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毛主席向田中角荣首相赠送《楚辞集注》影印本。

2.有刘半城之称的刘子山。

3.年轻时的刘少山。

4.刘植兄弟幼时合影。

5.青岛的红瓦建筑。

1972年 9 月 27 日晚，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接见

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送了一套古籍《楚辞集注》影印

本给田中首相。 《楚辞集注》汇集名家对屈原《楚辞》的注译

读解，原为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后为刘少山收藏并捐赠

给国家，影印出版。 毛主席经常翻阅，爱不释手。 田中首相

把东山魁夷的画作《春晓》送给了毛主席，画面是比轈山岚

拂晓，晨曦映照樱花，寓意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春天到来了。

这套《楚辞集注》从何而来呢？ 它和青岛的一个家族

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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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城留下的一片瓦
冯 乔 隗宸昕

青岛半城红瓦是谁烧制的

刘少山是谁？ 刘半城又是谁？ 在上海华容
路的宛南华侨新村， 笔者采访了《楚辞集注》

捐赠人刘少山之子刘植，他年过八旬，精神矍
铄，学者风度，曾经担任过上海电力学院副院
长。刘植拿出一块瓦棱清晰的红瓦片说：“这片
瓦片，上面的德文写的是青岛刘子山监制。 祖
父刘子山的事业发展起点可以说从这片瓦片
开始。 ”

1877年，刘子山出生在山东掖县（莱州）湾
头村，家里兄弟姐妹八个，只有五间破房七亩
地。 他是老二，属牛，14岁就进城做童工，在青
岛德国神父家里做仆役。他天性好学，干活时死
记硬背德语单词，渐渐会讲德语了。 而后，湖广
总督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冶开发铁矿， 聘请德国
人勘探矿产， 有人就推荐刘子山到洋务系统工
作，给张之洞做德语翻译。 那时华人地位低，德
国人上街坐大轿，他在后面跟着跑；德国人在屋
内坐高椅，他只能坐低凳。 洋人经常羞辱华人，

刘子山由此立下了不甘于洋人之下的志向。

刘子山有了一定的积蓄后， 回到青岛，做
的第一笔生意，进口美国大来公司木材，做红
松木生意，赚了第一桶金。此时的青岛正在大兴
土木，迫切需要建筑材料。他又买下德国人办的
红石崖窑厂，扩建成一个砖瓦厂，专门烧制洋式
红色砖瓦，获利颇丰。他还收买过一家德国兵工
厂， 改造成一个船修厂， 北方的大船都在那里
修。 他开办永利汽车行，经销美国产别克牌汽
车。 他投资 50?两白银， 修烟台到潍县的公
路。 青岛人把他叫作刘半城，就是因为昔日百
分之四十的青岛居民，都住他盖的房子。

刘子山从打工仔变成华北首富。 他又在金
融业发展， 办了东莱银行和安平保险公司，发
行过钞票，在上海、天津等地也有大量地产。他
作为主要出资人， 捐资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

私立青岛中学、青岛女中等学校。 民族危亡时
刻，他保持着爱国的气节。 抗战时期，上海、天
津沦陷以后，刘子山对东莱银行职工讲：“绝对
不要同日本人做生意，情愿不赚钱，我来养活
大家。 ”

宋元善本藏到了盛锡福帽庄

清末民初，全国有四大藏书楼阁：江苏常
熟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浙江湖州陆
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楼。 江
南占了三家，此外只有山东一家。但是，海源阁
传到第四代杨敬夫时，每况愈下。

海源阁受过几次火灾， 还遇上土匪抢劫。

20世纪 20年代，杨敬夫举家搬迁到天津，把书
也搬到天津去。当时，杨家家境拮据，就把一批

书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 杨敬夫手里仅剩二
十种宋元善本，他想把这些书卖掉，换点钱，

再做生意。

宋版书籍价值连城，曾有“一页书一两
黄金”之说。 有个在青岛报社工作的朋友，把
海源阁卖书的消息告诉了富甲一方的刘子
山之子刘少山。 那时，刘少山已经子承父业，

担当大任。

嗜书如命的刘少山很想把这二十种书
都买回来，但买书费用不菲，刘少山需要禀
报父亲才行。 起初刘子山认为：“这些书不应
该个人保管，都是国家的无价之宝，私人保
管不大恰当。 ”杨敬夫回话说：“我这些书，日
本人早就看中了，我不想让这些书流落到日
本去。 ”刘子山甚为感动，答应刘少山花重金
把这些书买下来。

