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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
——— 在西方启蒙主义坐标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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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墨家的刑事法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皇冠上的一颗外观相对暗淡但内核极其丰富的明
珠。条分缕析而言，墨家著作中已经隐约蕴含了犯罪形成之原因、违法性判断之依据、犯罪认定之标
尺、刑事处罚之目的等现代刑法的价值构造；除此以外，罪刑法定主义、人人平等、自助行为正当化等
理念在《墨经》中亦可初见端倪。以上思想往往被认为滥觞于欧洲民主启蒙时代，故本文对墨家的思
想光芒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等进行比较范式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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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珍视被放逐的墨家刑事法思想
俯察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浩浩长河，百花齐放的先秦时代法律思想争妍斗奇，堪称中国法律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
古代律令中的官吏治理策略与规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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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源头滥觞”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滋认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１〕在此基础
之上，他有着鞭辟入里的阐述：“在轴心时期出现的思想运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深刻塑造所有这些
文化随后的全部历史。”〔２〕毋庸置疑，先秦法律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孕育———甚至现代法
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令后人叹为观止。
晚近以来，伴随着“德润人心”的理念与“以德治国”的政治需要，法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日
益重视，“复兴孔孟”已蔚然成风。因“轻罪重罚”而被贴上“重刑主义”标签的法家思想虽逐渐遭遇
旁落，却仍能够在“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但是，被误解为缺乏法律研究价值的墨家思
想却鲜有问津。
事实而言，正如杨鸿烈先生那一针见血的论述，“墨子的法律思想以正义为标准”，〔３〕而这与
自然法学派对法价值的阐释 〔４〕不约而同。此外，现代宪法理论中也能寻觅到墨家思想的蛛丝马
迹，“《墨子》证明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价值极高的宪法思想萌芽，即关于政权产生、监督、
更替的思想，治国方略，基本人权保障，权力制约”。〔５〕 墨家思想的研究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花园里百花齐放，墨家思想对彼时法家的思想的形成也有着推动作用。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教授的表述，墨法两家秉持同一种思路，只不过发展程度不同。〔６〕 墨子
虽然意识到人性恶之倾向，主张以法为仪，消弭天下治乱，但仍渴望以“兼爱非攻”来应对社会之流
弊。反观法家，它似乎走向了一个彻底的极端———以个人道德与良心建构起来的 “自律”不堪一
击，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法来实现专制法治主义。在此意义上而言，墨家的法律思想———尤其
在关涉自由与生命的刑事法领域中———同法家思想一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以西方启蒙主义 （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时期的刑事法思想为参照
物，并非一种主观上的刻意“选择”。比较法视阈下的有意对比往往有穿凿附会之虞，难怪陈寅恪
先生慨叹，“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
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７〕
相反，在对墨家思想中蕴含的刑事法理念抽丝剥茧时，正是某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笔者将视角缓
缓地移向１８世纪以降的欧洲大陆———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踩在恣意专断罪与刑的专制主义刑法
之上，发出罪刑法定、刑罚之于一身的惊世呐喊，袅袅的绕梁余音至今浸润着现代刑事法学。先秦
时期的墨家思想与近代欧罗巴刑事法思想在笔者的视角中逐渐靠拢，华夏大地上先哲们高瞻远瞩
的思想再一次让人折服。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墨家刑事法思想的发轫竟然比西方早了整整两千
年。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战国以后，墨家正统之学的地位江河日下，最终被裹挟入中华文化的沙
漠之中，这种思想文明史上的无情放逐使得华夏本土未能与同时期的古希腊一样播下自由、民主
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这一
理论发轫于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具体而言，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
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孔孟墨等，这几颗璀璨的明珠至今泽被着现代文明。
〔２〕 ［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重印）》，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导论。
〔３〕 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页。
〔４〕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罗尔斯《正
义论》中将自己的立论基础放在一个理性或逻辑的假设之上，并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 “原始状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而以兼相爱为立论根基的墨家思想同样会使正
义在法律的价值中大放异彩。
〔５〕 任海涛：《墨子中的宪法思想萌芽》，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３４页。
〔６〕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５～２６１页。
