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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製作組中國行第二站來到了距廣州僅一小時車程的李浴日將軍紀念碑暨夫

人衣冠塚的所在地--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福田鎮接仙橋的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該園位於國家

5A 級羅浮山風景區的西南麓，墓地碑塚是由么子李仁繆于 2016年購建完成(詳情請看附錄：

《李浴日紀念碑記實》)。吾等此行在到達廣州的第二日，響午過後即馬不停蹄的一行四人趁著

好天氣自廣州驅車向東北而行前往謁靈掃墓，以盡人子之孝。 

二、羅浮山風景區 

羅浮山風景區，是國家 AAAAA 級景區 。 它位於廣東東江之濱，離惠州市博羅縣城 35 公里，與

增城、龍門兩縣接壤，方圓 260 平方公里，主峰是飛雲頂，海撥 1296 米。共有大小山峰 432

座、飛瀑名泉 980 處、洞天奇景 18 處、石室幽岩 72 個，山勢雄偉壯麗，自然風光旖旎。羅浮

山，素有嶺南第一山之稱，秦漢以來號稱仙山，史學家司馬遷把羅浮山比作「粵岳」，是中國十

大名山之一。它又是中國道教名山，道教稱它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 與南海縣境內的西

樵山並稱為南粵二樵， 故它又有東樵山之稱。 是中國的「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避暑勝地，

被譽為「嶺南第一山」。北宋蘇東坡曾在這裡作下「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新。日啖荔

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名句，而使羅浮山聞名於世。 羅浮山分為四個景區，最大的景

區是朱明洞景區，其次是酥醪洞景區，黃龍觀景區和華首寺(華首台)景區。 一般人都是去朱明洞

景區，其他景區很多都是後來修建的景點，而最有名的道教名觀——沖虛觀就在朱明洞景區。 

 
羅浮山風景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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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羅浮净土人文紀念園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于位於羅浮山西南麓，處於 5A級風景名勝區範圍內，地屬惠州市博羅縣福

田鎮，占地 1475 畝，是一家集旅遊、禪修、酒店、紀念園為一體的多元化綜合性人文景區。自

1997 年建園、2013年由泰康保險集團收購以來，大量港澳臺同胞及東莞、廣州、深圳、惠州的

孝子賢孫、社會名流等皆在此福地安葬仙逝親人。經過復建後的園區也吸引了眾多的市民慕名前

來參觀遊玩。園區地處一個開闊山谷，氣候溫和，植被茂密，處處是青山，青山之上有「綠

被」，到處是清新怡人的氣息，可謂「天然氧吧」。園區內有落差 100米的瀑布和 25畝大的白

雲湖，還有約 3公里的景觀溪流，周邊全是原始森林，幽靜怡然，遊客還可以看到不少珍稀植物

和動物。 

園區以嶺南文化，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為本底，結合禪宗，唯心淨土的佛學宗旨，在當代環藝科

學和殯葬禮儀的融合中，塑造現代化山水墓園生態、和諧、莊重的文化內涵，致力打造集"養生

休閒"、"禪文化交流"、"祭祀活動"與"陵園" 于一體的綜合型人文紀念園，為大衆提供更多元的

人性化服務。並依托羅浮山地理格局和氣候特點，以嶺南民俗文化為主線，以佛教信仰為核心，

在傳統墓葬文化的基礎上塑造功能多元、氛圍明朗、休閒旅遊兼具的現代化人文景觀。 

 
羅浮净土人文紀念園示意图 

在此略述各具功能的園林設施： 

1．景觀公園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入口公園景觀主要以石、木、竹、水為主要元素，意在表達景觀是禪意的物

化體現，設計中保持材料的原始形態，從而營造一個由天造、境由心生、兼具本色之美，且以嶺

南文化為中心的現代化禪意人文境界，特色景觀包括：  

①�  空門 ：代表一道詮釋佛教修行真諦的禪理之門，開門和關門的轉瞬，是開始亦是結束； 

② 八正道廣場：八正道是佛教裡達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的八種方法和途徑； 

③ 阿育王柱：阿育王乃古代印度歷史著名的君王，皈依後弘揚佛法，並廣設石柱，上刻經文

以示眾生;  

④ 三生石：啟示前世、今生與來世的三世因果關係;  

⑤ 奈何橋：乃生死輪回的必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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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枯山水：為日式園林，用靜止不變的元素達到使人寧靜的效果，用禪宗美學作為冥想的輔

