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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联斌：中华武德文化研究

王联斌

　　古老而文明的中国，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在崇尚道德的国度中，军事文化不可避免地注

入“礼义之邦”的文明，放射着灿烂的武德光华。文明的“礼义之邦”，创造了同样古老而文明的

武德文化。中华武德文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和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

其形成发展规律和基本内容来看，它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亦内含着民族文化的一般。但是，

在浩瀚的中国史学著作中，关于中华武德文化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

了对华夏文明研究的视野，见于此，作者做了项拾遗补阙的尝试性研究。

　　所谓武德，即是用武、从武之德性，凡指军旅生活中的一切道德现象及其与军旅生活相关

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品质的总和。武德这个概念，从内容来看，早在

上古炎黄氏族融合时代就产生了。据《韩非子·五蠹》说，尧舜时代，有三苗不服，禹准备攻

伐，舜说：“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这说明尧舜时代，就已经重视了“武”与“德”的
结合，并将此视为养兵用战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法则。至先秦时期，“武德”一词开始以军旅德

性的专用语出现在典籍中。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武有七德”说系出于楚庄王之口。
“武”与“德”两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晋语九》：“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

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这里所说的“武德”即是指在养兵用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一种德性。《尉缭子·兵教》中说：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此处的“武德”指军人的历史使命，即责任、义务和军人的价值。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

纪》中赞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

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至汉代，曾置有“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

和乐而起，以颂除乱而安天下之功德。据《汉书·礼乐志》说：“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

　　总之，武德就是行武之德性。按照古人对“武”字结构的分析，“武”的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上

的要求，或者说就是一种美德。“夫文，止戈为武。”(楚庄王语，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能使

国家和人民免于或解除干戈之苦难的“武”，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这是武德的词源涵义。随着

武德文化的发展，武德的内涵不断扩展、丰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武德主

体层次，既有其共同的武德本质，亦有其不同的武德个性特征。本文仅就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

分期、发展轨迹及基本特征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轨迹

　　由于武德文化是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是直接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它的发展状

况必然受军事斗争形势的制约。因此，研究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分期，首先应考虑军事斗争形

势的变化，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来把握各个时期武德文化的主流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其次，武德

文化既是一种伦理文化，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既受到同时代伦理文化的影响，又受到政治制

度、政治思潮的制约。因此，研究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分期还要考虑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更

替和伦理文化发展的状况。再次，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因此，在确定中华武德文化发展的阶段时，应运用这一规律作指导，并以期

能清晰地反映出中华武德史所体现的这一规律的个性特征。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中华武德史可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远古春秋、战国、秦汉至三国、

唐宋元明、清。有的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

　　1．远古春秋时期，是中华武德的起源和武德文化走向成熟、奠基的时期。炎黄氏族在原

始兼并战争中走向联合，不仅为华夏民族的崛起奠定了根基，而且也绽开了中华武德文化的初

蕾。尚武、勇敢、服从、兼容等品格，由于能给氏族带来利益，便逐渐成为人们所认同的美

德。夏启逐益，商汤放桀，武王伐纣，既是武力之胜，又是武德之功。于是，军人价值意识由

觉醒到强化；武德实践由不自觉到自觉；武德规范和范畴不断丰富；以“顺天保民”为核心的仁

战、义战观念开始形成；“有德不可敌”(《军志》语，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已被确认为

一条不改变的战争规律。进入春秋以来，在长达294年间，仅史料可稽的战争就有483次之多。

这给武德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天地。一大批军事家、思想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和阐述武德的实

践经验、武德的价值意义、武德的内容及其武德人格的完善等，从理性的层面上解释和回答各

种武德现象及其武德冲突问题。管子重“尊主安国”、“兵士死节”、“举之必义”；老子主张“不以

兵强天下”，尚“不争”之德，重“哀兵”之道；孔子主张“足兵”、“教战”、“慎战”，尚“仁战”。孙子

则集武德之大成，建立了以仁本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他从 基本的伦理关系即军

队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入手，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以“安国保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理论，

