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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道德与绝对信念道德：两个先秦实例 

 

欧阳莹之 

 

韦伯分析两种政治道德观：责任伦理和绝对信念伦理。两者的主要分别之一是

对现实真相和行为后果的重视与否，因而引致差异巨大的历史影响。本文举战

国时秦兼并蜀和齐兼并燕为实例，解释评较两种道德的性质功能。兼并蜀是秦

国在商鞅变法后、初露锋芒的一大创建。兼并燕是齐国得孟子为卿，效法汤武

王天下的一大尝试。秦伐蜀前切实估计风险，胜利后负责经营，把蜀建设成一

个富庶地区，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经济基础。齐循孟子“王道”的绝对信念，

满口“顺民意”而王天下，但漠视真实的燕人意向，结果占领燕不过二年就被

逼放弃，得到的只是燕人的痛恨，日后被蓄意复仇的燕重创。并列比较秦、齐

的政策行动，可以拨开宣传口号，察看两种政治道德在处理现实问题时的具体

道义。 

 

责任道德与绝对信念道德 | 秦灭蜀和齐灭燕 | 司马错的取蜀论 | 孟子的取燕论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 顺民意与强奸民意 | 宣传仁政与踏实建设 |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责任道德与绝对信念道德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 1919 年的讲词《政治作为志业》中分析政治思想，发现两种大相径庭的

道德观，责任道德（Verantwortungsethik，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和绝对信念道德 

（Gesinnungsethik，英译有 absolute ethics, ethics of ultimate end，ethics of 

conviction；中译有存心伦理、心志伦理、意图伦理）。政治家有强制权力，其决策关系社会

大众，所以两种政治道德产生的后果，影响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韦伯原文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各种激进政策和极端运动，批评它

们追求绝对信念，漠视现实、不顾后果、不负责任，做成秧民大祸。西方人崇信基督教。韦伯

采取一句教徒的惯语以显示绝对信念道德的特征：“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一定正当，后果自有上

帝掌握。”一些政客采取与教徒类似的道德态度，所不同的只是教条的具体内容。他们无条件

地全盘接受某些宗教式的绝对信念，奉为终极理想、无二道德；坚持凡是有志于绝对信念、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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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无疵，追求终极价值，用的手段一定是善，行为应当有善果。然而，实际上的后果将会如

何，政客们并不在乎，绝不因为后果可能恶劣的巨大风险而折衷妥协、或改变方法。若意图中

善行真的引致恶果，他们也绝不责怪自己，只是指责别人愚蠢，或指责世界邪恶，或说是上帝

的意旨。他们缺乏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意念，认为自己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持对绝对信念的热

忱，行事唯求有作世人典范的价值。 

 韦伯鼓励有志参政的人摒弃绝对信念道德的虚荣感，踏实挑起从政的道德责任。所谓责

任道德，其实是一般人理性处世的常识。人们为将来努力，总有或大或小的志向理想，但也知

道是到世情复杂，枝节横生，现实环境限制下，行事常有意外或副作用，所以常常事与愿违，

不能预先假设善意必有善果。政策的关涉广，风险也大，不良副作用可能祸及千万人民。有责

任心的政治家深知人非全知，所以重视经验，积极试验，结聚经验为知识。凭知识，客观踏实

地审察行为可能引致的各种发展，尽量扩大审察的范围以减低意外，估计各种可能的风险，衡

量利害，以资决策。为了政策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肯退让折衷。若尽力而政策失败，他不诿

过，不怨天尤人，只说：恶果源自我的行动，我至少为它负道义上的责任
1
。 

韦伯所论的两种政治道德不止在西方显现。现代中国人熟悉的，19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

便近乎绝对信念道德，1970 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轨则近乎责任道德。 

近来，两种政治道德很得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注意。有学者论证，秦国商鞅变法所

立富国强兵裕民的国策近乎责任道德；“循名责实”是法家的原则之一
2
。不过自从汉朝罢黜百

家、独专儒术以来，秦和法家备受诋毁鄙弃，无甚影响。二千年来专制皇朝的统治阶层、文化

精英是儒家士大夫。皇朝政教合一。儒家道德不但左右朝政，而且垄断教育、控制思想，权势

巨大无比，当然赢得更多学者注意。 

林毓生指出，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强烈的绝对信念道德倾向：“假定宇宙为一道德理性的有

机体。政治人物应该‘正心、诚意’，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最主要途径……。他的政治行

                                                       
1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ds. H. H. Gerth and W.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77-128. 上引的文字，多见于页 120-121。 

2 王兴尚，《秦国责任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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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的责任是保持他的意图的纯真，而不是考虑行为的后果。”他解释韦伯的对这等态度的

批评，并勉励新一代的政治人物努力发展责任道德
3
。 

林毓生的批评引起海峡两边新儒家的抗议。他们从两方面为儒家辩护。一方面，蒋庆指

出，这批评对孟子、宋明道学一派的心性儒学或许中肯，但忽略了孔子《春秋》、荀子、《公羊

传》一派的政治儒学；政治儒学其实是重视责任的
4
。 

另一方面，心性儒学家避开切实负责的问题，从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驳斥对儒家的批

评。李明辉等把韦伯的概念从政治道德引申到一般道德，把责任道德和绝对信念道德引申至伦

理学上的效果论（utilitarianism，或涵义更广的 consequentialism）和义务论

（deontology），然后把儒学比诸义务论，尤其康德的义务论
5
。且不论儒家道德与义务论之比

是否牵强附会，这些玄奥难明的形而上心性学论调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遮蔽了韦伯分析政治