助工具。 

 

   
                              空門                                                     接待中心                                                     三生石與奈何橋 

  
                                            枯山石                                                                              阿育王柱與八正道廣場 

  
                                             婆娑竹林                                                                                      湖中棧道 

2．延祥古寺  

延祥寺前身原為南樓寺，738 年(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將鐵鑄釋迦真像船運至番禺。 

743 年，宦官何行成奉命于南樓寺築祠，迎來釋迦像供奉，唐玄宗將南樓寺親筆賜名延祥寺。 

延祥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慶寺，康熙、雍正年間，復建延祥寺，但已非原址。現存的延祥

寺重建于 1931 年，位於沖虛觀西南 3.5公里，距白鶴觀 1公里，建築面積 288 平方米，寺門有

「延祥古寺」石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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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祥古寺鳥瞰                                                                                        大雄寶殿 

  
                                                       殿前香爐                                         供奉普賢願王菩薩、釋迦牟尼文佛、文殊師利菩薩 

  
                                                              放生池                                                                     家族祠堂 

3．禪修院 

禪修院設有以夢為主題的講經堂、五觀堂、法喜堂、禪悅閣、與國內首創的佛教主題 5D電影

院。通過禪定、行禪、過堂、行堂、早晚課、點心燈、行腳等途徑和方式，在遠離喧囂的世外桃

源與千年寶刹之間，為人群提供「禪修+法會」的服務專案。從一日問心禪、二日入門禪、三日

同心禪、五日正道禪、七日精進禪等不同的課程中，經過佛法加持，靜心正視、對話生命維度下

的自己，達到安心止語境界，使禪修學員的精神與思想得以昇華。禪修院同時還為禪修學員提供

佛教主題與新中式風格的住宿、餐飲、會務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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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修院鳥瞰                               五觀堂 

    
                 禪修院正堂               講經堂/夢之牢籠                 禪修食宿 

 

4．會議中心 

紀念園的山頂建有新中式接待中心和多功能會務中心，面臨天心湖，背靠飛雲頂主峰與雲海結

合，宛如一幅別有洞天的山水畫。核心建築群「依山而建，臨水而居」，承擔專案的接待、銷

售、服務、辦公等綜合功能，建築設計採用溫暖的木色和質樸的磚灰為主題基調，融合當地禪宗

文化，打造古風盎然、天人合一的的新中式文化精舍，有天心湖、雲水軒、會議中心、大廳內陳

列的本煥章老親筆題字「福澤仙地、為我羅浮」等。 

  
                         會議中心遠眺                                       天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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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中心前庭           大堂本焕章老題字               大廳吊掛的水濂燈                     

  
                            精舍小築                             雲水軒 

5．嶺南生命文化舘 

2017 年，紀念園將原有的辦公樓改建為嶺南生命文化舘，展示嶺南文化中廣府、客家、潮汕文

化中突出的殯、葬、祭幾千年的發展史。 

    
                       嶺南生命文化舘外觀                                 嶺南生命文化舘                                                 内部展示 

6．其他 

① 中國基建工程兵紀念園：中國人民解放軍基本建設工程兵是一支特別能吃苦、能戰鬥、能奉

獻的部隊，為建設和保衛祖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紀念園落戶于羅浮山，為這些敬愛的英雄豐碑立

傳，專案面積 50餘畝，包含紀念園、標誌建築、文化長廊、紀念廣場、紀念塔、博物舘、墓區

等。  

② 盤龍飛瀑：是羅浮山最大的天然百米落差瀑布，有著「疑是銀河掛九天」的磅礴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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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墓區：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設有十數個規劃墓區，通過園區綠化、碑石藝術、園林小品、古

典建築和運用大量的景觀元素，實現陵園公園化。用優美的環境、優質的服務、人性化的管理，

禮待每一位故人，讓逝者安心，生者放心。 

  
                         基建工程兵紀念碑                       基建工程兵紀念園 

    
                    盤龍飛瀑                             墓區之一的福海園 

四、李浴日紀念碑/衣冠塚今貌 

這次適逢初夏，也是第三次來掃墓，與前兩次的盛夏與晚冬有著不同的風味和景致。 

   
                                            銅質頭像                                         紀念碑正面                                      紀念碑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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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碑后面                                           紀念碑右面                                                    紀念碑前方 

   
                                         紀念碑正面全景                                                                         紀念碑位置圖（红圈） 

