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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之三：廣州市 

2018 年 5 月 4 與 6 日 

李仁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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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一、引言 

人說「吃在廣州」，廣州人的愛吃與會吃聞名天下，但是「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第一站來到

這迷人的南國首府廣州市，為的不是吃，而是要走訪先父李浴日與先母賴瑤芝早年在廣州的事蹟，

也要探訪這個中國現代革命發源聖地，感受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們在廣州的發端奮鬥史。 

二、廣州簡介 

廣州，簡稱穗，別稱羊城、花城，總面積 7434平方公里，轄 11個市轄區，人口 2015萬，是華南

地區最大的城市，現與北京、上海、深圳並稱為中國內地四大一線城市，廣州港則是中國大陸第五

大港口，世界第八大港口。地處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緣，瀕臨南海，鄰近香港、澳門，是

中國通往世界的南大門。廣州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朝開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行

政中心，也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和興盛地，東漢時期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

國第一大港，明清時期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現今則是廣東省省會、副省級市、國家中心城

市、超大城市、國際大都市、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綜合交通樞紐、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也是粵港澳

大灣區、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核心城市以及一帶一路的樞紐城市。 

19世紀末，廣州是西方文明傳入中國的視窗，近代工商業與廣州密不可分，丘逢甲等在此創辦新

式學堂，培育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廣州是舉足

輕重的城市。在廣州發生的四次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積蓄巨大能量，其後孫中山三次在廣州建立

革命政權，捍衛了辛亥革命的成果。1912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1921年成立中華

民國政府，在廣州選孫中山為大總統。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

孫中山在長洲島創辦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1926年蔣中正在廣州東校場帶領國民革命軍誓師北

伐，同時，毛澤東、彭湃等共產黨人在這裡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中國共產黨培養骨幹力量。 

 
廣州市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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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浴日 1925-27年在廣州 

1．1925 年廣州八桂中學畢業 

廣州私立八桂中學創辦于 1904 年，原為番禺公立中學堂，1915年改為番禺私立八桂中學，校址在

建于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的番禺學宮，今廣州市中山四路東段。1926年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曾聘

請毛澤東在此擔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解放後八桂中學併入市立第十五中學，1953年被

闢為農講所舊址紀念館，1969 年十五中與十四中合併，即今廣東華僑中學。 

2．1926 年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现廣雅中學）高中一年級 

改名「鐵軍」，取勇敢善戰的勁旅之意，並任國民黨指導員。廣東廣雅中學，是位於廣州市荔灣區

廣雅路的一間百年老校，其前身為廣雅書院，由清末兩廣總督張之洞創立于 1888 年，與湖北自強

學堂、兩湖書院、上海南洋公學並稱為當時中國四大書院，校名幾經更迭，1912-1927改名為廣東

省立第一中學，1978年恢復「廣東廣雅中學」校名，為廣東省和廣州市重點中學。 

  

               廣州八桂中學（原番禺學宫大成殿）                   廣東廣雅中學 

3．1927 年廣州暴動中被拘 

12月共產黨發動第三次廣州暴動，李浴日被共產黨拘留在東堤的一個會館，東堤即今越秀區延江

中路天字碼頭一帶，離今海珠廣場與下榻的廣州賓館不遠。 

  
                  東堤（藍圈）天字碼頭（綠圈）廣州賓館（紅圈）          天字碼頭 

四、賴瑶芝 1926-38年在廣州 

1．1926-34年小學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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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入廣州越秀區的清水濠小學五年級；1928 年入知用中學初一，越秀區的知用中學創辦于

1924 年，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歷史名校；1929-34 年就讀于執信中學初中與高中，執信中學

位於越秀區執信南路，是孫中山于 1921 年為紀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執信而創辦的學校，目前是廣

州重點中學之一和首批創辦 24 所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之一。 

   

          清水濠小學                  知用中學                           执信中學 

2．1935-38年國立中山大學農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原名廣東大學，創辦于 1924年，1926年為紀念孫中山而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1931-37年間，按照孫中山生前所囑，在廣州石牌建設了國立中山大學新校園及其建築群，1938年

因廣州淪陷日軍而遷往雲南澄江，1940年遷返粵北坪石，1945年遷返石牌原址，1952年全國高校

院系調整，中山大學遷往康樂園，現分廣州校區、珠海校區與深圳校區。原中大石牌校址則改為華

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校區。 

  

