儀、張國偉、黃斯

薇、陳錦輝、陳惠瓊、區詠怡、張嘉慧、郭鳳媚、劉婉玲、

梁寶山、黎偉權、申惠如、麥煒華、歐陽月娥、袁恩樂、陳

秋菊、吳佩蓮、黃少婉、黃永鴻、彭錦棠、袁錫祥、李志

榮、蔣炳文、劉福星、梁錦泰、陸治垣、許卓遂、李家慧、

王淑蓮等等

‧ 2－3月，修訂《新編中國史》第一冊，始編第二冊

‧ 3月31日，《大公報》刊童文〈推薦《古代南海地名匯釋》〉

‧ 5月及10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先後出品《中國史錄影帶》第

一、二輯，共210分鐘

‧ 7月，由馬赤提學友的香港學津書店出版、宋敘五學友的和記

印刷廠承印的《中外交通史》面世（後被香港中文大學李弘祺教

授等列為研究生參考教材）

‧ 7月－9月，出版《新編中國史》第二冊及相關之習作、教師手

冊、教學掛圖

‧ 11月25日，與江潤祥教授飛廈門轉泉州，參加中國泉州市舶

司設置九百週年學術討論會（11月26－29日），會見朱傑勤、

韓振華、莊為璣、陳詩啟、陳泗東、陳高華、金秋鵬、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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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朱鑒秋、潘群、呂濤、盧葦、宋峴、杜石然、謝方、林

松、周振鶴、鄭一鈞、席龍飛、楊 、陳達生、鄧端本、陳

柏堅、陳堅紅、夏秀瑞、傅宗文、郭慕良、陳鵬鵬、李玉

昆、陳存廣、黃天柱、廖淵泉、林興中、黃炳元、徐本章、

王慧芳、吳幼雄、謝俊烈、翁銘鎮、周河濱諸學人；會議期

間，被選為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

‧ 12月，由香港學津書店出版《中國歷史名著》

‧ 本年，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編寫《新編世界史》第一冊

‧ 自1982年來港以後至2001年，因種種機緣，認識了港、台等

地的吳景宏、饒宗頤、趙令揚、全漢昇、胡鴻烈、鄭子瑜、

楊時逢、陳大絡、勒公璆、馮秋鑾、金聖華、鄧聰、陳冠

華、陳達超、林家勁、李鉅誠、曾茂華、郁慶五、王一桃、

黃俊東、陳文貴、胡錚錚、唐基明、黃石、朱文琴、雷禮

義、林梅（湄）、陳端（蘭心） 、崔泊兒、楊盛、陳玉書、魏承

思、呂宗力、李永明、李少安、許國安、任永年、徐少千、

黎文卓、許振興、陸迪鈴、鄭芷馨、鮑慧鶯、梁操雅、黃浩

潮、李志雄、曾傑成、葉建源、葉國洪、陳志華、陸啟明、

程西平、蔡若蓮、陳秋來、陳漢森等等學人，特誌於此

1988年　戊辰

‧ 1月，被南京鄭和研究會聘為特約研究員

‧ 3月，在《明報月刊》1988年3月號發表〈千秋古港刺桐城─香港

應以泉州為殷鑑〉（與江潤祥先生聯名）

‧ 7月－8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新編中國史》第三冊及相

關之習作、教師手冊、教學掛圖；同時編寫《新編世界史》第

一冊習作、教師手冊、教學掛圖；校訂與該書有關之幻燈片

譯文及《新編中國史》第三冊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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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與吳景宏教授同飛北京，轉赴北戴河參加中外關係

史學會第三屆年會暨東南亞研究會學術討論會（8月22－26

日），結識周南京、梁志明、趙敬、何芳川、許清章、陳顯

泗、盧明輝、鄭一鈞、耿昇、萬明、于向東、任鋒香、徐紹

麗、張敏、李文俊、朱亞非、黃國盛、徐作生、陳學文諸學

友，與韓振華、戴可來、楊通方、李金明、宋峴、郝鎮華、

吳建雍等重逢；會後順道返京，隨吳景宏先生與季羨林、王

鐵崖等教授聚會。其間，不幸逢恩師張錫彤教授辭世，參加

民族系統的追悼會，在眾目睽睽下跪別德高望重之先輩

‧ 8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新編世界史》第一冊

‧ 10月，由香港學津書店出版《中國宗教史》

‧ 10月20日－11月20日，據英文版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改寫《新

編世界史》第二冊（10萬字）

‧ 11月20日－12月20日，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編寫《新編中國

史》第四、五冊，共30萬字；同時，為麥米倫出版公司校訂

《歷史（東西方對話）》第一、二冊（上述五書均送審通過）

1989年　己巳

‧ 3月30日，寫作〈小平，你好，請速速全身而退！〉

‧ 5月起，到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任歷史主筆，編訂朗文

《中國歷史》三冊教師手冊，策劃《中外條約圖說》、《彩色中外

圖解歷史辭典》等書，與陳鴻舉、楊子嬰、黃邦傑、區永仁及

陸國強、朱翠英等同事。開始學習電腦系統的排版技術。來

港後，結識了一批排版、印刷、出版界的朋友，包括原協進

公司的陳靜、陳惠芳，海洋公司的吳建鴻，奇峰公司的楊應

奇，亞洲公司的林禎華，濤文公司的張濤、張文、黃金豪，

和記公司的宋敘五，學津書店的馬赤提，煜華公司的莊裕宏

等，特誌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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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7月14日，為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編撰《世界民

主運動》（筆名南溟子，由子嬰、忠揚參與編校，楊笑芬等排

版），並於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之際出版

‧ 8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新編世界史》第二冊以及《新編

中國史》第四、五冊

‧ 9月15－25日，奉朗文公司總經理沈維賢先生所派，前往台北

考察中文書市，在重慶南路、新生南路“蹲點”一週。會見馬

之驌、李剛、李錫敏、高進雄等等出版界朋友

‧ 12月，在Longman Newsletter, the Teachers club，刊登〈中國

歷史科“中學會考建議課程”之我見〉

‧ 同年，在《海交史研究》1989年2期發表〈晉江與香江 ─ 過去、

現在和未來〉

‧ 同年，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編寫《新編世界史》第二冊教師手

冊及《新編世界史》第三冊

‧ 歲杪，由香港學津書店出版《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　　

1990年　庚午

‧ 4月，為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出版《中國歷史選擇題大全

（2000題）》（共二冊）；籌編《中國歷史》，著手寫第一冊（未果）

‧ 5月起，重回齡記出版有限公司，擔任總編輯（中文），兼麒麟

書業有限公司（屬齡記書業集團）策劃

‧ 6月，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七海揚帆》（與丘進、姚楠合著，

由危丁明、盧建業、鍾潔雄等參與編輯、出版），該書後另由

台北中華書局於1993年出版

‧ 8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新編世界史》第三冊，以及教師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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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代表南洋學會創始人姚楠先生飛往星洲，出席紀念

“南洋學會”創立五十週年暨“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華人社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11月6－8日），宣讀姚楠先生賀信及本人論

文〈香港人向何處去？〉；其間，與學友邱新民、傅吾康、魏

維賢、林我鈴、林源福、廖建裕、潘明智、崔貴強、楊貴

誼、饒尚東、鍾臨傑、蘇新鋈、王慷鼎、柯木林、王靈智、

陳志明、謝愛萍、吳文煥、洪玉華、陳三井、陳懷東、陳鴻

瑜、林碧炤、高崇雲、吳劍雄、林金枝、溫廣益、周南京、

丘立本、巫樂華、陳喬之、何珠、鄭民、李君哲（蕭村）等會

面；會後同友人一道游歷馬來西亞的柔佛新山

‧ 同年至1991年，校訂《今日香港》第三冊、《人與環境》第二、

三冊及《中國文學》（共四冊）；主持編輯《中國語文》（共十冊）

1991年　辛未

‧ 2月12日，乘船經廈門往泉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

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2月17－20日），與陳高

華、俞偉超、汝信、金秋鵬、王連茂、江潤祥、陳覺萬、莊

善裕、楊翔翔、李知宴﹑劉迎勝、陳泗東、陳達生、曲鴻

亮、李國清、丁毓玲、陳尚勝、孫光圻、盧葦、鄧端本、莊

國土、謝方、華濤、耿鑒庭、閔宗殿、蔡景峰、夏秀瑞、陳

炎、席龍飛、楊 、李萬權、武定國、黃盛璋、王振鏞、吳

玉賢、楊欽章、趙嘉朱、田淑芳、曲阿陽、裴慧敏、朱江、

許在全、陳延杭、鄭山玉、李如龍、王耀華、徐恭生、傅宗

文及傅吾康、蘇爾夢、紀可梅、何翠媚、濱下武志等中外學

友會面；會上宣讀〈古代香瓷之路芻議〉一文，後載《中國與海

上絲綢之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

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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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再次在故鄉爆竹聲中歡度春節

