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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ve Thousand Words of the Tao Te Ching contain Laozi’s concept of war and peace 
in the world. He believes that as long as the country “does not take the military as its strength to 
master the world”, war can be avoided. In addition, Laozi believes that seeking peace in the world is 
the way for countries to coexist harmoniously. He also hold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tactics is the 
key for winning the victory, and “doing nothing” is important, which means that letting nature to 
take its course is the key step toward dominating the world. Defen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ttack, 
and this is how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inaction” be applied in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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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经》五千言包含了老子的战争观与天下和平的理念，只要国与国之间都能“不

以兵强天下”就可以避免战争，国际之间修“水道”与“水德”行处下之道谦下之德，谋求

天下和平，国与国就能和谐共存。老子认为应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赢得战争，目的是“以无

事取天下”；应以守为主，原则是“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无为”哲学思想在军事上

的应用。 

1.引言 

从战争哲学的视角研究老子，就可以在《道德经》五千言中分析出老子的战争与和平的

辩证思想。老子的政治思想是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来达到天下和平，以进攻掠夺为特性的

“有为”战争是与老子思想对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

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这是

对老子战争与和平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活学活用。 

2.战争与和平：“有为”与“无为”的哲学 

老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是 “以无事取天下”，“不敢为天下先”，每个国家首先要道德自律，

然后，通过“守”以奇用兵对待那些狂妄的“有为”战争，最后赢得战争，这是老子处世哲学中

的退守、谦下原则的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具体表现，是老子“无为”哲学思想在军事上的应用。

就是张召忠说的：“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但我们必须要做好战争的准备。”2老子的“哀兵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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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骄兵必败”的军事思想，是对“有为”呈勇斗狠的霸权主义者的警示。老子还认为科技发明

的“利器”，是国家混乱民生凋敝的根源。 

2.1“无为”不是不抵抗  

老子说：“夫惟兵者不祥之器”，战争不是好事，如果非要发动战争，也是被迫“不得已

而用之”，国家之间不要军备竞赛好勇逞强，即“不以兵强天下”就可以和平共处。 
首先，老子阐述了“无为”的军事哲学，即后发制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军事战略思

想。老子说：“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道德经ꞏ69 章》）

具体地说就是不做“有为”的进犯者，而采取守势；不敢前进一步，而宁可后退一尺。老子认

为：“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道德经・67 章》）逞强

好胜必败无疑，心怀慈爱，坚守或出战都能克敌制胜。所以，仁爱之心才是战争与和平的法

宝。 
其次，“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道德经ꞏ69 章》）即兵之大忌在麻痹轻敌。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ꞏ69 章》）

用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来理解“三宝”，其意是说在战略战术上要是麻痹轻敌就是死路一条。

尤其是第三宝“不敢为天下先”，是让军队处在有利的位 
置，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对有为的制胜法宝。老子进一步解释说：“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那么骄傲、麻痹、自大、轻慢，就不会勇、广、成器

长，就会向不利的方面发展转化，就会失败。朝鲜战争时期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 1950
年 11 月面对兵力部署不清的中朝军队，武断认为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建议对中国东北地区

大轰炸，杜鲁门政府有恐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把战线划在鸭绿江以南。11 月 24 日，

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让美国士兵“回家过圣诞节”。结果在 12 月份被中国军队打得大败，向南

撤出了三八线。这就是骄傲自大、麻痹轻慢的下场， 
老子的“慈为万物慈，俭为万世俭，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为天下谋太平的思想旨趣。只要

人人都能够谦让卑下，从不逞强或争霸，人人、家家、国国和天下不就处于和平安泰之中了

吗？”3如果都好勇斗狠，利益之争各不相让，天下真就是永无宁日了。资源有限争夺无限，

国与国之间真要搁置争端学学“无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硝烟未散，“伊
斯兰国”又开始猖狂作乱，加之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使得大批难民不断外涌，形成“二战”
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潮。这是悖逆老子“三宝”的。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5 年底，全球共有约 6000 万流离失所者，4其中，逃离本国、前往他国谋生的难民数量约

2000 万人，估计已有超过４６万难民和非法移民渡过地中海前往欧洲，其中大约３８４０人

死在途中。5 
看到那些处于动荡或战乱之中的国家和流离失所的难民，我们反对战争，不就是慈吗？

美国每年在中东消耗的军费就有六千亿美金，没有战争这些钱不就节俭了吗？ 
第三，哀兵必胜与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老子认为两军实力相当的时候，悲痛的一方可

