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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思想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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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

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墨子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墨子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建设、社会构建和公民个人修养的塑造方面
提供了丰富资源和依据，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之一。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仅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根植于优秀的墨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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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 “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

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

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遭到破坏，诸侯各国之间频繁爆发战争。与此相随，代表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将社会

新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也在不断兴起，这些思想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方面进行了概括。从国家层面标注

和言论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代表了不同阶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追求的价值目标，从社会层面揭

级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种种预想，并且他们通过不断努力，

示了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从

力图使当时各国统治者接纳自己的思想，践行自己的主

公民个人层面回答了我们育人方面的价值追求。习近平

张。墨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张、思

总书记强调指出： “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想，并且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

合了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观，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的

一、墨子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

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源

［1］

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从新时代中国的现实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发，
更要结合历史，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

和生态文明所追求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为基础，提出

史文化悠久，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作为中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是与“五位一体”的社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墨子思想在社

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相对应的。墨子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不容忽视。

化的优秀代表，为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建设方面提供了重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战国前期，社会政

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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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墨子节俭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富强观

民参与政治管理的思想家，具有明显民主政治思想的雏

墨子常把强国和富民联系在一起。面对当时国家不

形”

［3］ 42

。

富、人民不众和刑政不治的社会现象，墨子提出节俭的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上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就 是 民

法。他认为可以通过“节用”“节葬”“非乐”这些主张，使

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

穷国变富，弱国变强。墨子“节用”思想是从国家实际出

是社会主义优越于其他社会之处。墨子“尚贤”思想是站

发提出的。他认为，为了减少不必要浪费，要停办一些不

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他主张应由全体人

必要的礼仪、祭祀活动，以此节省费用。而且墨子认为节

民参加选举，而不是实行世袭制。墨子的这一主张与当

俭的原则应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够增

前我们倡导的民主政治观相契合。

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反之则废止。圣明

（ 三） 墨子非攻思想也内含着文明观

的君主“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

“非攻”思想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它不仅包含着和

［2］69

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节葬”是“节用”的

谐理念，也内含着建设文明世界的思想。“非攻”理念是

延伸。墨子反对“厚葬久丧”，认为此举伤财伤民，影响百

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建立在“兼爱”思想基础之上的。

姓劳作，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殉葬习俗，认为人为地剥夺百

墨子认为要兼爱就必须“非攻”，因此他谴责大国对小国

姓生命，更是残忍。所以提出应实行节葬即简易的埋葬

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天下之巨害”。战争不仅对小国

［2］69

法： “棺三寸，足以朽骨； 衣三领，足以朽肉。”

“非乐”

无益，对大国也是沉重负担，战争造成的伤亡不可胜计；

是墨子节俭思想的重要内容。墨子反对统治者和王公大

同时也使劳动力大量减少，无论对小国还是大国，最终受

臣们纵情声乐，他认为这不符合民众利益。墨子认为当

害的都是劳动人民，所以墨子反对战争。当然，墨子强调

时的劳动人民面临三个重要问题，即吃不上 饭、穿 不 上

其“非攻”反对的都是不义战争。对于一般国家来说，积

衣、得不到休息。如果上层阶级沉迷于音乐享受，必然会

极的军事防御是必要的，并且把国家防御看成是关系国

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也会造成大量财物浪费，因

家安危祸福的重要问题。所以，墨子是支持正义战争的。

此墨子反对“为乐”。

他主张受侵略的国家应该奋起反抗，只有正义战争才能

墨子的节俭思想和强国富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出的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是一致的。强国富民是

制止、消灭不义战争。由此可见，墨子“非攻”思想具有辩
证色彩。

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其他方面目标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社会之所以进步，其标志之一

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同

就是由野蛮战争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国自古就是

时也要将开源和节流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文明之国，有着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以文明作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中就有严格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与墨子思想

遵守廉洁从政、厉行勤俭节约等有关规定，这正是开源节

相一致的。我们主张建设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仅在国内，

流的重要体现。现阶段，我国正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明确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亦是如此，也要“非攻”。

提出限制“三公经费”，“三公改革”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 四） 墨子思想中的和谐概念最为突出