‧ 3月，《中國語文》（共十冊）樣本推出

‧ 4月，在《明報月刊》1991年4月號發表〈戰爭或和平 ─ 參加聯

合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泉州學術討論會有感〉（與江潤祥先生

聯名）

‧ 4月4日－8日，與包定環、張昭生等同學重返廈門，慶祝母校

創建七十週年，同窗故地重游者三十有六；另又會見中、大

學學友陳金泉、楊仁敬、葉文程、蔣炳釗、胡惟弘、陳孔

立、鄭學檬、陳毅明、吳文華、孫晉華、楊國禎、吳詩池、

陳衍德、陳淮、許宏業、周勇勝、許懷中及彭一萬等等

‧ 7月，為《明報月刊》（主編潘耀明先生）1991年7月號主編“海上

絲綢之路”專輯，並發表〈古代中外航路應稱為“絲瓷之路”〉

‧ 8月，先後由黃甦、譚帝森、黃貴文、宋琦、沈麗娜、傅后閩

等參加編輯的《中國語文》（共十冊）出版

‧ 10月，由香港學津書店出版《中國歷代制度沿革》

‧ 本年，在《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上發表〈“重本抑末”評析〉

‧ 同年至1992年，在香港法住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

授〈當代中國概況〉一課

‧ 自本年至1993年，即與區錦榮先生共同策劃《香港歷史圖

說》，先擬請霍啟昌教授及故友呂榮芳、梁濤（魯金、魯言）等

編撰，後因作者或移民或仙逝，而轉由劉蜀永、蕭國健二教

授承擔

1992年　壬申

‧ 4月17日，與來港參加中華族譜特展的泉州海交館學友李玉

昆、葉恩典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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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在《爭鳴》1992年5月號發表〈對“第三共和國”的質疑─

與嚴家其、陳一諮商榷〉

‧5月20日，飛上海，會同學鍾慶樑、陳夢熊；旋經蘇州、無

錫，見舊同事、同學楊光楣、程德祺、尤道源；由鎮江到揚

州，參加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四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5月26至

29日），結識王介南、紀宗安、郁龍余、賀聖達、鄭彭年、周

新國、蔣華、張憲章、馬克垚等學友，與姚楠、吳廷璆、夏

應元、謝方、耿引曾、耿昇、宋峴、陳達生、盧葦、謝必

震、周中堅、黃時鑒、于向東、盧明輝、呂一燃、晁中辰、

葉奕良、葛鳳花等等重逢，會上被選為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

第三屆理事會理事。會後經南京，會見原民院學生管懷倫等

‧ 6月，在新加坡《亞洲文化》16期發表〈“南洋”新考〉（另刊於《鄭

和研究》15期，1992年11月）

‧ 8月26－28日，隨香港史作者團旅游，到惠州、羅浮山、大亞

灣，同遊者有張錦華、霍啟昌、吳仁德、吳倫霓霞、連浩

鋈、黎少玲、周亮全、李莉、林啟彥、廖志強、陳樹榮、鄭

婉嫻諸學友

‧ 10月5日，飛合肥，轉赴銅陵，參加“亞洲文明暨青銅文化”國

際學術討論會（10月6日－9日），與陳述彭、黃盛璋、吳景

宏、趙華富、盧明輝、金光錫、葛劍雄、譚德睿、陸勤毅、

唐亦男、馬遜、鄭琳、蔡茂松、駱建人等學人會面

‧ 10月9日，經南京搭火車往煙台，再轉蓬萊，參加中國海外交

通史研究會年會暨“中國北方港與海外交通”學術討論會（10月

11日－14日），宣讀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北洋〉，與王連茂、金

秋鵬、楊 、李玉昆、陳希育、李金明、廖大珂、陳延杭、

葉恩典、謝方、杜瑜、席龍飛、朱鑒秋、李萬權、孫光圻、

沈定平、張荷、趙嘉朱、朱亞非、辛元歐、丁正華、宋承

均、袁曉春、王茂盛、宋玉娥等等學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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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22日，重返北京，蒐集圖片資料

‧ 10月，在新加坡《源》20期發表〈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或絲

瓷之路？─古代中外航路名稱種種〉

‧11月7日，在《星島晚報》“港史天地”發表〈赤松黃大仙絕非葛洪

徒弟〉。此後，曾與余炎光、周佳榮、霍啟昌等等學友研究

“港史天地” 編輯諸問題

‧ 11月－12月，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編寫《新編中國史》第四、

五冊之新版

‧ 12月，在《明報月刊》1992年12月號發表〈“台北是吾家”〉

‧ 本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教材

《中國文史哲基礎課程（單元十八：宋元明之中西交通）》（與廖

日榮、楊文信等先生合編）

‧ 本年，《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出版，內有〈扶南〉、〈真

臘〉、〈驃國〉、〈東西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等文（另載“人

文大百科全書大系”之《中國歷史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新世紀百科全書》，齡記出版有限

公司1997年版）

‧ 本年，在《海交史研究》1992年1期發表〈宋元明清的東西南

北洋〉

‧ 本年，執編香港學津書店出版的姚楠、吳琅璇等人《海島逸誌

校註》，撰寫編後語（附〈清王大海《海島逸誌》諸家版本一覽

表〉）。該書封面由姚夫人孫錦秀共同設計，其師劉海粟題寫

書名

‧ 本年，為學津出版社執編“香港中學會考叢書”，包括：《中國

語文讀本問題》（上，下）、《中國語文運用問題》、《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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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中國語文作文訓練》、《中國文學讀本問題》

（上，下）、《中國文學常識指要》、《中國文學作品賞析》等九

種，作者為黃甦、譚帝森、施議對等。另又代編訂《預科中國

文學讀本閱讀理解》，校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

‧ 本年，參與黃邦傑先生等之三漢文化發展公司編輯事，策劃

《禮尚往來─國際禮儀手冊》、《古今中外成功之道》、《北京

2000》、《馬（圖經）》、《股經》、《中外之神》、《赤松黃大仙靈

聖千古》、《蓬萊仙境》、《陶瓷之路》等大綱或題要

1993年　癸酉

‧ 1月23日，春節及前後，忙於策劃出書事宜，考慮未來編撰計

劃：《中國語文表解大全》（已著手）、《崑崙考》、《中外交通史

地圖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史》、《中華民主八十年史

（1911﹣1991）》及“九七系列”：《馬列主義半月通》，《大陸運

動知多少》，《天安門下金橋水》，《我家表叔數不清》，《港人

須知黨八股》，《九七香港萬事通》，《從井崗山到香港》

‧ 1月－3月，編輯《中國歷史參考資料》，由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 3月13日，齡記公司在九龍灣於威靈頓中學舉行中國史新課程

教學研討會，請香港大學中文系許振興博士和鍾石昌、尹達

明、區建群、黃國石以及林子昇、黃浩潮等為嘉賓

‧ 3月，著手撰寫香港大學碩士論文〈隋以前南海交通漢文史料

研究〉（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cords before the Sui

Dynasty），導師為趙令揚教授

‧ 7月23－26日，再隨香港史作者團旅游，到韶關－梅嶺－珠璣

巷－乳源－曹溪－馬壩諸地，同游者包括學友王齊樂、張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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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黃約瑟、周亮全、李莉、陳湛頤、何美玉、葉淑儀、梁

炳華、李啟德、廖德 、劉耀荃、林雅傑等等

‧８月，由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新編中國史》第四、五冊之新

書，以及相關之《中國史會考課程教學提要》、《中國歷史問題

詳解》

‧ 10月14－19日，赴雲南昆明，參加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

提交論文〈鄭和、王景弘與三寶𣿫〉；其間曾參觀晉寧鄭和故

居，並與季羨林、周一良、田餘慶、羅榮渠、居三元、周南

京、謝方、朱鑒秋、席龍飛、張荷、孔遠志、林松、鄭一

鈞、陳應年、馬曜、陳呂範、汪寧生、劉達成、李成治、黃

秋潤、黃庭輝、時平、曾鍏波、韓覺生、高發元、楊光民、

黃曉峰、劉月蓮、陳炎、吳乾煌、趙凌、趙澤洪、周鎮榮、

陳青、魏亞屏、韓宗渭、范荷芳、王育三、許重慶等等學人

會面

‧ 10月－12月，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編寫《簡明中國史》第一至

三冊

‧ 12月，在新加坡《源》24期上發表〈絲瓷之路上的世界名港─

泉州〉

‧ 本年，在《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通訊》11期發表〈論中國古代名

港的興衰〉

‧ 本年，著手編撰《中國歷史地圖集》，並與同事馮韻策劃其事

（後有劉志強等參加）

1994年　甲戌

‧ 1月，去年底在港與香港大學學友錢江及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包

樂史聚會，本月收到包教授寄贈的《中荷交往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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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22日，經廣州到花都，參加《中華文化通志》第二次全

