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日语录
摘自：《浴日事业》
李仁缪
李浴日生逢乱世，矢志当立不世之功，在其所著各书的《自序》或《结语》里则是
字字珠矶斐然成章，也是其发自肺腑的警世良言与人生哲理 , 字里行间展现其传承
文化忠贞不渝之心志，也记录了其艰苦奋斗的心历路程，兹摘录精辟透彻的励志名
言与经典名句精选 100 则，依年代顺序辑成〈李浴日语录〉于下，這是文天祥“人
生 自 古 谁 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现代寫照，读者可以一观其 为国家谋生存为民族
谋利益的心路历程：
《沪战中的日狱》自序 1932 年 6 月 2 日于上海
1．
“这次，各朋友都以为我死了……然而事出奇特，在他们焦虑到最高度时，在死神
千万层的包围中，我是生还了，焦头烂额地生还了。”
2．
“为了酬答朋友与家人，为了激励全国同胞及引起世界人类的注意，我才写这一小
书。……但我也没有因受了虐待，而说它一句不符事实的话。”
《定县平民教育》结语 1934 年
3．
“我认为光靠四大教育是不能完全解除中国的农民痛苦的。现除政治不谈外，尚有
土地问题、移民问题为农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
4．
“此外我认为四大教育虽能实现于定县，未必能实现于全国，最重要的是工作的浩
繁和艰难，而别处没有这么多人才。”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自序 1937 年 5 月 10 日于上海
5．
“理论产生于事实，凡是学说，都有它的理论。”
6．
“战争是不祥之物，是有流血，大 浪费、大破坏的恶魔哦！进化到现阶段的我们
人类老早应本能地忘记了它，何可再谈兵法？但以新的世界尚未产生，旧的世界依
然存在，各国重大政策冲突日益深刻化，帝国主义者侵略弱小民族又是那么尖锐
化，所以此时，还有人想要制止战争，废除战争，其心虽恻隐，其事则近于作
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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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确的战争理论，便没有正确的战争行动；先进的军事理论家，便是后进军
人之思想精神的指导者。”
8．
“我希望将来世界应有一个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战争，我更希望我所编这本小小兵书
在将来亦等于今日历史博物馆里所陈列着的古代弓矢戈矛。”
9．
“《孙子》虽是陆战的书，但其原理却可应用于海战上、空战上；且合经济、外
交、宣传诸端而论之。”
10．
“出之于言，则为死言；笔之于书，则为死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1．
“我不喜欢去沿用古人批注《论语》、《孟子》般的死的形式，我所用的是活的形
式；活的兵法，应有活的编法，活的解释，读兵法也应有活的读法；倘若死的读，
死的用，那是危险极了。”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后记 1937 年 12 月 29 日于悲惨的沪滨
12．
“研究《孙子》是一个专门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以我今日以前的学识经
验来应付这个问题，真是懦夫扛鼎。”
13．
“我出版这部书，并没有孙子的用意，仅为生活的鞭策，眼看着快要消磨半生了，
二十多年来，还没有表演过一幕壮剧。”
14．
“人生是苦与乐交流于他的心田，是成与败编成他的历史。《孙子》是一部「圣
经」，倘若你苦闷时，拿起读读，必会快乐风生，雄心万丈；倘若你失败时，翻开
研究研究，必可鉴往知来，呼吸着成功的气氛。”
《抗战必胜计划》自序 1937 年 10 月 26 日于上海
15．
“「东方海盗」疯狂的进攻，神圣全民抗战的展开，从「八一三（淞沪会战）」至
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个期间，大家不是怀疑着 ——政府为什么不对日宣战
呢？不过政府于未宣而战时，人民老是怀疑着政府将出于中途妥协的。”
16．
“但是那基于充分「知彼知己」而订下的抗战计划，是秘密的，是普通人不得而知
的，大家只有「暗中摸索」，对于战争的进行，有时莫明其妙，有时发生怀疑与恐
怖，……于是我们就有从理论上去阐明抗战的必胜，以加强民众对于战胜的信念；
更有研究出一点计划来贡献各方面的当局，唤起注意与实行的必要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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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严重的抗战时期，以过去那样的政治结构是不能完善地负起抗战的使命