〔７〕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论文集》，文理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６１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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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良种，进而未能更早地迎来以公民为本位的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的春天。
鉴于此，本文采用思想史考察、归纳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在儒、法研究的主流之中另辟蹊径，
以西方启蒙主义刑事法思想为参照物，以求对墨家刑事法思想进行比较法视野下的解读。

二 、挖掘墨家刑事法思想 ：以西方法律思想为观照
在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期，曾一度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墨家，其“显学”地位甚至不在儒家之
下。张国华教授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墨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库的一块瑰宝”，〔８〕具体对应
到专业领域，“墨家法律思想有不少可取之处”。〔９〕 事实上，墨家对犯罪和刑罚的论证在体系性构
建方面难以与法家相提并论，而是散逸在《墨子》一书的部分章节。虽飘散零落而不甚系统，但墨
家对刑法价值的论述犹如夜空中的点点明星，点缀着漆黑的苍穹。
经考察与整理，笔者总结出墨家刑事法的逻辑脉络：“兼相爱”的平等观———“交相利”的权利
观———“赏善罚恶”的刑罚观———“尚贤尚同”的君主观。
（一）不相爱：犯罪形成之原因
旧派古典刑法学派曾主张，犯罪源于个人自由意志支配下的某种必然结果。然而，１９世纪前半叶的
欧洲社会风云突变，以工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崛起，工人与雇主的抗争不断加
剧，供求关系失衡导致失业人数陡增，由此引发犯罪率的几何式倍增且持续居高不下。于是，犯罪学从
传统规范刑法学的羽翼中破壳而出，以社会防卫为本位的新派刑法观就此走到学术界的聚光灯下。
著名统计学家凯特勒（Ｌ．Ａ．Ｊ．Ｑｕｅｔｅｌｅｔ）以实证研究为范式，在焕然一新的维度上对古典刑法
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冲撞与革新。随后，来自意大利的龙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历史性地开创了犯
罪人类学派，将犯罪原因的研究对象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这一研究范式被其得意门生加洛伐
罗 （Ｂ．Ｒ．Ｇａｒｏｆａｌｏ）与菲利 （Ｅ．Ｆｅｒｒｉ）进一步发扬光大。 之后，德国刑法学鼻祖李斯特 （Ｆ．ｖ．
Ｌｉａｚｔ）将意大利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时至今日，现代犯罪学理论普遍认为，在基因、
遗传、性别等主观原因外，外部环境———诸如经济关系、贫富悬殊、政治、教育、风俗、气候、地域也
容易激发犯罪的浪潮。〔１０〕
事实上，我们也能从墨家思想中发现上述犯罪主、客观原因论的千丝万缕的痕迹。“盗爱其
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其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人，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
爱。”〔１１〕胡适先生对此精辟简练地总结道：“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犯罪的根本。”〔１２〕
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那富有教义地总结，“显然，一切现象皆与人性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
任何学科都会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回归于人性”。〔１３〕 如果与彼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法家思想相比
较，更能发现墨家思想对于犯罪原因论看法的弥足珍贵。法家将犯罪的形成原因简单地归咎于
人之本性———“好利恶害”，〔１４〕尤其在韩非看来，人际之间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皆挟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张国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０页。
同上。
参见张远煌：《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３～１５３页。
《墨子·兼爱上》。（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以下引文同样只注篇名。）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８页。
［英］休谟：《人性论》，台海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页。
《商君书·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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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心”。〔１５〕 因此，“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１６〕正是逐
利欲望的无限膨胀引发作奸犯科。笔者认为，人性之好利恶害固然是犯罪发生的主观因素，但绝
不能因此忽略对犯罪客观因素的深入挖掘，我们必须重视社会环境等因素对犯罪产生机制的重要
影响，否则刑法将会充满压抑人性的工具主义色彩，从而迈向重刑主义的深渊。
墨家强调，周天子时期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的动荡，根本原因在于“不相爱”。在他们看来，犯
罪的主观原因是民众之间没有达到“兼相爱”的境界，故出现偷窃、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
为。客观原因则是时下的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无度，对民众维持温饱的基本必需品巧取豪夺，用
于建造富丽堂皇而又不实用的王宫，酒池肉林的贵族消费与横尸遍野的民间惨状形成强烈的反
差，从而点燃了犯罪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先哲在分析犯罪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有着高屋建瓴的见解。譬如，以
改革家形象而流芳百世的管仲有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１７〕的精辟论断。墨家也不例
外，“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１８〕“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１９〕 这
其中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这种异于主流的呐喊在当时无疑具有启迪民智的意义。
鉴于此，“兼相爱”便被墨家奉为预防抑或解决犯罪问题的圭臬。墨家认为，惟有将爱推己及人，
才能出现“盗贼亡有，家不相乱，国不相攻”的和平盛世，进而实现“天下治”。〔２０〕 同时，统治者有必要
引导民众互爱互助，自上而下地形成“兼相爱”的大同格局。此外，墨家也没有忽视法律的惩戒功能，
对社会中出现的严重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行为，要予以严厉的惩罚，“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