以“智、信、仁、勇、严”五德为纲的将帅修养理论，以及军事人道主义思想和武德实践等一系

列军事伦理问题，在中华武德史上树起了一座具有伟大奠基意义的丰碑。

　　2．战国军争和“百家争鸣”，把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推向了隆盛时期。在战国的254年间共

发生战争230次。年战争次数虽略少于春秋，但战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生

活、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军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成了这个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热点之一。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起、孙膑、墨子、商鞅、孟子、荀子等，另有《尉缭子》、《司

马法》、《六韬》等几部重要兵书。在战争观方面，他们继承和发挥了先秦时期的军事仁本思

想，主张兴“仁义”之战，养“仁人”之兵。但不同的是，兵家、法家立足于“战胜”、“攻取”讲道

德，可以说是一种主战型的“仁战”、“义战”观。儒家、墨家立足于“民本”、“人道”论战争，是属

于止战型的“仁战”、“义战”观。在将帅修养方面，吴起、孙膑在亲身实践中继承和发挥了孙子

的武德修养学说，《司马法》、《六韬》等兵书提出了与孙子的“五德”大体一致的道德要求，

《尉缭子》则崇尚吴起的“将必从己先”的武德人格。在以德治军方面，诸子百家都很重视“和
军”。但在如何“和”的问题上却不尽一致。兵家、法家多崇尚孙子的“文”、“武”同济之道，坚持

刑、赏、教相结合，重视将帅武德人格的力量；儒家尚仁隆礼，仁中有赏教，礼中有法度；墨

家尚兼爱，重信仰，爱以和内，信以守诚。以上诸子学说，在相互撞击中不断补充、丰富自

身，至战国后期，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向。

　　3．秦汉至三国时期，是中华武德文化在融合中走向统一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促成这种

融合统一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三千方面：其一，《吕氏春秋》的问世。《吕氏春秋》虽然是战国

末期的著作，但它的影响是在秦汉以后。这是一部取先秦诸子百家之长融为一体的巨著。在武

德问题上，它通过融汇、整合百家，形成了一种新的武德文化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的主导

倾向明显地趋于兵家和儒家，可以说是撷取百家之精华而合兵、儒为一体的一种武德文化体

系，颇有“大一统”的气势。这为实现武德文化的融合统一发展奠定了思想条件。其二，国家的

统一。秦统一六国后，新开了帝国“大一统”的定势；至两汉，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得到了

充分巩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统一，必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要求。具有

丰富政治内涵的武德文化，也必然要适应这一要求走向统一，并通过统一而发展，在发展中巩

固统一。其三，“独尊儒术”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出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

被当朝采纳后，儒家文化成为了“正统”。在“正统”思想学说的影响下，大大加快了兵家伦理与

儒家伦理的融合，给武德文化的统一和发展创造了契机。以上三个方面，是促成中华武德文化



由融合走向统一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兵家的武德实践，则把这些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了现

实，即使三国大分裂，这种以兵儒合一为主干而融百家为一体的武德文化发展定势也丝毫没有

改变，并且在曹操、诸葛亮等军事家的武德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4．唐宋元明时期，中华武德文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衰落之后，又走向了复兴，迎来了民

族魂的新生，谱写了中华武德史上可歌可泣的新篇章。唐大帝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的空

前繁荣局面的出现，恰恰是中华武德文化走向衰落的开始。尽管先贤、典籍谆谆告诫后人

要“安不忘战”、“安不忘危”，但是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淡化人们的国防观念，滋生重文

轻武、贪乐厌武的意识；同时，也许是唐王朝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不敢普遍倡导尚武教

育。因此，唐帝国时代，武德文化倍受冷落，世人视武事为“粗鄙”，士大夫阶层更是“讳言兵

事”。至宋代，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又把文臣武士和国人的尚武精神窒息在“杯酒”之中，使

武德文化再度走向衰落。衰落的武德文化终于在北宋王朝屡遭外患、而军事上又连连失利的国

难邦危的刺激中开始崛起。北宋亡于金兵的金戈铁马之后，中华武德文化被民族的忧患意识推

向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其标志是：传统的民族尚武精神得到了大大发扬，保邦守土的爱国主

