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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华传统形成伊始就形成民本主义的思想ꎬ只是作为道德规范起到对统治者劝诫的作用ꎮ 而

自春秋孔子的仁学始ꎬ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治的思想ꎬ随着教育私学化、礼乐生活化、日常生活主孝悌、乡里关系仁

义化ꎬ实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主体化ꎬ使得民本思想有了社会制度的保障ꎬ给民间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

件ꎮ 这种民治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也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ꎬ民众在民间治理中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扩及到政

治领域ꎬ就形成现代的民主思想ꎮ
〔关键词〕民本ꎻ民治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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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ꎬ无论对西方ꎬ还是对中国社会而

言ꎬ都是民本思想从客体化转向主体化的过程ꎮ
中国长期的传统大一统社会ꎬ民本思想只是对封

建统治者的一种劝诫ꎬ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劝诫ꎬ
没有制度约束效应ꎬ而且往往只是对历朝开国明

君提供自律指南ꎬ对于后续的守成君主意义不

大ꎬ民本思想只是作为道德思想存在ꎮ〔１〕１８４０ 年

之后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打击下ꎬ这种漠视民众利

益的大一统秩序面临着全面瓦解ꎬ无论是 １９ 世

纪 ６０ 年代的洋务运动ꎬ还是 １８９８ 年的戊戌变

法ꎬ亦或是 １９１１ 年的辛亥革命ꎬ都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及其在社会治理

中的主体地位ꎬ也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ꎮ

而 １９１９ 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ꎬ用白话

文代替文言文ꎬ使得广大民众的社会交流被纳入

社会主流意识ꎬ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启蒙巨匠

所主导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标志着广大民众

自治主体意识的觉醒ꎬ由此ꎬ以五四新文化启蒙

运动为分界线ꎬ后来的社会历程被称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ꎬ即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实现ꎮ
这种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ꎬ深深地根植于东

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ꎬ是在现代化的环境下ꎬ主
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ꎮ 而且ꎬ各国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ꎬ也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传统中民本思想的有

效资源ꎬ使得现代化的民众治理能够迅速地获得

社会的普遍认同ꎬ达成社会共识ꎮ 如西方社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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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５ 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化进程ꎬ就有效

地利用了古希腊的人文传统ꎬ使得民本思想迅速

在社会中普及ꎬ成为推动社会革命的力量ꎮ 亚里

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就明确指出ꎬ“依绝

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ꎬ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

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ꎻ而那些只照顾统

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

政体的变态(偏离)ꎮ 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

的ꎮ” 〔２〕国家的政治治理是善的艺术ꎬ必须要操持

全邦所有成员的德行ꎬ顾及全邦所有成员的公共

利益ꎮ 这种民主思想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

点ꎮ〔３〕德国在 １８７１ 年普鲁士王国实现统一之后ꎬ
在其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ꎬ也非常有效地求助于

传统思想中丰厚的民治传统ꎬ被称为“民族精

神”ꎬ从而快速实现现代化ꎬ民族精神在其实现现

代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日本社会在

１９ 世纪末ꎬ也面临着类似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内

忧外患ꎬ进入到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之中ꎬ其在传

统思想中找到“士魂商才”的传统资源ꎬ对其现

代化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ꎬ使社会迅速

形成共识ꎮ
中国社会由于受长期大一统社会的影响ꎬ民

众一直以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底层客体存在ꎬ无
法有效地影响社会治理ꎬ在进入到以民众自治为

基本特点的现代社会时ꎬ面临着非常强烈的不适

应性ꎬ如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小区自治、经济

领域的公司自治都面临着运转不畅的问题ꎬ普遍

凸显着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不强的特点ꎬ面临不

同程度上的困境ꎮ 现代的民主治理缺乏强有力

的传统民治思想支持ꎮ

一、民免而无耻:民本思想的传统起源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ꎬ确实存在民众主体性

意识缺乏的问题ꎬ民众历来被当作社会治理的对

象来看待ꎮ 夏启废禅让建立家天下ꎬ宣扬“有夏

服天命”ꎬ«尚书»曰:“皇祖有训ꎬ民可近ꎬ不可

下ꎬ民惟邦本ꎬ本固邦宁ꎮ”(«尚书夏书五子

之歌»)这是民本思想的确定性显示ꎬ非常明显

地看出此处的民是作为治理对象而言ꎮ 民本思

想只有被统治者的自觉意识所吸纳ꎬ才具有意

义ꎬ否则ꎬ民本思想只能游离于社会有效治理之

外ꎬ作为可有可无的道德说教而存在夏桀暴虐无

道ꎬ却以太阳自比ꎬ曰“天之有日ꎬ犹吾之有民”ꎮ
此处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民的客体性地位ꎬ没有

任何主体性意识ꎮ
夏商继亡ꎬ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ꎬ把天

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ꎬ周王亦称“天

子”ꎬ是受了“天命”取代商来统治天下的ꎮ 周人

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ꎬ看到了人

民的武装倒戈ꎬ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ꎬ这是“天
惟时求民主”ꎬ“民之所欲ꎬ天必从之”ꎬ“天视自