道德的重心，因而撇开了批评的矛头。 

Gesinnungsethik 与责任道德的分别不在心志意图。人有意识的行动，即使微小如省车

钱走路回家，也少不了意图存心。责任心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深邃热情的心志。所以单就有心志

上说，韦伯认为两种道德并不一定势同水火；信念道德不一定等于不负责任，责任道德也绝非

全无原则的投机。参政干大事的人要成功地克服无数困难，就必须有理想、有热忱，但也必须

有判断切实事物的冷静能力。切实最重要。理想不是梦想狂想，崇高的理想念并不意味盲目的

自大自是。泯灭责任心的是某些心志坚持自己的信念是绝对的、不受现实经验限制的极端性、

顽固性、狂热性、非理性。这些特性并不普遍，并不是一般心志必需的。总言之，两种政治道

德都有心志理想，不过绝对信念道德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绝对信念道德一般标榜强烈的使命感，例如作基督的精兵，或为阿拉真神引爆炸弹、自

杀杀敌。然而，这些使命感是否淹没了客观判断？就算不看伤亡，自杀爆发炸弹的恐怖行动是

否真能成就阿拉真神的大业？这些责任道德考虑的问题，绝对信念道德不理。同样地，儒生标

                                                       
3 林毓生。〈关于文化思想问题讲谈录〉，《学术集林》卷 3，1995年 4 月，页 131。 

4 蒋庆。《政治儒学》，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4）第 2 章第 2 节。 

5 综论可见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大出版中心（2005），第 5至 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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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但少问“任”是什么意思，是任高位还是负责任？若没有踏实

负责的行为，凌虚蹈空的使命感不过是绝对信念道德的虚荣罢了。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而外王又是内圣的简单延续。宋明道学跟随孟子，把内圣之学带

入超越经验的形上世界。“天理”就是形而上的绝对道德原则，不但支配人类心性，而且支配

宇宙万物，不受事实验证，不容理性论证。士大夫修养心性，体悟得天理，外王便水到渠成，

政治也当然依循天理的绝对道德原则。在具无上权威方面，形而上的天理与西方的天主上帝颇

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现代新儒学想宗教化，建立儒教。 

新儒学极力抗拒对儒家的批评。二千多年来儒家士大夫盘踞统治阶层的高位，知识分子

享受这种长期的权益，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然而，经过多次天下大乱、两次亡国给异族的惨

痛经验，士大夫非但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改革，连政治理论也毫无创见。对这思想的迂滞，新儒

家一贯推咎于皇帝专制，不理专制其实是皇帝和士大夫合力维持的。对皇朝的弊病，有些新儒

家否认儒家应负任何责任，也有些只怪宋明心性学，鼓吹回复孔孟的原始儒学。 

其实先秦时儒生已频受“无用”的批评了
6
，例如《史记》载人们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

事情”
7
。秦汉不少实例可以证明儒生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的倾向

8
。让我们从两个先秦个案探

讨绝对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的分别吧。 

 

秦灭蜀和齐灭燕的历史背景 

秦灭蜀和齐灭燕差不过同时发生。战国的世界局势相若，但秦和齐采取不同的思想路线以决

策，秦的态度近乎责任道德，齐的态度近乎绝对信念道德。我将从秦和齐的策论、行为、和政

策效果，探讨两种政治道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战国早期，魏国用李愧等法家能臣厉精图治，国势凌驾列国之上。又使吴起越过黄河，

夺取秦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列国要自保，不得不自强，于是纷纷追赶，改革政治、发展经济。

                                                       
6 《荀子·儒效》。 

7 《史记·孟轲列传》14：2343。 

8 在先秦两汉的例子，参见欧阳莹之，《龙与鹰：秦汉和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世

界？》，中华书局。第 5.6，5.7，8.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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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56 年秦用商鞅变法，差不多同时，齐用邹忌。齐一向强大，变法后更犀利，两次大败魏

军。前 341 年，齐用孙膑之谋，在马陵歼灭魏军，取代魏成为首席强国。秦本来落后，向来被

诸侯耻笑。商鞅执政 18 年，先后两次变法，秦国才稳步富强起来。然而，国际竞争剧烈，别

人也没有固步自封。秦要到前 328 年才能全部收复从前被魏夺取的河西之地。 

战国中叶，七雄并立之局势形成。其中齐和秦，一东一西，又傲视魏、韩、赵、楚、

燕，甚至想自称二帝。那时周室分裂为东西两个小国，嵌在韩国之中，威信荡然。列国君主互

相称王，相会频繁。他们努力扩大自己的疆土势力，暗下都想替代周天子而成为天下之王。孟

子看透他们“君临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奔走魏、齐之间，对梁惠王、齐宣王说，只要听他

的话行仁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9
。他在齐国任卿，扬言以齐的国力，王天下易如折枝、

反掌
10
。 

机会来了。皇天公平，把同样的机会赋予秦与齐。前 316 年，秦国南邻的蜀国王室兄弟

相争，齐国北邻的燕国国王学尧舜、搞禅让。结果是蜀、燕内乱。秦趁乱攻打蜀，齐趁乱攻打

燕，都轻易大胜。秦、齐能不能抓住机会，吞并消化蜀、燕，建立王天下的基础，就看君臣决

策的优劣了。燕国的内乱发展较慢，所以齐国兴兵比秦迟了两年。我们就先看秦的行动吧。 

 

 

 

                                                       
9 《孟子·梁惠王上》1.2，1.7。 

10 《孟子·梁惠王上，公孙丑》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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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伐吞并：司马错的取蜀论 