以获得胜利。“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ꞏ42 章》）张松如认为：“今人或谓老子

以退为进的方针，在军事方面，则表现为以守为主，以守取胜的主张。这条总的作战原则是

不对的，但老子提出的不可轻敌和双方兵力差不多相等的条件下，悲愤的一方将获胜等见解，

还有它合理的地方。”6公元前 207 年项羽率领 6 万楚军会同后期参战的各诸侯义军，同秦将

章邯、王离所率 40 万秦军主力在巨鹿决战，项羽叔父项梁战死。这年底，项羽怀着必死的决

心率军渡河，破釜沉舟，断绝秦军粮道，一鼓作气，以一当十，经过九次激烈战斗终于打退

章邯，活捉了王离，围困巨鹿的秦军被瓦解。这是老子“哀兵必胜”与孙子“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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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ꞏ九地》）的典型战例。 
老子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道德

经・67 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符合老子的人民战争的理

念，这对达到后发制人的持久战的战略目的，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作用和积极意义。

统治者如果平时爱护老百姓，外敌来犯他们会积极参与战争，统治者才能战必胜守则固。天

意要援助的是正义之战，就会用慈爱来保护。毛泽东的官兵一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老

子的“慈”。在老子看来，人民战争是决定军事进攻或防御成败的决定因素，胜利的根本在于“兵
民”的团结一致对外抗敌。 

2.2“无为”的治国方案与“以奇用兵”的战略思想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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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经ꞏ57 章》）这是借“圣人”之言，阐释的“无为”思想，就是说应以“无事取天下”。老子在百姓

贫困、国家昏暗、物欲横流、盗贼泛滥的混乱时局面前，提出了“无为”、“好静”、“无事”、“无
欲”的“以正治国”的治国方案和“以奇用兵”的军事策略。 

“以奇用兵”，是说用兵是一种“兵者诡道也”的奇妙和诡诈行为，就是不按惯常思维行事，

要想象奇特创新创意的超常思维，才会出奇制胜。治国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

正？”（《论语ꞏ颜渊》）做官要正，不正就无法治国；用兵要奇，用兵讲术，“正”就无法用

兵，变化莫测不按常理出牌，才符合战争不正常的规律，是国家秩序混乱下采取的一种非常

手段。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形下，老子提出了“以奇用兵”的战略思想，具体表现为“不为天下

先”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 
“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的战略手段，在政治上占理，不首先挑起战争，在战略上顺应了

民意赢得了民心，这是人民战争最重要的因素。老子强调“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
治理国家靠的是政策和策略，而不是不义之战的巧取豪夺。老子反对战争，并不是刀枪入库，

他把战争作为万不得已的终极选择，“不得已而用之”是自卫战争的手段。又告诫自卫战争的

发动者，即使胜利了，也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所以，老子的战争思想包含了反战和自

卫战争的悲天悯人的复杂心态。 
实行“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的战略手段，这在战术上是一种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军

事观察准备阶段。对于知彼，熟悉对方的兵力部署、军事设施、侵略意图等；知己，军备情

况、民众安全、国家财产保护，还有兵力分配、各兵种协同作战、战略方案制定等等，都要

有个科学、妥善、安全的准备过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这个道理。 

3.反对工艺技巧，主张“不以兵强天下”  

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正是诸侯争霸战乱不断民生凋敝时期，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道德经ꞏ46 章》）和谐社会太平盛世春和景明人们赶着马车送

粪种地；战火袭来连年兵荒马乱，连临产的母马也要上战场把马驹生在旷野荒郊。他不忍目

睹这兵荒马乱的战乱景象，于是辞掉官职西出函谷浪迹天涯，就说明了他对战争和乱世的极

大厌恶，这样看来他反对发明创造，就有了合理的因素。 

3.1 反对工艺技巧 

老子在《道德经》第 57 章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工艺技巧，反对科技发明的主张，认为这是

引发社会混乱和战争的根源。胡寄窗说：“老子把工艺技巧认定为社会祸乱的原因，他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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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7不能不说老子犯了极左错

误，其实是科技与人文的冲突。科技进步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科技尤其是军工科技也给生活带来了灾难。核电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新能源，爆炸

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科技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对环境与生

态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在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轰

炸造成的伤害遗留至今，辐射后遗症造成的癌症、白血病和皮肤灼伤等的伤痛依然折磨着幸

存者。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小说《路》描绘了这种景象：“城市几乎完全被烧毁，自然界中

的树木花草也被烧毁，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世间的一切皆笼罩在厚厚的灰尘之中；天下万物

失去了支撑，在灰蒙蒙而又阴森森的空气里无所无靠。核爆十年之后，地球仍是废墟一片，

寰宇间阴暗冷凄。白天灰暗如黑夜，夜晚冰冷不堪；周围的森林是幽暗的，大地依然是荒凉、

静寂而邪恶。”8老子反对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尤其反对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这是爱人和

对生命的尊重，“老子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最早的‘以人为本’的
思想基石。”9 