體作者會議，會見蕭克將軍、費孝通教授和歐初、張國琦、

李文杰、王科元、王承堯、周里專，王堯、李曉菲、邱樹

森、孫長江、龐樸、湯一介、李學勤、劉夢溪、王麗娜、關

捷等學人及陳元煦、曾思奇、李紹尼、鄭國喬、張公瑾、索

文清、楊權、范玉梅、張永祥、曹翠雲、陳康、趙福榮、文

明英、倪大白、陳嘉瑛等二十多位民院老同事。其間，曾在

廣州會見舊同學、同事及學友王金英、黃淑娉、容觀瓊、楊

鶴書、曾騏、陳偉明、紀宗安、黃重言、溫廣益、許肇琳、

余定邦、陳春生等

‧3月21－26日，與吳景宏教授到深圳大學，參加中外關係史學

會第五屆年會暨“中國華南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發展的歷史與

現狀”學術討論會，宣讀〈歷史上通商口岸之興衰〉，會見夏應

元、謝方、沈福偉、耿昇、呂一燃、盧葦、劉天純、黃鴻

釗、盧明輝、李金明、郁龍余、廖大珂、莊國土、謝必震、

鄭炳山、馬明達、林金水、吳焯、鄭彭年、鄭一鈞、申海

田、晁中辰、陳尚勝、吳士英、朱亞非、賀聖達、紀宗安、

萬明、巫寧耕、林雅傑、蔣華、黃玉蘭、劉月蓮諸學友

‧ 6月，在新加坡《亞洲文化》18期發表〈鄭和、王景弘與三寶𣿫〉

（另刊於《鄭和研究》1994年2期，5月）

‧ 8月17－22日，到汕頭及南澳島參加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年

會暨“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學術討論會，原擬提交〈甲子

門、屯門今昔比較〉，後改以〈陳洪照《吧游紀略》─ 清初記載

爪哇的另一要籍〉充之；會上與楊式挺、陳高華、金秋鵬、王

冠倬、湯開建、陳文源、黃啟臣、羅宗真、李國章、李劍

雄、張曉敏、杜瑜、聶德寧、林仁川、連心豪、李玉昆、陳延

杭、陳達生、曲鴻亮、陳華新、葉恩典、郭育生、陳自強、邱

立誠、曾騏、丁毓玲、薛梅麗、陳麗華、李江、（曹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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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鴻、杜經國、杜桂芳、吳奎信、黃挺、冷東、隗芾、張

增信、郭偉川、馬楚堅、科大衛、濱下武志諸學友會面。會

後返港，與香港大學學友錢江、澳洲學者韋傑夫、台灣學者

張增信等聚會於北角

‧ 8月，由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簡明中國史》第一至三冊課

本、教師專用課本、教師手冊、習作簿

‧ 9月27日，夜，應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龍巴爾、蘇爾夢伉儷之

邀，出席該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協議簽訂

的慶祝酒會，與饒宗頤教授、陳方正所長及金光濤、劉青峰

等學人會面

‧ 11月－12月，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撰寫《簡明中國史》第四至

五冊，並與林燕霞、陳錦輝、陳惠瓊等共同編輯

‧ 本年，為麒麟書業有限公司編校繁體版《十九世紀的香港》（余

繩武、劉存寬等主撰；原中華書局陳錚、張宇等參與編輯出

版），並撰寫出版前言

‧ 同年在《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發表〈陳洪照《吧游紀略》─

清初記載爪哇的另一要籍〉

1995年 乙亥

‧ 1月，主編《中國歷史教學》（齡記書業集團金禧紀念集），由齡

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內收〈當代中國概況教學研究與資料處

理〉一文

‧ 4月，麒麟書業有限公司出版精裝之《中華史詩畫卷》（與陳

燕、宋琦合作，由王妙玲設計，饒宗頤教授為扉頁題名）

‧ 4月21－25日，到澳門，在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宣讀

〈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與陳高華、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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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姜伯勤、金秋鵬、李玉昆、周立方、徐曉望、鄭彭年、

朱江、劉天純、章文欽、陳尚勝、錢江、鄭德華、胡從經、

謝永昌、黃坤堯、易陶天、林明德、沙華士、黃潔嫻、黃曉

峰、劉月蓮、魏美昌、徐新、繆鵬飛、吳志良、霍啟昌、陳

樹榮、譚世寶、鄭煒明、李鵬翥諸學友會面

‧ 4月25日，下午經拱北到珠海，前往中山翠亨村，瞻仰國父孫

中山故居

‧ 7月，由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簡明中國史》第四至五冊課

本、教師專用課本、教師手冊、習作檔案集錦及《中國歷史會

考指引》

‧ 7月25日，陪齡記書業集團總經理區錦榮先生會見中國大百科

全書出版社社長單基夫及助理謝曙光先生

‧ 9月14－19日，到南京，在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

會上宣讀〈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 （後收入《走向海洋的中國

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會議期間，會見學友孔令

仁、馬光汝、時平、陳顯泗、王介南、羅宗真、潘群、劉迎

勝、張敏、鄭一鈞、林松、黃秋潤、李松茂、辛元歐、鄭

明、顏夏梅、鄭勉之、鄭自海、高學敏、田連謨、曾鍏波、

韓覺生、丘小飛、沈己堯、姚榮齡、管懷倫等，與東方語文

專科學校前輩陳炎、吳乾煌、趙凌、趙澤洪、王育三、張勁

草等及唐粒聚會，返港後旋試創香港南唐影音社

‧ 10月，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國歷史多項選擇題》

‧ 11月25日，完成〈隋以前中國古籍所載有關南海交通史料研

究〉（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cords before the Sui Dynasty）

一文

‧ 12月9日，陪區錦榮先生到廣州，再次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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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社長單基夫及謝曙光先生。另又會見暨南大學雲冠平、

湯開建教授及該校出版社負責人唐似葵、徐位發、卓支中、

胡躍生等

‧ 12月13日，陳文華、陳梧桐二同學來港參加明史會，繼1980

年北京、1991年廈門後，廈門大學歷史系1954－1958屆“三

陳”再次會面

‧ 12月14日，參與編校的《二十世紀的香港》（余繩武、劉蜀永等

主編）由麒麟書業有限公司出版面世。此前，曾在港會見作者

劉蜀永、徐曰彪、張麗、張俊義等

‧ 12月15日－18日，攜帶《二十世紀的香港》一百多本至珠海，

參加香港史研究現狀與前景研討會，並宣讀論文〈香港近代歷

史分期芻議〉，與學友劉存寬、劉蜀永、徐曰彪、王汝豐、張

海鵬、衛陵彥、盧曉衡、劉伯根、劉紅、黃光域、王熹、曾

業英、徐輝琪、張磊、楊式挺、鄧開頌、陸曉敏、劉澤生、

雷強、許錫揮、方式光、梁振興、楊國雄、尹耀全、周亮

全、李培德、冼玉儀、陳福霖、林月秀、鄭宇碩、李淑娥、

鄭德華、陸詠笑、梁炳華、霍啟昌、譚世寶、蔡培遠、張錦

華等等會面

‧ 歲杪，與高中同窗莊澤義合作，編就《中國語文表解大全》；

同時為東瀛書社編選好《精裝金瓶梅》，並作序〈全球第一長篇

性書奇觀─為《金瓶梅》拍案驚奇〉（筆名東瀛陰陽生、溫陵

子等）

1996年　丙子

‧ 1月22日，到香港博物館出席楊式挺同學及鄧炳權、張嘉極、

陳堅紅等學友參與籌辦的“南海海上交通與貿易二千年”預展

剪綵，與館長丁新豹、邱小金等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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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夜，作為齡記出版有限公司“京港合作策劃小組”負責

人，赴深圳迎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京港合作策劃小組”

