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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
号南塘，汉族，山东蓬莱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民族英雄、军事
家和诗人。其深受家族熏陶与祖国召唤，明朝中后期，在登州
履职、浙闽抗倭与北疆戍守的峥嵘岁月里，为保卫边疆立下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凝结出不朽的“爱国、担当、奉献、创新”
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

爱国：家族熏陶与祖国召唤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源于家族熏陶与祖国召唤两大因素，
家族熏陶奠定其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祖国召唤成就其报效
国家的卓越贡献，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家族熏陶。戚继光，将门虎子，其爱国主义精神源于戚氏
宗族名人，特别是六世祖先以来的家族传承、熏陶和发扬光大。

戚继光之前戚氏宗族有两位著名人物：
戚鳃，汉高祖刘邦时武将，因守边界有功，被封为临辕

侯。始建于南宋景定年间的江西赣州夏府村戚氏宗祠，素有
“江南第一祠”美称，因戚氏族人在汉朝有戚鳃封侯，明朝有民
族英雄戚继光封爵，前后呼应，故夏府戚氏宗祠被封为“世封
侯爵”，彰显戚氏族人有世代忠良爱国的光荣传统。

戚骏升，宋高宗赵构护卫将军，官至太尉。其后裔世代居
住于浙江宁波戚家山（古名七家山）下，至今已传29世。

戚继光家族六世祖以来祖先简要情况：
六世祖戚详，在元末战乱之时，为躲避战火，随舅父一家迁

居濠州（今安徽定远）昌义乡。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戚详参
加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起义军，时为小旗，跟随东征西伐，立下汗
马功劳。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戚详任应
天卫（驻今南京）中所百户（正六品）。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等率兵远征云南，戚详随军征战，英勇杀
敌，不幸战死。朱元璋念其为开国功臣并以身殉国，遂授其子
戚斌明威将军、世代相传，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四品）。

五世祖戚斌，上任后，举家迁至蓬莱，从此定居下来，忠于
职守，成为同僚中的带头人。

四世祖戚硅，戚斌之子，为人和悦，仗义勇为，能文会诗。
三世祖戚谏，戚硅之子，膂力过人，二十岁时单独与老虎

相搏。
二世祖戚宣，戚谏之长子，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
一世祖戚景通，戚宣之弟戚宁独子，即戚继光父亲。戚宣

去世后，因其无子，戚景通则以侄子身份承袭伯父职务。戚景
通为官清廉，刚直不阿。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升任江南漕
运把总，整顿漕运、革除积弊、堵塞漏洞。1529年（明嘉靖八
年），任山东总督备倭。1533年（明嘉靖十二年），升大宁都司
（驻今河北保定）掌印官。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调京师，任
神机营副将。1538年（明嘉靖十七年），告老还乡。

戚继光在父亲56岁时出生。父亲对其十分钟爱，希望儿
子成年后继承他的事业，因而自幼严加管教，从不溺爱。家族
的影响在戚继光童年时代就体现出来。生长在军营中的戚继
光与一般少年不同，他和泥巴筑城楼、削竹子为旗杆、裁色纸
做旌旗、堆瓦砾为营垒，自己充当指挥官，和小伙伴们进行一
场场假想战斗的游戏。他七岁入学读书，不求温饱、勤奋刻
苦；十五岁时，就深通经学，在家乡小有名气；十七岁承袭父亲
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继续埋头攻读，立志报国，不久就写下
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豪迈诗句。全诗如下：

韬钤深处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塵坐谈兵。
云呼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既充分体现了戚继光立志保卫边疆、拯救百姓于
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崇高品质，又是其忠心报
国、戎马生涯光辉人生的鲜明写照。《韬钤深处》后收入《止止
堂集·横槊稿》。

