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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精神遺產孫中山的精神遺產
任何一個人到中國隨便走一趟，從沿海至內陸，不管是

大都會或小鄉鎮？幾乎到處都看到中山路，或中山紀念堂，
甚至海外亦有不少紀念孫中山的地方，如溫哥華的中山公
園，莫斯科的孫逸仙大學，泰國的演說街等，這些命名無非
為著記念中國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形象
已深紀人心。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孫中山一生行
誼高風亮節，思想博大精深，備受海內外所嚮往與尊崇。孫
中山從一個農家子，在時代之激蕩呼喚中，一生奮鬥不懈，
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一代偉人，實至名歸。

孫中山的精神遺產在其人格的感召及思想的光輝，首先
我們從他個人歷史及生活點滴，不難發現孫中山具有與其他
領袖不同的氣質與高尚人格。孫中山從事革命推翻了中國幾
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國，屬歷史創舉，但他功成不居，
無意戀棧權位，做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後，泱然大度讓位
於袁世凱，重做一個普通老姓，以後國家每當有危難之際，
孫中山總是當仁不讓，挺身而出，直至死而後已。孫中山為
人平易近人，常以一介平民自居，從未嘗有特權念頭。在南
京任臨時大總統時，其居所與辦公室，非常簡陋，因他體恤
民困，不願多化一分公帑。真不可思議，孫大總統與秘書長
胡漢民還共住一寢室，夜以繼日，共策國事，出門視事，常
安步當車。

孫中山做過大總統，大元帥及總理。臨終時仍兩袖清
風，在其家事遺囑中稱：「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
遺之書籍衣物及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所述
之住宅，原來是指上海法租界，莫利愛時一幢小樓房，這幢
房子是由加拿大三位華僑聚資購買贈於他的。可見孫中山持
身清廉，非其他領導人所能及。

孫中山從未為其家人謀取私利或特權，其嫡子孫科在孫
中山生前從未出任過任何高官或要職，反而在蔣介石年代，
擢陞至行政院及考試院長，1912年，廣東各界紛紛力荐其兄
孫眉擔任廣東都督，連同盟會元老亦贊同，唯獨孫中山堅決
反對而不果。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任國民政府大元帥，英
國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圖謀推倒國民政府而走私大批軍火入
廣州，孫中山之姪（即孫眉長子）任職廣州海關普遍關員，
英勇有為，克盡職守，在一次緝私工作中意外死亡。孫中山
悲痛不已，他若稍有徇私之心，其姪可安坐高官，而不致於
意外死亡，這件事鮮為人注意。

孫中山用人唯才，表現出偉大胸襟。他就在臨時大總統
時在九名總長中只有黃興、王寵惠及蔡元培為同盟會員，其
他六名總長全是立憲派領袖及滿清舊官僚。孫中山用人並不
計較私人關係，完全看是否對國家有利而平等重用。

孫中山力求以和平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盡量避免訴諸武
力，這也是孫中山留予後人的一份重要遺產。孫中山認為革
命是不得已的手段，但並非目的。革命之目的在追求社會進
步，國強民富，在孫中山眼中，社會階段鬥爭事更不足取。
有一件事足於証明孫中山之高瞻遠矚：辛亥革命後滿清政權
被推倒，孫中山力主不可仇視或殺戮滿清皇室與族人，相反
應加以保護與扶助。直至1923年馮玉祥入京，驅逐皇室出
京城。皇室因無法立足，後來淪為日本的傀儡滿州國，這種
情形與列寧革命大肆屠殺沙俄皇室真有天淵之別。孫中山一
向謀求以和平手段統一中國，在他最後的歲月中，北上主張
開國民會議，解決政治歧見與紛爭。在他逝世前一刻，還念
念不忘「和平奮鬥救中國。」雖事與願違，但孫中山已鞠躬
盡瘁至最後一口氣。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期間，是中國國勢最弱，受烈強欺
凌最甚的年代，1900年義和團事件後，中國瀕臨被瓜分瓦
解之地步，國權盡喪，神州淪為次殖民地。當時國人對自己
民族及傳統文化的信心，早已喪失殆盡。中國知識份子紛紛
提出各種議論，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俄化或以日本為師的論
調。但孫中山力排眾議，他對中華民族及幾千年的傳統文化
持肯定積極態度，他以堅定不移的信心，認為只要中國通過
社會政治改造，實行三民主義，恢復固有之道德與知能，兼
取外國所長，中國可以迎頭趕上與歐美日本並駕齊驅。