謝曙光、阿去克、李文等人；次日上午10時半至下午10時

半，隨區錦榮先生及本公司“京港合作策劃小組”成員梁錦

泰、劉福星與對方會談

‧3月28日－29日，與澳洲負笈歸來的二女陳青參加在香港大學

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Symposium on Current Post-

Graduate Research on Hong Kong。該會由冼玉儀博士等人

主持

‧ 5月16日，在《明報》發表〈中國現代史教學在香港〉

‧ 6月21日，完成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學業

‧ 7月20－21日，與同事黎偉權、李潘權、區詠怡、袁恩樂、

歐陽月娥、麥煒華等“橋友”由珠海至中山，住於雅居樂別墅

‧ 7月24日，香港書展開幕，前往參觀並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社長單基夫等會面

‧ 7月26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單基夫等來齡記會談，

當晚宴請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對外合作司司長孟傳良等；不久

即簽訂《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海外版的出版合約

‧ 8月17日－9月1日，赴北京。8月19日，首訪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與單基夫社長、龔莉副總編輯及阿去克、謝曙光、

梁雲福、滕振微、李文、王鐵生、王子正、周小平等會面；

29日，訪問人民教育出版社，會見社長馬樟根、副總編輯王

宏志；30日，與學友張韻琴等到國際展覽中心參觀北京第六

屆國際圖書博覽會

‧ 8月31日，出席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成立四十週年紀念大會，

並發表講話。其間，與擔任系主任的陳梧桐同學和原民院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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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系師生王炬堡、李文瑾、邵方、邵獻書、陳連開、李清

和、嚴英俊、陳燮章、陳乃文、莫俊卿、周用宜、陸平陽、

陳克進、鄭仲兵、李堅尚、白振聲、馬啟成、榮盛、徐萬

邦、李鳳山、李定才、左治國、高淑芬、黃有福、梁銘達、

胡大光、祈慶富、張德安、和龑、張山，及藏族學者丹珠昂

奔等等會面。在此前後，民院畢業生陳明芳曾託赴港學友贈

送其有關懸棺葬的著作，讀後頗感欣慰

‧ 10月19日－22日，經廈門赴泉州，參加紀念泉州天后宮建立

800年慶典暨“泉州與媽祖信仰的傳播”學術討論會，下榻於老

家旁邊之泉州酒店

‧ 12月9日－12日，為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會商合作事，與

同事黎偉權、許卓遂出差北京，會見社長單基夫，總編輯徐

惟誠，副總編輯吳希曾、龔莉，以及對外合作部主任阿去克

等等

‧ 12月24日－31日，忙於編輯《探索世界歷史》中、英文版並送審

‧ 本年9月至1997年7月，擔任樹仁學院（校監胡鴻烈、校長鍾期

榮，歷史系主任余炎光）教職，講授《歐洲近代史》一課

‧ 本年冬，與師母韓丘漣痕及韓卓新、錢江，共組“韓振華遺著

整理小組”

‧ 本年，策劃《中華圖解字典》、《中華成語圖典》、《圖解英漢字

典》等彩色圖解字典系列，有劉震華、陳惠瓊、區詠怡等參與

編輯

1997年　丁丑

‧ 1月18日－20日，赴汕頭參加香港與內地文化關係研討會，論

文題名〈一國兩制與文化合流〉，與北京世界史前輩張芝聯教



南溟子學術生涯年譜

1047

授及學友黃鴻釗、鄭德華、談綺華、劉蜀永、劉存寬、鄧開

頌、楊偉國、施漢榮、朱天順等等會面

‧ 1－6月，草擬〈論歷史上的“紅” 與 “黑”〉詳細寫作大綱

‧ 2月28日，與林燕霞等共同編訂的《簡明中國史》三冊送審

‧ 4月27日－30日，到深圳參加“97：愛國主義高揚研討會”，論

題為〈中華語文對海外華人的向心推動力〉，與鄭群、祈烽、

鄧開頌、陸曉敏等等會面

‧ 5月29日，抵深圳，旋赴寶安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參加“鴉片戰

爭與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

‧ 6月30日至7月1日，在香港迎接回歸祖國

‧ 7月6日－13日，與黎偉權、申惠如、陳惠瓊等同事至京，與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聯繫借運彩色膠片等事。其間會見學

友李曉菲、石光樹、張德安諸人

‧ 7月22日，會見來港參加書展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阿去克

等人；28日，阿去克等與本公司負責人座談

‧ 10月24日，赴深圳大學經濟學院講學，與國世平、曹龍騏、

郁龍余、章必功諸教授會面

‧ 11月22－25日，與仝人由深圳乘機至廣西南寧開會。26－28

日，在東興縣出席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六屆年會暨學術會議，

獲選為常務理事。與會論文為〈西漢南海遠航之始發點〉（後刊

於《廣東省博物館集刊》，1999年）。會上與學友夏應元、謝

方、盧葦、耿昇、萬明、林金水、呂一燃、紀大椿、周中

堅、盧明輝、于向東、張西平、郭強、高淑芬、方鳴、叢曉

眉、班果、烏雲高娃、趙雁俠、高智瑜、林華、黃玉蘭、葛

鳳花、鮮于浩、余三樂、吳伯婭、劉寶建、李方、朱靜、許

光華、石源華、黃卓越、紀宗安、高偉濃、古小松等等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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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上午至越南芒街一遊；28日，回南寧，當晚和與

會的民院同學高淑芬及民院分配至廣西的同學唐增烈、袁少

芬、李土玉、顧有識等等會面

‧ 11月29日，由南寧飛深圳，再飛廈門，次日赴泉州

‧ 12月1日－3日，參加“中國與東南亞”國際學術討論會，被中

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選為副會長。其間會見了陳高華、王連

茂、金秋鵬、邱樹森、徐文堪、楊 、陳達生、葉奕良、周振

鶴、朱鑒秋、楊式挺、魏美昌、吳志良、黃曉峰、劉月蓮、羅宗

真、周紹泉、周中堅、許清章、林悟殊、黎道綱、陳尚勝、古

建、莊國土、李金明、廖大珂、聶德寧、李國樑、吳詩池、陳

衍德、林士民、徐明德、陳延航、連心豪、曲鴻亮、謝必震、

黃挺、陳經華、陳自強、楊麗凡、李解民、陳麗華諸學人

‧ 12月4日，由泉州乘車至廈門，旋飛回香港，夜再轉飛台北

‧ 12月8日，孤身上路，孓然一人乘高速火車至台南，觀鄭成功

遺蹟，再至高雄並投宿；9日，由高雄至恆春，再至墾丁公

園，涉台島極南之鵝卵鼻，後乘車經台東至花蓮投宿；10

日，由花蓮乘車回台北，完成西—東及南—北迴之環島自行

三日遊

‧12月25日－31日，日夜加班，忙於《探索世界史》第二冊的送審

1998年　戊寅

‧ 1月17日，赴深圳公幹，聯繫重排百科全書索引

‧ 1月，與莊澤義合編的《中國語文表解大全》（莊錦清任編輯）由

通行出版公司出版面世

‧ 2月2日－7日，春節一過，即於初六與同事劉震華赴深圳公

幹，排校百科全書索引及出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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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由陳惠瓊、劉震華、傅后閩等參加編校的《新世紀

百科全書》出版，不久後劉蜀永、蕭國健編撰的《香港歷史圖

說》也面世

‧ 3月25日，經廿餘日努力，先後與陳錦輝、陳錦康、張嘉慧、

蘇秀雲、麥煒華、歐陽月娥、袁恩樂、陳秋菊、黃少婉等等

共同編製的《探索世界史》第一冊樣書全套出版

‧ 4月9日－11日，赴武漢大學，拜見劉光傑等教授，旋由武漢

經香港，轉赴台北

‧ 4月12日，至鹿港、彰化、台中、苗栗等處遊覽；14日，由台

北回香港

‧ 5月13日，與同事赴深圳，與四強、正佳等公司會商《香港

6000年》出版事宜

‧ 6月21日－26日，為《香港6000年》，與作者湯開建、陳文源等

赴深圳，住華強賓館校訂圖文。作者走後與陳惠瓊、劉震

華、鍾穎怡、蘇秀雲等同事繼續留深，同時校對劉存寬的《香

港史論叢》等書，直至7月11日

‧ 7月15日－18日，為《香港6000年》，再與同事赴深，由正佳電

子公司萬清芳、陳卉、童曉青等協助掃描、更換圖片並重出

膠片。該書及其他香港史系列之編製，亦蒙四強資訊公司國

世平、藍軍、盧英、蕭海文、國力、李國劍諸友人之助

‧ 7月22日－27日，參加第九屆香港國際書展，接待大百科、社

科文獻等出版社同仁，與阿去克、方鳴諸友重逢

‧ 7月22日－8月10日，為迪威多媒體公司審訂《中國歷史小百

科》（由莫雪華、陳燕等參與編輯）

‧ 8月17日－20日，再至深圳，為《香港6000年》藍紙改正稿補出

菲林

‧ 9月，被深圳大學經濟學院聘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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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與湯開建、蕭國健等共同主編的《香港6000年》正

