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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第十一

九地第十一 CHIU TI(The

Nine Situations) XI

本篇可看做九变、行军、地形诸篇的补遗，其中反复论述九种地势
的活用法，用兵贵因士卒自然之情，『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
然后生。』便是本篇理论的重心。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
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
在用兵之法上，关于地势可分为九种：即散、轻、争、交、衢、重、圯、围、死的九地。
前篇系说地形的常态，举出六种地形；本篇是述地势的变化，揭出九种地势，前后有密
切关联。又，本篇所述的九地，除列入九变篇中的圯地、衢地、围地、死地外，另加五
地。然所谓九地或地势也者，仅为本篇的外貌，非其核心，而全篇所论要以精神为主，
即如何把握士兵的心理而利用之，读者往下研究，便可了然。
In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war there are： (1) distracting ground， (2) disturbing
ground， (3) ground of contention， (4) intersecting ground， (5) path ridden ground，
(6) deeply involved ground， ( 7) difficult ground， (8) enclosed ground， and (9) death
ground. (C)
北村佳逸说：『九地是论各种地势，即研究人地合一。其实离开土地便没有战争。军舰要
有根据地，空军要有飞行基他，不论空军或海军均可以说是地上战的延长。 』

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
以下关于九地的说明：
本国为敌侵入而与敌战于境内，叫做散地，即兵心离散，不能専一作战之地。
民族战则不然
散地指在本国领土内作战而言，其所受失之大，像地方的被蹂躏，人民生命财产的被残杀
与焚掠，这是人人皆知的。至说士心离散一层，也许在春秋之世的同胞之战，充满着此种现象。
但是在现代民族战争之下，以民族思想的普遍与澎湃，此种现象已不似以前的严重，倘若再加
以政府的巧妙宣传，则士兵必可同仇敌忾，为图自己的生存，为谋民族的解放，而更加团结起
来，燃烧着必死的斗志，而抗战到底。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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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敌国尚浅之地，叫做轻地，即士卒的觉悟心尚轻，由于望乡思家之念切，与忧虑前
途之心深，动辄出于逃遁之地。

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
某种重要地盘或地点，为我军先占据之，则可导致战局于有利，同样，敌先取之亦利，
叫做争地。
今日之争地
【争地】是敌我相争的重要地点，如古代的散关、潼关等，至在现代战上，如军需工业城
市、金融中心地等，亦可称为争地。
争地是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如我东北九省，过去成为日苏的争地，今日又成为美苏的争
地，倘若美苏他日交战的话，自然以谁先占领为对谁有利，这是我当局应知所处置和应付才可。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
敌我可以自由往来的平原，叫做交地，即在交通上有互相便利的地势。
【交地】为彼我往来之处，如国境是，但须有交通自由的条件，如德法国境是交通自由的，
所以自拿破仑战役，一八七○年普法战争，以至一次欧战及二次欧战，每一次都在这国境间，
表演了惊人的战斗。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诸侯之地——中立国，三属——接壤两三个国家，即介于我、敌及他国之间的中立邻国，
这种邻国，谁能先与之交好，结成同盟，并取得其民众同情援助，便可导致战局于有利，
这叫做衢地。
【衢地】如我国战国时代，介于齐、楚、晋三国之间的郑国是。又如一次欧战中的此利时，
及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
深入敌地，背后阻隔着重重城邑的这种难返之地，叫做重地。
在战史上，如白起攻楚，乐毅伐齐，均为重地作战。又如过去的日军进犯我国，曾深入风
陵渡、宜昌、独山等地，亦属重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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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圯地。
山林、险阻、沮泽以及一切难以行军之地，叫做圯地。
【圯地】圯同毁，足以毁灭军队之地。
九变篇所说：『圯地无舍』与这项意思不同，已详于前。又，行军篇所说绝涧、天井、天
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均可称为圯地。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
进入的路径狭隘，若退却时，必须取迂远之路，恰如大袋形的地势，故敌利用其天险，
可以寡兵而击破优势的我军，这种地势，叫做围地。
围地与蹇卦
【围地】是山川围绕，进退困难之地，此地虽似地形篇所说的隘形，其实不然，因为隘形，
可用作我的要害，而此地则难用为我的要害。
围地可当易经蹇卦的烦恼的地形，这卦，上为坎险，下为艮山，蹇是难意，堕入危险之地，
则不能出，（且前为险隘，有进不得之象）。故陷于此种危险之地时，若无大人（英雄）的英
断，则将不能自救的。

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决意迅速突破敌线，则全军可生存，倘若踌躇逡巡，失去时机，则虽免灭亡，例如受敌
包围日紧，各方通路已被遮断，或遇敌而无要害可守，或临敌而食尽诸情形，均可谓陷
于死地。
死地与否卦
死地是否卦，天气升而不降，地精降而不升，阴阳否塞而不通。上经说：『否之匪人，君
子不利贞，大往而小来。』象经说：『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小人之道长，君子之道消。』
又说：『君子俭德而辟难。』——虽是乏助的穷境，但舍身奋斗，却可以打开难关。死中求活
的奇策。
吴子说：『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而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
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善，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
于狐疑。 』

是故散地无战；轻地则无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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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述关于九地作战指导的方略。
以敌国为战场
散地以本国为战场，对我不利，已如上述，所以务要避免之，而以敌国或第三国为战场；
但万一被敌侵入时，则以固守城塞，采取所谓：『清野』之计，使敌人无所掠，又扰乱其后方
的连络线等，使陷于孤立为宜。例如拿破仑深入俄国，因俄军坚壁清野之计，而遭败衂。其次，
在轻地时，即在敌国边境时，宜长驱深入，不可停留，借使士卒斗志专一，力量固结。此为主
张在敌境内去找战场。至于亚历山大王与波斯的名将麦慕安氏，亦认为在国外交战比在本国为
优；即在今日，依然成为颠仆不破的真理。

