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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刘

伟

【内容提要】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
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
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
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
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
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
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
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
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
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
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
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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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
“国家安全”反映的是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其基本含
①

义是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对其具体范畴
②

和构成要素，学界有不少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吸收国内外学界的诸多理论成果，归纳
③

形成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将其概括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 12 个方面， 对于当
今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纵观中国历史，尽管在先秦时期
没有形成“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国家安全思想已经出现，且有的思想观点已经内
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通过对先秦时期经典文献中相关史料的梳理
与分析，总结归纳那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阐发其中蕴涵的深刻哲理与普适价值，也
④

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对先秦
①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 页。
② 韦祖松先生曾把国家安全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
“从根本上说，是对国家生存、利益和发展的
保障，主要包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被颠覆，民族文
化不受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民族和睦、社会秩序不被破坏。
”
（韦祖松：
《帝国生存环境的
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 页）在其另一篇论文
中，韦祖松又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问题的存在形态、要分清的几个概念、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中
国古代国家安全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韦祖松：
《简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几个问题》
，载范立
舟、曹家齐主编：
《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64-781
页）
。在学界多年来的讨论中，以刘跃进先生用力最多。他在 2001 年提出了当代国家安全的 10 个构成
要素，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
态安全、信息安全（刘跃进：
《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 10 个方面》
，载《国家安全通讯》2001 年第 11 期，
第 37-39 页）
。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又逐步增补修改为 12 个要素，参看刘跃进：
《为国家安全立学——国
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6 页。
③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国家安全的 12 个方面是：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
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可
参看《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6 日第 1 版。
④ 与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相关的研究，可参看黄朴民：
《简论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观念及其战略》
，
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刘江永：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载《太平洋
学报》2004 年第 8 期；钟少异：
《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要》
，载《中国军事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117-121 页；钟少异等：
《中国历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想及历史规律》
，载《中国军事科学》
2009 年第 2 期，第 114-118 页；董文博：
《先秦诸家国家安全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郑州大学 2012 年
硕士学位论文；刘跃进：
《当代国家安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121-125 页；萧大维：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初探》
，载《滨州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第 27-31 页；王柏松：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及其当代借鉴价值》
，载《管子学刊》2011 年第 2
期，第 89-93 页。总的来说，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没有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
思想进行专门研究。而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者，则或失之简略，或只着眼于相关史料最丰富的春秋战国时
期，或仅就诸子百家中的某个人物或某种著作进行讨论。因此，既有的研究不能清晰展示先秦时期国家
安全思想的总体面貌，也没有总结归纳出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正是通过本文研究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另外，阎学通在相关论著中强调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在某些层面也具有国家安全思
想的特点，可参看阎学通：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192-204 页；阎先生还曾指出，先秦时期和当代人在国际问题上有很多共识，这意味着国际政治
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但也不能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来套先秦学说。参看阎学通、徐进主编：
《中
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编者的话”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应该说，阎学通先生的
“国家间政治思想”
，与“国家安全思想”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明显不同，但也可以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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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从不同侧面揭示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面貌，分
析其时代特征与当代价值，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

一

先秦时期的国家与国家观

要理解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必然要把其放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成
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国家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产物，而中国的早期国
家出现于何时，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建立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
朝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相关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很多学者主张把今天中国范围内的国家形成时间前提。当然需要注意
的是，国家形态与国家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巨大
差异。因此，如果用现代国家的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那就难免产生
不必要的误解。
夏代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个时期的国家，一般可称为“古
国”
，是一种以城邑为主体的初步形态，但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统御天下的政治实
体，没有形成一个国家政权的绝对中心，中华文明处于没有中心的多源发展状态。从
夏朝开始历商到周，是中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中华文明进入有中心的多元发展
①

阶段。许宏先生言之甚详，可以参考。 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晁福林先生用“氏族
②

封建制”和“宗法封建制”进行概括，大体符合历史事实。 在此时的国家中，氏族
始终是政治单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或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氏族、宗法制度与方
国、分封制度相结合，实现了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初步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
的、等级色彩分明的社会系统。有学者由此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通过
宗法制把氏族组织的模式移植到国家组织之中，建构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轴的统治
权力机构。三代统治者往往把建立宗庙视为立国的第一要务，说明宗庙作为王权之象
征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揭示出中国文明时代前期实行宗族（或氏族）统治的独特的国

① 许宏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相关论述可以参看其《何以中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和《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两部重要著作。
② 这一说法以晁福林先生的论述最有代表性。晁福林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过奴隶
社会，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和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战国后逐渐进入地主封建制社会。
这一说法的系统论述，可以参看晁福林：
《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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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形态。 此说虽过度强调了宗庙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那个时代氏族、宗法制度与宗法血缘观念对国家政权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王国时代发展的历史拐点，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文献资料也是本
文要讨论的“国家安全思想”这一主题的基本依据。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礼崩
乐坏”的局面，周王室日益式微，大国纷纷崛起争霸，于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②