义情感空前高张，兵书纷纷问世，儒生投笔从戎，民族英雄辈出。元朝时期，中华武德文化又

度过了一个近百年的萎靡岁月，至明代，北部边陲和东南沿海的屡屡外患，不断刺激着国民的

民族精神和尚武爱国情感，兵书又大批涌现，高尚武德人格的名将层出不穷，从而把中华武德

文化的复兴推向了又一高峰。

　　5．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八旗军”至孙中山创建国民革命军，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

个由同化、退化到革命的转化过程。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军”时，主要借鉴以汉文化为主体的

治军经验和治军思想，至清太宗皇太极时，不仅加大了“满汉一体”的文化融合力度，而且大量

吸收汉将加入清军，至清军入关后，清王朝的军队则更多的是由汉兵汉将组成。于是，以“八
旗军”为主体的满族军队的武德文化，被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武德文化彻底同化了。进入康乾

盛世后，由于战事相对减少，武德文化的发展呈衰落趋势。至鸦片战争，中华武德文化开始进

行了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民族精神、尚武精神高扬，而用以反帝为核心的武德新文化在洋枪洋

炮的淫威下诞生了。至孙中山，这种武德新文化完成了根本性变革和转型，形成了以反帝反封

为标志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德文化新体系。

　　中华武德文化在以上五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和两条主线的轨迹辐射

和展开。这个核心就是武德之“仁”。春秋前期之所以把“礼”放在中心地位，是由于那个时期战

争的规模、武器的性能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使“礼”与“仁”在功利的层面上能够达到较完美的统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武器性能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仁”与“礼”的冲突加剧， 终“礼”的中

心地位让位于“仁”。这说明，“礼”只是实现“仁”的一种形式或手段，一旦它不能满足“仁”的需要

时，就会被军事家所抛弃。关于军事之“仁”的基本内涵和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外

关系与对内关系的处理上。外部关系主要是本军与敌军、与敌国、与邻国的关系，它主要是通

过军事斗争的手段来解决的，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义战”(即仁义之战)。“义战”原则主要包含

有爱国爱族、戢暴安良、以战止战、杀人安人、上兵伐谋、兵不血刃、反对侵略、不战而屈人

之兵、优俘安降、先德后武、和睦邻邦等。内部关系主要是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左右关

系等，它主要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维系的，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人和”。“人和”原则主要包含

有和国、和军、和阵、和战、爱民、爱卒、任贤、下士、上下同欲、顺命为上、三军一人、赏

信罚必、上信下诚、师出以律、正心术、宽度量、尚谦德、明恩威等。中华武德文化发展的全

部历史，可以说都是围绕着武德之“仁”这个核心和“义战”、“人和”两条主线展开和发展的。外

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意义上的“义”与“和”，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

 



　　二、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武德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从内容、形式、规律、功能到机制等各

个方面，都表现出它鲜明的独有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是：

　　1．德治伦理与法治伦理的统一

　　不可否认，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以德治伦理为本体的文化体系，它主要强调以道德为手段

来处理军事生活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中华武德文化的这种德治伦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一)重德

政。即强调养兵用战必须以“仁德”为本，军事要务需置于道德的规范之中，军政大权要集于有

德者之手，选贤任将要“以观其德”，为将者要以修身、正心、齐家之德来治军，要“以身先

人”、“正己化人”、“公正严明”、“爱兵如子”等。(二)重德威。即强调以德威天下、胜天下、取

天下、保天下，信守“有德不可敌”，“德者兵之手”，“在德不在险”，“德盛”而“威之所制者广”。
(三)重德教。即重视对部队进行道德教化，强调导之以“德”、合之以“文”、明之以“耻”、励之

以“义”、接之以“礼”、诲之以“忠”、示之以“信”，劝之以“诚”、倡之以“廉”、使之以“勇”。(四)重
德范。即重视道德规范的权威性、神圣性，强调宁失“利”，不失“义”；士死“列”(即战阵)，不

失“节”。(五)重德功。即强调通过武德实践来建功立业，把武德实践视为立身、立功、立业的

根基，只有“德盛”、“义昌”，才能实现“保大”、“定功”、“丰财”等功利价值目标；同时，也只有

成仁成功的行为，才真正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德价值。

　　造成以上种种德治伦理倾向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思想

的影响。如“治军重德”、“为将以德”系由“为政以德”直接演化而来。二是这种影响与军队的政

治职能的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军队是为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因而它比其他社会职业在

