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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薈

榮的主人石漢基，
榮的主人石漢基
， 則是
則是「
「文
化書使」
化書使
」 石景宜的長子
石景宜的長子。
。他
11 歲那年來到香港
歲那年來到香港，
， 自此和
賣書這件事打了半生交道。
賣書這件事打了半生交道
。
石景宜逝世後，
石景宜逝世後
， 石漢基承
繼父親「溝通兩岸文化交
流 ， 致力建立書香社會
致力建立書香社會」
」的
志向，
志向
， 將漢榮書局經營成全
港最具規模的書局之一，
港最具規模的書局之一
，大
家都知，
家都知
， 幾乎沒有在漢榮買
不到的教科書。
不到的教科書
。 他更無償贈
送港台或國外出版的各類書
籍給內地。
籍給內地
。 據不完全統計
據不完全統計，
，
石氏父子先後向全國 200 多
個城市捐贈了港台版圖書
700 餘萬冊
餘萬冊。
。
今時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
石漢基，
石漢基
， 不止對經營書局有
責任，
責任
， 也對家國社會有着深
厚情懷。
厚情懷
。 透過漢榮書局的故
事 ， 我們從而更理解一段在
歲月中滌蕩出的中國眷戀。
歲月中滌蕩出的中國眷戀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彭子文

在

廣州出生的石漢基，1962 年來到香港，
當時只有 11 歲的他，和爸爸沿街擺地攤
賣舊書，由此拉開了後來幾十年經營圖書生意
的序幕。他認為自家是幸運的，能把握機會從
零售做到如今的規模，重中之重的宗旨就是誠
信。他相信，信譽比賺錢重要，所以漢榮書局
這幾十年來才能獲得各路出版社的信任，一路
發展順利。
從擺地攤，到成立漢榮，石氏父子一直專注
於教科書與參考書。1970 年，書局搬入通菜街
一間 300 多呎的舖頭，開始售賣全新的教科
書。時值經濟開始轉好，書局也開始賣像
ELBS 這種特別的書。ELBS 其實是當時英國政
府補貼出版社一些賣得最好的教材，用以專門
賣給發展中國家，香港因為殖民地的身份，也位列於
出售地區中。這些書的價錢，往往是原價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各種類型都有，理科為主，包羅萬
象，旨在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教育。
於是當時漢榮有渠道賣這些書，就比別的書局價錢
便宜很多。按石漢基的話說：「用了英國人編的教科
書，自然會受到教育和薰陶。」與此同時，漢榮也訂
一些亞洲版教材——如果原版教科書賣得好，有些書
就會有亞洲版，可能也只是原價的三分之一。他與父
親就也會選擇一些合適的種類，加大訂購數量，用便
宜的價錢賣給本地學生。
父子倆也曾去印度訂書，因為有些美英出版社授權
給印度印刷，價錢只是原價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
一。「我們當時訂購不少這樣的書回來，很受學生歡
迎。因為其他地方賣不到這麼便宜。我們就是這樣慢
慢地做大，期間也試過用成本價便宜賣給學生，甚至
送書給學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書局一度搬去彌敦道 444 號，做
了五六年，後來又在舊舖旁邊買了一間稍大的舖頭。
直到五年前，才搬到如今的油麻地新址，地方也比之
前大上兩倍，不只賣教科書，地下那層還會賣一些歷
史文化書籍。

父親是很傳統的中國人
「漢榮」二字是石漢基的父親取名。父親是很傳統
的中國人，喜歡一個人拿主意，大家長式的作風，認
為一間公司如果太多人話事，最終就什麽也做不成
了，所以堅持一個人做大的決定。石漢基說父親是創
業拚搏的類型，而自己則是守業的人。所以生意上大
多決定都由父親做。「譬如當時我們買入舊舖時，那
個單位價值 400 多萬，但父親夠膽用 600 多萬買入，
他做了決定就不會再聽旁人意見而動搖。」父親石景
宜其實對錢並不很看重，且相信千金錢散盡還復來，
該用的錢就一定會用，不過個人吃穿用度又很節省。
石家算是書店世家，來香港前在廣州就在文德路上
開舊書店，賣各種文獻典籍，很多名人曾光顧過。所
以石景宜不希望家中兒女做圖書以外的生意，因而，
這一家人到現在仍在賣書。
石漢基回憶中的父親，對國家和家鄉的感情都很
深。「他曾將自己收藏的價值幾個億的藝術品，捐給
佛山市。後來佛山市政府就起了一個藝術館，用我父
母的名字命名，收藏他那些捐出來的作品，足足超過
一萬張。」改革開放之後，石家又開始捐書給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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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榮書局第二代掌舵人