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
为敌我互相争夺的要害之地，倘若先为敌占据，我则不可向之力攻，因为所受的损失必
大；此时，宜用机动部队使敌出战于争地以外之地，或攻击其他重要之点，使之赴援，
方可乘争地之虚而夺之。例如一次欧洲大战初期，占领了此利时的德军，顿时羽翼大张，
在其占领地，立刻筑成袭击英京伦敦的空军机场根据地，对协约军的作战给以无比的不
利与威脋，弄得协约军对此方面的攻击，在地势战势上均告不利，又因德军守备极固，
所以在全战役期间，终于不攻此方面。其次，在彼此交通自由的阵地，对于敌人不可分
兵截断其进路，因为这样是不会有效果的，言外说，以集中兵力向之猛攻为宜。

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
对于衢地——中立国，须与之亲交，或缔结同盟，或使其守中立，万不可为敌人先行拉
去。重地是进入敌地已深，这时运输困难，或粮道已断，则宜掠夺其粮食，以为给养。
【交地】在现代国际公法上，所谓守中立与不守中立，是属于国家的自由意志。一九○七
年海牙会议，虽规定了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但一般所说的严正中立或好意中立，不是国际公
法的用语，所谓永远中立如瑞士、比利时，虽有列强谛约的规定，但在一次欧战中，比利时的
中立是被打破了。两方交战，中立国的向背，常足支配大局的，如一次欧战义大利、美利坚在
战争进行中，因加入协约军，遂使同盟军败衂。
封建时代战争形态
【掠】孙子在军争篇说：『侵掠如火』，又说：『掠乡分众』；在本篇又说：『重地则掠』，
再说：『掠于饶野』，全书四提『掠』字，此为封建时代战争的形态，又为今日帝国主义战争
的写实；但以现代社会的进化，文化的发达，此后战争应为正义和平而战争，再不应有掠夺的
行为；所以我们对予孙子这种思想固须消毒，尤希望各国军政当局有深切的觉悟。

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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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着进退艰难的圯地，要迅速通过，不可停留。陷人围地时，这是难以力胜的，必须发
奇谋以打开僵局。陷于死地时，务要并力疾战，以图死里求生。
『圯地则行』圯地为山林、险阻、沮泽等地，在用兵上，易受敌不意的袭击；纵拥有大兵，
也没法使用，必为敌的寡兵所阻挡，故非急行通过不可。前人有言：『森林吞兵』这是戒在森
林内作战的，这种战理，至今虽大体可用，但在防空上，为秘匿昼间军的运动，则宜利用森林，
这时不是『圯地则行』，而有解释为『圯地利用』的必要了。 『围地则谋』谋以看时、地与敌
情而定，大凡在围地时，或构筑伪装工事，以转移敌人视线，而乘机脱围；或遣使卑辞请降，
而乘其不备脱围，均可谓为一种计谋。在历史上，围地的用谋，如：『汉高祖伐匈奴，被围于
白登七日，陈平乃画美人，使人以上阏氏曰：「单于围汉急，汉将以美人献单于。」阏氏恐单
于之受美人也，说单于解围而去。』又如：『田单围于即墨，使女子乘城约降，又收民金千镒，
令富家遣燕将书曰：「城即降，愿无虏妻妾。」燕人益懒，乃出兵击，大破之。』（均见史记）。
【死地则战】亦有故意置军于死地而后求胜，如韩信的背水阵是。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
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
古来良将进攻敌军时，是能够这样发挥其本领的：
(一)使敌部队前后分离，不能互相连络，——威脋侧背，为其手段。
（二）使敌大部队与小部队或主力与某部份不能互相协力。
（三）使敌将士间完全失了互信心，共信心，各不愿相救助——放流言，使间谍为其手段。
（四）使敌上下指挥权混乱；这，便要讲求上下反目的手段了。
（五）使被击破的敌兵，不能再集结。亦有解为：使敌的士心离散，不愿集结应战。
（六）使已被击败而应归复原队的敌兵，不愿一致归复，急相逃脱。亦有解为：使敌兵于
合战时，不愿协同一致动作。
Those who were called skillful leaders of old knew， how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enemy’s front and rear； to prevent cooperation between his large and small divisions；
to hinder the good troops from rescuing the bad and the officers from rallying their men .
When the enemy’s men were scattered，they prevented them from concentrating， even
when their forces were united. They managed to keep them in disorder. (G)
如上所述，自然必须遇着虚的敌人，原来『胜不可为』的，但遇着虚的敌人却可为之；至
于天才的将帅，亦可捕捉着敌人自然发生的细微之虚，而用人为之力以扩大之。
思想战
本节亦可解为现代所谓的思想战，即运用宣传，而可以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
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 』思想战的手段是宣传，宣传的形态，
从性质上分为：（A）攻击的宣传，（B)防御的宣传；从对象上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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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对象
（1）对敌的宣传——使敌国军队的志气沮丧，陷于混乱，或扰乱敌军的指挥而误其作战；
再进而摧毁其国民的战意，崩坏其战胜的信念，或导之（国民）暴动革命，而破坏其社会秩序
与组织。
（2）对中立国的宣传——使对敌发生恶感，对我抱着好感，并使其参加我方作战，至少
亦使其站于利我的好意中立地位。
（3）对我国民的宣传——使对敌国发生义愤，并加强其战争意志，战胜信念，而实现举
国一致的战争。
两次大战中的宣传战
这样实施下去，尤其对于第一项成功，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例如一次欧洲大战，
德国因自己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同时又饱受协约国宣传战的猛烈攻势，曾引起这位发动战争的
魔王威廉第二慨暵道：『朕没有一种伦敦的太晤士报！ 』在军队方面，像基尔运河的兵变及其
他各部队的哗变与反战，莫不因中着协约国的宣传。按当时协约国用飞机散发于德军的传单，
最多的时候，每天达百万份，弄得兴登堡将军徒唤莫奈何，说：『敌军的炮弹不足畏，而敌机
散发的纸弹则最可怕。 』结果，德国是失败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对于宣传战更为注意，
像英国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有九百九十九名。我对日军的宣传亦以新的姿态出现，其工具除利
用标语、传单、漫画、小册子等外，还有广播电台与流动播音机。惟直至日本投降时，尚未见
发生若何显著的效果。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要而言之：所谓良将者，为达到上述的目的，不管任何手段，如果认为有利的，就不顾
一切而用之，否则不用。就是说，用与不用，全以利益为前提。但亦有解为：战机熟则
战（即合于利)，否则不战。或认为在战略战术上有利则战，否则，止而不战。