我民视ꎬ天听自我民听”ꎬ进而提出“皇天无亲ꎬ
唯德是辅”ꎬ“敬德”才可以“保民”ꎬ提出“敬德保

民”、“以德配天”、“聿修厥德ꎬ永言配命ꎬ自求多

福”ꎮ 其中“德”包括敬天、敬宗、保民三方面ꎬ尤
其要“怀保小民”ꎬ舍此难保天祚ꎮ 春秋战国的

动荡ꎬ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ꎮ “贵以贱为本ꎬ高
以下为基”ꎬ“唯人是保ꎬ而利于主ꎬ国之宝也”ꎮ
西周提出了民本思想的完整阐述ꎬ但这里的民仍

被排除在治理主体之外ꎬ孔子总结为“道之以政ꎬ
齐之以刑ꎬ民免而无耻”ꎬ(«论语为政»)这是

传统民本思想根本特点的归纳ꎮ
汉代之后ꎬ民本思想被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所

吸收ꎬ成为了官僚的道德约束ꎬ进入主流意识形

态ꎬ仍然摆脱不了其客体性的命运ꎮ 虽然民本思

想被大一统的君主集权所吸收ꎬ成为制民的基

石ꎬ派生出天子与官僚都要“爱民如子”的廉政

蕴含ꎬ但民如内子ꎬ从夫从父ꎬ非是主体ꎮ
这时的民本思想ꎬ乃是服务于封建君主官僚

政治的“牧民”思想ꎬ“凡有地牧民者ꎬ务在四时ꎬ
守在仓廪ꎮ 国多财ꎬ则远者来ꎻ地辟举ꎬ则民留

处ꎻ仓廪实ꎬ则知礼节ꎻ衣食足ꎬ则知荣辱ꎻ上服

度ꎬ则六亲固ꎻ四维张ꎬ则君令行ꎮ” 〔４〕天下系君主

私产ꎬ“固为子孙创业也”ꎮ 君主与民众处在利

益的两极ꎬ统治者之所以采纳民本思想ꎬ针对的

是防止中饱阶层的形成ꎬ反对中饱官僚集团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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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ꎬ起到为专制体制反腐败之用ꎬ但天下为君

王私产的观念在传统大一统社会中根深蒂固ꎬ君
主权力侵蚀民众成社会治理的痼疾ꎬ“凡天下之

无地而得安宁者ꎬ为君也”ꎮ 君主以己之私ꎬ“荼
毒天下之肝脑ꎬ离散天下之子女ꎬ以博一人之产

业ꎬ曾不惨然”ꎮ 君主的专制统治ꎬ常出现“敲剥

天下之骨髓ꎬ离散天下之子女ꎬ以奉我一人之淫

乐ꎬ视为当然”ꎬ视之为“此我产业之花息也”ꎮ
由此ꎬ“为天下之大害者ꎬ君而已矣”ꎮ〔５〕

民本思想成为约束官僚集团政治行为的一

个准绳ꎮ 西汉贾谊将之阐释得极为明白ꎬ民本非

民以为本ꎬ实为借助于国、君、吏方可实现的手

段:“闻之于政也ꎬ民无不为本也ꎮ 国以为本ꎬ君
以为本ꎬ吏以为本ꎮ 故国以民为安危ꎬ君以民为

威侮ꎬ吏以民为贵贱ꎮ 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ꎮ”要
求官吏关注民生ꎮ “民者ꎬ国之根也ꎬ诚宜重其

食ꎬ爱其命ꎮ” (贾谊«新书大政上»)但在现实

世界中ꎬ国、民、吏又有自身不同于民的利益诉求

和管理模式ꎬ这种只有圣人方可做到的道德ꎬ其
现实实践性堪忧ꎬ “圣人无常心ꎬ以百姓心为

心”ꎬ圣人不可得ꎬ无常心亦不可得ꎬ更何况百姓

之心ꎮ 因此ꎬ道德说教与政治现实往往相差极

大ꎬ甚至截然相反ꎬ虽曰“去民之患ꎬ如除腹心之

疾”ꎬ但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ꎬ历来封建王朝上演

的无数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就是实例ꎮ

二、民有耻且格:民治思想中民的主体化渊源

春秋时期是中华传统上第一次远离大一统

治理格局的时代ꎬ而且ꎬ从公元前 ７７０ 年到公元

前 ４７６ 年ꎬ长达 ３００ 年ꎬ再后来长达 ２５０ 年的战

国ꎬ这一时代乱象存续了 ５５０ 年ꎮ 这是中华传统

的成形和成熟期ꎬ当时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都与

后来儒家传统相去甚远ꎬ包括孔子的仁学思想ꎮ
诸子百家思想解决的是春秋战国大变动社会的

生存智慧ꎬ而后来的传统则是如何维护有效的大

一统社会秩序ꎬ两者的立论与思维路径完全不

同ꎮ〔６〕

周王室衰败ꎬ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

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ꎬ天下大乱ꎬ礼乐崩

坏ꎬ激烈的竞争使得民的作用凸显ꎮ 如春秋时期

田氏代齐的重要手段就是收买人心ꎬ搞大斗出

货ꎬ小斗收进ꎬ结果“得齐民心”ꎬ“民众归之如流

水”ꎬ民的主体性地位显露无遗ꎮ «孟子»说:“民
为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ꎮ”将民、君主、社稷放置

于同一地位ꎬ甚至将民提升到高于社稷、君王的

地位ꎮ 孟子的“民为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仁政

思想ꎬ告诫统治者“爱民” “利民”ꎬ轻刑薄赋ꎬ听
政于民ꎬ与民同乐ꎮ 孟子指出“黎民不饥不寒ꎬ然
而不王者ꎬ未之有也”ꎮ 欲使百姓丰衣足食ꎬ需
“制民之产”ꎮ 孟子说:“乐民之乐者ꎬ民亦乐其

