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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與隱：科普作家索非的兩段人生 
張之傑1 

（本會會員） 

 

 

 

今年（2017）元月間，完成與劉廣定教授合作的論文〈朱洗在台灣〉。二月下旬，

接到大陸名作家葉永烈先生的信，附一篇文章〈巴金的早年密友索非〉的初稿，向我打

聽索非來台後的事蹟。這是我第一次聽說索非這號人物！ 

根據葉先生的〈巴金的早年密友索非〉一文，和一些網路資料，得知索非（1898-1988）

是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著名文化人，以參與無政府主義、從事出版和科普創作聞名。

我不禁驀然而驚：朱洗是無政府主義者、科普作家，索非也是，我和無政府主義何其有

緣！ 

葉先生希望得到索非在台期間的訊息，用來補充他那篇大作。向若干朋友打聽，都

沒聽說過索非。上網查找，索非在大陸的一段查到不少，在台灣的一段（1946-1988）

幾乎空白。索非來台後曾創辦友信書房，上網查國圖館藏目錄，最早的一本是《友信英

文精選》（1948）。 

我將這僅有的一點訊息告訴葉先生。3 月 1 日收到葉先生的信：「索非一文，今日

發表於北京《中華讀書報》，附上該報 pdf，內中提及先生。」同日我又查到索非曾在兒

玉町（今南昌街一帶）辦過「國語函授學社」。我將此事函告葉先生，3 月 2 日他來信說：

「索非是老一輩科普作家，其生平很值得海峽兩岸共同深入研究。」 

葉先生的信，使我興起探索索非的念頭。從 3 月初到 5 月底，找到的資料沒有幾條。

在這大數據時代，一位著名文化人來台後怎會無聲無息？或許索非地下有知，6 月 2 日

鬼使神差地讓我「出土」了一批索非在台期間的文獻。6 月 7 日，與「台灣出版協會」

理事長陳恩泉先生晤面，又得到一些訊息。至此已可下筆寫篇文章了。 

索非原名周祺安，出身安徽績溪望族。其父周紹謹，是胡適的三姐夫。胡適《四十

自述》第一章「九年的家鄉教育」就提到他：「三姊夫（周紹謹）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

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

《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 

索非只讀過私塾，很早就離開家庭，此後絕少提到家人，更不要說是舅舅胡適。索

非何時離家、為何離家已不可考。就地緣來說，他離家後可能逕往上海。他嘗試過多種

工作，1922 年成為北京《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主編，從此踏上編輯、出版、寫作的

道路。 

《國風日報》1911 年成立，革命色彩強烈。二次革命（1914）失敗後，遭到查封。

1922 年 10 月，《國風日報》第二次復刊，主持人為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景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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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闢副刊《學匯》，成為宣揚無政府主義及世界語的重鎮，約一年後被迫停刊，索非因

此入獄。索非在擔任《學匯》主編之前，已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詳後）。 

 

