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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

摘 要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墨子与
其他先秦诸子一样被纳入研究视野。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
名义下进行的，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由于墨子是春秋时人，康有为不仅要让他成
为战国人，而且要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那样界定墨子与孔子的关系。这使墨子的位次排列成
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既不让墨子在孔子后学中占据显赫位置，又不让墨子失去与孔子
争教的资格，成为康有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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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视界中墨子的地位取决于他对墨子思
想的认同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对墨子
的排序也属于评价的一部分。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
以发现，墨子始终没有得到康有为的高度认可或评
价。很明显，墨子在他的思想中并不是主流。

一、虎头蛇尾的在场态势
从出现的时段来看，康有为对墨子的关注大多
集中在早年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时
期，在中期尤其是后期便不再提起。更为重要的
是，早期的康有为之所以提及墨子，从根本上说并
非出于对墨子的热衷，而是因为墨子与老子一样作
为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与孔子大致同时，追溯中国本
土文化的“学术源流”便不能绕过墨子。从这个意
义上说，康有为对墨子的关注有些迫不得已的被动
意味。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心态使墨子与孔子的关
系在他那里成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为了将孔子
推上至尊地位，康有为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
墨子必须与老子一样被纳入孔子后学。另一方面，
墨学的确具有与孔子思想相异乃至对立之处，为了
以正视听，必须强调墨子叛道，这便是康有为多次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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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墨子与孔子争教的原因。与这种初衷相一致，
随着康有为视界中的孔教在外延上囊括诸子百家
转向在内涵上与儒家重合，墨子被排斥在孔门之
外，甚至成为与孔子争教最盛者。此时，他对墨子
的贬斥之情溢于言表。可以看到，在孔子的至尊地
位完全确证，康有为借助孟子、董仲舒等人的名义
阐释孔子微言大义的中、后期思想中，墨子便很少
出现。由此看来，墨子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出现呈现
出虎头蛇尾的态势，墨子的这一命运起伏在康有为
的孔教观及其嬗变中找到答案，归根结底取决于墨
子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康有为对孔教的界定和理解。

二、贬过于褒的总体评价
从总体评价来看，即使是在前期，康有为对墨
子的评价也不高。诚然，康有为对墨子有过赞誉，
下面的说法从不同角度明确肯定了墨学之长：
墨子之“上同”，此其长也。
圣人之治天下，先正名，墨子《大取》、《小
取》，公孙龙子“坚白”之说，皆正名之义。
康有为下面的说法对于墨子的态度不仅仅是
肯定，甚至可以说是推崇：
“驺子之意
其言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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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绝顶大聪明，已尽

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

一切竖学，但于横学、变学未有及也。然其人奇
伟，直是战国时墨子外第一人。
”
在这里，康

闇而不明，郁而不发。
”
依据这个说法，康有
为肯定墨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同时强调墨子充其

有为虽然是从推崇邹衍（驺子）的角度立论的，但

量只得“日以教人”的六艺之传，而并非像庄子那

是，将邹衍排在了墨子之后，可见墨子地位之高。
对于墨子的生存时间，他一贯的看法是，墨子与孟

样得孔子“非其人不传”的“性与天道”
（又称“性
天之学”
）。这决定了墨子与庄子没有可比性，从传

子、杨朱等人是一辈，即“墨子为子夏后辈，杨、
。在这个前提下，从“直
墨、老，孟子一辈”

