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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省敌”语出刘基寓言文集《郁离子》中的《省敌》篇。该篇以仅仅85 字的篇幅，说明了其用兵思想、

原则和途径，那就是统治者要以德为本，慎重进行战争决策，兵不可玩，战不可轻为，一旦发动战争，要善于利用诸

种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本文结合刘基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政府过程中军事战例，解读分析其省敌用兵原则、省敌用兵

核心思想和省敌用兵策略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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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u Bowen's Thought of“Reducing Enemies”
YU Mei-yu, HE Wei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words“reducing enemy”are written by Liu Bowen's allegorical anthology“Yu Li Zi”in the“Reducing Enemy”

chapter. This article, with a length of just 85 characters, are used to explain its thoughts, principles and ways of using soldiers. That is,

the rulers should be based on morality and carefully make war decisions. The soldiers can't play, the war can't be light, once they start

war, they should be good at using them. All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divide and disintegrate the enemy. This article combines Liu Bow-

en's military battle in the process of assisting Zhu Yuanzhang to overthrow the Yuan Government, and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the prin-

ciple, the core idea and the strategy of reducing enemy and use of military forces.

Key Words: Liu Ji; reducing enemies; morality; make decisions carefully

“省敌”一词语出刘基寓言文集《郁离子》中

的《省敌》篇。该篇以仅仅85字的篇幅，说明了赢

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全力争取一切可以

争取的力量壮大自己，同时尽可能减少敌人数量，

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对方陷入孤立，即“省

敌”。在该篇中，刘基提出了“省敌”的几种方法

与境界。第一是要慎重进行战争决策，不轻率发动

战争，兵不可玩，战不可轻为；第二是统治者要以

仁德为本，不能随意树敌，避免成为天下之

“的”。第三是在战争中要善于利用诸种矛盾，分化

和瓦解敌人，“以我之敌敌敌”，最终达到“敌不敌

而天下服”的目的。关于刘基“省敌”军事思想的

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周群《刘基评传》、胡岩林

《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姚有志《刘基军事思想简

论》等多篇论著述及，但论述均较略，系统梳理尚

嫌不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刘基自身

军事思想和实践，对其省敌思想试作解读。

一、“省敌”遵循的原则：兵不可玩，
战不可轻为

战争是通过攻击、杀戮等暴力手段以达到政

治、外交等目的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战事一旦发

生，往往是焦土千里，生灵涂炭，正如《道德经》

中所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

年”。曹操描述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之后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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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亦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