3.2“不以兵强天下”解决国与国的利益之争 

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道德

经ꞏ31 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毛传》）按中国夏商周传统礼俗，

朝官尊左，左主阳，代表男性、光明、喜庆、吉祥，因此朝拜祭祀等居左为尊；右主阴，代

表女性、黑暗、丧葬、战争等，所以燕饮、凶事、兵事居右为尊。另外左吉右凶也是预测事

情好坏的一种方法，比如到今天民间还有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的说法，抱拳礼以左抱右，谓之

抱凶。这也是符合夏商周礼的，今天民间仍沿袭男左女右的区分。这说明中国自古民俗礼仪

是把战争当做“不祥之器”来看待的，因为战争是死人的丧事，所以属阴、凶事、祸事，即使

胜利也要“以丧礼处之”。 
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化时代，远隔千山万水手指轻轻一按一座城市瞬间灰飞烟灭，就是

毁灭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也是顷刻之间的事。老子的“道”是探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提
出用顺应自然的“无为”思想来治理天下是符合“道”的，劝告君王不能用战争手段强取豪夺，

才是人类和平共处的根本。“洛克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平和睦的状态。”10 
“不以兵强天下”解决国与国的利益之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30 章）二战中德、意、日三元

凶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图谋以战争逞强天下称霸天下，侵略他国“师之所处，荆棘

生焉”，生灵涂炭，民生凋敝；自己的国家也落了个一片废墟，二战中德国死亡近千万，日本

死亡六百多万。正如老子所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物极必反的自然规

律，违背这个规律，害了别国，也害了自己。习近平以和平、发展、治理三大赤字指明人类

面临的严峻挑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时代方向。11这是符合老子战争辩证法哲学思

想的英明论断，新世纪世界各国必须拉起手来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才会避免战争享受和平。 

4.国际之间修“水道”与“水德”行处下之道谦下之德 

    这是说的国家素质问题，其实是决策层的问题。每个国家都谋求修“水道”与“水德”行处

下之道，那么整个国家国民素质就提高了，决策层的素质就会更加提高了，这样，每个国家

都能安静下来，像水一样处下不争，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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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水道”是处下之道，在对待外强入侵时坚守正义赢得国际支持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本来就该如此的样子，也是自然之道，生命之道，科学之道。当“道”
以万物本源的身份出现时，与水没有什么关系，是老子在发现这个“道”体时，要寻找一个客

观实在物作参照作比喻来加以解说。在寻找中老子是痛苦的，这正如孕育新生命的诞生，老

子对“道”是这样描绘的：“是谓无状之状，是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

其后。”12水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神秘的景观，所以，“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ꞏ21
章》）以水与道作比是老子的重大发现，“上善若水”，“水”不但形状与“道”相像，而且品质

依然相像。“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德经ꞏ4 章》）“道”像个容器因

为“空”才给人用不完的使用余地， “渊兮似万物之宗”，江河湖海的渊深广大，是孕育生灵万

物的摇篮。 
老子是这样阐释 “水道”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道德经ꞏ78 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ꞏ43 章》）“滴水石穿”，
水性至柔，却无坚不摧；柔能克刚，气势凶猛，有洪水猛兽之喻。“柔弱”属阴性，比如孩童、

女性、水等，其中包含有坚韧不拔的性格。老子的“水道”是他“无为”思想的形象化阐释，把

它应用到军事战略上，就是“不得已而用之”，后发制人，方能“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因为

胜利在正义一方，骄兵必败，哀兵必胜。1948 年 5 月 16 日，也就是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早

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 4 万军队进犯以色列。战争一开始，以色列总兵力只有 3.4 万，飞机

33 架，仓促应战节节败退。以色列总理急电驻联合国代表要他游说联合国协调停火调整军备。 
6 月 11 日，阿以双方同意停火四周。就在这四周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建起了一支正规的以色

列国防军，又得到了来自天下各地的犹太人捐赠的新型轻重武器。当 7 月 9 日阿拉伯联军再

次进攻之时，以色列军队牢牢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针对联军主力埃及军队溃败，联军即溃

的弱点，一鼓作气连败埃军，埃军败退，联军节节败退。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以色列完胜。
13以色列“不得已而为之”打了一场以少胜多，以有义对无义的自卫战争，充分证明了老子“柔
弱胜刚强”的军事论断。 

4.2 水德就是谦下之德，在对待国际事务上就是要谦让尊重、处下不争 

老子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王侯自称孤、寡、不毂。”（《道德经ꞏ39 章》）

这是“柔弱胜刚强”哲学思想的延伸到王者之道，“贵贱”、“高下”两对矛盾相互依存，王侯因

此低调自贬。就如王者，高高在上不需要荣誉，没有贪欲，王侯才会活得玉石般硬气，才会

王者天下。老子继续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

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道德经ꞏ61 章》）

这是“柔弱胜刚强”哲学思想延伸到大小国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拿水的上下流与国的大小作