刘少山买书的事情极为秘密，只有父亲
刘子山、刘少山太太苗惠芳知道，瞒着家里
其他人。 书买来后，刘少山经常变换藏书的
地方，储藏室、库房等处都放置过古籍，旁边
还堆上许多杂物掩盖，遮人眼目。

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刘少山，给自
家儿子起名也选了《三国演义》里面的人名。

刘植，出自七步成诗的曹植。 刘植三哥叫刘
权，借用吴国霸主孙权之名。 小时候的刘植，

并不知道父亲刘少山收藏了一批宋元善本
古书，其中的《百川学海》是中国最早刻印的
丛书，专门写古代文人轶事和野史，价值连
城。 宋朝以前，印刷术的字都是凹版，往下刻
的阴字，印起来，墨一刷上去，就像拓石碑一
样，字是白的，纸是黑的。 宋朝时变刻凸版，

挺出的阳字，油墨用得少，印出来的书，纸是
白的，字是黑的。 宋元善本就是以这种方式
刻印出来的。

战乱年代，树大招风。 刘子山平时喜欢
坐在客厅沙发上， 拨弄一架外国短波收音
机，听时局新闻。 有人举报他收听抗日消息，

日本人跑来抄家，抄走了收音机，还抓走他
的儿子刘少山，打得鼻青眼肿后放回。 一抄

家，刘家就害怕了，刘少山最担心这批藏书受
到损坏或被日本人抢走， 就把其中最珍贵的
《楚辞集注》《百川学海》等古籍作了转移。

刘少山太太苗惠芳化装成小媳妇，携带包
袱，把书送到了天津本家的盛锡福帽庄。 说来
也巧，盛锡福帽庄的老板刘锡三，是刘家的一
个远房亲戚，当过沿街叫卖的货郎，投奔二叔
刘子山，在东莱贸易行做伙计。 后刘子山看刘
锡三勤快，给了他 3?银元，扶助他创业，从编
草帽起，继而开办了盛锡福帽庄，制作销售毡
帽、呢帽、缎帽、便帽、皮帽、通帽、草帽七类产
品，生意越做越兴隆，遂成了帽子大王。

抗战胜利后，苗惠芳到盛锡福帽庄去把书
要回来。 结果，从床下拉出来的书的包裹把她
给吓坏了，上面沾满灰尘，还有斑斑水迹。拿回
家打开一看，幸好，古书没有大的损坏。

1948年，刘家从天津搬到上海，这些古籍
也要南运，生怕途中出事，就分了两批运。刘家
想办法借军用运输机托运了一半书，混在皮货
等细软中，运抵上海龙华机场。 另一批古籍走
海上船运，放在一个樟木箱中，由东莱银行属
下太平船务贸易公司太吴号货轮，运到上海吴
淞码头。 古籍安全运到后，存放于上海东莱银
行二楼一间密室，防人觊觎。

上海东莱银行旧址在如今的天津路河南
路路口。 天津路拓宽时银行被拆除。 如今能留
下“东莱”印记的是热闹的南京西路电视台旁
边的东莱大楼。 这幢建于 1927年的东莱大楼，

现已是上海不可移动的文物。 楼上原来是酒店
式公寓，临街有出挑的欧式阳台。 旁边弄堂里
有刘子山花园住宅， 欧风城堡状洋房别墅，和
青岛刘家巴洛克建筑相似。

《楚辞集注》捐赠来龙去脉

刘少山出巨资收藏一批宋元善本，全家冒
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文化瑰宝。 到了和平年代，

刘少山准备将珍藏捐献国家。

1952年春节，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局长郑振铎获悉后， 就把刘少山叫到北京叙
谈。 郑振铎见面第一句话：“你书全捐吗？ 你还
有两套海内外孤本，也捐吗？ ”其实，收藏大师
郑振铎对刘少山手里的宝贝了如指掌。 刘少山
说：“都捐了。 ”郑振铎又问：“那你要什么报酬
吗？ ”刘少山当即表态：“第一不登报，第二不要
报酬，第三不要政治待遇。 ”

刘少山把宋元善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捐
献古书和古籍共计 26种、427册，其中《楚辞集
注》《百川学海》两部是海内外孤本。 文化部对
此评价非常高：“我国人民是最早发明印刷术
的。自隋唐以来，以木板及活字印刷之书籍，最
多而质精。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内各藏
书家相继捐献宋元以来善本图书： 常熟翟氏、

江安傅氏、南海潘氏和刘少山、翁之熹、吴青
南、邢詹亭、周叔弢、赵元方、丁惠康诸先生所
捐献者尤为重要。 ”