祖国召唤。明太祖朱元璋把蒙古族统治者赶出中原建立
明朝后，鉴于十几年的战乱，满目疮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故
而采取睦邻自固战略，希望“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
福”。这种思想，以《皇明祖训》的形式固定传承下来，因此，明
朝国防的基本战略是防御。明朝防御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
序为兵部和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即在全国各地军事
要塞设立卫所驻军。卫在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
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
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
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供给军
队及将官。

明朝时期，外敌侵扰主要来自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
部族鞑靼。

倭寇是指13世纪至16世纪前后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
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
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1336年
（元至元二年），日本分裂为南朝、北朝，双方战乱不已。1392
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南朝灭亡，战乱基本平息。在长期战乱
中，许多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和冒险商
人，相互勾结，在封建诸侯的组织和支持下，不断对中国和朝
鲜沿海进行侵扰和掠夺。

蒙古部族鞑靼的称呼在早期历史中所指各有不同，至明
朝时系朝廷对成吉思汗嫡系北元政权以及其治下蒙古高原东
部草原部落的统称，与蒙古高原西部的瓦剌对立，分为察哈
尔、土默特、科尔沁、鄂尔多斯、阿速等部。其人自称蒙古，明
朝称其为鞑靼，卫拉特人称其为达延（意为“大元”）。长期与
明朝对抗的元朝后裔鞑靼，至嘉靖年间，出现了几个强大的首
领——小王子、吉囊、俺答，他们几乎年年侵扰北疆。至1532
年（明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牧东方，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
吉囊死，俺答独大，侵扰次数更多、规模更大。

时势造英雄。戚继光出生的年代，正是明朝内忧外患叠
加的时期，国家边疆安全的需要，人民安居乐业的期盼，召唤
着他；将门之后、家族熏陶和立志报国的他，有了施展才华、实
现抱负的天赐良机和用武之地，成就了他一代抗倭名将、民族
英雄的美誉，并永载史册。

担当与奉献:登州履职、浙闽抗倭与北疆戍守

戚继光的担当与奉献精神，主要体现在登州履职、浙闽抗
倭与北疆戍守三个时期的矢志报国、保境安民军旅生涯中，在
担当中奉献、在奉献中担当，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登州履职。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任登州卫
指挥佥事；1546年（明嘉靖二十五年），正式受任登州卫屯田事
务。其在登州期间政治军事活动，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司理登

州屯务，戍守京师蓟门，总督山东备倭。
司理登州屯务。明朝嘉靖年间，卫所制屯田的土地，被富

豪和军官侵占，屯兵逃亡，弊端丛生。此时接受管理屯田事
务，困难重重。戚继光由于传承家族血脉和父亲的教导，没有
沾染上官场贪污受贿恶习，一尘不染，一心为国，竭力整顿屯
务，逐渐铲除了登州卫积弊，崭露头角。兵部主事计士元称赞
他“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

戍守京师蓟门。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戚继光在乡试
中考中武举，次年赴京会试。此时明朝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无
能、朝臣结党营私、社会矛盾激化，鞑靼、倭寇乘隙而入，其中，鞑
靼首领俺答率兵大举进犯京畿地区。在京师戒严期间，所有应
试武举都参加了保卫京师的战斗行列，戚继光被任命为总旗牌
官，督防九门。期间，他在尽职尽责的同时，还上书防御鞑靼方
略，引起兵部重视，将方略刊刻出来，发给将士学习，以退敌致
胜。戚继光因此闻名于朝廷，被记录为“将才”，之后，朝廷和地
方一些大臣多次上疏推荐，称他“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
优长”“勇略独冠群英，志节更超流俗”等。1550年（明嘉靖二十
九年）庚戌之变后，朝廷为巩固京师，加强蓟镇防守，除抽调各边
入卫京师外，还调山东、山西等地民兵戍守。山东六府的民兵
正是由戚继光率领戍守蓟门，春去秋来，连续三年。三年岁月，
正如他诗中所云：“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
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每经霜露候，报国眼常明。”一次
他路过太平寨，登上南山寺，听方丈讲长生术，戚继光则说：“身
为司命，义在死绥，方求致身殉国，以帅士志，而乃师人以学长
生，是可以训乎？流行坎止，属之彼苍。鞠躬尽瘁，夕死何憾。
此将门长生之术也。”足见，戚继光年轻时报国之心是何等真诚
和坚定。戚继光就是以这种报国之心，率领着山东民兵年复一
年来往于山东、蓟镇之间。