秦位处六国之西。跃为一等强国后，积极向东争雄。然而边陲多戎狄民族，秦国西北有义渠、

西南有蜀，都时常发生摩擦，成为后顾之忧。秦向南，越秦岭，便是四川盆地，有历史悠久的

巴、蜀两国。蜀国占成都地区，经济文化比较高，不惜建筑栈道与秦国交通；前 451 年开始， 

两国反复争夺汉中盆地的南郑
11
。巴国占今重庆地区，还是血缘部族为主，沿长江与楚国相

通。盆地局促，巴、蜀常生冲突，遂成世仇
12
。 

 前 316 年，蜀王之弟苴侯与巴国相好。蜀王大怒，攻打苴。苴侯逃到巴国，巴为他向秦

国求救。 

秦惠王正雄心勃勃图王业，聚羣臣议论，就有张仪等人认为巴蜀是戎狄小国，地处偏

僻，胜之无益，不值得为它们劳师动众。 

 司马错驳道：“不对。我听说，要国家富庶，务必扩张土地；要军队强大，务必使人民

富裕；要王天下，务必广施德政。此三项皆备，王业也随之而成。如今大王您的疆域狭、人民

贫，所以我想从易处着手。蜀是西方偏僻的国家、戎狄的首领，而今有夏桀、商纣般的虐民内

乱。秦国去攻打它，就如豺狼逐群羊般容易。占领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获得它的资源，

可以富裕秦民。不用多少伤亡，就能征服它。所以秦国攻取蜀，天下不会认为是暴虐；尽得它

的财富，诸侯不会认为是贪婪。而且还有禁止暴乱、匡正政治的美名，是一举而名实双收。”

13
 

 张仪又说，秦与其分兵伐蜀，不如集中力量，联结魏、楚，攻取韩的三川，直到二周城

下，逼他献出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 这样才能图成王业。 

司马错反驳：“威胁天子是坏话；未必得利，但必得不义之名。去攻击天下所不愿意见

到受害的，非常危险。让我解释为什么吧：周是天下的宗室，周和韩都是齐的盟国。周看到自

                                                       
11 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页 43-47。 

12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68-72。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1），页 79-80。 

13 《战国策·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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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将丧失九鼎、韩看到自己将丧失三川，必会并力合谋；一面求救于齐、赵，一面把九鼎献给

楚、把三川割给魏，与它们和解，秦无法禁止。这就是我所谓的危机。还是伐蜀好。”
14
 

又有人说，伐蜀不如伐楚。司马错答道：“蜀国有水路和楚国相同。从巴地，用大船装

载精兵，沿江东下，可以攻克楚地。取得蜀，则能攻取楚。兼并了楚，就合一了。”
15
 

秦惠王衡量利弊，决定取蜀。前 316 年，遣司马错、张仪发兵，十个月便击败蜀军，追

杀蜀王，平定吞并了蜀。张仪顺便攻取巴国，把巴王俘虏回去。四川盆地遂成为秦的疆域
16
。 

 

攻伐吞并：孟子的取燕论 

秦、蜀的国力悬殊。就算蜀道艰难，秦人自料只要有政治决心、军事可以全胜，所以出兵的决

策就直接以灭蜀为宗旨。 

齐、燕同属战国七雄。虽然燕比齐弱，而且内乱，但大国兼并没有先例。战国用兵频

繁，宗旨多在夺城争势。例如前 332 年，齐趁燕王的丧事攻燕，也只抢去十个城池而已
17
。所

以十八年后机会重来，齐国初时只考虑是否要出兵，到大捷后才考虑是否要灭燕。在出兵伐

燕、胜后灭燕两个阶段上，孟子的政论行为并不一贯。 

 世袭传子是当时的传统，但很多学者推崇尧舜禅让
18
。燕王哙效法圣人，自己年老力衰，

便把国政让给相国子之。太子平不服造反。将军市被带军队加入争权，内乱升级为内战，将军

身死而军队涣散。前 314 年，齐国趁乱，大举伐燕。燕国边防尽废，城门不闭，齐军五十日便

全胜，杀掉燕王与子之。怎样处理胜利果实？齐臣有两派意见，一派提议吞并燕，一派反对。

齐宣王信息孟子，然后决定吞并
19
。 

                                                       
14 《战国策·秦策一》。 

15 《华阳国志·蜀志四》。 

16 《战国策·秦策一》。《华阳国志·巴志四，蜀志四》。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84-86。 

17 《史记·燕世家》34：1554。 

18 战国时的禅让思想最显见于儒家文章《唐虞之道》，湖北郭店出土竹简。 

19 《战国策·燕策一》，《史记》34：1557，燕召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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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的决策过程，史籍所载稍有出入
20
。那时孟子在齐国任卿，禄十万钟。《战国策》

《史记》皆载他对齐宣王道：“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21
 《孟子》却否认曾经孟