这都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措施。

首要表现在于他的核心主张“兼爱”。“兼爱”作为墨

（ 二） 墨子尚贤思想中蕴含着当代的民主概念

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其学说的伦理规范，自始至

墨子认为，“尚贤”是国家为政的基础，它影响着一个

终贯穿于墨子的理论和实践中。墨子的“兼爱”主张是针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墨子认为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很

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的，当时的各诸侯国“别相恶，交

有必要任用有才能的人。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墨子列

相贼”，形成一种割据混战状态。墨子认为，其社会现状

举了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人任用贤能的事例。墨子的

源自人们的“不相爱”，所以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他

主张实际上是要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他提出用人应

认为，只有实践“兼爱”，才能阻止所有的混战和祸乱，才

唯才是举，不分亲疏贵贱，要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发挥其优

能使天下大治，社会才会和谐。“兼爱”是墨子提出的治

点和长处。墨子的主张否定了宗法制和特权 阶 层 的 优

理乱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人人平等、

势，提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就应被选任。墨

和谐的国家和世界。再者，墨子的“非攻”主张同样表达

子“尚贤”的倡导也扩展到整个社会，他认为对所有人都

了一种和谐观念。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

应一视同仁，积极为下层劳动者争取政治权利。墨子的

该和平共处，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战争对交战双方

“尚贤”主张“使得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明确让平

来说不仅劳民伤财，更是有害无益，破坏了社会和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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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提出“非攻”，并且墨子竭力为其主张奔走于各诸侯

律平等，不应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应和平共 处。“尚

国之间，劝说各国君主停止战争，和谐相处。

贤”中提出任用贤能之人、唯才是举就是主张对所有人一

和谐的发展理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视同仁。墨子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为下层劳动人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力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我

民争取平等权利。“节用”“节葬”等主张中有反对浪费社

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

会财富之义，但主要也是基于王公大人们穷奢极欲，而广

念，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是结合我

大劳动人民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而提出的。

国发展的现实和时代发展要求提出的目标和追求。当今

由此可见，墨子思想中平等观念是极其明显的。

世界是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世界各国

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

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不

在法治国家，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规定，没有人可以享

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在政治、安全、生态等各个方面亦

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

是如此。各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解决共同面临的问

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种人人平等的法律规定也正

题上，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以“兼爱”“非攻”思想去

是在墨子思想中体现出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关系，反映了

解决问题，才会达到互利共赢，才会形成和谐共处局面。

当时下层民众渴望平等，追求平等的愿望。

二、墨子思想为社会层面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追求提供了丰厚滋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

（ 三） 墨子同样十分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墨子“尚贤”主张提出要重用贤者，至于如何判断贤
者，他提出了标准： 贤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既包括高尚的道
德，又包括丰富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墨子提出 的 贤 者 标
［4］50

正、法治的社会。虽然新时代与墨子生活的时代已天壤

准： 一是“义”，二是“能”

之别，但墨子思想中蕴含的治世理念对现代社会建设仍

“义”放在首位，即在德与才的关系上，主张德是第一位

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的。墨子主张“尚贤”，给所有人公平参政的机会，打破了

。从墨子的主张来看，他将

（ 一） 墨子的主张中体现了自由观念

任人唯亲。并且墨子将任用贤能作为为政之本，将其上

墨子提议普通人应有言论自由，允许他们公开议政，

［2］70
升到“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高度，可见，贤者对

这对国家是有利的。他认为，如国家统治者制定的法律，

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墨子提出“尚贤”，重视贤

使下臣因畏惧而不敢拂逆，那才会是国家的 祸 患，所 谓

者，给所有有才能的人以机会，是其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

［4］26

“君修法讨臣，臣摄而不敢拂，四患也”

。法律赋予个

人自由权利，这是难能可贵的。墨子通过辩证思维“利取

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公正，其实就是公平正义，

大”“害取小”，解释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当然，墨子在谈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要求，公正就是国家和社

自由时，也提到了自由的限度，他认为自由不是无限的，

会要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权利、平等权利，要

任何自由在“关乎天下大利的大节上，都要以天下大利为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机制，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落到

［5］88

准则”

实处。墨子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

墨子自由观念与我们今天理 解 的 自 由 权 利 是 一 致
的。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表达的公民精神层面
的追求，它既包括人的自由意识，也包含着对生存和进取