周流天下无所种足”，〔２１〕易言之，为达致将犯罪防患于未然之功效，必须借助刑法之威慑。
（二）义与利：违法性判断之依据
在德日三阶层犯罪论的体系之下，作为位于“构成要见该当性”之后的“违法性”要素，承担着
出罪的重要使命。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前田雅英教授认为，违法性“实质的特色，在于用违反道义秩
序、缺乏社会的相当性等说明法规违反的内容”。〔２２〕
在此维度上，刑法规范的本质在于人类的普世价值意蕴，这种判断根据能够贯穿人类历史长
河的始终，历尽风浪的洗涤而永不褪色。事实上，在德国现代刑法体系中，虽然“社会相当性概念
具有极大的不明确性而有损法的安定，故已被淘汰”，〔２３〕但道义违法性理论经历了持久的大浪淘
沙，依然历久弥新。
与将义与利截然对立的儒家学派不同，墨家旗帜鲜明地主张：“义，利也。”〔２４〕应当说，“利”是
墨家所极致推崇的“义”的内容、目的与衡量标准，“义”是将“利”由书面教义转为现实的重要手段。
〔１５〕 《韩非子·外储说左》。
〔１６〕 《韩非子·八斤》。
〔１７〕 《管子·牧民》，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姚晓娟等注译。（以下只列篇目）
〔１８〕 《墨子·辞过》。
〔１９〕 《墨子·辞过》。
〔２０〕 《墨子·辞过》。
〔２１〕 《墨子·尚同下》。
〔２２〕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５年第６版，第３１页。
〔２３〕 Ｖｇｌ．
Ｃ．Ｒｏｘｉｎ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Ｉ．，４．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６，Ｓ．２９５ｆ．转引自张明楷：

《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４页。
〔２４〕 《墨子·经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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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墨家所言之“利”，乃“天下之利”。〔２５〕 一旦某种行为被判断符合“义”之标准，那么
便不会再受到刑法的苛责。
墨家的“义利并重”观在我国传统思想史关于二者关系的争论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们改变了先
人弘义轻利、压抑人性的枯燥说教，并在辨正 “交相利”与 “兼相爱”的关系方面极其富有洞察力。
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要想实现真正的义，唯有兼利他人，兼济天下。
与墨家同时肯定“义”与“利”不同，儒家素来主张 “正名”，亦即通过 “礼”之标准来判评是非。
譬如，儒家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而提出“亲亲相隐”“刑不上大夫”等著名的命题，但在墨家看
来，“爱无差等”〔２６〕必然衍生出判断犯罪的标尺应当公平的结论，而非屈服于尊卑长幼的等级秩
序。据《论语》记载，叶公偷羊，其儿子出庭指证、大义灭亲，最终使得叶公被依法处理，但孔子认为
该子触犯不孝之罪，因为这违反了“亲亲”之礼。〔２７〕 然而，墨子对这样的入罪标准十分反对，在他
看来，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应当渗透到法令的施行中，否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２８〕
同时，墨家还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２９〕质言之，通过提倡人民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
时尊重他人利益，来消除频繁的犯罪。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将“利”作为衡量行为是否符合“义”，亦
即是否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对传统理念中以“礼”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彻底
颠覆，动摇了西周以降周礼在犯罪体系中的主宰地位，不啻于一种理论上的伟大革故鼎新。
总而言之，墨家在“天下一准乎礼”的主流声外发出了“天下莫贵于义”〔３０〕这样掷地有声的号
召，使得违法性判断的依据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三）赏善罚恶：刑事处罚之目的
伴随着摆脱野蛮与走向文明，刑罚目的论经历从等量报应、等价报应，再到预防论的嬗变，这
是近代以来刑罚观发展的一大鲜明特征。现代对刑罚根据予以探讨的法哲学理论认为，刑罚的目
的主要在于预防犯罪，具体而言，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３１〕 “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
况，即立法者将特定行为规定为犯罪，却并未表现出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意愿与目的。因此，预防
似乎成为了首要且唯一普遍的刑罚目的。”〔３２〕一般预防往往依靠威慑来实现，“通过威慑进行一般
预防，意味着不是因为犯罪受到处罚，而是为了他人不犯罪才受到处罚，犯罪人成为预防他人犯罪
的工具”。〔３３〕 详细而言，特殊预防“通过刑罚的保安、威慑与再社会化功能实现”，〔３４〕也就是通过
惩罚犯罪来预防潜在的“危险人”，避免其走上犯罪的道路。
墨家认为，“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诅赏 ”。〔３５〕 同时，“赏必当贤，罚必当
暴”，〔３６〕是所谓赏罚分明且恰当。君主在封赏处罚时必须审慎，既不能滥用奖赏，也不能滥用刑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墨子·兼爱上》。
《墨子·非儒下》。
参见《论语·子路》。
《墨子·非儒下》。
《墨子·天志中》。
《墨子·贵义》。

通过对犯罪行为施以刑事处罚，使尚未犯罪的社会大众受到震慑而不至于误入犯罪之歧途，是为一般预
防；而通过教育改造来避免犯罪人再次施行犯罪行为的，为特殊预防。
〔３２〕 ［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霍姆斯法学文集》，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２页。
〔３３〕 ［德］ＣｌａｕｓＲｏｘｉｎ：《刑法中的责任与预防》，宫泽浩一监译，成文堂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页。
〔３４〕 ［日］城下裕二：《量刑基准的研究》，成文堂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３页。
〔３５〕 《墨子·非命上》。
〔３６〕 《墨子·尚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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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充分发挥赏与罚对人性的引导功能，使趋利避害之人性与赏善罚恶有机地匹配起来，最终达到
“劝之以赏眷，威之以刑罚”〔３７〕的效果。此外，赏罚的法律规则必须与时下的社会主流道德观相辅
相成，这也就是所谓的“上之所赏百姓之所誉”。
最重要的是，赏罚规则必须渗透着公平正义之理念，“赏善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３８〕 当
然，这种理念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同时又饱含着劳动人民朴素的政治理想，将“天之爱百姓”
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赏与罚的最终目的剑指何处呢？这需要我们从墨家的一贯主张———“尚同”中寻找答