子劝齐王伐燕，只记他回答同僚询问时说“燕可伐”，因为燕王没有王命而私下禅让，是犯了

应得武力惩罚之罪
22
。 

与秦的策论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考虑应否兴兵时，孟子并没有想到人民；他只说

燕违反了宗法封建的礼法，所以可伐。说敌国虐民所以可伐的，是秦的司马错，不是平日高倡

保民的孟子。 

更重要的是，孟子认为燕虽然有罪，但只有“天吏”才有资格加以惩罚。齐又没有王

命，又和燕一般暴虐，不是天吏，没有道义资格出兵征伐。“以燕伐燕”是不仁不义。最重要

的是，孟子把这反战的道德理由藏在心中，不向齐王提出来
23
。 

连最捧颂孟子的朱熹也说此事难解。孟子与齐宣王平时相当亲近，为什么在这件涉及民

生的大事上一言不谈
24
？宣王不问孟子，不足为奇。动兵一定伤民，孟子平素对此深表痛恨。

宣王有心伐燕，自然不去招惹他的反对了。奇怪的是孟子不谏宣王。宣王未必听谏，也未必不

听；一次他想伐魏，便被淳于髡劝止了
25
。为什么孟子不尽义直谏？注家没有答案。照孟子曾

督促别人说，有官守者有言责。照他的政治道德准则，他自己在齐伐燕决策事上，可谓没负责

任。 

前 314 年，齐大举伐燕，五十天便大获全胜，杀掉燕王，把子之剁为肉酱。齐宣王认为

胜利是天意，问孟子应不应该吞掉燕。孟子答道：“假如吞并而燕国人民喜欢，那便吞并；从

前周武王便这么做。如果吞并而燕国人民不喜欢，那便别吞并；从前周文王便这么做。如今万

                                                       
20 《战国策》、《史记》载孟子劝齐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孟子》否认有

这等事。 

21 《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34：1557。 

22 《孟子·公孙丑下》4.8。详细分析孟子在齐、燕事件中的言行，见欧阳莹之《从齐取燕对策看孟子

的政治思想》，www.chinavrome.org/Chinese/essays/qi.htm。 

23 《孟子·公孙丑下》4.8。 

24 《朱子语类》卷 54。 

25 《战国策·齐策三》。 



9 

 

乘大国攻打万乘大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还有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逃避水深火热罢

了。如果他们发现比从前水更深、火更热，那也不过是从燕的暴政转到齐的暴政罢了。”
26
 

齐王听了孟子的话，决定效法商汤、周武凭征战灭国而王天下，吞掉了燕。一年后，

赵、韩、魏、秦、楚合谋伐齐救燕
27
。齐王慌了，问怎样对付。孟子回答说，若果齐王真能行

汤武之道，他就不用害怕了：“我只听说过以七十里地起家而得天下的，商汤就是了；未听说

过拥地千里的国家畏怕别国的。《尚书》说，‘汤开始时攻打葛国。’天下人相信他。他攻东

方，西夷怨；他攻南方，北狄怨，都说，为什么把我放在后面？百姓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望乌

云。汤的征伐到处，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诛其君而恤其民，就像及时雨，人民欢欣异常。

《尚书》又说，‘等得王的来临，我们可以复活重生。’如今燕虐其民，大王您去征讨，燕民认

为您将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28
  

行汤武之道而王天下是孟子绝不怀疑的信念：“尊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29
 商汤

的故事，他就在不同的情况下说过三次。商汤征伐到处，人民“箪食壶浆以迎”
30
。而今他用

同样字眼形容齐军，并誉之为“王师”，明显地把齐王比作商汤，鼓励他顺民意、吞并燕、行

王天下的第一步。孟子的灭燕策论是他政治思想最重要、后果最大的实践。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孟子的灭燕论与司马错的灭蜀论一样，商讨切身关系到人民福利的军国大事，也提倡相同的政

策；然而，它们采取不同的观点和理由。司马错着眼蜀国和诸侯的情况，理性地分析现实利

害。孟子展示虚构的救世典范，报喜不报忧地煽动齐王的理想感情。两人的策对皆被采纳。决

                                                       
26 《孟子·梁惠王下》2.10。末三句原文“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人民无可奈何的语气

极明显。我跟照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同意他批评朱熹的批注遮掩了无奈的意味。 

27 《战国策·赵策三，齐策六，魏策一》，《史记·六国年表》15：733，《史记·魏世家》

44.1850，。《史记·秦本纪》5：207。 

28 《孟子·梁惠王下》2.11。 

29 《孟子·离娄上》7.1。 

30 《孟子·滕文公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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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时秦国的务实立场和齐国的矜德态度，已暗示为什么日后秦国能成功地统治发展巴蜀，而齐

