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5- 10- 26

作者简介 谢志军 男 河北邯郸人 讲师 哲学硕士 研究方向 哲学

简论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

谢志军,吴伟强

(中共邯郸市委党校, 河北 邯郸 056004)

[摘 要]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是庄子哲学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庄子通过对治人治世的批判、对心

计与知识的批判、对忠孝仁义、名利思想的批判, 深刻揭露了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弊端, 抒发了他对自然无为的美

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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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进步和落后是并存的。2000

多年前的庄子,在我国最早提出了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两难选择,这一问题至今仍在困饶着现代人。此即庄子的批
判哲学,也是其哲学体系中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一部分。

战国时代,我国社会正好处于一个转折期。社会矛盾非常

复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不

仅要受到严格的国家控制,而且还要受到严酷的法律惩治。此
外,各种苛捐杂税、不断的战争,也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因此,在人民的自然要求和生存权利被扼杀的同时, 作

为知识分子的庄子,基于对人类自身深深的忧虑和人生的深切

关怀,提出了其社会批判思想。

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是建立在其自然无为思想基础上的。
庄子强调,一切皆应因顺自然, 反对人为, 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

都是对人性的破坏。人应遵循自然之道, 不让心思和社会关系

搅乱了形生的天然进程。由此, 人应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泽

鸡十步一啄 ,百步一饮, 不祈畜乎笼中。为什么呢? 因为 神虽
王,不善也。造物主赋予人的, 就是他的天性, 所以, 人性自然,

人应回到自然中去。

综观 庄子 , 尽管其中不乏矛盾之处,但在排斥社会性, 强

调自然性,认为各种社会关系皆为对人性的束缚, 并加以揭露、
抨击方面是统一的。

一、对治人治世与权力的批判

人们皆习惯于歌颂治人治世, 颂扬社会的安定、团结、平

静,而对社会的混乱加以谴责。庄子却一反常见, 认为一切祸

乱的根源恰恰在这个 治 字上。因为它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
他指出,自尧舜以来, 人们皆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使人身体劳

累、精神疲惫。认为靠惩善罚恶是不能使人们回归到自己的天

然本性的。可见, 庄子所反对的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治世。

因为这样的治世只能使人类走向更悲惨的境地, 使 天下脊脊
大乱 。( 在宥 篇)

对于权力, 庄子表现了自己高尚的人格。战国时代, 希望

圣明君主出世拯救世道的呼声四起, 迷没了整个思想界。那

时,治乱皆与权力相连, 是个有权就有一切的时代。对此, 庄子
投以蔑视的目光。他认为, 权力是约束人性的桎梏。所以宁愿

曳尾与涂中 而不愿为国事所累, 君主尽管有权指挥一切, 然

而这也是自由的累赘和祸源。魏文候在听完田子方的开导后,

感叹地说 夫魏真为我累耳! ( 田子方 篇)

庄子对统治者滥用权力, 不顾人民的死活, 对社会造成很
大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不会消失

的。庄子指出, 统治者依靠权力, 压榨人民欺压人民, 人民稍有

反抗,就用刑法加以惩罚, 使人民完全成为统治者的奴隶, 没有
丝毫的自由。在权力的压抑下, 人民过着完全失去本性的生

活,并以马作比喻: 前有橛饰之患, 后有鞭荚之威, 而马之死已

过半矣。( 马啼 篇)。而以此, 伯乐却获得了 善治马 的称

号。人类社会在权势的威压下, 也暂时获得安定的假象。而这
种平静之下却隐藏着深深的祸患。人类社会必然要朝着适合

自己本性的方向发展, 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因为, 自然

是人的本性。

对于君主利用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 劳苦一国的人民, 以
供奉自己享受,庄子也进行了鞭挞, 指出, 君主以爱民为由, 干

着害民的勾当,名誉上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 实际上无时不

在为自己打算。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 以失为在己, 以正为
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 退而自责。( 则阳