案。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格局，有必要倚重某种公权强制力作为保障与后盾。“天子
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之，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３９〕遗憾的
是，“尚同”所追求的“壹同天下之义”，仅靠民众的自觉自律当然很难达致这一政治目标，于是刑罚
工具便应运而生。“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奖项
者，皆有法”，〔４０〕这也是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在墨家思想中的一大体现。
与同时代的法家相比，亦可发现墨家思想对于刑罚目的论证之全面与深刻。固然法家也有
“赏善罚恶”的相似论述，但法家对刑罚尤其是重刑的倚重有剑走偏锋之虞。《法经》开宗明义道，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４１〕，如何破解犯罪难题？“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４２〕，刑罚目的之实现
全然依靠惩罚与震慑。在此基础上，法家彻底否定道义教化的社会治理功能，“严家无悍妇，慈母
有败子，故法威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智乱也”〔４３〕，由此可见，在法家的视野中，法律的劝善作用
被消解，而禁恶的功能却被格外夸大。
最后，刑法轻重与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也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得以进一步厘清，亦即“刑罚深则
国乱”，“国家治则刑法正”。〔４４〕 反对刑法的触角过分地延伸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保证罚当其罪，
这其中蕴含的刑法谦抑性理念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史册中熠熠生辉。
（四）罪不在禁，惟害无罪：罪刑法定原则之确立
“没有罪刑法定，何谈法治。”〔４５〕现代刑法理论普遍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滥觞于英王约翰在
１２１５年颁行的《大宪章》，意在防止封建君主的罪刑擅断。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和卢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在社会契约论的立论根基上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之后，贝卡利亚（Ｂｅｃｃａｒｉａ，Ｍａｒｃｈｅｓｅ
ｄｉ）在其扛鼎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将这项原则予以明确化表述与论证———“任何超越法律限度的
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４６〕 现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Ｐ．Ｊ．ｖ．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独具匠心地描
绘出“法治国”之蓝图，并将这一原则的含义具体阐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
处罚。经过学界的不断扬弃与修正，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各国刑法典中业已成熟的“黄金法则”，
彰显着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亦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之人权保障机制。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墨子·兼爱下》。
《墨子·尚贤上》。
《墨子·尚同上》。
《墨子·法仪》。
《法经》。
《商君书·说民》。
《韩非子·显学》。
《墨子·辞过》。
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２页以下。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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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在整理文献时惊喜地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墨家的法律思想便悄然蕴含了这一充满理
性色彩的刑罚原则———“罪，不在禁，惟害无罪，殆姑”。〔４７〕 学界对此句的注释固然有所争议，但更为
权威的通说将之译为，“某人的行为如果不在被刑法禁止的事项之内，则其行为即使有害，也不应当被
认定为犯罪”。〔４８〕 马作武教授则进一步认为，“这是主张犯罪必须是触犯禁条的行为，如果行为虽然
有社会危害性，但法无明文规定，也不能以犯罪论之。这个观点其实是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原则”。〔４９〕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主义素来被奉为西方法律流派———主要是刑事古典学派独树一帜的先进理念。
那么，是否就此认为可以修改教科书的表述，将罪刑法定主义的发源地改为中国而使墨子彪炳史册呢？
笔者认为，分析某种法律原则或制度时，必须要根植于该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土壤。事实
而言，中国封闭的农耕文化决定了商品交换业很难繁荣，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更是导致一切以权
利与个人为本位的法律思想都被扼杀在萌芽之际。这种极其交错复杂的历史人文环境下孵化出
的中国墨家“罪不在禁，惟害无罪”不可与西方的“罪刑法定”相提并论。“随意把异域文化中因特
殊的背景和问题成长起来的事物奉为本土的权威，这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实质上的兼容性而陷入了
形式主义的泥潭。”〔５０〕在启蒙主义思潮中，自由与民主语境下的罪刑法定主义有着极为丰富的派
生原则，譬如，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等，处处饱含了西方公民对自由、
民主、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生生不息的渴望与追求。而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孕育而生
的罪刑法定更多地被赋予形式意义，故在实质内容与功能上与西方的“罪刑法定”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罪不在禁，惟害无罪”仍然不失为彼时阴翳的文化天空中一道理性的闪电，虽然如昙花
般转瞬即逝，但亦足以划破苍穹，留下震古烁今的惊鸿一瞥。
那么，墨家“罪不在禁，惟害无罪”的阐述对现代法治有何启发意义呢？我国《刑法》第 ３ 条旗
帜鲜明地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然而，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仍然难以完全贯彻，
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对空白罪状和兜底条款的任意解释而导致刑罚权力的恣意发动。以不久之前
的热点法治事件内蒙古农民王力军非法经营罪为例，王力军与妻子以收购玉米为业以谋求生计，
却因为缺乏“玉米收购许可证”而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早已被时代所摒弃，
适当设置空白罪状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及时应对层出不穷的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新型违法行