式出版

‧ 10月30日，新版《簡明中國史》送審

‧ 11月24日夜，飛杭州，參加中外關係史學會第七屆年會暨中

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國際研討會（11月25－28日），會

見學人謝方、耿昇、夏應元、黃時鑒、孫光圻、張西平、任

大援、閻純德、包偉民、龔纓晏、計翔翔、柴劍虹、莫小也

等；25日，上午開幕，下午與友人泛舟西子湖，晚上參加學

術沙龍；26日，與郭強、高淑芬、方鳴、叢曉眉、班果作“六

合行”，到寧波及奉化溪口，夜宿沈家門；27日，清晨舟渡至

普陀山，下午經寧波回杭城，“六合子”決定合作出版圖

書，初定首為“男女關係史系列”六冊，是夜聚於西子湖畔的

樓外樓商量此事（後未果）；28日，上午繼續開會，下午至紹

興，先在咸亨酒店吃茴香豆，旋參觀沈園、重讀《釵頭鳳》，

遊東湖後返回杭城；29日，上午與友人同遊六和塔、蘇堤、

花港觀魚、虎跑寺、靈隱寺，暢敘平生；30日，回港

‧ 12月1日，深夜完成“男女關係史系列”出版要略，於次日凌晨

2時許寄出（旋暫停）

‧ 12月，忙於《探索世界史》第三冊的送審

1999年　己卯

‧ 2月7日－12日，與陳惠瓊等赴台北參觀國際書展

‧ 2月28日，至尖沙咀新世界中心參加廈門大學等閩、廣數校新

春團拜

‧ 3月10日－12日，與陳惠瓊、鍾穎怡、梁俊鏵、蔡焯明等共同

製作中國史教學軟片，以參加研討會；連續50小時（3日2夜）

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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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上午到威靈頓中學參加本公司主辦的中國史新課程

及香港史教學研討會，有香港大學許振興、李培德及梁炳

華、梁永傑等學友為主講嘉賓（六年前同社同仁同月同日同地

同校同科同會）

‧ 3月，編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方冷戰大事簡記〉

‧ 5月26日，決定至美亞教育資訊出版有限公司擔任文藝復興

社、中華萬年網的總編輯

‧ 6月4日，六時下班後陸治垣、馮韻、周楚強、林燕霞、張嘉

慧、蘇秀雲、曾佩兒、陳錦輝、陳惠瓊、鍾穎怡、郭鳳媚、

張家儀、林佩欣、何景棟等齡記十四位編輯於灣仔皇悅酒店

晚宴送別，至九時方散；10日，因辦理先尊喪事與姐孟瓊、

弟家春返回泉州

‧ 6月14日，傍晚由泉州返港，旋至城市花園酒店，與美亞文藝

復興社同仁共商未來要事

‧ 6月15日，正式至美亞文藝復興社、中華萬年網有限公司履

新，任副總裁兼總編輯，下午參加高層決策會議。該網總裁

為李國興，首席副總裁唐慶枝，副總裁尚有陳國新、羅國

樑、楊克林、黃志雄，其他公司高層領導包括張恭泰、周其

良、蔡梓楠（後有滕達、劉祥南、王庚舒、李為民、吳甘霖、

林偉倫、蕭公儀、丘凱怡等）。在美亞集團服務的同事包括

IT部門的朱麗英、盧佩盈、謝偉保、郭竟懷、黎家文、湯輝

龍，以及陳潔心、余秀君、鄭欣焮、林景沛、黃美紅、羅秀

玲、楊青枝、楊國娟、林雲華、羅秀麗等等

‧ 6月16日，全日忙於召見助理編輯應徵者；21日，清晨暴風雨

襲港，楊漢群、蕭美蓮、梁麗華等三人上班，美亞文藝復興

社－中華萬年網編輯部正式組成（後蕭、梁二人另有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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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日，赴北京出差，入住東郊呼家樓的京廣新世界飯店，

下午與謝方、高淑芬、呂大吉等學友會商為萬年網撰稿事

宜；13日，上午會見宗教所卓新平所長，下午會見考古所作

者殷瑋璋教授，晚上六合五子在金都假日酒店團聚；14日，

白天至中央民族大學會見邵獻書、陳梧桐等老友，並演示萬

年網樣碟；15日，上午會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單基夫社長、

民族團結社鐵木爾社長，下午會見近代史所張海鵬所長及藏

學出版社作者周源等；16日，上午會見陳高華、夏應元、耿

昇、萬明、謝方等學友，下午會見歷史所陳祖武所長；18

日，下午４時返港

‧ 8月2日，上午陳惠瓊、蘇秀雲來萬年網履新（鍾穎怡下週ㄧ

來），中華萬年網編輯部擴大（後請伊珍妮、韋傑夫、黃德偉

等教授協助審訂英文版；編輯部增加何仲濂、許燕華等）

‧ 8月26日，中華萬年網總顧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來公

司視察，並為中華萬年網題詞

‧ 8月27日－30日，赴深圳，與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史式教授

會面，並詳談合作事宜

‧９月，福建泉州市政協《泉州鯉城文史資料》第十七輯（港澳台

僑人物專輯），發表學友林興中、廖淵泉〈默默耕耘 著作等

身─記旅港史學家陳佳榮〉

‧ 10月6日－7日，到香港中文大學出席“現代中國之文化資源、

企業與社會”研討會，並演示“中華萬年網”樣版，與郭少棠、

馬立民、彭立勳、花建、姜義華、朱育和、劉桂生、鄭會

欣、余莉莎、鄒重華、董群、楊靜等學人會面

‧ 10月16日－18日，與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沈建華經廣州赴肇

慶，和南來的謝方兄會面，於一九九九年10月17日（己卯年九

月初九日九時）同登鼎湖山，夜九時共賞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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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31日，赴深圳校對為先師編輯的《韓振華選集》第

一卷，至31日下午4時方完（該書將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出版，新華彩印出版社趙懷酬先生承印），旋即由蛇口坐船至

珠海

‧ 11月1日，在珠海度假村參加“澳門的歷史與發展”學術討論

會，與鄧開頌、陸曉敏、劉蜀永、湯開建、霍啟昌等等學友

會面，並在大會上展示中華萬年網範版；次日返回香港

‧ 11月8日，下午在銅鑼灣時代廣場13樓舉行中華萬年網啟播記

者招待會，旋於2樓開始亮燈啟播

‧ 11月18日－21日，赴京出差籌稿，與謝方、高淑芬及王小

甫、許淵沖等學者會面

‧ 11月26日，與陳惠瓊、楊漢群等赴廈門，參加11月28日－12

月１日舉行的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八屆年會暨“海外漢學及中國

與東南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址設於廈門大學國際

學術交流中心。會前，與謝德恩、吳業地、楊仁敬等中學同窗

會面；28日，上午學術會議開幕，在會上代表中華萬年網總

裁李國興先生講話，同時舉行《韓振華選集》第一卷首發式，

由師母韓丘漣痕致詞。會見了程裕禎、崔永華、耿昇、萬

明、莊國土、李金明、廖大珂、聶德寧、周寧、李國樑、許

在全、謝方、黃時鑒、張西平、任大援、閻純德、周偉洲、

王繼光、湯開建、張國剛、李國強、郭強、高淑芬、盧明

輝、李燁、黃卓越、王楠、李明、吳伯婭、高智瑜、康志

杰、李德龍、尚衍斌、孫若怡諸學友；29日，上午向與會代表

展示中華萬年網，下午拜會學長翁心橋、林金聲，與曾仲

華、雷錫英、倪桂芳、胡惟弘、王麗蓮、薛翹等大學同窗相

聚，夜晚舉行學術沙龍，同學友聯歡；30日，清晨普陀六合子

三友同遊南普陀，下午會議閉幕，在會上講話；夜晚，中華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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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網同事與特約主編謝方、高淑芬至閩南大廈會商編輯事務