無政府主義者索非 

什麼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關注自由平等，主

張以互助、合作建立和諧社會，反對一切形式的統治。自 1864 年第一國際成立，主張

階級鬥爭的馬克斯主義者，就和主張互助的無政府主義者互相詰難。共產黨人視無政府

主義為異端邪說，這是大陸一般辭書上查不到索非，相關研究也絕少提到他是無政府主

義者的原因。 

光緒末年，特別是八國聯軍之後，國人興起留學運動。日本因地利之便，前往留

學者較早、較多；歐洲方面，1902 年始有中國學生前往。留日和留歐學生都接觸到無

政府主義，1906 年，東京和巴黎分別成立無政府主義社團。到了 1920-30 年代（特別是

1920 年代），無政府主義曾盛極一時，這從國際無政府主義網站 R. A. Forum「中文無

政府主義書刊名錄」所列書刊之豐富多樣可以看出端倪。無政府主義受到青睞，與強調

自由、平等，反對權威的高度理想性有關。無政府主義思想也和當時反帝、反封（建）

的潮流一致，因而頗能吸引一批嚮往革命的青年。 

索非何時接觸無政府主義已難稽考。無政府主義者倡導世界語，認為人類應該使

用一種共同語言，才能消除隔閡。根據「中國世界語運動史料庫」，1908 年上海世界語

學會成立，這是我國最早成立這一世界性組織的地區。1919 年，索非獲選為該會理事，

兼秘書一職，管理學會日常事務，編輯會刊《綠光》。索非是我國宣導、普及世界語最

用力的一位，編有多種世界語教材，最為人知的是《世界語入門》（開明，1935），台

灣開明書店有翻印本。 

1923 年，索非在江蘇洞庭山成立無政府主義組織｢微明學社」，出版不定期刊物《微

明》。1925 年，與芾甘（巴金）等一干無政府主義者在上海發起成立「民眾社」，出

版《民眾》半月刊，標榜民眾的學術、民眾的教育，內容以宣導無政府主義為主。 

索非因篤信無政府主義，主張廢姓，並以身作則，除了自己改名索非，還為其子

取名「鞠躬」，為其女取名「沉淪」（後改為沈淪）。索非之妻為寧波人姚鞠馨，鞠躬

一名，或取自妻子名字中的「鞠」字。至於女兒沉淪之名，或指國難當頭，祖國行將「沉

淪」。 

鞠躬（1929-）日後成為為神經解剖學家，中科院院士。沈淪日後成為導演。鞠躬

在受訪時說：「我不知道父親為什麼起名，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悟出來，索非和求是是一

塊硬幣的兩面，不索非何以求是。」 

 

編輯、出版者索非 

1926 年 8 月間，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主編章錫琛因為編了「新性道德」號，

與東家鬧翻，集資在上海寶山路成立開明書店。店名「開明」，似乎暗諷商務不夠開明。 

索非是開明書店的元老之一。1927 年元月，開明書店「微明叢書」第一種《獄中

記》出版，作者 A.A.Sofio，就是索非。編者署「微明學社」，為索非所創辦的無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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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團。該書記述索非因文字獲罪，入北洋軍閥獄的情形。可見開明草創時期，索非就

是編輯單位的要角。 

開明書店由《新女性》雜誌起家。雜誌一直是開明書店的重要出版物。草創時期除

了《新女性》，還有《文學周報》、《一般》兩種雜誌。1928 年 7 月，又創辦了《開明》。

《開明》為月刊，32 開本，編輯者為「開明書店編譯所」，另設「主宰」，署 A.A.Sofio，

即索非。第 20 期後改署「編輯人」，仍為索非。 

《開明》以推介開明書店所出版的圖書和雜誌為主，刊有廣告專頁和大量書評文

章，還有不少短小的文藝作品，包括散文、小說和譯作等。索非所譯匈牙利世界語作家

尤利‧巴基（Julio Baghy）的短篇小說《遺產》（heredaĵo），就刊《開明》1930 年某期。

《開明》可說是很有內容的宣傳性小刊物，由此可以看出，索非並不是書生型的編輯，

而是有企劃能力的經理人才。 

索非也是巴金進入文壇的貴人。1927 年，旅居法國的芾甘開始寫作他的第一部長

篇小說《滅亡》，首次啟用筆名「巴金」。翌年 8 月，巴金將手稿寄給好友索非，索非轉

介給葉聖陶，得以在葉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連載。《滅亡》發表後反響熱烈，索非把