乐ꎻ忧民之忧者ꎬ民亦忧其忧ꎮ”民本思想在孟子

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ꎬ强调人在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

高ꎬ认识到“政之所兴ꎬ在顺民心ꎬ政之所废ꎬ在逆

民心”ꎬ«荀子»曰:“水则载舟ꎬ水则覆舟”ꎬ对君

民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ꎮ 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决

策上注重察民情、顺民心ꎮ «吕氏春秋»曰:“失
民心而立功名者ꎬ未之曾有也ꎮ”民本思想还体现

在为政上主张安民富民ꎬ以及采取不扰农时、薄
赋轻刑等举措ꎮ «淮南子»曰:“治国有常ꎬ而利

民为本ꎮ”墨子从爱惜民力角度ꎬ倡议“节用”ꎮ
在春秋的诸子百家思想中ꎬ孔子的仁学思想

极具代表性ꎬ提出了教育私化、礼乐日常化、治理

仁义化的以庶民自治为中心的全面治理革新ꎬ提
出“民服、民信、民足、民敬、民善”的全面民治思

想ꎬ提出了“道之以德ꎬ齐之以礼ꎬ民有耻且格”
的民兴于仁的治理局面ꎬ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庶

民自治的民治思想ꎮ 民治具有自身的独特性ꎬ非
贵族治理或是官僚治理所能替代ꎬ提出在教育、
礼乐、乡里、社会领域庶民自治的思想ꎬ第一次实

现了民治主体化ꎬ对后续的民间社会产生深刻影

响ꎬ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ꎬ〔７〕 具体表现在下面

几个方面ꎮ
一是民兴于仁具有自身的特点ꎬ而非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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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治理可以完成的ꎬ“道之以政ꎬ齐之以刑”
的结果ꎬ只能是民免而无耻ꎮ 传统的大一统治理

强调单一性、圣人标准ꎬ而庶民起于社会底层ꎬ受
礼崩乐坏外界社会的挤压ꎬ常生困顿ꎬ行仁的生

存成本极高ꎬ因此ꎬ庶民行仁ꎬ无法从正面入手ꎬ
需要从不仁者入手ꎬ正如«论语里仁»指出的ꎬ
“好仁者ꎬ无以尚之ꎻ恶不仁者ꎬ其为仁矣ꎬ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ꎮ”庶民行仁ꎬ缺乏身份、地位、权
力、财富的支撑ꎬ困顿简约挥之不去ꎬ导致在仁学

实践的很长时间段中ꎬ不能从正面(美德)入手ꎬ
否则会出现“无以尚之”的困境ꎬ而需要从“恶不

仁者”入手ꎬ保证底线ꎬ不致堕落ꎬ这就使得庶民

行仁ꎬ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ꎬ孔子的因材施教、弟
子的仁而不同ꎬ而这正是大一统的“道之以政ꎬ齐
之以刑”的单一性所无法完成的ꎮ 因此ꎬ大一统

治理即便加以民本思想ꎬ也只是强调秩序ꎬ而无

法实现民的启蒙与发展ꎬ实现民之治理的主体

化ꎮ
二是民的外表愚笨ꎬ但能够退而省其私ꎮ

«论语为政»借用颜回的特点指出民的特点ꎬ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ꎬ不违ꎬ如愚ꎮ 退而省其私ꎬ
亦足以发ꎬ回也不愚ꎮ” 〔８〕民的愚笨与治理者的精

明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ꎬ民在社会治理中ꎬ不仅

是弱势一方ꎬ而且ꎬ具有反应慢、愚笨、不精明的

特点ꎬ由此ꎬ民的权益在社会治理中极易被侵蚀ꎮ
但是民有个特点ꎬ就是能够“退而省其私”ꎬ庶民

人才的培养也具有类似的特点ꎬ“君子可逝也ꎬ不
可陷也ꎻ可欺也ꎬ不可罔也ꎮ”而大一统的治理更

多地是关注现有秩序、利益和权力平衡ꎬ而民众

的多层次、多样性、复合性是超越其治理极限的ꎮ
三是民具有多样性ꎬ非大一统的单一行政方

法能够全面顾及ꎮ 在«论语为政»中指出ꎬ民
众的治理方法需要运用理性的方法ꎬ“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察其所安”ꎻ以及用经验的方法ꎬ“温
故而知新ꎬ可以为师矣”ꎻ以及关注民众的内在人

格成长ꎬ“君子不器”ꎬ非现实世界的标准可以衡

量ꎬ这样的方法正是民众的多样性所决定的ꎮ 但

大一统的统治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上位意志

(君主意志、长官意志、上级意志) 代替理性治

理、经验方法和非世俗的内在人格成长ꎬ代之以

可见的、利益的、世俗的标准ꎮ
四是庶民成士的狂狷模式非大一统的秩序

模式所能拥有ꎬ也与大一统社会培养人才的“中
行”模式完全相反ꎮ 正是由于民的独特属性ꎬ使
得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特性ꎬ完全非大

一统治理所能拥有ꎮ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ꎬ必
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ꎬ狷者有所不为也ꎮ” («论