道德要求上更具有政治内涵，更容易接受传统的政治道德化的德治模式。

　　德治伦理虽然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之本，但是，有本而无干，其本难固。只有以本养干，

以干固本，本、干互济共生，才能使武德文化之大树常青。法治伦理就是德治伦理根基上生长

的一条主干。孙子所谓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即指文武合一、德法同济。吴起提出的“以
治为胜”的方略，就包含着德治与法治两个方面的内容。儒家大师荀子力主“隆礼”教战，同样

是主张将德治与法治两个方面在“礼”的伦理层面上结合起来。德治伦理与法制伦理相结合的治

军之道，已成为中国历代大多数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的共识。

　　中华武德文化的法治伦理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师出以律”、“公正严明”。一是强调治军必先

申军律、明法令、整纲纪，做到“制必先定”、“将无还令”、“令不虚行”、“令行禁止”、“顺命为

上”等；二是强调立法定律要从实际出发，做到“高卑自有规绳”，宽严适度(过宽生“乱”，过严

生“叛”)，“发号布令而人乐闻”，三是强调在军法军纪面前人人平等，即“刑无等级”，做到“壹
赏”、“壹刑”、“壹教”，赏罚“必信”、“必当”、“必公”、“必明”，“罚不避亲贵”，“赏不遗远小”；
四是强调执行军法军纪要适时，做到“明赏于前”、“决罚于后”，“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等。

　　以上军法军纪的规定、要求，多是以伦理为基础，着眼于解决军队各种伦理关系而制定和

执行的，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如“赏罚严明”是以“信”、“必”和“公正”为前提的，“顺命为上”则
是以和下、亲附和敬上、尊上为前提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战斗

力，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提高执行军法军纪的自觉性。一般说来，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军队



通行的多是“皮鞭”纪律，资产阶级的军队通行的多是“饥饿”纪律，而在中国古代军队中，虽然

也有“马鞭”、“棍棒”、“饥饿”、“砍头”等惩罚，但更多的则是主张先教后诛，“自服”为上，“三
令五申”之后不得已而绳之，反对动辄杀戒，滥施淫威。

　　显然，中华武德文化既不是纯粹的德治主义文化，也不是纯粹的法治主义文化，而是建立

在伦理基础之上的、以德治伦理和法治伦理相结合为特征的军事伦理文化。

　　2．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军队的管理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封闭性。与这种管理模式相适应

的武德要求，必然是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要求军人不仅身在军营，而且心理意识、道德观念

和行为方式等也都必须适应军营特殊管理方式的要求，拒绝和排斥社会上一切与之不适应的价

值观念；同时也禁止把军队内部的某些秘密泄漏出去。《司马法》中所说的“国容不入军，军

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踰”，就道出了武德文化的封闭性特征。

　　但是，中华武德文化的这种封闭性是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所谓封闭性只不过是通过开放性

的选择之后而形成的适应军旅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首先，中华武德文化是在面向全社会的全

面开放中，通过融诸子百家于一炉而形成的军事文化现象；同时代的社会伦理文化的主流对武

德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各民族道德、文

化的融合，使每一个时代、每个阶级的武德文化无不或多或少地打上民族间开放、融合的烙

印。再次，进入近代，中华武德文化又开始向西方开放，学习和借鉴西方军队中的某些优长，

吸收西方社会的某些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如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说，洪秀全的“太平

天国”论，孙中山的“主义”建军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化影响。

　　中华武德文化在其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

的统一。形式上的封闭性与内容上的开放性的统一，形成了中华武德文化特有的发展定势。

　　3．求实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军事斗争 讲求实，也 讲功利。这两者是统一的。中华武德文化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军事

斗争的这一特殊要求，不尚坐而论道，力戒空谈；而以求实为手段，以功利为目的，较好地体

现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具有认识论、实践论的意义，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德性论的命题。《孙

子兵法》所谓的“君命有所不受”，就是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武

德信念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武德信念，即使能认识到“君命”与军争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安敢有胆量违抗君命?对于君命是否接受、执行，固然要以认识论作基础，否则就陷入盲从；