郑振铎亲笔写了邀请信：“少山先生：前
来承捐珍贵图书多种，至为钦佩！ 现北京图书
馆拟于 9 月 20 日举办 《中国印刷发展史展
览》， 希望先生能够到京参加预展。 专此，即
颂。 郑振铎”

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宋善
本《楚辞集注》。 “朱熹这部书是今存的最早的
最完备的刊本，而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定本。 ”郑
振铎欣然为影印本写跋：“这部仅存于世的朱
鉴刻本，为山东聊城海源阁旧藏，为后来东莱
刘氏所得。 去年，因刘少山先生捐献给中央人
民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 今年是屈原逝世的
二千二百三十年。 我们籍此机会，把这部最古
的最完备的《楚辞集注》定本，影印出来，作为
对于屈原这位古代伟大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
人的一个纪念。 ”

毛主席比较推崇爱国诗人屈原，早年抄录
过屈原的《离骚》《九歌》。毛主席经常在书房阅
读《楚辞集注》，当作至宝，还写过《七绝·屈
原》。 20世纪 70年代，田中首相得到毛主席送
的国礼《楚辞集注》之后，日本兴起了一股《楚

辞》热，读卖新闻社影印出版了 1000 套《楚辞
集注》。

刘植的大哥刘燊在美国看到这个消息，写
信给读卖新闻社，说我是捐书者的儿子，我想
买一套。 读卖新闻社收到信后回复，你就不要
买了，送你一套。后来，刘燊代表刘家决定把那
套日本读卖新闻社影印出版的《楚辞集注》，转
送给重修后的山东聊城海源阁，也算是一种物
归原主。

2008年，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
院批准公布，其中刘少山收藏捐赠的《楚辞集
注》《百川学海》赫然在列。

笔者把刘家捐书的故事告诉了郑振铎孙
子郑源和孙媳妇王菁，他俩很兴奋，说祖父郑
振铎收藏文物甚多，全部重要文物也都捐赠给
了国家。 还说，他们的儿子正巧在国家图书馆
工作，看得到《楚辞集注》，文脉传承。 笔者说：

“找机会， 我来安排刘家与郑家后代的见面
会。 ”他们连说：“太好了！ 非常敬佩刘家。 ”

历经沧桑的一片红瓦

1953年，私营东莱银行参加第一批公私合
营，刘少山出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每月只领
80元车马费。大家庭住房也从几千平方米的花
园住宅，逐渐缩小到东莱大楼的四间房。不久，

刘少山把自住陋室也加入公私合营改造，每月
向房管部门交房租。

慷慨的刘少山捐宋元善本，为保护国家文
物作出贡献，但他非常低调，从不向外人张扬。

女儿刘玳参军后探亲回家，发现她身着戎装的
照片挂在客厅里。刘少山对女儿说：“我是光荣
之家， 我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女儿是解放军，所
以我把照片挂在客厅里。 我给国家捐书，做了
应该做的事情，用不着炫耀。所以，文化部奖状
只可挂在我的卧室里。 ”

有一年，刘家后人从海内外集结，重返青岛
寻旧。 刘子山造的精致房子，在青岛鳞次栉比，

到处皆是，有的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但刘家
在青岛已经没有一间房子，没有片瓦。

青岛湖南路 39号别墅， 是当年刘子山用
来避暑的洋楼，也做过东莱银行的办公楼。 刘
植依稀记得：“爷爷曾经在济南兴办了一所做
慈善的厚德平民工场，吸收无业者编织地毯，

专门为青岛湖南路 39 号客厅编织了一条硕
大地毯。后来，这条地毯运到天津，生怕弄脏，

平常不铺，只有过春节时才会铺在中式客厅，

铺放时我们孩子总是非常兴奋，因为即将要过
年了。 ”

刘植看到青岛湖南路洋房在修缮，就向工
程队要了一片红瓦。 瓦片上德文刻的字清晰可
见：青岛刘子山监制。

岁月沧桑，刘植在上海家里拿着祖父留下
的这一片红瓦对我说：“这片瓦片意味着这一百
年的变迁。他（祖父）有这么多的房产，当时他是
华北的首富。 但他对我们的要求，要自食其力。

我祖父，我父亲，到我们这一代，完完全全跟上社
会潮流的发展。我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本来私
有的变成公家的。 我父亲刘少山没有一句怨言，

而且都是积极支持。 我们没有靠家庭财富传承，

而是靠自己奋发图强。现在先辈留给我们的，也
就是这一片瓦。 ”

这片瓦片，刘家无价之宝。

刘少山把珍藏的宋元善本捐献给国家。

“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 ”

