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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商君书窑徕民曳在叶商君书曳中以及在整个先
秦文献中都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遥 首先袁相较于
绝大多数的战国时期作品袁 其写作年代更为明
确袁有助于我们较好地了解其历史语境遥 其次袁该
篇对战国末期秦国及其邻邦渊魏国和韩国冤的人
口和军事情况及自我认同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

信息遥 第三袁该篇与叶商君书曳其他篇章渊主要是
叶算地曳篇冤有比较明显的对话袁让我们能够理解
叶商君书曳所反映的商鞅学派渊员冤的思想变迁遥

许多学者袁如胡适叶中国哲学史大纲曳尧钱穆
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曳尧郭沫若叶十批判书曳袁都提
出叶徕民曳篇的写作年代比较晚渊不早于公元前
260年袁详见下文冤袁因而断定整个叶商君书曳其实
与商鞅本人无关遥仝卫敏在叶史学史研究曳2008年
第 3期发表的叶掖商君书窑徕民篇业成书新探曳袁亦
提到许多学者持此观点遥 但这一结论不免过于简
单化了遥 正如陈启天先生早已提醒的院野叶商君书曳
经过战国的流传袁又经过汉时的改编袁当不免有
所误入袁甚至故意附益袁不能以一篇可疑即断全
书为假遥 冶咱1暂基于这个理解袁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袁进一步就叶徕民曳篇的内容尧特殊语境尧其

与叶商君书曳其他篇章的异同进行讨论袁并尝试探
究其所反映的战国末期商鞅学派的新思考遥

一尧叶徕民曳篇的写作年代及历史背景

叶徕民曳篇的写作年代比叶商君书曳大部分篇
章要晚袁其中有几句话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判
断该篇的写作时间遥 叶徕民曳篇第四章渊圆冤称院野今三
晋不胜秦袁四世矣遥 自魏襄王以来袁野战不胜袁守
城必拔遥 冶又称院野渊秦冤三世战胜袁而天下不服遥 冶根
据文意袁野三冶应该是野亖冶渊四冤的讹误遥 野四世冶究
竟何指袁学者有分歧遥 部分论者袁如蒋礼鸿袁认为
野四世冶指魏国的国君世数袁张觉认同其观点遥 渊猿冤但
这一观点蕴含着许多问题袁仝卫敏在叶掖商君书窑
徕民篇业成书新探曳已经详细讨论了袁野四世冶应该
是指秦国国君的世数袁 分别是秦孝公 渊公元前
361要公元前 338 年在位冤尧 秦惠文王 渊公元前
337要公元前 311年在位冤尧秦武王渊公元前 310要
公元前 307年在位冤以及秦昭襄王渊公元前 306要
公元前 251年在位冤袁本文不再赘述遥 野秦四世有
胜冶应该是秦昭襄王时代比较常见的说法袁如叶荀

本刊网址窑在线杂志院憎憎憎援躁澡造贼援灶藻贼援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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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尧中国早期史学史以及比较帝国学等遥

从叶商君书窑徕民曳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要要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

咱以暂尤 锐

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亚洲学系袁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 91905冤

摘要院叶商君书窑徕民曳是战国晚期比较特殊的作品遥 作者对秦国野百战百胜冶却克服不了野三晋冶敌人
感到疑惑遥 基于对新的人口尧经济尧军事条件的理解袁作者对叶商君书曳早期篇章的建议做出了彻底调整遥
他主张采取野人口战争冶的策略袁以改变秦国与野三晋冶的人口不平衡状态遥 叶徕民曳篇的革新思想体现了商
鞅学派的思想变迁遥

关键词院商鞅学派曰叶徕民曳曰叶商君书曳曰人口曰军事曰群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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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曳的叶议兵曳和叶强国曳两篇遥 有鉴于此袁叶徕民曳篇
应该是秦昭襄王时代的作品遥
除野四世冶以外袁叶徕民曳篇还包含更重要的历

史信息袁让我们能更准确地判断其写作年代遥第五
章称院野即周军之胜袁华军之胜袁秦斩首而东之噎噎
且周军之胜袁华军之胜袁长平之胜袁秦所亡民者几
何钥冶这是昭襄王时代的秦国与野三晋冶渊韩尧魏尧赵冤
之间规模最大的战役遥据考证袁野周军之胜冶指伊阙
渊今洛阳东南龙门冤之役袁秦国名将白起在公元前
294年打败了韩尧魏及其同盟者西周渊周王畿分成
的东尧 西周两个小国之一冤 的军队袁野斩首二十四
万冶咱2暂212袁极大地削弱了韩尧魏两国遥 野华军之胜冶指
公元前 273年赵尧魏联合进攻韩的华阳渊今河南新
郑北冤袁韩向秦求救袁秦派白起率大军大败赵尧魏联
军于华阳袁斩首十三万渊另说十五万渊源冤冤遥 野长平之
胜冶是战国时代最有名的战役袁战事因秦和赵争夺
韩国的上党郡而起遥 从公元前 262年开始袁秦尧赵
两军在长平渊今山西高平西北冤相持了三年遥 秦昭
襄王把秦河内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

