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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一、追溯古代《孫子兵法》國防建設理論的淵源。
二、全面、系統闡釋和發揮近代孫中山的國防建設理論。
三、在編輯出版的軍事理論書刊中介紹和傳播國防建設理論。
四、總結中國歷代國防建設的沉痛教訓。
五、借鑒外國國防建設的成功經驗，提出建設中國強大國防的基本思路。

民國時期中國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疊經戰火蹂躪，社會動盪不
安。面對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李浴日與蔣百里、楊傑等軍事專家和軍事學者們一道，
以挽救國家、民族危難為使命感，對近、現代國防建設理論開展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李浴日的探索和思考，主要體現在他的《孫子新研究》、《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
學隨筆》和《國防建設的總認識》、《如何建設將來之陸、空國防》等論著中。它不僅
對國民政府強化國防、抵禦外侮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就是在今天，它對我國、我軍國
防現代化建設，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因此，梳理和挖掘李浴日的國防建設理論，不
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李浴日的國防建設理論研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追溯古代《孫子兵法》國防建設理論的淵源。
國防建設指的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國防能力而進行的各方面的建
設。包括精神建設和物質建設兩方面。具體包括武裝力量建設、國防軍事（武裝力
量）建設、國家總動員準備、國防經濟建設、國防科技建設、國防教育等方面。李浴日
認為，國防建設理論起源于中國，2000 多年前的中國《孫子兵法》就已經創立了。如
「居安思危」、「富國強兵」、「愛國教戰」、「不戰而勝」等關於國防建設、國防教
育、國防鬥爭策略，在《孫子兵法》中都已經論述，「《孫子兵法》是我國兵學的經典，
它是我國最古的國防論，至理名言，萬古常新。」（1）「我國兵法所有國防的根本意義，
完全包含在孫子所說的‘全國’兩字中。」（2）現代「孫子兵法中提出了許多關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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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規律，對於今天的國防建設和軍事鬥爭仍均有指導意義。」（3）所以，《孫子兵
法》是近、現代國防建設理論的基石。
1、國防建設的地位
《孫子兵法•始計第一》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這句話是關於國防建設的重要地位的論述，說明沒有國防，便沒有國家。
1937 年 11 月，他在《抗戰必勝計劃》中說，這句話「是我國國防論始祖孫子的名
言。于此足見戰爭勝敗所關的重大。」1938 年 2 月，在《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裡，
他運用孫子兵法關於國防建設的理論對我國近、現代國防建設作了歸納和發揮，並對蔣
百里的國防建設理論進行了引述。《孫子》一書，劈頭並不下戰爭的定義，卻說：‘兵
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就戰爭的重要性而言。」又說：
「在中國國防建設上，《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一部偉大的國防指導原理。該書劈頭就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指示我們在未戰之前，
就要致力於國防建設。倘若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而貿然與人家開戰，其危險將不堪設
想。」（4）「這是指示我們在戰爭之先，就要鞏固國防。否則，到了戰時，就危險了。」
（5）又說：「沒有國家則國民的生活不得保障，沒有國防則國家的生命不能保存。」（6）

李浴日反復強調孫子關於國防建設的重要性充分表明，國防建設是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
部分，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國無防或防而不固都是十分危險的。
把國防建設提到關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為維護國家
主權的統一、領土的完整，保護本國、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必須高度重視國防，把它放
在首要的位置。這主要是由國家職能所決定的。
2、國防鬥爭策略