敢问：敌众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
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试设一问题：现有优势之敌，打着整然的阵容而来攻击我，则我将怎样应付呢？孙子自答道：
宜暂避其锋，先夺取了为其所最爱惜、最重要之所，如战略战术上的要点，或敌的后方连络线
及其他不能放弃之地等，那就可以使他听从我了；然这，在用兵的真谛上，必须以迅速为第一，
通过出乎敌的意表之途，而攻击其疏忽于警戒之点。
武装和平时代
现今是一个武装和平的时代！以上解说，大家读得，必感到非常常守着国境线不可，因为
有着『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危险，弄得寝食不安，年年度着紧张的生活。但为免除这
种紧张，而预防战争的惨祸，及为缓和平时从军备竞争上所招来的痛苦，因此军备缩小的运动
开始了；这运动一直到了具有实际的力量，始于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一面强迫限制了战
败国的军备，另一面亦达到了战胜国的军备缩小的谅解。更当为实际问题而在华盛顿会议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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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英、美、日、法、意间的海军缩减协定：同时，各国亦自动限制陆军兵力。但是一九二七
年，英、美、日三国于日内瓦会议上讨论补助舰的限制问题，终于决裂了。一九三五、三六年
所开的国际会议，虽高唱军缩，反增加了猜忌与嫉视。表面是和平的逆梦，里面是战争的正梦。
毕竟日、德、意撕毁一切国际条约，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在春秋之世，有墨子一派的伦
理和平论，同时也有五霸的威力和平主义，就中如齐桓公于葵丘所召集的国际和平会议算是最
有效的，在议席上很起劲地赞同和平的诸侯，于归国后，便努力于军备的扩充了。在现代，国
际公法虽俨然存在，但对于国家，却没有更高级的权力强制执行的机关。因此，对于违法行为
的制裁力也就薄弱了。原来国际公法分有平时法规与战时法规，后者更有战争法规与中立法规
之分，战争法规是关于战争及其附带的行为，但因在法典上没有体系，构成的材料，仅是习惯、
道德、条约、学说等杂驳，所以不论在理论上说，或在实际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东西，那当不
能发挥其制裁的效力。而发挥制裁的效力，或防止『攻其所不戒』，则须建立有强大的『国际
武力』。国际联盟是过去了，我们且瞧着今后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吧！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専，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
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
士人尽力。
统率军队作战于敌国领土的所谓客兵，其侵入敌地愈深（重地）则士兵的斗志亦愈専而
坚；反之，迎我于国内的敌军（主人），则士心涣散，取胜殊难；深入的客兵，因为从
本国补给粮秣的困难，所以进入敌的饶野——资源丰富的都市乡村，则须着手征发以给
养三军。好好地休养着，竭力避免无谓的疲劳，并统一上下的意志及蓄积着战斗力；一
到运用兵力，使出其妙计奇谋，乘敌不备而攻之。这样，纵投士卒于无所往之地——死
地，虽死也不愿退却或私逃，即士卒只恨不得其所而死，人人各效全力而作战（这两句
系用以加强上面二句的意思）。
客兵主义
孙子于本篇所主张的『客兵主义』，向为日本军阀所拜倒。故过去进犯我国，深入而不忌，
发动太平洋战争，远征而不惮，其间虽曾收『专』及『掠于饶野』的效果；但以碰着强敌美国，
终于一败再败以至投降了。
西谚说：『勇气从好的粮食而生』。鲁登道夫说：『坚强精神，造成胜利；此坚强精神，
寓于坚强之身体。』本书每论及兵食，士兵康健，足见真理的不分东西。
美军的粮食
说到兵食一层，近读马歇尔将军致陆军部二年报告书，使我感觉到我国军的粮食更应亟加
改善，该书说：『此次美国陆军战地食粮之改善，已几可谓革命的。现所规定战斗部队「C」「B」
两种食粮，其变化范围之大，当为数年前士兵所梦想不到。其中「C」种食粮，即曾引起许多有
趣之批评者，此乃由十种不同之肉类杂拌品而成，即：肉与豆；肉与煮蔬菜；肉与通心粉；火
腿、蛋与山薯；肉与蛋皮；肉与米饭；红香肠与豆；猪排与豆；火腿与扁豆；鸡与蔬菜。此种
食品即实际在炮火剧烈下之士兵亦得食之。若烹调之时间较充裕，则部队可得一种「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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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品，所包含者有罐头蔬菜与果子，罐头点心，朱古力糖及其他糖果，烤牛肉烤猪肉，及类
似之肉类拌杂品，甚至有罐头之汉堡鸡。若战地之部队在不接火期间，则供以「B」种食品，得
视当地情形而有什多品类可选择。惟在供「B」种食品之地区，对于食品之冷藏与保存往往绝少
便利，故此种食品仍不得不用罐头之蔬菜、肉类、果子及经抽去水分之山薯、鸡蛋等项。若以
此种食品比较美国一般家庭所食之鲜蛋、鲜肉、鲜菜，其滋味自然不如，然比之往日军队所发
之食粮，则已有极大的进步。至在后方区域，食物之运输较速，冷藏较便，则部队可得「A」种
食物之供给。此即与大多数人日常之生活无异。 』此外，每一士兵每天尚可得维他命丸一颗及
其他营养品，自然足以保持康健，而利于作战了。