它收進「微明叢書」，出版單行本（1929 年 10 月）。1928 年 12 月，巴金回到上海，

和索非同住一棟小樓。未幾索非結婚，新婚夫婦住在樓上，巴金住在樓下，兩人同住約

三年。難怪巴金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他的摯友索非。 

索非除了編務，也負責印務和業務。筆者側身出版界有年，深知內勤、外勤兼擅者

不多見。1945 年進入開明當編輯，曾與索非同事一年的歐陽文彬先生回憶，索非辦事精

幹利索，什麼都做。這種恪守無政府主義的平民作風，往往讓人看不清他的角色。 

八一三滬戰，開明書店受損嚴重，紙型悉遭毀損，幾乎停業。章錫琛、索非等留守

上海。部份「開明人」離滬，或在後方設立辦事處，或參與救亡，後者包括負責設計封

面、裝禎的錢君匋。1938 年 7 月，錢君匋回到上海，與幾位好友合夥創辦萬葉書店。同

年 10 月，萬葉書店發行的《文藝新潮》創刊，特約撰稿者 20 餘人，索非在內。1944

年，萬葉書店改為股份制，規模擴大，開始出版「萬葉新輯」叢書，主編即索非。萬葉

新輯包括三部份：萬葉文藝新輯、萬葉戲劇新輯和萬葉譯文新輯，其中萬葉文藝新輯較

為人知。索非為萬葉新輯寫了〈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只是

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

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抗戰勝利，由葉聖陶負責、設在重慶的開明書店總辦事處遷回上海，索非正可在開

明和萬葉間大施拳腳的時候，1946 年元月間應好友范壽康之邀去了台灣。他可能原本無

意久留，其後因種種原因，竟然老死島上。 

 

科普作家索非 

無政府主義重視教育。1908 年，中國無政府主義巨擘吳稚暉先生發表的〈無政府

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重要文獻。該文提出：「無政府主義者，

其主要即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而以捨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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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樂。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因為「以教育為革命」，無政府主義者熱心教

育、文化事業，普及科學乃其課題之一。 

1938 年，開明元老之一的趙景深在《文藝新潮》發表於〈記索非〉一文，他說：

「我國最缺乏像法布爾《昆蟲記》那樣的科學小品，周建人、顧均正、賈祖璋、高士其

和索非諸家能努力及此，使得科學普遍化、通俗化，真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趙文將

索非與周建人、顧均正、賈祖璋、高士其並列，可以看出他在當時科普界的地位。 

索非除了精通世界語，還通日文、英文等外文。據其子鞠躬說，他憑著自學，考取

上海市工部局的醫師（西醫）執照，每天利用午休時間，在開明附近的歐洲大藥房樓上

的小診所，免費給窮困百姓看病。工部局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最高行政單位，下轄

若干處，其中衛生處又轄若干科，包括核發執照的執照科。索非的執照應該是租界工部

局核發的，而非上海市政府。 

由於索非具有醫生身份，其科普作品以醫學為主，在 1930 至 1940 年代的科普界獨

樹一幟。他經常以索非和「余在學」之名，在《中學生活》、《新少年》、《中學時代》、

《學生月刊》、《少年讀物》等刊物上發表醫學科普文章；又出版《疾病圖書館》（1937）、

《孩子們的災難：學校傳染病篇》（1939）、《人體旅行記》（文化生活，1939）、《戰

時救護》（1939）、《人與蟲的搏鬥》（1941）、《人體科學談屑》（1941）。除了《人

體旅行記》，其餘皆由開明書店出版，《人體旅行記》為其科普代表作。 

索非的醫學科普創作的受眾為青少年，他從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入手，根據青少年的

閱讀心理和知識背景，透過文學手法，以各種體式創作青少年看得懂、感興趣的作品。

索非的醫學科普作品深受瑞士醫學史家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的《人與醫學》（Man 

and Medicine）的啟發。此書中譯本（商務，1936）的出版和胡適有關，見此書胡適的

序文。 

北京協和醫校的代理校長顧臨（Roger S. Greene）請胡適找人翻譯此書，胡適推薦

顧謙吉，稿成後由胡適校訂、潤飾，並為之作序，又請協和客座教授羅賓生（G. Canby 

Robinson）寫了一篇序，胡適將之譯為中文。是以若干翻印版本署顧謙己、胡適譯。胡

適大概想不到吧，他的一念善舉，為他的外甥（索非）找到科普寫作的方向。 

索非在《疾病圖書館》的序言中說：「他（西格里斯）是用通俗的筆調，把人、病

人、病的徵象、病理、病因、醫療及醫生等的歷史的經過，以及科學的演進這些現代的

最深奧的學理，化為通俗的富於興趣的故事，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專門名詞，卻一點也

