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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兵圣”孙武，在世时辅
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入郢，

北威齐晋”， 扬名于诸侯之间；

后世又因一部《孙子兵法》而享
誉中外。孙武的兵学思想，来自
于过人的禀赋和对兵法的浓厚
兴趣， 来自于齐国的兵学传统
及家学渊源， 也来自于他在大
量实战指挥中不断反思、 总结
的经验。

2000多年来，《孙子兵法》不
仅得到曹操、李世民、戚继光等
人的推崇， 而且被翻译成 20多
种语言在海内外传播， 成为外
交、商业等领域中广泛采用的策
略，拥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在这
部兵学巨著中，用兵的最高境界
不是战无不胜，而是“不战而屈
人之兵”， 就是说不通过直接交
战来使敌人屈服。

对此话的解读，向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

这只是一种虚设的幻想而已；也有人提出，这集
中体现了孙武思想的精华。那么，为什么说用兵
的最高境界是“不战”？又该如何实现“不战而屈
人之兵”？

从历史背景来看，东周早期的战争还带有
西周“军礼”的痕迹。尤其是，春秋前期的战争
确实时常避免直接交战， 转而凭借军力威慑、

会盟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到了春秋中后期，战
争规模扩大，过程更加残酷。战争一旦发动，对
国家、对百姓而言无疑都是灾难。所以，古人既
认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也讲“兵者，凶器也”，故“圣人不得
已而后战”。

从战争的影响来看，作战前的筹备给百姓造
成极大负担。一旦战败，不仅将士殒命，还可能导
致灭国的后果。孙武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

非危不战……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
之道也。这就是在提醒发动战争的决定一定要异
常慎重，决策者要保持高度清醒。军队的存在、战
争的准备，最终目标都是保国安民，而不是穷兵
黩武去满足国君的个人喜怒。任何情绪或鬼神观
念的干预，都可能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孙武进一步提出， 用兵之法要 “全军为上”

“上兵伐谋”，要更加积极、更加迅速、更加周全地
进行筹备。由此，就对主帅谋划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并涉及政治、外交力量的综合比拼。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上千次战争，其中不乏
在交战前通过瓦解政治联盟、展示军事实力等手
段来使敌人放弃开战的意图。

比如，春秋中期，晋国联合秦国攻打郑国。

郑国国君听取臣子的建议， 派烛之武去劝说秦
国退兵。烛之武见到秦穆公之后，分析攻打郑国
的危害。他谈到，秦国灭掉郑国，最终只是拓展
了晋国的土地。晋文公这个人并不守信用，一旦
晋国变得更强大，就会成为秦国的威胁；相反，

如果保全郑国， 可以让郑国成为秦国在中原地
区的补给中转之地。 秦穆公认为烛之武的分析
有道理，转而与郑国订立盟约，放弃攻打郑国的
计划。

从这则史事不难看出， 凡是能成功避免交
战的实例， 都是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争取
主动的。在孙武的军事战略思想中，“不战”并未
否定作战的必要性， 而是出于切实利益考量而
强调慎战，既不盲目挑起战争，却也从不畏惧战
争。战争一旦开始，就要竭力调动谋略和机变来
应对， 争取战争的胜利， 同时避免不必要的伤
亡。这不仅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而且要将谋略使
用到极致的状态。

■ 施云江

■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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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融合，开启和平理性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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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迁徙与全球化

智人在埃及开启的酋长部落文明，具有
特定的生存逻辑： 族群按血缘关系设尊卑，

行为模式通常是吃了大的易的，再吃小的难
的，吃完了小的难的，人群就分化了。这种生
存体制和资源匹配关系决定了酋长政治形
式要么是内部排斥、争斗、征服，要么是边缘
弱小者受排挤迁徙。

历史研究显示，智人每隔 1万年左右就
有一次大迁徙，先后形成了两河流域、印度
河流域的文明。大迁徙是智人被逼无奈的最
大创新， 无意中却实现了最早的全球化。不
过，埃及、两河、印度三大古文明都没有延续
到今天。沿着历史的踪迹去追寻，可以看到
有两个瓦解人类效率、降低生产力的思想因
素：一个是不团结，主张自我优先，引来猜
忌、 仇恨和战争； 另一个是搞独自尊大，用
“强人的善”扭曲了“万众的善”，使得众人之
道难行。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最早的埃及法老
宗教文化，其传播的范围比想象中大。有人
说，中国的三星堆文化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痕迹。为什么法老文化传到三星堆附近后就
没有再往东蔓延呢？答案就是，当时的中华
大地已经形成了跨血缘、跨部落融合的政治
文化。

