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诸子论兵之大义微言 

(李全) 

 

西周至晚清，延绵三千余年的华夏民族，上演了一出合久必分、分久又

合的历史大戏。在分裂与统一、兼并与独立，王朝更迭所引发的战火厮杀中，

涌现出无数的军事奇才，也因此造就了璀璨的兵家思想。先秦数百年，更是

社会动荡、人人自危。任何思想大家都不能置身于世外。他们积极入世，游

说诸侯，希冀自己的政治主张能被采纳以求保国安民，治平天下。但无论他

们的思想源于何处何人，有何迥异于其他，在社会现实面前，都得表达出对

“用兵”的看法。故而此时先秦诸子，人人皆有论兵，而非兵家所独倡。 

先秦的中国，处于由分裂向统一发展的急剧变革中，形成了学术上百家

争鸣和军事上列国纷争，成就了中国兵学的巅峰时刻。涌现出孙子、吴子、

田穰苴等一些垂范后世的千古军事奇人。今天的我们，阅其作、度其思，感慨

其言虽为兵家攻伐之法，却通篇不闻半点腥风。不仅惊叹其善智多谋的奇正变

巧，更加钦佩其道高仁厚的博爱襟怀。这或许就是中国兵家根植于血髓、固结

于筋骨的传统人道精神。 

不可否认的事实，以小邦而废大国的文武西周，在与商纣的斗争与后

来的立国中，得助于太公望与周公旦。后世分别称许其为兵家与儒家先驱。

也因其受封至齐、鲁之国，他们学术思想也随之于两地蔚然兴起。故既有

孙武、穰苴、孙膑等令诸侯困厄的齐地兵家骄子，也有孔子及其众弟子等

鲁国儒家英才。儒家先师孔子从“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开创了以

“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

生治世思想，都在“仁本”的基础上展开，并对兵家及其他各派学说产生

深远影响。以“仁”的思想统御治军，成为了中国兵学的主导，并传之后

世至今。 

儒家治世从“修身、齐家”的个人修为，逐渐升华至“治国、平天下”

的救世济民之道，这就无法绕开军事话题。可见儒家并非“不知兵而空谈

仁礼”。相反，兵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这从儒家所推崇的“礼、乐、

射、御、书、数”的六艺之中可窥其概要。儒家试图在武力征伐与仁者爱



人的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使得先秦兵学深受儒家思想濡染，蕴涵了丰富的

人道观念和规则。虽未直接使用“人道”一词，却对“仁”这个核心概念进

行了透彻的表达。 

先秦兵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从国家战略的整体角度来规划或实施战争，

诠释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切为政治服务。故能从整体大局出发，调动一

切可资资源，实现天下人心的大治与完胜。而非仅仅是军事武力上的一时赢

家。故，“行仁道”乃兵家克敌之要，用武之本，也构建了先秦战争艺术的

基本框架。纵览今日之国际人道法则，我们不禁感叹，其与先秦兵学所提倡

的人道观念及规则何其相似，尤其在限制过度武力使用、减轻战争灾难、保

护战争受难群体等方面，如出一辙。尽管如此，先秦兵家倡导“仁本”所表

现的人道行为，恰恰是战争艺术的内在要求，今日的“人道法”确是对战时

行为的外在约束，二者间有本质区别，不应为学者所忽略。当中国兵家的用

武指导思想，与国际人道法的要求暗合时，西方的传统军事学也对战争中人

道要求做出了正面论述。 这不仅是儒家“仁本”思想在军事艺术上的高超运

用，也是中国人将“仁”的观念深入腹心骨髓，嗤之杀伐的体现。这将一直主

导着后世中国兵学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军武之魂而浩然于天地之间。 

 

第一 儒者谈兵 

 儒家多从国家政治高度，把握武力的运用，从战争指导思想上阐发

“仁”的观念和要求。兵家论武则更注重在国家战略指导下研究具体的军

事战略和战术，把“以诈用兵”和“仁”的观念统一起来,去争取战争

的胜利。 

 