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各国诸侯为适应争霸活动与兼并战争的需要，纷

纷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改革。从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从宗法分封到郡县
乡里，从子产“铸刑书”到李悝做《法经》，从世卿世禄到俸禄制下的官僚，各国
的变法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天下观念，也随着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进
程而逐步形成与发展。早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古国与部族
就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而进行过激烈的竞争，随着以炎黄为首的华夏族占据中原主
导权，“最早的中国”由“满天星斗”

③

状态转而出现“中心”与“边缘”之别，

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夷夏观念。尽管夏朝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详论，中央政权
在曲折中发展、华夏族在持续的夷夏之争中继续扩展疆域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到
④

（王畿）为中心，周
商代时，
“内外服”制已经确立， 在甲骨文中，以“大邑商”
边地区分别称为“东土”
“南土”
“西土”和“北土”，合称“四土”。其中既包含着
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架构，也包含不在中原王朝控制范围之内的域外各族。进入周代，
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更为明确。在 1963 年于宝鸡发现的西周时期青铜
器何尊上，“中国”一词进入国人视野，尽管此时基本是地理中心的概念，但其所
记载的营建东都之事，显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而使得“中国”一词也兼具政
治内涵。而流传至今的多件青铜重器告诉我们，当时的周王朝与周边方国、部族之
① 陈剩勇：《国、中国与天下：关于传统国家形态的一般性考察》
，载《学习与探索》1991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71 页。
③ “满天星斗说”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理论总结。
苏秉琦认为，黄河流域在历史上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
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而且互相影响。这对
我们认识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的“古国”及其“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参看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苏秉琦：《苏秉琦论古代中国》
，北京：中信
出版社 2016 年版。
④ “内外服”制度是商代时期的国家区域管理模式，
“内服”是王朝直接控制区，
“外服”
是分封制下距离远近不同的方国诸侯，受中央王朝实力强弱的影响，各地方国叛服无常。参看张
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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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既有和睦相处，也有兵戎相见，西周在幽王时之灭亡，便是源于王朝积累
①

多年的政治危机与地理危机。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天下秩序与
②

国家观念也渐成体系，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的严峻现实，使得“华
夷之辨”“夷夏之防”成为华夏诸国的共识，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也促使有识之士
对当时的周王朝、国家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进入战国，各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
为富国强兵而积极改革，对外则跃跃欲试，试图承担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与之相
应，这一时期的天下观、国家观也有发展。其中尤以邹衍所说最为典型：“中国名
③

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

在邹衍看来，当时周王

朝的疆域范围是“大九州”中的一州，而史传大禹所分划之“九州”是“赤县神州”
内的“小九州”
。邹衍这一说法虽然基本可以视为想象，但实则是中国历史上地理观
念、政治观念和国家观念的一大突破，
“中国”也逐步具有了更确实的政治象征意义。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意识中，虽然逐步出现了
“中国”与“天下”、“华夏”与“夷狄”这样相对的概念，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
家”“国家安全”概念仍有明显差别。尽管如此，自从出现了国家，与现代内涵接
近的国家安全思想就应该已经出现。以下笔者试通过对先秦时期相关史料的梳理，
对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安全思想进行简单
归纳与分析，供学界同仁参考指正。

二

先秦时期的政治安全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政治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这是基于新时期国内国际形势所作出的重要论断。而对于先秦
时期的历代王朝来说，政治安全同样也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问题。在国家政权的
稳固发展、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与改革等方面，夏商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也展示
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智慧。
（一）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夏商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部族方国之间的频繁战

① 参看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249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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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围绕王位进行的激烈纷争，使得社会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形成了忧患意识。夏代
初期，太康的五个弟弟对其沉溺于酒色游乐非常担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呜呼易归？予怀之
①

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 已经表达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之情。到夏桀的时候
“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②

且“率遏众力，率割夏邑”，

③

大臣关龙逢对

此忧心忡忡，并以死强谏，显然已经预感到大厦之将倾。商王朝建立后，成汤对前
来朝见的诸侯说：
“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兹朕未知获决于上下，栗栗危惧，
④

“嗣王戒哉！……天位艰哉！无轻民事，
若将陨于深渊。” 大臣伊尹曾教导太甲说：
惟艰；无安厥位，惟危。
”

⑤

这些古朴的话语都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忧虑。商
⑥

朝灭亡后，微子也曾感叹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西周时期，

从君王到大臣，从上层贵族到下层民众，都表现出很深的忧患意识。《周易》云：
⑦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 春秋时人
面对王室衰微、社会变革、夷夏冲突频繁的现实，忧患意识更加浓厚。
《左传》说：
⑧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又说“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
⑨