语子路»)狂狷模式体现了庶民成士的起点

低、路径多样、程度不同、个性化丰富的特点ꎬ这
些斑斓缤纷的信息是大一统社会治理没有办法

容纳的ꎮ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要在经济领域

实行市场的自组织结构和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

制度的原因ꎬ任何其他的制度均没有办法容纳如

此庞大的信息ꎮ 未能实现民众主体性的治理ꎬ不
能真正知晓民众的真实需求ꎬ靠统治者仁慈在历

史的经验中只是昙花一现ꎬ终非长久之策ꎮ
正是民众社会具有自身独特性ꎬ使得民众的

培养方式需以狂狷模式代替中行模式ꎬ这是庶民

成士的基本特点ꎬ也决定了传统的“道之以政ꎬ齐
之以刑”无法实现这一功能ꎬ而只能诉诸于民众

主体化的民治ꎮ 孔子的仁学明确地指出庶民成

士的鲜明特点ꎮ
第一ꎬ庶民成士行之以约ꎬ具有起点低的特

点ꎮ 大一统的培养方式往往直接从美德入手ꎬ因
为统治者具有优越的条件、尊显的地位、固定的

官学、长年不变的仪规ꎬ“动之以礼”是大一统培

养人才的基本方式ꎮ 但是ꎬ庶民成士ꎬ外界条件

十分严苛ꎬ常有困顿之忧ꎬ生存成本非常高昂ꎬ因
此ꎬ庶民需要采取简约的方式ꎬ“居敬而行简”ꎬ
以最有效的方式维持自身生存与内在自主人格

成长的平衡ꎮ 对于庶民而言ꎬ仁学的最初实践并

不是美德加身ꎬ而是从“不仁”者入手ꎬ“恶不仁

者ꎬ其为仁矣ꎬ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ꎮ”而对于正

面践行美德ꎬ需要正视礼崩乐坏之下美德的变

异ꎬ美德在春秋大变动社会的挤压下ꎬ呈现出善

恶不分的状态:仁与愚、知与荡、信与贼、直与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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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与乱、刚与狂ꎬ呈现出同形不同质的特点ꎬ〔９〕因

此ꎬ正面践行美德需要有技巧的支撑ꎬ“好仁者ꎬ
无以尚之”ꎬ庶民成士的初期实践美德从正面突

破存在动力不足、缺少辨析力的问题ꎮ 庶民成士

与大一统成才模式不同ꎬ“子路问成人ꎮ 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ꎬ公绰之不欲ꎬ卞庄子之勇ꎬ冉求

之艺ꎬ文之以礼乐ꎬ亦可以为成人矣ꎮ’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ꎬ见危授命ꎬ久不忘平

生之言ꎬ亦可以为成人矣ꎮ’”大一统对人才的要

求是全面美德ꎬ而庶民成士限于有限的资源ꎬ只
能抓主要矛盾ꎮ 庶民成士若依大一统的标准ꎬ肯
定毛病丛生ꎬ不符合要求ꎮ

第二ꎬ庶民成士需要立于民ꎬ不同于培养大

一统治理完全相对于民ꎮ 从大一统的“道之以

政ꎬ齐之以刑”的身份之治ꎬ完全将民排除于治理

之外ꎬ民免而无耻ꎬ整个治理的主体是统治者(贵
族或是士大夫官僚)ꎬ庶民只是治理的对象ꎬ而春

秋时期由于贵族培养机制的破坏ꎬ使得庶民成士

成为了解决礼崩乐坏问题的唯一有效选择ꎮ 庶

民成士来源于民ꎬ而且ꎬ它的完成也是在庶民社

会之中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基本

上都是在民中完成的ꎮ 而且ꎬ民间社会提供了庶

民成士的动力:立志与爱人ꎮ 此处的爱人就是爱

民众ꎬ爱天下ꎮ “子曰:‘弟子入则孝ꎬ出则悌ꎬ谨
而信ꎬ泛爱众ꎬ而亲仁ꎮ 行有余力ꎬ则以学文ꎮ’”
(«论语学而»)

第三ꎬ庶民成士需要敏于行ꎮ 庶民成士需要

直面巨大的生存压力ꎬ微薄的生活资料随时可能

会因为自身与现实的礼崩乐坏不妥协、不合作而

失去ꎬ陷入困顿之中ꎮ 解决因为庶民行仁而导致

的生存危机就成为了孔子仁学的首要任务ꎬ而敏

于行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ꎮ 巨大的社会压力ꎬ可
能会在快速的行动力面前转变为前进的动力ꎮ
因此ꎬ敏于行成为庶民行仁的第一要素:“君子欲

讷于言而敏于行ꎮ” “子张问仁于孔子ꎮ 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ꎮ’ ‘请问之ꎮ’曰:‘恭ꎬ
宽ꎬ信ꎬ敏ꎬ惠ꎮ 恭则不侮ꎬ宽则得众ꎬ信则人任

