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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 Ch’ien Mu said that the war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as artistic. However, by the time
Warring State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severe. The war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by the retention of Zhou Li, at least in the surface. The principles
of Zhou Li are that people should respect the etiquette and credit, and abandon the massacre and
chea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ose principles were carried by each
country. In Zhou Li, “Li”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worshipping etiquette, condoling etiquette, hosting etiquette, army etiquette, and celebration etiquette. The army etiquette is consisted of the etiquettes of directing military affairs and marching before the war, challenging and
fighting in battle, and returning after victory as well as consecrating the captures. And, it also can
restraint the behavior of commanders and his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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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穆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可说是一种艺术化的战争”，而到了战国时期则是“真赌生命之剧烈
战争也”。这种区别，在于春秋时期相较于战国时期，“礼”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被完全毁弃，尊礼轻
诈，重信慎杀，“礼”在军事活动中依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周礼将礼划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而
军礼涵盖了战前治军，行军；战时致师，作战；战后班师，献俘等各方面的礼仪，同时，亦对统帅和士
兵作出了行为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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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1]。春秋时期，战争和祭祀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孙子有云，“兵者，
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孙子生于春秋后期，从他的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看
出，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经不再像原始社会只靠“舜舞干戚有苗自服” [3]这种形式上的威压就能取得胜利
那般温和，其战争惨烈程度和战争规模都有了很大层次上的提升。然而，春秋又毕竟不同于战国。钱穆
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可说是一种艺术化的战争” ([4], p. 71)，而战国时期则是“真赌生命之剧
烈战争也” ([4], p. 88)。这种区别，在于春秋时期相较于战国时期，“礼”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被完全
毁弃，尊礼轻诈，重信慎杀，“礼”在军事活动中依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周礼将礼划分为吉凶宾
军嘉五种，而军礼涵盖了战前治军，行军；战时致师，作战；战后班师，献俘等各方面的礼仪，同时，
亦对统帅和士兵作出了行为上的约束。可以说，军礼，就是当时各国的军法，亦是当时的国际战争法。
本文将分别论述军礼在春秋时期军队的战前，战时，战后的具体体现，并简要分析军礼对后世所产
生的影响。

2. 战前准备
2.1. 占卜
《周礼·春官·筮人》 [5]有记载，“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
春秋时期战争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之一，战争之前必然要经过占卜。
春秋时期有专门的卜官，曰“大卜”，军事上的占卜行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战前的占卜，《庄子》
中有“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 [6]；《左传》中“卜之以守龟于宗祧”之
语，可知战前占卜行动一般是在宗庙中进行的。
占卜一般有以下几种目的：一种目的是预测战争的胜败，以确定是否发动这场战争。《左传·僖
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前，秦穆公请卜徒父占卜，“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
‘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三乘三去，获其雄狐”。另一种目的是选择将领。哀
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及巴师至，将卜帅”，这是选择统帅；韩原之战，晋惠公“卜右，庆郑吉。”
右即车右，即战车上持戈的护卫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
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这是选择御者。总而言之，战前的占卜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整个
战争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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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祭祀
《礼记·王制》有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 [7]其中“类乎上帝”指祭天，
“宜社”指祭地，“造祢”指告庙。军祭天叫类祭，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
的名义去惩罚敌人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后代多将祭社(狭
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
最为重要的是告庙。《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告庙中亦有祭祀过程，是向祖先和神灵说话，并且所说的话全部都要“示于朝”，公诸于众。
随后颁发兵器和车具。春秋时期，兵器藏于国家，有兵事则颁发，战争完结后，亦要收回，如《左
传·隐公十一年》，郑伯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此大宫即是郑国的祖庙。
在出征前，一般还要用牲畜，或者俘虏的血涂在鼓面上，名为“衅鼓”。当时人认为，将祭品的血
涂在鼓上，祖先就会借助鼓声引导军队走向胜利。

2.3. 迁庙
军队出征前，既然告庙，则是受祖宗之意征伐。因而军队出征(尤其是君主亲征)往往首先要迁庙。
《左
传·成公十二年》杨伯峻注云：“古代行军，必将先代君王主位载于车上同行”。《左传·鲁成公十六年》
中，晋楚两军大战，楚君望晋军开战前准备，晋军“虔卜于先君也”。《礼记》 [7]有云：“天子巡守，
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 [7]周代礼制社会，强调等级差别，因而天子和诸侯迁庙的规格
也有所不同。《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
大祖之庙而五。”若无法迁庙，则以币帛代之。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
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
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 [7]