国不到两年便遭受列国帮助燕人反抗，被逼放弃。 

 攻伐吞并是外政，离不开国际关系。战国时周王式微，用现代术语说，世局是“无政府

状态”，国际关系是“现实主义”。在西方，现实主义盛行于与战国同时的希腊，最显见于雅典

的立场：只有在实力相若的国家之间，才有公道正义可言。若是强弱悬殊，强国可以随意行

事，弱国只能逆来顺受
31
。秦的君臣也奉现实主义。司马错小心衡量国际关系，说秦、蜀国势

悬殊，吞掉个小国不算是贪暴，戎狄的蜀也不会引起华夏诸侯的同情，所以秦灭蜀不会受列强

的道德谴责、武力干涉。 

 国际关系是弱肉强食，但也并非全无道义。就如雅典人说，若实力相等，就要讲道理，

否则凡事打个你死我活，大家吃亏。战国七雄并立，即使首席强国也敌不过六国合纵，所以外

交必须谨慎，至少要摆个好样子，不要太过份而惹公愤。国际间的道义微弱，但隐约存在，维

持国际势力的均衡秩序。司马错深明此理，所以反对去攻打天下所不愿意见到受害的。 

 古代或许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但诸侯宗室世袭基业的意念深厚。强国一面吞灭弱

国，一面坚持自己君主的权威不可侵犯。别的强国君主要维持国际秩序而自保，也同情彼此的

权威，指责侵犯世袭权威者为贪为暴。所以尧舜禅让，理论上虽然得到很多儒者赞颂，但一沾

实践就触礁了。燕王哙让位给子之，毁掉燕宗室的基业，诸侯认为无道不义，应该帮助保存燕

室。燕的邻国中山参与其事，中山王铸鼎以记，铭文指责燕王禅让：“对内，断绝召公的基

业，灭绝对先王的祭祀。对外，使子之朝觐天的庙堂、与诸侯相会派次序。这样是上逆天意，

下违人心。”
32
。这是当时维持国际秩序的道义。孟子说燕王擅自禅让有罪，不谏齐王动兵惩

罚，似乎不惜为这封建诸侯的道义而让人民惨遭战祸。奇怪的是，到齐战胜而考虑吞并燕时，

他却把道义丢到脑后。 

 我们且同意燕王不经周王许可而搞禅让、贵族争权内乱祸及人民，因而有可罚的罪状。

然而，这些罪行是否应得灭国的极刑？这问题涉及公平正义，先秦有很多先例可循。例如，春

                                                       
31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5.89. 

32 中山是邻接燕国的小国。中山王参加伐燕，并铸鼎与方壶，其铭文指斥燕王禅让将断绝召公基业。

遗物在 1977年出土，见“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王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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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陈国的夏征舒弑君，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入陈讨罪，杀了夏征舒，吞并了陈。诸侯都庆贺

他，唯有申叔批评他罚不当罪，说就像牛踩了别人的田，牛主有罪应罚，但如果田主因而把牛

抢去，就是罚得太重了，不合道义了。楚庄王认为申叔说得有理，主动让陈复国
33
。霸主有责

任主持诸侯之间的公道，楚庄王的行为显示了责任道德。不过责任道德在孟子的两极思想中被

清算掉了。孟子把“霸道”和“王道”对立起来，贬斥霸道，谈一下也不齿
34
，一把抛弃掉历

史经验累积的政治道义智慧。他灭燕论所持的“汤武王道”，其实正如田主抢牛，以漂亮的绝

对信念窒息了道德理性。 

孟子灭燕论的最大特色、与司马错灭蜀论的最大分歧，是脱离现实，以为空唱道德口号

便可以不讲切实道义，不顾国际秩序、诸侯反应，就如西方的帝国主义以为空喊“自由民主”

的口号便可以四处侵略、占殖民地。燕是七雄之一，历来与中国诸侯外交密切。春秋时它受到

山戎威胁，齐桓公便出兵援救
35
。如今齐宣王要灭燕，难免触犯列强之间的同情默契。燕召公

七百年的基业，毁于“尧舜之道”的禅让，列国已认为不道义，发兵拯救了；毁于外国吞并，

列国更会认为不道义而反应强烈。然而孟子不理，只是一厢情愿地提倡王天下的汤武之道。 

果然，赵国带头救燕，一面派人到韩国找到燕公子职，送他回燕联络人民；一面与楚、

魏合谋，预备伐齐，逼它彻回占领燕地的军队自保。秦、韩、魏也有所举动
36
。齐的灭燕宏图

面临崩溃，齐王慌忙问对策，孟子这才转口，说天下本来就畏惧齐的强大。而今吞并了燕，齐

的疆域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所以惹天下动兵。提议齐放弃，另立燕王而撤退。其实这道理

他在一年前、齐王问要不要否吞并时就应一早提出来，不应大发“王道”空论。然而迟到祸火

燃眉，他还要粉饰，怪齐王不能真的效法汤武，把失败的原因诿过于齐兵的零星暴虐
37
，绝不

承认齐国最贪最暴最惹公愤的正是汤武兼并王天下之道，一个万乘之国硬硬吞掉另一个万乘之

国。不顾国际道义、国际现实才是齐灭燕失败的最大原因。 

                                                       
33 《春秋左传》宣公 11 年。 

34 《孟子·梁惠王上，公孙丑上》1.7，3.3。 

35 《春秋左传》庄公 30 年。 

36 《战国策·赵策三、魏策一》。《史记·魏世家》44.1850。《史记·秦本纪》5：207。 

37 《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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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14 年齐国伐燕，胜利后照孟子提议吞掉燕。前 312 年，韩、秦联兵，魏、楚呼应，

攻齐本土。秦和魏更分兵击齐占领的燕地。燕人纷纷反齐，自立燕昭王
38
。齐国没有大战保

燕。想是齐王采取了孟子悬崖变卦的主张，放弃燕，可惜时机已过，被列国占了救燕之德。不

论如何，齐国灭燕之事已做下来了。所谓汤武之道，自欺可以，难减趁人之危的恶名和燕人的

痛恨。燕昭王挑起雪国耻的责任，惨淡经营 28 年，卒之联合五国，歼灭齐军。又使乐毅率领

燕军深入齐境，攻占齐一半城池，包括首都邯郸，夺回从前被齐抢去的礼器。齐自此沦为弱

国，祸根就是灭燕之举。 

 