从 3700 年前摩西率众逃离埃及来看，

一方面埃及法老政治仍然处在沿袭旧制以
及人口、 资源不匹配的持续分化瓦解之中；

另一方面摩西沿传统血缘酋长文化创新，寻
求“上帝”来指引前行之路。但是，后来的两
次圣殿被毁， 证明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此
后，西方族群的演化沿着传统血缘关系以及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开始纷纷争抢唯一
的 “上帝”， 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猜
忌、仇恨状况乃至走向战争。

相较之下，6800 年前的中国出现了伏
羲女娲跨部落的合作，一举打开了部落酋长
政治的孤立体系。它本质上是生产力差异化
融合的创新，最终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
想盛宴。

中国理性孕育成长

2.3万年前， 有一批人类进入云南后在
当地散居；2万年前， 第二批人类沿长江东
下；后面的一批人类，一部分在 1.4万年前向
西到达西藏， 另外的大部分向北到达成都。

一万年前，成都羌人又分化，一支向北到达
甘肃天水成了伏羲部落，另一支继续向东成
了女娲部落。

6800年前，伏羲部落借由畜牧业创新实
现了崛起，开始向东扩展。此时，女娲部落由
狩猎向农耕转型。两大部落遭遇后，完成了
跨部落、 跨血缘新型生产力关系的融合，促
进了巫文化与和平理性文化的融合，进而形
成了中国源头的唯物理性。

一般认为，伏羲是理性、和平、合作的代

表；女娲族又称女巫族，巫字上面一横为天、

下面一横为地，两边两个人在讨论关于天与
地的道。伏羲与女娲的融合，是一段极其生
动的历史。

据说，伏羲沿渭水一路向东，跋涉数千
里后遇见了女娲部落。于是，三个神话传说
流传开来： 开始是一个灭顶洪灾的故事，接
着是更为著名的女娲补天，第三个是伏羲女
娲成婚后又开始重新造人的故事。

单独来看， 这三个神话传说没什么逻
辑。但把它们连起来，历史谜题就可以破解
了：千里之外的父系部落向东进兵，打败了
还没有成功转型的母系部落。 落后社会的
天塌了， 于是女娲部落不得不向新兴力量
求和，最后是两个部落融合在一起。这反映
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智慧。 伏羲双鱼图与
女娲巫文化八卦的结合， 形成了中华文明
的一大源头式图案。由此，传统智人封闭的
酋长血缘政治关系得以打破，和平融合理性
由此形成。

治世理性逐渐成熟

这一理性源头，又是如何进入文字传播
和应用的呢？

4500年前，炎黄部落再度融合，社会得
到大发展。仓颉为让炎黄两大部落识别库存
牛羊物资， 而开始尝试以实物象形来造字，

但也没能把伏羲理性导入文字。 事实上，要
将这个理性导入文字，单用仓颉的象形造字
法是不够的，还要有“象形+会意”的创意才
行。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呀！

到了帝尧时期，帝尧的次女女匽随夫来
到江南沙冈。她惊讶于海浪一浪一浪越过海
滩，就造了一个“巛+田=甾”字；对一种随浪
而来的鱼造了个“鲻”字；又将运送鱼的车称
为“辎”。随着以贝为币的规模扩大，女匽用
“贝”字与其他社会关系，又组合造出了“宝、

贵、贤、庆、买、贮、赊、贪、责、败、贞”等 11个
字以及 30多个“会意+象形”的字。

从“贞”字，可以进一步看到货币起源的
巨大影响。甲骨文之前，占卜的巫师自称贞
人。最早的“贞”字是在香炉鼎字上，加一个
两手向左上的卜字。 女匽看到货币对社会
关系的巨大变化， 便将卜由右向左上改为
由左向右下，将对天卜改为对地卜，并把下
面的鼎改为贝。这个改变，也将巫文化中的
以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从而将中国理性
纳入唯物的轨道。这些都在《周易》中得到了
表达。

