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中山 蔣中正 宋美齡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緣起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一直

是世界各國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今年

適逢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當年參戰各國

對此都有盛大的紀念活動。然而，在整

個二戰史的研究天平中，相較於歐洲戰

場或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向來沒有得

到相應的重視，對於中國戰場的研究，

始終侷限在海峽兩岸及少數歐美、日本

學者的研究圈內，也甚少有研究者將中

國戰場放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視角的

大格局下，審視中國戰場所扮演的角色

與位置。

此外，2015年除了是抗戰勝利七十

週年，也是中華民族深具里程碑意義的

一年，這一年結合了六個重大週年紀

念：1.興中會創立120週年；2.同盟會成

立110年；3.孫中山先生逝世90週年；

4.抗戰勝利70週年；5.臺灣光復70週年；

6.蔣中正先生逝世40週年。這六個重大

紀念日都與孫中山及蔣中正先生息息相

關，而兩位領袖的經歷及影響，顯示近

代中華民族與世界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

關係。

孫中山及蔣中正先生長期領導中華

民族救亡圖存的奮鬥過程，早已被譜寫

為史詩篇章，相關史著甚豐，但基本架

構很少跳出國別史、區域史或人物史，

當前的史學，以歐美為中心觀的世界史

▓張世瑛

仍是主流，現有的世界史著作中，整個

中華民族史仍然被邊緣化。換言之，近

世的中華民族史仍然沒有得到應得地位

的認知，這不但是中華史學界的缺憾，

也是世界史學界的缺憾。爰是，在2015
年接近倒數的最後時刻，美國聖若望大

學亞洲研究所及華僑協會總會紐約分會

等單位，在11月23-24日，於美國聖若望

大學舉行「世界歷史中的孫中山、蔣中

正與宋美齡國際學術研討會」，聚焦於

國際及宏觀的視野，闡釋孫中山、蔣中

正及宋美齡等近代中國政治巨人，對於

世界的影響及其對世界的貢獻。

主題演講大要
本次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資深外

交官、兩蔣傳記的知名作者，現為哈佛

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Hon. 
Jay Taylor)，擔任主題演講。陶氏的演