                  國立中山大學石牌舊址門樓                     珠江岸邊現中山大學北校園門樓 

3．1938年新河浦相識 

1938 年秋任國民黨 64軍參議的李浴日返粵，在廣州新河浦 64軍軍長李漢魂吳菊芳夫婦家中，與

時為夫人同學的未來妻子賴瑤芝相識。新河浦位於廣州市越秀區，以「東山小洋樓」著稱，是廣州

的舊豪宅區，住宅樓房以西洋式花園別墅格局，共有 493 棟歷史建築，是廣州市現存最大規模的中

西結合低層院落式近代建築群。同年 10月廣州淪陷，李漢魂任廣東省主席，李浴日隨省府遷到廣

東戰時省會韶關，賴瑤芝則隨中山大學遷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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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新河浦路舊宅區              韶關市（紅圈）十里亭黄崗（綠圈）曲江（藍圈） 

五、兩人 1939-44年在韶關與連縣 

韶關在廣州北 235 公里，城市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是粵北地區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中心，也

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1938年 10月日軍佔領廣州後，韶關成為廣東臨時省會，省府所在地主要位

於韶關市北郊湞江區十裡亭鎮黃崗，部分在韶關市南郊的曲江區。連縣，今連州市，是廣東省清遠

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在韶關以西約 200公里，下轄 10 個鎮，2個瑤族民族鄉。 

1．1939 年訂婚 

1939 年李浴日當選為廣東省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參議員，並任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譯室主任。賴瑤

芝中大畢業後，返韶關曲江任兒童教養總院秘書，11月 24日兩人在韶關訂婚。 

2．1940 年結婚生子 

1940 年賴瑤芝赴連縣任婦女生產工作團墾區主任施教開化傜民，1月 7日李浴日赴連縣與賴瑤芝舉

行婚禮，婚後賴瑤芝返韶關任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8月底長子仁師出生于韶關。本年出版《行政

的科學管理研究》一書，發表《從孫子兵法分析敵犯粵北的潰敗》，赴浙江南潯前線戰鬥四個月。 

3．1941 年創辦「世界兵學社」 

于廣東曲江，李浴日自任社長，發行《世界兵學》月刊，出版《閃電戰論叢》；1942年出版《中

山戰爭論》,並蒙蔣介石召見；1943年出版《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綱要》、《兵學論叢》、《東西兵

學代表作之研究》等書；1944 年秋，成立「中國兵學會」，曲江淪陷後，攜妻子賴瑤芝及兒子李

仁師返雷州家鄉避亂，停留三天後即隻身經湘、桂，赴渝任陸軍大學同少將教官。 

        
            《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  《世界兵學》月刊創刊號          《中山戰爭論》            《閃電戰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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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綱要》        《兵學論叢》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4．1949 年再返廣州 

1949 年 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逼近長江，3月隨國防部遷回廣州，廣州成為中華民國臨時首都，夏

季全家由廣州轉赴香港，10月 14日廣州解放。 

六、參觀遊覽 

1．機場酒店 

5月 2日上午從華府雷根機場搭乘聯航班機，經新澤西州紐華克轉香港到達廣州白雲機場已是 24

小時後了(當地 5 月 3日晚上)，在白雲機場啟動內地手機，再用微信支付購買地鐵票，搭 3號地鐵

經嘉禾望崗轉地鐵 2號線，在海珠廣場下，出站即是下榻的廣州賓館，距賓館一箭之遙即是有名的

廣州母親河珠江。 

 

                   廣州白雲機場                            已開通 11 條路線的廣州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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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榻海珠廣場的廣州賓館            廣州市老城區街道 

2．珠江 

珠江是中國境內第四長河流，按年流量為中國第二大河流，全長 2400公里，發源于雲貴高原烏蒙

山系馬雄山，流經中國中西部六省區及越南北部，在下游從八個入海口注入南海。珠江原指廣州到

入海口 96公里長的一段水道，因為它流經著名的海珠島而得名，後來逐漸成為西江、東江、北江

以及珠江三角洲上各條河流的總稱。此行從天字碼頭搭乘渡輪，經中山大學門樓，到廣州塔。 

  

                        珠江東堤段解放大橋                         珠江夜景 

3．廣州塔 

廣州塔又稱廣州新電視塔，暱稱小蠻腰，位於廣州市海珠區赤崗塔附近，完成于 2010年，塔身主

體高 454米，天線桅杆高 146 米，總高度 600米，是中國第一高塔，世界第二高塔，廣州塔塔身

168–334米處設有「蜘蛛俠棧道」，422米處設有旋轉餐廳，是世界最高的旋轉餐廳，塔身頂部處

設有摩天輪，天線桅杆處設有「極速雲霄」速降遊樂專案，亦設有戶外攝影觀景平臺。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之三：廣州市 

7 

 

  

                                 廣州塔                       廣州塔夜景 

4．黄埔軍校 

黃埔軍校是 1924-30年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區長洲島興辦的一所軍校，校址原為清朝陸軍小學和海軍