总督山东备倭。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开始大
规模入侵东南沿海，主要是南直隶和浙江、福建和广东。他们
所到之处，抢劫男丁女妇、烧毁房屋、掘墓索资，广大沿海人民
惨遭蹂躏。明朝为维护其统治，慌忙调兵遣将抗击倭寇，同
时，加强整个沿海防御。在此形势下，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
年），戚继光晋升为都指挥佥事（正三品），总督山东沿海登州、
文登、即墨三营十卫十四所，编制定额六万三千人，备倭海上，
履行其父曾履行的职责，责任重大。戚继光认真负责地整顿
卫所，整饬营伍，加强防卫。对于玩忽职守的官吏毫不留情地
惩处，对地方恶霸地痞严厉惩治，社会秩序也有很大改善。与
此同时，还加紧军事训练和营垒修整。他不辞辛劳，身体力
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山东沿海绵延千里的海防线上，到
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更留下他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成
果。山东海防经过戚继光的治理整顿，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当
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最牢固的海上屏障。

此时，倭寇在浙闽粤沿海的侵扰，为害甚重；而在山东沿
海，虽几次登陆，终因防卫有力而放弃侵扰。御史雍焯上疏荐
称：“即举措而见其多才，占议论而知其大用。海防之废弛，料
理有方，营伍之凋残，提调靡坠。谋猷允济，人望久孚。用是
誉溢朝端，佥日良将才也。”

浙闽抗倭。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
司佥书，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是其军
旅生涯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戚继光的主要功绩是建立

“戚家军”、组织著名战役、平息浙闽倭患，立下赫赫战功。
建立“戚家军”。“戚家军”，又称义乌兵、浙军，因主帅为戚

继光而得名。
戚继光到浙江上任后，经过龙山战斗、岑港之战，发现浙

闽一带是倭寇侵扰最猖獗的地区，但由于朝野腐败，导致明军
人心涣散、毫无斗志，遇敌临阵脱逃，有些官兵甚至欺压百
姓。民间有“宁可遇倭贼，毋遇官军；遇倭可逃，遇兵难逃”的
顺口溜。因此戚继光多次上书去旧兵招新兵，终获批准后，先
后招募4000名“勇敢、彪悍、不怕死”的义乌青年农民、矿工，
于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组成一支新军——“戚家军”，并
对新军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首先用保家卫国的思想教育
士兵，牢记是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其次，严明军纪，严格赏
罚；最后，进行武艺训练，要求人人具备真功夫。随后，军纪严
明、英勇善战的“戚家军”在浙闽抗倭、北疆戍守中，以百战百
胜的战绩和高达10余万级的斩首记录，成为明朝历史上享有
盛名的常胜军队，深受人民爱戴。

组织著名战役。戚继光在浙闽抗倭斗争十二年，打仗八
十余场，杀敌不计其数。其中，共组织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
建之战、兴化之战、仙游之战等五大著名战役，战功卓著，号称

“戚老虎”。
岑港之战。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以汪直为首的倭寇

盘踞舟山岑港，从事武装走私活动，戚继光奉命率领陆军前往
围剿。由于明军战斗力低下，久攻不克，戚继光被免职，戴罪杀
敌。后岑港倭寇终抵御不住戚继光所率陆军与水军的夹击，建
造大船，准备夜遁。戚继光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
党向闽南逃窜。最终，以明军伤亡3000余人、敌军伤亡1000
余人而落下帷幕。这是明朝历史上代价最大的胜战。戚继光
以岑港初战不克夺职，也终因岑港之战胜利而复职。