講聚焦於蔣中正的一生評價，立基於新

開放的蔣中正日記與美國的檔案史料，

強調以當時中國居於絕對劣勢的國際地

位，在與列強周旋時，蔣能在一定程度

下作到維護國家尊嚴與利益，可說是一

位傑出的大戰略家。以他手上極其有限

的資源與籌碼觀之，蔣的視野超越同時

代的大國領袖，在他的一生中，先後與

蘇俄、日本、中共與美國等強大對手交

鋒。陶涵指出不論是抗戰時期下令黃河

決堤，不惜犧牲眾多百姓身家性命以抵

「他（梁）那汾陽路的豪宅不知被軍

統抄過多少遍了，他最為珍愛的『宋

三十三名賢墨跡』已成為戴笠的戰利

品，其他文物書籍均已星散。」

梁鴻志伏法後一個月，上海高等法

院接獲檢舉而搜查這批國寶級文物的下

落，結果僅獲得一些普通文物，珍藏已

不知下落。不論「三十三宋齋」的珍藏

最後落於何處，朱樸顯未得到，他雖如

沈鵬年所言，行跡固啟人疑竇，但其動

機是否果真如此卑劣，亦難定論。

晚歲遷香港，經營古字畫
朱樸結束《古今》後，即舉家遷

至北平，1947年又遷往香港，靠買賣書

畫維生，對文物的評鑑，在古字畫收藏

圈中亦享盛名，有「名家」之稱，著有

《省齋讀畫記》、《書畫隨筆》、《海

外所見名畫錄》、《畫人畫事》、《藝

苑談往》等五本專著。

1970年12月9日因心臟病死於香港。

一說他是由大陸走私齊白石的畫至香港

時，被中共邊防人員查獲，受驚過度而

嚇死。

朱樸晚年曾和張大千交惡，有不少

攻擊大千居士的文字流出，但這又是另

一段故事了，和本文無關。（作者為本

會會員）

訂正：上期「之六」周佛海《往矣集》

誤植為《往已集》，謹此訂正，並向讀

者致歉。

舊金山灣區分會2016新春慰耆老

2016年農曆春節期間，北加州華

僑會舘執行長吳毓苹偕同華僑協會總會

舊金山灣區分會長吳睦野及前分會長周

燕春組成十五人的愛心關懷團，探訪慰

問舊金山灣區美國耆英服務中心。團員

們提供了十個多彩多姿的節目，含中西

不同特色的歌唱及舞蹈，也象徵十全十

美地祝福。退休山莊的美國主任萊茉女

士及華裔梁經理特別致贈感謝狀給慰問

團。

節目由吳睦野用中英雙語主持，由

周燕春帶領演出「金猴賀新年」掀開序

幕，接續是吳毓苹、朱兆珍與童若茵載

歌載舞，演唱懷念國語老歌，丁正演唱

拉丁及英文老歌，另外有舞蹈表演：幸

福山歌、美麗的姑娘、趣味的水兵舞、

爵士舞、廣場舞等。最後是團體大合

唱，全體團員人人手持各式吉祥賀詞，

在恭禧、恭禧聲中結束此次愛心慰問活

動。（編輯室）

▲「金猴賀新年」舞蹈團員們與吳毓苹（後排左三）、吳睦野（後排左五）及周燕春（後排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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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且十分具有