观的要求无疑是契合的。
（ 四） 墨子思想中特别彰显了法治的规范作用，是具
有民主法治雏形的

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古往今来劳动人民

墨子认为每个社会都应有其法仪，这是评判一切的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墨子对自由的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

最高尺度，在法仪面前没有私情。他认为“天志”即是最

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高的法仪，它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应成为人类行为的标

（ 二） 墨子思想体系中处处体现了平等观念

准。墨家学派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团体，正是

墨子的核心思想“兼爱”“非攻”“尚贤”等无不体现

基于他们重视法仪的缘故。他们有自己的纪律，这就是

了平等观念，以致于方授楚认为墨子之根本精神“一言以
［6］107

墨者之法，这个法墨家子弟必须人人无条件执行。当然，

。在墨子看来，兼爱是无条件地

墨子思想中的法治观念是比较原始的，但在春秋战国时

爱一切人，不分亲疏和贵贱，总之，兼爱精神就是平等精

代，在人治盛行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超越，是一种先进

神。此平等精神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在德才面 前 人 人 平

的思想观念。

蔽之，则平等是也”

等。从“非攻”这一点来讲，墨子认为无论大国、小国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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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法治概念，并将依法治国提升到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树立

利，社会各阶层都要各从其事，各司其职，以达到国家之

法律权威，使人们形成法治观念和思维，真正让法律和法

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寒冷

治走进人们心里，从而敬畏法律。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掌

的人得到衣服，劳作的人能够得到休息”。墨子还特别强

握权力的人来说，只有形成法治理念，严格依法办事，才

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提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劳动，

能防止权力滥用，减少甚至杜绝腐败现象产生。

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他劝导人要积极参加 劳 动 生 产。

三、墨子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墨子及其后学，不仅说服别人去工作，而且他们自己也是

在提升公民个人修养方面提供了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的目标
要求，即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公民道德建设

从业者。他们的一系列科技发明就是从劳动中取得的。
并且墨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劝说诸国统治者采纳其主
张，也是一种敬业表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求公民要有敬业观念。

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公民道德水平的最重要尺

敬业、奉献是对每个公民在职业方面的基本要求，爱岗敬

度。墨子思想在育人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特别重视

业是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它要求人们干一行爱一行，爱

个人道德修养要求，其思想主张为现阶段我国公民的培

一行钻一行，其实质就是要求从业者对他们的工作极端

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负责并尊重每项工作。墨子劝导人们积极从事生产劳动

（ 一） 墨子思想主张的出发点是爱国
墨子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当时社会现状混乱、人民渴
求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此墨子提出以“兼爱”来解决问题。

的寓意亦在于此。
（ 三） 墨子对诚信推崇备至
墨家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倡导言行一致。他对诚

他认为，引起一切祸乱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彼此“不相

信的重视在其义利之辩中表现明显。与仅仅强调正义重

爱”，这既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国家与

要性的儒家思想不同，墨子非常重视正义，同时也主张不

国家之间，所以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兼爱”。他

能忽视利益，倡导正义与利益相统一。他强调“兴天下之

认为“兼相爱，交相利”，要求“视人之国，如视其国”，如此

利，除天下之害”，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重要标准，认为世

便能避免天下乱源，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能和睦相处。

上最珍贵的就是讲求道义。另外，墨子讲求诚信还表现

墨子“兼爱”是一种超越只爱己国的大爱国论，他将“兼

在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甚至为了理想而牺牲生命。墨

爱”看作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认为只要人们都自觉兼

子及其弟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周游列国，劝说诸

爱，那么自己的国家就可以避免祸乱，爱他国 即 是 爱 己

侯国统治者接纳他们的主张，不辞辛苦，身先士卒，不怕

国，这便是墨子思想中所表现出的爱国逻辑。其“尚贤”

牺牲，所以庄子称之为“墨家都愿意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

思想同样出于爱国的思考。他认为只有贤才才能拯救国

领袖献出生命”。墨子及其弟子的轻生重义、敢于牺牲的

家，主张统治者应任用贤能之人。墨子节俭思想是其治

精神，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重要体现。

国方略之一，他从当时国家不富、人民不众、刑政不治的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社会现象出发，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目的就是想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华