《孫子兵法•謀攻第三》中，指出國防鬥爭的策略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它體現了《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外交思想。
李浴日闡釋說：在國防建設中，用兵的最上策略，是以強大的軍備為背景，把敵國
的企圖或計謀，于未成熟前而挫折之，粉碎之，使不能實現，唯我的意志是從；次等的，
或離間或收買敵的親交國、同盟國，使陷於孤立，而為我所屈服。他舉例說，如在春秋
時，因為列強的對峙，所以孫子很注意站在局外的鄰國之向背；再次等的，直接與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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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戰，擊破了它，方達到我的目的；最下等的，圍攻敵人的城寨，發生了重大犧牲後，
才得解決（7）。孫子把運用謀略贏得勝利作為最高層次，把運用外交方式取得成功為第
二層次，把武力征服作為第三層次，把攻佔敵方城池作為最下的層次，說明國防建設的
根本點是追求和平，盡可能不通過實戰就使敵人屈服，以避免戰爭的爆發，從而取得最
大的勝利（效益）。因為孫子充分認識到戰爭帶來的是對人類文明的破壞，和平才是全
人類的共同願望。而爭取和平，就必須慎戰，做到軍事、政治、外交協調一致。李浴日
關於孫子國防鬥爭謀略（四個不同戰略層次）的總體佈陣的論述說明國防建設的最高戰
略理念是非戰、慎戰。這也符合「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古訓。
3、國防精神教育
《孫子兵法•始計篇》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
而不畏危。」這是關於國防精神教育的重要論述。
他說：「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國民與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燒
著必勝的信念，不管在怎樣情形之下，都不怕危的。」（8）「在現代，元首或政府厲行
廉潔政治，救濟失業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會制度，發展產業與丈化等。總之，
為人民除痛苦，謀利益，是謂有道。這樣，人民便信仰政府，造成堅強的團結力，假設
政府有為正義而戰，或為民族生存而戰，乃動員他們去作戰，他們必服從命令，踴躍犧
牲，不畏避，不叛變。要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的一致團結，或舉國一致。」（9）說
明統治者「行道」（身體力行投身國防建設）所產生的效用。這種效用就是國防精神教
育。他引用魯登道夫《全體性戰爭》的話闡釋說：「一國之國防力，植根其民族中。國
防力為民族中之一種成分，視我民族之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全體性戰爭
中之國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者為精神力，
所以能在為爭民族生存之全體性戰爭支援日久者，視其精神力。此項戰爭，非今日始而
明日終，可以遷延至極長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之
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民族生存之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惟有此精神的一
致團結，然後其國民對於前方軍隊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輸，且為國防而工作，而能在極艱
難之戰爭中，與夫敵方之攻擊中，尚存有戰勝與克敵的決心。而其所以使民族的一致團
結的方法。」（10）表明「道與精神力」是一致的，對國民「行道」（進行國防精神教
育），可以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增強國民國防觀念和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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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防力量建設
《孫子兵法•形篇第四》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又說：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這是關於充實
國防力量、增強軍事實力的重要論述。
李浴日在《孫子新研究》中，把這兩段話的意思歸納為求己原理：「戰爭之事，
不管敵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強大，即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方能乘
機取勝。近年來各國所實施的各種國防計劃，不外是在這個原則之下而努力著。」
（11） 「『修道保法』——實現軍隊之精神、物質的兩全主義。攻守以保持行動的秘密

為最上，一經發覺敵的敗形（虛隙），即集中無比的威力，一舉而殲滅之。又此篇，有
人評為：『現代一篇頂有價值的國防原理』，實有見地。」（12）又說：「『故用兵之