說服力。他認為對孫只能用「他人萬

萬不能及的」的四個「自然」來形容，

即「品格自然偉大」、「度量自然寬

宏」、「精神自然專一」、「研究自然

精博」。論文結論中點出今日重看孫中

山的歷史定位，必須回到一個凡人的角

度，才能體會其不平凡之處，孫有不同

面向的諸多爭議，包括有些理想太高

遠，有的政策又太現實，但不容否認

的，孫中山的遺產影響日後中國的數代

人，而且仍在持續之中。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孫

中山的次殖民地想像〉，從知識史的角

度，分析孫中山所提出「次殖民地」的

論說史，闡釋孫創造這個新名詞的思想

脈絡，詮釋孫如何藉由新殖民地的論

述，來表達自己對次中國現實處境及未

來前景的想像。本文的重要學術意義在

於點出在開展孫中山研究的當下，如何

將孫的學說置於原來的歷史脈絡中探

索，進而開啟歷史知識生產活動的反思

與反省。

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近代國

家觀念之興起─以孫中山國家觀為中心

的探討〉，認為近代國家觀的興起對於

引導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具有重大關鍵

意義，孫中山尋求通過革命的途徑，建

立共和政體，孫的理想國家是「民族的

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孫

中山的國家觀在各種變革思潮中脫穎而

出，成為最後支配中國走向的國家觀

念。

蔣中正研究
蔣中正研究則是這次討論會中最多

學者關注的議題，這也符合近年來隨著

蔣中正日記的公開，所興起的一股蔣學

熱潮。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力〈遷台初

期蔣介石對美對日關係的思考，1950-
1952〉，論述退守台灣後的蔣中正，在

重新掌握政權的三年中，作者詳細分析

這段時期蔣日記的內容，認為蔣非常重

視美國對他的態度，內戰的挫敗讓他無

法相信還會支持他，但是國際形勢的轉

變，又使他持一線希望。這段期間蔣還

是因為他認為的美方「毀蔣賣華」言

論，有著不安全感。美雖恢復對華軍經

援助，蔣屢屢拒絕美國干預國軍體制的

建議，也擔心美方人員操縱台灣政局，

對於未能參加舊金山和會，蔣至為憤

怒。蔣介石在日記中紀錄了許多對於外

交問題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個人的關切

重點，以及可能對於外交決策制度的影

響。

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政治大

學人文中心特聘研究李摩西，浙江大學

蔣介石研究中心陳紅民教授分別從〈事

略稿本的繕打出版及電子書與資料庫之

籌建〉及〈回到蔣介石：蔣介石資料數

據庫建設構想〉，介紹海峽兩岸有關彙

集蔣中正史料的數位化資料庫的最新建

置成果。

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趙曉紅

教授〈中日間的認知差異：以1935年底

蔣出任行政院長為例〉，集中論述1935
年底國民黨五全大會政府改組一事，對

於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及其所釋放的親日

措施，日本外務省持疑慮及謹慎態度，

一方面與國府進行親善談判，另一方面

禦日軍，還是大陸兵敗退守台灣後，建

立起一個警察國家，蔣中正都是以國家

利益為最高目標，從大戰略考慮而作出

的「非做不可」的決定。

持平來看蔣的一生，陶氏認為蔣

中正身為一個儒家奉信者與基督教徒，

盡畢生之力維持中國道統，是毋庸置疑

的愛國者，但為保護中國的國家尊嚴與

利益，往往也不惜採用殘忍手段，以人

民慘重傷亡為代價。從國際視野角度觀

之，蔣對國際局勢的前瞻眼光，也高於

同時代的大國領袖如羅斯福、邱吉爾

等，對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成功預

判，連對蔣中正多有抨擊的「親共」國

務院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也高

度讚譽。

論文概要
會議發表論文共計17篇，專門探討

孫中山的論文計4篇、集中探討蔣中正計

7篇，以宋美齡及宋氏家族為主題的論文

計4篇，探討民國時期知識份子與蔣中正

關係計2篇。

孫中山研究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孫中山先生

(1866-1925)─從農民之子到國際性人

物〉，論文開宗明義即點出孫中山長於

貧寒農民之家，以一介農民之子，竟

能成為「首創民國元勳」、「中國及

東亞歷史之一大人物」，究竟是憑藉著

什麼？1905年即追隨孫中山的黨國元

老吳稚暉，即點出孫的身上有一股油然

而生的領袖魅力，吳氏對孫的近身觀

▲本會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博士（第一排左二）主辦此研討會，與會學者專家合照。
▼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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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書達人石景宜百年冥誕
▓劉平衡