的，因此，我们主张充实中央的政治机构，与刷新地方的政治。”
《空袭与防空》自序 1938 年
18．
“这次我国的对日抗战，是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所以我们非求战
争的胜利不可。然而欲求战争的胜利，唯有采取持久战略。持久作战的结果，日本
必败，中国必胜。”
19．
“「事在人为」，能够持久、努力与牺牲，则什么目的没有不可以达到。”
《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自序 1940 年 7 月 26 日
20．
“兵法家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是科学的思想。不独政治家的
思想，应是科学的，即行政人员的思想，亦应是科学的。而科学思想的养成与科学
方法的获取，则有待于精勤的研究。”
21．
“黄冈满天星光闪烁，四周松声沙沙作响，蝎蜿的远山，像长城一般的保卫着，这
是「山岳建国」的象征。”
22．
“新的中国，在这次炮火声中一步一步的长成了，但行政上，仍要大家澈底觉 醒，
向着科学管理的大道迈进。”
《闪电战论丛》编者序 1941 年 4 月于曲江
23．
“世界军事学术，是不断地进步的，今日德国横行欧洲所采用的闪电战术，就是现
时战术的革命，也是世界最崭新的战术。”
24．
“德国这次在欧战中使用的闪电战术，并不是为正义，也不是为自卫，纯是用来贯
澈其侵略主义，满足其掠夺野心，自然是我们极端反对的，不过站在军事立场上，
我们总认为这种战术是进步的战术，是科学的战术，是必胜的战术。”
25．
“把闪电战的军事智识来介绍国人，俾有所认识，有所补益，不致因噎废食、固步
自封。”
《中山战争论》自序 1942 年 7 月 22 日于韶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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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害怕战争，我们应迎接为民族国家求生存谋解放的革命战 争！我们不要
讳谈战争，我们应在纷歧错杂的战争思想界里，把我们革命的战争理论体系建立起
来！”
27．
“中国的开国史，是黄帝驱逐蚩尤的历史，亦即中国战争史的第一页，五千年来的
中国历史，大半是战争史，我们的祖先大多数过着战时生活。”
28．
“从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看，从五年来的抗战过程看，现在我们是急需建立一种战
争理论了，但这个重大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复古不行，标新不足，为兵学而兵学
不可，为侵略而兵学更不可，却不知它早为我们的革命导师 ——国父孙中山先生给
我们根本地解决了，他的战争理论是实践的，从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是革命
的，为革命而建立的战争理论。”
29．
“中国今后的一举一动势要有真理的指导了，否则，陷于盲从和盲 动，固无成功可
言，且会招来不良后果。何况战争为人类生死线上的活动，为民族国家挣扎于盛衰
存亡之道的最高表现，自然更要有真理的指导。 ”
30．
“国父的战争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此以前为「孙武兵学」时代，从今以
后，当为「孙文兵学」时代，从「孙武」到「孙文」，顾名思义，真是中国兵学上
一个趣味的奇迹。今日我们读他兵学理论，在字里行间感觉到蕴蓄着一种无限的生
气和浩气，这是「民族复兴」之气，中华民族的人们今后应浸淫熏陶于是气之
中。”
31．
“中华民族今后是要在「铁的时代」里奋斗而争取他的生存解放和发展了，数千年
来「重文轻武」之风和「文武分离」之习是要澈底地给它涤除了，今后应为笔与剑
的合作，但剑应列于第一位。唯有剑才可以制服一切恶魔，唯有 实行 国父的战理
战法才可以使剑获得光辉的胜利！”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编者序 1943 年 6 月于桂林衡阳旅次
32．
“《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却成为东方兵学体系的柱石，克氏《战争论》产生于
德国，却成为西方兵学体系的轴心，就时间说，他俩是「先后辉映」，就空间说，
是「东西媲美」、「兵学双璧」的妙喻，不是虚发的吧！”
33．
“真理并不为时间所限，亦不为空间所限，孙、克两氏兵学的光芒早已放射于世界
每一个角落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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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生于周敬王的时代，距今二千四百余年的当时，以书法的艰难，没有纸，也