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
原来士兵的性情是这样的：陷于重围时，由于死里求生之念切，则恐怖之心自灭；觉得
已不能逃走时，则斗志自坚固；入敌地已深，则举目皆敌，精神上自受拘束，而众志趋
于一致；又，到了不得已时，即陷于死地时，则自尽全力而战斗。
If there be no alternative， but death， the soldiers exert themselves to the utmost in
desperate place； solders lose the sense of fear. If there be no place of refuge， there will
be no wavering. If deploy involved in the enemy’s country ， there is unity. If it be
unavoidable， the soldiers will fight their hardest. (C)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
死无所之。
客兵的本质，已如上述。所以深入敌地时，不待加以修明（指纪律）而自知警戒；不求
服从，而自然服从；不待约束，而自相亲和；不待禁令，而各自忠实于所掌的职务；但
最忌的是妖祥之言的发生，与敌人流言的散布，（尤以长期战争，为易起之事），所以
为将者必须严加禁止之，扫除之，以免扰乱军心；这样，则士卒就可专心致力于战斗，
至死不变。
【禁祥去疑】祥是妖祥之言，即吉凶祸福的预言等。疑指敌人的流言，或反宣传，足使军
心发生疑惑者，作战纲要说：
当审察情报时，不可有『先入为主』之成见，或陷于无的确凭据之想象。
同书又说：
敌用各种宣传方法，以图眩惑我军队，特宜注意，严密防范取缔，并切实晓谕部下为要。
这也是就『禁祥去疑』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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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氏的全体性战争上说：『两性之神经病的懦弱者，与夫皈依神秘主义星相卜筮之
流，在民族生存之战争中，为极大之危险。诚以国家处于危急之际，所要求于人民者至多，非
患精神病者与迷信者所能支持。以上一点，乃负全体性政治之责任者应第一明了之事，即令战
争危险不致发生，此点亦为对于不死之民族的责任上，不可不实行者也。』接着说：『德国之
所需者，乃为精神上，体力上健全之民族，此种民族在穷年累月中，有极充分之力量以抵抗敌
人，毁其意志，使其屈服于我。』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
我士卒不蓄（或不要）财货，并不是没有物质欲望，讨厌财货的；又不惜（或不要）生
命，也并不是没有生存的欲望，讨厌长寿的，其实，均由于效死之心坚决，其他不暇计
及了。
没有物质的欲念则刚，有，则依恋于生存之欲强，虽刚亦变为怯，刚系建于无欲之上。论
语：『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唐诗：『萄
葡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
所以当长官悲壮作战命令一发，弄得坐着的士卒，涕泪沾襟；伏卧着的士卒，两眼之泪
交流于两颊。
【坐者偃卧者】为抱病或负伤的士卒。士卒之所以哭泣，悲哀愤慨，是由于恨不得不早参
加杀敌，以决一死。
孙子主张投军于死地，以加强其牺牲精神，鲁登道夫曾主张士兵阅读壮烈的文学作品，以
振其勇气，彼说：『欲求民族精神之坚固维持，不应采用机械方法（指勉强压迫之言），应顺
人情而振起之。如哥德之「浮士德」Faust，非兵士行囊中应带之书？而席勒尔 Schiller 所著
之威廉戴尔等诸剧中之「自由热望」Freihe Drang，可以唤起各人之英雄气概。昔时斯巴达之
作战，有铁而陶（Tyrtaua）其人读诗歌以振奋士兵之气，惜大战中之德国，无此等诗人焉。』
这是值得注意的。

投之无所往，则诸刿之勇也。
像这样专心一志的士卒，倘若投之于无所往的死地，必皆变为专诸与曹刿一样的勇者。
On the day they are ordered out to battle， your solders may weep， those sitting up be
dewing their garments， and those lying down letting the tears run down their cheeks.
But let them once be brought to bay， and they will display the courage of a Chu or a
Kue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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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
朔雪飘飘开雁门，平沙历乱卷蓬根。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 ——张仲素
【诸刿之勇】专诸曹刿俱为春秋时代有名的勇士。专诸、吴人，为吴公子光（即吴王阖闾）
欲杀吴王僚，商于谋臣伍子胥，由伍所荐的负责人。一日，公子光在本邸招待吴王僚，于烧鱼
中藏着匕首，使专诸献而剌之。结果，僚被刺死，专诸当场亦遭吴王的左右杀了。孙子对于吴
王阖闾而以专诸之勇喻之，确是深入肺腑之言。曹刿、鲁人，见于左传。史记载称『曹沫』，
彼以勇力见用于庄公，将兵与齐三战三败，割地于齐；但庄公与齐桓公会于柯，缔结和约时，
彼在席上以匕首威胁桓公，尽复失地。
○

○

○

成吉斯汗的成功
十三世纪初叶，崛起于兴安岭的荒野的成吉思汗，统率野蛮半开的民族，东从太平洋，西
至俄罗斯，南至印度，征服了渺茫如海的大陆，不待说是得力于客兵。
那确是基于『无所往，不能逃，』——远在几千万里的异域所驱使客兵的强点，原来彼所
统率的纯粹蒙古民族的兵很少，其他大部份都是鞑靼以及数百被征服民族所征集的杂牌混合军
队，由于指挥的得法，与置于客兵的情况之下，恰如经过多年训练的劲旅一样，一块儿而决死
奋斗；且加以成吉思汗的统御法，不是孙子的『不修而戒，不求而得。』而是严刑峻法，毫不
宽贷。临战时，把其他种族军队置于最前线，后方配以亲近的鞑靼，更在最后方配以基本的蒙
古军，实施看二重三重的督战监视，若有退却者，不问是非，即斩之。
拔都征俄
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远征俄罗斯，一二三六年春二月出发于蒙古的根据地，到五六月顷已达
今日的南俄，彼命令军队休息于伐尔加河畔，牧马于肥饶的沃野，以肥壮之；掠于近邻之地，
以充足粮食，这样的休养兵力，约一年有余，充分蓄积了军的弹性后，翌年——一二三七年之
冬月便蹶然而起展开攻势。
拿破仑困于莫斯科的严冬酷寒而败衂，拔都则选择严冬而成功，这固由于凭彼特有的战略，
最重要的还是窥伺秋收冬藏时，掠而养军；这是客兵的『三军足食』的妙法。
基于这样的掠于饶野，与以疾风般的袭击，所以在翠年正月便占领莫斯科了。
——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
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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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将用兵，简直可以此喻为率然；率然是什么呢？ ——会稽常山的一种蛇名；这种蛇，
击它的头，则用其尾反噬而来，击它的尾，则用其头反噬而来；击它的中央，则其尾首
俱反噬而来。即是说：如果敌击我的右翼，则左翼包抄而至；击我左翼，则右翼包抄而
至，击我中央，则两翼俱包围而至，首尾为一，上下一心。此与前说：『前后不相及，
众寡不相恃』不同。