的記憶，
的記憶
， 大抵不誇張
大抵不誇張。
。 而漢

書香中綿延纏繞家國情懷

如說漢榮書局是一代港人

石漢基

A35

文=香港文匯報

石=石漢基

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本無衝突

起初以廣東省為主，後來國家開發大西北，就跟着國
家的政策，把書捐給偏遠地區，如今總計捐去內地的
書超過700萬冊。

文：作為一個香港人
作為一個香港人，
，怎樣看待身份認同
怎樣看待身份認同？
？
石：其實在中國之內
其實在中國之內，
，你說自己是香港人
你說自己是香港人、
、上海人
上海人、
、北京人完全沒問題
北京人完全沒問題。
。
但如果去國外的話，
但如果去國外的話
，譬如二十幾年前
譬如二十幾年前，
，我去印度
我去印度，
，我說自己是中國
人，但當時被他們入境處的人擦掉
但當時被他們入境處的人擦掉，
，他們說我沒有國籍
他們說我沒有國籍（
（當時還未回
歸）。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不當你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他不當你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你沒國籍
你沒國籍。
。
有國才有家，
有國才有家
，有家才有個體
有家才有個體。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發展過程
中一定會出問題，
中一定會出問題
，就算是公司都會出問題
就算是公司都會出問題。
。如今很多人整天逗留在歷
史裡頭，
史裡頭
，永遠走不出歷史的框框
永遠走不出歷史的框框。
。但我個人做生意也好
但我個人做生意也好，
，做事也好
做事也好，
，
態度就是：
態度就是
：過去的
過去的，
，總結經驗
總結經驗，
，好也總結
好也總結，
，不好也總結
不好也總結，
，但我更看重
是將來。
是將來
。
就拿中國來說，
就拿中國來說
，當年連肚子都吃不飽
當年連肚子都吃不飽，
，香港這裡很多人還要寄米
香港這裡很多人還要寄米、
、
油給內地親戚，
油給內地親戚
，但現在呢
但現在呢？
？至少已經解決了十三億人大部分人的吃飯
問題，
問題
，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
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
。

三代人都是漢榮顧客

不能只講權利不講責任

今天的漢榮書局，與幾十年前相比，其實並沒太大
分別，只是身為掌舵人，石漢基也感歎生意比以前難
做了。他說現在有了手機之後，個個都沒空看書了。
即使專賣教科書，也要面對幾個問題：一是學生人數
少了，而且學校訂書的選擇多了很多——過去可能一
個科目只有一兩家書局可以選擇，工作量就相對少。
但現在一個出版社出的中國語文可能就有五六套版
本，書局經營的成本變大，生意卻做得少了。
舖面始終有限，做教科書一年也只有三個月旺季，
舖頭太小，有可能導致進貨不夠，必須有更大空間才
能保證書本齊全，貨倉空間也要同時加大。以前倉庫
可以只存兩套書，現在要存十套。另一方面，當有電
子課本出現時，也會讓教科書變成可以不再透過書局
購買，市場進一步縮小，但工作量卻減不下來。漢榮
當然也在增加一些歷史文化的書來賣，可始終看書的
人越來越少，如今大趨勢反而是家長幫小朋友買書要
多過學生自己買書。
香港書局不多，都是做書局生意的人，石漢基謙言
道，大家各有不同做法。如果一定要說，為何漢榮這
些年能生存下來、效益可能還比別人好些，他個人認
為有賴自家書局有個好的電腦系統：控制存貨非常精
準。進貨資料這些事，靠人的記憶怎麼也不行，只要
電腦系統好，存貨就會實時更新。他坦言，書局賺錢
的根本也在這裡——書能賣出去才變成錢，賣不出去
就是垃圾。所以訂書要花心思去做。「好多人一找不
到書就會來找我們，老師、家長、學校那裡，都有口
碑。如今甚至有家長帶着自己的孫女來買書，都是當
年留下的情誼，確實有一些對我們有情感的顧
客，三代人都來買書。」
漢榮對香港的意義，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石漢
基自己認為賣書是在服務社會。他說：「我們是否存
在，社會都會繼續變化，如果我們做得好些，家長就
不需要那麼辛苦去找書。」
而如今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石漢基個人
除了繼承下父親的勤勉拚搏，也承襲了父親骨子
裡那部分傳統的中國情懷。他覺得自己也是個國
家觀念相對比較強的人。
「很簡單來說，一個華人，你就算移了民入了
外國籍，別人也永遠會當你是個黃皮膚的中國
人。歧視全世界都有的，說完全沒有那也不現
實，美國也有歧視。」但他切身的體會就是，
當國家強大時，好處也許香港人感受不太明
顯，但很多海外華僑會感受到。「講話都會大
聲些，不怕被人欺負。」石漢基更清醒指出：
「我也知道，所有西方國家口頭上說幫你爭取這個
爭取那個，到頭來都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
特別是美國，假如它要幫香港爭取某些利益的時
候，另一方面它也要得到最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交
換條件。這樣是又拿好處又做好人。」