“有备无患”至今被奉为圭臬。战国时期忧患
善之大者也。
” 其中的“居安思危”
意识的范围呈扩大化趋势，以反映兼并战争与中央集权之现实为聚焦点，关注国运
民生。

⑩

如《墨子》书中说：“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56-157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8 页。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60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62 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65 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77 页。
⑦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88 页。
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994 页。
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845-846 页。
⑩ 陈智勇先生曾对夏商周时期的忧患意识进行分阶段探讨，可以参看其系列论文。陈智勇：
《论夏商时期的忧患意识》，载《殷都学刊》2001 年第 1 期，第 36-39 页；陈智勇：《试析西周时
期的忧患意识》，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8-22 页；陈
智勇：《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载《南都学坛》2004 年第 2 期，第 18-22 页；陈智勇：《论战
国时期的忧患意识》，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17-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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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 《荀子》进一步主张：
“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患之
②

“治之其未乱，
患为之豫，豫则祸不生。
” 《战国策》记录著名外交家苏秦的话说：
③

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 这些言论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便
是在国内外局势稳定的情况下，也要注意预防祸患的发生。
（二）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言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今
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周公这番话，实在是出自一个新生政权
领导者的肺腑之言。在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看来，夏朝和商朝统治者本是上天在
人间的代言人，而周人最终却能取而代之，可见“天命靡常”，任何一个政权都不
是高枕无忧、传之万世的，要想永葆国祚，必须要敬奉天命。
《诗经·敬之》中说：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
《尚书·蔡
仲之命》更明确强调：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天道之明，且公正无私、不偏
④

不倚。又由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因此，
王朝领导者必须做到“保民”，奉行“明德慎罚”
，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尚书·康
诰》中说：
“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时期的“制礼作乐”
，实际上就
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制度上的体现。
以周初思想为渊薮，儒家学派在后世一直强调为政以德。孔子说：
“为政以德，
⑤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与统治者本身的德行
⑥

有很大的关系。孟子也说：
“惟仁者宜在高位。” 为政者以身作则、端正品行，才
能实现国家稳定与社会治理。
（三）正名奉法

殊途同归

国家安全，必然以政治稳定为基石。先秦诸子面对“天下无道”的局面，纷纷
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看起来差别很多，实则“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
⑦

归。”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08 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8 页。
③ 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01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81 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53 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76 页。
⑦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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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正名”说，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确立的天下秩序，
“君君，臣臣，父
①

父，子子”，

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是所谓

“克己复礼”，这样社会才能恢复秩序，国家才能安全稳定。孟子明确建议君主行“仁
政”，才能实现国家安全。荀子也强调：“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
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如是则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
”

②

荀子又主张

“隆礼重法”
，君主推崇礼而尊重贤人，可以统一天下；重视法而爱民，可以在诸侯
中称霸。
墨子认为“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

③

提倡推行贤人政治

实现国家治理。他还提出“尚同”主张，认为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
制度中存在等级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思想与行为规范不统一，“一人则一义，二人
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导致“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进而“内者
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
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
一同天下之义。”“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

④

墨子的主张在当时显然不

可能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保持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固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
极端重要性。
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点往往被贴上“消极”的标
签，实则不然。
《老子》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⑤

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国家安全才能实现。因此统

治者应该简化制度，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
⑥

次，畏之侮之。……由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最好的统治者，

是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其次是能够使人民亲近和赞誉他，再次是使人民都畏惧
他，最差的则会被社会所抛弃。如果统治者背道而驰，国家将会动荡不安。
先秦法家强调法治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性。管子认为：“安国在乎尊
⑦

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
” “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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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36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5 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5 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5 页。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32 页。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0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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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法度行则国治，私利行则国乱。”

②

国家统治

者必须做到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韩非子也说“一民之轨，莫如
③

法。”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④

韩非子强

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性，一方面对于罪恶要坚决惩罚，“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
⑤

如恶，使民耻之。”另一方面“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 同时，一切政策法令
都要体察民情，才会使百姓乐于遵守、乐于执行，才能保障国家稳定有序。“衔令
⑥

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

法家学派还认为

⑦

“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认识到贤能人才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
⑧

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如果对上面所述诸家的观点仔细考察，不难看出其中的相通之处。不管是儒家、
墨家、道家还是法家，均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道”“法”“礼”等观念对治国理政、
保证国家安全与秩序的重要性。诚如《管子》书中所言：“主有天道，以御其民，
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畔而不听从，故主危
⑨

而不得久王天下。”
（四）以内驭外

召远修近

尽管先秦时期的世界各国基本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各自发展，但夏商周时期的封
建制度与天下体系使得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各地诸侯方国
之间的关系均具有邦交乃至今天所谓外交的性质，围绕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
现的思想也就初步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时期国土疆域的辽阔。
《左传·昭公
二十三年》又云：“天子守在四夷”，而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