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140

身处元明之际的刘基更是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深刻的

理解。他发挥了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慎战思想，认为战争是不得

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

争，避免更大的损失，所谓“以杀止杀，圣人之不

得已”。[2]195

刘基在《郁离子》中以战国时期宋国最后一任

国君宋王偃玩兵黩武，最终招致身亡国灭的例子，

说明兵不可玩，战不可轻为的道理。因为某种原

因，宋王偃非常憎恶楚威王，每日在朝堂上以诋毁

楚国为乐，群臣为讨好宋王偃亦皆高声附和。民间

往返于宋国和楚国之间的商旅民众，为获得进入宋

国的通行证，亦竭力编造诋毁楚国的流言。由于宋

国朝野上下都编造这些假话，并到处传播，以致在

宋国境内营造了楚国不如宋国的假象。于是宋王偃

不听劝阻，执意攻打楚国，在颍上，大败楚军。自

此，宋王偃更以武力逞能，有恃无恐。宋国大夫华

苹屡次劝阻宋王，华苹认为这种以小胜大，只是一

时侥幸取胜，兵不可玩，小人尚且不可欺侮，更何

况泱泱大国楚国？以前楚国惧战，宋王偃恃骄，大

惧小骄，大祸将至。宋王偃听了勃然大怒，仍然一

意孤行。第二年，宋王率兵攻打楚国，结果宋国被

楚国所灭。刘基以此为例说明兵不可玩，战争的发

动者切不可侥幸取胜，要视敌我大小、强弱，审慎

考虑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

不可以愠而致战”，兴师致战要“合于利而动，不介

于利而止”。没有得胜把握的时候不能用兵，不到万

分危险的时候不能致战，更不可以感情用事。

正如刘基在《拟连珠》中说，“以杀止杀，圣

人之不得已”，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发动军事行

为，使用暴力发动战争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

“以杀止杀”。所有的暴力行为和军事行动，实际上

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战争目的本身必须是仁慈

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但残忍本身并非能协助

统治者建立权威。所以又有“以暴易暴，悍夫之无

所成”。

二、“省敌”的核心思想：仁德为本，
不轻树敌

以德取胜是刘基“省敌”思想乃至整个军事思

想的核心。刘基认为统治者要以仁德为本，用和平

的方式解决争端，不能随意树敌，轻率地诉诸武

力，而应做到以德服人。刘基对仁德有过专门的论

述：“或问胜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胜德？曰，

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

力。”可见，刘基认为“德”和“力”是统一的，

即“德”可以产生“力”，也就是说高尚的德行可

以凝聚天下的力量。如果“力”源于“德”，则可

以产生无敌于天下的“力”。另一方面在军事实践

中，“德胜”和“力胜”有所不同，而“德胜”才

是长久之胜，也就是本质意义的胜利；“力胜”是

一时之胜利，如果用无“德”之“力”，会产生对

敌有利的因素，即使是胜利了，也只能是逞一时之

威，是暂时的，不牢固的。所谓“国虽大，好战必

亡”，若统治者依仗自身军力的强大，不施仁德，

四处征战，到处树敌，必然遭到亡国的命运。故

《省敌》篇曰：“不善战者益敌……益敌者亡。”

刘基“德胜力”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所提

倡的正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何谓正兵？唐代军事

家李靖认为：“师以义举者，正也”。“按兵法，自黄

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既然用

“正兵”的要旨在于“先仁义而后权谲”，具体言

之，就是因仁义而得民心，因得民心而气壮，因气

壮而计出无穷，用兵时“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因

此，“正兵”更应是伐侵凌、制暴虐、和百姓、安天

下的正义之兵。李贽《与周友山书》云：“正兵法度

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

之祸欤？”刘基在《郁离子·贪利贪德辩》一文中

说：“圣人之于仁义道德，犹小人之于货财金玉也，

小人之于货财金玉无时而足，圣人之于仁义道德亦

无时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圣人也。文

王视民如伤，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继日，坐而待旦；孔子曰：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圣人之贪于仁义道徳若是

哉！”在刘基看来，圣人追求仁义道德就与小人追逐

货财金玉一样，是自觉自发的行为。小人追求利益

永远不满足，同样的圣人追求仁义道德的行为也永

远没有满足之时。具体来说，周文王怜爱人民，勤

于政事，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旦效法上古时

期的圣王，实践夏、商、周文王、武王所行之德

政，孔子不懈地追求真理，这些都是圣人追求仁义

道德的具体表现。刘基认为仁德不仅是圣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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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而且还是“众志之所集”，也就是将普通民众

