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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全球孫武祭祀大典》暨《世界兵聖相城峰會》  

《華人華僑與孫武文化國際學術交流會》 記實  
2018 年 5 月 12 日于蘇州市相城區 

李仁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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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蘇報融媒：2018-04-10 http://isuzhou.me/2018/0410/2196894.shtml） 

“蘇州是「兵聖」孫武的第二故鄉和功成名就之地，相城區更是孫武的歸隱終老之地。 近年

來，從全球各地自發來到相城區孫武墓尋根祭祖的孫氏後裔絡繹不絕。 2014年，相城區著手建

設孫武紀念園，打造紀念及傳播孫武文化，兼顧瞻仰和祭祀的有形載體。  

2014 年 5月 12日，由孫氏後裔代表組成的孫武民間祭祀大典組委會正式成立；2016年 5月 12

日，在相城區孫武紀念園開園這一天，丙申年孫武祭祀大典暨第一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成功舉

行，把孫武文化融入「一帶一路」， 將中國智慧與國家戰略發展緊密聯繫起來，推動《孫子兵

法》走進地球村；2017年 5月 12日，丁酉年孫武祭祀大典暨第二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成功舉

行，第一次把孫武智慧與馮夢龍《智囊》串聯起來，兩位頂級智慧大師穿越千年在相城「牽

手」 ，舉辦了一場雙峰並峙、雙壁同輝的全球盛會。 如今，孫武紀念園不僅成為孫氏後裔追憶

先祖的一方淨土，更是一條紐帶，將相城與孫武文化和千千萬萬的孫氏後裔緊緊聯結。  

今年 5月 12日，戊戌年 2018 兵聖孫武祭祀大典將在相城區孫武紀念園舉辦。 據孫武祭祀組委

會秘書長孫憲春介紹，今年的孫武祭祀大典主題是全球華人華僑共同弘揚孫武文化。 截至目

前，已經有來自全國各地，以及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紐西蘭、馬來西亞等海內外數百名孫

武后裔報名參加。 此次祭祀活動的規格及規模來說，是歷年來最高的一次。 屆時，將仍舊按照

中華傳統禮儀和古代聖人祭拜的最高規格，設置恭讀祭文、敬酒、三拜九叩、供奉三牲、五穀五

果、淨手上香、行施拜禮等一系列程式，以表達對祖先孫武的崇敬之情。  

除了更高規格的祭祀大典外，今年的孫武文化系列活動還將舉行全球華僑華人弘揚孫武文化十三

米簽名長卷(象徵孫子兵法十三篇)簽名儀式；由孫武祭祀大典組委會發佈全球炎黃子孫共同弘揚

孫武文化倡議；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 國防大學孫子兵法研究中心、同濟大學分別為孫武紀念

園授予「孫武文化學術交流基地」「孫子兵法教研基地」「孫武文化傳播交流基地」；舉行中美

合作拍攝孫武后裔大型電視紀錄片開機和攝製組主創人員見面儀式；舉行「孫子兵法全球行」 

系列讀物——《孫武文化與全球華僑華人》一書首發式；舉辦第三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孫武

文化與全球華僑華人國際學術交流會等一系列精彩活動。”（周瀾源/顧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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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函 

 

 

 

三、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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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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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仁繆的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好!  

感謝主辦單位邀請參加此次盛大的，華人華僑與孫武文化國際學術交流會，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

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我是李仁繆，李浴日將軍育有三子二女，我是排行第五的老么，

在這裡受兄姐們的重托，誠惶誠恐地向大家介紹，故兵學家李浴日將軍的子女在美國是如何傳播

弘揚先父的兵學思想。  

先父出世時，父母取名為「李春清」；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獨自到廣州念高中則改名為「李鐵

軍」，取其勇敢善戰之意；後來到上海念大學時，在日租界裡看到日本人淩虐國人，憤而再度改

名為「李浴日」，隱申抵禦日寇之志。 大學畢業，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志氣，東渡赴日深

造，尋求強國之道。 學成歸國後，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因著文《抗戰必勝論》等論述，鼓舞民心

士氣而受蔣介石兩度召見。  

如今，大家都知道李浴日將軍是位兵學家，並公認他是：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現代中國文人

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者，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亦是民國時期《孫子兵法》研

究第一人。 但是先父在我們兒女心目中不但是位兵學家、還是個實業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為

什麼呢？在這裡，我要以他當年的時代背景、中心思想、事業重心、與主要著述，這四個方面來

闡述一下他的生平：  

先父生於晚清，在他的早期生涯裡，中國處於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國際上則是帝國主義

