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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宣布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

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并提出，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领性措

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
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

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

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

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

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

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
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

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

产结合起来，等等。

而中国古代，特别是管仲在齐国实施的道

政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宣布的公

有制原则，也实施了主要的政策措施，甚至超

出这些措施。在坚持公有制同时，保护了民众

合法的私有产权，实施了国有民营，国民分利

的混合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何为道政社会主义？

总结管仲的思想理论与 41 年执政实践就

是：“以人为本”，遵道为政 ，德治与法治并

举，“废私立公”，“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实现有适度贫富差距的 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

义。由于其政体与治道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

本”，“尊道而为”，故称之为：

道政社会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建设小康

社会。

渊三冤建设贫富有度袁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

主义

管仲系统提出了道政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并在实践中大获成功。

1、坚持土地等资源公有制

管仲认为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保障民生的

物质根本，因此明确主张实行国有制度：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

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

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

理。

他告诉齐桓公，由于蚩尤独占矿山资源

后，制作兵器与十二个国家发生战争，导致“伏

尸满野”，指出资源被独占是战争的根源：

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

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

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等兵器，于是这

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

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

蚩尤又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又与十二个

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

戟而怒发动战争，便形成伏尸遍野的惨烈局

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于是警告桓公，国家如果失去了对自然资

源的掌控，就无法保障民生。特别是面对富商

巨贾们掠夺普通百姓，出现“一国二王”的时

候，国家就不能有效管理国家：

桓公问：“什么是一国二王呢？”

管仲说：“现在国君直接征收正税，老百姓

为了交税而急于抛售产品，往往降价一半，落

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

商人乘人民危险困难之时来控制百姓销售产

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

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

所以，如果国家不能严格控制山林、沼泽

和草地，就不能成就天下王业。”

因此，他主张国家一定要统一掌控土地等

资源这一经济命脉：

管子道：“……善治国的话，就掌握国家的

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经济，用政策缓急来

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就是可以做到以一变

百的。他并不曾向人民索取，而用财如取之大

河大海，周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

物资与政策来驾御天下了。”

2、国有民营 国民分利，实施混合式市场

经济

土地等资源国家所有，但如何开发利用资

源呢？

管仲实施资源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度，然后

将所有权与其上的使用权、经营权、获利权等

进行法律界定后，采用承包、租赁等方式，在保

证国家所有前提下，使民众获得使用权、经营

权和获利权等产权，然后与民分利：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善于分利于

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

了。自己总是贪心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

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

有圣人才善于把产业委托于人民。

具体作法就是“国有民营，官民分利”的政

策与经济模式。

当时一位叫“衡”的学者向齐桓公建议，由

政府来开发矿山资源。管仲说：不可以。如果派

囚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

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

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

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

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只要算好它的产值利

润，由百姓分利七成，国家分利三成。国家运用

轻重之术调控价格，那么，百姓就会努力生产

经营听从政府安排了。

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制

度：通过民众承包租赁等方式开发资源，使民

众活动了开发权，经营权与获利权等衍生产

权，国家与民众共同分利，而实施的效果非常

好。

事物的道理说明：把土地折算分租承包，

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

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

胁。

这个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的经济模式充分

发挥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作用，既保证了资

源的公有制度，又防止了资源出现公地悲剧，

还有效地开发利用了资源，真正实现了“以天

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思想。

3、依法保护公有与私有产权

管仲认为产权界限不清，赏罚不明，那么

人民就会轻视财产，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赏

罚不明，则民轻其产。”而“人民不怀恋自己的

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重视农业，

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

己的田产。”

人民有了产权，还要确实保护人民的各项

合法产权不被剥夺：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

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喜欢的

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人民的财

产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

利不可法（废），故民流（留）。

如何保护人民的产权呢？ 法治。

管仲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的思想：

依法治国，举错（措）而已。

管仲通过建立完善的法治来保护公私产

权。例如商品交易，无论是民间交易还是国家

的公共采购都通行签订合同进行，包括投资贷

款都签订合同，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保

护。

管仲说：“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

则应之。”

“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

物，如合乎规格质量和国家需用的，都订立收

购合同。国家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

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

有合同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解决。’”