五、結語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被北京泰康集團併購與開發已近五年，每次來訪看到硬體與軟體各方面都有

實足的進步，精心的設計與大手筆的投資處處可見，感歎國內企業超越時代的眼光與明確有效的

執行力。該集團將宗教、文化、藝術、旅遊、科技、 殯葬融合為一體，集「養生休閒」、「禪

修文化」、「陵園祭祀」為一位，把一個即將沒落的禪寺重新打造成一現代化多功能的紀念園，

利用天然的好山好水，為世人創造一個另類的環境，滿足人們對精神生活與心靈自由的追求，進

而淨化內心的煩惱 ，提高生命內在的品質，充分證明國內人文與經濟發展的趨勢銳不可當與勢

不可擋。  

自從 2016 年李浴日紀念碑/衣冠塚建成以來，這幾年都會與兒女千里迢迢地從美國專程來祭拜。 

本來此行計畫邀集兄弟姐妹五人一齊到羅浮山來為先父母舉行正式的開光法會，並禪修齋宿一

晚，共享湖光山色，緬懷中華文明，可惜臨行前二個月，有三人因事退出，只得取消原定活動方

案，改為當日來回的行程，錯失天人合一家團圓的大好機會。 希望來日還有機會再倘佯於此青

山綠水之中，悉心陪伴先父母品茗禪佛。 這次是仁雄首次蒞臨見證，足堪欣慰；在此也要特別

感謝賢侄、孫陳昌連與黃俊智的撥冗全程駕車陪行，讓吾等免去舟車勞頓，彌足珍貴。 

六、附錄 

《李浴日紀念碑記實》李仁繆 2017年   

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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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紀念碑〉記實 

李仁繆 

2017 年 1 月 

目  次 

一、主旨； 二、碑址； 三、設計； 四、構工； 五、落成； 六、文證； 七、銘謝。 

 

一、主旨 

孝道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儒家家庭倫理的核心。儒家《孝經》開宗明義章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因之，我中

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不僅是孝敬父母，更是「人倫之公理」與「仁」的根本。為了感謝先父

母養育之恩，緬懷先父母的兵學志業，完成中國人落葉歸根的宿願，李仁繆與賴勻夫妻二人，歷

經一年的籌劃與實踐，與北京泰康保險集團旗下國内最大連鎖養老機構的泰康之家合作，以「李

浴日紀念基金會」之名義，于 2016 年八月在廣州市近郊泰康所屬有嶺南佛教第一陵園之稱的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為先父母全資建置了〈李浴日紀念碑〉衣冠冢一處，在此謹以《詩

經·小雅·蓼莪》來傳達孝念父母、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之情。魂如有靈，伏惟尚饗！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兵學家李浴日先生與夫人賴瑤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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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碑址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Luo Fu Paradise Park，www.tt-lfjt.com ) 位於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福田

鎮接仙橋，矗立在中國國家 5A 級羅浮山自然風景區的西南麓，距廣州市以東約車程 1 小時，距

香港以北約 1.5 小時，既是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相互融合，也是集紀念、旅遊、佛教文化為一

體的綜合性紀念園。羅浮淨土背倚羅浮山主峰飛雲頂，東有九曲環溪，澄碧清澈，恰似青龍蜿

蜒；西臨重山複嶺，峰巒澤厚，青松翠竹，草木華茲，猶如白虎睡穴；前接東莞石龍鎮，地域開

闊平坦，阡陌縱橫，後有將飛瀑泉水築壩截流而成的白蓮湖，實為“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

後玄武”的絕佳風水寶地。 自然環境優越，明代天機大師劉伯溫兩次登頂羅浮山發出“真龍橫

臥羅浮峰,百里盤恒豪氣沖”的感歎。唐玄宗親筆題名至今已有 1200 餘年歷史的”延祥寺”亦坐落

于本園之中。園區更傳承中國千年喪葬禮俗文化，將祠堂文化、嶺南文化與佛教文化充分融合，

設有<仙天園>、<福海園>、<福祿園>、<福境園>等十數個區域。 

〈李浴日紀念碑〉座落于<停意軒>，墓園面積 19.2 平米，坐北朝南，方正平坦，左高右低，兩

山對峙，遠山迭障，護衛重重，後有案山，前臨路邊， 宛如青龍，橫亙而過，生生不息，青龍

之下，高臨溪流，水繞雲從，遠眺青山，草茂樹高，山明水秀，氣勢磅礴，風水自成。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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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鳥瞰示意圖 