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這句話的意思是
所以用兵之法，不可僥倖敵人不來，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國防力；也不可僥倖敵人不
來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禦力，或常保持著沒有為敵可乘的虛隙（例如一次歐戰
時，凡爾登要塞，為德軍多次猛攻，屹然不陷）。」（13）又說：「戰爭是達成政治目
的的手段……故一國為應付不時的戰爭，最好預先充實國防力；國防力充實，便可『恃
有以待之』，與『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象今日各國的普及軍訓，擴充軍備及獎勵科學
發明，即屬此意。孫子在春秋時代，目覩群雄對峙，一國時有被侵略的危險。所以在這
書中，力說充實國防力的重要，其原理至今，尤見正確。」（14 這個闡釋與楊傑將軍
的闡釋是一致的：「孫子所說的『始計』，是『未戰』之先的計劃，是準備戰爭的計
劃，也就是國防建設計劃。」（15）
如何實現「修道保法」？李浴日認同孫子關於「形」方面的主張：「若決積水于千
仞之溪者，形也。」即是要搞好戰爭力量的積蓄（致力於國防力量建設）。這裡的「形」
指的是國家的綜合力量，其中主要包括「道」（政治：「令民與上同意」），「財」（經
濟），「將」（將帥素質：「智、信、仁、勇、嚴」），「法」（制度、法令、後勤保
障等），「卒」（士兵）、「兵」（武器裝備)(以上為軍事），「天」、「地」（氣象、
國土、戰場）等方面的准備（16）。即只有在政治、經濟、軍事及自然條件等方面充實綜
合國力，才能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由於歷代中國國防以消極防禦為原則，在
自衛上鑄成了一個大大的失策。以致國防不修，敵人乘虛而入，宋之亡于元，明之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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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即由於此。因此，「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不應有『永久和平』的幻想，只有武
裝，再武裝，方能保障國家安全。」（17）李浴日從正、反兩方面對孫子這個國防原理
闡釋、發揮充分說明，「修道保法」、「先為不可勝」是建設強大國防的重要舉措，對
今天的國防建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5、國防總動員
《孫子兵法•用間第十三》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這是關於國防總動員的重
要論述。
他解釋說：「本節系說古代的動員狀態，即關於兵役、工役及徵稅等，自然這是屬
於局部的動員，而在現代戰爭上以局部的動員已不足以適應戰爭的要求，必須實施整個
動員——國家總動員：（一）國民動員，（二）交通動員，（三）產業動員，（四）財
政動員，（五）文化動員。而這種種動員能否適應戰爭的要求，全視平時有否充分準備，
否則，必致手忙腳亂，顧此失彼。觀于過去我國抗戰，可想而知。」（18）這是從古代
戰爭總動員擴充到近、現代國家總（全面）動員，戰爭的狀態由平面戰爭發展到立體戰
爭來說的。關於戰爭總動員中兵役的產生和演變，他又說：「為了保護國家，與鞏固國
防，便有兵役制度的產生。這個制度向分為自由兵制與強制兵制，前者為志願兵制，後
者為義務兵制。所謂強制兵制，即統治權力的強制，社會權力（民族共同意識）的強制。」
李浴日這一闡述表明，雖然國防總動員的形式隨著時空的發展發生變化，但它是國家為
適應戰爭需要採取緊急措施統一調動人力、財力、物力的一系列活動。其主體是國家，
對像是物力、財力，目的是為了戰爭的需要。
對《孫子兵法》的解剖，李浴日曾經概括為十大原理。除上述所述之外，還有其它
方面的原理。如「知已知彼，百戰不殆」的先知原理；「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
的利動原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秘密原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複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的變化原理等。這些原理，均為指導近、現代國防建設的基本原理。從中可以看出孫子
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對國防建設理論有了系統的論述，它是近、現代國防建設理論的指南，
是近、現代國防建設的出發點和基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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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系統闡釋和發揮近代孫中山的國防建設理論。
李浴日認為，國防建設是孫中山軍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孫中山軍事思想的核
心內容，主要包括軍隊建設、國防現代化建設、國防戰略、國防經濟、國防教育等。「國
父因飽受第一次歐戰的教訓，又目擊國防的危機，更感到過去『海防論』，『洋務論』，