没有笔，在兵学上竟能完成这一部不朽的名著，真令人惊叹不置。迄今译本已遍于
英、美、法、苏及德、日等国，尤以日本小鬼子最为倾倒。”
35．
“孙子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他所建立兵学的理论，仅是原理原则，不涉于枝
叶末节，以此供人而做千变万化的妙用。故它的原理原则，就是在现代的总力战
上、立体战上，依然可以适用。总之，它是不因时代的推移，而失掉它的生命。”
36．
“可是《孙子》全书，迄今亦非无可非议之处，而我们应澈底清算的，就是他所说
的「伐国」及「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思想，不待说，这是古代封建军事主义的
表现，亦今日所谓侵略主义。”
37．
“今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进化为反封建的、反侵略的救国救世之三民主义的战争思
想了。”
38．
“克氏的《战争论》，有一种最坏的影响，就是他过度颂扬「绝对战争」的思想，
力断「战争为暴力无界限的行使」，及反对战争哲学中混入「博爱主义」，因此养
成德国军人极端残暴的性格。”
39．
“其实以今日的中国来说，非发展兵学不足以起衰振废，非发展兵 学不足以立国强
国，非发展兵学不足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兵学论丛》弁言 1943 年 10 月 15 日
40．
“中国古代的兵学是很伟大的，但有待于整理和发扬，同时对于世界的兵学亦有待
于介绍和批判，尤以应如何建立中国现代独自的兵学，更为首要。”
41．
“所谓中国现代独自的兵学，系以自卫和反侵略为本质，并本此而给予世界帝国主
义的兵学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兵学思想以彻底的抨击和廓清。”
42．
“文武是国家的两翼，造成文武合一的风气，亦为中国兵学界现阶段不能忽略的使
命。”
43．
“「文人知兵」、「国民知兵」，那么，中国就可以一扫文弱的积习，建立一个
强有力的战斗体了。”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译者序 1943 年 11 月 22 日于桂林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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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拿起地图一瞧吧！中国在世界上所占面积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国际关
系又那样复杂，今后所发生的战争，其对于世界及人类前途的影响，将比任何国度
为重大。”
45．
“中国现正从战争上来求民族国家的生存和解放，惟此目的的完全达到，恐怕还要
相当时间，还要经过若干次大战争，凡此，都是指示我们要从速建立一种正确的战
争理论以为战争行动的指导，换言之，即要建立中国本位（独特）的兵学。”
46．
“所谓中国本位的兵学，其本质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内容则依于国情及对象而
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国固有的兵法，时代环境的需 要，及世界各国的兵
学。我们不能固步自封，离开时代，也不能盲目抄袭，全盘移植。”
47．
“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是西方兵学的最高峰，是腓特烈大王战争与拿破仑战争
的结论，腓特烈大王是持久战争的代表者，拿破仑是决战战争代表者，所以研究腓
特烈、拿破仑战史者应读是书，就是研究持久战争、速决战争以及一般战争哲学者
亦应读是书。”
48．
“这次中日战争正在进行着克氏所说的「现实战争」，或持久战，我们正采取着克
氏所认为最有利的守势战略，实行国内退军，取得时间余裕，增强战力，待机反
攻，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读克氏的《战争论》真有一种快感，益觉克氏真理炳然。”
49．
“日本自维新以来，拚命模仿德国，尤以兵学上受德国的影响为大，因之所受德国
兵学上侵略思想，黩武主义的影响亦大，于此可见盲目的抄袭是要不得的。所以我
们研究克氏的著作，就不要为他侵略的思想所影响，应认清我们还有我们的战争思
想，我们的本位兵学。”
50．
“让我们拿起兵学的望远镜一眺吧！恐怕战争 在千年内还未能绝减，有战争就要提
倡兵学，发展兵学，兵学是武力的基础，武力是国家的长城，历史上兵学衰落的国
家唯有受侵略与被征服，反之，兵学发达的国家必能日臻强盛，这两条路线，我们
应走那一条呢？让国人去选择吧！”
《兵学随笔》自序 1945 年 5 月 10 日于重庆
51.