承源头上就注定了墨学“不该不遍”的命运；至于
墨子对“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

是战国时墨子外第一人”的角度似乎可以推导出康

则印证了康有为将墨子归为孔子后学时念念不忘

有为将墨子置于孔门嫡传——孟子之上。此外，康
有为强调，在博闻勤学上，墨子与孔子为最，远非

其只得孔子大道之“一体”“一端”的说法。这一
切都证明，在康有为的眼中，墨子是不入流的，不

其他诸子所及：“战国以还，称博闻勤学者，必以

能与孔门的嫡派相比，甚至无法与庄子相比。有鉴

孔、墨为称首，而诸子不与焉，其并名如此。盖孔
子、墨子皆以学问、制度胜人，诸子多空虚，非其

于此，康有为始终强调墨学并非孔学的正宗，这用
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墨者夷之言儒者之道。
”
夷，即异端、外道之谓。对于墨学之夷，康有为不
止一次地解释说：
古之人若保赤子，是《书 康诰》之言。墨子
亦称说《诗》、《书》，何夷之以属之儒者，于墨无
关，何哉？此亦绝异之论。盖“六经”为孔子所
定，以为儒书。墨子所称之《诗》、《书》，乃墨子
自定，别是一书。
《庄子 天下篇》所谓苦获、已齿、
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是也。盖《诗》、《书》
是旧典，孔、墨改制皆托先王，并用其名。其徒俱
尊为经，而实各行其道，各成其书。故夷之以《康
诰》为儒者之道，则为孔子之书，非先王之书可
见。若真是《康诰》，则墨子日称文、武，岂肯独
让儒者哉？藉异端之口，以证“六经”为孔子之
作，又见于《孟子》之书，此条（指《孟子 滕文
公上》：“夷子曰：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
——引者注）最为明据。
而夷子乃归之于儒，可知《康诰》为孔子之
书，而二十八篇之《书》亦皆出孔子矣。若《墨
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定，与孔子之经各别。
其或辞亦略同，而义必相反。可知其他篇名之同异
多寡，亦必不同。其《书》之同者，当亦采之先
王，而附以己意，各定其《书》，以行其教。今《墨
子》中所引《书》篇如《相年》，皆二十八篇之所
无。盖墨子之诵《墨经》指此，与吾孔子之经不相
关。其他经亦类此。
更有甚者，在多数情况下，康有为视界中的墨
子是作为孔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对《史记》借题发挥说：“史公叙《孟荀列传》，

比也。虽宜于时者，墨不如孔。
”
尽管如此，综合康有为的思想可以肯定，康有
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和定位不高——即使是在承
认墨子是孔子后学时，也没有将墨子视为孔子嫡
传，更没有给予墨子或墨学高度评价。与此相一
致，康有为在《论语注》中借庄子之口将墨子贬斥
为孔子道术裂而只得孔子之学于万一的“一曲之
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
“六艺也，孔子
日以教人。若夫性与天道，则孔子非其人不传。性
者，人受天之神明，即知气灵魂也。天道者，鬼神
死生，昼夜终始，变化之道。今庄子所传子赣之
学，所谓量无穷，时无止，终始无，故物无贵贱，
自贵而相贱。因大而大之，万物莫不大；因小而小
之，万物莫不小；因有而有之，万物莫不有；因无
而无之，万物莫不无。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不
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者。子赣骤闻而赞叹形容
之。今以庄子传其一二，尚精美如此，子赣亲闻大
道，更得其全，其精深微妙，不知如何也。此与
《中庸》所称‘声色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
无臭，至矣！’合参之，可想像孔子性与天道之微
妙矣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
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
《书》
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
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
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
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
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
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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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于孟子，以孟子能得大旨，开口便辟惠王之言利

然。盖老学尚阴，清静自私，有合乎人之性者，且

也。然荀子以儒辟墨，其功最大，史公叙之太略。
史公于《孟荀列传》叙墨子正忽略，以当时墨子大
在这里，墨子显然不是
行，不辞而辟之也。
”

自然易行。墨学太苦，庄生所谓“天下不堪，其去
王远，人所难从。
”故一微即灭也。
接下来的问题是，墨子与老子思想的差异决定

作为孔学的传人而是以孔学的对立面或争教者的
身份出现的，故而作为孔子后学的荀子、司马迁皆

了康有为对两人的不同认定和评价。例如，“老学
与此相一致，康
之教为我，墨子稍胜于老。
”