文：所以你覺得內地香港之間該加強理解嗎
所以你覺得內地香港之間該加強理解嗎？
？
石：其實現在的中國經濟
其實現在的中國經濟、
、民生
民生，
，都比三十年前要進步很多
都比三十年前要進步很多。
。像我們這種
做了幾十年生意的人就會知道—
做了幾十年生意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你看電視劇也知道
—其實你看電視劇也知道，
，現在熱播
的《武則天傳奇
武則天傳奇》
》不就是嗎
不就是嗎？
？武則天做皇帝
武則天做皇帝，
，很多事都還無可奈何
很多事都還無可奈何，
，
也不是事事心想事成。
也不是事事心想事成
。皇帝尚且如此
皇帝尚且如此—
——任何一個人做事都一定會做
錯，唯一不錯就是不去做事
唯一不錯就是不去做事。
。
大家應該用些理解的方式去做事。
大家應該用些理解的方式去做事
。我覺得香港人有時候只講自己的
權利，
權利
，不講自己的責任
不講自己的責任。
。好像責任都是你的
好像責任都是你的，
，權利都是我的
權利都是我的。
。這就不
太妥當。
太妥當
。
文：做政協委員的心得是怎樣的
做政協委員的心得是怎樣的？
？
石：我最開始在廣州市政協做了兩屆
我最開始在廣州市政協做了兩屆，
，然後去廣東省做常委
然後去廣東省做常委，
，現在在全國
政協。
政協
。現在提案的機會給了我們很多
現在提案的機會給了我們很多，
，但問題是我們香港人在內地畢
竟不做生意，
竟不做生意
，所以不夠膽去講內地的事
所以不夠膽去講內地的事。
。我們的難處是了解不夠
我們的難處是了解不夠，
，亂
講又不公道。
講又不公道
。整體的氣氛是越來越開放的
整體的氣氛是越來越開放的，
，而作為政協委員的責任就
是提出意見。
是提出意見
。

「我現在覺得香港人有時太自我
我現在覺得香港人有時太自我」
」
文：在廣州市政協和全國政協擔任委員的感受有何不同
在廣州市政協和全國政協擔任委員的感受有何不同？
？
石：在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協
在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協，
，我都拿到過優秀提案獎
我都拿到過優秀提案獎。
。其實現在也有些事
想做，
想做
，但了解得還不夠
但了解得還不夠，
，我目前想寫一份提案
我目前想寫一份提案—
—現在國家反腐倡
廉，但在幼稚園的一些學生已經知道要行賄
但在幼稚園的一些學生已經知道要行賄，
，怎麼行賄呢
怎麼行賄呢？
？家長希望
老師照顧孩子，就送禮
老師照顧孩子，
就送禮，
，送着送着變成一種必然
送着送着變成一種必然，
，個個孩子都要送
個個孩子都要送，
，
這是全國的問題我相信。
這是全國的問題我相信
。
但實際上要怎麼解決，
但實際上要怎麼解決
，提案前還是需要仔細思考
提案前還是需要仔細思考。
。其實中學大學也
是，老師做補習社
老師做補習社，
，很多時候出試題就從補習社的題目中出
很多時候出試題就從補習社的題目中出，
，學生不
去參加補習班就不行，
去參加補習班就不行
，所以其中有很多不正之風
所以其中有很多不正之風，
，令小孩子一不會感
覺給別人東西是行賄，
覺給別人東西是行賄
，其次不覺得行賄有問題
其次不覺得行賄有問題，
，以為好像在這個社會
做什麽都要行賄。
做什麽都要行賄
。
文：你作為政協委員會格外關注教育的部分嗎
你作為政協委員會格外關注教育的部分嗎？
？
石：教育確實很重要
教育確實很重要。
。我覺得從香港人身上就能看出教育的重要性
我覺得從香港人身上就能看出教育的重要性。
。我賣
書的時候，
書的時候
，遇到很多學生影印
遇到很多學生影印。
。對香港人來說
對香港人來說，
，街上有人掉了一百
塊，撿起來放進自己口袋的人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撿起來放進自己口袋的人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大部分人都不會撿
的。可我問大學生有沒有試過不影印
可我問大學生有沒有試過不影印？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但影印人家的書就
等於是拿別人的東西，
等於是拿別人的東西
，學生卻不覺得這是那麼嚴重的事
學生卻不覺得這是那麼嚴重的事—
—這就是教
育的分別。
育的分別
。不同的教育得到的結果也不同
不同的教育得到的結果也不同。
。街上有人掉錢
街上有人掉錢，
，人人都會
叫住別人，
叫住別人
，那個教育的方面做得好
那個教育的方面做得好，
，但有的方面
但有的方面，
，教育就做得不好
教育就做得不好，
，
香港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香港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
文：對漢榮未來有怎樣的期望呢
對漢榮未來有怎樣的期望呢？
？
石：希望書局之後可以做好些
希望書局之後可以做好些。
。香港書店本身不是太多
香港書店本身不是太多，
，以後也會越做越
少，大家都交不起租金
大家都交不起租金，
，請員工也越來越難
請員工也越來越難，
，所以開新的書店變得越
來越困難。
來越困難
。我們去做其實不是真的計較賺多少錢
我們去做其實不是真的計較賺多少錢，
，還是希望能為香港
服務更多吧。
服務更多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