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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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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宜採用最有效的策略，先舉辦書展，

讓讀者來參觀，展畢後再將展品捐贈給

圖書館或學校。他首次計畫於1977年在

北京展出，結果遇到挫折，他只得從廣

州及廣東下手，結果獲得成功。他並於

1986年夏天，協助臺灣150家出版商在深

圳舉辦書展，獲得空前的成功，銷售達

五十餘萬冊。

三十幾年來，石景宜一直採無償贈書

的策略，迄1994年為止，他向大陸各文教

機構40個單位總共捐贈了40萬冊圖書。

1998年12月，決定再次向全國125所
公共圖書館、20個文教單位以及1,020個
高等院校贈送臺灣版的圖書，高達63萬
冊。他多次來台選購圖書，乃是因為臺

灣的科技書是最先進的，而且比其他地

區廉價。他此舉不但只是圖書的贈送，

而且填空了半世紀大陸的科學新知。

他的義舉獲得北京大學教授團的肯

定，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北大自從創校

以來，總共只有十八人獲此殊榮，可見

對石景宜的肯定。

首次來台捐贈
1989年，筆者服務於國立歷史博物

館，石景宜首次向歷史博物館捐贈了兩

萬餘冊大陸出版的圖書，其中包括了全

國各大博物館的出版圖錄、大陸考古發

掘紀錄、中研院及地方考古研究所的研

究及控掘報告，書畫家的畫冊及研究論

文。這些在當時都是不能公開的資料，

館長陳癸淼特別在圖書室旁邊增設了特

藏室，要先登記才能進入借閱。

他選購所捐贈的圖書拿捏得非常精

到，他知道那些單位需要什麼資料，他

也知道從那裡得到。

筆者認為他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

▲佛山市「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銅像。

成為香港的大出版商。

捐贈圖書工作
奔波艱苦一生雖一舉成名，卻已是

六十高齡的老先生，事業穩定下來後，

他將事業交給漢基及次子國基，自己開

始了另一番有意義的工作，那就是捐贈

圖書。

石景宜從擺地攤和買賣舊書的工作

中悟出一個道理，知道一個人追求知識

的重要。於是下定決心，在他個人能力

範圍內，做起捐贈圖書的活動。

自1978年開始至2015年止，35年
間，向兩岸文教機構捐出六百五十萬冊

圖書。改革開放後，他捐書的特色是，

購買大陸出版的圖書資料給臺灣，而將

臺灣的出版資料及臺灣能夠蒐集到的國

外大專教科書給大陸，達成兩岸文化的

交流工作。

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各省大專

院校缺乏最新的大專院校教科書及先進

的資料，他到臺北來向各大書局收集各

學校出版書籍以及外文的最新的科學及

數、理、化資料，送給大陸各大專院

校，並從大陸出版社、書局找到文革以

前大陸出版的考古及藝術圖書資料，送

給臺灣圖書館及博物館，達成兩岸文化

交流。

授予榮譽博士
在大陸封閉了近半個世紀的學術

界和知識界，他們無從獲得新知，而石

▲佛山市「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成立15週年慶祝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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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記憶
愛國華僑林可勝教授

▓何邦立

孫中山先生肇建民國，得力於全球

華僑之資助，故嘗謂「華僑為革命救國

之母」。

在抗日戰爭期間，最膾炙人口的兩

位愛國華僑，就是陳嘉庚先生與林可勝

教授。

前者為南洋橡膠大王，籌募巨款

支持祖國、救亡圖存，被譽為「華僑旗

幟，民族光輝」。

後者為協合醫學院院長，創立紅

十字會救護總隊及衛生人員訓練所，出

任遠征軍軍醫總監與軍醫署署長，致力

救死扶傷，被譽為「中國生命科學之

父」。兩人對國家的貢獻，永垂青史。

愛國華僑林可勝教授
林可勝1897年10月15日出生於新加

坡的第四代華僑，父林文慶為廈門大學

校長。8歲被父親送到英國蘇格蘭，開始

接受英式教育。1914-15年歐戰期間自願

從軍，加入英國印度軍團，到法國協助

訓練新兵。1916年返回愛丁堡大學繼續

習醫，1919年畢業獲得醫學及化學雙學

位。被破格聘為愛丁堡大學生理系組織

學講師。1923年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

會(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獎助金，經德國短暫停留

後到芝加哥大學Carlson實驗室工作。

1925年回到中國，北平協合醫學院任生

理學系教授、年30升系主任，為協和第

一位華人系主任。

1937年盧溝橋事變，愛國華僑林

可勝休假中聞訊兼程返國，安頓協合院

務及系務工作後，趕赴南京投入抗戰洪

流，十月他接受衛生部長劉瑞恆的指

派，接掌中國紅十字總會幹事長，後任

救護總隊長職於漢口。

由於戰時醫護人員需求孔急，1938
年初，政府商請林可勝教授在長沙開辦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以協和醫學院

師生為師資骨幹，招收有志報國男女青

年，施以短期訓練，使具備戰地救護、

▲林可勝（取自網路） 
（1897年10月15日－1969年8月7日）

者，他的一生本領原來在擺地攤時逐漸

得到，在經營學校教科書中得到，可見

工作之餘，他一直在充實自己。他選贈

給史博館的圖書，筆者一看就知道行家

所為。石景宜告訴筆者，選購時也有幾

分運氣，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圖書和資

料都被各大書局、出版社塵封存在庫房

中，縱有人要選購圖書，經辦人也無從

著手，到處積滿了灰塵，於是讓石景宜

進入庫房，由他自己動手，他拿出當年

擺舊書攤的本領，在各書局庫房中呆了

幾天，才獲得不少圖書。

繼歷史博物館之後，還有中正紀

念堂、中正大學、臺藝大、臺東史前博

物館、陽明大學、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

等，也陸續獲得捐書。

紀念藝術館
1998年6月，故鄉佛山市政府成立了

「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感

謝他們，同時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石

景宜除了捐贈圖書、獎學金外，並將他

平生收藏的字畫，或拍賣或充實館藏。

除了佛山紀念館，在他生前選定西

樵山建立「石景宜博士博物館」，期盼

能成為中華書畫藝術的交流場所，該館

已於2015年開幕。

石景宜2007年10月逝世，享年91，
他告誡他的子女不得過奢華的生活，要

堅守父業，繼續服務社會及捐書的行

動，信守諾言。

2016年3月24日，正值石景宜百歲冥

誕，我們好思念這位老者。夫人紫英仍

健在，三子一女─漢基、國基、永基、

小慧，秉持父親志業，他們經營出版

社，繼續捐贈圖書的善行。（作者為本

會理事）

▲佛山市「石景宜‧劉紫英伉儷文化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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