辟墨。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诸子创教都是为了与孔
子争教，争教的焦点在于：孔子时中，诸子反中

有为认为墨子“甚仁”“至仁”，将墨学归为博爱
派，同时指出老学以不仁为宗旨。在这个前提下，

庸，《中庸》就是为了纠正诸子或者过或者不及而

他特意指出，墨子比老子对孔教的威胁更大，是孔

作；诸子之中，老子、墨子资格最老，对孔教的威
胁也最大。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将孔教光大、传
播的过程说成是与老子、墨子创立的老教、墨教争

教的头号敌人——如果说“老学之争儒隐而久”的
话，那么，“墨教之争儒显而大”。对于其中的原
因，康有为解释说：
“
《韩非子 显学篇》：天下之显

教的过程。对此，康有为连篇累牍地断言：
淮南时，“五经”博士弟子未立，孔学未一，

学，孔、墨也。而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吕氏春
秋》曰：孔、墨之弟子徒属弥满天下，充塞天下，

老、墨并立，诸子相争。
当战国、秦、汉之世，孔道大行，徒属弥满天
下，然墨学力竞于战国，老学炽焰于汉初，当汉武
以前，几于鼎立哉！
墨翟，则《淮南子》以为孔子后学而变教自立
者。墨子为三月之丧，亲戚皆同，故孟子以为无
父，又谓兼爱无差等。盖父子与诸亲及路人，自有
厚薄，乃天理之自然，非人为也。故孔子等五服之
次，立亲亲仁民爱物之等，此因天序顺人情，亦非
强为者也。杨朱之学只有《列子》略存之，然推老
学可得其概。老子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于人不仁，故只为我而
已，纵欲而已。苟可以为我纵欲，则一切不顾，无
人亦无国，故孟子以为无君。当春秋、战国时，诸
子并出，各自改制立法。如棘子成之尚质，原壤之
旷生死、母死而歌，子桑伯子之任天、不衣冠而
处，直躬之证父攘羊，丈人、接舆、沮溺、微生亩
之石隐，关尹、田骈、慎到、环渊、彭咸、列御寇
之清虚，李克、商君、韩非、申不害、尸佼之治术
刑法，子华、詹何之道术，驺衍、驺忌、驺奭 之谈
天、炙毂、雕龙，宋牼之寡欲为人，子莫之执中，
陈仲子、许行之苦行平等。若《荀子 非十二子篇》、
《庄子 天下篇》所称，皆诸子之创教有成者也。而
诸子之中与儒抗者，惟老、墨之最大。
安丘先生当前汉末，老学尚有大师。如此时，
虽儒学一统，而老学亦终不能灭。至桓帝频遣使祀
之，晋时益盛，唐、宋后，另立为一教于一代制
度、风俗、科举之外，力亦大矣。墨子当时与孔子
争教兼行，号称儒、墨。而儒学一统之后，爝火不

皆以其道易于天下。其他书以孔墨、儒墨并称者，
不可更仆数，此战国时传教争教之实事。但孔子之
道大而得时，《庄子》所谓：古之人其备乎？配天
地，本神明，育万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
无乎不在。后学宗之，遂成大教。然在孟子之时，
老、墨言盈天下，则其昌大之速至矣。韩昌黎疑孟
子之距杨、墨，以为非二师之道本，然未考创教之
由也。观《墨子 非儒篇》之攻孔子，诟詈无所不
至，则孟子之距之，岂为过哉？就老、墨二教比，
墨子‘非攻’
、
‘尚同’
，实有大同大平之义，与孔
子同，胜于老、杨远矣。但倡此说于据乱世，教化
未至，人道未立之时，未免太速。犹佛氏倡众生平
等，不杀不淫之理于上古，亦不能行也。盖夏裘冬
葛，既易其时以致病，其害政一也。凡‘非攻’、
‘尚同’
、
‘兼爱’之义，众生平等戒杀之心，固孔
子之所有，但孔子无所不有，发现因时耳。
”
基于这种认识，相对于对老子的批判来说，康有为
对墨子的批判更多：“此《墨子》诸篇，皆墨子特
创之义，即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择务而从事’
，
则亦深观时势，曲有斟酌，非持偏论而概施之。
《庄
子》谓：墨子真天下之好，求之天下无有。诚哉是
言！但总诸篇之旨，
《节葬》、
《非命》、
《非乐》、
《非
儒》，皆显与孔子之学为敌。又其声名徒众与孔子
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
”
进而言之，康有为之所以认定墨子对孔教的威
胁甚于老子，将墨子说成是孔教的头号敌人，主要
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墨子弟子极盛”
，
这意味着墨学势力极强，影响极大。第二，老学不
如墨学缜密，墨学的杀伤力更大。为了说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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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不止一次地专门对墨子与老子的思想进行了