『時務論』及『維新論』的錯誤與失敗，便決意為中國國防開闢一條新生之路。」他從
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在廣州軍界歡迎會上致詞》、《複陳其美先生<論建設國
防武備書>》、《三民主義》等著作中對孫中山關於發展經濟、整頓軍備、國防危機等
諸多國防建設問題進行了回顧，並對孫中山《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中關於中國國防建設
問題進行系統的闡釋和發揮。1941 年，他在《新建設》第 6、7 期合刊上發表了《國父
的<國防計劃>研究》，這是首次專門、系統闡述孫中山國防建設思想的論著。1942 年，
他把該文融入《中山戰爭論》中，對孫中山的國防建設理論、計劃和實踐進行了全面、
系統的探索。
1、國防方針
他說，孫中山是近代國防建設理論的奠基者，他的國防建設本義（方針）是防禦和
自衛：「國父所要制定的國防方針，是自衛的，不是侵略的，是守勢的，不是攻勢的。」
「惟依國父的意見，則以採取守勢作戰擊敗侵入的敵軍為原則。」（19）據研究，近、
現代國防類型有四種：即擴張型、自衛型、聯盟型和中立型。李浴日把孫中山的國防方
針概括為自衛型，是由孫中山提出的「我中華民族以保境、睦鄰、協和、安邦為中心信
念」，是為了「抵禦各國侵略中國計劃之方略」和「收回我國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
界割讓地之計劃」這些反帝鬥爭內容決定的。從中可知，孫中山的國防目的是為了人類
的平等、正義與和平，實現世界大同，而不是為了侵略。「國父本此優美之思想而發為
求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之至高無上的國防指針……是乃國父提倡之我國國防本義所
在。」（20）當然，「這是帶有積極性、自衛性和革命性的國防方針」（21）
2、關於國防建設計劃和構想
孫中山的國防建設計劃和構想，其中絕大部分體現在他給廖仲愷的手札中。該手札
所載《國防計劃》一書的綱目 62 項，李浴日在《中山戰爭論》中把它概括為四大方面：
「國父國防建設計劃的整個內容，依于大綱草案可分別歸納為國防政治建設，國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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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國防文化建設，國防軍事建設四部門。」（22）並認為也可概括為「保」、「養」、
「管」三個方面：「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今
日的國防，必使每一國民均成為國防之細胞，成為國防人之一員。平時從事國防之建設，
戰時參加國家總動員。」「國防所云『保』之意義，直接在保衛國家之生存，間接即在
保衛個人和團體之生存……國防所云『保』之手段，為國防軍備之建設。」「養」就是
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首在解決「吃飯」問題。「歷來論國防者，皆知民生為國
防之首。或倡言民生與國防合一。國父認為歷史之中心在民生，人類之進化在生存。故
民生者，人類歷史之本也，國防建設之母也。國防建設，必從民生建設始，故『足食足
兵』、『民富而國強』是也。「管」就是指國防組織的管理。「國防乃全民對外之鬥爭，
須舉國協力。而國防力之構成，實源于人力、物力、財力等因素。如三者不能配合，『則
尤難發揮國防建設的功能』，『而無由發揮國防建設的整體力量』。因此國父「揭民主
集權為管之要義，以五權憲法為實施之規範」。（23）
可見，孫中山國防建設的內容十分豐富。李浴日的概括和論述表明，孫中山的國防
主張是「精神與物質並重、政治與軍事相輔、國防與民生兼顧、外交與武力配合、以實
業為基礎加強國防建設。」反映了孫中山在國家建設方面始終把國防（國家安全）放在
首位，把維護國家利益、抵抗侵略作為國防政策的立足點，反映了他的民主革命在軍事
方面的認識和要求，為中國近代軍事科學充實了新的內容。時至今日，它對我們建設強
大、新型的國防，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在編輯出版的軍事理論書刊中介紹和傳播國防建設理論。
李浴日在自己所編輯出版的軍事理論書刊中，十分重視中外軍事專家關於國防建設
理論的著述，把它作為國防建設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中有編譯外國方面的：
《世
界兵學》雜誌于 1941 年 8 月創刊號刊登德國杜尼巴哈著、趙天石、李岳明（即李浴日，
筆者注）合譯的《國防科學》；1941 年 9 月第 1 卷第 2 期有美國林塞羅澤著、華丁夷
譯的《法、德、英、美國防問題的檢討》；1943 年 5 月第 2 卷第 5 期有日本竹內榮喜
著、高一萍譯《國防的絕對性與現代國防手段》（譯自日本《國防知識》）；1948 年
10 月第 7 卷第 1 期有美國國防部長弗萊斯特、海軍作戰部長鄧非爾特、總統參謀長裡
海、空軍參謀長斯巴茲、陸軍參謀長布萊德雷等著、譚善余譯的《論海、空軍及參謀長
聯席會議在國防上的職務》。1943 年《兵學論叢》刊登梁子駿的《世界各國之國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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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戰鬥月刊》雜誌于 1953 年 10 月第 1 卷第 5 期刊登蓑田胸喜著、宋念慈譯《世
