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徐光启的荒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郑二红

中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 从南到北跨越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温暖带、温带、寒带等六个地带, 形成了复

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由于其辽阔的疆域、复

杂的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 使之成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 灾荒记载不绝于史书。先民们在与自然抗争

中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减灾、救荒思想和措施。

一、中国古代的荒政思想和措施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 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

疫、地震、霜、雪等灾害, 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 1937 年止,计 3703年间, 共达5258次, 平均约

每六个月强即罹灾一次。 (1)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也并未得到改观, 目前, 即使是正常年景, 每年约有 800个县

受灾, 2至 3 亿人口和 7 亿多亩农作物遭受程度不同的灾害,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多达 800多亿元 (2)

频发的自然灾害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严酷现实的挑战,中国的先民们为谋求生存,逐步产生了天命主义的禳弭论这一救荒思想的原始形

态。这种思想来源于原始社会的 万物有灵 的观念,是在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

试图通过祈祷、祭祀、甚至诅咒、恐吓等手段来消除灾难,以求获得丰产和安定生活的一种方式。 直至现代,

治灾救荒的思想,虽已逐渐普遍取得科学的根据,或者说救荒思想的科学基础已初步奠立。但由于社会条件

的限制,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的残余还是顽强的存在着。 ( 3)显然,天命主义的 禳弭 行为是一种被动、消极的

处理天人关系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它的产生也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这毕竟是人类早期处理天人之际

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拉开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的荒政思想到周代已有明确的记载。!周礼∀中就有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 二曰

薄征,三曰缓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 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月杀哀, 九曰蕃乐, 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 十

二曰除盗贼。 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先民们已经不仅仅依靠禳弭、祈求方式来解决灾荒, 而企图运用更多的

人为以及社会力量来解决灾荒,从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后世荒政的格局。 如果说, 由于史料的缺乏及现有文

字材料多为后人追述及至加进以今推古的成份, 带有某些不准确性,使西周以前的荒政尚显得轮廓不清,并难

以判定的话,中国古代荒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肯定已出现了雏形; ( 4)

所谓荒政,是指政府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政府措施。秦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为荒政的实行提供

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尽管秦、汉时期禳弭论仍十分流行 ,但是, 这时无论是从祭祀、祈祷还是从现实手段解决

灾荒已有规范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荒政思想在上古禳弭论的基础上更付之以阴阳五行来解释, 救灾措施诸

如蠲免、赈济、移民救粟等也得到初步发展;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 常平仓 这一重要的赈灾措施和手段。

到了隋唐两宋时期,关于荒政的朝议更是随处可见,尽管这一时期的荒政思想并未有质的突破 ,但是在救

荒措施方面更趋多样化、定制化。比如, 仓储制度除常平仓之外又有义仓、社仓等多种仓储形式。使得这一时

期的荒政日臻成熟。元、明两代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渐至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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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 救荒无奇策 的说法,也就是说人们的救灾思想和措施在后代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明、清时

代,蠲免、赈济、调粟、借贷、安籍、抚恤等仍然是最主要的措施。后代发展周代的地方在于, 明代后期一些荒政

措施逐渐法制化,对报灾期限、勘灾事项、赈济数量等方面有了严格的规定, 在法律上出现了对灾赈不力者惩

罚的规定 。(5)

尽管如此,生活在明末时期徐光启的荒政思想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古人之处。如徐光启把赈灾看做是农业

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站在世界高度主张工农商并举,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升国

力,增强政府和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 以及在减灾救荒中运用当时中西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等诸多方面都有

其独到之处,可惜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二、徐光启荒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徐光启,明末杰出的学贯中西的科学巨匠、思想家, 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农

学、水利等多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 对农业的贡献尤为显著。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比较完整地保存在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中。其中徐光启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备荒救灾

的问题,共计十八篇, 二十五万多字,由此可见他对荒政的重视。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收录了大量古代先贤的备荒言论, 并引用他老师焦 备荒弭盗,皆今

急务,而备荒为尤急。总之, 修先王储 之政,上也; 综中世敛散之规,次也; 在所蓄积,均布流通,移粟移民, 裒

赢益缩,下也。咸无为, 而孳孳糜粥之设,是激西江之水, 苏涸辙之鱼, 蔑有及矣 的观点,在继承的基础上, 徐

光启进一步提出了 预弭为上, 有备为中,贩济为下 的荒政思想。

预弭者, 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也 ( 6)。 浚河筑堤 就是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对

于一个 以农为本 的国度来说,水利事业对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鉴于洪涝灾害始终居于