平袁并绝断赵的粮道遥 四十多天以后袁饥饿乏食的
赵军溃败袁四十多万人全都被俘遥据叶史记窑白起列
传曳袁白起将四十多万赵国战俘全部活埋了渊野尽坑
杀之冶咱圆暂圆猿猿缘冤遥 野四十多万冶及上述数字的可靠性袁有
很多相关的讨论袁分歧较大袁这里不再赘述遥 渊缘冤能
够确认的是袁赵国损失极为惨重袁叶史记窑燕召公世
家曳引用燕国相国栗腹野报燕王曰院耶赵王壮者皆死
长平袁其孤未壮袁可伐也爷冶咱圆暂员缘缘怨袁可以作为佐证遥
长平战役结束于公元前 260年袁 这也就意味

着叶徕民曳篇的写作年代不会早于这一年遥那么袁是
否可以做出更为准确的推测呢钥 笔者认为是可以
的遥叶徕民曳篇的作者自称野臣冶袁意味着他是秦国大
臣袁起码是一位官员遥值得注意的是袁他对野长平之
胜冶并没有大的热情袁相反袁他的问题是院尽管秦国
如此野百战百胜冶袁为什么仍然克服不了野三晋冶呢钥
这个问题的背景不难理解遥据叶史记曳记载袁在长平
战役之后袁秦昭襄王想趁机一举消灭赵国遥公元前
259年秦国进围赵国首都邯郸袁但是没有成功遥 由
于魏尧楚救赵袁而且秦国内部发生矛盾渊主要是范
雎和白起之间的矛盾冤袁邯郸包围战失败了遥 公元
前 257年袁叶史记窑秦本纪曳称院野五十年十月袁武安
君白起有罪袁死遥 龁攻邯郸袁不拔袁去遥 冶咱2暂214稍后袁
秦将郑安平降赵遥韩国趁机参与合纵攻秦袁削弱了
秦国的势力遥公元前 255年袁被范雎任用为河东守

的王稽野与诸侯通冶袁当诛遥为此袁尽管范雎有意野让
贤冶客卿蔡泽袁但不免被野坐法诛冶遥睡虎地 11号秦
墓出土的叶编年记曳称院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袁野王稽尧
张禄死冶咱3暂遥 张禄就是范雎袁因此他很可能是被诛
而非自然死亡遥 渊远冤

短短五年袁秦国由胜转败袁赵国没有被消灭袁
秦国的领土没有扩展袁内部的情况也明显恶化了遥
这应该就是叶徕民曳篇的写作背景遥 该篇的写作年
代应该是在王稽尧范雎被诛以后渊即公元前 255年
以后冤尧秦昭襄王死亡前后不久遥此外袁由于在公元
前 猿世纪 40年代秦国已基本恢复了大规模的东
征袁因此叶徕民曳篇写作应该是在此之前的遥 综上袁
该篇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 255要公元前
240年间袁更可能是在公元前 251年前后遥
了解了叶徕民曳篇的写作年代和写作的政治语

境袁可以进一步讨论其内容遥 该篇作者认为袁秦国
在野三渊四冤世战胜袁而天下不服冶的状态下袁需要重
新思考根本战略路线遥 作者认为袁 为了克服 野三
晋冶袁秦国首先要彻底改变与邻邦之间的人口不平
衡状态遥为了吸引移民离开野三晋冶袁秦需要改变一
些政策遥 尽管此前施行的政策正好与叶商君书曳其
他篇章所主张的相符袁但在新的条件下袁这些政策
必须调整遥

二尧叶徕民曳篇的人口语境院
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不平衡

叶徕民曳篇第一章介绍了传统的国土结构及其
与当时秦国土地结构的关系院

地方百里者袁山陵处什一袁薮泽处什一袁
溪谷流水处什一袁都邑蹊道处什一袁恶田处
什二袁良田处什四袁以此食作夫五万遥 其山
陵尧薮泽尧溪谷可以给其材袁都邑蹊道足以处
其民遥 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遥
野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冶代表着周代比较普遍的

国土结构遥李零先生在叶掖商君书业中的土地人口政
策与爵制曳就注意到叶礼记窑王制曳叶汉书窑食货志曳
所引用的李悝野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冶袁以及叶汉
书窑刑法志曳所提出的殷周制度袁都与叶商君书窑算
地曳和叶商君书窑徕民曳所述大同小异袁田地占整个
土地的三分之二左右袁其他的则是山林尧川泽尧城
邑尧道路等非农业领土遥 渊苑冤这个国土结构反映的应
该是黄土高原渊中原冤的情况袁对秦国而言袁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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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渭河流域的地形遥 渊愿冤

上引这段话与叶商君书窑算地曳第二章非常相
似遥 一些学者袁如容肇祖袁据此提出两篇的写作年
代是一样的遥 渊怨冤但这一结论颇值得商榷袁因为在这
两篇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值得注意的区别遥 叶算地曳
篇第二章称院

