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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第六站來到有「六朝古都」之稱的南京市。經過全民浴血八年對日抗

戰(註 1)，1946年先父李浴日先生隨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但是好景不常，1948 年底因為國共

內戰(註 2)，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開始了另一個烽火連天的人生苦難旅程。時年 38歲的他在南京

除了出任國防部政工局少將第二處副處長外，還恢復自身創辦的「世界兵學社」，重新發行《世界

兵學》月刊，並出版兵學自著與其他兵家名著多本。這期間為了紀念兵聖孫子，他邀集兵學同好成

立了「孫子籌建紀念亭委員會」，要在蘇州建〈孫子紀念亭〉。這是他人生事業的鼎盛時期，吾等

到南京市來探訪他當年在四條通的舊居與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以緬懷其愛國情操與兵學志業。 

二、南京市簡介 

南京市，簡稱「寧」，古稱金陵、建康，是今江蘇省會，全市下轄 11個區，總面積 6587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833.5 萬人。南京早在 100-12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活動，35-60萬年前已有南京猿人

在湯山生活，有著 7000多年文明史、近 2600年建城史和近 500年的建都史，先後有東吳、東晉、

南朝宋、齊、梁、陳、南唐、明朝、太平天國、 中華民國等十個朝代及政權定都南京，故有「六

朝古都」、「十朝都會」之稱，與西安、洛陽、北京同列中國四大古都。1911年 12月 29日，起

義的 17省代表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南京成立南京國民政府，

定南京為首都，1937年 12月 13日，南京淪陷，日軍在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 40多天的大規模

屠殺，史稱「南京大屠殺」。1945年 9月 9日 9時，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6 年 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1949年 4月

23日，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南京解放，成為建國初全國 13個直轄市之一。 

 
從玄武湖看南京市城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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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6-48年在南京 

1946 年 2月由重慶返南京，恢復「世界兵學社」，5月出版《世界兵學》月刊第 3卷 1期復刊號，

10月第 3卷第 3 期發表〈關於 "中國武庫" 〉未來的《中國兵學大系》，出版自著《兵學隨

筆》。12月出任國防部政工局同少將副處長、到蘇州探訪孫子遺跡、與陳南平在重慶設立「世界

兵學社」。本年並出版李宗尉與`楊立德合編的《原子彈》、戴堅中將的《中美兵學通論》、趙振

宇的《中國軍備與國防》、王可襄翻譯英國哈利斯著的《交通決勝論》、史久光的《軍事哲學劄

記》與廖忠國的《國防機構論》等書。 

1947 年出版《孫克兵學新論》、《大戰原理》與《孫子新研究》增訂再版，6月著手編纂《中國武

庫》 ，8月出版《世界兵學》月刊第 5卷第 1期(六周年紀念専刊)。出版葉劍雄的《軍師屬騎

兵》、胡甲里的《機械化部隊戰術》。3月次子李仁雄出生于南京鐘鼓樓醫院。夏，重遊西子湖，

在杭州舊書攤上，購得一部明版《孫子兵法》。在浙江圖書舘把《四庫全書》中的「孫子提要」抄

錄下來。成立「孫子籌建紀念亭委員會」，由李浴日、楊言昌、柯遠芬、彭戰存、齊廉、徐森、陳

縱材、高植明等組成，建亭計畫 5億元，擬于次年 9月完工。10月，以文化抗戰人物之典型入載

《廣東抗戰人物志》，並兼國防部政工局少將第二處副處長，策劃對共產黨進行心理戰機宜。 

1948 年《中山戰爭論》改名《國父戰爭理論》由國防部政工局出版。3月長女李仁芳出生于上海

市。 6月 24日，由南京專程抵達蘇州，下榻花園飯店，參與籌畫修建蘇州孫子亭。秋，籌得孫子

紀念亭捐款 2億元，換得黃金 8兩、水泥 84包、鋼筋 300 公斤，因為戰事吃緊加之通貨膨脹，決

定改建亭為建碑，後建成〈孫子紀念碑〉一座于虎丘真娘墓東側。出版陳縱材的《假如你當參謀

長》。10月出版《世界兵學》7卷第 1期，也是最後一期，「世界兵學社」因戰事而結束在南京的

商務活動。 

 

    
          《兵學随隨筆》（1946）            《孫子新研究》（1947）      《孫克兵學新論》（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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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戰原理》（1947）       《世界兵學》月刊復刊号（1946）《世界兵學》月刊末期（1948） 

   
           1947 年在南京四條通世界兵學社前全家福照               今四條通巷址 

   
                       南京自家書房                 政工局心戰沙盤推演           第二處副處長 

 

四、參觀遊覽 

1．中山陵 

中山陵位於南京市玄武區紫金山南麓鐘山風景區內，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的陵寢，及其附屬紀念建築群，面積 8萬余平方米。中山陵自 1926年春動工，至 1929年夏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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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前臨平川，背擁青嶂，東毗靈谷寺，西鄰明孝陵，整個建築群依山勢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軸