各种自然灾害的第一位、旱灾位居第二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徐光启提出了 水利,农之本也, 无水则无田

矣 ( 7)的命题,这是其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徐光启站在 农政 的高度, 解决荒政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

为此,他不遗余力翻译了!泰西水法∀, 把西方的水利思想、措施 拿来 为我所用,体现出徐光启的卓绝眼光。

同时,徐光启鉴于明末天灾人祸不断的实际情况认为,更为重要、带有根本性质的抵御灾害的手段是 宽

民力、祛民害 。这更使得他的荒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农政 高度, 即重视农业政策及其与农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税赋、劳役等方面, 以减轻农业、农民的负担, 给农业、农民以宽松的环境。为此,徐光启进一步

提出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宗禄、漕河水利、盐 、屯田、边饷、器胜(改良兵器)等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

问题,熄灭汹汹燃烧的农民运动之火, 进而抵御外族入侵, 达到 富国必以本业, 强国必以正兵 的目的, 形成了

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不仅提出了问题, 且给出了具体而又独具慧眼的解决办法,即运用科学技术的思

想,并能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 不遗余力的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 为我们留下

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有备者, 尚蓄积、禁奢侈、设常平、通商贾也 ( 8)。从中国传统的备荒思想和手段来看, 主要包括重农贵

粟、仓储备荒、蠲免、赈济、调粟、借贷、安籍、抚恤等内容, 其实质是培植国家及其民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所

谓 天下非有水旱之可忧, 而无水旱之备者为可惧 , 是儒家 仁政 、民本 思想的具体体现。

自然界有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 因自然界自身运动而造成的自然灾害,总是不可避免、时常发

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徐光启给出了积极的回答, 提出 为国家而不务蓄积 ,不备凶饥, 人事之失也 ( 9)、末富,

未害也 ( 10)等主张,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 借以增强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强调政府更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赈济者, 给米煮糜、计户而救之 (11)。在古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极其有

限的,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 饥荒乃是最直接的恶果。徐光启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给予及时救助。从

实践的角度看, 给米煮糜、计户而救之 是封建时期政府最简便易行的措施了。但是徐光启明确指出这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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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徐光启在继承我国传统减灾救荒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层次分明的 预弭为上, 有备为中,贩济为下 的荒

政思想,形成了一个减灾、救荒思想的有机整体,并给出了一套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从而

为我国传统的救荒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徐光启荒政思想的特点

建立在传统的重农以及减灾救荒思想基础之上的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与其他古人的减灾、救荒思想和措

施相比较,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农商并举,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眼光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以农为本 的国度, 重农抑商思想源远流长。徐光启能够超越 重农抑商 

的传统窠臼,明确指出 工与贾则农之自出 、末富, 未害也 的观点,即强调 本、末 之间相互依存, 末 可以

为 本 服务,不应简单的一概否定的观点。因此他主张对内采用市场调控, 平抑粮价, 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

施;对外则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正确分析了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倭寇问题。认为 有无相易,邦国之常 ,得出 官

市不开,私市不止, 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 盗而后得为商矣 , 入寇与通市两事也,来市

则予之,来寇则歼之, 两不相妨也 ( 12)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结论, 体现了徐光启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高瞻

远瞩的世界高度和眼光。

面对外患不断,天灾连年, 经济凋蔽,民怨四起, 惶惶不可终日的明王朝, 我们不应苛责徐光启个人能够提

出像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问题, 即使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当时解决起来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作为封

建士大夫的徐光启能够敏锐的认识到民不聊生是引起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为农业、农民积极呼吁并多方奔

走,努力寻求具体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第二、荒政思想的系统性

在徐光启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腐败 ,宗禄倍增, 农业衰微等一系列问题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是引起民

变的直接原因,也使明王朝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想挽救明王朝的败势, 必须进行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

的改革,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当时激烈的党争形势下也是难以开展的。救荒并非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 但

这对于解决农民实际困难、迅速恢复生产、赢得民心、赢得政治资本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特定条件下, 徐

光启认为减灾救荒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不仅反映出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已经发展到了 农政 

的高度,同时也反映出徐光启的务实态度。

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从战略上就是大力发扬传统的重农思想,使农民安守本业,以求逐步过上相对富足的

生活;其次在政策上要实行一系列改革, 切实做好减轻农业、农民负担的实际工作;再次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给受荒招灾的百姓以生路, 并提出运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 形成了上中下层次分

明、条理清晰、有具体的手段和方法的减灾救荒的一个完整有机整体, 体现出其荒政思想的系统性。

第三,减灾救灾方法、技术具有浓厚的可操作性和现代科技色彩

减灾救荒不仅需要理论作指导,同时也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越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 减灾救荒的

