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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前言
【摘要】陇西堂李氏始祖：秦（公元 200 年）陇西郡（今甘肃临洮）郡守李崇；唐（公元 750
年）陇西李晟被封为西平郡王，乃西平堂一世祖；李浴日乃李晟西平堂第 47 代孙。
先父李浴日将军被誉为：“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现代中国文人从事军事学研究的先驱，中国
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建者，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为了缅怀先人再尽孝
思，吾等于 2018 年 5 月沿着先父母的足迹，走访了中国八个主要城市，以年代更迭为经，以省
市地图为纬，装点着百多帧老旧照片，谱成一部传记纪录片，希望勾勒出先父母创业维艰的心志
与历程，与世人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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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李氏的起源

李氏是中国第一大姓氏，同时也是华人与世界的第一大姓，人口超过 1.2 亿人。
约公元前 1100 年商朝末期，理官的后裔理利贞在当今河南省鹤壁市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得以活
命，故改姓李氏，是为中国李姓的得姓始祖。
约公元前 200 年秦朝时期，李氏的后代李崇从河南省到甘肃省临洮市出任陇西郡守，是为陇西李
氏始祖。
中唐时（约公元 750 年），临洮市李氏的后代-大将军李晟因战功被册封为西平郡王，是为李晟一
世祖。
同时，李晟之子李宪从甘肃省到江西省宜昌市出任洪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是为西平堂李氏始
祖。
晚宋时期（约公元 1250 年），李宪后代李承元从江西省宜昌市到广东省化州任化州路判，是为
上院李氏始祖。
清初时期（约公元 1700 年），李承元的后代李秀彬从广东省吴川市迁到后坑仔村，是为后坑仔
村李氏始祖。李浴日乃唐朝陇西堂今甘肃临洮西平郡王李晟的第 47 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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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李浴日（原名春清），于 1908 年 4 月 12 日出生于今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一栋由
先祖父连顺公亲手所建的岭南农村式三合院里，童年时受教于私塾饱读诗书，并入教会学校接受
西方思想的薰陶。1911 年的国民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知
识青年的反思及学生爱国运动，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也奠定其未來兵学创作的坚实基
础。
先父为了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号召，于 1925 年从雷州远赴 500 公里外的
广州市就读广雅中学，广雅中学的前身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创立的广雅书院，先父在学校里加
入中国国民党，出任指导员，并改名为「铁军」，取其勇敢善战之意。课余时则积极参加学生运
动，要为中国民主与现代化努力。
先母赖瑶芝于 1914 年出生于广东省罗定市连州镇云致村，于 1926 年随父母来到广州，曾就读清
水濠小学、知用中学、执信中学，1934 年入中山大学农学系，1938 年因广州沦陷日军而毕业于
云南澄江校区。

先父在广州受到革命的洗礼后，于 1928 年来到国际势力云集的十里洋场上海，入暨南大学继续
求学，为的是要探讨世界列强的强国之道，
「国立暨南大学」位于上海真如，原为清朝的暨南学堂， 1928 年先父入学修习政治，还积极参
加学生活动。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沈阳侵占东北，全国哗然。先父为此加入上海「抗日
救国会」，课余参与抗日工作，并第二度改名为「浴日」，隐申抵御日寇之志。
一二八事变期间，先父正住在日租界东宝兴路口的清华寄宿舍，2 月 12 日被日军逮捕送往位于北
四川路的日本憲兵队问询，2 月 16 日被转移到位于横滨桥，新东方剧场的「拘留所」，到 3 月 4
日释放止，共被拘留 22 天。后著《沪战中的日狱》一书，叙述被拘留期间遭受的耻辱。
大学毕业后，先父为了实践救国救民的理念，于 1933 年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中心，考察晏阳初
先生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后作《定县平民教育》一书，阐述了平教会
在农村改造的方法与成果，
1933 年先父为了学习扶桑强国之道，乃东渡日本中央大学深造。看到东洋人热衷于研究《孙子兵
法》，受到日文《孙子解说》的启发，深感「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兵，强兵必先发展兵
学」，于是转而投身钻研《孙子兵法》，并开始撰述《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要为中国兵学带
来新的气象。
1937 年春，先父从日本学成归国，先赴杭州西湖养病后返沪；六月赴庐山为蒋介石接见，呈报
《抗战必胜计划》论述。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对日抗战开始，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11 月上
海沦陷。12 月 13 日日军攻陷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遇难者达 30 万人，
1937 年上海沦陷前，先父转赴武汉，1938 年出版《空袭与防空》与生平代表作《孙子兵法之综
合研究》。6 月蒋介石召见，并在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讲演《从孙子兵法证明抗战必胜》 ，秋
后赴广州献身戎行，参加对日抗战于赣北前线。

1938 年先母于中山大学毕业后，从云南澄江返广州任职广东省政府秘书，经省主席李夫人吴菊芳
女士之介绍与任 64 军参议的先父在广州相识，年底日军攻占广州，两人随省府撤退到广州以北
约 300 公里的韶关
1939 年省府临时办公厅主要位于韶关市北郊十里亭镇的黄岗，部分在韶关市南郊的曲江，是年先
父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先母则任儿童教养总院秘书，11 月两人在韶关订婚