⑩

这些言论

已经体现了非常明确的利用分封与宗法制度防范周边各族、保卫国土安全的思想。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深刻认识到，要在对外关系中保证国家安全，首先需要自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149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519 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8 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76 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74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491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96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219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500 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448、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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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强大的实力，也离不开国内政治的稳定和谐。管子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
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
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 虽出名器
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
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②

①

孙子也说，
“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

只有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在

面对外敌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墨子也强调“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
不强必危”，

③

要想保证自身的安全与主权，就必须自力更生，加强自身实力。韩

非子指出：“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
至于治强矣。
”

④

因此，要想在对外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行法术于内”也
⑤

就是抓好内政，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 只有具备了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周代以来，分封制下列国林立，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备后世外交的基本特征，
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弱肉强食也使当时的国际交往和国家安全思想初步形成了
一定的体系。睦邻友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则，春秋时期的管仲对此有诸
⑥

多论述。管仲认为：
“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
”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
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若能如
⑦

此，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
” 管仲提出“召远在
修近”的主张，对周边诸侯多行善举，力图为齐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获得中原
诸侯的广泛支持。《管子·小匡》记载了“桓公忧天下诸侯”并为鲁国平定内乱、
帮助邢国和卫国结束戎狄民族入侵的事迹，因此“天下诸侯称仁焉。”孔子也对齐
国和管仲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

⑧

而对于春秋时期的小国来说，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显得更为

重要。虞国名臣宫之奇曾言，“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
⑨

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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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504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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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伐虢，自己也被晋国所灭，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应充分考虑到自身情
况，特别是自身实力的强弱。
《老子》说：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
①

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人，小邦不过欲事人。”

孟子谈到“交邻国有道”时曾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
事大”。

②

只有充满仁爱的君主才能做到大国事奉小国，而只有充满智慧的国君才

能做到小国事奉大国。荀子也指出，要保证国家安全，必须防患于未然，重视发展
国内政教，奉行仁义，尊崇礼义，健全法治，任用贤良，在诸侯列国之间树立良好
的形象，使“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

③

墨子也把“兼爱”思想运

用到列国关系中，“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
欺愚。”

④

不仅如此，他还为消除列国之间的战争而进行过努力。

三

先秦时期的经济安全思想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经济安全是基础，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
对此也有不少论述。通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地
方诸侯之间以及华夏各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立体化的，涵盖经济、社会、
文化等诸多领域，而其核心仍然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一）富民利民

恒产安国

如前文所述，要保证国家安全，实力强大是一个重要前提。齐国之所以能成为
春秋首霸，得到列国诸侯拥护，除了对外政策的因素外，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也是
必不可少的。而在当时的思想家们看来，国家经济富裕的基础是国民富裕。孔子云：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⑤

如果出现百姓不足的状况，那

么就会“贫而无怨难”，国家的动荡不安就在所难免。孟子也认为只有让民富足，
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安全。
《孟子·滕文公上》说：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
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私有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

①
②
③
④
⑤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50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15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4 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20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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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社会安宁的必要条件。于是孟子提出要“制民之产”，即保证授予普通人民一
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
年免于死亡。
”

①

墨子提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
②

患也。”因此，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管子

也强调富民的重要性：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
“民
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
国常贫。
”管子又说：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
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
③

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 以粮食为核心的
农业生产不仅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治国、用兵和安民的物质基础。
《管子·牧
民》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言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其可见农业生
产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重要。管子提醒统治者不要随心所欲地滥用民力，因为“地
之升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
④

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
”
（二）重农抑商

务本利国

中国历来就以农业立国，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夏商周时期，随着农业生
产经验的丰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水平也不断进步。在此
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基石，于是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也树立了以农为本的重要思想。
据《周礼·天官》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
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周初统治者总结商亡的原因，有一
⑤

条就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

因此，为了维护周王

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商朝覆辙，周初很重视农业生产，史载“文王卑服，康功
⑥

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周王亲自参加农业生产，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11 页。
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43 页。
③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391-394 页。
④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22 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22 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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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周人的拥护。
战国时期，农本思想已经形成。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的时候，所推行的“尽地
力之教”和“平籴法”，都是体现重农思想的措施，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魏国
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把农业看作国家财富
的源泉，认为“农伤则国贫”，而且还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雕文刻镂，
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
①

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在他看来，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生产，导致民

众饥寒、国家贫困。这一观点后来被商鞅发展改造为重农抑商思想。商鞅一方面承
认土地私有，募民垦荒，鼓励民众积极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还推行了一系列比
较严厉的抑商措施，如规定“僇力本业，耕作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
②

者举以为收孥”。 这里所说的“本业”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
“事末利”指的是从
事工商业。
《商君书·壹言》篇又说“治国能传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禁末者富。”
这里所说的“禁末”，就是要对工商业加以限制。韩非子也主张重农抑商，认为国
家的富强要依靠农业生产，把工商业从业者列为“五蠹”之一。