學校校舍，當時校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1926年改名擴大為「中央軍事政治學

校」，1929年改名「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1931 年南京國民政府改制為「中央陸軍軍官學

校」，到 1946年末改名「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1950 年臺灣當局在臺灣高雄鳳山區復建「陸

軍軍官學校」延續至今。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培養了許多在抗日戰爭和國

共內戰中聞名的指揮官，主要將領出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一至六期，是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統一

中國的主要軍力。 

  

                        黄埔軍校原大門                         黄埔軍校總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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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軍校總理紀念碑                 黄埔軍校舊碼頭 

5．黄花崗 

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又稱黃花崗公園，位於廣州市越秀區白雲山南麓的先烈中路，是為紀念

1911 年 4月 27日(農歷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廣州三·二九起義中犧牲的

烈士而建的。巍峨的正門為高 13米的牌坊，上面鐫刻著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詞「浩氣長存」四個大

字，園內有墓亭、陵墓、記功坊、記功碑等。 

  
                        黄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                          黄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6．中山紀念堂 

中山紀念堂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東風中路，是廣州人民和海外華僑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集資興建的，于

1929 年 1月動工，1931年 11 月建成，是一座八角形建築，外形莊嚴宏偉，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

設計師巧妙運用了建築力學的結構原理，採用鋼架和鋼筋混凝土混合結構，跨度達 71米的建築空

間內不設一柱。1956年，重鑄的高 5米的孫中山先生銅像屹立在紀念堂前，1963 年對紀念堂進行

了大規模翻修，屋頂全部採用藍色琉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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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紀念堂                              紀念堂大廳 

  

                              越秀公園登山步道               中山紀念碑 

7．六榕寺 

六榕寺位於廣州市越秀區的六榕路，為一座佛教寺廟，至今已有 1460多年歷史，內有六榕花塔，

大門上有一副對聯「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為民國初年順德文人岑學侶撰寫，聯中

「博士」指的是王勃，「東坡」指的是蘇軾，以紀念他們對六榕寺的貢獻。花塔從北宋重修到現在

已有 900年的歷史，中間又經過多次重修，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八年由住持德隱進行了一次大修，花

塔的面貌，基本上與今天一樣。 

  

                                 六榕寺大門                 六榕寺花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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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廣州美食 

  

                      鴻星海鮮酒家飲茶道具                         瘦肉粥與瀨粉 

  

                           黄俊智邀宴                               大排檔煲仔飯 

  

                             活甲魚                                 鰐魚菜單 

9。下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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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大劇院                                 廣東省博物馆 

  
                        廣東科學中心                               廣州市圖書馆 

七、結語 

此次廣州行共計六日五夜，5月 2日離開美國華盛頓，3 日深夜到達廣州賓館，4 日上午搭渡輪游

珠江與廣州塔，下午由昌連與俊智陪同赴羅浮山掃墓，當晚家宴接風洗塵，5日由昌連開車去先母

家鄉羅定祭祖省親，回程經肇慶探望表哥棣超，6日廣州自由行赴黃埔軍校與黃花崗，晚與俊智一

家晚宴，7日上午自赴中山紀念堂與廣雅中學，下午昌連開車鞋廠考察，8日早散步到六榕寺後搭

機赴湛江車轉雷州。食的方面，悠閒地飲了道地的家鄉廣式早茶，嚐了小市民的大排檔臘味煲仔

飯，也享受了正宗粵菜的酒樓宴席；行的方面，除了有賢外甥昌連的專車外，也用微信支付購買地

鐵票與滴滴打車，親身實地經驗了無錢包手機出行的便捷，可謂不虛此行。 

先父李浴日 1925 年廣州八桂中學畢業，1926年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現廣雅中學)高中一年級，

並任國民黨指導員，1927年在廣州暴動中被共產黨拘留在東堤的一個會館，後赴上海、日本進

修，1937年返滬勤于著作，1938 年回廣州任職 64軍。先母賴瑤芝于 1926-38年赴廣州就讀清水濠

小學、知用中學、執信中學、國立中山大學農學系。兩人 1938年在廣州新河浦 64 軍軍長李漢魂吳

菊芳夫婦家中介紹相識，1939 年在韶關廣東省府共事並訂婚，1940年在連縣出差時結婚。1941年

在曲江創辦「世界兵學社」，在往后的数年里著述出版多本兵学巨作，这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先父母早年都在廣州接受現代化教育，受到當時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對其立志終生發揚中國兵

學報效國家的宏觀偉略影響卓著。兩人在戰火燎原中認識、相愛、而結合，在兵慌馬亂中遷徙流離

共渡難關，就像那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國家多難危急之秋，依舊威武不屈堅若磐石，為國家盡忠

為民族盡孝。吾等見微知著，當以受苦受難的先祖先賢們為楷模。      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