顺民意与强奸民意 

儒家辩解说，孟子赞同吞燕时不顾国际关系，是因为他尊重更高的道义，认为“征伐之道，在

顺民心”
39
。不错，“得民心者王”是孟子的绝对信念之一。他的政治理论一贯高张“人民”旗

帜，在灭燕论中犹其是显著。在实践中，他是怎样看顾民心的？ 

 征伐是军事，灭国是政治。政治比军事更重要，也更困难。战胜只须击溃敌人的军队，

可能一时侥幸，败军也可能重组反攻。赢家占领吞并敌国、统治它的人民，要长治久安，必须

铲除原来统治者的权益，消灭他们在民间的号召力，收买土著精英为自己服务，即孟子所谓

“得民心”。然而灭国而抚民并不是空口说说那么轻松。封建时代，国与国君宗室的界限含

糊，公卿贵族、仕人君子多有血缘关系，人数多，在地方盘根错节，领导力深入民间。灭国后

他们丧失权益，要他们甘心事奉新政权，谈何容易。让我们比较秦灭蜀和齐灭燕后的政策，看

它们各自怎样争取民心吧 

 秦军伐蜀，胜得容易，但君臣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巴、蜀四川的原居民多是少数民

族。为了安抚巴郡的复杂民族，秦采取优待政策，简化刑律，减轻税务，准以土产纳赋。赐予

所有居民固定的民爵，犯罪可以用爵相抵。又立约规定夷人和秦人小事相犯时的互相赔偿，以

减轻摩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怀柔政策安抚了少数民族，到汉朝还一直沿用
40
。 

                                                       
38 《战国策·赵策三、魏策一》。《史记·魏世家》44.1850。《史记·秦本纪》5：207。 

39 见朱熹《孟子集注》，谢冰莹等《新译四书读本》，金良年《孟子译注》等。 

40 《华阳国志·巴志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86：2841，2842。 



13 

 

为了建立统治的基础，秦初得蜀，便迁移一万户秦人定居，以后也采取移民政策。很多

移民有知识能力，能移风换俗、组织生产、开发四川的丰富资源
41
。然而，土著终比移民多。

秦国君臣深知他们崇敬土著统治者，所以双管齐下，一面设郡县直接统治，一面利用“戎伯”

的权威羁縻统治。设蜀郡，同时也保留蜀为附庸国，封蜀王之子为蜀侯。设巴郡，同时也保留

蛮夷酋长，世代以秦女下嫁。饶是这般安排，蜀人也屡屡畔乱、蜀侯谋反。秦要再出兵三次入

蜀，二次更换蜀侯，到前 285 年才能废除蜀侯，全归郡县统治，那时已距离取蜀三十年了，

可见安抚一个小国也不容易
42
。 

 开明氏统治蜀国不过三百年左右，蜀侯废除后还得到人民祭祀，可见人民对旧君的眷

恋。姬氏统治燕国长久一倍，而且并无虐政；搞禅让导致内乱也是好意引出意外的恶果。燕人

会不会毫无情义、断然背弃旧君？ 

齐伐燕大捷，易如反掌。孟子不顾齐军趁燕军自乱的侥幸，断定胜利全因为燕人民心归

齐，一如从前民心归向商汤；所以齐应该顺民意而吞并燕。这判断可信吗？出兵之前，以及后

来要应付诸侯救燕时，孟子皆批判齐军暴虐。他的灭燕论瞒下暴虐，把齐军誉为救世王师，但

燕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可以相信燕人苦于内乱，盼望好日子，但很难相信他们以为这好日

子会在齐国统治下来临。燕人“箪食壶浆以迎”是孟子灭燕的主要论据，但这“王师”的样板

形象有几分属实？或许争权的燕人中有亲齐派，但很难相信他们代表燕民的普遍意向。就如二

十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就有亲日的汪政权，但这绝不意味中国人民欢迎日本统治。燕人一有机

会马上就反，证明当初不过是勉强屈服在齐的兵威之下而已。 

细读孟子的灭燕论，可见他并不理会燕国的君子贵族是否真的乐意放弃旧有的权益、燕

国的百姓是否真的把齐王看作救星。燕人日后会在齐国统治下悔恨莫及的可能，他也冷漠对

待，教他们认命。所谓“民意”，多是他自己的臆想。与其说他认为征伐应该顺民意，不如说

他认为“民意”应该顺着他自己的主观理想，符合汤武征伐吞并王天下的典范，乖乖臣服于

齐。 

                                                       
41 《华阳国志·蜀志九》。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90-91。 

42 《华阳国志·蜀志五》。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355-356。王文光等，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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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孟子的汤武典范也是主观的臆想。他瞒过《尚书·汤誓》所记：很多商汤的子民反

对汤起兵征伐，说汤“不恤我众，舍我穑事”。汤的回应是威胁恫吓，说如不服从，“予则孥戮

汝！”不夺农时、罪人不孥（不把罪人的家属收为奴）是孟子“仁政”的要求。汤不行仁政，

对自己的子民也必须以暴力镇压。对被征服的人民，他到底怎样抚恤，致令天下仰望他为救

星？孟子毫无解释。他洋洋洒洒大篇描述的，只是万民膜拜，歌功颂德。这是他“汤武之道”

的主调。即如他一脚踢开《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的惨烈战事，一味坚持说商民欢迎武王，叩

头叩得山崩也似的响亮
43
。切实的事例显示孟子所谓“得民心”，着眼的不是争取民心的切实政

策，而是享受人民景仰、自负有德的内心陶醉。这种虚荣心是绝对信念道德的特征。 

 

宣传仁政与踏实建设 

孟子的灭燕论没有教齐王如何去争取燕人民心，连严禁杀俘抢寳也不提
44
。儒生辩解道，孟子

曾举商汤的典范证明仁者无敌
45
，所以安民的政策就是孟子鼓吹的“仁政”。按照孟子推己及

人、由近而远的道德心理，齐王连在身边的齐国本土也不能行仁政，怎能奢望他为遥远的占领

区大发仁心？我们且按下这问题，只察看孟子的“仁政”。 

“仁者无敌”是孟子绝不质疑的信念之一，也是他游说齐王魏王的口头禅。例如他对梁

惠王说：“大王您若果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叫人民深耕除草；还教年轻人孝悌忠信，