③

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当
时来看，重农思想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限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也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三）开源节流

裕民足国
④

孔子指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 这种思想深刻地揭示出经
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成为中国历代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荀子云：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
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要想富国富民，必须“节起流，开其源”，否则“将以求
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国家安全也就没有了基本的保障。荀子还主张
“省工贾，众农夫”，限制工商业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进而减少这一群体的粮食消费，
⑤

达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的目的。

《墨子·节用上》说：
“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
“用财
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这都指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消

①
②
③
④
⑤

赵善诒：《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4 页。
司马迁：《史记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30 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6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70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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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和浪费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一方
面认为大量的财物消费和厚葬行为实际上就是浪费人的劳动力，影响正常的生产生
活，士兵们不能安于职守，而且“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也可能影响
到国家的安全防范，所以要节制消费，提倡“节葬”，反对厚葬。另一方面，
“节用”
也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墨子指出，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
①

节也。”

由此可见，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单纯是节约与抑制消费，而是一个

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安全的大战略。另外，
《墨子·非乐》中还谈道：
“为之
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
②

未必然也。”

宴饮、礼乐活动必然占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消耗大量钱财，也是

墨子非常反对的。
老子的“无为”思想中也蕴涵着经济因素。老子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
节制私欲，就能控制对内争权夺利、对外攻伐侵略的欲望，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有保
障，人民生活自然会逐步富裕起来，也就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影响社会安定。老子
还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

③

统治者

必须先富民，然后才能富国。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
④

故能成其私。
” 老子所说这种以“无私”为前提条件的“有私”，是其辩证法思想
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体现。
法家也非常重视开源节流、让利于民。管子认为，
“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
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
己，不可得也。”因此，必须“轻徭薄赋，取民有度”，减轻民众的人力财力负担。
⑤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对
一个国家来说，即使实力再强大，其经济总量还是有限的，必须量力而行，减少不
必要的支出，减轻人民的负担。韩非子也指出，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
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⑥

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使民众能够安

居乐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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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秦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战争便始终与政权更迭、社会发展相伴随，且越来越频繁，
规模越来越大，武器装备越来越精良，与战争相关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安全思想也越
来越丰富，这在《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基本史料与传世兵书、诸子著作之中
都有体现，尤以《孙子兵法》最有代表性。
（一）重视国防

强化军备
①

“凡
老子认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管子也说：
②

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 “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
③

《左传》中提出“止戈为
霸。” 战争关系到列国关系与存亡，因此需要非常慎重。
④

武” 的观点，其意应该在于强调和平是战争的最终归宿。再如《吴子·料敌》云：
⑤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
“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 《司马法·仁本》说：
⑥

忘战必危。” 墨子坚决主张“非攻”，认为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不仅“国家
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在他看来，列国战争所到之处，城市
变成废墟，民众生灵涂炭，社会秩序破坏，社会财富损失惨重，“丧师多不可胜
⑦

数，丧师尽不可胜计”。 《孙子兵法》说：“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⑧

不察也。”

考虑到战争的危害极大，
“不战而屈人之兵”便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最

佳选择了。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各国也必须重视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做到有备
无患。墨子虽然倡导“非攻”，但并没有将国家的军事安全寄希望于他国的“仁义”，
而是主张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墨子强调，国家的安全和防御是一个长远的全局性
的国策问题，和平年代需要在粮食、武器装备、城防、防御计划等各方面做好准备。
在《七患》篇中，墨子对国家面临军事威胁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
“国
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25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137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153 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744 页。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4 页。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1 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25 页。
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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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
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
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
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墨子提到的这七个方面，基本
涉及与国家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各个因素，如军队建设、城池修缮、邦交策略、积
极防御、内政与经济等。而针对“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
为之奈何？”的现实问题，墨子主张：“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
①

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

著名军事家孙子特别重视军事、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②

故能为胜败之政。
” 也就是说，国家只有处理好国内事务，保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
才能保证军事实力的强大，保障国家安全，这才是“善用兵”的表现。因此，在《孙
子兵法》中提出的很多策略和做法，都与国内政治经济有关。如：
“兵法：一曰度，二
③

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 这
句话强调的是物资储备、兵员数量和质量对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御能力的决定性影响。
④

孙子也说：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
⑤

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 可见其对有备无患的深刻理解。
法家非常重视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
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
也，不可废也。”

⑥

相应的，法家也认为国家强大是实现和平安全的重要保障。

管子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⑦

韩非子也强调：

“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
⑧

⑨

“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 国家强大，自然在对外交往、
弱兵必服。” 又云：
战争中会占据主导地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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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兵有道

谋略制胜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
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对中国历代军事安
全思想的最佳概括。孙子指出，最好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外交手段，
再次才是通过战场交战，最差的选择是攻城。如果双方必须通过交战解决问题，那
么用兵的战略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孙子认为，用兵之道首先应该注意选拔合适的将帅：“夫将者，国之辅也。辅
①