但是， 关键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德性，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

底。这就要求行为主体要能正确处理个人名利得失与人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有对人民、

对国家、对战争、对和平高度负责的道德情感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在中华武德史上，还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自春秋以后，在统治阶级的军队中，

对宗教鬼神的迷信更多地是受到冷遇和排斥。虽然远古时举兵用战多用占卜，但春秋后期情况

则不同了。所谓“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之说(参见《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即表明

了当时在战争指导者的价值观念中鬼神地位的动摇和衰落。后来的兵家甚至明确规定军中不得

传播迷信，“禁卜”、“禁巫”。如诸葛亮在《将苑》中就明确地将“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列为军

国五大害之一。即使在宗教传播的盛世，武德文化也较少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这种现象的成

因显然是出于军事功利主义。欲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正确地认识治军用战的规律，就

必须坚持求实原则，反对各种不科学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但是，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在历

代农民起义军中，却比较普遍地重视运用迷信来达到军事功利目的。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利
用”，是把迷信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而不是对迷信的虔诚。这些策略、手段的内容虽然是不

科学的，具有一定愚昧性；但作为策略、手段的形式，它无疑符合武德之“智”即“诡道”用兵的

原则。农民起义军利用迷信之智的成功，恰恰说明这种谋略、手段在一定条件下的正确性。从

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看起来有违于求实原则的迷信，恰恰是出于军事功利目的的一种求实策

略，同样体现了求实性与功利性的统一。归根到底，从实际出发即是从军事功利目的出发；反

之亦然。

　　4．爱国与爱族、爱民的统一

　　自汉代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把“忠君报国”作为建军的宗旨。所谓报国，就是报当朝

君主之国。但是，如果从中华武德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和本质来看，忠君现象仅仅是爱国

主义借以表现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君”即国家的观念已较普遍地被人们所认同。

但是，在先秦时期，却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孙子所谓“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就

是把民(即“人”)放在第一位。管仲背公子纠而效桓公，有人怀疑他不仁，孔子却大加赞扬管

仲“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评价其“仁”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国家免于外族的侵扰、征服(即免于“被发左衽”)。《司马法》所谓“攻
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也是以爱民为本的，认为只要是从爱民出发，有利于人民，就可

以攻伐那些失去民心的国家，废其主而另立新君。可见，君是服从于国，国是服从于民的。不

得民心之君，不保民利民之国，是不能容忍存在下去的。但是，不爱失去民心的君主及其国，

并不等于不爱国，恰恰相反，这种所谓“不爱”、“不仁”、“不忠”的行为中，却孕育着真正的爱

国主义的萌芽，这就是爱民族之国，爱人民之国，而非爱家天下之国。可见，真正的爱国是与

爱族、爱民相统一的。

　　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军人的“忠君”从来就没有那么纯粹、彻底；否则，就不会有历代王朝

更替。每一新王朝的建立无不是在武力的支持下成功的，新朝的武力正是埋葬前朝君主的掘墓

人。但是，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君主如何更替，政权如何演革，中国军人的保族、保民观念是

绝对不会变的。它之所以“忠君”，其真正的、本质的武德动因是保族、保民。因而，只有那些

能够满足保族、保民需要的国君，才值得忠于；否则，必然会产生出一支诛不仁之君、亡失民

之朝的革命军队来，如汤武革命及历代农民起义军等。

　　总之，在中华武德文化传统中，报国与忠君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爱国与保族、

保民的统一，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一部中华武德史表明，忠君的旗帜无数次地举起而又无

数次地跌落下来；但是，与保族、保民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旗帜，却永不褪色地高高飘扬在中华

民族精神世界的屋脊上。

　　5．道德导向与利益导向的统一



　　道德导向是中华武德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中华武德史上，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和道德实践，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历代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在重视道德导向的

同时，极为重视利益在武德激励和养成中的导向作用。利益导向是为道德导向服务的，即凡是

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用利益的形式给以肯定，以强化军人的道德观念，引导军人树立高尚的

