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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的生存斗争及其作用
苏 洪 毅
( 邯郸市第一教育学院 政史教研室, 河北 邯郸

〔
摘

056004)

要〕
春秋时期的生存斗争主要是在宗法分封制 所造成的 贵族人口膨 胀同十分有 限的生存 范围的矛

盾中产生 的, 因而主要 地是在贵族或地主 阶层中进行的, 斗争的表现为 诸侯兼并、
大 国争霸, 周 王朝无可避免
地衰落 下去。生存斗争产生了如 下作用: 1. 中 国社会从血缘宗法 制中脱胎出来, 进入以生存斗争 为主要基础
之一的政治社会; 2. 中国此后形成了统一国家和专制、
集权的社 会秩序; 3. 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和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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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初, 社会达尔文主义

视封 内为 己私, 而 古之 诸侯亦 未尝视 封内为 己

者开始了进化论社会意义的研究, 这种研究产生
了一定影响, 今天, 我们在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指

» 韩非也说: “
物。
”
出者人民少而财有余, 故民不

导历史研究的同时, 也应当认真研究生存斗争对

围的宽松性。
但是, 在一般人口和贵族人口之于生
存范围的这种宽松中, 也要看到它不宽松的一面。

历史发展的作用。
下面, 本文仅讨论春秋时期的生存斗争及其
作用。
一、
春秋时期生存斗争形成的原因
春秋时期的生存斗争, 主要是在宗法分封制

¼ 马氏、
争。
”
韩氏所说, 又证贵族人口之于生存范

商周农业主要局限在黄土地带; 周初分封又已至
齐、
越,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上再无大的生存范围拓
展的可能。
即使在黄土地带, 除“膏壤沃野千里”的
关中平原外, 也无大的生存区域。如晋南、
豫西境

所造成的贵族人口膨胀同十分有限的生存范围的
矛盾中产生的。

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 商周先民只能居于其中面

商周之际, 无论一般人口还是贵族人口之于

家》
载: “
唐在河、
汾之东, 方百里。
”
《
史记·留侯世
家》
载洛阳地区“
其中小, 不过数百里”
。故司马迁

生存范围的关系都是宽松的。《孟子·滕文公下》
载: “
周公相武王, 诛纣代奄”
时, 竟至“
驱虎、
豹、犀
牛、
象而远之”
, 其人少地多的情况可想而知。
王育
民指出: 商周人口发展皆处于低水平上; 甚至春秋

积不大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平原上。《
史记·晋世

½ 总之, 由于西周
说这两处“
土地小狭, 民人众”
。

中期以前的这种一般人口和贵族人口之于生存范
围的宽松, 西周得以实行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

¹
时期, 中原地区仍是“
土旷人稀”
状态。
这是一般
人口之于生存范围的宽松。《
毂梁传》
襄公二十九

心的宗法分封制度, 克服了商代晚期以前因为没

年载: “古者天子封诸侯, 其地足以容其民, 其民足

盾, 维持了二百五十余年的社会稳定。
但是在这种
稳定中也埋下了中期之后分封制走向衰败, 发生

以满 城而自守也。”
《国语·越 语》载: “
古之 伐国
者, 服之而已。
”这是贵族人口之于生存范围的宽
松。马瑞临说: “
然必有公天下之心, 然后能行封

有 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所引起的“九世之乱”的矛

生存斗争并日益激烈化的伏笔。

º 马氏所说的“
建。
”
公天下之心”
当指分封制下各

西周由宗法分封制所导致的贵族人口的膨胀
对有限的生存范围的压力是巨大的。这样说的意

等级间在生存范围方面的相对独立性、
宽松性或

思, 不是说西周贵族绝对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

非纷争性。
正如马氏自己解释的“
盖古之帝王未尝

代贵族, 而是说西周日益增加的贵族是建立在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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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分封制基础之上的。

侯的侵掠, 特别是庶孽之乱如惠王时的王子颓之

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分封制度中, 各级贵

乱、
襄王时的王子带之乱更使王室遭受沉重打击。

族都把原来所有的土地、
财富遗留给嫡长子, 其余

周王室只相当于一弱小诸侯, 处在大国势力纵横

诸子要另受分封, 这样一来, 贵族人口的增加同有
限生存范围的矛盾很快就会暴露出来。虽然周天

争霸的夹缝中, 才勉强有着“
天下宗主”
的虚位。在
此基础上,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
《左传》
隐公十一年