年

在这里，为了渲染墨教与儒家相攻，康有为加

比较说明。现摘录如下：
与孔子劲敌者莫如墨子，老子不及也。墨子条

大了双方的阵营，在将韩非归入墨家阵营的同时，
让告子置身孔教的攻墨行列。与这一思路相一致，

理甚密，老子工于藏拙。老子之教为我，墨子兼爱，

他对孟子、荀子的推崇不仅在于两人对孔子思想的

但无差等，卒不能行，至今不灭者惟老学。
墨学战国时与孔子并，至汉，墨学衰。老学盛

阐发，而且在于两人攻击异端最多。换言之，康有
为肯定孟子和荀子的功劳，誉两人为孔门之龙树、

于魏、晋、六朝，盖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
而不能行。

保罗，与两人攻击孔教的异端——墨子密切相关。
更有甚者，在康有为的视界中，不论思想主张如

第三，墨子先学孔子之道，后来叛孔子之道而大肆

何，只要攻击作为孔教异端的墨子，即可归为孔子

攻击孔子。这成为孔门中人攻击墨子的主要原因，
也是康有为对墨子耿耿于怀的原因所在。退一步

后学，告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孔门“十哲”之
论功不论德同样本着这个原则。

讲，即使抛开墨子的思想不论，单其叛孔子之道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由于一再凸显墨子与孔子

（
“倍叛”
）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孔门弟子攻击的对
象。对此，他反复指出：

的对立，康有为对韩愈关于孔子与墨子相互“必
用”的说法不以为然，甚至怒不可遏。对此，他一

墨子之学本出于孔子，乃倍叛而反攻，故荀子
攻其倍叛也。陈相弃陈良之学，而从许行之学，孟
子攻其倍师。坚守孔教而攻异教，荀、孟两大儒为
最有力也。
墨翟，则《淮南子》以为孔子后学而变教自立
者。墨子为三月之丧，亲戚皆同，故孟子以为无
父，又谓兼爱无差等。
循着这个思路，正如墨子的思想是在攻击孔子
时建构的一样，儒、墨相攻成为各自传教的手段和
内容。在康有为看来，儒、墨的对立如此尖锐，关
乎生死存亡，以至于孔教的传播史就是一部儒、墨
斗争史，儒、墨两家的相互攻击成为其中的主要内
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遗余力地断言：
墨翟倒戈如此，孟、荀安得不攘臂而争之？韩
愈乃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两家弟子相
攻，非二师之道本然，真为妄言。退之于《非儒
篇》，殆未用心乎？墨家之谬，桀犬吠尧，固无足
怪。而当时争教之情状可见矣。