随着文字功能的完善，思想理性逐渐得
到继承和弘扬。当《周易》在经由老子传承和
孔子传播之后，伏羲理性正式成为坚固的中
国唯物理性，并形成了“凡事和为贵，百善孝
为先，人人求出息”的经典教义。由此，中国
在象形文字中形成了一个不排他的、开放式
的思想体系。

后来的应用， 要数汉武帝最为神奇。他
休养生息用道家，反击匈奴用法家，安定秩
序用儒家。这种针对不同社会状态会采用不
同治世理性的做法，显示了以唯物为引导的
治世理性在汉代就已非常成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3600年前的甲骨文
有 5000多个字符，今天可读的有 1600多个
字。现代研究认为，用 1000个字就可以概括
95%的日常用语， 用 2000个字就可以概括
98%，用 3000个字就可以概括 99%。这是中
国文明持续不断的百善理性，也是文明长期
不断的依赖所在。

不断深化人类合作

文明的中断，意味着家破国亡、流离失
所，生存优化自然无从谈起。万物是社会的，

社会是理性的。 如何才能让人类免于灾难，

如何让社会持续获得生存优化的效率？酋长

政治引导的丛林法则与打开部落实现融合的
政治引导，哪一个会成为人类未来制度设计优
先的选项呢？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复兴，应该可
以提供启发。

如果是丛林法则，就会必然引发物竞天择
的生物竞争， 结果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现
实中， 人类的生存优化如张扬和激发个人才
智，确实可以让社会变得进步。但是，一个社会
如果容忍无序竞争甚至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剥
夺他人生命， 显然不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发
展。生命安全无法保证，生存优化自然无从谈
起，那么这个制度中的民主、自由是否就与人
类的根本需要存在矛盾呢？

另外，资本主义制度又能否代表人类未来
呢？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矛
盾是不可调和的，“剩余价值”挡住了人类生存
优化效率之路。事实上，从中国唯物理性的角
度来看， 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民族片面性、

局限性，也是违背人类公共效率要求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所选择的制度是遵循自
我理性又一次选择了符合客观要求的大道。资
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其内部矛盾运
动的不可调和性本质上没有改变。

总的来看，丛林法则的内在矛盾不可调和
性愈发显现，人类也已越过生产力远远不能满
足基本需求的低门槛时期。 在此大背景下，人
类需要选择不断深化的大合作。 而跨民族、跨
血缘、 跨国界的大合作有需要依赖货币创新、

信用创新。

货币最早起源于权威信用，但很快又锚于
金属铜，接着是海贝、金属币、纸币、数字币等。

货币在追求应用效率的同时，也不断追求自身
的简便易用。历史证明，任何货币都是要有信
用锚地的。人类走向新的大合作的货币锚地又
在哪里呢？有研究认为：物权天下，才能信满天
下。未来货币一定要挂在人类劳动价值的文明
成果之上。

（作者为上海典龙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研究员）

有研究认为，5 万年前非洲智人走出沙漠的第一站来到尼罗河， 开启了部落酋长式政治血缘关系演化的
历史。当酋长政治濒临瓦解前，又乘势引导形成君权神授理念，并利用丛林法则来设计社会制度。然而，当不
同民族同抢一个“上帝”时，猜忌、仇恨、战争就相伴而生。人与人的战争尚可劝阻，但“神与神”打架，谁来劝
呢？在世界的东方，伏羲女娲部落的创新融合，开启了酋长政治向跨血缘合作政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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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慈父张谦义，因病于 2019年 2月 5日 2时 17分

不幸逝世，享年 90岁。

慈父的丧事从简，于 2月 9日火化后与慈母尹金
凤合葬，长眠在福乐山庄。

在此，感谢各位老同志、亲朋好友及医护人员在
父亲住院期间给予的关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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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12日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老战士，上海报业集团享局级

离休干部，解放日报社原经理部副经理钱江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 于 2019年 2月 9日 22时 50分在上海龙华医院逝
世，享年 98岁。根据钱江同志生前遗嘱，丧事从简，不举办
任何追悼仪式。

特此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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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址公告
解放日报广告门市部由原汉

口路 281号搬迁至威海路 755号
4202室。
电话：63510135、22898558

各率家属 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