焉ꎬ敏则有功ꎬ惠则足以使人ꎮ’” («论语阳

货»)孔子认为自身的成功ꎬ敏于行为最重要的

原因ꎬ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ꎬ好古ꎬ敏以求之者

也ꎮ”而对于传统贵族而言ꎬ是否符合周礼是其行

动的第一要义ꎬ而非敏于行ꎬ贵族强调三思而后

行ꎬ而庶民成士则是两思即可ꎮ “季文子三思而

后行ꎮ 子闻之ꎬ曰:‘再ꎬ斯可矣ꎮ’”
第四ꎬ庶民成士需要有勇为第一美德ꎬ仁者

必有勇ꎬ使得庶民成士路径多样性ꎬ创意十足:漆
雕开、子游的不从仕ꎬ冉有、子路的乐于为政ꎻ颜
回的克己复礼ꎬ宰我的言语颠覆礼ꎻ子贡的以一

知二ꎬ颜回的以一知十ꎬ都是可行的ꎮ 庶民成士ꎬ
肯定会面临外界礼崩乐坏所带来的高昂生存成

本ꎬ唯有有勇者才能破除礼崩乐坏所设置的层层

障碍ꎮ 庶民立德ꎬ可能会面临着礼崩乐坏所带来

的困顿的围剿ꎬ能够无所惧怕ꎬ勇于践行仁道者ꎬ
非勇者不可为ꎮ 庶民行仁ꎬ如逆水行舟、窄路险

行ꎬ无勇不足以立世ꎮ 孔门弟子子路ꎬ虽登堂ꎬ但
未入于室ꎬ对于仁学也未及根本ꎬ然其勇可嘉ꎬ为
了保护这份勇ꎬ孔子对子路其他各个方面的缺陷

也采取宽容ꎬ容其逐渐改之ꎮ 庶民成士ꎬ两思即

可ꎬ也体现了勇的特质ꎮ 庶民成士在很长的时间

中表现出来的ꎬ并非中行的行为模式ꎬ而是狂狷

的勇的行为模式ꎮ “狂者进取ꎬ狷者有所不为

也”ꎮ
第五ꎬ庶民成士无教条ꎬ需实现“四毋”ꎮ 贵

族的培养有着固定的模式ꎬ在周礼中ꎬ贵族从衣

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待人接物到聘问拜会ꎬ无
一不在礼制当中ꎬ无时不体现出与身份相符的礼

仪ꎮ 而庶民成士ꎬ并不在于身份ꎬ而在内在于人

格与才能ꎬ能够实现士的价值ꎬ“行己有耻ꎬ使于

四方ꎬ不辱君命ꎬ可谓士矣ꎮ”在庶民成士的过程

中ꎬ需要经受礼崩乐坏的环境所带来的困顿的巨

大生存压力ꎬ任何固定的教条对于暴露于巨大生

存压力之下脆弱的庶民均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ꎬ
因此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顺势而行就成为了庶

民行仁的基本法则:“君子之于天下也ꎬ无适也ꎬ
无莫也ꎬ义之于比”ꎬ“子绝四ꎬ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ꎬ这些法则是庶民行仁必须要遵循的法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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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贵族的培养模式截然不同ꎮ
庶民成士是不再依赖政治、贵族的自治之

法ꎬ无论是危邦、乱邦ꎬ还是治邦ꎬ庶民的发展均

可以实现ꎬ只是实现的环境发生了改变ꎬ实现的

方法也相应改变而已:“邦有道ꎬ不废ꎻ邦无道ꎬ免
于刑戮”ꎮ 庶民成士有其内在的法则ꎬ不再依赖

于天下有道与否:“笃信好学ꎬ守死善道ꎮ 危邦不

入ꎬ乱邦不居ꎮ 天下有道则见ꎬ无道则隐ꎮ 邦有

道ꎬ贫且贱焉ꎬ耻也ꎻ邦无道ꎬ富且贵焉ꎬ耻也ꎮ”
孔子的仁学开创了中国传统庶民自治的传

统ꎬ实现了私学自治、礼乐自治、乡里自治、仁义

自治ꎬ进而影响到士大夫自治ꎬ在相当大程度上

影响了中华传统政治的发展进程ꎮ

三、民天下思想:民治主体化消失的历史佐证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ꎬ一个非常明显的观点

是民虽然无法实现成为政治治理的主体ꎬ但应该

是社会治理的主体ꎬ无论是私学教育、个体的成

长(礼乐秩序)、里仁的秩序都属于社会事务ꎬ而
非狭义的政治事务ꎬ属于民众自治的范围ꎮ «论
语为政»明确指出ꎬ仁学的为政包括狭义的政

治治理ꎬ也包括社会治理ꎬ或谓孔子曰:“子奚不

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ꎬ友于兄弟ꎬ施
于有政ꎮ’是亦为政ꎬ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

