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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孟子的 民本  思想

王海林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孟子是我国先秦时期 民本 思想的代表。他在 民本 理念的诸多方面直接沿袭了孔子的许
多思想, 立足于 仁政王道 治国方略的基础上把 民本位 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他是从统治阶

级的利益出发,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消极性,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前瞻性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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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 encius People riented Ideas

WANG H ai lin

( Schoo l of P 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 i 241003, Ch ina)

Abstract:M enc ius who w as the representative o f people oriented ideas in Q in Dynasty in Chi

na. H is "people" concept directly fo llow ed m any ideas of C onfucius, based on the "Benevo

lent benevolen t" governm ent strategy and m ade it be in great deta i.l A lthough he w as from the

ru ling class interests, m ore or less w ith som e passive, but at the tim e of the historica l condi

tion, h is people or ien ted ideas w as a very forw ard look ing, and still has im po 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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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的思想中,民本意识是很明显的,他主张

以德服人、保民而王, 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世人宣告: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孟子 ∀尽心下# )要

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一个清晰、全面、深刻的解读,

必须认真分析潜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动因, 挖掘内涵

并赋予它合理的现实意义。

一、孔孟之道中所渗透的民本内涵

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儒家的一大特色。在我国的

上古社会存在着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期的统治

者们都隐约意识到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

位和作用。早在殷周时期, 统治集团中就出现了一

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如箕子、比干等,他们提出只有

尊重人民并取得人民拥护的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

到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神权 思想开始动
摇。 重民 的意识在人们尤其是部分统治者的心中

愈来愈明显了。孔子在这一思想上起到了一个很好

的归纳、总结和传承作用。孔子讲 仁者爱人  ( !论
语 ∀颜渊 # ), 而 仁  又是礼的内在根据, 礼  是
仁 的外在表现。他认为 仁而不仁如礼何  、非
礼勿视,非礼勿言, 非礼勿听, 非礼勿动。 ( !论语 ∀
颜渊# )另外,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标准、实施方法等问

题。他的 仁爱  思想主要强调的是主观的道德修
养,即内圣之学。然而孔子还将 仁爱  精神推及社
会,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 即外王, 并且对统治者提

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认为 正名 是实现 礼  的重
要途径,而 正名  的依据是 礼  ,做到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 !论语∀颜渊 # ), 以恢复社会和谐有序

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具有变革

性的,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所以仍很保守。

在孔子的仁爱学说和德政主张的基础上,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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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地充实和发挥,二人的明显区别在于: 孔

子的 仁爱 更注重于伦理学上的意义, 想在政治上

复归到旧的秩序之中去。而孟子是立足于 以民为

本  的原则, 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 充分施展

外王之道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之所以大
过人者, 无他, 善推其所为而矣  ( !孟子 ∀ 梁惠王
上 # ),这些思想都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社会要求,孟

子进而提出了 仁政王道  思想。由此,可针对孟子

的这种 超越  稍作阐释。
首先,我们可以从孔孟生活的时代去寻找原因,

春秋末期, 社会混乱, 礼崩乐坏。孔子企图恢复周

礼,稳定社会秩序, 所以反对战争, 以一种渐进和平

的方式去反对革命, 拒斥以下犯上。而孟子生活的

战国中后期,七雄纷争、社会混乱、诸派林立,孟子独

树一帜,立足于民, 怀着拳拳的救世情怀, 提出一套

行仁政,王天下  的政治主张, 以此来指导现实政

治,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其次,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的局面也为孟子实
现对孔子的超越提供了一个契机。此期活跃繁荣的

学术环境为孟学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从 仁政王道  中透析孟子的民本思想
孟子提出 仁政 学说,最终的政治目的是行 王

道  。其 仁政 学说反映了当时新的阶级在处理阶
级矛盾上的不同以往的认识。这种 仁政王道  注意
到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民部分利益的实现, 从

而促成了阶级矛盾的相对缓解。之所以如此, 是因

为人民的宏伟力量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凸显出来。

这可以说是孟子 仁政王道  学说产生的客观原因。
首先, 孟子察己观物, 知人论世创设了自己人性本善

的理论体系。他首先认为人皆有四端, 即 仁义礼

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之有也,弗思耳已  ( !孟子∀
告子上 # )。所以,人人可以为善, 求则得之, 舍则失

之,恶在于不能尽其才。为此, 他建立了一套逻辑体

系,即 尽心 % 知性 % 知天  的 天人合一  观。同
时,孟子也进一步论证了行 仁政  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

运之掌上。 ( !孟子∀公孙丑上# )其次, 孟子的仁政

王道思想丰富而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 制民之产  ; 薄其税
敛,减轻征税, 取民有制 。孟子认为为政的重心应
放在为人民大众的考虑上, 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得

出这样的结论: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 !孟子 ∀滕
文公上 # )除此以外, 还有其它的经济措施, 如 王如

施仁政 薄赋 耕 耨 ( !

惠王上 # )。表明省刑罚的行政措施以外, 更主要的

是轻征薄赋敛和精耕细作等具体的经济措施。

二是在政治上, 孟子尊贤任能。他说: 尊贤使

能,俊杰在位, 则天下之士皆悦, 而原立于其朝矣。 
( !孟子 ∀公孙丑上# ) ;重教化而轻政令,他说 善政

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孟子∀尽心上# )。

从本质上讲, 孟子的仁政思想充分体现出对劳

动者作用的重视。他看到了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

统治上层必须对劳动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 减轻人

民的负担, 从而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从中我

们也可以看出孟子仁政王道理念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民本思想的进步性、平民性。另外, 孟子的 民贵君

轻  思想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强调统治者应尊重民心

民意, 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所以,其平民性是

显而易见的。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继孔子之后, 孟子以其深刻锐利的思想展现于

世,从而成为孔学的后续、儒家的代言, 他的作用不

仅仅在当时不可估量,在随后的历代王朝中, 乃至当

今都能让人有一种 历历在目 之感。汉初统治者吸
取秦亡教训, 与民休息 , 其时,贾谊提出 闻之于政

也  、民不无为本  的观点。董仲舒 罢黜百家, 独

尊儒术  的治国之策被采纳;唐太宗李世民曾说: 国

以人为本, 人以食为本。 ( !贞观政要务本 #) ; 范仲

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以利民
为本,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情怀可见一斑。同样,

在明末清初时期,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

顾炎武、王夫之等都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使其

大放异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深深

影响了历代的进步思想家们。在近代, 随着 西学东

渐  的加强, 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国民的影响日益深

入,同时,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当时的仁人志士接受西

方的民主思想提供了思想来源, 并为以后的革命打

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当今时代, 我们正处于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孟子的民本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其 制民之产  、取民有
制  对减轻农民负担、禁止乱收费有重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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