不會離開整個醫學的範圍。」「（我）雖然遠不如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的偉大，可

是在中國用這種形式演出的醫學常識書，我自信還是一個創舉。」 

除了從事科普創作，1939 年 6 月索非與開明同事、科普作家顧均正創辦《科學趣

味》，前後出版 36 期，1942 年停刊。從《科學趣味》1 卷 2 期上刊出的「天工實業社

啟事」，得知索非還與顧均正合辦過天工實業社，設計、銷售「少年化學實驗庫」，也

就是一個小木盒，裡面裝有常用的化學器材和藥品，供青少年按照附帶的手冊，做些有

趣的實驗。 

令人不解的是，《科學趣味》停刊後，索非的科普工作似乎戞然而止。如果說是因

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上海租界）陷落，那麼勝利以以後呢？既然琴瑟起，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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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簫聲默？小說家張愛玲說：「一個人一旦學會了一項本領，總捨不得不用。」這話不

適合索非嗎？  

 

遠走台灣的索非 

1945 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跟隨陳儀來台的接收人士，第一批 120 人，經組訓

後來台，其中范壽康、黎烈文、吳克剛等為無政府主義者。教育學家范壽康來台後任參

議，負責接收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改名臺灣省圖書館，任館長。1946 年 1 月 19 日，改

任教育處處長。這時原日本官方的「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已改名「教科書總批發所」，

隸屬教育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後，台灣書店隸屬教育廳。）范

壽康邀請索非來台幫忙，此舉開啟了索非的後半生。 

索非何時來台？根據龔明德《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獨立作家，2015），1946

年元月 11 日巴金曾寄給索非一封信：「信收到，想你快走了。以後有稿仍續寄。版稅契

約（孫陵和克家的）盼先寄下，以便轉交他們。……芾甘  十一日。」 

可見在范壽康正式接任教育處長之前，已邀請索非來台。巴金說「想你快走了」，

說明索非已告訴巴金將前往台灣的事。信中提到的版稅契約，是指索非主編的「萬葉文

藝新輯」。從巴金的這封信，可知索非來台應在 1946 年元月中旬之後。「以後有稿仍

續寄」，可見索非並未辭去萬葉新輯的主編，亦即並無長期羈台之意。 

1946 年 6 月 1 日，「教科書總批發所」改組為台灣書店，索非應參贊其事。至於索

非在台灣書店的職稱，據《許壽裳日記：1940-1948》（台大出版中心，2010）1946 年 7

月 13 日（星六）：「 薄晴。上午至編譯館籌備處，搬至教育會館。索非（字行仁）來（台

灣書店經理）。」許壽裳 6 月 25 日抵台，7 月 10 日出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索非訪許壽

裳，應為公事。索非的字及職稱，應抄自索非名片。 

索非任職台灣書店期間，曾回上海兩次，大概都是為了洽購教科書。台灣書店自成

立至結束（2003 年）其業務一直以教科書為主。索非第一次返滬是 1946 年 8 月，見王

建軍〈甚時促膝話淞濱：錢君匋與索非的合作與友誼〉，此行與錢君匋談到辭去萬葉新

輯主編的事，表示短時間內已不能返滬。一次是 1947 年元月，這次返滬似未拜訪滬上

友人，筆者所經眼的有關索非的大小文章，沒有一篇提到此事。 

索非攜妻小來台，其子鞠躬擬進台大醫學院，因已滿額，乃返回大陸，考入湘雅醫

學院。其妻子、女兒約於 1948 年回到上海。兩岸分離後，索非另娶，生下三子一女。

來台所生長子，1970 年進大學，由此推估約 1951 年另娶。索非一直念念不忘髮妻及兒

子鞠躬、女兒沈淪，對其在台所生長子，稱其母為二娘。在台的四位子女，則按老三、

老四、老五、老六排行。 

 