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
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于此再设一问：究竟军队的运用，可以使其同那率然蛇一样么？ ——当然可以(即良
将投兵于死地，导于前后左右不得不相救的情势)。今举一事以喻之：原来吴人与越人
不是相仇视着吗？当同舟共渡时，突遇狂风暴雨的袭来，打得动荡欲覆，这时大家必忘
了生平的仇恨，出于协同动作，以相救援，好像吾人的左右手的动作一样。
【吴越】吴在今之江苏，越在今之浙江。这两个国家在春秋时代，好像近代的德法两国，
互相仇视，攻战无已。据 G 氏的年表载：
『514 BC Accession of Ho Lu (阖闾). 512. Ho Lu attacks
Chu (楚)， but is dissuaded from entering Ying (郢)， the capital. Shih Chi (史记)
mention Sun Wu (孙武) as general. 511. Another attack on Chu (楚). 510. Wu (吴) makes
a successful attack on Yueh (越). This is the first war between the two states. 509
or 508. Chu invades Wu， but is signally defeated at Yu Chang (豫章)。 Ho Lu attacks
Chu with the aid of Tang and Tsai. Decisive battle of Po Chu (柏举) and capture of
Ying (郢). Last mention of Sun Wu in Shih Chi. 505. Yueh makes a raid on Wu in the
absences of its army. Wu is beaten by Chin and evacuates Ying. 204. Ho Lu sends Fu
Chiai (夫差) to attack Chu. 407. Kou Chien (勾践) becomes King of Yueh. 498. Wu attacks
Yueh， but is fefeated by Kou Chien at Tsui Li(携李). Ho Lu is killed. 494. Fu Chiai
defeats Kou Chien in the great battle of Fu Chiaus (夫椒) and enters the capital of
Yueh. 485. Kou Chien renders homage to Wu. Death of Wu Tzuhsu (伍子胥). 478-476. Further
attacks by Yueh on Wu. 475. Kou Chien lays siege to the capital of Wu. 473. Final defeat
and extinction of Wu.』
【吴越同舟】这个惯用语，即出于此。孙子说：船将覆了，吴人越人便协力相救，这真是看
穿人情的机微，投士卒于死地，则他们自相救助，不求协同连系，而自然协同连系的非常手段。
亘古今东西的战史，被目为败战乱战者，皆由缺此。
从非持烈大王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实例看，联合军出于散漫迟缓的协同作战，所以便
为他俩（腓特烈与拿破仑）所乘，——造成兵力的优势，一味给与逐个击破。
一次欧战俄军之败
一次欧洲大战初，俄军为策应英法协约军，便以怒涛般的大军侵入东普鲁士，使在西部战
线，追击协约军中的德军，不得已地分割一部份急往防御俄军的猛袭，这本是俄军一个很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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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笑的，反造成坦能堡悲惨的败北。即沙慕梭诺夫将军所带的拉荷军陷于兴登堡将军的战
略，正被包围歼灭的紧急关头时，平素与沙慕梭诺夫交怨的陵尼肯夫将军，拥有数军团的大兵
却不驰援，而远远地隔岸观火。倘若那时沙慕梭诺夫与陵尼肯夫具有『吴越同舟济而遇风』时
的精神，则宛如常山之蛇，德军若击左的沙慕梭诺夫，则右的陵尼肯夫至；若击右的陵尼肯夫，
则左的沙慕梭诺夫至；若击其中央，则沙、陵的首尾具至，——这样的协同动作，则兵力悬殊
的俄军（优势），将一踢兴登堡，而奔泻千里，杀到柏林，亦未可知。

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
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投士卒于死地，则自然戮力奋斗，已如上述。所以纵没有险阻以阻碍敌马敌车也是不足
恃的；而齐一全军的勇者怯者，使其一致奋战，总算是把握着统帅军队的要道。又，对
于刚柔的地势，利用得其宜，才算是明了地舆的自然之理。故良将用兵，纵统率百万之
众，宛如执着一人之手而推拉之一样的自由，这是由于把握着『政之道』与『地之理』，
而投他们于不得不斗的死地。
【方马埋轮】过去各家注解均谓方为缚意，即说：纵是缚着战马并埋了战车之轮，也不足
以一士心而作一致的行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据编者的研究：古时中国民族，当进入农业经
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乃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井田）——开设许多阡
陌，许多沟浍，以阻止敌骑兵（方其足）及战车（埋其轮）的突击，使不能驰驱自若，如入无
人之境。要之，是在使军事与农事合一，寓设险守国之意。 【齐勇如一】为军争篇的『勇者不
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意。 【刚柔皆得】据易经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
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刚可解为山坡丘陵之地，柔可解为海川沮洳之地；亦即地
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将军应修养之事：第一要沉着深邃，第二要严正而不乱；即前者是深谋远虑，旦为人不
可测的条件；后者是立身严正，且处事有条有理的条件。
静的哲学
孙子以静与正为将军之事，老子以静与正为政治家之务，孔孟则以为修身之基。老子说：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又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我好静，而民自正』又说：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大学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说：『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大将军统率军队，必须能够蒙蔽士卒的听觉视觉，使他们无从知道用兵上的密秘，以免
自生疑惧或泄漏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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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是中国哲学的蕴奥，孙子用于兵法上，而老子孔子则用于政治上。老子说：『古之
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