故为国任地者袁山林居什 一袁薮泽居什
一袁溪谷流水居什一袁都邑蹊道居什揖一袁恶田
居什二袁良田居什铱渊员园冤四遥此先王之正律也遥故
为国分田数渊1员冤院小亩五百袁足待一役袁此地不
任也曰方土百里袁出战卒万人者袁数小也遥
李零先生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段话袁 在其研

究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理解叶算地曳篇的内容和写作
年代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袁叶算地曳篇讨论的是野小
亩冶渊长 员园园步冤制度遥 这是秦国古老的田亩制度袁
让每一户有五百小亩 渊一共约 693平方米冤 的田
地遥 然而作者认为袁这个传统的制度是不合适的院
野此地不任也遥 冶确实袁商鞅变法进行了田制改革袁
以长度 240步的野大亩冶取代了原来的野小亩冶曰同
时每个农户占田地当以一百亩为限遥 渊1圆冤这意味着袁
改革以后袁 每户标准占田面积从约 693平方米变
成约 339平方米遥 类似的改革似乎并未引起大规
模的反抗袁是什么原因呢钥 笔者认为袁在战国时代
中叶以后袁铁器的大规模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袁
因此一百大亩的收获可能比之前的五百小亩还

高遥此外袁由于改革以后每户所占田地的面积减少
了袁那么单位面积内的人户数量就会随之增加袁这
意味着人口密度增大了遥 叶算地曳和叶徕民曳篇的比
较正好可以理解这个现象遥

叶算地曳篇包含着一些关于秦国人口密度的重
要信息遥 野方土百里袁出战卒万人冶袁意味着方百里
渊100伊100里=10袁000平方里袁约 1袁600平方公里冤
约有一万户渊每户出一个战卒冤袁如果每户平均是
五个人袁那么方百里内人口大概有五万人遥李零先
生在叶掖商君书业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曳注意
到袁 每一方里合 90袁000小亩 渊一方里=300伊300
步冤袁方百里合 9袁000袁000亩遥按照野先王之正律冶袁
田地占整个领土的 60%袁即 5袁400袁000亩遥由于五
百亩出 野一役冶渊一个战卒冤袁5袁400袁000 亩要出
10袁800个战卒袁与文中野出战卒万人冶相符遥
有关叶算地曳篇写作年代的问题袁仍然存在着

较大的分歧袁 但笔者认为上述讨论有助于解决这
个问题遥由于叶算地曳篇提到野小亩冶制度袁进而质疑

这一制度袁表明这一篇的写作年代应该比较早遥秦
国的亩制改革是否与商鞅变法有关袁 抑或是商鞅
之后才发生的袁暂时无法确认袁很可能类似的复杂
的改革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遥但据 1979年四川
青川郝家坪 50号墓出土的木牍袁可以确认在公元
前 309年秦国已经施行了野大亩冶制度遥 渊1猿冤那么袁
叶算地曳篇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商鞅变法时代或者稍
晚袁 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发生在公元前 源世纪袁比
叶徕民曳篇要早 60耀100年左右遥

叶徕民曳篇提出的人口密度与叶算地曳篇完全不
同遥据其文袁野地方百里噎噎以此食作夫五万冶遥野作
夫冶这个概念在先秦尧秦汉文献几乎看不见袁其含
义在诠释者之间虽然存在分歧袁 但大概是指所有
当役的成年男女渊15要60岁冤袁占整个人口四分之
三左右遥 渊1源冤按此推算袁野地方百里冶的秦国人口袁在
公元前 250年前后达到了 65袁000耀70袁000袁 比公
元前 源世纪中晚期增加了 30%左右遥 这证明秦国
野富国强兵冶的政策基本上是有效的袁尽管存在着
不断的流血冲突袁 但人口的密度还是有明显的增
加袁这应该是与农用铁器普遍化尧水利灌溉工程的
开发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荒地的开垦都有关系遥
然而袁叶徕民曳篇的作者对此并不满意袁相反袁他认
为秦国的人口仍然不够遥 他说院

今秦之地袁方千里者五袁而谷土不能处
二袁田数不满百万遥 其薮泽尧溪谷尧名山尧大川
之材物货宝袁又不尽为用袁此人不称土地遥
野方千里者五冶是五百万方里渊5伊1袁000伊1袁000

平方里冤袁约 800袁000平方公里袁比当代的法国和
德国加在一起只小一点遥 这一数字与当时秦国的
面积差不多渊秦昭襄王末期袁秦的领土包括渭河和
汉水流域尧大部分汾河流域尧四川盆地袁以及当代
的陕西中部尧甘肃东部尧宁夏南部和湖北北部等地
区冤遥野田数不满百万冶袁应该是指一百万方里袁即秦
国面积的五分之一袁正好野谷土不能处二冶遥 这与
野先王之正律冶相差得比较多了袁造成差异的原因
应该是秦国往南渊东南冤扩展的结果遥 公元前 316
年秦国兼并了四川盆地袁 公元前 278年兼并了整
个汉水流域袁而这些地区山尧河的面积比中原地区
要大得多袁因此野先王之正律冶不符合这些新领土遥
但是作者的结论还是令人意外院 秦国的问题还是
人口缺乏渊野人不称土地冶冤袁由于人口不足袁秦国才
无法利用野薮泽尧溪谷尧名山尧大川之材物货宝冶遥
那么袁为什么尽管人口密度有所增加袁秦国仍