政»)而社会治理ꎬ正是庶民自治的范围ꎬ是庶民

自治主体化实现的领域ꎮ 因此ꎬ民的治理的主体

化ꎬ是相对于社会领域(教育的私学化、礼乐的生

活化、日常治理的孝悌、乡里的仁义治理)而言ꎬ
区别于狭义的维护统治的政治秩序ꎮ

在春秋时期ꎬ不同的诸侯ꎬ他的身份、地位、
财富、权力、疆域ꎬ甚至是治理的雄心壮志都是不

同质的ꎮ 因此ꎬ孔子仁学分为千乘之国、万乘之

国ꎬ国与国之间的治理千差万别ꎬ但是ꎬ不同诸侯

国的民具有同质性ꎮ «尚书泰誓上»:“天矜于

民ꎬ民之所欲ꎬ天必从之ꎮ”«道德经»曰:“圣人无

常心ꎬ以百姓心为心ꎮ” “故道大ꎬ天大ꎬ地大ꎬ人
亦大ꎮ 域中有四大ꎬ而人居其一焉ꎮ” «易贲

卦象辞»中记载:“观乎天文ꎬ以察时变ꎻ关乎

人文ꎬ以化成天下ꎮ” «左传»载:“夫民ꎬ神之主

也ꎮ 是以圣王先成民ꎬ而后致力于神ꎮ” 〔１０〕 认为

民是神的主宰ꎬ神也要听民的意见ꎮ «管子»说:
“政之所兴ꎬ在顺民心ꎻ政之所废ꎬ在逆民心ꎮ”
«谷梁传»说:“民者ꎬ君之本也ꎮ”认为民是国家

根本ꎬ失去民ꎬ国君也就不存在了ꎮ 由此ꎬ正是同

质的民具有超乎国家、政治的超然地位ꎬ由此被

认为是超越国家的另一领域:天下ꎮ 通过 “天

下”这一民间社会的治理ꎬ有效地制约了政治社

会的权力泛滥ꎬ从而给陷于礼崩乐坏的政治社会

重新制定礼乐纲常ꎬ使得社会走出秩序的紊乱与

崩溃ꎬ实现发展与繁荣ꎮ 樊迟问仁ꎮ 子曰:“爱
人ꎮ”问知ꎮ 子曰:“知人ꎮ”樊迟未达ꎮ 子曰:“举
直错诸枉ꎬ能使枉者直ꎮ”樊迟退ꎬ见子夏曰:“乡
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ꎬ子曰ꎬ‘举直错诸枉ꎬ能使

枉者直’ꎬ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

下ꎬ选于众ꎬ举皋陶ꎬ不仁者远矣ꎮ 汤有天下ꎬ选
于众ꎬ举伊尹ꎬ不仁者远矣ꎮ”这里“爱人”中的

“人”没有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区别ꎬ同于

民ꎮ 而爱民等同于天下ꎬ选于众ꎬ实现了民众的

主体化治理ꎬ也就是天下的治理能够有效地制约

狭义的政治治理ꎬ即能实现民兴于仁ꎬ实为善政ꎬ
否则ꎬ若是天下治理无处容身ꎬ完全被政治治理

所挟持ꎬ即为恶政ꎮ
这种悲剧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著作里面就

得到了充分反映ꎮ 顾炎武在明末国破家亡的悲

痛中深刻反思社会现实ꎬ基于对专制独裁统治的

猛烈批评ꎬ发展了“天下说”ꎬ提出天下与国家的

二元治理观ꎮ 就其渊源ꎬ顾炎武的“天下观”与

孔子仁学的天下思想一脉相承ꎬ继承了中国古代

传统的天下庶民治理思想ꎬ对长期以来政治社会

完全吸收民间社会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进

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ꎮ
明末政治ꎬ大一统专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ꎬ无论是阉党祸乱、还是东林内斗ꎬ都体现了政

治之恶与亡国气息ꎮ 顾炎武身处明末天崩地解

的乱世ꎬ具有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ꎬ长期抗清复

明ꎬ终生考察大江南北ꎮ 因对现实的深刻体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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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政治社会进行深入的批判ꎮ 朝野政风险恶、
歪风四起、纲常不振ꎬ专制的政治已然是众恶的

汇集之地ꎬ以政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治理观念经

受深刻考验ꎬ备受质疑ꎮ “自万历季年ꎬ搢绅之

士ꎬ不知以礼饬躬ꎬ而声气及于宵人ꎬ诗字颁于舆

皂ꎮ 至于公卿上寿ꎬ宰执称儿ꎬ而神州陆沉ꎬ中原

涂炭矣ꎮ” 〔１１〕朝廷朋党相争、宦官弄权、权势勾结

愈发龌龊黑暗ꎬ政风败坏、吏治腐朽、追名逐利的

浮躁风气日盛ꎬ这正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时弊ꎮ 从

政治入手进行改革ꎬ陈弊深重ꎬ“自神宗以来ꎬ黩
货之风ꎬ日甚一日ꎮ 天下水利碾硙ꎬ场渡市集ꎬ无
不属之豪绅ꎬ相沿以为常事ꎮ” 〔１２〕 民间土地兼并

猖獗ꎬ百姓几无立锥之地ꎬ食肉者鄙ꎬ庶民无食果

腹ꎬ传统仁学的君子生存环境不复存在ꎬ“去人

伦ꎬ无君子ꎬ而国命随之”ꎬ国家灭亡就理所当然

了ꎮ
之所以会落入如此悲惨境地ꎬ其中根本原因

是历来政治治理采用的策略是“道之以政ꎬ齐之

以刑ꎬ民免而无耻”的传统政治治理与“民兴于

仁”的庶民治理逻辑相违背ꎬ“孔子对哀公ꎬ以老

者不教ꎬ幼者不学ꎬ为俗之不祥ꎮ 自余所逮见五、
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ꎮ 不教、不学之徒ꎬ满于