为。然而，空白罪状必须时刻佩戴“紧箍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刑法教义学的解释路径出发，对
《刑法》第２２５条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做出恰当解释，这是现代法治
意义上罪刑法定主义的必要内涵。司法者在对这一条款进行解释时必须遵守“并列条款同类解释
规则”，但是，无论如何，农民走街串巷收购玉米且月盈利不过几百元的行为都不可能与《刑法》第
２２５条前三项囊括的非法买卖外汇、出售彩票、从事电信业务等行为外延在法益侵害程度上相提并
论。概言之，司法工作者妥善利用解释技巧便会使罪刑法定主义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
（五）主客观相统一：犯罪认定之标尺
早在远古唐虞时期，“眚灾肆赦，怙众贼刑”〔５１〕的刑罚适用原则已经初具雏形，亦即因过失而
导致的危害行为可以在法律后果上得到或减或免的处遇。与之相应，故意犯罪则被予以从重处
罚。迨至西周，犯罪的主观方面构成要素受到进一步重视，故意与累犯从重处罚，过失与偶犯获得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墨子·经上》。
前注〔１１〕，谭家健、孙中原书，第２４６页。
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６页。
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５页。
《尚书·舜典》，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以下只列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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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宥处理。〔５２〕 由此可见，早在远古时期，刑事法律中便绽放着“刑罚个别化”的人性光辉。
墨家则将这种刑罚处理原则进一步发扬。巫马子历来声称“不爱天下，独爱自己”，这与墨子
心系天下、爱无差等的广阔胸襟大相异趣。巫马子认为不爱天下与兼爱天下虽然是两种相左的动
机，但产生的结果却几乎一致，于是他便质问墨子。墨子做出了回应。“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
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操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
夫操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在这段对话中，墨子举失火之例意在表
明———尽管行为结果可能相同，但支配结果的主观方面若有差异，亦即或善或恶，则因此受到的非
难与苛责便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孟子的上述理念与他的治国方略息息相关。巫马子希望独善其身，墨子则主张兼济天
下，人各有志，无可厚非。尽管从短期的视角来看，相同结果的外衣会暂时蒙蔽是非善恶的判断；
但长远来看，二者的效果高下立判。独善一身源于自私自利的行为动机，势必酿就顾影自怜、各人
自扫门前雪的社会环境，则天下大乱；兼济苍生的情怀则肇始于利他的主观动机，终将产生“兼相
爱”的大同社会，则天下大治。
从西方刑法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刑罚的目的共存在两种理念的分野：其一是将犯罪行为视为
刑法规制的中心，其背后的法哲学价值蕴含是报应刑理论；其二是侧重于惩罚犯罪行为人之“恶”，
这是以预防刑（尤其是特殊预防）理论为根基建构起的主观主义思路。启蒙主义思潮澎湃而来后，
伟大的思想家们勇敢地鞭挞片面归罪的封建刑法，孟德斯鸠听闻有人因为做梦割断皇帝咽喉而被
处死的真实惨剧后，义正词严地对此批判道：“这是大暴政！即使他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从未付诸
实践，法律责任的正当根据应当是外部行为。”〔５３〕
经比较可见，１８世纪中叶以来，关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争论素来聚讼不休。如何将
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不论是刑事古典学派（旧派）的客观主义，抑或是刑事实证学派（新派）的主观
主义，都未能如愿解决。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代刑法思想中便可以寻觅到“主客观相统一”的
理念，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先哲的刑事法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至今看来仍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那么，在当下司法实践中，如何通过借鉴吸收墨家思想中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智慧结晶，消弭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巨大鸿沟，进而实现二者的融会贯通呢？以我国刑法典为例，《刑法》
第１４条、第１５条分别规定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律内涵，第１６条则将缺乏主观罪过的不可
抗力与意外事件排除在犯罪圈之外，第１８条明确规定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分则各罪名不论是叙明罪状抑或空白罪状，皆表明或至少暗合了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是犯
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以共同犯罪为例，倘若某行为人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而出现同伙无法
预料的实行过限，那么其他行为人对实行过限部分引起的刑事责任不予承担。又如单位犯罪问题
中，被告单位的罪责应当与主要责任人以及单位内部其他人员的刑事责任区分开来，切不可混为
一谈。此外，还要注重发挥这一原则在区分不同犯罪的罪质时的辨析功能，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为界限。概言之，司法工作者应当时刻心怀正义，
目光穿梭于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之间，警惕陷入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的片面泥潭。
（六）不杀无辜，不失有罪：罪刑相适应之明确
除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初具雏形外，墨家还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殷殷的劝勉———“不杀不辜，不
史料记载：“人有小罪，非眚，乃为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
适尔，既道极厥晕，时乃不可杀。”参见《尚书·康诰》。
〔５３〕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７页。
〔５２〕

·９２·

赵炜佳：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

失有罪”。〔５４〕 罚当其罪才能够保证“贵贤罚暴”。〔５５〕 慎刑固然值得提倡，但这并不表明刑罚的功
能可以被道德感化或理论说教所替代，更不能代表刑法的适用一律从轻，适度的刑事处罚才可以
实现“赏人善而罚人暴，则国必治矣”。〔５６〕 这种思想凸显出的价值追求是公平与正义，其背后蕴藏
的理论根基实为墨家“兼相爱”之“兼”的生动呈现。
自人类诞生以来，朴素的公平观念便支配着一切人的言行。而后，犯罪现象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刑罚也因此应运而生，法学家们便思索着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具体映射在刑法中，便是犯罪