从叶商君书窑徕民曳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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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缺乏足够的人口呢钥笔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遥
第一袁是秦国不仅在不断地扩张领土袁更重要的是
它更迅速地扩张了原国土的耕地面积遥 在公元前 猿
世纪袁 一些水利灌溉工程提高了秦国土地的生产
力遥例如袁蜀郡李冰的都江堰工程袁野至于所过袁往往
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袁以万亿计袁然莫足数也冶曰
稍后袁在关中的郑国渠使野关中为沃野袁无凶年冶遥 渊1缘冤

在这些工程建成以后袁随着耕地的增加袁劳动力缺
乏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遥 第二袁秦国的扩张和连
年战争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遥白起说院野今秦
虽破长平军袁而秦卒死者过半袁国内空遥 冶咱2暂2336-2337白
起的话也许有夸张成分袁 但秦国的损失应该是非
常大的渊见下冤袁确会有野人不称土地冶的情况遥
在叶徕民曳篇第二章袁作者把秦国的情况与野三

晋冶作了比较遥但野三晋冶在这里仅指韩尧魏而已袁因
为赵国在长平之战以后已经不再值得关注院

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曰所欲用兵者袁韩尧
魏也遥 彼土狭而民众袁其宅参居而并处曰其寡
萌贾息民袁上无通名袁下无田宅袁而恃奸务末
作以处曰人之复渊 冤阴阳泽水者过半遥 此其
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袁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
实其土也遥 意民之情袁其所欲者田宅也袁而晋
之无有也信袁秦之有余也必遥 如此而民不西
者袁秦士戚而民苦也遥
这段话又很出人意料遥按照叶徕民曳篇的作者袁

尽管韩尧魏军队屡次被秦打败袁损失了几十万人袁
但这两个国家人口的密度仍然是极高的袁 甚至比
秦还要高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公元前 缘世纪末袁墨子
在叶非攻中曳提出院野今万乘之国袁虚数于千袁不胜而
入广衍数于万袁不胜而辟遥然则土地者袁所有余也袁
士民者袁所不足也遥 冶几十年以后袁魏惠王问孟子院
野寡人之于国也袁尽心焉耳矣遥河内凶袁则移其民于
河东袁移其粟于河内遥河东凶亦然遥察邻国之政袁无
如寡人之用心者遥邻国之民不加少袁寡人之民不加
多袁何也钥 冶渊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冤也就是说袁从战国
初期到中期袁 大部分国家面对的问题都是 野地过
民冶而不是野民过地冶渊叶商君书窑算地曳冤袁但到了战
国末期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遥新出土的资料证
明了叶徕民曳篇的可靠性袁例如云梦睡虎地 11号秦
墓出土的公元前 252年魏王宣布的 叶魏户律曳和
叶魏奔命律曳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遥 渊1远冤前者云院野民或
弃邑居壄袁入人孤寡袁徼人妇女袁非邦之故也遥 冶这
里的野弃邑居壄冶袁与叶徕民曳篇所描述的野无田宅冶

的魏国和韩国百姓野复渊 冤阴阳泽水者冶袁即在河
岸挖洞居住的情况袁是很相似的遥

叶徕民曳篇证明了人口增长并非秦国所独有的
情况袁而是战国时代整个周野天下冶渊起码是中原国
家冤都有的普遍现象遥这应该与铁制农具的普及有
关曰此外袁每个国家都在追求野富强冶袁要支持农业尧
鼓励开垦尧 调整赋税等袁 这些措施都会使人口增
加遥在野众军冶普遍化的时候袁人口成为国家最重要
的资源袁 因此关注人口的数量是统治者的重要责
任遥人口增长让国家可以有更多的军队袁要进行类
似长平之役的远征和长期的战争袁 增加人口是必
然的前提遥从这个角度看袁秦与野三晋冶没有什么区
别遥但由于秦国不断扩张领土袁并且把大量荒地变
成耕地袁因此仍然存在着野地过人冶的现象遥 而魏尧
韩四周都是列强袁无法扩张领土袁因此发生了野其
土之不足以生其民冶的现象遥 叶徕民曳篇作者认为袁
秦与 野三晋冶 不同的人口密度给了秦国一个好机
会袁可以改变与野三晋冶的人口不平衡遥但是为了有
效开展野人口战争冶袁秦需要彻底调整一些政策遥