②

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领的素质决定着民众命运与国家安危。反之，如果将领不堪大
任，国家和民众将受到极大伤害。因此，“智、信、仁、勇、严”是将领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质。大体上说，将领在用兵时要讲求谋略，治军公正严明、令行禁止，
“视
卒如爱子”，能够取得士兵的信任与拥护，要有取胜的勇气和信心，攻防有序，
“进
③

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认为，要取得战争主动权，就要重视对敌我军情的掌握，做到“知彼知己
者，百战不殆。”

④

在战争中全面掌握自身和敌方的情况，才能制定最适合的战略
⑤

战术，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君主、将帅只有在掌
握军情的前提下才能在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进而维护国家安全。由此出发，孙子
着重强调用“间”获得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
事莫密于间。
”间谍是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
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
⑥

而动也。”

古往今来的战争也告诉我们，战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是对国家物质财
富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消耗，“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
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⑦

行军

打仗难免长途跋涉，还要保证日常补给。因此，如何在保证军队补给的同时尽量减
少国库消耗，避免出现“力屈、财殚、国用不足”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战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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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对此，孙子主张战争要尽量做到速战速决，“夫兵久而
国利者，未之有也。”战争期间应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
①

敌”，于是“军食可足”。 军需物资直接在敌国获取，既保存了国家实力，也消耗
了对手，可谓一举两得之法。
（三）文武结合

法纪强军

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建设一支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强大军队。春秋以
前的战争规模较小，兵员以贵族子弟为主，军队建设与战斗力之间的矛盾不太明显。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兵员扩大到编户齐民，战争规模也迅速扩大，提高军队战斗
力就成为各国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也对此有一些思考，并
付诸实践。
赏罚分明、纪律严明，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中记载了一个历代耳熟能详的事例：吴王阖闾任用孙武统领军队，并以宫中女子进
行演练。孙武首先把军纪“三令五申”，在下军令后，妇人并不依令而行。
“孙子曰：
‘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
队长。……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
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由于军纪严明，吴国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吴国才能在
春秋末期迅速崛起。荀子也主张以法治军、赏罚分明，“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
赏刑罚，欲必以信。
”

②

荀子还把礼义作为军队建设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任用统

帅、选拔将才以及将兵之道等军事原则和策略。
严明军纪只是孙子军事安全思想的一个侧面。孙子还指出，管理士兵要“令之
③

“视卒如婴儿”
“视卒如爱子”，这样才能使
以文，齐之以武。” 将帅要关心士兵，
④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
士兵“可与之俱死”。 再者，
而罚不行，则不可用。”

⑤

这强调的是帮助士兵在思想观念上接受将帅的管理、理

解军纪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在日常管理中应坚持刑罚手段的运用。如果文武结
合得当，那么将领可以得到士兵的拥戴，军队才会有战斗力。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国家军事安全思想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一方面强调
内功，即增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战略战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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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保障国家安全利益。这个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以《孙子兵
法》所论最具价值。

五

先秦时期的社会安全思想

社会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综合体，从国家安全这一大系统出发来说，社会安全可
以包括多方面的内涵，如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就先秦时期而言，从古国时代到夏商周王国时代，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
复杂的发展过程，历代统治者也往往从中央政权的立场出发，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
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思想也随之产生。
（一）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以民为本是中国早已形成的治国安民之道，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也给后世留下
了不少经典的论述。《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是其中形成最早、影
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论断之一，民众与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基础地位、对国家安全
与王朝兴衰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管子》强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
①

所废，在逆民心。” 《战国策》称：“善为国者，顺民之意。”

②

孟子也说：“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

③

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
④

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在孟子看来，社会民

众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其次是国家社稷，国君相对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得到
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如果国君危害到
国家社稷，那就可以改立新君。荀子关于以民为本的言论也经常被后世引用，《荀
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王制》
中又说：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观点被后世概
括为君民舟水论，流传极广。
（二）敦行教化

家国和谐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重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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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社会教化，促进社会和谐。
《论语·为政》援引孔子的话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要使国家安定，就要加强对社会民众
的道德教化，使百姓有知耻之心，并自觉遵守国家法度。孟子云：
“天下之本在国，国
①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 既然国家的根本在于个人，那么只有其国民的个人修养得
到提升之后，家、国、天下才能和谐稳定。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
②

不善，水无有不下。
” 由于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只是由于后天
环境的影响才有了从善到恶的变化，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措施加强道德教化，找回民众
善的本性。荀子虽然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但“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
③

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 因此可见，圣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其实
还在于后天的养成。那么，社会教化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老子》说：
“古之善为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种“愚民”说法看似消
极，实际上则是希望教导民众能够克制自身欲望，返璞归真。他指出，民众受到欲
望的驱使而追名逐利，且常常不择手段，给社会安定造成极大隐患。如果民风淳朴，
斗争消失，社会自然会稳定下来，国家政权自然也会安然无恙。“绝圣弃智，民利
④