篇)。而当时的君主呢? 有什么功劳均归于自己, 有什么样过

错却说成是人民造成的,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真象隐慝起来,却

责备百姓的不合作。社会上出现了什么祸患, 人民有了什么灾
难,只要不危及我的利益, 皆与我无关。因一人丧失生命而引

咎自责更不可能。天下人都死了,我照样当我的君主。世上的

浅薄之辈总是谴责士民的伪诈欺盗 ,而庄子却去捕捉引起士民

这种行为的真正凶手,是君主强民所难, 重为任而罚不胜 ,不
说自己安排的任务繁重却说人民不能胜任。 民知力竭, 则以

伪继之, 日出多伪, 士民安敢不伪! 夫力不足则伪, 知不足则

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 于谁责而可乎? 在此, 庄子指出社
会虚伪风日行,道德不纯的罪魁祸首在于统治者自以为高高在

上,唯我独尊, 以权力为靠山, 为所欲为, 能骗就骗, 能吓就吓,

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 庄子认为统治者是

社会罪恶的最终制造者。
庄子不仅对权力进行了抨击, 而且还对这种现象作出了分

析, 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 以显为是者, 不能让名, 亲权者,不

能与人柄。操之则傈,全之则悲 ( 天运 篇 )。有权的人, 之所
以不肯给人以权柄, 是因为他们迷恋权势。权, 不仅是一个权

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利益问题。在一个专制社会里, 有了权就

等于有了一切,什么财富、名声、地位等等, 都与权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此外,还同人的权利欲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掌权
的人是不会轻易让出权柄的。因为他没了权, 就等于没了一

切。同样, 庄子也指出掌握权柄的人生活也不是自由自在的,

他也要处于提心吊胆之中。因此, 是 天之戮民也 , 受到自然

的惩罚。所以,只有在专制政府消除以后, 权力真正地属于人
民所有后,人民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过上比较自由的生活。

庄子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正面典型 正考父一命而伛, 再命

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 孰敢不轨 ( 列御寇 篇)。庄子对
凡夫俗子当官后的自高自大也进行了描述: 如而夫者, 一命而

吕钜,再命而于车上午, 三命而名诸父 ( 列御寇 篇)。这也正

是专制政府的弊端。官员只对上负责, 而不对人民负责, 人民

只有听从的义务,而没有罢免他的权力。针对此, 庄子指出,人
心应该放纵自由, 人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 人民不应

当受到更多的约束, 统治者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这样才算是大

圣: 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举灭其贼心而
皆进其独志 ( 天地 篇 )。这样, 使每一个人都能作为社会的

独立的成员,人人都能顺着自己的本性生活, 而不受来自外界

的约束。

当我们某些人在嘲弄庄子的混世、庄子的消极时, 我们应
该想到,二千多年前的庄子, 为了自己的信仰, 笃立独行, 不为

任何外在的诱惑所动 。他虽然家贫, 但绝不为富贵出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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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 他明白, 人的高贵、卑贱是以其 品质 、得道 为标志

的。他要求的是独立的人格, 自由的生活。实现信仰, 言行一

致是他的做人的目标。
在对统治者一意孤行给天下带来灾难进行揭露、抨击的同

时,庄子强调了民心的重要。统治者千万不能扰乱民心, 民心

对国家安定、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如果人心受到压抑, 就会使

人的意志变得消沉;人心受到鼓动, 人们的意志就能变得昂扬。

民心不可欺。而庸俗的统治者,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
见,以人民的意见作为自己意见的代名词, 从而图谋自己的利