三尧人口战争

野徕民冶政策袁即鼓励移民入境袁叶商君书曳更早
的篇章就提出过遥 例如叶算地曳篇院

故有地狭而民众者袁民胜其地曰地广而
民少者袁地胜其民遥 民胜其地袁务开曰地胜其
民者袁事徕遥
如果秦国早已认识到引进移民的好处袁 为什

么一直没成功呢钥 叶徕民曳篇的作者对此有比较详
细的解释袁该篇第二章称院

臣窃以王吏之明为过见遥 此其所以弱不
夺三晋民者袁爱爵而重复也遥其说曰院野三晋之
所以弱者袁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遥秦之所以强
者袁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遥 今多爵而久复袁是
释秦之所以强袁而为三晋之所以弱也遥 冶此王
吏重爵尧爱复之说也袁而臣窃以为不然遥
作者在这里所批评的某野王吏冶代表的立场袁

正好是叶商君书曳的正常态度遥叶商君书曳的思想渊以
及商鞅变法的主导政策冤以军功爵制为核心袁在这
一制度下袁爵位是政治尧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基础袁
有爵位的人才能享受经济尧社会尧法律上的权益遥
叶史记窑商君列传曳 记载了商鞅所建立爵制的一些
细节院

愿



宗室非有军功论袁不得为属籍遥 明尊卑
爵秩等级袁各以差次名田宅袁臣妾衣服以家
次遥 有功者显荣袁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遥 咱圆暂圆圆猿园

叶商君书窑境内曳也阐明了爵位在经济尧社会等
方面的影响院

能得甲首一者袁赏爵一级袁益田一顷袁益宅
九亩遥 级除庶子一人袁乃得人渊入冤兵尧官之吏遥
其狱法院高爵訾下爵级遥高爵能渊罢冤袁无给

有爵人隶仆遥 爵自二级以上袁有刑罪则贬遥 爵
自一级以下袁有刑罪则已遥
小夫死袁以上至大夫袁其官级一等袁其墓树

级一树遥
上引几段话都明确了具有爵位的人所享受的

特权袁包括经济权益尧社会权益尧礼制上的权益尧法
律上的特权和政治上的权益等遥 这些权益不但在
传世文献中提到袁而且在出土资料中也有体现遥渊1苑冤

叶商君书曳特别重视爵位的独占性袁因而在许多篇
章中都主张没有爵位的人不许享受任何经济尧社
会尧政治权益遥 但爵位并非随意可以得到袁只能以
军功渊野利禄官爵袁抟出于兵冶冤或纳粮渊野民有余粮袁
使民以粟出官爵冶冤得到遥 渊1愿冤这个野重爵冶的态度是
叶商君书曳的核心思想袁而叶徕民曳作者则认为野王吏
重爵尧爱复冶的态度是错误的遥 作者认为当前更重
要的目标并非是让所有的国人野作壹冶渊即走上野农
战冶之路冤袁而是改变秦与野三晋冶之间人口不平衡
的状态院

今三晋不胜秦袁四世矣遥 自魏襄王以来袁
野战不胜袁守城必拔袁小大之战袁三晋之所亡
于秦者袁不可胜数也遥 若此而不服袁秦能取其
地袁而不能夺其民也遥
作者认为秦国的战争战略是不对的袁占领野三

晋冶的土地以及消灭敌人的军队袁都是次要的袁更
重要的目标是野夺其民冶遥在叶徕民曳篇第三章袁作者
进一步阐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院

今王发明惠院诸侯之士来归义者袁今使
复之三世袁无知军事曰秦四竟之内袁陵阪丘
隰袁不起十年征遥 者渊著冤于律也袁足以造作夫
百万遥 曩者臣言曰院野意民之情袁其所欲者田
宅也袁晋之无有也信袁秦之有余也必遥 若此而
民不西者袁秦士戚而民苦也遥 冶今利其田宅袁
而复之三世袁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
也袁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遥 且直言之谓
也袁不然遥 夫实圹什虚袁出天宝袁而百万事本袁

其所益多也袁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钥
该篇作者的建议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叶商君书曳

其他篇章的立场遥首先袁他放弃了全体百姓都要走
野农战冶之路的原则遥在叶商君书曳许多篇章中袁农业
和战争是不能分开的袁而叶徕民曳篇的作者则提出
完全不同的意见要要要要让许多渊一百万冤移民成为
纯粹的农民袁让他们三世野无知军事冶遥 其次袁作者
想将爵位和经济上的权益分开袁 让新来的移民享
受一些经济上的特权要要要野复之三世冶渊免除其赋
役冤袁而且要让他们开发野陵阪丘隰冶渊自然资源冤袁
且野不起十年征冶遥 再次袁作者让个人开发野陵阪丘
隰冶的建议也与叶商君书曳其他篇章的经济思想有
所不同遥叶商君书曳的大部分篇章都集中在农业袁几
乎不讨论其他非农事业遥 而叶徕民曳篇则比较重视
非农事业袁 并且主张国家不要干涉私人如何开发
野陵阪丘隰冶袁让开发者得到个人的利益渊野不起十
年征冶冤遥 这种重视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叶垦令曳篇所
主张的野命令经济冶要成熟得多遥 渊1怨冤

