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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见  

试论孟子的社会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何 少 庭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 !孟子∀一书继承并光大了儒家思想, 对后世影响极大。孟子的社会经济思想主要涉及国家土地制
度、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工商业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内容, 具体表现在分田制禄、制民之产、薄其税

敛、市廛不征、生态平衡等方面,对当时和后来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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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子以来,后世学者不论尊孟还是非孟大都

围绕其政治思想、人伦道德思想来探究,对于其社会

经济思想专章论述却极少。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经

济的升温,部分学者开始追本溯源, 孟子的社会经济

思想也逐渐受到重视。笔者不惴愚陋, 试谈对孟子

社会经济思想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分田制禄

分田制禄是孟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思想。滕

文公使毕战向孟子问 #井 ∃地,孟子说, #经界不正,井

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

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 1]对于 #分田制禄 ∃的

解释,汉代赵歧认为, #分田, 赋庐井也。制禄, 以庶

人在官者比上农夫, 转以为等差 ∃; [ 2] !滕文公上∀
清人徐

循 !正义 ∀疏曰, #庐谓二亩半在田, 井谓一夫百亩

也 ∃; [ 2]又引 !礼记 %王制 ∀: #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

&&∃[ 2]宋朱熹认为 #井地,即井田也 ∃。[ 3]

从孟子的其他言论及参照前人的注释,笔者认

为孟子的 #分田制禄 ∃包括两部分内容: 井田制和班

爵禄制。 #分田 ∃指田地分配耕作制度, 即所谓的井

田制; #制禄 ∃指社会收入的等级分配制度,即周代的

班爵禄制。

孟子说: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

十五亩。死徙无出乡, 乡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

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

之,则在君与子矣。∃[ 1] !滕文公上∀
在这里,孟子对井田的

具体规划是:把每平方里的土地按 #井 ∃字形分为 9

块,每块 100亩,中心的一块为公田, 周围的 8块分

给 8户农民做私田;公田中又划出 20亩平分给 8户

农民,每户 5亩造庐舍,即所谓的 #五亩之宅 ∃。公田

由 8户农夫共同耕种,收入归国家;私田由 8户农民

各自耕种, 收入留给农民自己消费, 这就是所谓的

#什一之赋 ∃。同时规定, 8户农民必须忙完公田的

活计, 才能忙自己的私田, 防止以私废公。 8户农民

共同在一井之中耕种, 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照

顾;共同抵御盗贼,保护家园。
[ 4]
这既促进了感情, 又

淳化了民风民俗。在这样的井田制度下, 丧葬迁徙

都在本乡进行,不得随便迁往他乡; 既便于管理, 也

有利于社会稳定。又因为 #经界 ∃确定,那些 #暴君汙

吏 ∃不能随意兼并土地、戕害百姓。

这是孟子为滕文公君臣描绘的井田制的美好蓝

图。孟子希望这种经济措施能得以实行, 达到他救

民水火的 #仁政 ∃目的。这种制度的可行性历来遭人

怀疑,但具有进步意义,为后世抑制土地兼并提供了

思路。

班爵禄制度,是孟子认为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

孟子认为:自天子到庶人, 等级财产各有定数, 不可

逾越。这样一来,社会财产分割明白,贪婪强占不能

发生,社会秩序就可安定, 人民也不再流离失所, 天

下就大治。这也是孟子 #世卿世禄 ∃、#无君子,莫治

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 ∃

等言论的思想基础。孟子的这种按等级和社会分工

来分配社会财产的制度,历来受人诟病较多,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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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时朝秦暮楚、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及人们低下

的民主意识,这种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二、制民之产

孟子认为: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百姓有

了固定充足的产业, #然后驱而之善, 故民从之业

轻 ∃。[ 1] !梁惠王上 ∀
孟子认为制民之产对于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非常重要,它应该是社会和国家基本的经济

政策和经济目标,只有实现了这个基本的目标,才可

以谈礼仪道德, 谈教育教化。这一思想和 !管子 ∀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 ∃不谋而合,直到今天仍是执政者

首要解决的问题。

怎样制民之产呢? 孟子认为应从发展农业、实

行井田制入手。 #民事不可缓也 ∃, #民事 ∃就是农业

生产。他认为, 只有搞好农业生产, 才能治理好国

家。而要搞好农业生产,就必须要制民恒产。这里

的 #产 ∃,就是土地; #恒 ∃者, 不变也。也就是说,要

使劳动力能够与定量的土地充分结合在一起, 并且

不随意改变,从而能够创造社会财富,为国家提供剩

余产品。孟子认为制民之产的理想状态就是: #五亩

之宅,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

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1] !梁惠王上 ∀
提供给农民

以充分的土地,使其可以发挥出全部生产能力,由此

实现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这种 #五亩

之宅 ∃、#百亩之田 ∃的制民之产思想,就是要统治者

从经济制度上作出规定,分配给农民一定量的宅地

和耕地,让他们植树养蚕,适时耕种,解决温饱问题。

百姓有了田业、家产,然后像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那样,实行 #什一而赋 ∃,减

轻剥削,百姓才有余力去从事礼仪道德方面事情,国

家才可大治, #王道 ∃才能实现。

孟子制民之产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

辉,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特别

在群雄争霸、战火频仍的战国时代, 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饥寒交迫,统治者规定给人民的财产 #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