***孔子之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卫灵公》  

“仁”之本义，即“爱人也”，要求像爱自己般爱别人。如何做到

像爱自己那样去爱他人呢？孔子提出了忠恕的原则，即将心比心。

他以此为基点，主张用兵动武要符合 “仁 ”的要求，受“仁”的节



制，不能过分使用武力而最终演变成灾难性的暴力。显然，儒家

注重军事教育, 更精于军事，孔子门下也不乏众多如樊迟、 冉有、 子路

等能指挥作战的优秀军事人才。弟子冉有曾率鲁军大败齐国部队，季

氏问为何如此善战 , 他坦言皆学自老师孔子。可是，当另一权

臣向孔子讨教用兵之法时却遭拒绝，只因孔子认为其人“不仁”。  孔

子更以“ 礼”来限制过分的武力，节制纵杀之心，他曾赞扬工尹商阳

击败吴国军队时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孔子也用“义”来限制军人

之“ 勇”,把“勇”严格限制在“义”的范围之内,他曾对学生子路说：“君

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这既是适宜的“勇为争先”

的表现，通过改善作战官兵的内在品质,达到限制战争中过分使用暴

力和不必要伤害的目的。 

 

***孟子之义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这是孟子对国家能施“仁政”之幸最好的总结。孟

子虽继承了儒家“仁”的思想核心，但他把“仁”从个人品质修为的“爱

人”, 升华为国家治理层面的“以民为本、保民为务”的“ 仁政”,由从

“仁政”的高度审视军事行动的用兵之法，攻杀原则。孟子提出“杀人之父,

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极力反对战争中冤冤相报导致的过

分杀戮。 

 

***荀子论兵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

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荀子·议兵 》  

荀子在学术的某一方面虽与孟子思想有所不同，但就论兵而言，仍

以宣扬“仁义”为本,提出作战行动必须符合仁义的要求。明确表达战



争的根本是禁暴除害。故而，凭借征伐惩戒达到止暴平乱的目的为基本，并

非如强盗般的杀人夺地以狂谋私利。把用兵之道视为争权夺利,是根本性错

误。用兵之本在于仁义,行仁义而天下安，若甘霖泽物。弟子对此不解：“先

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

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解释,“非女所知也。 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

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 

战争既然本于仁义,维护正义,非仁义而不用， 那么作战行为也必须是

符合“仁义”的。因此荀子提出交战时敌我双方都应遵守的基本战时原则， 

如“不杀老弱、不践踏庄稼、让避战的难民去逃命、对放下武器投降的军人

既往不咎”等一系列人道主张。 

 

第二 兵家论武 

***孙武之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 

先秦兵家著作中，《孙子兵法》十三篇，当之无愧为众家之首。作为

生死存亡之道，用兵作战是不得不慎重的国家大事。因此，孙子

以“  计”开篇，极力宣讲战前筹划、评估等各项准备工作。从“道、天、 

地、 将、 法”的兵之五事，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

孰行？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孰明？”的用兵七计两方面,预 先 比较

敌我双方的条件优劣,综合判断战争的胜负可能，再 最 终 决 定开战与否。

所言之“道”，既是民与君同心同力、生死与共之道 , 这背后昭示的是战争的正

义。只有如此才可能得道多助，无敌于天下。 

对军事人才的选拔，孙子提出，将领应具备“智、信、仁、勇、严”等五项基本

素质。把“仁”作为将领必备的品质之一 ，因此也不难判定，孙子所说的“道”，

必然含有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过,兵学之仁需要在战争的残酷与人道

关怀之间寻找平衡，这一点与儒者之仁又有所差异。孙子以为, 通过“五事

七计”的对比所判定的胜负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离不开诡诈用兵。他强调：“兵者, 诡道也。”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



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这“ 诡道”,才是

只可意会 、不可先传的取胜“秘诀”。如此,《孙子》把在战争中施行“诡

道”和实施人道,既严格区分又紧密统一起来了。在以“诡道”大行的野蛮战

争中实施人道,这是《孙子》的伟大贡献，非常值得研究者们的注意。《孙子》不

仅从理论上开拓了战争中的人道空间,还具体地解决了如何人道地对待战俘

的问题。在《孙子》中要求对于俘获的敌方战车，要更换车上的旗帜, 照顾

好被俘的士兵,混编进己方部队。 

《孙子兵法》和其他先秦军事著作不同的是，它没有用更多文字表述

每一件具体实施的人道行为。却从国家宏观利益，战略大局角度，以其微言

行大义，略略数语，仁心尽现，实在不应为学者所忽略。 

 