台州之战。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
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在龙山大破倭寇，并一路追
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
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
倭寇亦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在仙居将其全部歼灭。台州
大捷，戚继光官升三等。

福建之战。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进犯福建，并

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
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
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声势浩大。戚继
光奉命剿贼，引兵先进攻横屿，大破倭寇，斩首2200余级。而
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
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
寇据点六十余营，斩首无数。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
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
攻，斩首200余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
继光杀光。

兴化之战。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从日本新来的倭
寇伺机侵扰，攻陷江苏泰州兴化城。倭寇攻陷兴化后，朝廷派
大军围剿，但久攻未果。遂命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
戚继光到后，立刻加入对倭寇的总攻，以其为先锋，围攻平海
卫，一举告破，斩首2000余级。戚继光率兵追击逃兵，又斩杀
倭寇3000多人。兴化光复，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录
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廕千户，升为总兵（正二
品）。

仙游之战。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倭寇余党纠合
10000多人围攻福建莆田仙游，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
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100余级，不少贼寇
坠入悬崖摔死，余党1000余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
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
接，连俘带杀100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
侵扰福宁。戚继光率兵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
300多人。

至明嘉靖末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上被荡平。当戚继
光调离时，驻地百姓含泪相送，有诗云：“辕门遗爱满汇燕，不
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淋漓
尽致地反映了浙闽人民对戚继光依依不舍的感恩心情和高
度评价。

北疆戍守。“南倭”“北虏”一直是困扰明朝的两大祸患，至
明隆庆初年，南方倭寇基本平息后，北方蒙古部族鞑靼（亦称
北虏）不时侵扰，上升为明朝的心腹大患。1567年（明隆庆元
年），戚继光调任京城禁卫军神机营副将；1568年（明隆庆二
年）又被任命为蓟州总理，后升任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
关等地。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
南方战功特盛，北则专主守。”

戚继光在北疆戍守十六年，打仗不过十场，杀敌不过百
人，但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采取了更为高明的策
略，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取得了更好效果，同样为国为民做出
了巨大贡献，其丰功伟绩一点也不比南方逊色。其功绩主要
表现在制定御虏方略、组建车步骑营、修筑边墙敌台、改进武
器装备、建立情报体系、整体协作设防六个方面。

制定御虏方略。明朝时期，蓟州的管辖范围很大，东起山
海关、西至居庸关，涵盖天津以北的广大地区。戚继光根据

“北虏”鞑靼骑兵侵扰人数多、行动快、来去不定的特点，于
1568年（明隆庆二年）向朝廷上奏《请兵破虏四事疏》，详细提
出练兵、军饷、制兵器、均赏罚等一整套谋略。奏疏核心是：招
募10万新兵，练成“节制之师”，主战不主守，有战有守，坚持正
面出战歼敌的积极防御战略，以重兵集团抵挡鞑靼长驱直入，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依托边墙（长城）防备其四处出没。这
套谋略，是戚继光多年带兵打仗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长期以
来北方边防练兵和战法的重大变革。

组建车步骑营。戚继光针对北方的敌情、地形，创造性地
提出建立一支车兵、骑兵、步兵三军联合作战大军。作战时，
先用车营抵挡风驰电掣的敌骑，骑兵则在车营之内，与步兵用
火器轮番射击敌骑兵；当敌骑败退时，骑兵出击，追歼逃敌。
如此，形成一个能守能战、先守后战的作战体系，成为破解鞑
靼骑兵剽悍进犯的有效战法。