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并之，对于敌人，则须随时变更我已干过的事体，及我已用过的计谋，即同事不再为，
同谋不再用，使其对我无从认识判断。又随时变更我的居处（驻地）——或去险就易，
或舍安就危，迂回了我前进之途径——或舍近就远，或舍易就难，完全出乎敌的意表，
使其无从策谋制我。 （此可作为现代游击战术原则）。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
来，莫知所之。
大将统率士兵开赴所预期的战地，突然下令，使之作战，宛如令人登了高台，在下阴去其
梯子，示以必死。又，统率士兵深入敌国诸侯的领土，突然下令，使与敌战，恰如拉开强弩的
发条机，示以一往不回。总之，好像牧者的驱策羊群一样，往来随其驱策，而它不知其动向，
即军之进退，仅依大将的命令，而士卒唯有服从。
【帅】是动词，统率意。在『而发其机』下，有些版本多『焚舟破釜』一句。
机械动作
孙子所要求士兵的是『若驱群羊』，鲁登道夫所要求的，是『类于机械动作』，其词虽
异，而意则同。鲁氏在其所著全体性战争中说：『余以为各兵士训练之目的，即为精神上之坚
决，虽彼等明知危险，而仍不惜牺牲其性命。此类情形，为现代战争必然之要求，几使各兵士
之生活类于机械动作，有非如此不可之势，而后能冒万险以达其毁灭敌人之目的。要知一个战
士在多数大众之中，其行动随大众而转移，彼心中以为大众之目光集注于彼之一身，故彼自视
如无物，事事听命于同伍之人可矣。盖同伍之人予彼以精神上之安顿，彼既为队伍中之一人，
故以队伍之心理为心理矣。』

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
理，不可不察也。
要之，统率大军而投于危险之地，使不得不协同奋斗以取胜，这是将军本来的责任。不
过对于前面所述的——依地势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如屈而退守，与伸而进攻的利与
不利，发挥自然的人情的机微等，必要详加审察，而妥为调和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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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
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
往者，死地也。
这是孙子再就客兵的攻势作战而说，意义与前相同，惟文章稍异而已。【师】是用兵，
作战意。【固】是险固之地，其他已无再加解释必要。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
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圯地，吾将进其
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本节亦与前大同小异，略加解释如下：
『一其志』——专一士兵的意志。『使之属』——使部队间前后连属以固其心。『趋
其后』——争地如先为敌占领之，不可从正面攻击，必须诱出敌人，一俟分兵离开，即
急趋而夺取之。此项解释，众说纷纷，亦有采取陈嘷所注的：『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锐
以据之；彼若恃众来争，我则以大众趋其后，无不克者。』『谨其守』——处处配备
军队，以严密守备之。『固其结』——结交诸候，务使其固。『继其食』——掠敌，
因粮于敌。『进其途』——迅速前进勿停。『塞其阙』——敌人围我，如留一面退路
以诱我，而我则要自行阻止之，以一士心，并使其无从突入。『示之以不活』——激
励士兵非死不可。
On the distracting ground， unite the solder’s minds. On disturbing ground， keep
together. On disputed ground， try to take the enemy in rear. On intersecting ground，
look well to the defenses. On path-ridden ground， cultivate intercourse. On deeply
involved ground， be careful of supplies. On difficult ground， don’t linger. On enclosed
ground， close the path of escape. On death ground， show the soldiers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of survival. (C)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逼则从。
士兵的真情：被围时，则尽力抵抗；不得已时，则奋斗到底；危机迫切时，则依官长的
命令而动作。 ——这也是和前文意义相同。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
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此为重复之文，见军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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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四加五为九，即指九地。这九地之变，多不必说，只少知其一，都不能成为霸王军队的。
【霸王】这个名词是多么充溢着英雄的气分！史记项羽本记载：『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
霸与王不同，孟轲说：『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 』本节所谓霸王，纯为霸意，在春秋，
如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是；在现代则为帝国主义国家，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说到霸王的强大军队，当发动征伐大国时，所向披靡，使敌慌张混乱而不能集中应战；