‧ 12月1日，和與會代表赴泉州參觀，同友人參觀東嶽山、承天

寺、天后宮、洛陽橋，後回廈門；次日，由廈回港

‧ 12月7日，中華萬年網總顧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來公

司視察並講話

‧ 12月29日，與陳惠瓊、蘇秀雲、鍾穎怡等飛京，參加學術研

討會，會見作者張良仁、殷瑋璋、曹淑琴等教授；30日，中

華萬年網同事與特約主編謝方、高淑芬等至昌平區小湯山九

華山莊報到，參加“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見中

華萬年網顧問金沖及、彭明、張海鵬、李文海、龔書鐸及學

友徐輝琪、劉紅、黃春生、徐秀麗、聞黎明、劉志琴、沈學

明、魯振祥、楊天石、朱東安、虞和平、朱宗震、邵銘煌、

謝國興、李培德等等；31日會議正式開幕，當夜與學友共度

1999年除夕，迎接2000年元旦

2000年　庚辰

‧１月１日，下午集體參觀中華世紀壇，晚上六合子之五子在

西苑聚會；２日，下午向與會代表展示萬年網，晚上代表公

司宴請全體代表；９日，離京返港

‧ 2月15日－3月19日，赴京出差，組稿、審稿及買稿，會見學

友邵獻書、呂大吉、牟鍾鑒、陳梧桐、陳連開、陳燮章、蘇

雙碧、鄭仲兵、陳高華、耿昇、王曾瑜、榮新江、丘進、宋

承憲、孫啟祐、劉秉江、張公瑾、陳炎、陳玉龍、葉奕良、

李玉潔、李書成、陳翠年、謝方、曾貽芬、韓志遠、唐曉

峰、陳爽、周源、廉湘民、伍昆明、徐方賦等等，向總顧問

季羨林教授等等展示萬年網

‧ 3月19日，離京返港。次日至公司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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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月，在京撰寫〈文化水─文化園提綱〉

‧ 4月3日－5月23日，再次赴京出差，與三十多文化機構訂約，

會見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單基夫，副總編輯龔

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謝壽光；故宮博物

院：副院長朱誠如；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孔祥星、朱鳳

瀚，館刊主編王冠英；國家檔案館：《中國檔案報》總編輯段

東升；中央文獻研究室：《黨的文獻》原主編沈學明，副主編

馬雲飛；國家圖書館：業務處長汪東波，《文獻》主編王菡，

出版社社長郭又陵、副社長趙海明；《歷史研究》社：總編輯

李新達，副總編輯張亦工；《近代史研究》社：主編曾業英，

副主編黃春生；《中國史研究》社：編輯室主任張彤；《中國史

研究動態》社：主編陳高華；《中國社會科學》社：總編輯李新

達，副總編輯秦毅；《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社：總編輯秦毅；

《抗日戰爭研究》社：執行主編榮維木；《北京大學學報》社：

主編龍協濤；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文定、對外合作

部主任張冰；《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主編林邦鈞；《中國畫

報》社：副主編曾湘敏；《人民中國》社：副社長王眾一、于明

新；《今日中國》社：總編輯黃祖安；《北京周報》社：總編輯

林良旗；外文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孫海玉；朝華出版

社：社長姜成安；等等

‧ 4月14－17日，自北京至大連，渡海至威海、成山角、煙台、

蓬萊、龍口

‧ 4月18日，與學友趙華富及中華萬年網特約主編高淑芬等在山

東龍口出席第二屆徐福故里文化節暨經貿洽談會；19日經濟

南至泰安，20日晨登泰山

‧ 4月21－23日，與高淑芬赴鄭州、開封推廣中華萬年網。在鄭

州大學訪學友戴可來、于向東等教授，蒙校長曹策問、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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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孫新雷等接見，同歷史系研究生座談；24日，由豫返京。

不久，會見“文化園”作者宋月紅、徐付群、包茂宏等

‧ 5月23日，結束長達兩個多月的北上公務，由京返港

‧ 7月14日下午，至香港大會堂展覽廳，參觀卓可風、卓朱慧

敏、岑建章及三女陳芳等參與策劃、編製的“中國：生態．文

化”展覽

‧ 7月下旬，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採訪；與總編輯劉泰山先生

暢談學林趣事及心路歷程

‧ 8月4日，由香港至深圳乘機，經長沙機場抵甘肅蘭州市，入

住金城賓館，參加5日－9日在蘭州舉行的中外關係史學會第

九屆年會暨“中國2000絲綢之路與西北少數民族”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見了王繼光、周偉洲、楊建新、王堯、馬大正、李

國強、厲聲、劉戈、宋峴、烏雲高娃、康志杰、賈寧、樊明

方、許序雅、鄭炳林、張文俊、趙學東、金雲峰、李榮珍、

汪小軍、劉夏蓓、徐曉麗、孫若怡、李明偉、吳溢球、陳文

源、柏峰、曾憲志、林華、賀聖達、莊國土、吳水澎、鄭學

檬、韓昇、李一平、馬強、馬建春、尹偉先、才讓等等學友

‧ 8月9日－14日，赴北京住五洲大酒店，與“文化園”的作者聯絡

‧ 8月14日，由北京，飛雲南昆明，入住佳華酒店；次日參觀世

界園藝博覽園，當日及在滇期間多次與舊同事汪寧生教授會

面，並蒙雲南教育出版社社長何學惠及甘宏躍、劉澗和雲南

大學副校長林超民等盛情接待

‧ 8月17日－21日，參加雲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設第二次高級研討

會暨雲南文化產業展覽洽談會，與雲南省民委、雲南大學、

雲南教育出版社、雲南民族出版社簽訂《雲南民族文化總覽》

合作協議書。其間並向雲南教育出版社及各地出版社編輯講

述編輯體會，演示中華萬年網；拜會原涼山彝族領導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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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會見周秉德、方全林、楊承志、倪鶴琴、俞新天、鄒啟

宇、潘乃谷、李鵬程、郝時遠、馮宗璞、許淵沖、王銘銘、

章建剛、張世英、亞娜、段金錄等文教宣傳界友人；與原民

院學生王達人重逢，聽其介紹白正順、伍庭儒等其他雲貴同

學的近況

‧ 9月1日，被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聘為客座研究員

‧ 11月27日，由深圳至廣東江門市五邑大學報到，參加28日－

30日舉行的紀念陳垣教授誕辰120週年學術研討會。其間參觀

明清以降賢哲陳白沙、梁啟超、陳垣故居，與邱樹森、湯開

建、張其凡、張永安、陳文源、趙利峰、吳溢球、陳實、柏

峰、陳智超、曾慶瑛、鄧瑞全、張曉敏、鄒重華、段玉明、

黃曉㶴、劉月蓮、劉興邦等等學友會面

‧ 11月30日，由江門至廣州，當晚至暨南大學見邱樹森、湯開

建、林廣志等，又到湯開建學友家，與田映霞、陳文源、林

廣志、馬明達等聚會。次日會見學友楊式挺教授

‧ 12月13日，隨港臺星馬工商界人士訪問團赴北京，入住凱迪

克酒店，結識林志滔、林世榮、鄭群、鍾蘊晴、林龍安、陳

鏗、黃鴻儒、陳紹莊、陳昌裕、施子清、陳金烈、曾文仲、

潘以和、潘邦松諸友；14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建中央

主席成思危接見；15日，赴天津開發區參觀，晚上出席全國

政協招待宴會；16日，下午在政協禮堂出席中國民主建國會

成立55週年紀念大會，晚上民建中央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宴

會；21日，是日冬至（63歲生日），學友送行，由北京回港

‧ 12月29日，在美亞集團及中華萬年網服務的最後一日（今後仍

兼中華萬年網總編輯）

（20世紀至此終結）

（21世紀自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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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禧年、新世紀、新年伊始

2001年 辛巳

‧ 1月2日，重返齡記書業集團履新，出任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麒麟書業有限公司出版總監兼總編輯

‧ 1月8日，到中環麗嘉酒店B3宴會廳，出席“文匯報絲綢珍藏

版”首映式

‧ 1月15日夜，與區錦榮、陸治垣、楊漢群、袁恩樂、黃永鴻一

起，同中國語文作者郭俊沂、馮樹勳、李貴生、吳智光、杜

志強、王仁傑、胡志偉、梁寶琛等先生會面（主編為何沛雄教

授，編輯後為楊漢群、劉震華、李雲開、莊文欣等）

‧ 1月18日，晚至金鐘太古廣場港麗酒店，參加美亞集團春茗

‧ 1月31日，出差臺北，當晚住凱悅酒店

‧ 2月1日－6日，與劉福星、林燕霞等參加第九屆台北國際書

展。其間由劉慧莊等安排，曾參觀遠流、PC-HOME、博克

來等網站；與友人王人美等至萬華寺、圓山飯店、亞太俱樂

部等處觀光

‧ 2月5日，至汐止市，與協和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明澤、供銷經理王國名等先生談判合作事宜