3. 战时礼仪
3.1. 临战之礼
《左传·成公十二年》中记载鄢陵之战前双方的战斗准备：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
州犁待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
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
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这一段基本可以概括春秋时期军队交战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巢车即瞭望车，主将可以登上观察敌军
形势。从这一段可看出，除了召集高级军官进行战前会议，以及塞井夷灶，表示破釜沉舟这些延续到后
世战争的基本活动之外，“卜于先君”、“听誓”、“战祷”这些活动比较有春秋特色。下面一一分析。
上文曾讲，春秋时期，军事上的占卜行动一般有两次，一次在出兵前，一次在交战前。如《左传·哀
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齐丘之役：“将战，长武子请卜。”哀公二年，赵鞅攻范，临战占卜，结果把龟
甲烤焦了。两次占卜要么被主帅拒绝，要么没有结果，均与胜负无关。可见交战前的占卜大多没有战略
意义，倒更像是主帅为了坚定自信心和提升士气。
听誓即是战前誓师。战前誓师在春秋之前的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尚书中还有多篇《誓》文。一方面，
《说文解字》云，誓，约束也。如此则誓师就有战前“约法三章”，令行禁止，命令赏罚的功能。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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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哀公二年》赵鞅对将士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
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
罚也。”明确规定了赏罚细则。其次，誓师的作用是宣传出师的正义性，那么誓师首先就要攻击对方的罪
行。“范氏、中行氏反易天命，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随后，便要宣传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寡
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
战祷即战前祷告。战祷的目的是希望鬼神保佑军队取得胜利。鄢陵之战除了战前祷告之外，白天两
军交战未决胜负，晚上，晋军再次“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可见战祷是非常重要且频繁的。《左传·哀
公二年》，恶战之前，卫大子祷曰：“会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
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
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这是祈求个人不要在战场上受伤。鲁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
向黄河祷告：“献子以朱丝系玉二，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
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这是
为自己的行军安全祷告。简而言之，祷告的对象一般是自己的先祖和山川之神，而媒介(或者说祭品)一般
是美玉。这和中国古代重视祭祀有直接关联。

3.2. 请战
春秋时期并非没有“不宣而战”，这种战争一般被称为“袭”，不过往往为当时人所不齿。正规的
战争礼仪还是以“伐”为主的。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杨伯峻注曰“声罪致讨，
钟鼓堂堂曰伐”，那么既然是伐，就要有“声罪致讨”这一环节，相当于后世的下战书。
请战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义正辞严地数落罪行，例如非常出名的《吕相绝秦》；一种是属于战前
的文斗，例如鲁成公二年，齐侯派使者向晋军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晋国对答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
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双方虽不出语气有礼有节，但绵里藏针，一方
面表示自己的礼节，一方面又表现出绝不屈服的勇气。再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子玉使斗
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故意把战争说得轻而易举，表现出自
己的胸有成竹和居高临下之感。而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则以一种不卑不亢，刚正有礼的态度回应之。

3.3. 致师
致师即挑战。《周礼·夏官·环人》：“环人掌致师” [5]。郑玄注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
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可见致师当时是一种普遍礼仪。但致师也分两种。一种纯属个人行
为。春秋时期的军队和秦以后的军队不同，由于是贵族统帅贵族，实际上上下级并没有像后世那样的绝
对领导权，不听指挥擅自行动的将领比比皆是。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
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将领有着很大的作战自
由，因而他们可以用致师这一方式显示自己的勇武或者是谋取战功。
例如晋楚邲之战前，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
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
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而后来晋军追上，他们的弓箭只剩一支，便射杀一只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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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献给追兵的首领鲍癸。鲍癸认为他们“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放弃了追捕。同样，晋国的
魏锜反过来也去楚国阵营致师，被追兵赶上的时候也射杀了一只麋鹿，结果追兵也放弃了追捕，可见这
种行为也是受到当时的普遍认可，并不认为是一种过分的挑衅。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是主帅派遣勇者致师以挫伤对手锐气。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
伐楚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
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
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即使是受到御者的报复，身处险境，两位战士的勇猛
和镇定也使得这次致师大获全胜，同时也表现出其优雅的一面。

3.4. 交战
春秋初期作战，规模很小。齐桓公争霸时士兵不过三万人。待至春秋中期晋楚争霸，双方军队总数
往往超过十万，甚至二十余万。这也就决定了春秋早期的战法较为简单，兵车并列横阵，一分为左中右
三军，双方正面冲突。其后春秋中期渐为发展，有了佯退诱敌，奇袭埋伏等等战术，但战争的残酷性和
机变性尚不足与战国相比[8]。
春秋的战争模式基本上是战车先冲锋，待决出胜负后步兵跟上，战车是绝对的主力。
与后世主帅大多坐中军帐不同，春秋时期主帅甚至君主往往会身先士卒，而且多有受伤者。例如《左
传·僖公二十一年》宋楚泓之战，宋君伤股；《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公“不介马而驰”，
险些被俘；晋军主帅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鄢陵之战，楚共王带头冲锋，被魏錡一箭射穿左目。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依然是尚武的时代，战争除了为了追求最后的胜利，依然要展示作为一军主帅的个
人威严。同时也说明当时战场的死亡率也不是很高，否则一国之君也不会如此轻易犯险。
至于作战中，战士(绝大多数是贵族军人)在杀敌时也有着基本原则，然而戎事以杀敌为礼，类似于宋
襄公这种恪守着上古时期“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
不成列”游戏规则的统帅几乎没有二例，况且春秋时代的礼制也不再像西周那样稳固，桓公五年郑国人
箭射王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也有许多事例证明了当时亦有许多贵族还是给予了敌方相当的尊重。
鞍之战时，齐侯战败逃亡，晋国大夫韩厥在后驾车追逐，齐侯御者邴夏建议射杀韩厥，齐侯认为“谓之
君子而射之，非礼也”，最终被追上险些被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
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
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
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郤至在混战中依然对敌军统帅楚王行礼，
楚王也派使者问候，这种场景也只有春秋时能见得到了。