遯跡山林的索非 

1947 年 4 月 22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5 月 11 日陳儀去職，

范壽康到台大任教。一朝天子一朝臣，索非可能於這時或稍後離開台灣書店。索非在台

灣書店期間，曾辦過「國語函授學社」，時間應該不長，事見黎烈文致巴金函。 

1947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中旬，巴金曾有台灣之行，為「文化生活出版社」開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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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分社尋找社址。巴金來台之前，黎烈文給巴金的一封信上說：「時局不定，文生社能

在台北弄一個分店，或辦事處作退步，總是好的。兒玉町大學書店斜對面（離以前索非

弄的國語函授學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點既好，開間也大，又不要頂費，只要預

付一年租金， 租金也還公道。……」兒玉町，即今南昌街一帶。巴金在台約三週，自稱

見到黎烈文、吳克剛等好友，不知為何竟然沒提到索非。 

索非曾創辦友信書房。根據 1971 年 3 月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出版的《出版事業

登記一覽》在「出版社  台北市」項下，友信登記第 18 號（可能是最早登記的一批），

設址台北市開封街 1 段 31 號，位於台灣書店（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18 號）的斜對面。

就登計時間和地緣來說，索非可能任職台灣書局期間就已登記。 

筆者竭力搜尋，找到三本網拍的友信出版品，一本為陳簡中著《孫子兵法之新研究》

（1952），另兩本是景印的線裝古籍：《白氏諷諫》（1955）、《老子道德經》（趙孟頫書，

1956）。我們不解的是，友信為什麼不出版銷路較廣的青少年讀物或文學讀物，而出版

一些冷門的老古董，這和當年任職開明期間的作風何其不同！ 

索非經營友信書房虧損甚多，拖家帶眷，不能不為稻粱謀。1946 年下半年，開明

書店應范壽康之請，由經理劉甫琹來台成立分店。1950 年 12 月，開明台北分店改組為

「台灣開明書店」。索非何時到台灣開明書店工作已難稽考。李敖在〈我最難忘的一家

書店 ——書店之死〉，說他就讀台大時（1954-1959），每年都會去一次台灣開明，「有

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1991 年再去，一樓門市已出

租，書店搬到三樓，一位老店員對李敖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

落早已不明。」 

索非晚年隱居大溪鄉間，台灣開明書店當年的高階同事皆知道他的去處。至於索非

在開明的職稱，或許索非的不拘形跡，被李敖誤認為店員。筆者從「台灣出版協會」理

事長陳恩泉先生處取得兩份「中華民國中等學校教科書出版業聯誼會」的會議紀錄（1966

年及 1969 年），出席者均為各社領導階層，台灣開明書店列名兩人——劉甫琹和索非。

陳恩泉先生年輕時曾和索非一同審查教科書，他說索非應為台灣開明書店的編輯部經

理。 

索非在台灣開明書店前後約 20 年，在這段期台灣開明翻印了不少開明舊籍，如賈

祖璋的《鳥與文學》、朱光潛的、《談美》、夏丏尊、葉聖陶合著的《文心》等等，何以

翻印的索非舊作只有《世界語入門》（1969）一種？他的散文集《獄中記》、《苦趣》、《囚

人之書》和雜文集《龍套集》等容或不合時宜，所譯波蘭教育學家高爾恰克（J. Korczak）

的童話《小國王》（King Matt the First）則沒有過時問題。他的一些科普舊作即使過時，

稍微修訂一下即可，絕不是問題。如果是因為考量到銷路，《世界語入門》似乎更為冷

門。如果是因為心存遯世，不欲人知，那麼為什麼要翻印《世界語入門》？謎中還有謎，

讓人猜不透。 

索非辭去台灣開明書店為 1971 年 11 月間的事，此時索非已 73 歲。此後直到 1988

年過世，索非一直過著絕交息遊的隱居生活。其實，索非早已心存遯世。隱逸之士往往

別有懷抱，我們就不必妄言了。（2017 年 5 月 16 日草成，21 日經刪改而成此文）（本

文另刊《科學文化評論》2017 年第 4 期）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6%E5%9C%A3%E9%99%B6/63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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