聚集成天下的根本。他说：“尧、舜以仁义为的，而

天下之聚焉。收天下之所争逐者，为之均之，不使

其争逐也；及其至也，九州来同，四夷乡风，穆穆

雍雍，以人于其的之中。”尧、舜把行仁德之政当做

目标，而天下追逐的利益就聚集在那里，收集天下

所追逐的利益，然后将其均分，不使天下人为了利

益争相追逐，至那时，九州都来汇集，天下百姓闻

风仰慕，都被吸引到仁德之中了。

以仁德为本的军事主张，在刘基辅佐朱元璋一

统天下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了屡屡的实践。如朱元璋

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等角逐天下的过程中，刘基认

为陈友谅据有江西、两湖等富饶之地，地广、人

众、势强，貌似强大，但其不行德政，杀徐寿辉而

自立，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必不能得到将士、百

姓之拥护。因此，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先取陈友谅，

后灭张士诚。后果如刘基所言，陈友谅、张士诚先

后被灭。

三、“省敌”的策略

（一）策略之一：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

刘基在《省敌》篇中提出：“善战者省敌，不

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夫欲取人之

国，则彼国之人皆我敌也，故善省敌者不使人我

敌”的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省敌”思想。意

为善于作战的军事统帅能使自己的敌人减少，不善

于作战的将帅使自己的敌人不断增加。使自己敌人

减少的就会走向胜利，使敌人增加的就走向灭亡。

如果要发动战争进攻他国，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国

民就是我方敌人，所有善于减少敌人的将帅，会利

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不会使这个国

家的人全部变成敌人。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孤立敌人，各个击

破是刘基重要的军事策略。刘基在军事上反对树敌

过多，对敌人主张采取分化瓦解，尽可能地孤立敌

人，缩小打击面。若是树敌过多，打击面过大，则

会使自己四面受敌，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反而

帮了敌人的忙，使自己陷于失败。所以刘基认为

“省敌者昌，益敌者亡”。他还以折矢为例，形象地

说明省敌者必胜。他说：“攒矢而折之，不若分而

折之之易也。”说明孤立的敌人容易消灭，而群敌

是难以战胜的。

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军事策略，在刘基的

军事实践中有着较多的表现，如在镇压方国珍时，

刘基就采用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刘基认为方氏兄弟

为首作乱，如不诛杀，无法警戒以后的心怀不轨

者。力主对为首的方国珍兄弟“捕而斩之”。而对

方氏兄弟的部下则主张安抚。在协助石抹宜孙剿灭

处州山寇吴成七等人时，刘基作 《谕瓯括父老

文》，劝导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才追随山寇反叛

的处州百姓弃恶从善，宣传“从者宜抚，抗者必

剿”绝不滥杀无辜的政策，以期挽回民心。从而使

得吴成七等山寇的军心动摇。内部瓦解，最终得以

肃清处州山寇。

在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刘基根据当

时形势，献时务十八策，提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先灭陈友谅，再攻张士诚，以集中兵力，各个击

破，避免两线作战的军事方略。对陈友谅、张士诚

和元军的俘虏、降将，刘基都建议朱元璋委以重

职。解除了他们恐惧和疑忌的心理，起到了瓦解敌

军军心士气，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作用。如在至正

二十一年，朱元璋坐镇江州，锐意经营江西。江西

省会龙兴已在四面包围之中。城中守将主战主降，

各持一端。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犹豫不决，派郑仁

杰到江州面见朱元璋。在谈判过程中，当朱元璋听

到以不改编和解散原有部队为投降条件时，不禁勃

然变色。这些都看在刘基的眼里，他忙在朱元璋侧

后踢其座椅。朱元璋立即醒悟。随即改换口气，满

口应承，并写了一封长信给胡廷瑞，以消除他们的

疑虑，胡廷瑞得到书信的承诺，即派康泰到江州请

朱元璋亲到龙兴受降。又如在与陈友谅的斗争中，

刘基对饶州、信州守将王汉一的归降大力安抚，也

是刘基运用“省敌”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二）策略之二：莫为天下之敌

在《郁离子·省敌》章中，刘基作有《聚天下

者犹“的”》一篇，提出陈胜吴广最先起义反抗秦

王暴政，而刘邦最终统一天下取秦而代之，是因为

“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为秦兵之的也，

故曰：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者，不为‘的’而已

矣。”陈胜吴广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其率先称王公开

对抗强秦，而成为众矢之的。刘基认为，当强敌环

伺时，不可锋芒过露，要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当

力量悬殊过大之时，潜伏下来，耐心等待时机，方

为上策。同时，莫为天下之“的”还包含着遇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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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时，避其锋芒，不为强者之“的”，并因势利导

将强敌引向其他的方向，以化解自身危机的对敌策

略。刘基认为，在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赵国战败

而韩国得以保全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韩国的上党郡

守冯亭懂得不为强者之“的”。当时，秦国意图攻

取韩国之上党郡，但上党郡守冯亭避祸有术，将上

党献给了赵国，把祸水引入了赵国，因为秦国所想

要夺取的是上党，军队所施加的压力不是选择韩与

赵作战，只是选择进攻上党所在的国家而已。这

样，赵国就成了秦国进攻之“的”，结果赵国大

败，韩国得以保全。[3]43

刘基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君不注意端正

自己的身行，轻视他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使

用暴力，发动战争，树天下之怨，必将成为天下之

“的”，最终导致亡国败家。

郁离子曰：“树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轻人

也。……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骄，有不自己

出，则不问是非皆以为未当，发言盈庭，則畏之者唯

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后扬扬乎自以为得，而不知以

其身为怨海，亦奚兹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

贤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检其身，使亡国败家

接踵相继，亦独何哉？”[3]

树天下之怨，为天下之“的”者，是由于其宽

宥自身而轻视别人。所重的在自身，所轻视的在他

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与别人发生争夺，以至于进行战争。自己的欲望

得到满足，就会洋洋自得，盛气凌人，却不知己陷

入深深的怨海，而处于无益的险境。刘基以此告诫

为君、为民者，都要正确认识、对待自己、他人，

不凌驾他国、他人之上，为了满足私欲而让自己成

为天下之“的”，盛徳者胜，树怨者败。

刘基莫为天下之“的”的战略思想，在朱元璋

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朱元

璋及时采纳了“髙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

议，在群雄之中称王最晚。而疆土日阔，实力日

增，为实现帝王之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这固然与朱元璋的政治军事智慧有关，同时也与刘

基的“省敌”论军事思想、朱升的“缓称王”策略

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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