橫行霸道， 他認為中國需要民主與革新，要以政治革新來救中國，因此他投身學生運動，並修

習政治，要從改革行政與教育著手，來富國強民。 這期間他著述了《滬戰中的日獄》、《定縣

平民教育》、《行政科學管理》等書。  

在他生涯的中期，中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國人浴血奮戰，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同盟軸心鏖

戰歐亞大陸，這時他體認到民族危在旦夕，要強國必先強兵，要強兵先要發展兵學，於是他除了

參軍作戰外，公餘還潛心鑽研孫子兵法與中外兵學， 這時期他的主要著述有他膾炙人口的代表

作《孫子兵法新研究》《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克氏戰爭論綱要》等書，這也是他創作的鼎盛

時期。   

在他生涯的後期：抗戰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陷於國共對抗;世界則分裂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

大陣營，他悲天憫人，世界和平成了他最大的理想，他覺悟必需要振興實業來救中國，於是投身

自己創辦的出版事業「世界兵學社」，來積極傳播發揚兵學 ， 這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兵學隨

筆》 《孫子兵法總檢討》等，並將中國兩千年來兵書取其精華，編成〈中國兵學大系〉。  

先父在他的一生中，總計著述中外兵書12種、政論百多篇， 計160余萬言， 發行《世界兵學月

刊》37期與《戰鬥月刊》24期， 並出版當代兵學名家著作多本。不幸的是在47歲時英年早逝， 

他一生的終極目標 "以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 來建立中國本位的兵學體系"， 成了未竟的志

業。總此， 我們認為他是一位集兵學家、實業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時代典範。 

十多年前， 我們兄弟三人各自設定了目標， 要以先父為榜樣， 一步一腳印的來傳承先父的精

神。  

首先，為了要讓世人看到他的著作， 感受他的理念， 我秉承先父實業家的精神， 在美國成立

了「李浴日紀念基金會」 來傳播先父兵學思想， 2008年先父百年冥誕之時由我出任會長， 並

註冊為非營利事業組織。在我女兒李佳玲課餘的幫助下， 我們建立了基金會網站， 並以中文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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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繁體與英文三種語言設計了基金會的網頁。 據最近新的統計，基金會網站一年的點擊率超

過1300多次，讀者遍佈世界各地，以中國、臺灣與美國居前三位。  

同時、在我兒子李佳珉的協助下，我們大力地搜集先父生前著作，掃描後網上免費供讀者下載閱

讀。 接著，我們將所有遺著改版為現行左右橫書的格式，並一起完成《李浴日全集》的編纂。  

2014年我們在美國成功地出版了精裝版的《李浴日全集》，共計四冊，2700余頁。 第一冊《孫

子部》是先父闡述孫子兵法的專書與著述：主要包羅了《孫子兵法新研究》 、《孫子兵法總檢

討》二書；第二冊：《戰理部》是先父對近代東西方戰理的重要著譯，包含《國父革命戰理之研

究》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二書；第三冊： 《政論部》是先父在政治學與軍事學方面

的研究論文集；第四冊：《紀念部》，總合了先父生平史料、長官同袍和妻子兒女晚輩們的紀念

文集、還有現代學者專家們對先父思想所作的研究與論述。 現在《李浴日全集》除了登錄在基

金會的網站上外，精裝本則由基金會免費提供各大圖書館、研究機構與學者專家們存閱。   

2016年我們與北京泰康集團合作，在位於廣東省國家5A級自然風景區的羅浮山淨土人文紀念園，

建成了李浴日紀念碑一座。 紀念碑總高約2公尺，由銅質頭像、黑色花崗岩碑體與雙層碑座構

成，這不但是個紀念碑，讓世人便於瞻仰先父的風采，也是個衣冠塚，完成先父落葉歸根的遺

願。 今年我們正在拍攝李浴日傳記紀錄片，定名為《父母的心路與行腳》，希望能讓大家更容

易的來瞭解他的生平與歷史。 

這十年來，基金會遵循四大原則來傳播先父兵學思想：第一、凡事以回饋社會與公益共用為出發

點，第二、講究環保善用電子資源，第三、事必躬親實事求是，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世

代傳承，鼓勵下一代積極參與。  基金會未來十年的目標是繼續本著這四大原則，進一步地來提

倡「孔孟為體，孫吳為用」的理念，就是要以兵儒合一，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此，我要

感謝我的妻子兒女兄姐和朋友們多年來的扶持，有了他們的協助，「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才有今