修筑边墙敌台。明朝建立后，为了防御北方敌人侵扰，便
开始修筑长城。戚继光发现蓟州边墙不仅低矮，且未建敌台，
战时发挥不了阻击骑兵的功能。经周密勘察，向朝廷呈报了
修墙筑台方案，加高、加厚、加固城墙，并在长城沿线修筑敌
台。其中，大规模修筑空心敌台，是明朝边防工事的首创。至
1569年（明隆庆五年），戚继光在蓟镇一带共建敌台800多
座。从此，“北虏”尽管马快刀利、勇敢彪悍，但在固若金汤的
长城防线面前，只能望城兴叹。今日之八达岭长城，就是当年
戚继光主持修建的，历经几百年风雨依旧巍峨雄壮。

改进武器装备。戚继光的军事天赋在兵器开发领域也展
现得淋漓尽致，是名副其实的兵器专家。在浙闽抗倭时就改
制和创造了一些兵器：戚氏军刀、狼筅等。北调蓟州后更是十
分注重改善武器装备，除了改进弓箭、大棒、线枪、快枪等已有
兵器外，还创制了一些新兵器：无敌大将军铳、虎蹲炮、“钢轮
发火”自动引爆装置——世界上最早的地雷，比欧洲人发明地
雷早了300多年。这些新式武器装备蓟州守军后，在武器方
面占尽优势，使军队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建立情报体系。戚继光高度重视建立严密完整的报警系
统。在蓟州与北虏的中间地带，布置大量的明哨、暗哨，昼夜
瞭望，发现敌情点炮报警；为了及时传递警报，在防区内设立
500多座墩台，详细规定传播警报的信号与暗语，白天以放炮
和旗带、晚上以灯和火为号，一旦有警报，三个时辰之内即可
传遍蓟州防线。戚继光北疆戍守期间，“北虏”骑兵先后数次
来犯，尚在百里之外，就掌握来敌进犯的时间、人数、路径和地
区，迅速集结优势兵力迎击，确保战无不胜、守而必固。

整体协作设防。蓟州防线绵延2000多公里，兵力却只有

13万人。戚继光在兵力配置上采取“分而能合”策略，根据地
形险缓、路程远近及敌军进攻主要方向，将蓟州分为三大防区
12路。守墙部队部署在第一线，机动部队部署在第二线，梯次
配备，做到防守和机动作战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有效缓
解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戚继光在北疆戍守期间，通过组成合成部队、加强训练、
增固边墙、情报预警、调整部署等措施，使北疆边防得到巩固，
不仅抵御了蒙古部族鞑靼的侵扰，而且迫使其求和进贡，创立
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卓越功绩。不久，戚继光因戍守有功，
升为左都督（正一品）。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戚继光调任广东总兵。

创新:军事思想与诗人情怀

戚继光的创新精神，集中表现在其军事思想和诗人情怀
两个方面。其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
特别是通过实践证明了他的军事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其
诗人情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旅诗人的精神世界与艺术
境界，寓爱国激情、士兵教育等内涵于浪漫的诗文艺术之中，
具有很高的价值。

军事论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类辑练习兵诸书》
《洪尚书重补戚少保南北平定略》《莅戒要略》等；诗文集有《止
止堂集》；还著有《杂集》《将臣宝鉴》《禅家六籍》等。

军事思想。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主要来自《纪效新书》和
《练兵实纪》，其核心是练兵、练将，兼及在武器装备上的论述。

练兵方面。戚继光认为，练兵是军队建设的关键，是一切
军事活动的开端。其练兵的基本目标，是练成一支节制之
兵。这种军队譬如竹子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
之笋而直立不屈。这种军队的训练步骤，在于束伍为始教，号
令次之，器械次之，即重视军队组织编制、军事指挥训练、军事
技能训练，把三者看作有机统一的过程。这种军队的管理模
式，一是实行连坐制度，同级官员相互担保；二是实行层级管
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三是采取统一行动，力求做到万众一
心。这些练兵方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练兵思想。