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

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

如果有土地经营权的在贷款时就可以用

于抵押，获得翻倍的贷款。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

其外外皆为赀壤。

依法治国有效地保护了民众合法产权，限

制了富豪对民众的财富掠夺：

穷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他

们不敢，是因为法度不让他们夺取；强者并非

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们也不敢，是因

为他们畏惧法度的严惩。

4、动态分配与界定土地产权，实现持久的

公平正义

在农业领域，管仲继续实施井田制，在将

所有权与经营权获利权分割，授予民众经营

权，获利权等产权的同时，进行改革。由于每个

家庭人口也会因生老病死等发生增减变化，因

此当初的的分配是公平公正的，多年以后就不

是了，因此，要持久公平公正，就不搞土地产权

世袭制，实行每隔十年重新分配的制度。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

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是国家的土地

分配制度。

可见，人民的土地产权不是固定不变的，

也不是《周礼》规定三年变动一次那样频繁，而

是相对稳定，随着情况变化动态调整，真正实

现持久的公平正义。

为了繁荣经济，齐国还首创建立了国有盐

铁企业，开发与利用国家的战略资源，为国家

提供强大的财政收入，并因此反哺农业，免除

农业税，使国企成为稳定经济的定海神针。

在让国有企业掌握战略产业的同时，大力

发展民营经济，并宣布，国家要像鸟保护卵那

样保护民众的产权：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

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

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

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

齐国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正好说

明齐国依法治国，对产权的保护十分到位。

5、国家通过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

场

管仲认为：凡国家不能调剂人民的财富收

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业流通

各国环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市场。

粮食是人民性命的根本。所以，为了保障

粮食安全，多管齐下，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

与粮食调控基金，实施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鼓

励与保护粮食生产。

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

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

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市场商品有余人们就

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时收购；市

场商品供给不足，人们就愿意高价买进，故君

主应该以高价时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

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商品财货的

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宏观调控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相对较

高价格购取较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相对较低

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商品。各种商品的余缺随

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

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调控……所以，富

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实施这些政策就可以使五谷粟米等商品

供求均衡，满足民生，防止富商巨贾通过操控

市场掠夺民众财富。

管仲认为，国家还要通过货币来进行调控

粮食与市场：善于治国的君主，应该掌握货币

这个交易媒介来调控粮食万物，这样就可以最

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力量。

基于此，建立了“轻重九府”这个准中央银

行管理国家货币，调控市场。

管仲说：“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

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

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

在掌握粮食货币同时，创造性的通过粮

食、国家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奢侈品等方式对

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再用货币与粮食对市

场供给需求进行双向调控，于是建立起独特的

用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机制。

管仲调控市场的具体作法就是均输法和

平准法。均输法主要指的是聚散天下资源商

品。而平准法指在聚散天下物资的时候，按需

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合理配置资源。

因此，二者互相配合：既防止通胀也防止通缩；

因此，既防止了生产短缺也防止生产过剩，实

现比较平和稳定持续的增长。

6、人人共同富裕，适度富裕

道政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因

此它首先要使人民富裕：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

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

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

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首先富裕起来，然后

再加以治理。

管仲发现人性的缺点：穷困了就往往不知

廉耻，富裕了往往为富不仁，都难以管理，因此

要消灭贫困，限制大资产者，实现人人适度共

同富裕：

人太富裕了往往恃财自傲，不容易管理；

人太穷了则不知羞耻……政令也是只平和而

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

人民太贫穷，无法生存就会抢夺。造成社

会动乱。资本过分集中与集聚造成一些人太富

裕，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就会操控市场，左右

社会，形成“一国二王”的现象，就会颠覆共同

富裕的社会模式。

因此，管仲提出了“贫富有度”，即有适度

贫富差别的共同富裕。

渊四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院建立统一准零关

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管仲道政社会主义实践使齐国迅速富强，

于是他辅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

天下”，建立天下统一的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

易市场。

九合诸侯就是九次国际峰会。

第一次国际峰会：止战除暴 实现天下和

平。

管仲认为“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因此，制止战争实现和平就成为第一次国际峰

会主题。最后达成的共识与准则就是：停止战

争，天下和平。

第一次会盟诸侯，桓公下令：“没有上帝的

命令，不许有一天发生战争。”

第二次国际峰会：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止战除暴，实现天下和平后，第二次峰会

主题就是解决战争产生的孤寡老人和孤儿寡

妇的抚恤养老等问题。

桓公下令：“要供养孤老，供养常病者，收

养孤儿寡妇。”

这次峰会再次体现“以人为本”的道政思

想，并影响天下各国。

第三次国际峰会：建立天下准零关税国际

自由贸易市场。

战争遗留问题解决后就应该振兴经济，实

现国际自由贸易。因此本届国际峰会达成的准

则是：各国田租只收取百分之五，市场收税百

分之二，关卡收税百分之一，不要使人民缺乏

耕织的生产工具。关税降到 1%，建成天下统一

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大大降低交易成

本与风险。

第四次国际峰会：修建国际通道，统一国

际技术质量标准。

实现国际自由贸易还必须有畅通的物流

通道，消除货币，技术质量标准不统一的障碍。

因此第四次国际峰会的主题与成果就是：

“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

数。薮泽以时禁发之。”

此次峰会影响深远。战国时代的子思就说

到当时统一的情况：“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

之后的五次国际峰会解决了宗教信仰，礼

祭祖先与上帝，治理贪官污吏，表彰道德模范，

固朝贡贸易和天下治理体系（详见拙作《中国

古代的社会主义》）。

所以，孔子对管仲反复称赞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威尔·杜兰对管仲予以了高度评价：“在