与刑罚的互相对应，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别出心裁地创立了罪刑阶梯模型，自此，罪刑相
适应原则得以明确。该原则要求：“重罪当重罚，轻罪当轻罚，罪刑当相称，刑罚当其罪。”〔５７〕在贝
式的影响下，边沁更是别出心裁地提出计算罪行相称的五大规则：刑罚之苦必须超越犯罪之利；刑
法的确定程度与其严厉程度负相关；若两个罪行相联系，严重之罪应当被科处严厉之刑罚，从而尽
量使犯罪停止于罪行较轻阶段；罪行越严重，越具备充分的理由对其实行较重之刑以实现以儆效
尤；充分考虑某些个别化因素，不能对相同之罪一律不加区分而适用相同之刑罚。〔５８〕
在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下，该原则被进一步提倡并继承。正如孟德斯鸠言，“刑罚应有之尺
度，依照所犯罪行大小，规定相应轻重的惩罚”。〔５９〕 贝卡利亚的论述则更为深刻，“犯罪行为对公
共法益的危害愈大，促使实施犯罪的力量亦会愈强，与之相应，制止犯罪的方法或手段就应该愈加
有力”。〔６０〕 同时，不均衡的刑罚“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行为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两者之间呈
现完美的一一对应之关系，而是对不同犯罪的惩罚须在罪与罚的标度或标准上大体相当于相应犯
罪的严重性”。〔６１〕 值得指出的是，尔后西方刑法学理论中尽管出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譬如保安
处分、缓刑、减刑与假释，但这与罪刑相适应并无抵牾之处，反而是对前者的有机补充。
由上可见，墨家所主张的“不杀不辜，不失有罪”与西方刑事法领域中的“罪刑相适应”在思想
上存在着高度相似相通之处，墨家法律思想的价值由此可窥得一二。
（七）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人人平等原则之提倡
与上文所论述的正义一样，平等也是人类素来孜孜不倦以追求的普世价值目标，自陈涉在垄
亩之上振臂高呼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石破天惊的呐喊后，人类对平等的期待与实际上并不平
等的阶级社会相伴相随，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发轫于欧洲思想启蒙时代，从洛克的“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
的”，〔６２〕到卢梭的“任何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６３〕人道主义的光辉在法学家精深的思想中炫丽闪
烁着。从１７７６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到１７８９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性文件相继
问世，“平等”被各国视为“不可剥夺之人权”，发展为各国宪政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而升华为
国际人权公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墨子·尚同中》。
《墨子·兼爱下》。
《墨子·尚同中》。
赵秉志：《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５页。
参见［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８～７０页。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１页。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页。
［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５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９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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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思想不同，墨家对平等的坚守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演绎出大义灭亲的
佳话。墨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巨子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他唯一的儿子在秦国杀人，秦惠王主张放
其一条生路，但巨子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子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毅
然决然地下令处死儿子，而为后世所交相称赞。
值得指出的是，墨家所主张的“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对法家的“法不阿贵”思想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商鞅素来提倡“壹刑”，恪守法律适用的平等，用法必专，绝不可因为私议就动摇立场。在文
化交流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墨者身体力行地践行并传播着墨家的思想，墨者入秦后，“尚同”思想
得到秦献公的极大认同。〔６４〕 毫不夸张地说，墨、法两家在平等观上确实在超越儒家刑分等级上有
着某种高度的默契与传承。
按照墨家关于“不党父兄，不偏富贵”的表述，法律———尤其是关涉着自由与生命的刑事法律
更应当严格恪守这一准则。“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贱贵，皆天之臣也”，〔６５〕这对儒
家竭力鼓吹的“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的礼治思想无疑是翻天覆地式的冲击，但正是这种思想的
交锋与碰撞，馥郁了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具体而言，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爱无差等”，使刑法能够
保障每一位公民———包括犯罪人的法益；在司法层面，要做到一视同仁，上至大夫，下达庶人，只要
侵犯法律的权威，就应当受到公正的惩处；在执行层面，不能因为犯罪者曾经的特殊身份或者功绩
就随意给予宽宥的处罚甚至放弃处罚。
（八）杀盗非杀人：自助行为正当化之萌芽
在今天看来，倘若对“杀盗非杀人”做单纯的文义解释，解释结论无疑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之原则。其实，这种解读方式已经陷入“以今律古”之泥潭。遗憾的是，这在法律思想史研究中似
乎不是个例———譬如人们运用阶级划分法，常把墨家学派纳入“小生产者”的范畴，再充满偏见地
贴以“落后”的标签，以此来达致某种论证目的———这着实是一种求全责备。在笔者看来，“杀盗非
杀人”这一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觅得现代法治制度与思想的踪影。
首先，针对荀子“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的指摘，笔者为墨子做出辩护。从逻辑学的角度层面
而言，“盗”是此命题的种概念，而“人”便是将其涵摄的属概念。“人”的集合无外乎“盗”与“非盗”。
如若只是望文生义，很容易滑向这样一种误区：墨家把“盗”从“人”的集合中剥离出来，并使两者成
为平行的并列关系。但如果坚持恪守两者的种属关系而进行深入剖解的话，“杀盗非杀人”这一命
题之中的“人”乃“非盗之人”，亦即———“杀盗人，非杀非盗之人”。如此看来，这个命题合情合理，
并非诡辩。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笔者之所以做出这种解释，完全基于墨子的“以兼易别”———这一