而再、再而三地声称：
或以昌黎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孔、
墨互攻乃其后学，非二师之道本然。是未读《墨子
非儒》、《公孟》。墨氏实挟全力以倒戈孔门，实无
两立之理。昌黎生在唐时，已不知孔、墨改制争教
之由，固不足辨也。
昌黎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相
攻，非二师之道本然。讆言哉！孔子开教在先，道
无不包。墨子本其后学，乃自创新教，锐夺孔席以
自立，所以攻难者无不至。所谓蠹生于木而自喙其
木耶？挟坚苦之志，侠死之气，横厉无前，不数十
年，遂与儒分领天下，真儒之劲敌也。攻儒者亦未
有过墨者矣。王肃之攻康成，阳明之攻朱子，皆后
起争胜之习，墨子真其类也。孟、荀之力辟，岂能
已哉！岂能已哉！昌黎真讆言也！今别著交攻之
言，亦犹汉史存楚、汉大案云耳。
亲亲、尊贤、丧服、亲迎，皆“六经”礼义之
大者，所谓“三代同之”。而墨子一则曰：儒者曰，
再则曰：其礼曰，三则曰：儒者迎妻，攻之为逆、
为伪、为诬、为大奸，然则亲亲、尊贤、丧服、亲
迎，皆孔子所创，而非先王之旧，最为明据矣。墨
子固动引禹、汤、文、武者，若是先王之旧，墨子
岂敢肆口慢骂？至景公、晏子与田常、白公，前后
不同时，诬不待辨。至攻及褫衣酤酒，等于市人角
口，益为异教攻诬。所见墨子倒戈叛逆，轻薄恣肆
而已，孟子攻其无父，尚属大端。昌黎似未读此
篇，攘斥佛、老者，岂能谓孔、墨以相用，反若疑
孟子攻之过甚耶？然今幸得此篇（指《墨子 非儒》
——引者注），从仇家亲供大题，考见孔子创教名

韩非者，出儒学，兼墨学、法术，而实同于老
学，故攻儒最甚，即以《诗》、《书》、《礼》、《乐》
为虱。
告子言不类异教，当是孔门后学，虽与孟子
殊，而与墨子辩，亦如荀子之类耳。
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上下有等，孔子之义也。墨子主张兼爱、尚同，无
差等之义，不与先王同。然其道大觳，耗悴莫甚，
役夫之道也。庄子谓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是
也。墨子之道所以败绩也，其道高而难行，非孔子
中庸之义，故荀子极力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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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