叶徕民曳篇的作者是如何为自己的革新思想辩
护的呢钥他认为袁尽管自己主张的措施与野王吏冶所
代表的叶商君书曳思想有所不同袁但其益处是明显
的遥 第四章称院

夫秦之所患者袁兴兵而伐袁则国家贫曰安
居而农袁则敌得休息袁此王所不能两成也遥 故
渊三冤四世战胜袁而天下不服遥 今以故秦事敌袁
而使新民作本袁兵虽百宿于外袁境内不失须
臾之时袁此富强两成之效也遥
叶商君书曳其他作者们早就注意到要保持农业

和战争之间的平衡袁如叶算地曳篇这样描述高效率
的野富强冶国家院野兵出袁粮给而财有余曰兵休袁民作
而畜长足遥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遥冶然而袁由于秦
昭襄王时代的战役比之前要持久得多袁 经济与战
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渊详见下一节冤遥 为解决这
一矛盾袁叶徕民曳篇的作者想走出叶商君书曳野农战冶
一体化的范围袁要将秦的人口分为两种要要要野故秦
民冶渊原来的秦国臣民冤和野新民冶渊外来的移民冤遥前
者仍要当野耕战之士冶袁而后者则要成为纯农民袁只
需野作本冶渊务农冤遥这个建议显然是比较合理的遥首
先袁 无论战役要持续多长时间 渊甚至达野百宿冶以
上冤袁 国内的生产也不会蒙受损失袁野粮给而财有
余冶遥其次袁从纯军事角度看袁秦国军官要免于依赖
外来的士兵袁因为这些士兵可能靠不住遥 然而袁尽
管以上两个优点都比较明显袁 但还要注意到作者

从叶商君书窑徕民曳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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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所隐含的两个问题遥
第一袁叶徕民曳篇是最早的一篇要明确划分野故

秦民冶和野新民冶的文献遥 秦帝国建立前后袁野故民冶
野故地冶渊野故徼冶冤和野新民冶渊野新黔首冶冤尧野新地冶之
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区别渊圆园冤袁但未见绝大多
数传世和出土的战国时代文献中有这个二元划

分遥 而对叶徕民曳篇作者而言袁秦国本土人口与外
来移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要要要后者是靠不

住的袁起码在军事方面是靠不住的遥 这一认知是
如何产生的呢钥笔者认为袁该思想反映了战国末叶
各国出现了独立的群体认同的萌芽遥而在秦国袁这
个群体认同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遥 秦国与其邻邦
渊主要是野三晋冶和楚国冤处于长期的斗争之中袁从
秦孝公到秦昭襄王的一百年间袁 征战导致至少数
十万士兵丧生袁平民受害者的数量也是极大的渊如
野取其地而出其人冶 的驱逐本地人口现象冤渊2员冤遥 因
此袁山东六国对秦国极为消极的情绪并不难理解遥
正如叶战国策曳记载的一些反秦话语院野秦与戎尧翟
渊狄冤同俗袁有虎狼之心袁贪戾好利而无信袁不识礼
义德行遥 冶野秦者袁虎狼之国也遥 冶野秦袁天下之仇雠
也遥冶渊2圆冤这些反秦情绪既出于秦国跟邻邦的长期对
抗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新
的文化面貌遥渊2猿冤由于六国的士民如此敌视秦国袁那
么袁来自六国的移民也就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遥对秦
的统治者而言袁宁可放弃野新民冶的兵役袁也不要这
些不可信赖的移民入伍遥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袁叶徕民曳 篇所主张

的野耕战之士冶分为野耕士冶和野战士冶这一观点袁也
背离了叶商君书曳的人性观遥 叶商君书曳的作者们认
为野求利冶和野求名冶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袁
也是个人生活最重要的动力遥 野利冶 是经济利益袁
野名冶则指荣誉尧名誉袁以及更高的身份遥 渊2源冤既然野求
利冶和野求名冶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袁那么袁
统治者就要利用这两种动力袁 让人们在追求自己
利益的同时不得不满足国君渊即国家冤的要求遥 这
是叶商君书曳野社会工程学冶思想的基础遥 渊2缘冤叶算地曳
篇阐明了这个理论院野故民生则计利袁死则虑名遥名
利之所出袁不可不审也遥利出于地袁则民尽力曰名出
于战袁 则民致死遥 冶叶徕民曳 篇的作者也认为追求
野名冶和野利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袁因此在讨论魏尧韩
的人口压力时他提到这两个国家民众的可怜状

态院野上无通名袁下无田宅遥 冶然而在引入这些移民
到秦国的时候袁 作者却只主张给他们经济上的利

益袁而完全不讨论他们如何才能得到好的野名冶遥这
是否意味着作者已经意识到了满足每个人追求

野名冶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呢钥 这个问题值得三思遥
在讨论新的战争策略的时候袁除了野山东之民

无不西者冶以外袁叶徕民曳篇的作者也有其他建议院
臣之所谓兵者袁非谓悉兴尽起也曰论境

内所能给军卒车骑袁令故秦民事兵袁新民给
刍食遥 天下有不服之国袁则王以此野春围其
农袁夏食其食袁秋取其刈袁冬陈其宝冶遥 以叶大
武曳摇其本袁以叶广文曳安其嗣遥 王行此袁十年
之内袁诸侯将无异民袁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
乎浴
野悉兴尽起冶指以普遍兵役为基础进行野非常