天下ꎮ”民间社会教化不兴而致道德沦丧、纲常紊

乱ꎮ 而根本的解决方法并非政治社会的改革ꎬ而
是庶民社会的教育ꎬ“目击世趋ꎬ方知治乱之关必

在人心风俗ꎬ而所以转移人心ꎬ整顿风俗ꎬ则教化

纲纪为不可缺矣”ꎮ 这种使民兴于仁并不是政治

社会的职责ꎬ而是儒家和士大夫的真正职责ꎬ“天
下兴亡ꎬ匹夫有责”ꎬ而非仅贵族、君主之责ꎮ

顾炎武批判传统政治治理模式ꎬ提出 “国

家”与“天下”不同的二元治理模式ꎮ 无视天下

民众福祉ꎬ只知盘剥民众、注重享乐、勾心斗角

者ꎬ非亡国不可ꎮ 只有关乎仁义道德、体恤百姓

个人的民间社会:“天下”才值得庶民守护ꎮ 将

“仁义”作为“开放之天下”的根本ꎬ与一家一姓

之“封闭政治之国家”相区别ꎬ正是对独裁专制

的明代弊政进行的反思ꎮ 所谓“国”ꎬ是“王室”
“贵族”的“国”ꎬ而非民众的国ꎮ 这就从根本上

否定了“溥天之下ꎬ莫非王土ꎻ率土之滨ꎬ莫非王

臣”的传统政治统治观念ꎮ〔１３〕

正是在对专制国家政治批判的基础上ꎬ顾炎

武提出了不同于政治治理的“兴天下”的治理思

路ꎮ 这一思路正是自孔子仁学提出以来ꎬ长期被

汉学、理学所消解的天下治理观ꎮ «日知录»曰:
“自天下为家ꎬ各亲其亲ꎬ各子其子ꎬ而人之有私ꎬ
固情之所不能免矣ꎬ故先王弗为之禁ꎮ 非惟弗

禁ꎬ且从而恤之ꎮ 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

公ꎬ此所以为王政也ꎮ 此义不明久矣ꎮ”人各

有私情ꎬ体恤百姓的私情ꎬ怀天下之私ꎬ才能凝聚

起“天下之公”的王政ꎮ “古之圣人ꎬ以公心待天

下之人ꎬ胙之土而分之国ꎻ今之君人者ꎬ尽四海之

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ꎬ不知有司之官ꎬ凛凛

焉救过之不及ꎬ以得代为幸ꎬ而无肯为其民兴一

日之利者ꎬ民乌得而不穷ꎬ国乌得而不弱?” 〔１４〕

国家的治理只有在天下治理的逻辑之下才

具有合理性ꎬ否则ꎬ国家的治理就会丧失合理性

的基础ꎮ “国犹水也ꎬ民犹鱼也ꎮ 幽王之诗曰:
‘鱼在于沼ꎬ亦匪克乐ꎮ 潜虽伏矣ꎬ亦孔之昭ꎮ 忧

心惨惨ꎬ念国之为虐ꎮ’” 〔１５〕 “«天保»之诗皆祝其

君以受福之辞ꎬ而要其指归ꎬ不过曰:‘民之质矣ꎬ
日用饮食ꎮ 群黎百姓ꎬ遍为尔德ꎮ’然则人君为国

之存亡计者ꎬ其可不致审于民俗哉!” 〔１６〕 君主统

治的合法性ꎬ建立在仁德教化、爱护百姓的基础

上ꎮ 由庶民之私ꎬ推及国家之公ꎬ这与孟子的表

述一致:“人有恒言ꎬ皆曰‘天下国家’ꎬ天下之本

在国ꎬ国之本在家ꎬ家之本在身ꎮ”(«孟子离娄

章句上»)
天下即是传统之庶民ꎬ近代之民众ꎬ仁学天

下观实则是突破“道之以政ꎬ齐之以刑”狭隘的

政治治理ꎬ实现对国家治理的整体把握ꎬ使国家

的治理符合“视其所以ꎬ观其所由ꎬ察其所安”的
逻辑理性ꎬ也符合“温故而知新” 的经验传统ꎮ
国家拥有领土ꎬ建立政权ꎬ形成统治秩序ꎬ拥有疆

域ꎬ只能称为“有土”ꎬ还需要实现“民服”“民足”
“民信”“民敬” “民善”ꎬ使民众衣食有余而知荣

辱礼义ꎬ民众“有耻且格”ꎬ能够“兴于仁”ꎬ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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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ꎮ 唯有土保民ꎬ国家政权的合理性才真

正建立ꎬ国家的法统和道统才算是真正地成立ꎮ
有土且保民ꎬ始可称之为“保天下”ꎮ 若仅仅有

“有土”而“仁义充塞ꎬ以致于率兽食人ꎬ人将相

食”ꎬ则愚民ꎬ国亡不远矣ꎮ〔１７〕 “有亡国ꎬ有亡天

下ꎮ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ꎬ谓之亡

国ꎻ仁义充塞ꎬ而至于率兽食人ꎬ人将相食ꎬ谓之

亡天下”ꎬ〔１８〕对于儒学而言ꎬ最基本的使命并非

保国ꎬ而是保天下ꎬ“保天下者ꎬ匹夫之贱与有责

焉耳”ꎬ保天下而后国存ꎮ

四、民兴于仁义:民治主体化在政治领域的突破

在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中ꎬ最高统治者的治理

合理性无法判断ꎬ只能求之于虚无的天道ꎬ以天

下之利迎合一己之私是大一统治理无法解决的

致命缺陷ꎮ 而且ꎬ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治理

无法行使有效监督ꎬ真实的信息无法在传统官僚

治理中有效流转ꎬ谎言和贪腐成为大一统治理的

痼疾ꎬ直到近代ꎬ这一周期率仍未被打破ꎮ〔１９〕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前夕ꎬ黄炎培造访延安期