線逐漸升高，主要建築有博愛坊、墓道、陵門、石階、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條中軸線

上，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 

 
南京中山陵 

2．總統府 

南京總統府位於南京市玄武區長江路，1912年 1月 1日，孫中山在此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

統，辟為大總統府，後來又為南京國民政府總統府。是中國近代建築遺存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建築群，也是南京民國建築的主要代表之一，現已改為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舘。 

   
                 今總統府門樓                原天王府遺址                   原太平天國遺址 

3．明故宫遺址公園 

南京故宮，又稱明故宮、南京紫禁城，占地面積超過 101.25 萬平方米，是明朝首都應天府(南京)

的皇宮。南京故宮始建于元至正廿六年(1366年)，明洪武廿五年(1392年)基本完工，明故宮為明

初三朝皇宮，長達 54年之久。直到明永樂十九年(1421 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南京設立南直

隸，仍由皇族和重臣駐守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建築群，被稱為「世界第一宮殿」，為中國古

代都城宮殿建築的集大成者，其建築形制為北京故宮所繼承，為明官式建築的母本，是北京故宮的

藍本，現為國家級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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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故宫奉天殿復原圖                              今南京明故宫遺址公園 

4．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簡稱南院或南博，占地 13萬余平方米，是中國三大博物舘之一，是大型綜合性的國家

級博物舘、擁有各類藏品 42萬餘件(套)，為「一院六舘」格局，即歷史舘、特展舘、數位舘、藝

術舘、非遺舘、民國舘，另全院設「六所」 的研究部門。 

  
                      南京博物院正門廣場                           南京博物院大殿 

5．秦淮河與夫子廟 

秦淮河，中國長江下遊右岸支流，古稱龍藏浦，漢代起稱淮水，唐以後改稱秦淮，孕育了南京古老

文明，為南京的母親河。 位於秦淮河畔的夫子廟，始建于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337年)，根

據王導提議「治國以培育人材為重」，立太學于秦淮河南岸。孔廟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就

東晉學宮擴建而成的，因為祭奉的是孔夫子，故又稱夫子廟。1985年修復夫子廟古建築群，周圍

茶肆、酒樓、店鋪等建築也都改建成明清風格，亭、台、樓、閣、殿錯落有致，與夫子廟建築群由

孔廟、學宮、江南貢院薈萃而成，是為秦淮風光的精華。 

    
                        古秦淮河景區門坊                             秦淮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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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廟門樓                                 夫子廟夜景 

6．玄武湖 

玄武湖，東枕紫金山，西靠明城牆，北鄰南京站，是江南地區最大的城內公園，也是中國最大的皇

家園林湖泊、僅存的江南皇家園林，被譽為「金陵明珠」，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距今已有兩千三

百年的人文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六朝時期辟為皇家園林，明朝時為黃冊庫，均系皇家禁

地，直至清末舉辦南洋勸業會時，兩江總督下令開闢豐潤門(今玄武門)，為公園之濫觴。玄武湖方

圓近五裡，分作五洲(環洲、櫻洲、菱洲、梁洲、翠洲)，洲洲堤橋相通，渾然一體，處處有山有

水。宋人歐陽修曾寫道「金陵莫美于後湖，錢塘莫美于西湖」。 

  
                        玄武門                                  玄武湖公園内假山 

  
                     玄武湖公園内明城墙                               玄武湖風光 

 



 “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之五：南京市 

7 

 

7．雞鳴寺 

雞鳴寺位於南京市玄武區雞籠山東麓山阜上，又稱古雞鳴寺，始建于西晉，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

一，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寺的美譽，是南朝時期中國的佛教中心。 

雞鳴寺歷史可追溯至東吳的棲玄寺，300年(西晉永康元年)在此倚山造室，始創道場，至 527年

(南朝梁普通八年)梁武帝在雞鳴埭興建同泰寺，使這裡從此真正成為佛教勝地。 雞鳴寺內現有大

雄寶殿、觀音樓、韋馱殿、志公墓、藏經樓、念佛堂、藥師佛塔、胭脂井等建築。 

   
                 雞鳴寺門樓                     藥師佛塔                      大悲殿 

8．鼓樓 

南京鼓樓位於南京市鼓樓區，鐘山余脈鼓樓崗上，是舊時南京城的報時中心，鼓樓分上下兩層，下

層建成城闕樣式，高達 9米，紅牆巍峙，飛簷迎風，中間有券門三道，貫通前後，上有「暢觀閣」

題額。上層建築，分為中殿和東西兩殿。 

  
                         鼓樓公園入口                                    鼓樓 

  
                        鼓樓舊照                                   鼓樓前的鼓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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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舘 

1937 年 12月 13 日，南京淪陷，日軍在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 40多天的大規模屠殺，史稱「南

京大屠殺」，是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全面升級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規模戰爭罪行與反人

類罪行。在大屠殺中有 20萬以上乃至 30萬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約 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