征集冶渊2远冤袁这也是秦四大战役渊伊阙尧鄢郢尧华阳尧长
平之役冤的特点遥对这种大型战役袁作者表示不满遥
他认为袁 军事活动要符合经济条件袁 最重要的是
野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冶遥 战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
占领敌人的领土袁更重要的是破坏其经济和基础尧
威胁其百姓的生存遥作者引用了叶逸周书窑大武曳中
的几句话袁意思是院要利用短暂的战役以破坏敌人
的生产力尧清空其粮库袁使其民不聊生遥 这是极为
残酷的尧非人道主义的袁却是比较有效的战略遥 要
破坏敌国的经济袁秦国的统治者才能让别国的野异
民冶不得不归于秦袁人口战争才能取得极大成功遥
四尧长期战役和叶徕民曳篇军事思想的合理性

尽管该篇作者明显属于商鞅学派 渊详见第 5
节冤袁但他意识到了部分叶商君书曳的意见已经不再
适合新的军事尧经济和人口情况遥这一结论是合理
的遥 叶徕民曳篇第五章很好地总结了秦国在昭襄王
时代所面对的新的军事问题院

周军之胜袁华军之胜袁秦斩首而东之遥 东
之无益袁亦明矣袁而吏犹以为大功袁为其损敌
也遥 今以草茅之地袁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袁
此其损敌也袁与战胜同实袁而秦得之以为粟袁
此反行两登之计也遥 且周军之胜尧华军之胜尧
长平之胜袁秦所亡民者几何钥民客之兵不得事
本者几何钥 臣窃以为不可数矣遥 假使王之群
臣袁有能用之尧费此之半尧弱晋强秦尧若三战之
胜者袁王必加大赏焉遥 今臣之所言袁民无一日
之徭袁官无数钱之费袁其弱晋强秦袁有过三战
之胜袁而王犹以为不可袁则臣愚不能知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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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周军之胜尧华军之胜尧长平之胜冶是秦国历史
上袁 乃至整个战国时代规模最大尧 伤亡最多的战
役遥 由于缺乏可靠资料袁 无法确认秦国伤亡的数
量袁但从作者的问题野秦之所亡民者几何冶可以判
断袁尽管秦国胜利了袁但损失的兵力尧人员肯定也
不少遥叶史记窑白起列传曳引用白起的话院野今秦虽破
长平军袁而秦卒死者过半袁国内空遥冶这个野过半冶的
数字不一定可靠袁 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在长平战
役的遇难者至少也有几万遥
除了士兵伤亡袁 秦国的经济损失应该也是非

常大的遥 上述三个战役历时都很长久袁 这意味着
野民客之兵冶都野不得事本冶袁这对他们个人的生活
及对全国的经济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遥叶战国
策曳的末章叶昭王既息民缮兵曳引用秦昭襄王的话院
野前年渊长平之役最后一年冤国虚民饥遥 冶叶吕氏春
秋窑审应览窑应言曳也提醒称院野秦虽大胜于长平袁三
年然后决袁士民倦遥 冶据叶史记窑白起列传曳袁在长平
之役的最后阶段袁 秦昭襄王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
施要要要他亲自到河内袁野赐民爵各一级袁 发年十五
以上袁 悉诣长平冶遥 但此类措施不具有延续性袁因
而袁叶徕民曳 篇的作者认为袁 长期战役是不能持续
的袁因为无法保证战略上的成功袁因此他提出野东
之无益冶的观点遥
秦昭襄王时期的长期战役对整个秦国的军事

结构提出了挑战遥 商鞅变法前后秦国的军队基于
普遍兵役制度袁以野农兵冶为核心遥 然而袁由于领土
扩张和战争耗时的加长袁秦已经无法全部依靠这
些普通的野耕战之士冶遥 据宫宅洁先生的研究袁在
昭襄王时代秦军已经开始了职业化袁要更多利用
野冗募冶渊长期从军的募兵冤袁同时也开始以罪人充
当辎重兵遥 渊2苑冤总的来说袁秦国的军事成功渊领土
扩张冤弱化了商鞅所建立的以农兵为核心的军事
结构遥 但军队的职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到东
汉初中国的统治者才完全放弃了之前的普遍兵

役制渊2愿冤袁而这一过程的萌芽在秦昭襄王时代就已
经出现了遥 叶徕民曳篇的作者正好意识到了这一未
来趋向袁尽管该篇并未提出职业军队的主张袁但是
它具有将军队职业化的趋向遥

