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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见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状况述论

李健胜

摘 要：从《论语》所载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的具体状况看，当时的平民要承受社会对其生活的各种限

制。其中，农民受社会限制致使人生处于贫弱，这很大程度上与其从事的生产方式有关；城市平民因原生社会

地位的限制，其道德、人品及学问甚难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但当时社会也给平民带来了诸多机遇，个体劳动

已然出现，一些平民过着隐耕生活，身体摆脱了血亲大家族控制，思想亦得以独立；另一些平民因为与社会精英

群体有着血缘、地缘及学问上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论语》所见的平民社会生活状

况能够反映出儒家思想社会实践的边界，也能体现出社会精英与平民之间天然的社会地位与思想观念之

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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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言：“虽然《论语》

作为一部语录和轶事的集子看起来缺乏系统的

结构，叙述也颇为游离，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仍

然具备自身的焦点——君子。”［1］《论语》的确是

一部系统阐释如何培养君子，使之具备渊博的

知识、良好的德性及参政意识的儒家经典，因

此，总体上具有精英文本特征。不过，细读孔子

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谈，其中不乏关于平民社会

生活情状的描述，虽然所占篇幅较少，但仍能直

观反映出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

一、春秋中后期社会对平民生活的

限制

《论语》所反映的时代即春秋中后期，与“古

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同为社会转型期［2］。

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国家管理与社

会控制法则，都发生了剧烈变动，而在那个诸侯

争霸、礼崩乐坏的年代，平民首要承受的是社会

对他们生活的各种限制。作为平民主体的农民，

在《论语》中处于不在场状态，但是一些内容能够

间接地反映出农民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地位。

鲁国地处内陆、宜于农桑，且承续了周人重视农

业的文化传统，平民多以务农为生，手工业生产

多与农业相关［3］。不过，农民们终劳四季，却难

得温饱，社会地位也普遍低下，这或许给曾经经

历过平民生活的孔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以“六

艺”传教，目的之一即是让那些身份卑微的弟子

摆脱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迈入精英阶层，成为

食禄者。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回答

“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称樊迟为“小人”，

且感叹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1156-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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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成为君子，践行“学而优则

仕”。因此，他力图培养学生参政议政的能力。

在他看来，从事农业生产，会给自身带来很多限

制，并不利于长远的成长发展。宋人杨时就认

为樊迟游学于圣人之门，却要“学稼”，“志则陋

矣”［5］。如若从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教育目的出

发，孔子不喜稼穑之事，当在情理之中。由此反

观，农民受社会限制致使人生处于贫弱，很大程

度上与其从事的生产方式有关。

当时，对农民生活构成最大限制的因素莫

过于赋税制度的变革。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为增加公室收入，鲁宣公与东门氏试图

施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向公田以外的私田

收取地租。据学者研究，“初税亩”只是谋划之

事，势力大不如前的鲁国国君无法向拥有大量

私田的“三桓”征税，当时的一井之田不过缴纳

“稯禾、秉刍、缶米”［6］而已，国家对农民的盘剥

主要是“藉田以力”。

反映春秋时代农民生产生活的《诗·豳风·
七月》详尽描述了农民一年四季的生活状况，从

正月修整农具，二月下田耕作，至十月收获，忙

完农事后还要到公家修筑宫室，之后又要忙着

播种，如此周而复始。虽然四季劳作不停，但大

多数农民仍过着“无衣无褐”的贫苦生活。平民

还得承担筑城、兵役等义务，在国家管理与社会

控制体系发生变动且战争频仍的时代，越来越

多的家族成员失去了氏族长的护佑，直接面对

国家的征调与奴役，这更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

困顿危险之中而“绝无人垂怜”［7］，孔子说：“以

不教民战，是谓弃之。”［4］1216时逢乱世，被国家机

器“弃之”的平民随处可见，儒家精英批判这种

现象的背后，是平民命运任人摆布的社会现实。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 483 年），季康子不顾

孔子反对采取“用田赋”［8］1669 之策，加重了平民

的赋税负担，鲁国的田税制度由此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变革［9］。“三桓”为巩固势力打压陪臣，力

主实施“用田赋”之制，鲁国公室为增加收入也

要加税。因此，才有鲁哀公向有若抱怨“用不足”