通过这些主张使穷国变富，弱国变强。墨子是基于国家

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

利益的考量而提出这些思想主张的。

高尚的人格力量，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扎根立

墨子思想中的爱国理论对我国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提

足的基础，它不仅对公民，而且对国家和社会而言也都具

供了借鉴和思考。爱国主义是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当

有重要意义。当前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

前我国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能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

们要从墨子讲诚信的观念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民族的传

但也存在着少数人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自私自利的

统美德进一步发扬光大。

思想和行为。社会上的奢侈浪费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相
符，我们应从墨子思想中得到启发，严格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去做。
（ 二） 墨子敬业观念从其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中可见

（ 四） 作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兼爱”是他强调修身养
性的重要内容
“兼爱”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包含人与人之间应当
和谐相处的理念，也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处的主
张，此外，还包含着友善思想。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
该和平相处、互爱互利，应秉持友善的思维对待彼此，形

一斑
墨子在谈到“兼相爱”“交相利”时提出，为求天下之

成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与“兼爱”相呼应的“非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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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友善理念。墨子的“非攻”主张人与人、国家与国

进行游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现了他的政治主张。比

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以战争为基础，而应是一种和平、友

如在鲁国，鲁穆公接纳了墨子的主张； 历史上有名的“止

好、
和谐、共生的关系。所以友善是墨子思想体系的题中

楚攻宋”就是墨子成功实施“非攻”思想的范例，是墨子

应有之义。“兼爱”与“非攻”是相通的、一致的，兼爱就必

“非攻”理论的最佳实践。

须“非攻”。

总之，墨子及其弟子不是坐而论道，而具有强烈地社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的目标，与人

会参与意识。他不仅阐发了自己的主张，更可贵的是积

为善是公民的可贵品质。但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迅猛

极参与社会实践，践行自己的主张。也正是基于此，才形

发展，人们的物质条件有了极大提升，功利主义却使人与

成了墨子的科技思想，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之间的关系变的淡薄与冷漠。现阶段提出培育公民的

正因其学说既有理论魅力，又重视社会实践，符合广大劳

友善品格，重塑公民的友善品格意义重大。从墨子思想

动人民要求，所以墨学在战国初期和儒学一起成为显学，

资源中提取滋养，培育公民友善的价值目标，使中国传统

其弟子众多。墨子强调实践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符合我

文化焕发出时代活力。

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

四、墨子思想注重实践的品格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有契合性

党的十八大不仅从理论上提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注重在现实生活中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将社会

墨子及其弟子不仅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积极

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将其转化为

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践行他们的主张。墨子思想体系中

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所体现的是一种救世献身的情怀。墨子及其后学是“以

记与北京大学师生交谈时，也强调了实践在树立和培育

天下为己任的楷模”，其可贵之处表现在他们具有持之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青年人要“笃

恒，不怕牺牲的实践精神。

实”，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实处用力，从知行

墨子思想注重实践的首要表现就是广收弟子，传播

［1］

合一上下功夫，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从墨子及其

墨学。墨子提出，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

弟子实践精神中汲取营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

需要无数贤能之士，所以他广收弟子，讲学布识，发展教

上下功夫，从我们身边做起，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

育，逐步形成自己的派别。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形成具有

化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并形成一种理念和信仰，将它推广

自身特色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墨子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希

到全社会，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望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认识、接受他的主张，传播其主

［参

张，以此来改造整个社会。
墨子非常重视社会物质生产，并积极参与生产劳动。
墨子是中下层小生产者的代表，因此他的理论也是从中
下层民众利益出发逐步形成的。墨子主张国富民安，要
［2］79

兴天下之利，要社会各阶层都“各从其事，各司其职”
［2］80

强调“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

，

。墨子不仅劝导别人积

极参与生产，而且身体力行，埋头苦干。正因为如此，在
生产劳动过程中，发明了一系列民用和军用器械，逐步形
成了独特的科技思想。
墨子周游列国，广布政见。墨子 基 于 当 时“礼 崩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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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社会现实，不仅提出一系列救世主张，而且还积极
奔走各诸侯国，游说当政者，以期贤君接受其主张，实现
其救世理想。墨子主要在同一时期的鲁、楚、卫和宋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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