界觀認識論與政治國防哲學》；第 3 卷第 1 期王澤民的《東南亞與美、英、法的國防》
等。這些翻譯和介紹，或總結各國國防經驗教訓，或反映各國國防建設的動態和發展趨
勢，或對近、現代國防理論提出看法和觀點，「在盛倡國防科學運動今日的我國，把它
譯出介紹給國人。」作为借鑒，十分必要。
有關于中國方面的：《世界兵學》第 1 卷第 2 期有劉侯武的《陸、海、空三軍將來
在中國國防建設上的地位》；在第 2 卷第 5 期開闢《國防特輯》專欄，發表楊傑的《國
防建設的先決條件》、梁寒操的《三民主義國防論》、陳紹寬的《如何建設中國之海上
國防》、李浴日的《國防建設的總認識》、李岳明《如何建設將來之陸、空國防》，計
有論文 6 篇。在《國防特輯》專欄的「編後話」中，他建議軍事專家們多投國防方面的
稿件：「本刊擬今後多發表關於國防的論文，尚望讀者源源賜稿，本期《國防特輯》，
僅為開端而已。」1946 年 2 月 26 日，陳縱材在寫給李浴日的信中，極力回應和支持李
浴日對國防建設的倡議。爾後，在第 3 卷第 3 期、第 3 卷第 4 期，他又分別發表了史
久光的《國防人才教育篇》、《國防學如何研究》，在第 5 卷第 1 期，發表白崇禧的
《現代國防建設的趨勢》，第 5 卷第 3 期發表吳石的《國父之國防理論與實際》。在
《兵學論叢》中，發表徐庭瑤的《閃擊戰與今後之軍備》。在《兵學叢書》中，出版
了趙振宇的《中國軍備與國防》（1946,5）、廖忠國的《國防機構論》（1946,11）等。
據不完全統計，他以世界兵學社名義出版的書刊中，刊發關於國防建設方面的文章
近 30 篇，編輯出版關於國防建設的專著 2 部，涉及國防建設內容的有數部（24）這些介
紹和編譯論著，對增強國民的國防意識，普及國防理論知識，傳播近、現代先進的國防
理論，抗敵禦侮，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總結中國歷代國防建設的沉痛教訓。
在《中山戰爭論》及其相關論著中，李浴日總結了中國歷史上國防建設的沉痛教訓。
他認為，影響中國國防建設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的落後國防思想和人才政策鉗制了中國國防的發
展：「可惜歷代掌握著國防建設大權的君臣們只把它（孫子兵法）當作一部兵法的書看，
鮮有把它的原理通用到國防上，即忽略它在國防指導上的價值。加以支配著歷代君臣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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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腦筋，又是那些所謂『偃武修文』、『重文輕武』、『以大事小』、『以德服人』、
『佳兵不祥』、『兵凶戰危』的思想，」遂使國防建設無從發展。「降及宋明之世，廢
除徵兵制度，極端抑武揚文，一則崇尚理學，一則提倡八股，致士林日趨文弱，更造成
國防上一個大大的漏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國。迄于滿清，以異族入主中華，對
於漢人的鉗制，無所不用其極。」國防建設走向衰落。
二是消極防禦的國防原則造成國防建設的失策：「中國的國防，向以消極防禦為原
則，這固足以表現中國人的愛好和平，但在自衛上卻鑄成了一個大大的失策。因以消極
防禦為原則，故對於防禦工事都很講求。春秋戰國燕、趙各國及秦始皇有萬里長城的修
築，歷代帝王各有城岩關隘的修建，他們雖用了很大的智力、人力及財力，其作用不外
在消極上防阻敵寇的侵入，不圖根本擊滅敵人于國境之外，或防禦工事之外。至於各地
鄉村所建築的住宅與硐堡，雖非國防之用，但從其堅固的程度與窗戶的狹小來看，亦僅
在消極上用以防禦匪盜而已。真的，中國歷代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類皆以消極防禦為自衛
之本（漢武唐太例外）。但能攻必能守，能守未必能攻，何況以守為守？這樣必致日趨
不振，坐而待亡。所以以消極防禦為自衛之本的中國人，往往弄得連自衛也不可得。」
（25）表明消極防禦是一種軍事保守主義，只看到攻防作戰形式上的對立，達不到防禦

的目的。
三是「專事防內，不思防外」的愚民政策挫傷了國民國防建設的積極性：封建王朝
防內之心遠大於防外之心，為強化其統治，不斷完善和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許民
間修飭武備,以防造反。如滿清統治，「所有兵事不許漢人過問。洎乎列強帝國主義的
侵入，先後慘遭鴉片（中英戰爭）、丁已（英法聯軍戰爭）、甲申（中法戰爭）、甲午
（中日戰爭）、庚子（八國聯軍戰爭）諸役的失敗，割地賠款，舉國騷然。這時清廷自
知以一族一姓之力不足以禦侮圖存，漢人從此始得過問兵事。」其結果是國民國防意識
不強，防禦技藝荒疏，遇敵進攻，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擊，必然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四是生搬硬套的外國國防建設主張不符合中國國情，有些即使符合，卻未能真正實
施：「先後有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海防論』，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論』，