孫中山稱「日本專學歐美，不數十年而世界列強之一，
中國天賦厚於日本，故其成功，亦會較易。」欲達此目標，
國人非首先要有心理建設不可。在近代中國領導人中沒有任
何一位比孫中山更了解西方政治與世界潮流，他主張中國一
定要向外開放，唯有開放，才能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與富強。
孫中山在國事遺囑中承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他的革命理想在建立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振興中華，恢復
中國國際地位，及對世界的貢獻。孫中山以他有限的人生歲
月，已邁出了他的第一步，建立民國。辛亥革命，結束了中
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其性質之重要與歷史意義，遠超於秦
始皇之統一。

鍾煥興（1965協社）

提起中西藥局，上一代中山（香山）人也許會記得，那
是1892年，孫中山受聘為澳門鏡湖醫院義務醫師。他為了
使廣大貧苦病者也能廉價地看上西醫，用上西藥，到鏡湖醫
院就任不久，就力爭院方支持，借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在澳
門租下草堆街80號一間普遍房子，辦起了「中西藥局」。

澳門中西藥局是一間簡陋的木結構兩層樓房，樓下作藥
局鋪面，樓上住人。那時候孫中山使用的名字是孫逸仙，經
常與「四大寇」楊鶴齡等會面，他們談西醫，談西藥，而更
多的是談革命。

孫中山出生於農村，自小對農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父
親孫達成年輕時，曾在澳門板障堂街學過裁縫，當過鞋匠，
成親後才在香山縣翠亨村老家定居務農。那時候，孫達成常
常携帶年幼的孫逸仙往返於香山與澳門。因此孫逸仙從小便
對澳門和旅澳的香山鄉親格外友善。他赴鏡湖醫院擔任義
務醫師後，開辦了中西藥局，對貧病者施醫贈藥，這正是為
了實現「以家堂為鼓吹革命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初
衷。孫逸仙的澳門行醫這段日子里，他幫助過不少貧病者，
深受廣大受惠者的感謝和稱讚，連在香港的英國老師康德黎

孫中山與澳門「中西藥局」孫中山與澳門「中西藥局」

46

紅 藍 雜 文 集



也主動提出當他的助手，更為孫逸仙的人格而傾倒。
孫中山惠州起義失敗後，清政府下令通緝他。為了避

難，他帶上隨行人員匆匆回到香山，找到仍在家鄉（南朗）
執教（私塾）的少年恩師程君海。談及近況時，程君海建議
他不宜遠行，勸他返回鐵城（中山），於是他就暫住在其弟
程北海於迎恩街47號經營的草藥店內，再從詳計議。

孫中山暫住北海草藥店的日子里，與比自己年輕的少
東程太源（程北海之子）交往密切，少東常常聆聽孫中山教
誨，受益不淺。為掩人耳目，他們像草藥店伙計一樣出入。
當時孫中山義務當藥店廚工，白天經常與少東一起入西廠登
瀛橋市場買菜，但一到夜晚，獨自一人外出，人們均不知其
底細。其實，孫中山是借住北海草藥店，暗中繼續
進行革命聯絡活動。

當年北海草藥店的斜對面就是香山衙門的一個
軍警機構（李家祠 —— 中山戲院前身），軍官士兵
荷槍出出入入。他們日夜出動，明察暗訪，要緝拿
孫中山歸案，但萬萬想不到，孫中山就在自己大本
營斜對面那間中草藥鋪裡。