1940 年先母出任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垦区主任，在韶关以西约 200 公里的连县施教傜民，1 月 7
日先父赴连县与先母共结连理，由中山大学胡耐安教授见证仪式，年底先母返韶关与先父团聚，
并出任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先父则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是年长子仁师出世。
1941 年，先父以“阐扬中国固有兵学，介绍各国最新兵学”为宗旨，在韶关曲江创办「世界兵学
社」，自任社长，除了著书立说外，还出版兵书与兵学杂志，积极传扬中外兵学，8 月发行《世
界兵学》创刊号，并出版《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1942 年出版《闪电战论丛》《中山战争
论》，1943 年出版《战争论纲要》、《兵学论丛》、《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等书
1944 年底，第三次粵北會戰国军失败后，韶关沦陷日军，「世界兵学社」暂停业务，全家先返雷
州避难，数日后先父即支身赴重庆任职陆军大学。
1945 年先父在重庆出任陆军大学教官，讲授《孙总理战争论》，并出版《兵学随笔》，9 月抗日
战争胜利举国欢腾，1946 年初随国府还都南京，全家团圆，随即恢复「世界兵学社」，复刊
《世界兵学》月刊，并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少将第二处副处长，数次到苏州探访孙子遗迹、

1947 年先父先后出版《孙克兵学新论》《大战原理》《孙子新研究》等书，并与社会贤达、兵学
同浩，成立「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计划为孙子在苏州虎丘山“千人石畔，完成一座巍峨堂
皇的纪念亭，是年，次子仁雄出生于南京，
1948 年，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募得五亿余元、水泥钢筋若干，因为国共战事吃紧加之通货膨
胀，决定由建亭改为建碑，后建成〈孙子纪念碑〉一座于虎丘真娘墓东侧，但毁于 1951 年。原
计划中的〈孙子十三篇全文碑〉，临时委请汪东书写、钱荣初镌刻，勒石完成后，因苏州解放未
能及时移建，只得先藏苏州贞石斋。是年长女仁芳出生于上海
1949 年 4 月，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全家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广州，10 月广州解放后转往香
港大澳，1950 年再转赴台湾
1950 年春，先父携全家从香港大澳迁到台湾汐止，「世界兵学社」在台复业，是年出版《台湾必
守铁证》、《孙子兵法新研究》，次女仁美出生。1951 年：发行台版《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兵学随笔》，与《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等书，并出任实践月刊总编辑。1952 年：发行精装版
的《决胜丛书》。暇时先父常到汐止，静修院写作，也去忠顺庙的溪流钓鱼静思，
1953 年春，迁入台北县永和镇竹林路 25 巷 14 号新居，三子李仁缪出世，
1953 年 6 月，先父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战斗月刊社社长，至 1955 年逝世止，共
计发行《战斗月刊》24 期。

1955 年 8 月 7 日清晨，在永和镇寓所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享年 47 岁。9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台
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党国元老四百余人到场致祭。9 月 12 日，金门防卫副司令柯远芬中将率
领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全体官兵公祭 。丧礼后骨灰暂厝中和乡圆通禅寺。，
1955 年《战斗》月刊第 5 卷第三四期合刊刊载了《李浴日先生纪念特辑》，先父逝世後，先母赖
瑶芝女士继续主持「世界兵学社」，出版先父生前著作外，并于 1956 年出版遗著《孙子兵法总
检讨》，1957 年出版《中国兵学大系》，1958 年出版《李浴日先生纪念特刊》。
1997 年先父移灵美国维州莎市梦啼雪落墓园，与夫人赖瑶芝合墓相伴。
2008 年先父百週年冥诞時，三子，仁谋在美国马州成立「李浴日纪念基金会」，2010 年在基金
会网站上登录先父生前所有著作，2014 年出版精裝《李浴日全集》四册，第一冊《孙子部》是阐
述孙子兵法的专书,第二册:《战理部》是对近代 东西方战理的重要著译,第三册:《政论部》是
其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论文集,第四册《纪念部》,总合了先父生平史料、纪念文集、与专家们的
论述
为完成先父母落叶归根的遗愿，三子仁缪于 2016 年，在广州市以東約 70 公里的罗浮净土人文纪
念园，为先父母设立高约 2 公尺的纪念碑一座，由铜质头像、黑色花岗岩碑体与双层碑座构成。
正面镌刻先父箴言：“兵学是神圣不可犯的，立心作乱者不可读，蓄意侵略者不可读，非吊民伐
罪不可用，非救国救世不能用 “，右侧刻有「浴日老弟千古 与孙子同不朽”于右任挽」，左侧
是「浴日同志千古“志绩可称”陈诚挽」，背面则刻有先父母遗像与生平简介。
2016 年，三子仁谋为完成先父母落叶归根的遗愿，在广州市以东约 70 公里的「罗浮净土人文纪
念园」，为先父母设立高约 2 公尺的纪念碑一座，由铜质头像、黑色花岗岩碑体与双层碑座构
成。正面镌刻先父名句：“兵学是神圣不可犯的，立心作乱者不可读，蓄意侵略者不可读，非吊
民伐罪不可用，非救国救世不能用。 “，右侧刻有：浴日老弟千古「与孙子同不朽」于右任
挽，左侧是：浴日同志千古「志绩可称」陈诚挽，背面则刻有先父母遗像与生平简介
结语
先父一生从国民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护法、抗日救国到国共对抗，从雷州、广州、上海、武
汉、重庆、南京、苏州到台湾，从学生运动、民主政治、平民教育、参军作战到兵学创作，满腔
热血壮志凌云但却颠沛流离历尽沧桑，1952 年他曾写到：“研究学问真是不容易，兵学尤
然....(长年的战乱)不知埋没了多少专家，不知牺牲了多少新著”。他的骤逝，实乃诸葛亮“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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