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時務論』，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論』，畢竟
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瞭解西洋富強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國國情，故所發為議論和主張，
均未成為起死回生之藥。」「當時一般明達之士目擊心傷，曾大聲疾呼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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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輕武，積重難返......西國仕途武重于文，蓋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
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見馬建忠《上李伯相覆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
書》）……至以留學于西洋之薛福成氏更痛陳說：『西洋各國所以驟勝中國之故，厥有
二端：一則中國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嘗分途，漢唐尤存此意。宋明以來，右文左武，自
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粗材，外侮迭侵，職由此故。』可惜議論自議論，未見
實現。」（26）說明離開中國國情去談國防建設必然不成功。
五是政府的「腐敗過什（甚）」使國力空虛，削弱了國防建設的力量：且因清廷的
腐敗過什（如慈禧太后移海軍建設經費來修頤和園等），君臣荒淫，致使國力空虛，百
姓羸弱，故終未把中國國防的力量壯大起來（27）。政治的腐敗，必然造成經濟的落後，
從而動搖國防根基，無力從事國防建設。
李浴日一針見血地總結歷代特別是近代國防建設的沉痛教訓，目的是提醒當局以史
為鏡，只有政治清明、文武並重、重視民生、發展經濟、立足國情、批判地吸收外來優
秀軍事文化遺產；積極擴張戰備，充實國防力量，才能建設強大的國防。「固然我們今
日欲從事于現代化的國防建設、軍備擴充是不容易的，一下子當然趕不上人家。但在此
世界充滿著火藥氣味之時，而國際戰爭又未消弭之前，我們絕不能空口談和平。」
五、借鑒外國國防建設的成功經驗，提出建設中國強大國防的基本思路。
李浴日認為，「國防建設即是戰爭準備」，它是一門辯證的科學，是普遍性和特殊
性的統一。在戰爭未消滅之前，我們要「孜孜地不懈地致力於國防的建設，養成高度的
國防力量。才能避免戰爭，或戰必克，達到自衛和和平的目的。」國防建設必須從八大
方面去認識和進行。這八大方面包括：一是假想性、二是第一性、三是時空性、四是科
學性、五是全體性、六是聯繫性、七是虛實性、八是秘密性。它們是互相聯繫、互相作
用和影響的。其具體內容包括：
假想性。即為了達到某個目的或者目標，在國防建設中假像出來或者設計出來的敵
對國。「立國于世界之上，必有足以為禍于我、或侵略我、或阻礙我發展之敵國。國防
建設就是要針對著這些假想敵國。」如蘇聯以德國為假想敵，德國以法、蘇等國為假想
敵便是如此。「假想敵國決定之後，就要置國防建設的重點于其上。循序而進。」德國
大量製造榴彈炮和噴火坦克對付法國的堅固工事和村落中的士兵，以英國為假想敵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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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水雷和沉水艇對付英國的船艦和和海上運輸；蘇聯建設西伯利亞「陶德卡」防線對
付日本，建設史丹林（斯大林）防線對付德國。「我們默想我們今後的假想敵必是某某
國，那麼某某國就成為我們國防上的研究物件和工作物件了。」表明國防建設要有針對
性，必須有明確的國防目標和對像。「否則盲目而行，無的放矢，決不能建設適應實際
要求的國防。」
第一性。就是說要確立它的至高為無上的地位。「舉凡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
軍事以及一切的設施，以國防為中心。合乎國防需要的則舉，反之則廢。推而至於一切
利害，一切是非，都要根據國防的需要而判定，人民的生活也要以合乎國防的要求為第
一要義。且又是『惟我獨強』的。」法國在希特勒執政之前國防強于德國，希特勒執政
之後德國國防力量突飛猛進，強于法國，在這次歐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筆者注。）
法國只得潰敗。這是法國國防建設落後所吃的苦果（28）表明國防建設是一國建設的核
心，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必須圍繞著這一中心來進行，堅持不懈，持之以恆，
不能懈怠。
時空性。包括時間性和空間性。從時期性和武器的時效性來劃分：「國防建設並不
是『一勞永逸』的工作，是要跟著時代而邁進。」「至於國防計劃的制定，某者先，某
者後，或應定為『三年計劃』，或應定為『五年計劃』，或應定為『十年計劃』，都要
把握著時間的因素來決定的。再于武器的時效性，以及天時（氣候）對於國防建設的影
響，也要考慮的。」（29）從平時和戰時來劃分，國防建設必須做到「平」、「戰」兩
者的有機的結合。對於那些認為「國防建設在戰時交通的困難，人力、物力、財力的不