“抗战八年来，中国兵学的园地真是荒芜。但我想在战争结束之后，百战将校，必
有巨著，兵学作家，必多译述。将来，我梦想著将来，将来中国兵学必昌明，然大
势所趋亦非昌明不可。我们要把我们兵学荒芜的园地，变为郁郁葱葱的园地，我们
更要使我们园地的生产品能够进出于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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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新研究》自序 1946 年 3 月 25 日于南京
52．
“孙子的至理名言不特为古人与今人奉为圭臬，即在千百年后的人们亦必惊叹它的
伟大。”
53．
“《孙子》就是兵学哲理的最高峰，可顺而不可逆，顺之则胜，逆之则败。”
54．
“我们今后研究《孙子》，千万不可忘记他那一个最祟高伟大 ——「不战而屈人之
兵」的教条，即是说，我们今后对于国际间的纠纷与冲突，应尽其可能运用和平方
式来谋解决，不可轻启战端，尤不可好大喜功去侵略人国。”
55．
“然欲「不战而屈人之兵」，先须充实军备，加强国防，正如孙子说：「先为不可
胜」，「先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我们今后应精诚一贯地来实践我们这位兵圣的伟
大遗训了。”
56．
“《孙子》这一部书虽作于平面战争的时代，但以他天才的超卓，眼光的伟大，其
所建立的原理原则却可应用于现代的立体战争上。”
57．
“孙子的哲理渊源于老子，却不入于玄，他经过消化后，是变为科学的了。”
58．
“我对于孙子的原理原则并不是盲目的崇拜，乃是批判的接受。”
59．
“欲使《孙子》与时代不脱节，合乎新战争的需要，则非五年或十年来一次新批注
不可；正如《孙子十家注》是过去了，新的批注，新的研究应随时而兴。”
《兵学随笔》三版后记 1946 年 10 月 31 日于首都
60.
“在世界充满着火药气味的今日，本书三版了。忆本书作于此次大战之中，书中预
先指出：「日本必作无条件投降」，「精神力、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的优越为盟国必
胜的因素」，又指出「武器达于高度进步时，也许将来的战争，当天可以结束」
（如原子弹），果与日后事实相符，这是今天值得引为自慰的一点。中国兵学在今
后原子战争时代是要大大革命了，我们大家来播下革命的种子吧 !”
《孙克兵学新论》再序 1946 年 11 月于首都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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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虽已进入原子战争时代，但孙子与克劳塞维慈的兵学依然有其不朽的价值；
虽说将来原 子弹有不用的可能，但不管在将来任何战争中，尤其是在现阶段军事
上，他俩的兵学却为每一陆海空将校必读的经典。”
《大战原理》三版序 1947 年 4 月 30 日于南京
62．
“克氏的《战争论》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但并不是说一个将校仅读这一部著 作，便
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军事上的知识和能力，不单是建筑于理论之
上，仍须建筑于经验之上，(克氏的著作也是如此)，而且实际上单凭自己个人的经
验尚不够，仍须参考他人的经验及过去各时代的经验。所以我们将校除把这一部名
著当为必修的课程之外，还要研究其它兵书。”
《台湾必守铁证》小引 1950 年 6 月 22 日
63．
“从八年抗日战争到今日反共抗俄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
头，同时也是我们遭逢着一个最艰难困苦的时代。”
64．
“可是台湾究竟能否守得住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不可犯 着宣传家的毛
病，尤不可引喻星相家的豫言，我们应置身于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拿起显微镜来关察
和分析，才会得到真确的结论。”
65．
“台湾是必守的，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伦三岛」。反攻是必胜的，将如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反攻欧陆。”
《台湾必守铁证》附记 1950 年 6 月 28 日
66．
“此次美舰之来，证明我反共抗俄已有转机，至可兴奋。惟我为反共抗俄而守台以
至反攻，只能以外力为补助，不能以为主体，人不能永远助我，亦不会用全力助
我，我亦不能作此希望，更不应存偷安和侥幸的心理。否则，自已不努力，不谋自
力更生，唯赖他人，决无好果。故我们更应知所警惕，发奋为雄才可。”
《孙子兵法新研究》再序 1951 年 3 月 18 日于台北
67．
“《孙子》以兵法胜，亦以文学胜；它是明月，它是太阳；它好像龙飞凤舞，又好
像海啸雷鸣；它好像黑森森大海里的灯塔，又好像渴而思饮的甘露醴泉。倘若你是
一个军人，你反复披诵它，自 会精神振作，斗志充沛。倘若一个部队里个个都学习
它，则部队里首先就会产生一种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6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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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是中华民族的军人魂，传家宝，《孙子》的伟大精神遗产，唯有中华民
族的军人们才能真正接受它，摄取它。外国与中国国情不同，外国人不会把它翻译