（如二次欧战德军攻法及攻苏的情况）。又由以强大的威势加于敌国，使彼同盟陷于徘
徊观望，不敢持续其友好关系。例如一次欧洲大战的意大利，本与德奥三国同盟，但以
慑于英法协约军的威势，不敢遽出援助德奥同盟军，观望徘徊一年有余，结果反参加协
约国作战，这是一个例证。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
拔，其国可堕。
霸王之国，平时决不竞争结交天下诸侯（同盟国），因为这适足养成被结交者的权势，
以为将来之患；到了战时，唯有信赖自己的实力，并以庞大的威势加于敌国，这样，自
可拔敌城，灭敌国了。
证以孟子的话
【不争天下之交】因为到战时，对于平时在外交上所缔结的盟约，都往往靠不住的，正如
上述的意大利，又如二次欧战德国的破坏德苏协约。孙子之发是言，大概由于目击春秋之世，
策士跳梁，合纵连衡之说盛行，虽是大国亦乏自主独立的观念。这，我且在孟子一书中找出一
些证明：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
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滕文公问曰：『滕
小国小也，闻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
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则是可为也。』
美国的自强
本节是倡导求己主义，自立自强主义。其实一个国家不求己，不自立，不自强，唯是依赖
庇护于大国，必致陷于若存亡的状态中，此就诸弱国而言；至于大国之所以制霸，当然由于奋
发自强，常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国总统杜鲁门氏于一九四五年美国海军节发表演说道：『美国
即在复员之后，亦将为世界最大海军国；美海军在对日战争胜利日，有军舰一千二百艘，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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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艇五万艘，飞机四万架。此一庞大攻击力量之平时成分，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之骨干，以维
护世界和平，保证美国之自由。』又纽约时报亦同时发表言论说：『今日吾人必须牢记所受之
教训，吾人应知如欲使吾人声威闻之全世，而此世上仍有强大之武力时，则吾人即必须维持强
大之军力，即于海上保持强大力量。』自然美国不只要拥有强大的海上军力量，且要拥有强大
的陆上与空中军力。于此，使我们想起孙子的话是多么有价值，又合乎现实。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主将遇非常时——作战时，对于部下有功者，必须颁给超出乎常法的优厚赏赐，以鼓励
之；同时，亦须揭示超出乎普通政令的严峻禁令，以约束之；于是人人奋勇，不敢犯法，
而形成指挥三军之众，好此驱使一人一样的容易圆滑。
拿破仑施无法之赏
拿破仑，彼在法兰西革命的混混沌沌，恐怖骚动的时代，如巨星之出现，使全国国民为
之奋起，青年血气之士为之踊跃集合于军旗之下，而且驱使于战场，各自奋斗到底，其原因，
就是施行孙子所谓『无法之赏』，即今日在卒伍间执干而战的士兵，若树立勇战伟功，明日就
可一跃而升为一军之将，叱咤几万大兵，浴于谒见皇帝的光荣，或升为元师而领广大的土地，
——这样的纲领。
拿破仑的善战善胜，薙倒群敌，一时巍然君临全欧，固由彼不世出的天才；但凭于『施
无法之赏』，而麻醉人类的本能，满足三军之众的功名心，——这种的策略，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他们的富贵，曾几何时，跟着拿破仑的没落，也烟消云散了。
作战时候，驱使大军，好比手足一样，第一要有严峻的军纪。这，正如克劳塞维慈说：
『血气若无规则，到底是不能限制的。 』中国、日本、欧罗巴的古代，不论任何军队，于战时
都是『悬无政之令』，以制裁官兵的放恣，而维持军纪。
成吉思汗悬无政之令
蒙古成吉思汗揭旗于大兴安岭山头，所统率的是蕃族中的窃盗、强夺、奸淫、暴虐、莫
可劝导的放纵无赖之徒，于是乃确立军纪，以统率之，『悬无政之令』以保持其秩序。例如盗
马或骆驼者处死刑；当小盗不能赔盗品三倍以上的价值者笞刑七十乃至一百；强奸者处死刑，
就地捕获奸夫时，有杀死之权；严禁大声谩骂，以调和其虎狼般的习性；受贿赂者处死刑；隐
匿他国的奴隶，给与衣服饮食者处死刑；不奉君命者虽带十万兵的大将，亦处以刑罚或死刑；
不经许可而擅往援他者处死刑。 ——这样的『悬无政之令』，所以比当时欧亚大陆任何国的军
队，其军纪都来得严峻，而得以如使一人般的指挥大军。
——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对于部下士兵，仅可命令其所做的事情，不可告知以我的用意，以免传闻于外，而败事
机。又，仅可使其知道有利方面，不可使其知道有害方面；因为人情，见利则勇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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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则畏避；一切事情，利害是不相离的，若有一面之利，必有他面之害，没有仅有利的
事，也没有仅有害的事。
Order should direct the soldiers； but while what is advantageous should be make
known， what is disadvantageous should be concealed. (C)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要之，士兵的心理是这样的；把他们投于灭亡之地时，则他们必出于苦斗，常可保存。
又，把他们陷于必死之地时，则他们必出于苦战，常可得生。要之，陷士兵于生命危险
之地时，他们定可奋斗到底，搏得伟大的胜利。
韩信精通孙子
我国历代将领，莫不研究孙子。汉之韩信，便是其一。纪元前二○四年，彼在井陉口布背
水阵，大破赵军，斩陈余，虏赵王歇，事后部下问以取胜之理，彼答道：『兵法不是经已说过
吗？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于此，足见韩信精通孙子，善用孙子，而这两
句话也便成为古今的名言了。