足，不易著手，一切都移諸戰後。」或者「以為我們盟國于此次戰爭勝利之後，將依于
永久和平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便可消滅戰爭于無形，故國防建設到了戰後就不必多此一
舉。」的兩種錯誤思想，「我們非從速給予糾正不可」。說明時間性對國防建設具有不
可代換性，國防建設要因時制宜。
國防建設的空間性包括海、陸、空立體國防建設。其總體原則是：「屬於海洋國則
需採取海主陸從政策，屬於大陸國則要採取陸主海從的政策（空軍系配屬於海軍的）。」
「過去的軍事國防僅限於陸與海的平面，今後是進入于陸、海、空的立體時代了。過去
用一線式的築城，可以收效。今後的敵人已變為飛鳥式的，縱有籬圍亦阻止不住飛鳥侵
入其中偷吃曬谷，同樣用平面的防禦力量亦不足以阻止從天而降的敵人（指降落傘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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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輸步兵）。所以一國的國防，要掌握著制陸、制海權，還要掌握著制空權。」（30）
這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以往戰爭不同特點所作出的正確理論概括。
關於海國國防，李浴日著重闡述了海防三線及其關係：「海國的國防有三線。海外
為第一線，沿海為第二線，國內為第三線。第一線被敵攻破；尚有第二線，第二線被敵
攻破，則須在第三線阻敵。但第一線未被攻破，第二線自可安然無恙，同樣第二線未被
攻破，第三線亦不會受敵（非指敵之空軍）。雖然（如此），但是並不是說第一線未被
攻破，而第二線的防禦力薄弱之點，無受敵奇襲的可能。同樣，第二線未被敵攻破，第
三線的不設防或防禦力薄弱的地方亦非無被敵偷襲的危險。要之，第一線純為海軍支撐，
第二線為海、陸兩軍協同支撐，第三線則純為陸軍支撐（自然均附空軍）。最後如第一
線被敵攻破，第二線亦告失敗，而退守于第三線時，則大禍來臨了。故善防海者，必求
擊破敵海軍于第一線之外，正如明代賢相楊溥說：‘鏖戰于海岸，不如邀擊于海外。’
兵部尚書翁大立說：‘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為上策，卻之于沿海，毋使登岸為中策，
迨至登陸而圍殲之為下策。’」（31）關於陸上國防問題，他在《如何建設中國的陸上
國防》中明確指出：「在國防建設上以建軍為第一要務。在中國的建軍上自然以陸軍和
空軍為國防軍的主力。」「總之，時空在國防建設上指示我們要因時、因地而制宜。」
這就充分表明建立海、陸、空立體國防體系的重要性，以適應現代總體戰的要求。根據
20 世紀與 21 世紀相交前後發生的海灣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來看，現代戰爭已發展為海、
陸、空、光、電一體化的戰爭，已由機械化戰爭演變為信息化戰爭，驗證了李浴日立體
國防建設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科學性。李浴日認為，現代國防不是依靠古代的什麼《四書》、《五經》所能建設
起來，而是要植基於現代科學上。在物質國防方面，象坦克、飛機、大炮、兵艦、無線
電等，均是科學的產物。不懂科學，固不會製造，更談不到發明，也談不上使用(32)表
明既要尊重國防建設的發展規律、把握內在的聯繫，又要加強現代化國防科技建設。特
別是在軍事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今天和將來，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運用，現代戰爭
的科技含量不斷增大，國防科技建設已經成為國防建設的重要內容，越來越發揮著重要
的作用。因此，國防科技建設是建設強大國防的基礎。它與今天胡錦濤提出的在國
防建設中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十分吻合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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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性。「現代的國防建設是全體性的，但為建設這個全體性的國防，最要緊的是
虛的使實，實的使之更實。申言之，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在國防上有弱點，
即應加緊建設使之強。有強點，亦應求其日益加強。例如蘇聯的『五年計劃』、德國的
『四年計劃』，就是為加強自己的國防。但尤要能善掩飭我的強點，使敵誤認為弱點，
善彌縫我的弱點，使敵誤認為是強點而墜我術中。」(33)表明國防建設不能含糊，必須
實事求是、一心一意，力戒浮躁、急躁冒進。
秘密性。即不公開的、不洩漏的機密性。「因為國防以秘密而成，以秘密而強。
在國防建設上尤以軍事上的一切建設更要保守秘密。短處不宜外揚，長處不可洩露。象
軍隊的裝備，要塞的設備，我期待構造及其攻擊力、防禦力、運動力等，倘若為敵偵知
所對付，便會失掉作用。」(34)這種保密性要求不洩露、防竊聽，積極防範，具有可
靠性。它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全體性、聯繫性是表明國防建設具有綜合性、全面性和相互之間的密切關聯性等。
1946 年下半年，李浴日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新成立的國防部政工局少將、副處長，