这 55 个侯国中，最重要的是齐国与秦国。齐国

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齐国最有组织才

干者，即是管仲……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大治，

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

币值稳定，文化灿烂。”

而梁启超则在其专著《管子评传》中称赞

管仲为中国可以自傲于世界，既是政治家又是

思想家的伟大人物。

（五）小康社会主义理想与后世的社会主

义实践

孔子描述了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小康

社会主义：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天下分成了一家一户

的财产。人们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

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了自己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

公旦因此成为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

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显礼制的内涵，用

来考察人们的诚信；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

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不这

样做的，有权势者也要罢免，百姓也会视为祸

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尚书》，《逸周书》，《管子》，《史记》，《汉

书》与其他众多中国古籍记载都证明，孔子所

言不虚：小康社会主义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真实

历史，只是被人误读误解（由于篇幅不展开，见

拙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整体与治道》）。

孔子强调社会只有实现公平公正分配财

富才能安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

无倾。

孟子在强烈谴责现实贫富两极化是率兽

食人后 力劝君王们实现小康。

中国远古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后来被汉，

唐，宋，明等各朝英明的政治家有所继承与实

施。威尔·杜兰就指出，正是汉武帝实施社会主

义使汉朝达到鼎盛时代。康有为大弟子，哥伦

比亚博士陈焕章认为，桑弘扬“是如此大规模

上成功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人。”王莽实

施了恢复井田制，阻止土地兼并和均贫富三大

政策，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

义者。”

综上可见，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社会主义

思想理论与实践，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

乡，正是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

绝。

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理想与苏东国家实践

西方在中世纪后期，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

的市场经济。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

发表，奠定了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

本模式。

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由

于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是财富

分配的方式，而其分配的根本原则就是按资分

配，因此，资本所有者总是在财富分配中占有

绝对的优势，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资本家垄断

占有。卷入资本主义运动的国家正如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日益分化

为严重贫富悬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

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劳

动者成为被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从一

种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

国家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现代

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

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

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

上说，提出消灭私有制，减少公有制社会主义

的构想。《宣言》的思想与管仲指出的“私者，乱

天下者也”，“有众废私”等思想是一致的；而

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管仲“废私立公”思

想，孔子，孟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如出一辙。《共

产党宣言》提出了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

领性措施在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实现

过许多，并根据历史与国情进行了更多的社会

主义实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

以在一国实现。苏联作为第一个现代社会主义

国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抛弃了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模式，实施计划经济。

但是苏东国家和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没有

像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借

鉴。

列宁后来虽然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不能完全抛弃市场，并写了《论合作制》一

文，表达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

思想，但是由于不久就去世，这个思想并没有

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也没有被理解与贯

彻，于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放弃了市场经

济。

苏东国家计划经济最初展示出高效的特

点。但由于没有历史传统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理想主义地完全抛弃市场，僵化的体制不能持

续发挥资本与劳动的积极性，在官僚腐败和西

方的和平演变攻势展开等内外因素影响下，最

后彻底失败了。

五、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融合创
新

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人？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实践者和创新者，也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实

践者和创新者。

渊一冤从管仲 野以人为本冶野人民至上冶到毛

泽东野人民万岁冶
管仲与齐桓公讨论齐国顶层设计的时候

指出，从“建立王业的开始，就要‘以人本’。根

本治理则国家巩固，根本混乱则国家危亡。”

他还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天，国家不是君王至

上，而是人民至上：

齐桓公问于管仲日：“王者何贵? ”日：

“贵天。”

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日:“所谓天, 非苍莽

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 辅

之则强, 非之则危，击之则亡。”

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都是“以人为本”“人

民至上”“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

实践者和创新者。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就

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

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

作的。”因此，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人民游

行的滚滚洪流时候喊出了“人民万岁！”

同样是在天安门上看到这一幕的习仲勋

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是社会根本道

德原则。一九五 0 年，毛泽东处理革命功臣刘

青山、张子善案件后，就用管仲思想来阐述惩

治官吏腐败：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

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

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

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

自成。”

渊二冤从管仲野废私立公冶到宪法规定公有

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管仲坚持“废私立公”，“有众废私”等指导

思想，将土地等资源的公有制度作为齐国道政

社会主义的根本产权制度，而全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生产资

料的公有制制度。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总纲第六条就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

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当代社会

主义的根本性质是基本一致的：

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原则，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渊三冤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管仲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实践

了人民“贫富有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

义，而孔子孟子则提出了大同与小康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

了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参与起草与重要修改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

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一决议表明，中共历史上明确了“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邓小平也将“共同富裕”阐述为社会主义

的本质：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

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

极分化。”

习近平主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并

将消灭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两个一百

年的根本任务。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

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也是中国古代社会

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

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依法公平保护公有产

权与私有产权，“实现全面小康”，管仲的道

政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都有丰富的思想

理论和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若此，必将有力

促进当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完

美融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融合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增添光彩。

（作者简介：李学俊，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马

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齐恒仲父

大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学术部主任、安徽

省管子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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