练将方面。练将一词，作为一个军事学概念，是戚继光首
先提出并作出系统论述的。将领是军队的灵魂，是战争胜利
的关键因素。无论在什么时候，缺少优秀的将领，都不能缔造
强大的军队，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戚继光看来，做一名优
秀的将领，必须养成七种品德：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
害、做好人、坚操守、宽量度；必须克服七种缺陷：声色害、货利
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还必须具备十二
种素质：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
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在练将的方
式上，戚继光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强调实践锻炼，希望利用各
种途径，把有志从戎的儒生、武弁组织起来，学习历史文化知
识、练习各种军事技能等，培养出合格的将领。

武器装备。除军队建设外，戚继光军事思想还涉及军事
技术领域，即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托坚固的边墙敌台，实
施积极的防御战略。为了打赢每一次战争，戚继光提出了“称
干比戈，用众首务”的原则，即通过改进武器装备，提高军队的
战斗力，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戚继光认为，在练兵、练将
的同时，还应注意武器装备的改善、运用。首先，有精兵而无
精器以助之，何谓徒强；其次，讲究各种武器的科学配合；再
次，强调武器与使用武器人的正确结合；最后，强调灵活地使
用各种武器。

戚继光在中国古代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纪效新书》
和《练兵实纪》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
教本，其内容皆收录于《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
西方人写世界军事史，古代东亚部分只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孙
子，另一个就是戚继光。

诗人情怀。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之际，还留下《止止堂》等
诗文篇章，当时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的
赞誉，《四库全书提要》亦称赞其诗文“格律颇壮”“近燕赵之
音”。《止止堂》由《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编而成。止
止堂是指戚继光在蓟州总理署中的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

“止止”取自《周易》“大畜”卦，其卦辞为“健而止”，意谓刚健而
不妄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或取自《庄子》“虚室生白，吉祥
止止”典故，意即事顺和畅。《止止堂》以诗为主，也有戚继光

“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等方面的文章，从内容上
看具有鲜明的“矢志报国、教育士兵、反映现实”三大主题。

矢志报国。戚继光创作诗文，既不是百无聊赖，更不是炫
耀自己，而是心有所思、情有所感，是内心世界的坦露，是个体
形象的自我塑造。如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一首诗：

振衣台

蓬莱有佳人，佩剑游南纪。
指顾山海间，徜徉群动里。
薄行幽径纡，乱石谁人驱？
中有千丈表，乘之临玉虚。
拂袖惊长风，浩歌空九衢。
飘摇揖王母，如闻琼佩琚。
幽人保元命，义士轻其躯。
雉飞不逾阜，鹏抟九万余。
巨翰如可挟，从此谢尘区。

戚继光作为蓬莱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助幻想的翅
膀，挥兵浙闽、剿灭倭寇，充分抒发了极其强烈的爱国热忱、轻
生重义的高尚情怀、睥睨一切的博大气魄。

教育士兵。戚继光在《愚愚稿》中说：“歌诗不独可行于经
生学子，行伍中遇阴雨客邸之日，择好忠义激烈戎言戎诗歌
之，感发意气，愤悱志向，使司忠主庇民之道，亦一教也。”他曾
编写了一首题为《凯歌》的军歌，并配上音乐，亲自教授，鼓舞
士气，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歌词为：

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
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
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
兮，觅个封侯。

反映现实。如《愚愚稿》中记载明朝宦官荣归时的炫耀：
三十年前宦归，行李至国门尚多夜入，曰：‘勿使邻党见。’

今之归者，动以数百笥，必日中经闹市运之，惟恐其乡党不见，
则不相荣矣。盛驰奴仆，索取夫马于官，仆在马上，德色骄人，
遇官府不避道。予所亲睹者，良可叹哉。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10月戚继光告老还乡，1588年
（明万历十六年）1月5日逝于蓬莱。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蓬莱时，现场察看
了水城炮台和古代舰船入海口，听取戚继光操练水师、保卫海
防等历史介绍，指出“要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让优秀文物
世代相传”“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
神营养”“戚继光的民族精神值得总结和弘扬”。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爱国、担当、奉献、创新”民族精神之我见

□宋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