武德人格；反之，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从利益方面给以惩罚，以儆效尤。

　　利益导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神利益导向，如赐号、赐姓、封爵、晋级等；二是物质

利益导向，如所谓“军无财，士不来”《黄石公三略》)，“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管子·
八观》)，“战士贫、游士富者衰”(《素书·遵义章第五》)，以及“材财相用”之道(华岳：《翠微北

征录·戒饬将帅之道四》)，等等，一方面强调军队建设要有充分的财力作保证，另一方面又主

张要优待军人、军属，给以看得见的实际物质利益。

　　道德导向与利益导向相统一的特征，揭示了一条重要的军人价值导向规律，即义利互动规

律。义与利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条

件下，对于不同性质、不同阶段、不同文明程度的军队，义和利的具体内容及互动的具体情形

亦有所不同。

　　6．职业性与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的统一

　　中华武德文化就其职业特性上来说，属于军事文化体系，有着极鲜明的职业性特征。但

是，它又不同于一般职业道德。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有着其他

职业道德所无法比拟的 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特色。

　　中华武德文化起源于原始部落全体成员的保氏族、求生存的意识，这种起源为其发展奠定

了广泛的全社会成员参与的基础。在其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使其内涵

不断向社会延伸。尤其是以保族、保民为特征的这面爱国主义旗帜，不仅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

的认同，而且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激励和团结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特别是在反对外族入

侵、军队一时成为民族生存寄托的战争时期，军人的爱国奉献精神对全民族、全社会的价值观

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另外，中华武德文化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在民族精神生活中必然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必然

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现象；全社会成员也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武德文化的息码，受

到武德文化的熏陶。

 

　　三、结束语

　　中华武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深化中华传统军事文化的研究，弘扬中华武德优良传

统，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军队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深远的文化积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深入开掘和丰富民族文化宝库。研究中华武德文化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课题。虽然我们还不能论定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于军事文明，但可以这样地说，中华

武德文化的诞生与民族文化的初创相伴。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民族文化元典(亦即“原典”)意义

的《诗经》、《易经》、《尚书》、《春秋》等著作中，无不散发着武德文明之花的馨香。关

于文明的起源问题，欧洲的思想家们似乎更重视武德文化的价值。众所周知，欧洲人视野中

的“文化家园”是希腊，把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和文化遗产是荷马史诗。

而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则是两部关于描写战争和歌颂英雄的史诗。正是

这两部充满着浓郁武德文化气息的史诗，成为了以后的希腊文化、进而成为整个欧洲文化的源

头。在中国，军事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民族伦理文化

的特殊形式存在和发展的武德文化，始终将自身融入伦理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之中。特殊的武德

文化形式包含着民族文化的普遍品格。因此，研究中华武德文化，探讨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不

仅有助于完整地、系统地把握民族文化体系，而且可以使民族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具有

中华民族的特质。

　　其二，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武德优良传统，加强军队的思想道德建设。人类的任何文明

成果都是在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继承，就要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整

理和研究，分清良莠，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此，研究中华武德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优良

武德传统、加强军队思想道德建设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天加强人民军队的伦理关系建

设，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武德文化的优良传统。

　　其三，有助于科学认识中华武德文化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全社会的精神

文明建设。中华武德文化的民族性、民众性特征，使它在中华文明史上必然居于重要地位。可

以说，中华武德文化是比较能够涵盖民族文化精华、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一个文明窗口。尤其

是历代军人忠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历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是

军魂，是国魂，是民族之魂；是激励和团结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中国历

代军人所提倡和具有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团结精神、吃苦精神、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恪

尽职守、爱民保民、自强不息、勇于献身、机智果敢等优良品质，也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

结晶，仍值得继承和发扬。中华武德史所揭示的管理与道德的关系也为各行业的行管、企管等

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华武德中所揭示的武德人格之失与诸多修养戒律，也值得今天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引以为鉴。

　　总之，研究中华武德文化，揭示这一文明成果的伦理底蕴，寻求它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探

讨它的历史定位和现实价值意义，是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宝库，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加强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当然，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亦有它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愚忠和愚兵观念、英雄史观、杀戒

主义、某些迷信成分、弭兵思想以及阶级偏见等，这些局限性及偏失虽然不是中华武德文化的

主流，但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

　　（作者简介：王联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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