日的成果。 
 

我們兄弟為紀念先父所做的第二項工作、是復業「世界兵學社」來傳承先父兵學志業：「世界兵

學社」是先父李浴日在 1941 年時以「闡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旨在廣東曲

江所創辦的一家兵學專業出版社。   

在座我的二哥李仁雄博士本著先父兵學家的精神，以鑽研孫子兵法、傳延先父兵學研究為目的，

2008 年時在美國恢復註冊了「世界兵學社」。  

 • 2014 年出版了李浴日著的《政略政術》。 

 • 2016 年草成了李浴日所著《孫子兵法新研究》英文譯本。 

 • 今年他正在重新編注李浴日的《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   

我們兄弟為紀念先父所作的第三項工作、是成立「仁義基金會」來發揚先父救世的兵學思想：我

的大哥李仁師博士，本著先父思想家的精神，以「仁師義戰與世界和平」為宗旨，在美國成立了

「仁義基金會」，要為世界人民爭取正義與和平。 很可惜今天他因事未能與會，他要我在此代

他向諸位為致歉。  

以上向各位介紹了我們兄弟三人如何在美國傳播弘揚先父的兵學思想，我懇請在座的諸位仁人志

士學者專家不吝指教，希望大家一起同為發揚與傳承中華文化而努力。 最後，我要再次的感謝

主辦單位的邀請，在此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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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仁繆講演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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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吳如嵩將軍點評 

各位代表、女士們、先生們:  

蘇州相城召開的這次世界華人與孫武文化國際研討會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會,是一次議題特殊

的會,從這個意義上看,它也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盛會。  

大會安排我點評李浴日先生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和學術地位,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頗

具挑戰性的題目。  

我們知道,恩格斯關於評價歷史人物有一個著名的觀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

歷史過程。 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 」浴

日先生身處民族危亡、國難當頭之世,毅然決然投筆從戎,研讀兵學,編輯翻譯、撰寫失學著作達

160 萬言。  

浴日先生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的先驅者之一。 我曾在 2010 年 6 月 20 日我曾在《光明日

報》上撰文指出:「在我看來,寫東西方軍事思想比較方面文章的,都還沒有超出民國時期李浴日

編寫的《東西兵學比較研究》。 李浴日是一個很有成就的兵學家。 」今天,在此專題評價浴日

先生的研討會上,我有必要進一步闡發一下我當年的觀點。 

浴日先生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學術成就不僅表現在他對孫子故里、孫子身世和孫武墓的

考證為業內眾多學者所認同,也不僅表現在他對《孫子兵法》其書的版本、校勘、注譯所顯示的

深厚學養,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浴日先生學貫中西,思想敏銳。 他一方面指出《孫子兵法》和克勞

塞維茨的《戰爭論》是「世界兵學雙璧」,肯定《戰爭論》在軍事學術上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十分犀利地嚴肅批駁《戰爭論》「絕對戰爭理論」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理論,是殺人的

兵學思想。 據我所知,這一觀點是他率先提出的。 他清晰地看到克勞塞維茨這一「絕對戰爭」

思想的根源出於黑格爾的「絕對真理」,在核武器這一「絕對武器」出現之後,一旦與「絕對戰

爭」相結合,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會毀滅全世界,毀滅全人類。 今天的霸權主義國家,揮舞足以毀

滅人類的核武器,其源蓋在《戰爭論》的「絕對戰爭」理論作祟。 難能可貴的是,浴日先生大聲

疾呼,人類應以中國的儒家文化「以仁義為經,和平為緯」和《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的

全勝戰略取代「絕對戰爭」拯救人類,維護世界和平。 浴日先生的這一思想值得大書特書,發揚

光大。 謝謝大家!                                         吳如嵩 20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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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照片集錦 

          
             5 月 11 日下榻蘇州在水一方大酒店                       洗塵晚宴孫中山孫女孫穗芳女士餽贈墨寶 
 

        
         5 月 12 日晨弘揚孫武文化 13 米簽名長卷                                 孫武紀念園孫武祭祀大典 
 

      
            孫武文化國際學術交流會中李仁繆講演                           贈送《李浴日全集》與大會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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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仁繆講演《承先啓後繼往開來》                                     會中播放記錄片 
 

            
                                     晚宴前湯                                                                              晚宴主菜 
 

九、後記 
 

（雪花新聞 2018-05-13 https://www.xuehua.us/2018/05/13/弘扬孙武文化-第三届世界兵圣相城峰

会在苏州相城/zh-tw/） 
 

“ 5月 12日下午，第三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在蘇州相城區舉行，會議以「華僑華人與孫武文化

國際學術交流會」為主題，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孫武后裔代表、知名孫武研究學者以及各個領

域成就突出的華人華僑相聚一堂，共話孫武文化對華人世界產生的重要影響。 

 