 
園區平面圖 

 
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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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2016 年 2 月） 

紀念碑由頭像、碑身與碑座三部分構成，銅鑄半身頭像，面目傳神姿態生動；碑身與碑座採黑色

花崗岩取其堅實穩重莊嚴肅穆，四方錐形體呈通天之勢；碑面抛光如玉，四面陰刻金漆碑文，正

面為李浴日先生對兵學的中心立意，左面是長官陳誠前副總統的輓文，右面是摯友前監察院長于

右任先生的輓文，背面則是先生與夫人的略傳；碑座有上小下大之二層實心圓組成，上層陰刻李

先生最愛的唐代二十八宿銅鏡紋飾圖，提示眾人鍳古知今，知興替明得失，下層為階以示層次相

曡。紀念碑坐北朝南，師法天圓地方，傳延敬天地孝父母，金石之光相互輝映，承先啓後渾然天

成。 

紀念碑：總高約 2 公尺（6 英呎半） 

1．頭像：材質：鑄銅，約高 54 X 寬 40 X 深 30 公分。 

2.   碑體：材質：山西抛光黑花崗岩，上圍 40X40 公分、下圍 60X60 公分、總高 150 公分的四面

棱柱體，陰刻燙金碑文如下： 

1）正面：隸書“兵學是神聖不可犯的，立心作亂者不可讀，蓄意侵略者不可讀，非弔民伐

罪不可用，非救國救世不能用。我希望整個世界早日臻於永遠的和平，即所謂「世界大

同」。李浴日”； 

2）左側：浴日同志千古“志績可稱”陳誠輓； 

3）右側：浴日老弟千古 “與孫子同不朽” 于右任輓； 

4）背面：陰刻李浴日與賴瑤芝面像兩幀，附隸書簡介： 

李浴日（1908.4.12－1955.8.7），廣東省雷州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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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先生畢生盡瘁兵

學，著譯兵書 12 種，達 160 餘萬言，以《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著稱，在民國兵學領域，他

的研究堪稱多個第一。 

 賴瑤芝(1914.4.23－1995.12.4)，廣東省羅定縣人， 1940 年與先生結褵，育有三子二女：仁

師、仁雄、仁芳、仁美、仁繆，先生逝世後，繼持「世界兵學社」，並出版遺著《孫子兵法

總檢討》與《中國兵學大系》等。           2016 年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敬立 

3．底座：二層圓座，材質：山西抛光黑花崗岩，上層厚 0.1X 直徑 1.4 公尺，其上陰刻金漆唐代

二十八宿銅鏡紋飾圖，下層厚 0.1X 直徑 1.8 公尺。  

4.   地基：紀念碑後方設半圓形檔土墻圍繞紀念碑后方，墻前為水泥地基半圓圍繞紀念碑，上以

白色鵝卵石為鋪面，間附黑色鵝卵石稜形圖飾，周圍植草，碑前設置四片灰色花崗岩踏板直達路

邊，墓園左右兩旁設及膝欄柱以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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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設計圖 

      
                                                  左面設計圖                                                                        右面設計圖 

     
背面設計圖                鳥瞰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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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工（2016 年 4 月） 

       
                                                                     土胚                                                          銅鑄 

                    
                                                                           工廠成型                                                 殿基測方位 

         
                                                  殿基正面實景                                                         殿基左面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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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基右面實景                                                殿基背面實景 

 

五、落成(2016 年 8 月) 

 

 
〈李浴日紀念碑〉落成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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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落成實景                                         左面落成實景 

         

                                                     右面落成實景                                          背面落成實景 

 
紀念碑位置圖（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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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證 

1．廣東省經營性公墓墓地使用合同 

 

            
 



〈李浴日紀念碑〉記實 

 

10 

 

2.  中國殯葬協會公墓安葬證（XJ20160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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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銘謝 

 

〈李浴日紀念碑〉於 2016 年 2 月春開始創意構思、4 月設計成型、6 月開工鑄造、8 月動土殿

基、11 月秋綠化完工，歷時九月餘，其間承蒙泰康公司、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設計師、蔡工

程師、閔業務代表、劉代表、工程人員等全方面的努力與合作， 紀念園的王總與歐陽副總的關

懷與監督，〈李浴日紀念碑〉才能超期順利完工，李浴日先生家屬無限感恩，謹致最誠摯的謝

意。 

 

                                                                                                                    

李仁繆謹記 2017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