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管子》关于“四维”的思想非常受后人重视：“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
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
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⑤

可见对国民进行礼

义廉耻的道德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处理不当，政权甚至都会被颠覆。
因此，历代法家都主张“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韩非子认为，如果民众不懂法、
不能掌握法的内涵，就会影响法令的实施。因此，对于国民的教育，要达到“境
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法”的效果，

⑥

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秩序有条不紊，国家政

权安全稳定。
（三）储粮备荒

稳定社会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会对其造成巨大影
响，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带来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因此，粮食问题是一个关系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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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注意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国家在面对
灾害的时候安全过渡，也就产生了荒政思想。
①

《诗经》中有“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仓” “我仓既盈，我庚维亿”

②

等记

载，说明粮食储备已经比较普遍。《周礼》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
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礼，八曰杀
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 十有二曰除盗贼。”

③

这是历史上

比较系统的荒政思想。周代统治者把荒政列为国家的大政之一，通过设置救灾管
理机构、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做好灾前准备和抗灾救济等措施保证粮食正常供应。
《管子》把粮食生产和储备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认为“地之
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

⑤

④

主张把多余的粮食“积于

粮食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粮食储备具有调节市场

供求、稳定物价的作用。李悝变法时提倡“尽地力之教”，并根据当时农业生产
的经验，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又制定平籴法，即“小饥则发小熟之所
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
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这就限制了灾荒发生时商人的投机活动，稳定
了粮食价格，“使民无伤而农益劝”。

⑥

商鞅也认为，“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

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仆壹”。

⑦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粮仓已

满，也不会疏忽农业生产。

六

先秦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

国家安全思想是对一个特定时期客观存在的国家安全状态的认识与反映，通过
前文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对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
的简单评述可以看出，由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三代版图内诸侯方国之间的关
系与当今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有所不同，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性、
区域性，其基本特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第 436 页。
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第 428 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741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23 页。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124-1125 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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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合一

敬天重民

“天”与“民”是先秦政治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思
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礼记·表记》载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
之，近人而忠焉。”这种表述非常精辟地指出了夏商西周时期在国家层面上对“天”
与“民”认识的发展路向，而随着天命观的逐步淡化与重民思想的日渐浓厚，先秦
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逐步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从生态伦理观念的角度来说，“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
把它运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视角上，正如庄子所描述的，
“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
”

①

夏商周时期的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族、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以及各

地方诸侯之间的关系，是相伴而生、对立统一的个体，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实践活动，
也逐步渗入了“天人合一”思想。特别是涉及政权更迭这种关系国家安全的核心问
题时，夏商西周三代统治者都会首先想到“天命”，如帝舜在选定大禹为接班人时
说“天之历数在汝躬”，

②

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时候也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

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③

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同样强调“有夏
④

多罪，天命殛之”，号召军士民众辅佐他“致天之罚”。 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在和
⑤

地方诸侯们谈论夏商周的兴替时，明确指出“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
” 强
调夏、商之灭亡是其君主不遵从天命的结果。而周公同时也认为，天命不是固定不
变的，如果不重视民，也有可能失去天命，重蹈夏、商覆辙。对此，前文在讨论先
秦时期的政治安全思想时已经论及，此处不赘。
从西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中，便开始打上重民的烙印。春
⑥

秋战国时期，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群雄
并起、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尽管“天道”思想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对民的关注

136
155
160
228

①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7 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页。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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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更加突出。郑国名臣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蕴涵着对天命权

威性的质疑。孟子一方面强调天命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
思想。墨子提出“天志”说，认为国家安全有赖于天意保证，“天之意不欲大国攻
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但又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
②

祸之”，

可见这个时候的“天志”同时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志”了。

（二）内外兼备

家国并重

如前文所述，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诸方面，
既体现了对影响国内安全各因素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影响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中
央王朝与地方诸侯、各地诸侯之间等“国际”安全领域各因素的重视。先秦时期国
家安全思想这一特点的形成，既与中国大陆与生俱来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受到夏商
西周以来逐步形成的家国同构格局与“天下一家”观念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明成长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在
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夏商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面貌、思想观念
均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国的早期国家初步表现出地域与
血缘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夏商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到西周时期完全定型，形成以
君主为中心、分封和宗法相结合、家国一体的天下格局。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记忆
中，三族同出一源，均是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族的一部分。而分封与宗法制度的实
践使中华文明在先秦时期便已确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天下一家”的共同
体意识，并奠定了以分封和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文明体系。可以说，夏商周时期的
历史进程，就是早期中国文明从满天星斗向以华夏族为中心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
多元一体观念逐步形成并积淀为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的过程。因此，先秦时期的国
家安全思想便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色。
正如李峰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尽管西周王朝初期以周公、成王等为代
表的统治者曾吸取历史经验，形成初步的国家安全观念，并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制度
体系，但西周王朝的灭亡也与以分封和宗法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缺陷所带来的政治危
③