***吴起之德 

“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

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吴子》 

能与孙武齐名的先秦兵家大师当属吴起。其著作《吴子》与《孙子兵法》

一样受世人瞩目，至后世论兵,皆以孙、吴并称。 尉缭子曾说，“有提七万之

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由此可见吴起威名。吴起曾求学于孔子门人曾参之孙曾申，深受儒家思

想的濡染。为表明自己深厚的儒学修养，他身着儒服晋见魏文侯，以宣传自

己的军事思想。  

《吴子》用兵思想核心，概括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强调，文德

内容即是道、义、礼、仁。“道”是指要恢复人的善良本性。倘若

行为不合乎于道，必有大患。如此皆为儒家“仁爱”精神的体现。 

武备的要求必然要立于修文德的基础之上。在作战行动中，就不能像强盗

那样肆意妄为、杀人越货。故《吴子》论攻城,强调攻下城邑之后,军队所到之

处,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毁坏房屋,不准强取粮食,不准宰杀家畜,不准焚烧仓

库。若有请降的,应当允许投降,并要善待安抚。更为可贵的是,《吴子》 还



把这些类似于今天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要求,作为攻敌围城作战的一般指导原

则。 

 

***《六韬》之要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

失天下”  

——《六韬 文师》 

传说为太公姜尚所著的《六韬》，是现存先秦兵书中内容最为全面的兵学

著作，全书共分文韬、 武韬、龙韬、虎韬、犬韬、豹韬六个部分, 从国家

战略到阵列战术皆有囊括，几乎是它成书时代的全部军事知识。《六韬 

文师》开篇明义，是以“同天下人共享天下利益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失

天下”为第一仁政原则,爱民为治国之根本大务。要求当权者对百姓“利

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乐而无苦,喜而无怒”。 

《六韬》的仁政爱民思想,为战时施行人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一般要求。 

由此规定，“部队攻克城邑后,不要焚烧粮食,不要毁坏房屋,不要砍伐

坟地的树木和里社的丛林,不要杀戮降兵降将,不要虐待战俘,对敌国

人民要表示仁义,施以恩德”。并总结说，如此用兵,则“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

兵发而万物皆服”。 

 

***《尉缭子 》 之策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 ,本

仁义焉。”  

——《尉缭子·兵令上》  

《尉缭子》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兵书。就具体实施战争人道规则

这点而言,其价值或许远超《孙子》之上。《尉缭子》从战争的破坏性出发, 

论证了用兵必本于仁义，实现勘定暴乱、制止不义之目的。倘若失去仁义,

趁兵荒祸起，杀人父兄,掠人财货,役人子女, 此皆强盗所为。 因此

书中强调战争中必须节制杀戮，“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也提出交兵作战要做到“让农人不离土地,商人不离店铺,官吏不离府衙”。



如此之高的人道要求，实令后世惊叹。 

 

***《司马法》之本 

“古者, 以仁为本” 

——《司马法》 

现存最早的先秦兵书《司马法》，是春秋前就已形成的“军人规范 ”。后

散佚也多。战国时，齐威王派人重新整理《司马法》，把“文能附众，武能

威敌”的齐国军事家田穰苴的兵法也附于其中,因此后 世 又 称《司马穰苴

兵法》。现今的《司马法》已涵盖三部分内容，即，古司马兵法、 穰苴兵法

及编论者的见解。  

《司马法》开篇点明其“仁本第一”的军事思想。把“以仁为本”具体化

为用兵原则，以“仁”为始终，用“仁”去规定战争中具体作战行为,从而

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于“仁”的作战规则。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作战的时间和时机要求。 

不在农忙或者疾病流行时兴兵；不趁敌国的国丧期间或遭受灾荒时进

攻敌国；不在冬夏两季兴兵打仗。此举目的,无疑是为了保护民生，爱护敌我

双方的民众，避免扩大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灾难。 

第二,交战行为和待敌伤病规则。 

追击溃逃之敌不能超过百步；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能超过九十里；不

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哀怜并救治敌方的伤病员；阵列而鼓；赦免已放下武

器的降敌。处处体现着战争中的理性行为。 

第三, 占领区规则。 

大军进入敌国区域,不准亵渎神位；不准田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

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自抢夺家畜、粮食和用具；不准伤害老

人和儿童；遇到青壮年,只要他们不以武力对抗,就不以敌人对待； 对待受伤

的敌人,要给予治疗,然后释放回家等。其中的许多要求,若不说明出处, 定会

被误为是当今国际人道法的规定。 

 