一事，有若问其为何不实行“彻”法，即十税一，

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4］1090-1097

可见，国家权力体系的直接盘剥是当时平民社

会生活受到更多困扰的主要因素，所谓税改往

往是国家加税的一个口实，而累世加税最终酿成

“积累莫返之害”［10］，农民深受其苦，生活困顿。

同时，《论语》里的一些平民是在场的，颜

回的贫困令孔子无可奈何，他曾感叹：“回也

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

中。”［4］1006 子贡是大商人，虽“不受命”，却能囤

积投机，猜测行情，富可敌国，而颜回的学问、道

德一流，却深陷贫苦之中。在孔子看来，颜回的

贫困是他的天命。颜回生于穷苦人家，虽接受

了孔子教诲，长期伴随孔子，但因原生社会地位

的限制，其道德、人品及学问尽管非常出众，但

似乎也改变不了他的社会地位。

颜回死后，其父请求孔子把他的车捐出来为

颜回作椁，孔子说其子孔鲤死后“有棺而无椁”，

他也没有用车为孔鲤作椁，因为孔子“从大夫之

后，不可徒行也”［4］972。春秋中后期离那个“事死

如事生”［8］1692的时代并不遥远，加之儒家注重丧

葬“慎终追远”的礼仪效果，以椁配棺下葬乃是

儒生社会地位的基本象征。颜回家里配不起

椁，其父才出此下策。孔子不愿捐出椁，一是其

子也未配椁，二是他从于大夫之后“礼不可出门

步行”［11］。无独有偶，孔子朋友去世，无人收殓，

孔子说：“于我殡。”［4］931当时，平民日常生活中，

顾全死后荣光是甚难办到的，颜无繇要厚葬颜

回，除有怜爱其子的感情因素外，与其子为孔子

高足的事实不无关系。最终，孔子门人厚葬了

颜回。孔子闻之，感叹道：“回也视予犹父也，予

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4］980知颜

回者莫若孔子，颜回一生甘愿承受社会对于他的

各种要求，死后肯定不愿厚葬。对于得到帮助下

葬的那些人来说，能够裹尸于地下已是幸运了。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曾讨论过贫富问题。子

贡曾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

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4］70

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600他还认

《论语》所见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状况述论

117



2022 年第 6 期

为“富而可求也”，为摆脱贫困，他也愿意为“执

鞭之士”，“如不可求，从吾所好”［4］585。作为社会

精英，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技能决定

了生活出路的多元性，孔子显然有从其所好的

可能。但是对于平民而言，改变身份的机遇恐

怕是罕见的，且没有那么高境界做到“贫而无

谄”“贫而乐”。阙里未冠少年至孔子处，别人问

孔子这位少年是否能有长进，孔子说：“吾见其

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4］1347阙里是孔子故土，这位少年恐怕

也是位平民子弟，他的行为不合礼数，有点急于

求成，“欲速成者”即谓想要快速摆脱旧身份，早

点加入儒生精英团体。面对机遇，平民如若急于

求成，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限制，至于“死生有

命，富贵在天”［4］1071的君子悟道之言，与平民的认

知及他们所处的现实境遇皆相去甚远。

二、春秋中后期社会带给平民的机遇

当时社会虽然对平民的日常生活构成较大

限制，但也为平民带来诸多机遇。铁制工具未

普及的商代和西周，由于劳动工具落后，生产力

低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无法独立生存，人们只

能聚族而居，过着共耕生活。《诗·小雅·斯干》

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

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

语。”这种同祖兄弟团结友爱，家族上下欢乐和

谐的情境是社会生产力无法承纳个体小家庭生

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诗·周颂·载芟》亦云：“载

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

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

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

谷，实函斯活。”《毛传》曰：“主，家长也。伯，长

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强力也。

以，用也。”在家族长的率领下，氏族成员“俶载

南亩”“播厥百谷”，过着共同耕作、共享劳动成

果的群居生活。

当时的国家也是建构于大大小小的宗族之

上，《左传·桓公二年》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

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一时期，普通平民

受家族长保护，不用直面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

同时也受家族长驱使而没有经济、人格等方面

的独立性。春秋前期，大的血亲家族仍是重要

的社会组织，“平民总是千万百计设法追随贵族

的”［12］。春秋中后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等

先进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普通平民在家族

长的庇护下聚族共耕的社会生活方式逐步瓦

解，这一方面使得个体需要直接接受国家的统

治，更多的平民受制于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另一

方面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一夫一妻为核

心的个体家庭独立生活成为可能，作为个体的

人离开氏族亦能存活，这是那个时代给予平民

最大的机遇。

《论语》中有一些通过个体劳作得以保全家

庭，且使自身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实例。《论语·
微子》载，当时的隐者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让子路问路，当他们得知过路者为孔子及其弟