活動現場，首先舉行了贈送《孫子兵法中的智慧》講座光碟儀式、贈送英文版《孫子兵法》儀

式、贈送孫子兵法全球行系列叢書儀式、《華僑華人怎麼讀<孫子兵法>》首發式及贈書儀式。 

 

隨後，中國新聞社江蘇分社原副社長、相城區孫武研究會顧問韓勝寶作了關於「孫武文化對華人

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演講。作為「孫子兵法全球行」的推動者和踐行者，韓勝寶曾走訪了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多個城市，足跡遍布五大洲，全方位、多視角報道了《孫子兵法》在全球

的應用和影響。他結合相關歷史人物以及自身多年的海外採訪經歷，舉例證明了孫武文化對華人 

https://www.xuehua.us/2018/05/13/弘扬孙武文化-第三届世界兵圣相城峰会在苏州相城/zh-tw/
https://www.xuehua.us/2018/05/13/弘扬孙武文化-第三届世界兵圣相城峰会在苏州相城/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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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互相生成的關係，孫子兵法助力華人闖蕩世界，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兵家文化，讓中

國文化走向世界，為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 

 

眾所周知，《孫子兵法》是世界上出現最早、影響力最大的軍事理論著作，被譽為「百代談兵之

祖」、「無雙兵學聖典」。一代兵聖孫武創立的兵學文化，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巨大

成就，而今歷經時間長河的滌盪沖刷，經久不衰，已經積澱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氣魄，深深融匯於

全球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精神血脈，對華人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與此同時，華人華僑作為

中華文化重要的傳承者和傳播者，在海外也拉近了世界與中華文化的距離，讓兵家文化等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走出了國門、走向了國際，不斷傳承傳播、發揚光大。 

 

本屆世界兵聖相城峰會著重於將華人華僑與孫武文化聯繫在一起，進一步突顯孫武文化的世界性

影響力。在學術交流會現場，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會長李仁繆分享了李浴日將軍五位子女在美國如

何弘揚中國兵家文化；澳大利亞孫子兵法研究會副會長丁兆慶講述丁氏三兄弟在澳洲宣傳《孫子

兵法》的經歷；美國華爾街金融交易台專家謝一銘暢談《孫子兵法》在美國金融界的應用；《日

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講述自己在日本如何推介《孫子兵法》；中阿文化商貿交流促進會會長

趙穎見證孫武后人如何弄潮「一帶一路」，觀點獨到，亮點頻出。 

 

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人民大學國學院的知名孫子研究專家學者也對 6位華人學

者的觀點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點評。正如專家學者們所言，孫武文化已在一代又一代的華僑華人中

紮根，對他們取得事業的成功發揮著積極作用。無論是全球傳統的餐飲服務、商業製造業，還是

迅速崛起的高科技、新經濟產業，處處都活躍著華僑華人的身影，並成為世界的財富引擎。 

 

事實上，此次活動舉辦地蘇州，便是著名的僑鄉，相城的新華僑華人也呈上升勢頭。到目前為

止，蘇州相城籍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已有 386人，其中新華僑華人 268人，佔總數 70%左

右，主要分布在納米技術、生物科學、計算機軟體、醫學界、大學教育、機械工程、國際金融等

領域。 

 

「孫武文化，是凝聚海外華僑華人『僑心』的核心，是匯聚海外華僑華人『僑力』的靈魂，是開

發海外華僑華人『僑智』的智庫，是搭建海外華僑華人『僑智』的支柱。」相城區委常委、宣傳

部長吳妤表示，蘇州是「兵聖」孫武的第二故鄉和功成名就之地，相城區更是孫武的歸隱終老之

地。近年來，蘇州相城以孫武紀念園為載體，打造全球知名的孫武文化品牌，不斷提升相城文化

的軟實力，助力相城高質量發展。今後，相城還將繼續加深與海外華僑華人、孫武文化研究者、

應用者、愛好者的聯繫，共同講好孫武故事，弘揚孫武文化。“（黃梅報導） 
 

本次蘇州之會，吾等有緣結識海内外從事孫子研究的學者專家與仁人志士，也親身目睹國内孫學

的蓬勃發展，更見證了先父一生研究孫子兵法志業得以傳承，深感無比的榮幸與感恩，特贈《李

浴日全集》與蘇州的韓勝寳、談世茂、孫則寧、楊學良、孫憲春，北京的吳如嵩、張有鳳，上海

的邵青，山東的楊海霞、田兆廣，西安的劉軍成，内蒙的楊凱丞等共計 12人，以示感激。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會長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