得尽善，因此外国人亦不会真正了解它，巧妙运用它。我们今日正面临生死存亡关
头，我们应澈底了解它，接受它，巧妙地运用它！”
69．
“我们应发扬《孙子》建立中国兵学思想体系，我们应活用《孙子》建立国防万世
不拔之基。”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台版序 1951 年 9 月 15 日于台北
70．
“欲研究克劳塞维慈（Carl von Clausewitz 1780 -1831）的《战争论》，不可
不懂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哲学，因为
克氏受黑氏哲学的影响太大了。黑氏与克氏生于同一时代，其影响于克氏，正如老
子影响于孙子一样。这真是东西兵学界一件最有趣味的事。”
71．
“黑氏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哲学家，他是战争政治学的建立者，他歌颂战争，而对
和平批评。不过这倒没有影响到克氏，而克氏在《战争论》上说：「战争是政治的
继续」，却是受黑氏所影响，黑氏把战争当作政治的一种手段的。”
72．
“黑氏是一个观念论者，这确给予克氏很大的 影响，克氏因此认识精神在战争上的
重要性，并列精神要素为五大要素之首位。”
73．
“黑氏在哲学上贡献最大的还是他所建立的辩证法（ Dialectics)，克氏《战争
论》的特点就是接受了黑氏这个哲学方法论，他的战争是一贯地用辩证法写成。
「正反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克氏则用以分析战争现象，阐明战争原理，建立
他战争理论体系。”
74．
“克氏用辩证法来研究战争的防御与攻击，表现得更恰当和明智。原来所谓防御与
攻击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但克氏却作统一的观察，即防御亦伴有攻击。此外，如所
谓军事行动的休止与紧张，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等也是作对立统一的观察。至于在
整个战役上由守势到攻势，或由攻势到守势的转换及其过程，这是从量到质的变
化。”
75．
“还有克氏在《战争论》上独能打破形式逻辑、方式主义、武断主义与机械论，这
也是基于辩证法的观点。战争理论是要跟着时代而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变」（变化与发展）是辩证法的最基本概念，而克氏在《战争论》上正充分表 现
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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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自序 1952 年 7 月 1 日于台北
76．
“所以我们在今日不要害怕战争，更不必讳谈战争，我们要习惯战争，参加战争，
更要把我们正确的战争理论建立起来。”
77．
“伟大的反共抗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战争，也是一个新型的战争，最忌空谈，尤
忌盲动。它要有理论的基础，更要有正确的理论来做行动的指针。”
78．
“国父战争理论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是由研究到实践的结论，博大精深，阐扬匪
易，尤其散见于全部遗教之中，未成体系，整理确要相当时间。”
《兵学随笔》自序 1952 年 9 月 1 日于台北
79．
“兵学是战斗的学术，系乎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举国皆兵」、「文武合一」，
正是立国强国的基础。”
80．
“不特军人对兵学要有高深的研究，即文人以至一般国民亦应具有基本的智识。其
实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唯有人人知兵，人人能战，始能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
81．
“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也是兵学的世纪，八年抗战是我们的「兵学大学」，反
共抗俄应是我们的「兵学研究院」，这真是我们研究兵学、学习军事的良好机
会。”
82．
“我们应从兵学上养成我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我们应在兵学上确立我们反共抗俄
的必胜基础。”
《决胜丛书》自序 1952 年 12 月 20 日于台北
83．
“将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出现了无数兵家名将，亦产生了不少兵经战法，据专家
初步的估计，已达一千三百余种，琳琅满目，灿烂辉煌，就中以《孙子》十三篇为
冠冕。近代西方自拿破仑出现后，兵书著述，风起云涌，就中以德国克劳塞维慈的
《战争论》为代表作，与我国《孙子》成为东西兵学的双璧。”
84．
“ 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当现代，毕生致力于革命学术与革命事业，对孙、克两氏兵
学研究精湛，并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军事指挥中，创建了中国现代的革命战理，
以救国救世为目的，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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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孙子的军事哲学、克氏的大战原理、 国父的革命战理，是世界兵学思想