侍奉父兄，尊从君上，那么他们即使持木棍也足以对抗持利剑披重甲的秦、楚精兵了。秦、楚

夺取人民生产的时间，使他们不能耕种以养父母，使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它们使人民陷

溺于水深火热中，大王您去讨伐，谁会抵抗您呢？所以说‘仁者无敌’，请大王您不要再怀疑

了。”
46
  

现代有些政客为了选举拉票，臭骂要财政收支平衡的对手为虐民，大夸自己保民，答应

当选后一面减税、付清政府债务，一面增加福利、大派优惠，只是不提钱从哪儿来。说得天花

                                                       
43 《孟子·尽心下》14.4。 

44 诸侯谋救燕是孟子说齐军暴虐，只是事后指责，不是事前警戒。 

45 《孟子·尽心下》14.4。 

46 《孟子·梁惠王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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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坠，虽然漂亮，但不是道德而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孟子的“仁政”也有此嫌
47
。轻徭薄赋是

好，但国家入不敷出时怎么办？“仕者世禄”是“仁政”的支柱；一旦做官，子孙后代都享受

政府供养
48
。这庞大的俸禄，加上宗庙明堂祭祀的礼教经费，都绝不可免。要节减开支，只好

从难听的军费开刀。然而，不顾要人民持木棍去抵抗利剑的风险，算是怎么样的“仁”？孟子

的“仁政”和他的“民意”一样，皆漠视客观环境、道喜不忧危，只是他主观的美丽理想，碰

不得现实。现实在绝对信念道德中没甚地位的。 

孟子的仁者无敌论和商汤的故事显露皆显露一个绝对信念道德的特色，即是把复杂的世

事约化为非黑即白的两极。商汤和仁君垄断了道德；除了他们，世界上全是令人民争扎在水深

火热中的暴君。商汤随便攻打谁，都是诛暴而得到万民崇拜。同样地，对魏王说魏国只要轻徭

薄赋、不夺农时就能天下无敌，全靠秦、楚的暴政丧尽民心。但秦、楚事实上是否如此？魔化

敌人，搞宣传或许可以，但实际决策，难免盲目自欺，轻敌致祸。齐灭燕失败，就是一例。 

 如果我们揭开“仁政”的金字招牌，探看切实的内容，即可发现，很多可行的措施列国

变法时早已实施推行了，不过现实总不能像理想般完美无憾罢了。  

孟子说要行“仁政”，一定要从整理田界开始，使人民在井田制下有权使用一家百亩的田

地，足以养家
49
。这是与仕者世禄并列的“仁政”两大支柱之一。其实在春秋末年，晋国的六

卿已开始整理田界、授田予民了，而且比孟子的理想更慷慨、更悦民心、更利社会经济。大家

的制度都是一家百亩，但韩、魏一亩的面积等于孟子一亩的 2 倍，赵一亩的面积等于孟子一亩

的 2.4 倍。扩大农户的田地面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
50
。那时以兵法知名的孙子比较因

果，就预言赵国会最成功
51
。后来秦国商鞅变法，综合前人经验，领导开垦荒地，又开阡陌，

铲除旧田界，依照赵国大亩的面积，重新划分，有系统地授田，按收成征税。新法大规模改革

土地制度、社会生产组织，培养巩固私有地产权，把孟子复古理想的共耕井田改变为自耕其地

                                                       
47 《韩非子·显学第五十》批评儒家“听我的话可以王天下”之类的空言，把它们比作巫祝说能令人

千秋万岁的骗人大话。 

48 《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上》2.5，5.3。 

49 《孟子·滕文公上》5.3。 

50 朱顺龙、顾德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357-358。 

51 《孙子兵法·吴问》，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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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小农。个体农户拥有一家百亩的地产，热情耕作，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
52
。秦灭蜀后，

政治稍定，便于前 309 年颁布田律、规定田界的标准。几年后便把商鞅在秦开阡陌、鼓励个体

农户的政策，推广到蜀
53
。 

秦国要富国强兵，而且深知国之本在民
54
。司马错的灭蜀论就强调，富国务必扩土，扩土

务必强兵，强兵务必富民。富民最基本，因为国家要富强，一定要能激励人民的干劲热情，而

人民最热心的是自家的福利。所以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大致依顺民情，操赏罚加以导引，使

民情与国策相符。经济蓬勃，政府税收多了，人民的收入同样增加，大家共图国富民裕。这些

见解屡见于《商君书》
55
，事实证明相当成功。《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

平”，“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56
。 

孟子的“仁政”不提倡基层建设，更要刑罚负责领导辟草开、分配田地的仕人
57
。秦政相

反。灭蜀不久，秦就开始营建成都和其它两座城池。成都依照秦都咸阳的格局规制，有高墙防

卫，城墙内除了政府衙门区和居民住宅区，还设有市场区，让商铺开列。为了筑城而挖土成

坑，后来作为鱼池
58
。 

 筑城同时，秦设立盐、铁、市官，经营盐山铁矿，管理市场，并征收相应税项。到废除

蜀侯、政治稳定后，更致力发展利民建设。筑栈道、通河流以便利交通运输，兴水利以便利灌

溉。其中以李冰的功绩最大。前 277 年上任做蜀守，便领导兴建都江堰，引水灌溉三郡稻田，

使沃野千里；又疏通河流以资航运，使岷山的木材得以开发利用。他首创开凿盐井的技术，发

                                                       
52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204-206。孟子提倡重振井田，商鞅推行授田，两

种制度在地产权、社会经济组织、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都有基本上的分野。详细比较，见欧阳莹之《龙