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焚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舘是南京市人民政府為

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而設立的遺址型專門史博物舘。舘址位於南京城西南江東門，是當

年日軍大屠殺的一處主要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紀念舘于 1985年落成開放，經過兩次擴建，現占

地約 7.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5萬平方米、展陳面積 9800平方米，包括展覽集會、遺址悼念、

和平公園和舘藏交流等 4個區域，其中展覽陳列包括廣場陳列、遺骨陳列和史料陳列三部份。該舘

收集了一萬多份歷史資料和文物，是國家一級博物舘、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外記：離開紀念舘後，當街召喚計程車前往明故宮，第一車才開不遠就沒汽油無法動彈，上了第

二車不久則因司機有緊急召喚，只得再度換車，上了第三車，司機則連聲哀歎夜賭狂輸，短短十分

鐘的車程，竟連換三部計程車。後聞南京人視遺址乃肅殺晦氣之地，會沖刹到訪者的運程，事後宜

求神請安以驅邪氣，不知是否屬實?) 

  
                  紀念舘入口處的雕塑廣場                               紀念墻 

   
               和平公園女神像                    哭墻                        幻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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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街景小吃 

  
                      灌湯小籠、鴨血粉絲                       牛肉生煎、芝麻燒餅、菜肉餛飩 

  
南京市街景 

五、結語 

1945 年日軍無條件投降，中國擺脫了八年的浴血奮戰，全民歡欣鼓舞，1946年先父也隨國民政府

還都南京，家人再度團聚並迎接新的人生。時年 38歲的先父李浴日先生在南京除了出任國防部政

工局少將第二處副處長外，還恢復自身創辦的「世界兵學社」，不到三年的時間，重新發行了《世

界兵學》月刊 24 期，出版兵學自著四冊與其他當代兵家的名著十餘本，親身實踐以創作與出版來

闡揚中國兵學；還開始編纂《中國武庫》，要集中國兵學之大成，戮力傳延中華文化。這期間他為

了紀念兵聖孫子，集在京的兵學同好成立「孫子籌建紀念亭委員會」，要在蘇州建「孫子紀念亭」

後因戰事吃緊改為建碑，1949 年在蘇州虎丘建成「孫子紀念碑」一座，發揚孫子精神。這短短的

三年是他人生與事業的鼎盛時期，但是好景不常山河再度變色，1949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

多數的中國人又得開始另一個烽火連天的人生苦難旅程，先父也隨國防部返粵。許許多多如同先父

一般的仁人志士方要大展鴻圖，再度面臨存亡續絕的最大關頭，打從對抗帝國主義到抵抗日本侵

略，再到國共內戰相互鬥爭，無辜百姓四散奔逃的遭遇讓他們不知磨刹了多少青春與才華。先父生

前曾感歎地寫道:「研究學問真是不容易，兵學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專一的意志，又要有充

裕的時間、足夠的資料和實際的體驗，八年的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的神聖戰爭，雖給予我不少體驗

的機會，但上述種種條件都不夠，其實這不獨我個人如是，國人亦多此感。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知

埋沒了多少專家，又不知犧牲了多少新著。 吾國學術的落後，大家應注意這些因素吧!」 人生苦

短，這正是他們那一代中國人對時局無力與對命運無奈的真實寫照，讓後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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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註釋 

註 1： 

抗日戰爭是指 20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從 1931 年 9月

18日的九一八事變算起，至 1945年 8月 20日日本投降則歷時十四年；若從 1937年 7 月 7日盧溝橋事變

(七七事變)算起則有八年，因此有「八年抗戰」之稱； 戰爭時間若從 1941年 12月 9日中華民國對日正式

宣戰算起僅有四年。1943 年 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發表《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自 1895年

佔領中國的所有領土。1945 年 7 月 26日美、英與中國對日本發出《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

無條件投降。同年 8月 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之條件；9 月 9日，日本中國

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中日戰爭告終。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

1945 年貨幣折算，約為 6，500億美元。中國平民約有 900萬死于戰火，另有 800 萬平民死于其他因素，

9，500 萬人成為難民。1945 年 12月中國戰區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和漢奸進行審判。戰後中

國收回了被日本佔領的東北地區，並接管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澎湖，蘇聯也歸還在中國東

北獲得中東鐵路和旅順港使用權。 

註 2： 

國共內戰是中國境內爆發的內戰。內戰的一方為為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為中國共產黨所

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階段是 1927 年至 1937 年間之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階段則是 1945 年至

1950 年大致結束之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 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

議題再度凸顯，導致雙方在 1946 年全面開戰。共產黨將其掌握的武裝力量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

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共產黨在東北與北方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至 1949 年初已控制長江以北所

有省份。1949年 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進行停火談判但告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戰役，佔領

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並漸次奪取絕大部分的中國疆域。同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更名後的

北京成立，而隨著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中華民國政府輾轉于 1949 年 12月撤退至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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