石景宜誕生於1916年，廣東新會

人，早期家道小康，1936年考入廣州勷

勤大學經濟系，次年因抗日戰爭為爆發

而輟學，為避戰亂，舉家逃往香港，卻

難逃戰爭的影響，不久父母相繼去世，

一度逃難至澳門，依四哥生活，並做起

藥材跑單幫的生意。

1945年抗戰勝利返回廣州，在上九

路改行做起擺舊書攤。因為經營得法，

次年在文化街文德路租下舖開設「忠誠

書店」做起收購古藉史料為特色的舊書

店，頗為行家顧客的喜愛，建立起聲

譽，生活逐漸安定。

石景宜1950年娶劉紫英為妻，育有

三子一女。1956年政府收歸私產將書店

集體經營，成立合作社，自己脫產成了

職工，因家庭人口多，為了安家的生活

而於1958年申請前往香港謀生。謀職不

成，只得依然做起擺書攤生意，開始時

只是流動攤販，屬於違法，天天與警察

捉迷藏，也曾經連車帶人被扣留過。

擺舊書攤生活
長子漢基因為家貧無力上中學，也

協助舊書攤生意。如此辛苦打拼將近七

年的時間，其中堅苦非三言兩語可以盡

述。1963年，好不容易在旺角租賃到通

菜街63號國榮大樓樓梯間一個小舖位，

掛起「國榮書店」的招牌，經營起舊課

本的生意。因為時局動亂，大家買不起

新課本，舊課本成了搶手貨，生意不

錯。1970年，他們租下國榮大樓隔壁

的雜貨店，改名為「漢榮書店」，正

式經營小學教科書。

經多年奮鬥終於安定下來，喘

一口氣，石景宜萬沒想到此時年已過

半百，長子漢基一面協助書店生意並

自修中學課程，後來考入香港工專學

院讀夜校，最終獲得機械工程高級文

憑。

做教科書生意
不幾年，生意好轉，他們放棄小

學教科書，專做中學教科書並跨入大專

教科書業務。那時候所有大專院校的

教科書都從倫敦購得，書商每年去選

購次年所需要的課本，數量是一定的。

1975年，石景宜派漢基到倫敦，

與書商交涉，因為數量大的話，有更

好的折扣，而且不必年年花旅費前

來，於是漢基一次訂下三年港澳所銷

售的大專院校教科書，並提前運回了

香港。漢基此舉不但向英國出版商顯

示了他們的實力，而且得到不少折

扣。正好那年英國碼頭工人大罷工，

其他書商的書無法起運，而「漢榮書

局」那年成了香港獨家的供應商，預

定三年的教科書即時銷售一空，且名

利雙收。

次年，石景宜被推舉為香港圖書

文具業公會的副監事長，從舊書攤一躍

卻想利用此時蔣在政府中的強勢地位，

通過日本軍在中國華北及華南的壓力，

使蔣徹底就範。由於日本軍部對蔣的不

信任，認為依照中國的現況，一旦日蘇

開戰，國府倒向蘇俄的可能性極大，國

府在本質上難以與日本親善，中日雙方

因認知的差異，未能把握機會，修復彼

此關係，反倒在日本軍部勢力急劇擴張

下，走向了全面戰爭之路。

宋美齡研究
在本次研討會中，在陽剛的男性政

治領袖之外，添了些柔和的女性色彩，

也是抗戰中不可不提的中國女性在國際

中的代表人物，自然非宋美齡莫屬。

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蔣介石日

記中的宋美齡〉，透過抗戰時期的蔣日

記與大量的蔣宋合影的照片相互比對，

重新檢視戰時蔣中正與宋美齡的互動與

聯繫。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柯惠鈴教授〈日

常生活與社會服務：婦女幹部中的蔣夫

人〉，認為戰時蔣夫人已成為社會工作

的領導者，其領導風格與男性權威極為

不同，西方教育與教會背景似乎是蔣夫

人塑造自身領導的重要線索，本文將宋

美齡放入中國女性獨特的社會工作脈絡

中審視，探討二十世紀蔣夫人為首的國

民黨菁英女性，如何創造屬於中國婦女

的社會服務工作形態。

胡適與蔣介石
最後一個主題是民初知識分子與

政治領袖的互動關係，黃金榮〈韓戰爆

發前後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研究〉，認為

韓戰爆發打破了東亞局勢的平衡，也是

1950年初影響蔣介石與胡適關係的轉捩

點。1949年初，蔣勸胡適以私人身分去

美，暗地運作胡適續任駐美大使，旨在

讓胡適服務於他繼續爭取美援的目標，

胡適對蔣雖然失望，但仍存有期待，此

時的臺灣風雨飄搖，胡適無能為力，甚

至以遺民自況。韓戰爆發，胡適視為重

大轉機，連續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撰

述〈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在美國

《外交季刊》發表，在英語世界為蔣介

石公開辯護，另一方面，又向蔣上萬言

書，望其自我檢討，自上而下，在臺灣

實行民主政治，實現胡適「自由中國」

的理想。

李又寧總結
在最後的綜合討論與閉幕式中，會

議主辦人李又寧教授認為這次會議的論

文從政治、外交、軍事、思想文化等多

方面，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三個

國際性政治領袖，也讓一向在世界史中

被邊緣、被消音的近代中國政治人物，

整理出重要的第一步。在二次大戰七十

週年的今日，孫中山與蔣中正領導的中

華民族，在世界範圍下的反法西斯、反

軍國主義戰爭下，損失最大，貢獻最

多，卻也最被忽視。

今年一整年海峽兩岸與世界各地都

在舉辦大型研討會，在這一場接近歲末

壓軸的會議中，李又寧教授強調對於孫

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的歷史定位，仍

因政治角力與意識形態而迷霧重重，隨

著近年來蔣日記的開放與相關史料的解

密，本次會議試圖通過新史料的整理與

刊布，重新梳理這三位民國史上承先啟

後的關鍵人物，相信有助於歷史迷思的

解答與歷史真相的還原。（作者為國史

館編審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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