比，这上下大小的矛盾，下和小又好比雌柔，“柔弱胜刚强”。大国对小国谦下忍让，小国就

会信任和依赖大国，反之，小国对大国尊敬礼让，大国就会包容小国。懂得这个道理，还要

把握自己的分寸，“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道德经ꞏ61 章》）就是说大小国都要懂得克制，大国不要过分想凌弱小国，小国不要过分

顺从大国，假如都克制不住怎么办？大国应该谦忍为上，就是大国要有胸怀。在《道德经》

第 66 章，老子提出了“海纳百川”无与伦比的包容气度：“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

故能为百谷王。”这一章，老子再次强调了因水居下，而百川归之。而引出君王欲在民上，必

法江海谦虚、“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这样，天下就没人能与他争了。老

子在告诉人们：治人，需治心，以人格魅力征服人，比用法制约束人更有效，对于我们教育

工作者来说，也许一次谈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游戏，会比一次训诫管用得多。 
“处下”“谦下” 的水德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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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拉美。不论是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国，还是有１亿多人口的大国，习主席都同样以诚相待，生动

诠释了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14 “习式外交”符合老子提出的大小国家都要具备

水德的修养，居上处下互相尊重，才会避免战争实现天下和平的“水”道。 
国与国之间形式上有大小，国格上无大小，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也不能因为小因为

穷就摆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争强好夺，从而实现各国和平共处的和谐发展格局。在南海

问题上美国就是好事者，隔了个太平洋手就伸过来了，插手南海搅局，目的就是要充当天下

老大，从中获利。2016 年 10 月 21 日，美国以兵强天下军舰未经中方批准擅自进入南海，闯

入西沙群岛的中建岛和伍迪群岛 12 海里，不但严重违反国际法，更是蓄意挑衅。中国海军舰

机在现场第一时间采取了应对行动，海军“广州”号导弹驱逐舰和“洛阳”号导弹护卫舰，对美

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也进行强烈谴责。国与国之间都要

主动谦下，互相尊重，不能以老大自居，挑拨菲律宾、越南这些小国挑衅中国，最后毕竟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水德就是柔德弱德，在《道德经》第 78 章，老子强调了水的柔弱：“天下柔弱，莫过于

水”。紧接着，又盛赞水的坚强：“而攻坚强者，莫知能胜。”在此基础上，老子赋予了天下君

王承担国家耻辱，承受国家灾祸的责任：“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柔弱如水，比如婴儿，比如女性。智者如水，水给人的启示是否还可以理解为：“心如止

水”，随时以心灵的宁静，来完成个人的积累与修为，最终无声胜有声。 

4.3“上善若水”是老子水德的哲学总纲，是谋求和平必须坚持的外交准则。 

1.水有“处下” “不争”的崇高品德，体现了道的特征。“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ꞏ8 章》）恍惚无形的水的形状与品质最接近老子之“道”，
水，随物赋形，俯首操劳甘于奉献，这是人类高贵品质的象征。“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

而不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德经ꞏ34 章》）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而甘居卑下的美德，

“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这种人格化的美德正是“道”的特征：“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道德经ꞏ2 章》）老子以水德的“不争”精神，提醒国与国外交

做到“为而不争”。这种“不争”，并不是认输服软，也不是闭关锁国或固步自封；他的“不争”，
是一种积极的“恬淡为上”态度。他提出国与国外交要努力去“为”，“为”是礼让包容协调关系

互通有无，要像“利万物”的水一样，看着别国好，自己开怀笑，天下和平共荣是“为”的方向。     
2.“处下”是“不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老子说：“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道

德经ꞏ32 章》）老子从水德提炼出道的特征，进一步以水比喻阐释“道”。就是说有“道”的奉献，

才有天下的归依，正如千条河川归江海一样。老子又把道理提升到治国，说：“治大国若居下

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道德经ꞏ61 章》）治理国家君主要有守住阴柔，甘居人下勇

于奉献的精神，这正如“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统治者也是

这样，“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道德经ꞏ66 章》）统治者要处理好“上下”“先后”的矛盾，谦虚处下，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

于别的国家利益之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子从水的处下而成大江大海

的这一客观现象，提醒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要以“处下”的态度，具备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避

免战争赢得和平。 
大国科技发达资源丰富军备强大容易产生“以兵强天下”的骄横作风，容易犯穷兵黩武的

过失。美国以反恐为名推翻萨达姆政权和发动利比亚战争，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天下霸主地位，

再就是石油利益。大国强加小国的利益之争，是对小国的欺凌，势必会遭到武力的反抗，从

而引发战争。老子的水德对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十分实用的哲学思想，深谙此道对处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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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战争一旦开启地球就面临毁灭，“春秋

无义战”，或许多读读老子，就可以参悟透“道”的“惚兮恍兮”，不争谦下，这样天下就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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