五尧野听圣人难也冶院
叶徕民曳篇与叶商君书曳的思想发展

叶徕民曳篇的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遥 秦国长平

之役的胜利袁及稍后邯郸之役的失败袁对秦统治者
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遥 传世文献除了叶徕民曳篇以外
还有两个文献也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袁 即 叶韩非
子窑初见秦曳和叶战国策窑秦策三窑蔡泽见逐于赵曳遥
后者尽管表面上是战国的故事袁但写作年代较晚袁
应该是汉初的作品袁在这里不再讨论遥 渊2怨冤叶初见秦曳
篇如果真是韩非的作品渊猿园冤袁则比其他叶韩非子曳的
篇章要浅显得多袁更类似纵横家的作品袁从政治思
想角度来说意义不大遥与此相反袁叶徕民曳篇则提出
了革新性的思想袁它对战争有新的理解袁能够走出
纯军事的角度袁 全面讨论敌我之间经济状况和人
口平衡情况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袁认识到有时甚
至不必动用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就可以弱化敌国遥
此外袁如上文所指出的袁该篇的经济思想也是比较
成熟的袁走出了叶商君书曳早期篇章中野纯农冶和野命
令经济冶的思想框架遥
郑良树先生在叶商鞅及其学派曳中早已提出袁

尽管叶商君书曳诸篇具有共同的思想范围袁但是许
多篇章的写作年代是不同的遥如果按先后顺序读袁
就可以理解商鞅学派的思想发展历程遥 尽管郑先
生研究的一些细节很值得商榷袁 但笔者赞同他研
究的方向遥 此外袁 日本学者好并隆司渊Yoshinami
Takashi冤专门讨论过叶商君书曳的叶算地曳篇和叶徕
民曳篇之间的关系袁也比较有启发性遥 渊3员冤在郑先生
和好并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叶徕民曳
篇在叶商君书曳中的地位遥首先要强调袁叶徕民曳篇的
作者应该也属商鞅学派袁无论是追求野富强冶的理
想袁还是重视野农战冶袁抑或主张野社会工程学冶的方
法袁都属于叶商君书曳的基本思想范围遥 然而袁该篇
作者也认识到袁新的人口尧经济尧军事条件都要求
对早期叶商君书曳的部分理论作出调整遥 这种革新
性也正是叶商君书曳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遥

叶徕民曳 篇的最后几句话正好讨论它的革新
性袁让我们能够理解作者的自我认识院

且古有尧尧舜袁当时而见称曰中世有汤尧
武袁在位而民服遥 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袁以
为圣王也袁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遥 今复之
三世袁而三晋之民可尽也遥 是非王贤立今时袁
而使后世为王用乎钥 然则非圣别说袁而听圣
人难也遥
上古的典范统治者要要要尧尧舜尧汤尧武要要要都

被称为野圣王冶袁笔者认为袁作者在此暗示的是商鞅
本人遥 对作者而言袁商鞅可能也算圣人了袁但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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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袁野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冶袁新时代要求新的政
治尧经济和军事措施遥 此外袁作者还暗示他自己也
许也是圣人袁因而他有资格调整商鞅的思想遥这样
的自我认识在叶商君书曳其他篇章中是没有的遥
有些吊诡的是袁叶徕民曳篇的作者使用了叶商君

书曳的历史辩证法渊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袁任何思
想和政策都要被调整袁 乃至彻底改变冤渊3圆冤 来反驳
叶商君书曳的一些定论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
鞅死后其思想在秦国的地位遥 商鞅的思想要要要主

要是以军功爵制取代传统以血统为核心的社会结

构要要要具有极高的革命性袁 但由于其在秦国成为
主流思想袁因此丢掉了这种革命性袁变成保守的定
论了遥 叶徕民曳篇的作者所批评的野王吏冶只会持守
之前的规律袁但无法重新考虑这些规律的优缺点遥
正如荀子所批评的平凡官员渊野守法之吏冶冤院野故法
而不议袁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遥 冶荀子认为袁解决
野法之所不至者冶的问题袁野非君子莫能冶渊叶荀子窑王
制曳冤遥 而将自己当作野圣人冶的叶徕民曳篇作者自认
可以改变法律袁走出野王吏冶的保守思想袁能在新的
条件下保持叶商君书曳的精神袁而对其具体的意见
进行调整遥

野听圣人难也冶袁那么袁秦王最后是否听取了作
者的意见呢钥我们无法判断遥但能够肯定的是袁许
多山东六国的移民确实到了秦国渊3猿冤袁而这是否基
于秦国调整了移民政策呢钥 目前尚无法知道遥 同
时袁部分秦国的军事调整也可能与叶徕民曳篇有关袁
但是秦王政进行的主要战役正好与该篇所主张的

相反袁这些战役基于野大兴兵冶袁都是远征袁也是长
期的袁目标是彻底消灭敌国尧兼并其土地袁统一天
下遥这些战役基于秦国跟六国之间新的势力平衡袁
否决了叶徕民曳篇相对保守的建议遥 渊3源冤

无论其具体的影响如何袁都不能否认叶徕民曳
篇证明了袁 在商鞅死后一百年其学派仍然保护了
灵活性和革新性遥那么袁为什么这种革新精神在秦
统一天下以后消失了呢钥 笔者将另文讨论遥
咱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王宇博士对本论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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