与鹰：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世界？》2.9 节：仁义与功利。 

53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92-93。 

54 民本的思想在先秦很普遍，见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其中页 121-144 专论法家的民本思想。 

55 见《商君书·垦令、农战》等篇。法家的政治思想，多嵌在政策讨论中，顾及现实条件，比较复

杂，不光是重复简单的理想教条。 

56 《史记》68：2231-2。 

57 《孟子·离娄上》7.14；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告子下》12.9。 

58 《华阳国志·蜀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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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卤盐的工业，盐井采完后还可以用来养鱼
59
。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创新，得力于政府的领

导。四川的人民付出劳力代价，获取福利，都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

谓之天府”
60
。“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61
。秦的努力，为日后

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地。孟子游说魏王齐王道：“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62
 这话应验在秦的实践上；秦输在没用“仁政”的字眼宣传罢

了。 

 

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对于秦的功绩，儒生的一贯反应是：哼，就算它对百姓有点恩惠，也不过是假仁假义罢了。孟

子基于他“义”“利”对立之说，抛弃有客观历史意义的概念，用主观道德标准把“王”

“霸”对立起来。春秋五霸齐桓公等有救世济民的功绩，连孔子也赞许，但孟子骂他们“假

仁”而一笔抹煞
63
。宋儒发扬孟子的精神，踩贬汉、唐的建树，只因汉祖唐宗“假仁借义以行

其私”
64
。 

 “仁义”谁都会说。但人的内心如何，就难以判断了。不顾现实的政治决策，纵然“仁

义”唱得大气磅礴，难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作儿戏的批评。切实切事，比较上述孟子在取燕事

上的言行，和司马错在取蜀事上的言行，你从什么地方可以判别一个“真仁”、一个是“假

仁”？细看秦治蜀和齐治燕所行的政策，你说哪一个比较合理合义、哪一个的道德比较高一

点？哪一个近乎责任道德、哪一个近乎绝对信念道德？ 

 齐宣王吞燕失败，学做汤武王天下不成，说愧对孟子。他还算是责任心未泯；虽然吞燕

前征求得贤臣的赞许，但知道最终的决策权落在自己肩上，没有卸责于别人。有人想替齐王开

                                                       
59 杨宽，《战国史》页 401-402。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页 93-94。 

60《华阳国志·蜀志六》。 

61《华阳国志·蜀志九》。 

62《孟子·梁惠王上》1.2，1.7。 

63《孟子·梁惠王上，公孙丑上》1.7，3.3。 

64 朱熹，〈答陈同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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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孟子骂道，古之君子知错能改，今之君子有错非但一直错下去，而且还文过饰非
65
。他骂

的当然不是自己；灭燕之错失他全推到齐王身上，怪他容许齐兵孥戮燕人、毁坏燕室的宗庙、

抢走燕庭的礼器
66
。孥戮等行为，在孟子大唱燕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真的没有发生吗？毁

燕宗庙等行动不是灭燕政策的逻辑性措施吗？这些切实问题孟子并不考虑；他坚信自己鼓吹齐

效汤武兼并之道绝对正确，从不反省自己在灭燕事上可能也有些责任。 

儒生辩解道，孟子是很重视责任的。他不是批评齐王失责，以致“四境之内不治”吗？

不错，他也指责邹侯和齐国五个都邑的治邑大夫牧民不力，以致灾荒凶年时老弱饿死，壮年流

离
67
。他更很会督促别人负言责，不过那时齐人就已嘲讽道：他批评别人说得很好，但他自己

的行为，我就不知怎说了
68
。伐燕前，孟子明知齐军暴虐，伐燕不义，但沉默不谏齐王，正是

失言责。指责别人而沾沾自喜自是，小人也能精通。对自己的行动而发的才是真正的责任心、

真正的道德。儒家一贯提倡自反自省，孟子也一样。不过从不见他自反后发现自己有缺点。说

一套、做一套，不论说得多高远漂亮，都不过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失燕后数月，孟子辞官，但离开前在齐国边境等了三天，希望齐王知错能改，请他回去

再加重任，说“假如齐王用我，岂止齐人得到太平，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太平。”“假如希望平

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得到呢？”
69
  

《孟子》是皇朝士大夫必读之书，亚圣的言行是他们的典范。灭燕事上，儒生尊从儒家

“为贤者讳”的道德，争功诿过，诡言失败是因为齐王不听孟子的劝告。宋儒更为圣人立言

说：“征伐不依汤武之道，就是乱。我孟轲怎能因为君主无能，就舍弃我所学的来迁就他

呢？”
70
 

在《政治作为志业》的讲词中，韦伯说不切实际和没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最大的弊病，而

最易惹人犯这弊病的则是虚荣。他道：“持绝对信念道德的政客，内心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

                                                       
65 《孟子·公孙丑下》4.5。 

66 《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下》2.11, 4.9。 

67 《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下》2.5，4.4。 

68 《孟子·公孙丑下》4.5。 

69 《孟子·公孙丑下》4.13。 

70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孟子集注》引范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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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所见到的，十个中有九个皆是大言不惭，并不真正认识自己想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浪漫的感觉中自我陶醉。”
71
 

 

www.chinaandrome.org/Chinese/essays/qin.pdf 

 

                                                       
71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p.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