孫中山住北海草藥店的日子里，表面上做些打
雜及廚房工作，實際上是把握機會向店主店員宣傳
革命和傳播西醫西藥，並把西醫學知識和技術，帶
回家鄉。期間，孫中山也曾參與藥店的調配制劑工
作，間中亦免費為上門的病人診病。那時候，北海
藥店受孫中山的影響，除了經營傳統的草藥外，逐
漸兼賣從香港澳門購進的西藥。

北海草藥店在孫中山的影響下，生意紅火起
來，不久創始人程北海去世，由少東程太源繼承父
業。之後，程太源刻意進行改革，他從組織機構入
手，把北海草藥店易名為中西藥局，自任總經理。
接着改善經營管理，制定店規店章，廣泛購銷維生
素注射液、疳積散、仁丹、萬金油等中西藥。

由於中西藥局開在現孫文西路鬧市之中，交通

方便，且貨真價實，因而石岐街坊、農村農民、歸國華僑、
僑屬和港澳同胞前來光顧者絡繹不絕。不久，程太源還在石
岐長堤永樂旅店底層開設分店。

民國期間，僅有6萬人的石岐，中西藥店逐漸增多，在
中西藥局的影響下，石岐先後開了人壽、南華、恩善、益
群、愛群、大同、亞洲、仁安、英美、世界、利民、大光、
利群等多間西藥房。在中山藥業史上，中西藥局見証了西醫
西藥進入中山的歷程，也見証了西醫西藥的從無到有。

如今，當我們老一輩中山人走近原中西藥局原址時，
「中西藥局」幾個字會在腦海中泛起漣漪，偶爾也會喚起人
們深沉的回憶。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用芳名（排名不分先後，截至2011年11月30日止‧如有錯漏，請予指正，以便下期更正）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姓名	 金額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
鄺鑑開（基） 1000
鍾景輝（忠） 500
黃鍾麒（忠） 500
李明慶（忠） 600
何家鏗（忠） 500
梁鑑澄（忠） 500
李杏坤（忠） 300
郭子雲（忠） 300
彭星楠（忠） 500
馮潔蘭（忠） 100
彭鑑芬（仁） 500
林惠珍（昇） 400
陳翠琼（銳） 300
鄭國棟（斌） 200
張輝耀（忠） 美100
張恭敏（忠） 加20
張雅靈（忠） 加20
伍沃衡（忠） 加20
劉國勳（忠） 加20

黃勝（忠） 加20
李行熙（忠） 加20
梁祥發（忠） 加20
梁祥滿（忠） 加20
顏昌齡（忠） 加20
黃培枝（忠） 加20
賴經倫（忠） 加20
佟世華（忠） 加20
賴瑞賢（忠） 加20
李根田（忠） 加20
鄭光永（雁） 500
鄺澤松（仁） 5000
加京渥太華培正同學會 加300
黎藉冠——重來山莊 2034
林健明（誠） 100
張殿彬（忠） 加100
劉偉信（義） 200
吳國華（匡） 300
錢棟祥（光） 1000
陳雲柱夫人（毅） 200
許偉民（偉） 加50

林錫衡（忠） 1000
張儉樸（耀） 美100
冼倩薇（仁） 600
陳克聲（瑩） 加100
梁廷俊（融） 加50
林綺莊（剛） 加50
陳仲珍（學） 500 
雷杜志全（匡） 美30
區文成（勁） 200
劉永堂（捷） 100
馮秀華（培） 加50
黃伯熙（正） 美30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加250
陳志成（善） 900
梁永超（匡） 1000
林英豪（鵬） 500
林康榮（謙） 200
王健華（瑩） 美1000
何李梅麗（瑩） 美50
張輝耀（忠） 美100
陳兆文（忠） 500

沈明崇（偉） 100
陳潔英（虹） 1000

捐贈同學會經費	
黎藉冠（凱） 5000
陳敏娜（忠） 5000
陳德華（皓） 100000

贊助紀念陳立方老師
培正立方盃校際排球賽
陳德華（皓） 100000
王知康（勤）
	 LED燈泡義賣   3720

吳漢榆詩文集義賣	
林錫衡（忠）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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