逻辑指引贯穿于整个墨家思想体系的始终———在属概念的集合里，特别注重对子概念冲突时的调
和。笔者相信，尽管墨家学派在名辩的领域卓有建树，但放眼 《墨经》，墨家素来以悲天悯人为基
调，以兼爱非攻为圭臬，以兼济天下为情怀，而不是把逻辑起势作为论证义务。
其次，跳出单纯的逻辑圈，我们不妨进行一番价值判断。众所周知，在遍布生存危机的远古时
期，既没有完全自给自足的能力，又缺乏平等交换的权利意识，因而以掠夺资源为目标的冲突与战
乱不可避免。此后，财产私有制度便使得你争我夺的情况变得愈加频繁。这使得“御寇”成为通行
公认的防卫方式。“国家”这一实体初具雏形后，同态复仇与私刑色彩便被国家法所认可。譬如，
《周礼·秋宫》明确宣布了“反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父之仇也，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
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的原则在《礼记》中得以进一步深化，私人救济制度下的血亲复仇观念
〔６４〕
〔６５〕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９页。
《墨子·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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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合法性。把视角投向西方，社会契约理论下的国家构建决定了私刑需要被收敛与克制，因
为“过度的私人之间的惩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同态复仇的死灰复燃，进而引发豪强利用优势地位
与资源，藉此公然横行霸道，鱼肉人民”。〔６６〕
发展迄今，为了弥补特殊状况下国家公权救济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各国普遍把正当防卫、紧急
避险等自助行为当作正当化事由，以此来阻却违法。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违法阻却事由正是公
力救济与私人惩罚妥协中和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蕴含着私力救济价值的“杀盗非杀人”不失为
对当时社会运作中公力救济不足的一种及时补充。尽管在今天看来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但如前所述，“以今律古”是对古代法律制度的过分苛责，在私力救济还未融入官方惩罚机制的彼
时，“杀盗非杀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墨家超前的社会治理视野。
然而，毫不讳言地说，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自助行为在我国当代法治进程中常常处于尴尬的
困境。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小偷入户盗窃滑倒摔伤，户主被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刘某追捕
盗贼，盗贼不慎落入水塘淹死，刘某被控诉过失致人死亡罪”〔６７〕等事件屡见报端。或许是对国家
刑罚权的过度依赖而使民间私立救助的合法空间被大大挤压，正当行为阻却刑事违法性的机能被
逐渐侵蚀，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得以强调但人权保障功能却被搁置偏废，司法实务者对正当防卫
等行为的认定过于小心翼翼。笔者认为，如前所述，“杀盗非杀人”的正确解读应当是“不能将杀死
盗贼与杀死无辜者同罪同罚”，其根基蕴含的自主行为正当化原理在今天应当被格外提倡。

三 、沉与浮 ：墨家刑事法思想式微与
启蒙主义思想兴盛之原因对勘
（一）墨家刑事法思想没落原因述略
长期以来，学界在论及墨家思想衰落的原因时，往往以教科书式的“过于理想化，小生产者阶
级的软弱妥协”为结论 〔６８〕一笔带过而缺乏论证。即使是胡适等国学大师，也仅将墨家尘埋的原因
归咎于三点：儒家的反对；民本学说招致统治者不满；墨家后世传人太过于“精妙”的诡辩，〔６９〕而尚
未在逻辑与实体内容上展开精细的说理。
首先，就社会结构而言，彼时中国的文化土壤尚无能使墨家思想深入扎根并持续繁荣的容身
之地。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社会演变进程的真知灼见，乡土社会的逻辑起点是
以每一个“自己”为核而刻下的圆心，就像把小石头掷入水里，由此衍生出一轮又一轮的圈状波纹，
随着水圈的延扩而愈加稀薄，最终呈现一种差序格局。〔７０〕 在那一系列同心圆中，人与人之间就此
形成了或大或小的鸿沟———亲疏贵贱。素来主张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的儒家思想更能迎合当权者
的胃口，“兼相爱”的呼吁自然会被历代统治阶级轻视甚至打压。具体到刑事法领域，将法律作为
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家思想自然会受到强烈推崇，“以德配天”的儒家思想恰好能为专断的统治者披
桑东辉：《“杀盗非杀人”命题的法文化诠释》，载《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５２页。
参见李吉华等：《为抓小偷男子拼命追捕 却致小偷跳河不幸淹死》，载中国江苏网 （ｈｔｔｐ：／／ｊｓｎｅｗｓ２．
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３／０１／１６／０１５９５８５０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２）。
〔６８〕 更遗憾的是，许多关于墨学中衰原因的论述甚至并未碰触问题的核心，譬如，孙贻让认为，“犷秦隐儒，墨
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学绝”，他主张用儒家的“仁”来解读墨家的“兼爱”，甚至认为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在其
观点中，墨家已经融为与其别无二致的儒家之主流。
〔６９〕 参见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４页。
〔７０〕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６６〕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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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化皇权的外衣，而真正蕴含民本、自由思想，甚至大胆提出“君，臣民通约也”〔７１〕的墨家刑事法
主张便只能在狭小的夹缝中勉强维持奄奄之息。
其次，墨家在理论的自我更新、承继与完善方面付之阙如，进而陷入了固步自封的泥潭。以儒家
为例，从先秦到两汉的过渡期，经荀子等继承者的起承转合，儒家思想经历了从子学至经学的嬗变。
尤其是集百家之大成者董仲舒，为儒学之宗注入以法、阴阳等诸子学说的新鲜血液，进而使得儒家思
想博采众长，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而墨家的视野则不够开阔，曾经“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
天下”〔７２〕的支配地位让墨家有些自大而不屑甚至排斥其他学说。另外，“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
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７３〕动辄集体以身殉国的墨家子弟事迹 〔７４〕固然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关于
舍生取义的佳话，但这也直接导致墨家的后继无人，试想，倘若没有继承者举起墨家大旗，又如何
使墨家思想薪火相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墨家思想的刑事法价值观自然不会被时代所采纳。