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防人」。對如何建設未來的中國的國防，他在《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2 期發表了《國防部成立以後》的社論。在這篇社論裡他提出國防建設的二點意見：
一是要促進「文人知兵」，「造成文武合一的風氣」；「身為一個政治家，同時也要是
一個戰略家。其實以今後國防的要求，不祗文人（知識份子）要知兵，即每一個國民都
要知兵，養成『國防人』。倘若今日把一個不知兵、不懂國防的文人置於國防部長之位，
固是笑話，還要誤國。」二是準備應付未來新的戰爭。「務要服膺吳子『出門如見敵』、
司馬法『忘戰必危』的古訓，兢兢業業致力於國防建設，以期把我們落伍的、羸弱的陸、
海、空軍改建為一個進步的、強大的、適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陸、海、空軍。」(35)
李浴日關於國防建設的八大方面的認識和國防建設的二點意見，充分體現了他以國家安
全為重、居安思危的進步國防觀，體現了他希望通過富國強軍、建立強大國防以捍衛國
土、復興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也充分表達了他作為民國一代學者為了祖國、民族的強
盛神思濾竭的愛國思想感情。
綜上所述，李浴日是民國時期中國國防建設的重要宣導者和鼓吹者。他鑒於近代中
國國防建設的落後，從追溯國防建設的理論淵源出發，對《孫子兵法》進行了深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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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深化了國防建設的歷史命題，明確了近、現代國防建設理論的本源問題。對增強中
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抗敵禦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站在民主革命
的立場對孫中山國防建設方針、國防建設計劃等進行了系統的闡釋和發揮，為孫中山國
防建設理論研究做了開拓性的貢獻，為新中國的孫中山國防理論研究打下了堅深的基
礎，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借鑒外國國防建設的成功經驗，大力刊發、
傳播外國國防建設理論，對民國時期開展系統學習外國國防科學理論，開闊視野，克服
「妄自尊大」和「技不如人」的兩種落後的國防思想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通過分析
和總結中國歷代國防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提出建設近、現代中國國防的一系列科學設想
和意見，對當前和今後我國加強軍隊建設，實現國防現代化，制定正確的國防戰略，做
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發展國防經濟，增強國防實力，加強國防教育等提供歷史的借鑒
和啟示。
我們相信，李浴日的「我們應活用《孫子》建立國防萬世不拔之基」的雄偉藍圖，
在新世紀必將變為現實，中國國防現代化的「萬里長城」必將建成，成為我們中華民族
復興的利器！
2013 年 1 月

注釋：
（1）李浴日《兵學隨筆》第 123 頁，1952 年 9 月世界兵學社；
（2）林夏《孫子兵法的特色及其價值》，載李浴日《孫克兵學新論》、1947 年 1 月世界兵學社；
（3）于汝波《孫子兵法及其在現代國防中的應用》，載 2004 年第 1 期《軍事歷史研究》；
（4）李浴日《中山戰爭論》，1943 年 12 月世界兵學社第 45 頁；
（5）李浴日《國防建設的總認識》，載《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5 期第 31 頁；
（6）李浴日《兵學隨筆第一輯·國防的趨勢》第 14 頁，1946 年 10 月世界兵學社；
（7）李浴日《孫子新研究》第 53 頁，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學社；
（8）李浴日《孫子新研究》，第 7 頁，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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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浴日《孫子新研究》，第 8 頁，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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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浴日《中山戰爭論》第 66 頁，1943 年 12 月世界兵學社；
（20）吳石《孫中山國防思想和實際》，載 1947 年 12 月 5 日《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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