故为兵之事，在详顺敌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
用兵之事，贵在佯伪地顺从着敌的意向，即敌欲进则诱之进，欲退则纵之退，不逆其意，
随其所为；一至寻出其弱点，即集中力量攻击之，穷追之，皇然杀敌将于千里之外，这
真可谓巧于作战取胜了。
【详顺敌之意】详同佯、顺同循。史记殷本纪中有『箕子详狂为奴』之句。【并力一向】
有本作【并敌一向】，解为：使敌视线集中于某一方向，而忽略了我的动作。【千里杀将】是
说胜算已在握的长驱作战，捕捉敌人而包围歼灭之。在今日，又可解称为：以空军远袭敌的司
令部，而炸毙其首要。
○

○

○

攻势主义歼灭主义
【并力一向，千里杀将】这是多么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警句！
但在这数语中，实含着远大巧妙的作战，攻势又攻势，打击再打击的克劳塞维慈的纤灭主
义。
自说『小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的必须等待集中相当的兵力，拥着压倒的优势，然后
动军的兵数战略，与警戒无谋而取攻势的『武进』战略而来的孙子，至此果然面目一新，说穿
了古今名将的拿手的积极战法，彼的胸中真是奔腾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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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古昔的战争，仅以位置战为主，而军队的运动多是在一个乃至数个的城塞的周围，作
无意义的回转，证以欧罗巴的古战史，便可了然。
但是，出现于西历纪元前二百年前迦太基的伟人哈美克（Hamilca Oarca)曾打破这极迟钝
的战略，发明进兵战略。哈美克之子汉尼拔，继承这个战略，远征罗马，蹂躏了十余年的敌地。
但这『并力一向，千里杀将』的战略革命，至恺撒而达于绝顶。殊不知在东方二千多年前，
已为孙子所说破了。于此，足见东方战略的伟大！
可是，自恺撒殁后，战略重返于旧态，暂呈沉滞。但以北欧名将考斯道夫的崛起，又苏生
了这『千里杀将』的战法；更至腓特烈大王而被巧妙地活用着；尤以拿破仑之手，而使孙子所
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的战略，灿然放光，孙子真是明智伟大！迩来这『千里杀将』——
天马行空而歼敌的战略精神，在拿破仑战后，得于克劳塞维慈、萧米尼（Jomini 1799-1869 着
有军事作战，拿破仑之军事政治的生涯等书——浴日附注）威力星（WV Willisen 着有大战争
论——浴日附注）三大兵学家的学说，使其具体化，理论化，成为千古不磨的原则。
普鲁士的名将毛奇于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一八七○年普法战争，在宣战布告后，不出数
周间，好像疾风卷沙般击溃了敌的野战军的大半，实不外克劳塞维慈殱灭战略，即孙子『千里
杀将』精神的实现。
——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
当战时政治施行之日，就封锁了四方的关口，并折毁了通行券，禁止敌国使者的往来，
而绝对地断绝了交通；至出兵之后，则在朝廷内，严加督促百官以修明政治，而从内部
以协助军事。
When war is declared，close the barriers；destroy passports；prevent the passage of the
enemy’s； conduct the busines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vigilance. (C)
【政举之日】是战时政治施行之日，军队发动之日，现今所谓宣战布告之日。【夷关折符】
夷是塞或封锁意，符是通行券或出入证，折是毁意，即将留存于关口的通行劵宣告无效。要之，
其作用在杜绝敌间的潜入。【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厉同励，勉励，督促意。廊庙为朝廷
意，等于现今所谓中央政府。【诛】是治或修明意。
鲁登道夫将军说：『一国处于战时，不仅有全体性政治，同时亦有全体性作战方略，于是
产生种种法令，如报纸之严格检查，如军事秘密之严刑，如对于中立国边境交通之禁止，如集
会之禁止，如不平份子领袖之逮捕，如铁路电报局之监视。 』这是孙子所谓『夷关折符，无通
其使』的发展，均为此次大战中各交战国一一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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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开阖，必亟入之。
敌人有虚隙，则不失其机，而迅速乘之。
『开阖』是开闭，阖是开的惯例接尾词。开是间隙，即可乘的弱点。
鲁登道夫将军说：『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中，德国最高统帅部既用全力于西线，因而使东
普鲁士一省之东南，沦于无法保护。当时俄人不克于动员下令之初即攻入者，非由于德之防御
周密，乃敌人疏忽有以致之。英国海军在当时亦未令其舰队攻入北海，以封锁北海中德国海口，
此亦由于英人疏忽，非德人保护港口之功也。』这是指摘英军俄军不知『敌人开阖，必亟入之。』

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故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敌所爱之所，（如港湾、要害、城市等），或冲击其战
线最苦痛之点，而我则时常微微地偷偷地（不为敌知）预期着准备着与敌决战；倘若敌
果来夺还（指上说城市等），或救援（指上最苦痛点），而我则依着预定的作战计划及
应着敌情以决战取胜。
【墨】是墨绳，墨棉斗子；又为墨守之墨，法度意，在此为预定的作战计划意。
本节主要的是说：于宣战布告之初的疾风般作战，与侵入敌国而求战场于国外，并冲击其
最苦痛之点，而推进歼灭敌军的方略。
德军的践墨随敌
孙子于此所说的战理，简直可移用于一次欧洲大战上。德军于宣战布告之初，立刻侵入为
英法协约国最酷爱，不肯放弃，又为战略上最感苦痛之所的比利时，同时又乘该国要塞的守备
未完成之际，立即展开无数精锐炮兵以粉碎之，强袭而夺取之；又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
威势，侵入法国境内，心中窃窃地预期着歼灭协约军。
于是，德军一再出现于比法国境，践着该国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以来的传统最善的左翼作
战之墨，即原则与计划，于协约军的态势里，寻出其左翼防备最薄弱之点，而给予打击。迄二
次大战，希特勒对西线的进攻也是践着既定的作战计划，故一鼓而击溃英法联军，直下巴黎。

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我的企图行动，须装得像那怕羞的处女一样，态度曚昧，踌躇不进；因之，敌人便疏忽
不备，发生虚隙，恰如开了的门户，而我便不失其机，忽然变为脱网之兔，迅速攻去，
使敌没有防御的时机。
且看安全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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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对于反复的句子常喜押韵，与老子的文体酷似。虽是押韵，但不是唐以后限制得很狭
的韵楚。女（上声），户（去声），兔（去），拒（去）。兵法之要，在『以虞伐不虞』。跟
着科学而进步的机械，提供了人类以急速的行动。彼此意见政策冲突，说要经过什么国际会议
或宣战手续，然后动兵，这是在现代速战速决主义之下走不通的。我们看于过去日本的进攻我
国，义大利的进攻阿比西尼亚，德国的进攻苏俄，便可了然。可是到了今日，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已经成立了，也许从此可以制止国际间的战争，维持世界的和平；然而果能维持世界的和平
否，又果能保证没有『脱兔』之国的出现否？那只有留待将来事实的分解了。
千古名文
这一结被认为千古名文，处女是女子中的最圣洁者，脱兔是喻其迅速，然迅速不限于兔，
尚有马与鹿，但未有如用兔为妙。即在西洋也有此例，与迟的龟比较有速的狮与猫，但都不适
合，龟的对照者，仅限于兔。这个机敏的小动物，巳见称于春秋时代的兵法上，可想见其意思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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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夫子

平山潜序

夫孔子者儒圣也，孙夫子者兵圣也；天不生孔夫子，则斯文之统
以坠，天不生孙夫子，则戡乱之武曷张！故后世儒者不能于孔夫子而
他求，兵家不得背于孙夫子而别进矣。是以文武并立，而天地之适始
全焉。可谓二圣人之功，极大极盛矣。平山潜学兵者也，故推尊孙夫
子，殆如儒者推尊孔夫子矣。孙夫子而下，千有五百岁于兹；潜也愚
，独始并称孔孙，以嚆矢于天下，正欲挽回谬迷而不复，启达顽固而
难通而已。但某猖獗迂狂，不知自量之毁，周知无所遁也。然使武人
真知天地之间有兵道者，因孙夫子而立，则虽众矢之的，余岂敢辞?
顷尝阅史记孙子传，窃恨节略而不尽，无事实可见者焉。不知孙夫子
之事业，区区此而已乎，抑载笔者不知兵，故遗失之耶？孙夫子云：
『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无智名，无勇功。 』盖其功业不赫
着于天下者，是反非孙夫子之所以为孙夫子耶？
（原文见日本汉学家平山潜着孙子折衷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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