目义旨，儒之为孔教，遂成铁证矣。直道守节，所

是：庄子列为“二等”，老子属于“三等”，而墨子

谓倨傲自顺崇丧，《玉藻》、《容经》所谓哙噎为深
立命，机服盛容，弦歌鼓舞，登降趋翔，皆孔子大

属于“四等”。在这方面，康有为援引庄子的《天
下》篇发挥说：“通部《庄子》皆寓言，独《天下

义，从异教所攻，亦可考儒家宗旨矣。
至此，康有为对墨子的看法发生了微妙而巨大
的变化：先是孔子后学，然后是作为诸子之一与孔

篇》乃庄语也。读之可考周秦诸子学案，直过于
《荀子 非十二子篇》。其中以孔子为宗旨，故列孔
子为第一等，称圣王。其余列自己为二等，称天

子争教，再后是与老子一样成为争教中资格最老
者，最后是成为孔子的头号敌人。这生动再现了康

人。列老子为三等，称神人、至人。列墨子为四
等，称圣人。
”
康有为对《庄子 天下》篇推崇

有为对墨子的不同定位，直观展示了墨子与孔子渐

备至，一口咬定此篇出自庄子之手，是庄子本人思

行渐远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康有为对墨子的评
价每况愈下。

想的集中表达。在此基础上，他借庄子之口将墨子
排在孔子、庄子和老子之后，并且指出庄子“考周
”。如此说
秦诸子学案，直过于《荀子 非十二子篇》

三、“四等” 的排列位次
从位次排列来看，在康有为将墨子归为孔子后
学的情况下，墨子的地位是卑微的。在他先后推崇
的孔门后学中，孟子、荀子被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
“二伯”，孟子更是多次被誉为孔门之龙树、保罗，
董仲舒则是孔后一人，朱熹也被称为孔教的小教
主。这些显赫的头衔显然都是墨子望尘莫及的。除
了这些孔门显贵之外，康有为还有孔门“十哲”之
论，墨子同样不在其列：
“康先生论十哲当以颜子、
曾子、有子、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子、荀
这表
子、董子居首，盖孔门论功不论德也。
”
明，即使被纳入孔子之学，墨子也不是正宗，与孔
门“十哲”的地位差若云泥，充其量不过是得孔子
大道之“一端”“一体”的“一曲之士”而已。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在康有为的前期还是
后期思想中，亦无论康有为认定墨子属于还是不属
于孔子后学，墨子的地位均不显赫，与其他先秦诸
子——如庄子也不可同日而语。在先秦诸子之中，
排在墨子之前的除了孔教的教主——孔子和始终
属于孔教的孟子和荀子之外，还有庄子和老子。在
老子、庄子之中，康有为对庄子的好感显然胜过老
子，更是令墨子相形见绌。可以看到，在康有为将
庄子与墨子一起归入孔子之学时，强调庄子得孔子
“非其人不传”的“性与天道”，与孟子一起传承了
孔子的大同、平等学说，这远非“偷得半部《春
秋》
”，并且以夷狄之道讲《春秋》、
“言儒者”的墨
子所及；在不属于孔子之学时，庄子即使独创一派
——中国之佛或者玄学也很少与孔教对立。因此，
康有为对庄子的好感甚至推崇都是墨子所无法比
拟的。在康有为那里，墨子不仅无法与庄子相比，
而且被排在老子之后，这套用他本人的话语结构便

来，庄子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和定位应该是最公允、
其
最客观的：“庄子称墨子为才人，极的确。
”
实，这也正是康有为本人的看法。
综合以上情况，康有为对墨子既有肯定，又有
否定。总的说来，显然否定多而肯定少，总体评价
并不高。对于墨子而言，康有为的贡献不在于持肯
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也不在于提出了哪些具体观
点，而在于打破了墨学自秦汉以后的沉寂，使墨子
走进近代哲学的视野，从此备受关注。从这个意义
上说，康有为对墨子的关注与其对中国本土文化
“学术源流”的探究和梳理一样具有开创之功，同
时引领了近代思想家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热点。在此
之后，墨子成为谭嗣同、梁启超和章炳麟等众多思
想家推崇备至的对象，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对墨子的
深入研究更是掀起了近现代哲学的墨学热。
身处古代向近代的文化转型时期，面对全球文
化多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康有为将墨子置于
全球多元文化的视野之内，以现代学科分类理念对
墨子思想进行内容转换和诠释，对墨子的解读开辟
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和诠释空间，具有抛砖引玉之
效。尽管康有为的许多观点只停留于“意见”而没
有展开系统论证，却给后人以启发。例如，康有为
将游侠归为墨学。这既影响了他本人对墨子的评
价，也引领了谭嗣同、梁启超对侠的关注。谭嗣同
对墨学之任侠的强调与康有为别无二致，在《仁
学》中将墨子思想分为仁与学两部分，其中的学指
“格致”之学，仁则指“任侠”。如果说侠在康有为
那里尚不是嫡传，故而被称为“墨之别派”的话，
那么，到了谭嗣同那里则成了墨学的正统。再如，
康有为将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人物都归入墨子
的门下，梁启超对墨子名学的论证突出了墨子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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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思想，梁启超的“论理学”（即逻辑学）和胡适

万木草堂口说 孔子改制

的名学史都可视为对康有为这一观点的致敬。就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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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和胡适等人的一致推崇，至今仍是研究墨子

式的痕迹。梁启超在排除孔子是宗教家的同时，却
认定墨子是宗教家；章炳麟在先秦诸子非宗教的前

万木草堂口说 学术源流
人民大学出版社
孔子改制考（卷三）
大学出版社

提下，肯定墨家和阴阳家属于宗教等都不蚩为对康
有为这一观点的发挥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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