间ꎬ直言毛泽东主席:“我生六十多年ꎬ耳闻的不

说ꎬ所亲眼看到的ꎬ真所谓‘其兴也勃焉’ꎬ‘其亡

也忽焉’ꎬ一人ꎬ一家ꎬ一团体ꎬ一地方ꎬ乃至一国ꎬ
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ꎬ‘政怠宦成’的也有ꎬ‘人亡政息’的也

有ꎬ‘求荣取辱’的也有ꎮ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

期率ꎮ”自秦汉以来的传统仍延续“道之以政ꎬ齐
之以刑”的统治之术ꎬ“民免而无耻”ꎬ御民、牧民

之术的根本在于以愚民为基调ꎬ这种以政治社会

为中心的统治不可避免地与民众脱节ꎮ 当时ꎬ毛
泽东的回答是天下的民众才是政治周期率的唯

一解决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ꎬ我们能跳出这

周期率ꎬ这条新路ꎬ就是民主ꎮ 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ꎬ政府才不敢松懈ꎮ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ꎬ
才不会人亡政息ꎮ”简言之ꎬ即是觉醒、觉悟之后

的人民大众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ꎮ 而这种觉醒、
觉悟的民众启蒙正是孔子仁学的真正本质ꎮ 唯

有人民的觉醒与觉悟才是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唯

一方法ꎮ〔２０〕

这一思路与仁学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ꎬ这
一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治理一脉相承ꎮ 现代社会

的治理理念起源于文艺复兴ꎬ强调人的自然属

性、正视人的欲望ꎬ但人的自然本性却受到了国

家之恶的遏制ꎮ 而国家则从传统亚里士多德所

称之为的必要的“善的艺术”ꎬ发展成为霍布斯

所谓的“必要的恶”ꎬ国家不能给社会成员提供

足够的发展空间ꎮ 国家作为限制人的发展之恶ꎬ
必须受到限制ꎬ在必要情况下ꎬ消灭国家也是符

合这一历史逻辑的ꎮ 共产主义对国家的论述就

延续了这样的逻辑思路ꎬ最终国家是作为恶被消

灭了ꎬ而非作为善被保存下来ꎮ 既然传统的“政
治之善”在非城邦国家的条件下被普遍地认为已

不可得ꎬ那么寻求新的发展平台和空间就实属必

要ꎮ〔２１〕亚当斯密提出完全去政治化的基于分

工交易的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ꎮ 在市

场经济中ꎬ政治被完全排除出去ꎬ成为守夜人的

国家、最少意义上的国家ꎬ而基于分工与交易的

契约形成的自组织结构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

框架ꎬ经济契约扩展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ꎬ形成

契约社会的思想ꎬ从而实现民间社会对政治社会

的改造ꎮ 从孔子解决礼崩乐坏的逻辑路径来看ꎬ
仁学的逻辑路径与现代社会的逻辑路径具有相

似性ꎬ以“视其所以ꎬ观其所由ꎬ察其所安”的逻

辑理性来进行分析ꎬ庶民社会的自治是走出礼崩

乐坏的唯一思路ꎬ可惜庶民的自觉、自治路径在

后代的传统演进中被严重忽略了ꎮ
１９１９ 年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再一次见证了

庶民社会的自治所焕发出来的力量ꎬ陈独秀、李
大钊等主要撰稿人在«新青年»上发出了时代呐

喊:拥护“德先生”(民主)ꎬ反对旧礼教、旧政治ꎻ
拥护“赛先生”(科学)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ꎮ 以

陈独秀为旗手的先进知识分子ꎬ以«新青年»为

主要阵地ꎬ掀起了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
礼教的猛烈批判运动ꎮ 李大钊在«新青年»中刊

文«庶民的胜利»指出ꎬ“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ꎬ
这回战胜的ꎬ不是联合国的武力ꎬ是世界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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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ꎮ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ꎬ是
全世界的庶民ꎮ 我们庆祝ꎬ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

国的一部分人庆祝ꎬ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ꎮ”
“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ꎬ乃靠着互助

的精神ꎬ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ꎮ 这等道理ꎬ
表现在政治上ꎬ叫做民主主义ꎬ民主主义战

胜ꎬ就是庶民的胜利ꎮ” 〔２２〕 新民主主义革命之

“新”就在于劳苦大众的觉醒ꎬ人民自此走上了

历史舞台ꎮ 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庶民社会新

青年的六大标准:(１)自由的而非奴隶的ꎬ(２)进
步的而非保守的ꎬ(３)进取的而非退隐的ꎬ(４)世
界的而非锁国的ꎬ(５)实利的而非虚文的ꎬ(６)科
学的而非想象的ꎮ〔２３〕 新青年之“新”正是体现民

众的觉醒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ꎬ
也促使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

的转变ꎮ
在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复兴的今天ꎬ动员一切

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ꎬ成为民族复兴的基础ꎬ而
传统的仁学、天下观、重视欲望、学者为己、有耻

且格等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ꎬ而且ꎬ自孔子提

出庶民的教育私化、礼乐自觉、仁义自治之后ꎬ庶
民社会的自组织形态形成ꎬ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

私学基础成为了日后社会昌盛、民族繁荣的基

础ꎬ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市场自治具有相同

的使命ꎬ可作为现代社会的传统之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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