效果就会越好。徐光启的学生陈子龙评价 其平生所学 ,博究天人, 而皆主于实用 , 他的减灾救荒措施也充分

体现了这种治学特色。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相比,徐光启绝非夸夸而谈, 他所提出的减灾救荒方法和措施大

都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所得,有理有据, 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比如,就与旱涝密切相关的兴修水利工程来说,他集中西经验、思想于一体并加以总结、发挥, 提出了用水

之法达数十种之多;在!农政全书∀荒政篇中, 他载录朱木肃!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 借以告诫人们 饥

馑之岁,凡木叶草实,皆可以济农 , 并将其中在不得已时可作为粮食代用品的河洛秦晋等地野菜亲自尝试达

30 多种。这种为了获得真知, 不顾生命危险亲口尝试的探索精神,令人钦佩。

又比如他对蝗虫、蝗灾的研究, 进行水稻的种植试验、推广红薯、棉花栽培技术等等都充满着强烈的现代

科技思想和手段。正是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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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驰名中外、当之无愧的科学巨匠。

四、徐光启荒政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从个人角度看,徐光启是不幸的, 他生不逢时,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呕心沥血经营的科研事业

也后继乏人。但是,作为科学巨匠的他, 却因留给人类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彪炳史册。他执著的科学精

神、博大的科学思想以及立足实际的科学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财富。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是其思想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提出 预弭为上,有备为中 ,赈济为下 的荒政思想,即使在文明昌盛、科学技术高

度发达的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给我们以启示。

启示一:我们必须把三农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综合国力,借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 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极

大改善。但经济高速发展、文明形态的急剧转型, 引发了社会贫富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伦理道德失范、

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国内社会问题。其中三农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之一。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涉及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执政之基问题;从经济角度看, 它关系到三十

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问题; 从社会生活角度看,它关系到数亿百姓的生活乃至于生存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社会和谐 ,甚至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一句话, 能否解决好三农问

题,迅速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 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

大事。

另一方面,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当今世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向多极世界格局转化时期,西方

不时发出攻击、污蔑、诋毁我国政府和人民形象的杂音和举措。可以预料 ,随着我国进一步全面发展, 在一定

时期内这些杂音甚至于更为激烈的冲突,有不可避免、愈演愈烈之势。因此, 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

人口、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来说, 粮食安全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也不能把这一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战略大问题依赖于国际社会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 徐光启 预弭为上 的荒政思想警示我

们,必须把三农问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切实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力争

尽快彻底消除国内矛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借以抵御来自西方压力和挑战。

启示二:作为发展中国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充分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

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方近代科技诞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从此科学技术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

及思维方式。但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自明末传入我国以来,中西文明之间摩擦、冲突几乎从未间断。从明末

的 南京教案 、康熙时期的 礼仪之争 、到清末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到五四运动的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大讨论等等,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未停息。这一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 我们不应否认其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但无论如何科学技术对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强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短短几百年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2007与 2008 年交替之际, 我国南方大

部分省份遭遇重大雪灾,造成重大损失, 引起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再一次敲响了重视自然灾害的

警钟。作为一个地域广大、自然灾害频发的发展中国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们必

须充分利用、发展现代高科技, 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诸多问题。我们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工作之中,科学先驱徐光启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值

得深思和学习。

启示三:二十一世纪, 我们必须树立 欲求超胜 的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立足于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在

学习、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创新, 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具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 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

族精神的永恒力量,是我们不能割舍也割舍不断的血脉。二十一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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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精华、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继承是基础,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 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创造出再次

辉煌的中华民族。但是在近现代史上,就继承与创新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却走了许多弯路, 甚至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也进入关键期。在这样一个特

殊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同时在百余年吸收西方

科学技术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更为开阔的胸襟看待西方文明,大力创新, 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早

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的确,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几百年前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徐光启, 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 能够超越于传统,以 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 的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虚心向西方学习,

显示了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特殊时期作为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的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 给我们现时代

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On the Relieving Policies of Xu Guangqi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ZHENG Er Hong, SHENG Bang Yue

Abstract: China was a country which ha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during the long- term struggle with them, we

had accumulated a lot of thoughts and taken many measures to reduce disasters and relieve the famine. The thought of reliev

ing policies by Xu Guangqi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 s traditional thought system to reduce disasters and relieve

the famine. He proposed,  Prevention is the best, then the preparation, and relief is the last one . This saying ha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Key words: Xu Guangq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iev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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