死亡 ∃、#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遇到灾荒或者战

争年代, 则要 #老弱转 乎沟壑, 壮者散 而之四

方 ∃; [ 1]梁惠王下而统治者却过着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 ∃

的奢侈生活。社会冲突如此激烈, 贫富差距如此巨

大,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孟子的这一

主张 在当时对缓和阶级矛盾 维护社会和平无疑是

有好处的。

三、薄其税敛

孟子主张减轻农民负担,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

#省刑罚,薄税敛 ∃。[ 1] !梁惠王上∀ #薄税敛 ∃指取于民有制

的税收政策。也就是说,在保证百姓顺利进行生产

活动的同时,还必须使社会税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

比例与形式之下, 使劳动者有兴趣继续从事生产。

孟子主张税率为 1 /10。他说夏、商、周三代所采用的

#贡、助、彻 ∃等形式,都是什一之税。

孟子认为取于民有制很重要,必须薄其税敛, 稍

有不慎就会使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有布缕之

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

其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离。∃[ 1] !尽心下 ∀
战国时, 赋

税、徭役形式繁多, 沉重不堪, 百姓深受其害。孟子

认为贤德的统治者只能用其一种,宽缓其另外两种,

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缓和人民的痛苦。

孟子的 #薄税敛 ∃税收主张, 在强调统治者要减

轻对农民的剥削之外, 也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白

圭问他 #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时, 他坚定回答:

#不可,器不足用也。∃我们不可否认,孟子这一思想

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我们也不能轻视它的社会进步

意义,它给后代的政治执政者以警示,直到现在仍被

人称道。

四、市廛不征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重农轻商,所以先秦著

作中很少有谈及商业制度的, !孟子 ∀对商业方面的

政策也有涉及,且思想比较积极,实在难能可贵。

孟子主张免除商业税 (关税 ) : #市,廛而不征,法

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

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廛, 无

夫里 之 布, 则 天 下 之 民 皆 悦, 而 愿 为 之 氓

矣。∃[ 1] !公孙丑上∀
这里的 #市廛 ∃, 指商户所居宅舍; #关

讥 ∃,指通关查验。[ 4]孟子主张国家实行农业单一税

( #国中什一使自赋 ∃,税率为 10% ) ,其他方面一律

不征税。他认为, 在关口和市场上, 政府只稽查, 不

征关税或商业税。他又向宋王建议 #去关市之征 ∃,

即免除关税或商业税,并认为征收太高的农业税, 征

收本来不该征收的商业税 (关税 ) ,就和偷盗一样的

不光彩,应该马上停止。

孟子反对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不法商人的市场垄

断行为,贬称搞垄断渔利的不法商人为 #贱丈夫 ∃。

他说: #古之为市也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 有司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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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网市利。∃[ 1] !公孙丑上 ∀
垄断一词是由孟子最早提出的,

虽然没有现代经济学中的垄断概念科学、精确,但有

不可磨灭的经济学说史意义。孟子反对垄断, 提倡

市场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体现了商业贸易自由的思

想。

五、生态平衡

孟子对生态平衡表现了极大关注。 #数罟不入

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

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

养生丧死无憾也。∃#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

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 雨露

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 1] !梁惠王上 ∀
孟子认为, 捕鱼狩猎要适度,不

能过度的捕捞;在动物繁殖时节要休渔休猎, 确保动

物的繁衍。林木的利用也是如此, 不可滥砍滥伐,否

则就会造成水土流失,会引起干旱、洪涝等自然灾

害,破坏农业经济。

孟子的这些思想很有价值,和现时代的休渔、休

猎、划分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政策

是吻合的。农业、林业和渔牧业是我国古代主要的

经济形式。孟子考虑到了如何平衡发展这三种经

济,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我国现代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六、社会再分配

孟子也关注社会救济。孟子认为在进行社会再

分配时应扶弱救贫。他说: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

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 天

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 必先斯四

者。∃[ 1] !梁惠王下∀
他认为, 周文王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成

功的,国家应优先关照鳏寡孤独这些人,他们是最需

要社会救助的人群。他还用 !诗经 % 小雅 ∀中的 #哿

矣富人,哀此茕独 ∃来论证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社

会上衣食无忧的人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在生活上没

有什么问题,但那些孤苦伶仃的人生活就悲惨了, 因

此,社会必须通过再分配的手段, 来对他们进行救

助。

孟子也注意到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对于穷人

和富人的关系,他主张富人应当帮助穷人,反对 #为

富不仁,为仁不富 ∃,并加以嘲讽和批判。

孟子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各国之间战

争不断,民不聊生。诸侯为了争霸列国,大力扩军备

战,征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加大税收比例,阻碍并

破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就是在这一社

会、经济、政治极其复杂的时期, 在和各诸侯国的国

君讨论国家的治理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社会

经济思想。综观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和主张,在当时

虽较迂阔、不合于时,但他能抛却名利,关心国计民

生,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胸襟气度, 而其中的

某些经济思想今天仍给我们以启迪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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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cius∃ inherits and deve lops the Con fuc ian ism. It has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M enc ius∋ s socia l economy thought ma in ly invo lves country land system, d istribution system, tax revenue

system, industry and commerce system, environmenta l pro tection system and so on. The thought of the f ie ld

and the sub system benef its, the system people produces, the th in its tax to co llec,t the shopping district not to

draft and eco log ical equ ilibrium had trem endou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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