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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墨家思想作为先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并称“显学”，其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
“尚同”等十大主张，而又以“兼爱”作为其核心思想和墨家学说的总目标。秦汉以后，墨家思想逐渐
中绝，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墨家思想的现实价值。本文主要从墨家的“兼爱”思想作为立足点，剖析墨
家“兼爱”思想的内涵，阐明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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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Qin philosophy, Moh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called “outstanding
learning”. Mohism puts forward ten propositions such as “universal love”, “non-attack”, “virtue”
and “harmony”, and regards “universal love” as its core thought and the general goal of Mohism.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Mohism gradually disappeared. But we still cannot deny the realistic value of Mohism.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Mohist “universal love” thought as the foothol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hist “universal love” thought, expound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hist “universal lov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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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兼爱”思想的缘起
战国初期，周王室日渐衰微，各个诸侯国相互征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各个阶级相互争夺，平民
阶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面临崩溃的边缘，政治地位也极其
低下。面对社会的混乱状况，先秦各个学派都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方案。作为先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方案。墨子提出了“兼爱”、“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攻”“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这十大主张，向世人勾勒出
一个没有对立、没有战争、人人相爱、人人互利的理想社会。墨子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必须考察社会
混乱产生的源头，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需要找到病的源头一样，如果无法找到这个源头，社会就无法得
到治理。那么社会混乱的源头在哪里呢？墨子提出：“当察乱自何起？起不相爱”[1]。墨子认为，父亲
和子女之间，君上和臣下之间的“不相爱”是混乱产生的源头，包括盗窃的发生、家族间的侵扰、诸侯
国的征战都是源于“不相爱”，据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
墨子的“兼爱”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者的呼声，是真正的底层的声音。同时，“兼爱”也在整个墨
家思想理论体系中，起统帅作用，纵观墨家的几大主张，其都与“兼爱”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兼爱”
就是墨家所追求的宏伟目标。墨子提倡国与国要相爱，因而主张“非攻”；“天志”、“明鬼”是墨家
借助宗教迷信推行“兼爱”的工具；“非乐”、“节用”、“节葬”是要求人们不能贪图享受而损害他
人利益；“非命”强调了人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积极爱人。因此墨家思想以“兼爱”为中心，其他主
张都以兼爱为线索。梁启超先生曾言：“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
兼爱”[2]。

2. “兼爱”思想的基本内涵
第一，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爱。墨子提倡的“兼爱”是强调普遍平等的关爱
他人。“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墨子·经上》曾指出：“体，分于兼也”[1]。这里的“兼”与“体”
相对，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亲疏远近、没有等级差别
的爱，表现出墨子的“兼爱”是一种广泛性、普遍性的爱，这与儒家的仁爱有着相互区别，儒家将“仁”
扎根于宗法血缘关系，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尊敬父母、敬爱兄长对于“仁”的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仁爱带有一种血缘性和情理性，同时儒家也强调仁爱的顺序性，即“推己及人”，
主张先关爱自己的亲人，再去关爱别人的亲人。而墨子的“兼爱”则不计较亲疏远近，主张每个人应该
主动去爱他人，爱所有的人。
第二，墨子的“兼爱”是立足于实利基础上的爱。墨子认为“兼爱”的实施会产生“利”，《墨子·兼
爱下》指出：“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
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1]。墨子认为祸患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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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憎恶他人，残害他人，需要用“兼相爱”取代“别相恶。墨子反对损害他人的利益，他将他人利益与
社会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兼”带有一种功利意义，“兼爱”就是调和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
利益矛盾，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这也反映了墨子作为底层小生产者要求保护他人利益，重视实际
功利，重天下民众的现实利益的思想。
第三，墨子的“兼爱”是有原则和立场的爱。墨子要求普遍的爱他人，但是盗贼等危害他人，危害
社会的群体被排除在外。如在《墨子·小取》中指出：“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
世相与共世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
盗无难矣”[1]。墨子主张的爱是有条件的，要求我们不能损害他人利益，为天下“兴利除害”。
第四，墨子的“兼爱”是一种交互性的、相互的爱。墨子主张的“兼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相爱，
人人互利的理想社会。“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爱人者必为人爱，利人者必为人利。因此，这
种“兼爱”带有一种相互性，其视天下如一体，不分人与我，彼与此。“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
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
则不相贼；若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只有人人相亲相爱，人人互帮互助，整个社会才会和
谐，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第五，墨子的“兼爱”是具有可实现性的爱。许多士子非难“兼爱”，认为其难以做到，墨子批判
了这类说法。墨子认为先圣六王都能够亲自实行，从《泰誓》、《禹誓》、《汤说》等典籍都有“兼爱”
思想的记录，比“兼爱”更难做的事情都能做到，因此，“兼爱”是容易实现的，并且要求统治者能够
推行“兼爱”，人们群众能够主动实践。

3. “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平民哲学家的墨子提倡的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
思想在当代仍然有较大的现实价值。
第一，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弘扬和培育优良家风，促进家庭和谐。 墨子提倡的“兼爱”要求父
子间慈爱、孝敬，兄弟之间融洽、和谐，这对于家庭和谐有重要的教化意义。《礼记·大学》指出：“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上讲话时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4]。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墨家的“兼爱思想”在家风培育方面的重要价值，倡导长辈与晚
辈之间互敬互爱，塑造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墨家“兼爱”思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兼爱”思
想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和谐互助的良好氛围。“兼爱”思想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充分汲取“兼爱”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和道德精髓，与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5]。尤其是当下社会环境下，
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应该通过运用媒体大力宣传“兼爱”思想，鼓励大众
践行“兼爱”思想，互助友爱，着力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消除不和谐的社会因素，形成互助友爱的和
谐社会。
第三，墨家“兼爱”思想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墨家始终反对各种不正义的
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不符合“圣王之道”，也“不合于百姓之利”。
“兼爱”从外交层面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对待其他国家就好像对待自己国家一样，即“视人之国，若视
其国。”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墨子提倡的“兼爱”思想对于促进各个国家和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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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以“兼爱”作为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形成各个国家之间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
新局面，共同谱写人类和谐发展的新篇章[6]。
第四，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墨家“兼爱”
思想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人类
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等越演愈烈，人类也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墨家“兼爱”思想虽然只注重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将这种和谐关系
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因此，我们要积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总结
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墨家思想的
精髓——“兼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中孕育着墨家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的人文关怀和
对美好生活所构建出的未来理想，我们要注重挖掘墨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
实现墨家思想的“复兴”，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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