而古训格言一直勉励着刘家的后人勤奋前进。
（本版照片由刘植和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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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国民党当局在京、沪、渝三地中共
人员逼而不走的情况下， 于 1947 年 2

月 27 日以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28 日
又以京、沪两地卫戍司令部名义分别通
知三地人员， 限于 3月 5日前撤离，并
一度包围重庆、上海两地联络处。

3月 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
石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及
工作人员撤离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蒋
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
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

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
大打下去， 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妄图
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
民主势力的阴谋”。“蒋介石这一荒谬步
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
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根据 1947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决定
中共联络处及工作人员撤回延安的指
示，南京局在董必武领导下，在早有准
备的基础上，从容不迫地办完了撤退事
宜：珠江路秘密电台带往香港，白下路
秘密电台迁往上海，中华门剪子巷的秘
密电台及负责人王家瑞留在南京暂时
隐蔽。中共留在京、沪、渝、蓉、昆等地的
房屋、物资器材、交通工具，由周恩来致
电民盟主席张澜， 委托民盟代为保管，

双方签订契约， 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

公开发表声明，以防国民党当局插手。

3月 7日晨，董必武率中共驻上海、

南京办事处人员华岗、潘梓年、王炳南、

陈家康、 梅益等 74人从南京乘飞机返
回延安。离开南京时，董必武在机场发
表书面谈话：“必武等今日离此，感慨莫
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从此

断矣。观此一举动，系企图配合政府之改
组，借以鼓励士气，镇定人心。战事显将继
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目前虽战
祸蔓延，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
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当兹握别之际，必武
等愿以此与全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
共勉。”他对送行的朋友说：“再见之期，当
不在远。”3月 8日、9日，中共驻重庆办事
处及《新华日报》报馆人员、吴玉章等也乘
飞机回到延安。至此，长达 10年之久的国
共谈判彻底破裂。

1947年 5月 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原
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管
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
组织与工作， 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
海局继续南京局的领导工作，领导蒋管区
中共党的地下斗争直至解放。

从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至 1947

年 3月和谈破裂，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 18

个月的和平谈判。尽管中共在谈判中为争
取和平民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做出许
多重大让步， 但由于蒋介石集团缺乏诚
意，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政策，谈判没有
达到制止内战独裁、实现和平民主的预期

目的。尽管如此，谈判仍是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谈判，表明了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
意和原则立场，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真内战
假和谈、真独裁假民主的真面目，全国人
民认清了和谈破裂的责任在于国民党，从
而使中共进一步赢得人心，取得了国际舆
论的广泛同情。 而蒋介石集团则失去人
心，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1946年 11月 21日，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三人开会时，对一年多的南京谈判
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南京谈判有
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刘少奇说：

谈判整个说来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
了妥协的不可能。周恩来也说：谈判虽然
破裂了，“但另一面则收获甚大，使党的和
平民主方针与蒋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
认识”。

1946年 5月，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
南京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周恩来
领导下， 中共代表团以新闻出版为武器，

揭露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
阴谋， 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的主张，

为团结国统区人民， 扩大民主统一战线，

开辟第二条战线， 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以后， 中共代表
团、 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公开的和秘密的、

口头的和文字的多种方式，向广大人民宣
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坚持政协决议的
一贯立场，不断揭露国民党出尔反尔破坏
协议、协定和美国支持国民党军队打内战
的真相，使群众从事实上认清形势，起来
争和平、反内战，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
的宣传工作使命。

为开辟宣传阵地，中共代表团在重庆
时，积极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因
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功。

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京局）负责
宣传工作的是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除
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亲自主持
记者招待会外， 中共代表团还指定廖承
志、王炳南、范长江、梅益、陈家康作为专
门发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找个地方进
行新闻发布。这种很灵活的办法，是最及
时、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通过新闻媒介
与外界舆论联系的宣传方式，是一种创新
的宣传方式。

梅益回忆说：“作为代表团的发言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1.把我方活动包括前线战
事的消息通知新闻界，让他们了解谈判和
战场上的情况、我党的政策和对时局的态
度等。2.回答新闻界提出的问题。3.搜集情
报。由于新闻记者接触面广，消息既快又
多，通过同他们的接触，多少可以了解一
些敌人的动态。 如 1946年国民党准备在
苏北战场动用毒气弹，有的记者把消息告
诉我们，我们立即报告周恩来同志，以后
又报告党中央， 并在报纸上给予揭露，弄
得国民党很被动。”“王炳南也是中共代表
团发言人，主要是对外国记者。我的工作
对象是中国记者。”

（二十四）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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