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学的三大经典。今后一国的用兵作战，或全世界反侵略者
与侵略者之战，必须把握它、运用它，亦即以 国父的革命战理为体，孙克的战争
学理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战，亦始能战胜敌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
86．
“美国现代在兵器上虽有惊人的发明，兵学上尚没有足以凌驾我《孙子》的著作。
德国以兵学闻名于世，但各种著作较之我《孙子》仍有逊色。我爱好《孙子》已肇
端于少年时代，而研究孙子系开始于民国二十四年在日本 留与之时，当时我是基于
一种「文人知兵」的历史传统的观念，由多年研究及从军从政的观察而产生了今日
正在发行中的《孙子兵法新研究》。”
87．
“我这一部《决胜丛书》，仅有四书：《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
纲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都六十余万言，不敢以此自
夸，亦无意媲美古人。这是代表我个人研究兵学的过程，也可作为我个人著述生活
史上的一个小小纪念。我愿来日尚有第二辑、第三辑的出现，这仅是第一辑而
已。”
88．
“本丛书取名「决胜」是由于我一天悟起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吾不如张良。」的名言，我希望读是书者能够接受孙、克、国父的真理，成为
现代的张良。”
89．
“在中国兵学荒芜的园地里，我致力于兵学事业，已十余年了，在这个事业上，除
感觉友情的可爱外，别没有什么企图，仅是平生着眼于「智」的一字而已。”
90．
“我们要把握着「斗智重于斗力」的铁则，须知力弱的智高者常可战胜力强的智低
者，至于力量相等，而智高者更可战胜智低者，自不待说。要之，人类一切的行动
与实践必须通过最高的智慧，尤以战争为然，否则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
池。”
91．
“主持国家大计的文人们更要知兵，即所谓懂得 战略，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如果不
懂战略，绝不是一个健全的政治家。不懂战略的政治人物，则其所措施不能配合军
事，甚且给予军事上最大的不利和妨碍。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应是文武兼全的，即
如历史上伊尹、周公、管仲、张良、诸葛亮等型的人物。”
92．
“研究学问真是不容易，兵学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专一的意志，又要有充裕
的时间、足够的资料和实际的体验，八年的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的神圣战争，虽给
予我不少体验的机会，但上述种种条件都不够，其实这不独我个人如是，国人亦多

11

《浴日语录》

此感。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埋没了多少专家，又不知牺牲了多少新著。吾国学术
的落后，大家应注意这些因素吧！”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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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运用兵学的目的是为和平，不是为战争，战争是社会的病态，和平才是社会的常
态，战争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吊民伐罪、救国救世就
是为的和平。”
95．
“我希望整个世界早日臻于永远的和平，即所谓「世界大同」，军备逐渐废除，人
类永远不用兵学，兵学战迹仅成为考据家的资料而已。”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台版再版后记 1955 年 3 月 10 日于台北
96．
“古宁头之歼灭战，彷佛拿破仑的作风，五年金门之持久战，又似腓特烈的精神。
克氏以研究拿破仑战争与腓特烈战争而完成他震撼古今的巨构。”
《孙子兵法总检讨》自序 1955 年 5 月 25 日于台北
97．
“《孙子兵法》是古今兵书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是世界兵学的最高峰；《孙子
兵法》是军人必读的大经典”
98．
“有如每一个佛教徒不能不读《灵楞经》，每一 个回教徒不能不读《可兰经》，每
一个基督教徒不能不读《新旧约》，同样每一个军人不能不读兵经 ——《孙子兵
法》。因为它会给你更多的启示和鼓舞。”
99．
“《孙子兵法》在宇宙间，宛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它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
即其所建立的兵学理论，是最高的原理原则，不涉于枝叶末节，以此供人而做千变
万化的妙用。在过去的时代里，固成为金科玉律，即到了现代，不管在总体战争抑
或立体战争甚至原子战争，均不失其伟大与光华。”
100．
“春风秋雨，我研究《孙子》也有二十年的岁月了，除了曾刊行过我所著的《孙子
兵法新研究》一书外，这几年来，复写成了有关研究《孙子》的文字多篇，并征集
到一部份同好者的宏著，合在一起，用《孙子兵法总检讨》的书名付梓，使读者先
后读此两书——姊妹篇，而得到全面和进一步的了解。”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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