机和地理危机密切相关。 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天下秩序的变化，国家安全思想
也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但在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理格局影响下，其区域性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395 页。
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5 页。
③ 参看前引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的论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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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并没有消失。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相对独
立国家的特点，与当今所谓国家安全观存在明显的不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尽管
出现列国争霸和七雄并起的局面，但列国追求的目标均是天下大治；而诸子百家虽
然学术观点有分歧，但殊途同归，主题均是以天下一统为终极归宿的政治理想，因
此，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超越学派和列国界限的一以贯之之道。
（三）以德为尊

以和为贵
①

相传在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德治思想，史载尧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而
前文也已经提及，在夏商西周时期天命观逐渐淡化的同时，对人的重视日渐突出，
商周以来的统治者开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问题，“德”
便越来越成为对内稳定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商汤灭夏时
所列举的夏桀一大罪状，便是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也就是说，夏桀没有处理
好以其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各地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使得国家安全失去了重要基
础，被商汤所灭也就是必然之事。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更是直接宣称，
天命要转移给有德之人，这在《尚书》中多次出现。而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铭
文中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比较清楚地阐述了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应该说，“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期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
②

心灵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德治思想已经
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
《国语》中多次提到“六德”，仁、义、亲、礼、善、信、智、
勇等无所不包，而在当时王室衰微、列国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以德为尊已经成为治
国理政、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
历代政治思想家对“和”的重视同样由来已久。
《尚书·尧典》中提出了“协
和万邦”的说法，
《国语·郑语》也说“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可见以
“和”观念协调地方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做法非常适合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需要。
西周幽王时期，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当时的王室大夫史伯认为是幽王“去和而取
③

同” 的结果，破坏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子曾用
打比方的形式说，只有用不同的原料和调料，才能制作出美味佳肴；只有用不同的
音符，才能弹奏出和谐优美的乐章。与自然万物的性质相似，“和而不同”应该是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19 页。
② 晁福林：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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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治国为政的重要原则。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

①

则是将

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用现在的理论来看，“和”强调事物之
间的互补、协调，承认个体的独立性；而“同”则认为所有个体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抹杀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具有以强权要求他人服从己志的意味。在国家安全与
社会治理层面上，先秦时期政治思想家所谓的“和”，也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对
内，在敬天尊德的前提下处理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对外，承认
列国的区域性差异，寻找利益结合点，维护国际秩序，求同存异。
（四）战争如疾

谋略至上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曾指出，战争的目的有多种，可以是打垮
敌人，也可能只是为了占领敌国边境的某些地区，但非常明确的是“战争无非是政
②

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这一观点虽然反映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思想，
但战争是为解决相关各方的利益冲突而采取的最极端的政治手段，必然会对国家安
全造成重大影响，这一点古今中外是一致的。在先秦时期，从传说中的炎黄与蚩尤
之战，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谋略，尤以《孙
子兵法》最为典型，这一点在上文已经约略提及。前文也曾指出，由于战争破坏性
极大，先秦时期的军事家们大都主张慎战，这可以《管子》书中的“至善不战”为
代表。

③

而在《左传》
《国语》等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将战争视为“狂疾”这样更
具洞察力的见解。晋国赵氏的家臣在一次战争胜利后拒绝领取奖赏，并称“与余以
狂疾赏也，不如亡”
，

④

不仅是以此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更具有警示意义。战

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必然是由于国家关系和国内社会运转出现了问
题。因此，《国语》通过董安于之口向当政者指出，战争并不是为政之正道。国家
就如人的身体，保护身体健康要以消除隐藏的病根为主，而不是等病症发作的时候
再来治疗，为政者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安定社会、避免矛盾的发生。
这种深刻的认识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真知灼见，是先秦时期国家安全与战争关系思想
中最宝贵的遗产。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47 页。
② [德]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 页。
③ 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87 页。
④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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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
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
①

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在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全
面深化、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从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
言论中提取有价值的要素，也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需求。
考察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思想，不能把视线偏离时空脉络。先秦时期的中国与
世界，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基本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各自
发展，也就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进而铸就不同的
国家性格。先秦时期逐步完备的以君主为核心、以分封和宗法为基础的天下秩序，
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大一统理念，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础，推动了中
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形成非常完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政治
学说或理论体系，但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国家稳定与社会经济发
展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现的思想，也已经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性质。
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
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更可宝贵的是，其中有不少内容
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贞观政要》中的
话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融合历史智慧与当代
理论的结晶。因此，尽管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
富，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但注意吸收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养分，为当代国
家安全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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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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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网，2015 年 8 月 24 日，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5/0824/c1024-27504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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