子子路时，发表了一番宏论：“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

从辟世之士哉？”他们没有帮忙指路，且“耨而不

辍”，孔子闻之，感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

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两位隐逸之士劝子路，与其跟从避人之士，不

如追随避世之士。《论语·微子》还载有子路向荷

蓧丈人问孔子下落一事，同样地，荷蓧丈人也反

感孔子之道，和长沮、桀溺一样，这位“植其杖而

芸”的“隐者”，也是位独立生活的自由民。当

时，自由民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出现至少说

明：生产力的进步为一部分人过上独立自主的

生活，提供了可能。他们不仅通过劳动养活自

己，还避开人群聚居之所，过着隐耕生活，身体

摆脱了血亲大家族的控制，思想亦得以独立。

从《论语》的一些语录来看，平民能够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在于他们与精英群体有着

血缘上、地缘上及学缘上的联系。比如，公西华

出使齐，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供养之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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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与之釜。”冉有要求增加。孔子说：“与之

庾。”冉有最后给了她“五秉”［4］476。“五秉”即八十

斛，合为八十石，数量颇多。公西华当已出仕，是

位儒家精英，他的母亲应当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母因子贵，所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连孔子

都说：“君子周急不继富。”［4］478原思任孔子家臣，

孔子想给他小米“九百”，他却请辞不要，孔子说：

“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4］479，482孔子要他把多

余的小米分给邻里乡党，这些平民因与原思关系

密切，生活得到一些保障。

孔子的诸多学生出身贫寒，因获得孔子教

诲，身份、地位发生大的变化，子路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子路出身乡野，史称“子路性鄙，好勇

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13］。起

初，子路旧习难改，处处为难孔子，孔子曾说：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4］386但子路勤奋好

学，学业上进步明显，别人取笑子路琴艺，孔子

回护道：“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4］996就是这

样一位粗鄙之人，师从孔子习学“六艺”，践行了

“学而优则仕”，成功改换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打交道，当地一位少年

得到孔子接见，门人们对此很疑惑，孔子说：“与

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

其洁也，不保其往也。”［4］637孔子认为不能抓住一

个人的缺点不放，应当看到他的长处和进步。

这位少年得到了孔子教诲，或可以入孔子私学，

这也是因与社会精英发生联系，平民社会地位

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

总之，无论是那些士子的家属，还是他们的

邻里乡党，抑或是普通少年，因为与社会精英群

体有着血缘、地缘及学缘上的关系，他们的生活

得以改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这都是当时社会

给予平民发展机会的典型例证。

从《论语》所载一些语录看，精英阶层的人

文关怀意识也是平民在社会生活领域获得更多

机会的重要因素。孔子家的马厩着火，孔子问：

“伤人乎？”［4］919不问财产损失。孔子曾说：“不教

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4］1768孔子曾至

卫，看到乡村人口繁多，感叹道：“庶矣哉！”冉有

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4］1168

知识精英尊重平民的生存权，批判统治者的残

暴行径，提出要让平民致富等主张。当这些蕴

含着人文精神的主张，影响到国家治理与社会

控制的具体施政方针时，无疑能为底层百姓提

供更多的生存机遇。

孔子曾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者，其由也与？”意谓穿着破烂衣服与身着狐

裘者站在一起而不觉得惭愧的，恐怕只有子路

吧。孔子引《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

闻之，老是念叨这两句诗，孔子又道：“是道也，

何足以臧？”［4］800-803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贫富的

差异十分直观地体现于衣着上，普通百姓“衣敝

缊袍”，而富裕阶层身着“狐貉”。不同阶层在衣

食住行上有差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的现

象，但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贫富分化往

往会更加明显。春秋中后期，诸侯争霸，很多平

民因与血亲家族离散，不得已流落城市谋生，一

些人为了生存只得卖身为奴，一些失去土地的

小贵族的生活也因此陷于困顿。与之相反，得

益于军功或土地兼并，新兴贵族阶层兴起，他们

因迅速积累财富而生活富足奢靡。

在这样的时代，贫富间的差距因为各种因

素不断拉大，普通百姓与富足之人的衣着差异

明显，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诗·卫风·雄雉》才

会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这样的诗句，宽慰普

通百姓。子路甘于底层百姓的身份，与富足之

人并立而不耻，且以“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

好”来安慰自己，孔子闻之，认为仅仅有与富人

并立而不觉羞愧的勇气是不够的，普通人不应

当甘于贫困，要试着改变自己。孔子还说：“先

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

之，则吾从先进。”［4］949在世卿世禄的分封时代，

血缘关系决定着一切，贵族子弟身居高位，德

行、能力优越，而血统卑下者甚少有施展能力的

机会。孔子主张统治者任用贤人，提倡为政

者“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4］1138。他还认为人

们应当向贤人学习，以贤人为镜反躬自省，以

《论语》所见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状况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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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身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4］348。孔子不仅主张放弃血统决定一切的旧