‧ 3月28日，晚，到尖沙咀麗晶酒店，出席美亞電視有線頻道的

開通儀式

‧ ３月30日，晚，與學長邱奕鎬、莊錦清到中環中銀俱樂部參

加廈門大學校友會紀念母校誕辰80週年的活動

‧ 3月31日，中午12：20由港飛赴廈門，入住鷺江賓館；旋重游

鼓浪嶼、新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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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廈門大學出版社為紀念母校誕辰80週年，出版《南強之

光─廈門大學知名校友傳略》，內歷史系欄下收“陳佳榮”條

‧ 4月1日－3日，由廈門市回泉州，住湖心酒店。3日入住廈門

湖里開發區

‧4月4日，至鷺江大學酒店報到，與歷史系1954-1958級同學共

慶母校廈門大學80週年校慶，和曾仲華、李強、包定環、張

一儀、陳文華等重逢，晚至台灣研究所會議室暢談數十年的

同窗之情；5日，上午在廈門大學參觀新校舍，於舊居芙蓉第

二119-126室流連，晚上在東海大酒店與同窗會餐聯歡，大家

對酒引吭高歌，同窗之誼達致極點

‧ 4月6日，上午九時正，在廈門大學建南大禮堂，參加慶祝廈

門大學建校八十週年大會；中午，於芙蓉第二後面的芙蓉十

二餐廳，由學校招待返校校友自助餐，與運動場老友蔡清

志、包景琰等重逢；下午三時，到新建圖書館一樓參加歷史

系組織的校友座談會；晚六時，在廈大招待所新豐園二樓，

由本班同學招待老師

‧ 4月7日，同學們紛紛離校，行前共同表示：綠水青山，友誼

長存，就此別過，後會有期。下午3-5時，在廈門大學嘉庚樓

群五號201室，向歷史系學生講《以互聯網弘揚中華文化》，並

作答辯。同時會見母系現負責人鄭振滿、林金枝、王旭、王

日根、戴一峰、連心豪諸教授及田蘇晶、朱慶福等學友

‧ 4月13－16日，赴深圳、東筦、虎門（太平鎮）、順德市（大良

鎮）游覽

‧ 5月4－12日，協助校訂〈天后信俗在香港的傳播及其對海外的

影響〉論文。12日並曾通宵至次日清晨5時半，以便印出

‧ 5月13－14日，與陳燕至廣州，會見湯開建、邱樹森、張其

凡、吳溢球、陳文源、趙利峰等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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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同窗兼合作者莊澤義在港辭世，不勝悲悼，9日與同

學黃哲貞、黃世報參加弔唁　

‧ 8月，與陸啟明、陳錦輝等合編的《簡明中國史》第四至五冊新

版（有郭達亮、曾維雄等參加編輯）由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9月，全公司決定投入“世紀第一戰”，將於此年11月底及次年

2月底，分別編輯語文、數學、地圖、中國史、世界史等46本

教科書，在送審同時並出版樣書。自己除負責校閱中文、中

史外，尚須編寫世界史三冊（由10月初至11月底，每天須完成

一章的寫作）

‧ 10月27日，在完成世界史第三冊、第一冊的寫作後，先飛昆

明，準備參加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成立20周年慶典。自1981

年參與創會以來，自己對該會情有獨鍾，成了每會必與的“十

朝元老”

‧ 10月28日─11月2日，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北方、

南方和海上絲綢之路比較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昆明舉行。10月

29日上午，在開幕式發表〈陸海空之外的新絲綢之路─互聯

網〉。與會者有20年前在廈門大學參加創會的老會員謝方、紀

大椿、葛鳳花、陳佳榮、李金明，及文林舊雨：耿昇，萬

明，吳士英，宋峴，高淑芬，陸平陽，湯開建，陳文源，鄧

開頌，陸曉敏，黃啟臣，陳柏堅，李國強，馬大正，李燁，

吳伯婭，烏雲高娃，姬平，紀宗安，李方，余三樂，吳建

雍，孫若怡，袁清，黃曉峰，劉月蓮，吳志良，徐文堪，石

源華，朱亞非，張國剛，計翔翔，鮮于浩，賀聖達，尚衍

斌，劉戈，樊明方，李明偉，韋慶遠，吳兵，陳學文，李範

文，劉志東，王川等；學界新朋：安才旦，張雲，彭清深，

詹天庠，何耀華，楊福泉，郭家驥，方鐵，葉瑞昕，李木

妙，藍琪，王清華，司徒尚紀，葉顯恩，張廷茂，黃明同，

王頲，章深，馬一虹，閻芳，史海青，王元林，王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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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坤，張文德，章采烈，孫振玉，姚繼德，周昭，林文勳，

柳若梅，馬德，洛禮多（Rui Zourido）等。在春城期間，會見

老友汪寧生及雲南人民出版社負責人，參觀石林、世界園藝

博覽園

‧ 11月1日，下午，舉行閉幕式，及中外關係史學會成立20周年

紀念並改選學會新理事會的活動。經66人投票，選出新的理

事88人（最高票數65）。新理事會立即開會討論，選舉常務理

事，包括會長耿昇，副會長張西平、張國剛、厲聲、周偉

洲、莊國土、石源華、賀聖達、紀宗安、鄧開頌、郁龍余、

吳志良，秘書長萬明，副秘書長多人，及名譽會長陳佳榮、

曲德林、林顯利等。會上並任命本會的學術委員會，以謝

方、黃時鑒為主任，包括蔡鴻生、邱樹森、馬大正、陳德

芝、夏應元等。

‧ 11月2日，與學友南下至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景洪、 養、

倫諸地參觀，數度步入原始森林、熱帶雨林。4日返港

‧ 11月30日，全公司完成25種書籍送審

‧ 本年，全力投入新送審教科書、參考教材及多媒體教具等的

編輯出版工作。曾於7月、12月，先後兩次與區錦榮、黎

偉權、黃永鴻、姚海珊、莊文欣等同事赴廈門思明軟件園，

同廈門柏科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的滕達、劉祥南、黃基鵬、吳

珊林、邵勇為、彭雪冬、葉文廣、陳李健、王靖岳、叢艷芬

等，洽商多媒體教具的編製業務。

2002年  壬午

‧ 2月28日，全公司再有21種教材送審

‧ 3月1日-17日，為編製多媒體及建立網站事，再赴廈門思明軟

件園，完成了《中華文化網》全部細目的編撰工作。其間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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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科資訊科技公司的滕達、劉祥南、吳珊林等經常磋商外，

會見了廈門大學同窗曾仲華與鄧惠真伉儷、倪桂芳與胡惟弘

伉儷及王麗蓮、雷錫英、薛翹等；復於2-3日，與中學同窗謝

德恩由集美返泉，見到其闊別十多年由美返鄉探親的外甥女

黃蓉蓉，並會兄、妹兩家及至雙親陵前掃祭

‧ 4月10日-19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丹增、高淑芬、李劍雄

等由京、深來港考察、編書，彼此商談合作事宜

‧ 5月23日，與楊漢群赴北京，入住北京展覽館賓館，並參加次

日的“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開幕式。自23至28日在京

期間，會見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社長田勝立及阿去

克、龔莉、李文、武丹、蔣麗君、劉海英等；中國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的謝壽光、仇揚等；中國藏學出版社的高淑芬、

安才旦、李劍雄；中國地圖出版社的陸用森等；雲南教育出

版社的甘宏躍、韓永前，及雲南民族出版社的李安泰等；湖

北人民出版社的王荊；並至民族大學與舊同事邵獻書、陳連

開、徐萬邦、陳暋、邵方、李定才、李鳳山、韓戰平、王素

色、莫俊卿、李清和等聚會

‧ 5月28日-6月2日，與楊漢群到上海，會見了通利達廣告有限

公司的楊克林、曹紅，及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王敏等；

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社長王岳及楊寶林、許仲毅等。與上海古

籍出版社的張曉敏、范嘉和學友謝方、韓昇、王頲及李曉菲

等等聚會。另又見到堂姐、弟孟霞、家海、家禕等及其家人

‧ 7月17日-21日香港圖書展覽期間，會見了深圳書城的陳建

文、劉丹等等；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龔莉、阿去克、梁

雲福、張高里等。20日中午，與區錦榮先生會見了上海辭書

出版社社長李偉國及編輯余嵐，雙方簽訂了關於《小小辭書

架》的版權轉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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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由深圳飛抵西安，次日赴寶雞市，入住渭水南岸的頤