 



第三 中国传统与国际人道法 

着眼于学术思想,我们常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释 、道三家。经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后世更加强调“三

教儒为先”,或干脆就用儒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着眼技术实用层面,中国

传统文化又被分为“兵、医、农、艺”四大部类。兵学，列为传统四大部类

之首。基于本文篇幅,涉及道、墨、法家的兵学思想,留待其他文中另述。

仅从先秦儒学宗师孔、孟、荀子，及后世列入《武经七书》中的《孙子》、

《吴子》、《尉缭子》等思想角度,尝试解读,把握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和人道

规则。 

从中不难发现,先秦兵学完全植根于“ 仁”的思想中。要而言之, “仁

为兵之本, 兵依仁之用”。了解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 并与现今国际人

道法相较,二者同异之分也可了然易见。 先秦兵学的人道思想,把“兵本

于仁”与“诡道用兵”统一于战争全过程,这与国际人道法既允许战术

欺诈又反对背信弃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秦许多作战规则,如：允许

降敌、善待俘虏、救治伤病；进入占领区,不准攻击平民、不准亵渎

神位、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仓库、房屋建筑等具体人道措施，

与今天的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几乎完全相同。正所谓，古今中外，德圣同

心。 

现代国际人道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所衍生的兵家人道规则，有

着完全不同的根植基础，中国传统兵家的人道观念和规则,完全是由“仁者

爱人”的道德观念和“仁道治国”的政治理想引申而来,是战争艺术的内

在要求。  

人道主义革命最终促成国际人道法的建立之前，世界各国的军事伦

理思想并不完全融合了仁慈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历史上，西方军事战略

家对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要求所做的积极论述相对较少。卡尔·冯·克劳塞

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也反复强调，“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在其运用

中是毫无限制的”。事实上，他认为“在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

精神产生的失误是最糟糕的”。相比之下，中国先秦军事战略家的人道观

念是建立在战争中“仁”的思想之上的，也由此产生各种必须遵守和执行



的人道主义规则。这些规则也被认为是战争艺术的内在体现，甚至被认

为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这对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冲突各方中的传播、

接受和实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兵家“仁为兵本”的人道观念规则,并非先辈闭门造车、高谈阔论

的产物,而是数千年的连绵战争铸就的经典,是当时实战的指导,也主导着后

世中国兵学的发展。 汉武帝“ 独尊儒术”的政策,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兵学

中“仁”的观念。杜甫诗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用兵之仁，可谓

深入人心。宋元丰年间（公元 1078 -1085 年 ),官方从历代兵书中选出

七部, 作为武学考试必修的经典,称为 《武经七书》。先秦兵学中《孙子》 、

《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 》等全部入选其中。兵家经典被列为官

学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通过“以儒释兵”,更强化了兵学中“仁为

兵本”的人道观念。宋、明、清三朝,“为儒者流,谈兵家事”蔚成风

气, 不乏如王守仁、曾国藩等儒生将兵而彪炳史册者。 

当然，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淘汰不合时宜的规则在所难免。比如“不鼓

不成列”，是西周车战时期形成的规则，当车战发展成骑步兵对垒时，仍死守

这些规则，就会有“不知兵”的嫌疑了。毛泽东主席就反对宋襄公式的墨守成

规，更欣赏“诸葛亮式”的仁道用兵。井冈山时期就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并发

展为后来的“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沿用至今，仍为中国军队根本。其中

如“不虐待俘虏、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损坏东西

要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都是战争中必须遵守的人道规则。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对敌方伤兵医治，发放路费给释放的战俘，对日本

战俘以德感化等,相比 1949 后签订的《日内瓦公约》 的规定都有过之而

无不及，这有力地证明“仁为兵本”的人道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军

武的思想传统之中,它并未随着产生它的时代结束而消逝,正以新的形式

发挥着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