制，且推崇那些“先进于礼乐”的“野人”，而以德

行、能力作为出仕依据，显然是当时社会给予平

民的重要机遇。

结 论

统观《论语》所见平民的社会生活，当时社会

对平民的各种限制与给予他们的机遇，错综复杂

地交织在一起。总的来看，生产力进步使得个体

劳动成为可能，少数自耕民过着相对独立自主的

生活，他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水平，是与

以石器、木器等为生产工具而甚少使用青铜农具

的商代和西周百姓无法比拟的［14］，有些隐逸之士

不仅生活可以自足，个体劳动甚至成为他们远离

乱世、保持人格独立的前提条件。另外，生产力

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一些平民子弟习

学“六艺”，具备了出仕条件，成为社会精英，从社

会底层跃升为中上层人士。

与此相对，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大量平民失

去了家族长的保护，或流离失所，或卖身为奴，

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沦为底层民众，有些人甚

至成为奴隶，尽管生产力进步了，但这部分人的

衣食住行可能还不如前代平民的生活水平。此

外，原为贵族阶层的一些士人，因世卿世禄制的

瓦解，或因在宗族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甚至沦

为普通庶人［15］。总之，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平民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差异更加明显，抓住

社会提供的机遇而提升社会地位者有之，在社

会转型时期沦落为社会底层者有之，因德行、能

力受到社会认可而生活显著改善者亦有之。这

种因社会转型导致的生存机遇与社会困境相交

织的情境，既是各阶层社会地位加速分化的一种

表现，也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从平民在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境看，一

般都涉及他们的生存之道。在农业社会，农民

群体是社会的根本，他们的劳作支撑着整个社

会的运转，然而，普通平民因从事这种劳作方式

而社会地位普遍低下，这似乎是一种悖谬。但

究其根本，是因为农业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王

朝税收的重要支撑，农民群体也长期被古代国

家权力体系所操控，成为被剥夺、被管控的对

象。也须看到，除生产力进步使平民改善自身

生活条件成为可能外，人文意识的提升也是重

要因素。在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文意识领域，如

何让平民获得参政议政的知识和能力，成为儒

家精英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孔子和他的弟

子们是这方面的引领者，那些因得到儒家精英

青睐或获得“六艺”知识而参政议政的平民子

弟，则很好地践行了利用所学知识改变自身社

会地位的思想观念。

如若把平民的社会生活置于儒家的社会理

想视域，由此形成的价值立场与平民的现实生活

还是有很大差距。总体而言，孔子以“义”作为取

舍贫富贵贱的原则，他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

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300他还说：“饭

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

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600研究表明“义”是子学

的共同话语，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学术方向

和学术宗旨，也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

化资源，集中体现出子学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

在一致性［16］。儒家以信义作为取舍社会财富或

生存之道的言论，究其实质是商周贵族社会的

文化观念遗存，而其成立的前提是社会精英在

观念上的权变理念和社会实践上的多元选择，

即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

且贵焉，耻也。”［4］697当这种社会生活观成为执政

法则时，就会成为儒家精英单方面渴求的理想境

界，而非源于庶人生活的实际。子贡向孔子请教

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

问三者去其一，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兵。”子

贡问如若二者择其一呢？孔子说：“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1079-1081

总而言之，孔子是站在政治正义立场谈论

社会治理问题，是在替百姓立言，实际上，孔子

的这一主张未能根本改变当时平民的真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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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普通平民无

法自主地选择生存方式，在被各种力量争夺、驱

使的过程中，他们只能承受当时国家赋予他们

的社会阶层、身份与地位。那些社会地位显著

上升的平民，则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规则，锻炼出

灵活多变的生存技巧，他们对贫富强弱的看法

与儒家精英的期许也往往有很大差距。孔子的

一些平民学生后来身居高位，但实践孔子政治

理想者，却是寥寥无几，即是最好的证明。从

《论语》中平民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儒家思想与

社会实践的边界看，的确能体现出社会精英与

平民之间天然的社会地位与思想观念之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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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mon People’s Social Lif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i Jians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civilian social lif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owed common people had to bear various social restrictions in their lives. Peasants
were live in poverty due to the social restrictions, which was larg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mode they were engaged
i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ir original social status, the morality, character and knowledge of some urban poor
people can hardly change their social status.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Individual
labor has emerged. Some civilians live in seclusion, they are free from the control of their original family, and their
thoughts can be independent. Some civilians have blood, geographical and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 elite
groups, therefore their lives and social status has been improved.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an reflect the boundary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its social practice, and also reflect the separation of the
natural social status and ideas between social elite and common people.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common people；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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