和酒店，參加11-16日由中國漢民族研究會等主辦的“炎帝與

漢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見了舊友陳連開伉儷、杜榮坤與

白翠琴伉儷、黃盛璋、李筱文、徐曉望；結識了楊荊楚、連

振國與莊若婉伉儷、龐進、高明潭、黃英湖、茆永福、邸永

君、邢永川、張立真、馮月菊、張豈之、魯諄、鄒衡、石興

邦、邢蒂蒂、許啟賢、高春花、張正明、宣兆琦、陳先樞、

劉芳、田兆元、葛文華、黃華珍、李景芳、何志虎、郭展

禮、陳子華、楊昶、葛志毅、黎之江、徐日輝、畢躍光、姜

竹、張序民、陳遵沂、陳伯強、梁中效、董承耕、辛怡華、

常巧章、許竟成、彭曦、王建輝、周少南、蘇洪濟、何曉

芳、王志民、鄭茜、何龍群、李紹連、霍彥儒、王宏波等

等。在會上曾主持大會發言，並就〈由炎、黃二帝論及中華民

族形成問題〉發表己見。16日-19日，重返西安。前後在西安

會見了大哥嫂、姪小星一家及學友高淑芬等。會議期間，參

觀了炎帝陵、炎帝祠、北首嶺新石器遺址、青銅博物館、周

原遺址及法門寺；後又參觀了始皇陵及兵馬俑坑、西嶽華

山、阿房宮、黃帝陵等

‧ 8月22日，與區錦榮先生及劉福星、郭鳳媚等同事至深圳，與

書城電子公司的李伏林、劉丹等，洽商Great Stories in Easy

English（GSEE，即世界名著英語“讀易通”系列） 部分書籍及

對方《十萬個為甚麼》電子光盤版權交換和其他合作事宜

‧ 同月26日，與區錦榮先生至廣州景星酒店，和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謝壽光、陳海力會談GSEE部分書籍版權轉讓事宜

‧ 同月底，陳漢森、陳錦輝、陳佳榮《探索中國史》1-3冊（郭達

亮、曾維雄、吳黎純參加編輯） 及張嘉慧、陳佳榮《漫遊世界

史》1-3冊（陳雁明、陳運娣、姚海珊、張浣鈞、李雲開參加編

輯） 等書出版。排版、設計、多媒體及網站製作方面，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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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偉權、申惠如、麥煒華、歐陽月娥、袁恩樂、黃少婉、黃

立茵、張珮瑜、李仲元、馮國威、曾衛和、莊文欣等等參與

‧ 9月7日，在深圳富臨酒店，與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王沂會商

Interactive English編輯問題。同時結識了北京的張連仲教授

‧ 同月12日，與區錦榮、劉福星先生赴深圳，與深圳書城的李

伏林、劉丹、陳建文等會談合作事宜

‧ 同月18日-22日，由深圳經廈門至泉州，入住航空酒店，參加

“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友中的舊

雨、新朋有﹕許在全、陳高華、王連茂、楊式挺、廖淵泉、

席龍飛、杜瑜、葉文程、李金明、廖大珂、連心豪、楊國

禎、陳延杭、徐曉望、周中堅、林金水、陳鵬鵬、李玉昆、

丁毓玲、葉恩典、陳麗華、李國清、陳達生、陳自強、吳瀛

洲、高明潭、鄭炳山、黃天柱、鄭煥章、吳幼雄、黃炳元、

傅圓圓；黃展岳、胡裕生、施舟人、袁冰凌、魏啟宇、郭志

超、李少園、施存龍、施宣圓、胡滄澤、汪征魯、陳培坤、

劉浩然、吳喬生、吳鴻麗、劉新慧、陳榮芳、張鈞魯、張小

頤、吳文輝、謝蓉青等等。在開幕式（21日） 上作了題為〈刺

桐成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啟示〉之講話，後主持一節大會發

言；在閉幕式上與其餘十三人被聘為中國航海學會、泉州人

民政府的“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究高級顧問，並接受

市領導施永康、何團經所頒聘書（此事於9月23日《泉州晚報》

公佈）。會議前，在集美會見中學同窗謝德恩、吳業地；會議

間，參觀石獅市的萬壽塔（姑嫂塔、關鎖塔） 、六勝塔（石湖

塔）及草庵明教寺遺址；與同窗傅婷婷及張光鐵伉儷、楊式雄

伉儷、陳清標等會面，9月19日“走車觀景”﹕刺桐大橋，泉州

大橋，順濟新橋，新浮橋，清源山麓及西湖、東湖

‧ 同月25日，與區錦榮、黃建國、劉福星在港接待深圳新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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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陳錦濤、廖作為、李伏林、劉丹等，雙方簽署版權互換

的正式協議

‧ 同月30日，與黎偉權、馮國威、曾衛和、滕達及區錦榮先生

至深圳書城，與廖作為、舒展、孔成方、李伏林、劉丹等會

談網上合作售書及共同開發幼兒英語教材問題

‧ 10月3日傍晚7時，與學長蘇耀明、莊錦清等隨泉州五中香港

校友會母校百年華誕慶賀團，乘車經深圳回泉州，次日清晨

抵達，入住華僑酒店。5日上午參加校慶100週年大典，中午

聚餐，見到闊別數十年的學長謝新民、余景仁等；下午省立

晉江一中（原省晉中，現泉五中） 高中19組（1952-1954）同窗

假悅來酒店，舉行紀念校慶100年及入學50年茶話會及謝師晚

宴；晚飯後，又至金泉酒店聯歡。6日上午，集體遊覽故鄉新

貌，然後經廈門、深圳回港。此番同窗相聚者計有張光鐵、

楊式雄、傅婷婷、王曼絲、吳業地、謝德恩、劉添才、陳玉

瓊、謝秀美、黃雙喜、楊仁敬、蔡英傑、徐敬祥、鄭漢章、

陳清標、蔡由哉、蔡友來、蔡炯煌、蘇德福、張守真、黃振

作、丁摩西等；會見的老師有王西木、陳祥耀、歐陽禕、郭

卓群與吳宛英伉儷、趙昭 及張一谷等

‧ 同月18日-22日，由深圳經廈門再赴家鄉，入住泉州酒店，參

加“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互動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泉州”學術

研討會。在集美再見中學同窗吳業地、謝德恩，在泉州再見

大學同窗林興中，中學同窗楊式雄、傅婷婷、張光鐵及老師

陳祥耀。會議期間，與眾多學友重逢﹕李弘祺，陳高華、張

家敏伉儷，宋峴，何秉孟，盧曉衡，謝壽光，楊群，張西

平，陳延杭，李玉昆，王連茂，陳達生，丁毓玲，葉恩典，

朱學群，李冀平，許在全，李少園，王銘銘，王耀華，汝

信，施永康，何團經，傅圓圓；新結識的學友則有﹕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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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黃俊傑，江顯新，李存山，郭連友，彭林，劉一虹，李

甦平，古偉瀛，李明輝，謝重光，陳少牧，陳桂炳，吳翠

蓉，戴泉明，鄭國權，羅志田，桑兵，黃克武，嚴紹璗，甘

懷真，李雪瑩，葉亞薇，林少川，劉海峰，王勇，王緋，李

敏，何成軒，劉峰，高明士，張昆將，洪澤生等等。會議結

束後，於22日上午與學友爬九日山，以補重陽登高之願約；

下午再至石獅市重遊

‧ 同月23日-25日，與楊式雄、傅婷婷至福州，觀摩第十三屆全

國書市；曾至鼓山湧泉寺、西湖等遊覽，數度來回閩江之濱

‧ 11月29日夜至30日凌晨，時近歲杪，在屆臨65周歲之際由港

赴深。雖然早過“知命”之年，唯值此“生死”一線間，方更領

會“平安是福”。11月30日下午至深圳大學報到，準備參加中

外關係史學會的第十一次年會

‧ 12月1-2日，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與深圳大學留學生教學部聯

袂舉辦的“中國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史”學術討論會舉行。在

會上作了開幕後的首席發言，及閉幕時的總結講話；與眾多

舊雨新朋會面︰耿昇、謝方、紀大椿、郁龍余、烏雲高娃、

馬一虹、黃陵渝、高淑芬、叢曉眉、狄玉明、常紹民、柳若

梅、黃卓越、李憑、王一丹、任萬平、曹江紅、江若菊、施

存龍、孫泓、李強、劉戈、孫振玉、孫林、董莉英、閻國

棟、尚衍斌、于向東、張銳、陳尚勝、朱亞非、譚世寶、李

木妙、吳志良、袁清、鄒振環、張曉敏、戚印平、王心喜、

龔纓晏、樂承耀、冷東、王元林、張廷茂、柏峰、趙殿紅、

彭蕙、田渝、俞雲平、陳潮、張澤洪、董本健。會後於2日夜

偕學友赴廣州，遊中山（國父故居）、珠海，4日由深返港

‧ 12月，南洋學會《南洋學報》五十六卷刊登〈康泰、朱應首使扶

南之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