益。它不仅会给人民带来灾祸,也必将被民众所唾弃。

二、对心计与知识的批判

人是能动的,有思想、有意识的动物, 这是人类不同于其它
动物的显著标志。而庄子认为, 心计、知识、智慧的活跃与发

展,会给人性带来灾难, 是社会的祸乱的根源。人们在原始社

会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彼此以诚相待, 而自从

皇帝尧舜来到人间以后, 摇动人心, 挑起情欲, 人与人之间以
心知 相交, 使人们争名夺利, 相互欺骗, 彼此勾心斗角, 破坏

了自然的秩序, 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因此, 圣人有所游, 而知

为孽, 约为胶, 德为接, 工为商, 圣人不谋, 恶用知? ( 德充符

篇)。在 庚桑楚 中又指出 举贤则民相轧, 任知则民相监 。
由于人民之间以利相交,使他们相互残杀、抢劫, 使社会风气日

离淳厚。并指出 大乱之本, 必生于尧舜之间 ,其未有乎千世之

位。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就整个人类而言,智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在带给人类好

处的同进, 也隐藏着使整个人类毁灭的祸患。因此, 研究人本
身已成为整个学术界的课题。

对人类的认识能力的论述, 是庄子很有价值的部分。 彼

其物无穷, 而人皆以为有终; 彼其物无测, 而人皆以为有极

( 在宥 篇) ,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
诎之以非也 ,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言之所尽, 知

之所至,极物而已, 观道之人, 不随其所废, 不原其所起, 此议之

所之 ( 则阳 篇)。对庄子的上述言论, 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

为不可知论。

三、对忠孝仁义的批判

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儒家倡导最烈。

有一套完整的、以忠孝仁义礼乐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与实践

原则。对此, 庄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仁义的兴起, 带来

一系列的恶果:仁义使人有了贵贱之分,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是生而平等的。许多思想家总是把仁义

与爱人连在一起,众多的眼睛盼望着爱人者出世, 以便受其惠,
而庄子却冷眼以待,指出 捐仁义者寡, 利仁义者众 ( 徐无鬼

篇)。越提倡仁义, 假仁义利已者越多, 仁义成为兽行者的工

具。在 月去箧 篇中,庄子淋漓尽致地发挥此义,指出 彼窃钩者

诛,窃国者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仁义礼制终究成了强权

者用来装饰门面的工具, 使他们凭借手中的物权可以胡作非
为,而事后, 还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庄子指出,仁义是社

会的刽子手,虽不免失之刻薄, 但却包含有很深的价值。仁爱

之论可以是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 然而这种美好的图画却被吸

吮人民血汗的刽子手当作包藏屠刀之用, 温情脉脉的外表掩盖
的是虚伪的残忍。庄子首先揭露出来, 就此而言, 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因此,庄子的社会批判理论深刻揭露了在不平等的社会关

系中,大多数人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文明的果实被少数别有
用心的人垄断吞噬,多数人反受其害。

现实的黑暗激发起人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 而理想社会的

塑造也体现了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否定。 庄子 塑造了他的乌

托邦 至德之世 ,以抒发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

山无蹊隧, 泽无舟梁,万物群生, 连屑其乡 同与禽兽,
族与万物并 ( 马蹄 篇)。人民 织而衣, 耕而食, 甘其食, 美其

服,乐其俗, 安其居 ( 月去箧 篇)。

庄子为人类设计了一美好的生活图景。其中, 确有原始社

会的底迹,但除去生产力低下外,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自然的完美不也是我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吗!

这种 至德之世 反映了庄子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和对现实的强烈愤慨,也体现了他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态度。

对于庄子的处世态度, 我们认为, 他一方面是为了在乱世

中保存性命,明哲保身, 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原则。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从政治社会的罗网之中, 从功名利禄的罗网之中

撤退出来,以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者的

合作态度。在一个专制社会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奋争,

对于社会的进步所起的多大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严格说来,
庄子是愤世的,这种思想, 应是其思想的主流。

[参考文献]

[ 1] 庄子.

[责任编辑: 陶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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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 页)德境界和水平。高校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向

成年期转变的重要时期, 也是自我意识发展、走向完善的关键
时期。因此,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 应站在科学发展教育的高

度,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 学生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及教育

教学规律。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

治文明及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切实为人的全面发展。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小康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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