3.5. 逐奔和俘虏
司马法有云：“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晋文公退避三舍，就是在贯彻古法，取得道
义上的优势。但是实际上这条礼仪在春秋时期大多数时候是一纸空谈。晋文公退避三舍，楚国子玉依然
穷追不舍；鞍之战晋军追逐齐军“三周华不注”，必然也是不止百步。不过春秋时期并不像战国时期一
样“尚首功”，例如晋楚邲之战后，晋人战败，“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
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可见并不对俘虏和追杀十分看重。这实际
上也是保持了“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这种原则。
春秋时期捉俘虏的意义一般不出三种，要不就是抓平民当奴隶(杨伯峻注)，要不就是抓贵族换赎金，
如“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又或者是换己方的被俘者，如邲之战后，“晋人归
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战国时期，士兵往往生擒或者斩杀俘虏以换取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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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秋时期这种“首功”制度还未诞生。
如果要俘虏的人是君主，那么还有另一套专门的“殒命之礼”。鞍之战韩厥俘虏齐王(实际上是逢丑
父)时，“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即殒命之礼。襄公二十五年，“郑公孙舍之帅师
入陈”，“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少一加璧，可能是因为陈国较齐国小的缘故。
左传注疏曰：“彼虽败绩，犹是国君，故战胜之将，示之以臣礼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贵贱之义”，
可见即使是俘虏，春秋时期还是对君主有着相当的尊重。

4. 战后工作
城濮之战后，“秋，七月丙申，振旅。”振旅即整众班师。鄢陵之战前，郤至曰：“韩之战，惠公
不振旅”，就是婉言惠公战败的意思，可见振旅是战胜之后才能做的工作。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
文公班师，“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 据杨伯峻注，恺即凯，即凯歌之凯。《周礼·大司马》
[5]云：“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郑注引司马法云：“得意则凯乐，凯歌，
示喜也”。其后是告庙，呼应战前，向宗庙报告作战成果。隐公五年“归而饮至”后杨伯峻注：国君出
外，行时必告宗庙，还时亦必告宗庙。《左传·桓公三年》曰：“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
告于宗庙”。杨伯峻注曰：“返，应亲自祭告祖庙，又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 随后是策勋。桓公二年
“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於策，言速纪有功也。”策勋，
即是书劳，在宗庙中向祖先报告战果的同时，将将领的功劳书写在书册之上，以表示国君不忘大臣之功。
最后君臣饮酒，即是饮至。一场战争就就此结束了。

5. 后世影响
春秋时的军事礼仪几乎在后世绝迹。究其原因，其根本是战争的目的改变。春秋时期的战争是称霸
战争，也就是说，目的是获取霸主地位，得到其他国家的服从，这可以从齐桓公多次帮助小国复国，而
楚王攻入郑国首都，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表示服从之后亦没有将郑国灭亡等事例看出来。而战国之
后，周王朝彻底沦为摆设，统一中国则成为一切战争的根本目标。其次是铁器促使了兵器的发明和发展，
使得战场上的伤亡率大大增加。除此之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北方的马匹进入中原，机动力高度
灵活的骑兵代替了战车兵，直到清代，依然是中国战场上的最主要力量。再者，参与人员由贵族转化成
了农民。这些改变使得战国以后的战争惨烈程度大大增加，春秋时期的军礼已经不合时宜。最典型的例
子是唐至德元载(756 年)十月的陈陶斜之战，唐军主帅房琯摆出的战车阵被安史叛军打得丢盔卸甲，证明
了后世任何希望复辟春秋模式的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
春秋时期军礼的外在模式，除了个别的固定规则，例如击鼓进军、鸣金收兵、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等
等，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但内在的精神却在后世的将领身上有所体现。春秋时期的军人富有贵族精神，
使得他们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杀人机器，更有其儒雅守礼的一面。后世的将领，凡是能在青史上留有一席
之地的名将，都是有文化，讲礼仪，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春秋时期这些将领的贵族精神。而《春秋》对于
这种儒将而言，更是必读书物。例如三国末年的羊祜和陆抗，互为敌人，却君子相交，互送书信酒药；
诸葛亮、岳飞、袁崇焕等人，除了战功赫赫之外，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而只会杀人的武夫注定难以
有大的成就。中国大地上从来未少杀戮和流血，但历史上那些受人崇敬的将领，他们受到的崇敬不仅仅
是来源于战功，更多的是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的伟大的人格素养。

6. 结语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以礼治军、治兵虽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其作为军事文化之源对后世仍有重
大影响。以礼治军中对战争性质的理念之认识等，对开启后世军事伦理学具有重要理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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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真研究中国军事文化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以礼治军，将是研究中国军事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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