最后，在严格强调“兵伐自天子出”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军事组
织势必引起中央统治者的猜忌与警惕。墨家组织森严且稳固，“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
为其后世”，〔７５〕固然可以由此钦佩巨子的人格魅力，但长此以往，效忠于巨子而无视国君的民间组
织自然会使统治者顿感颜面尽失。此外，墨家内部还有着具备强大约束力的法律，甚至无视帝王
之赦令而对巨子的亲生儿子执行死刑。这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法外之法”自然会使君主十
分忌惮。易言之，在墨家的刑事法思想中，如今看来熠熠生辉的平淡、正义等理念在当时并不受
宠，反而因为与封建法制相悖而遭受弃用。
总之，墨家的刑事法思想始终缺乏能与其相匹配的经济、政治等基础，在两汉之经学、魏晋之
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的思想洪潮中逐渐沉入河床，从“显学”一落千丈为“绝学”。
（二）启蒙主义刑事法思想昌盛原因述略
与墨家最为不同的是，启蒙主义刑法思想诞生在工业革命的温床之上，无论是经济条件，抑或
是民众舆论，都具备了接受民主自由思想的成熟条件。
就１８世纪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社会背景而言，尽管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和天主教会一度钳
制着民众的思想，但文艺复兴的推波助澜使得自然科学取得长足发展，日心说等自然规律被科学
家们揭示并传播，天主教会在时下的许多故弄玄虚的统治权自我论证不攻自破。于是，逐渐摆脱
愚昧的人们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擎起“人权”之大旗，一道道理性的闪电在黑暗的夜空中呼啸而
来，向专制统治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猛攻。
随后，启蒙思想家接过旗帜，竭力倡导构建“理性”的社会，用“天赋人权”对抗“君权神授”，用
“社会契约”抨击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攻陷思想压迫。接着，饱含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与罪刑法
定、罪刑适应等制度设计的刑事法思想喷薄而出。
这些闪耀着智慧与理性光芒的深邃思想像万束光芒般直射在中世纪欧洲上空，驱散了专制主
义与宗教神学的阴霾，并泽被至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墨子·经上》。
《吕氏春秋·尊师》。
《淮南子·泰族训》。
孟胜作为墨家之“巨子”，承诺助阳城君守城，阳城君身陷楚国政变，孟胜坚持死守，弟子徐弱则建议撤
退，保存实力，以免“绝墨者于世”。孟胜大义凛然地说，今天墨者若不死，则违背墨者之义，我的人虽然活了，墨者
之义却死了；而我今天选择死守，我人虽然死了，墨者之义还会继续活下去。而后自尽。数以千计的其他墨者听说
巨子殉国的消息后，集体殉难，慷慨就义。
〔７５〕 《庄子·天下》。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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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社会
契约论”，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启蒙主义的刑事法思想就此潜移默
化地持续影响着现代刑法学，“润物细无声”。

四 、结

语

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素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支配地位，一度占据着彼时思想王国
的半壁江山。尔后之所以日渐式微，其实是儒法合流的必然结果，儒家渲染仁义道德，法家讲究阴
谋、阳谋与控制术，这些都与墨家的“兼爱”思想大相径庭，因此决定了封建统治者绝不会将墨家法
律思想作为施政的理念与工具。但是，正是由于墨家思想在当时颇为“异端”，才能从侧面映衬出
墨学在罪刑法定、人人平等、罪刑适应等理念上的登高望远，而这一切都在本文中以西方刑事法思
想为坐标系而展开了论证。
在法学界，曾经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从来没有诞生过启蒙主义思潮，
因而中国古、近代史的发展长轴上缺乏民主、自由等法治思想的点缀。笔者认为，对待文化传统，
既不可夜郎自大而以“天朝上国”自居，亦不能妄自菲薄而缺乏文化自信。
事实上，墨子曾被高度评价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７６〕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是如此肯定墨
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
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７７〕秦汉更替之交，墨家倏忽颓落，门
下学派几经肢解分离，并最终在历史舞台上黯然失色，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
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法
家“以法治国”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驭民思想核心，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上却再无墨家的风
帆。墨家倡导兼爱，奈何生于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墨家畅谈科学，奈何君王宁可追求
虚无缥缈的龟甲蓍草。墨家力主“节葬”与“节用”，但这与贵族阶层搜刮民膏以厚葬的奢靡之风格
格不入。墨家推崇科学，可是在王侯将相的纸上谈兵中，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罢了。
近代中国的命途筚路蓝缕，在帝国列强的铁蹄蹂躏下满目疮痍。情系社稷的文人，譬如梁启
超，胸怀巨大的爱国热情，博览文献，研精覃思，期冀找出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术标杆，以此“中
体西用”，贯通西方之民主自由与彼时中国之间的鸿沟。“墨学可以起中国只衰者”，〔７８〕“观墨学实
行之大纲，其最要者莫如轻生死，次则隐忍苦痛。 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
哉”。〔７９〕 屈辱的近代史已然翻页，但对墨家思想的探析不可以停下步伐，如前文所述，墨家思想的
发掘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除了对刑事法理念的确立有着先进的阐述外，“兼爱非攻”之提倡
更成为当今国际法上各国和平相处的思想渊源。
总而言之，墨家刑事法思想绝不应当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销声匿迹湮没无闻，相反，其饱含道
义与大爱的经世济民的思想精髓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下必须被重视，是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责任编辑：赖骏楠）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参见１９３９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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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墨子集成》，１８册，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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