子及各级贵族有收回原分封土地再行 分封的权

载: “王室既卑矣, 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
诸侯兼并

力, 但按西周礼制必须行之有道, 不能无故为之。

和大国争霸、
卿大夫兼并和对公室的取代或瓜分、

《诗·大雅·瞻仰》
讥刺周幽王说: “
人有土田, 女
( 汝) 反有之; 人有民人, 女( 汝) 覆夺之。
”
可见各级

“
士专邑”
和“
陪臣执国命”
及以“士为知己者死”为
标志的士风之变, 这个内容就是春秋生存斗争的

贵族都把受封的土地视为私有, 违反礼制法度加

主要过程或形式。

以收取是要引起抗争的。所以这个因素在贵族人
口增加同有限生存范围的矛盾中可以忽略不计。

先说诸候兼并、
大国争霸。周王室衰微, 主因
是无土可封, 在分封制体系中再也无法同诸侯及

约在西周中期之后, 分封制已面临无土可封的状

其下贵族构成最根本的联系。
继王室衰微之后, 各

态, 依据为贵族不是向外而是开始在内部调整彼

诸侯面临着同样的窘境, 为不落于周王室同样下

此的土地占有关系, 这在西周中期以前几乎是看
不到的。西周恭王时期铜器《
格伯簋》
记述格伯用

场, 便有了诸侯兼并、
大国争霸。诸侯兼并、
大国争
霸就势力强大的诸侯而言在主体上是统一的, 鲁

良马四匹换取 亻朋生三十块田事件; 同时代铜器

史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间, 吞并小国最多的是晋、
楚、
齐、秦及后起的吴、越这些可以争霸的国家, 虽
然小国之间同样地攻伐与勒索贡赋, 只要有侵夺
的机会决不放过。诸侯兼并的本质是通过牺牲它
国扩大本诸侯国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以缓解本诸侯

氏, 又有两大事件说明贵族之于有限土地的紧张
关系。其一: 宣王因“
日辟国百里”
, ¾ 实施十分有
限的分封, 因之“
中兴”
; 后扩张受阻, “中兴”局面
¿ 其
随即颓然, 既“不籍千亩”又 “
料民 于太原”
。

国的生存斗争, 如某些诸侯国的领土扩大了, 国内
卿大夫的采邑也跟着扩大起来, 就是明证。
大国争
霸主要是为了确立诸侯国间新的等级秩序并强迫
盟内各诸侯国遵守国内旧有的等级秩序。《
左传》
僖公二十六年载: “
桓公是以纠合诸侯, 而谋其不

二, 厉王同“国人”
为争夺山林川泽之利展开激烈
的斗争。
厉王不听劝阻, 竟至引起“
国人暴动”
、
“流

协, 弥 缝其阙。
”《孟子· 告子下》载: “无专杀 大

À 事件的发生。到春秋时代, 贵族们已在
王于彘”

Á
子) , 无以妾为妻。
”
这是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
主要目的。
诸侯是分封制在地方上的最高代表, 同

土地权力方面展开激烈、
残酷的斗争, 有的贵族竟
因此衰败, 沦为庶民。
《左传》
庄公十九年载: “
惠王

夫”
, 葵丘、
阳谷约文中有条“无易树子( 树子即嫡

周王室一样, 是分封制最大的受益者, 这种地位决

夺子 禽祝跪与詹父田”
, “詹父、子禽祝 跪作乱”
。

定了他们一定要通过维护旧有的分封秩序来实现

《左传》闵公 二年载: “
( 闵) 公傅夺 卜 齿奇 田, 公 不

自己的生存。但是, 诸侯兼并、
大国争霸既不可能
从根本上缓解本国内的生存斗争也不可能缓解其

禁。
”
《
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载: “
臼季使, 过冀, 见冀
缺耨, 其妻嗑之”
。《
国语·晋语》载: “夫范、中行氏
不恤庶难, 欲擅晋国, 今公其子孙将耕于齐, 宗庙
之牺为畎亩之勤”。
西周宗法分封制, 在上述这种自身固有又不

他诸侯国内的生存斗争。
强大诸侯国土的扩大, 在
整个分封体系外部没有广大的生存范围内部又实
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 对本国内贵族生存斗
争的缓解十分有限。如诸侯将国有土地或兼并而

可克服的矛盾中走向破产, 同时也开始了春秋时

来的土地赏赐给臣下, 这种赏田较之原分封给臣

期生存斗争的历史。
二、
春秋生存斗争的过程或形式

下的土地更具有私有性。臣下并不用之缓解同级
贵族或下级贵族的生存斗争。
另一方面, 霸主国家

西周王室东迁后, 疆域不大还要遭受接壤诸

对弱小国家的兼并和勒索沉重的贡赋, 使尚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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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的弱小国家的外部生存范围更加狭小内部生

其中晋献公对诸公子的屠杀是最典型的例子。葵

存斗争更加激烈, 这无疑与其企图维持原分封制

丘之盟约文有条“无专杀大夫”
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的国际秩序的目的是自相矛盾的。弱小国家为了

在各诸侯国内的普遍和严重。况且春秋时期不少

生存, 只能努力减轻对霸主的贡赋, 为此不惜托庇
大国自贬其爵, 甚至号称犹秉周礼的鲁国, 也曾有

诸侯已不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 立贤、
立爱之事
时有发生, 更加剧了卿大夫与公室及卿大夫之间

甘居附庸国的打算。当时人就霸主萌会对大国争

的生存矛盾。
就此而言, 卿大夫维护原分封制体系

霸 的结 果作了 最好的 总结: “
君 子屡盟, 乱是 用

对自己有害无益。春秋后期, 诸侯因为极力维护分

bk

长。
”

再说卿大夫兼并和对公室的取代或瓜分。春
秋中期以前, 卿大夫对诸侯兼并、
大国争霸基本上
是支持的。
在诸侯兼并过程中, 某些诸侯国的土地
扩大了, 国内卿大夫的采邑也跟着扩大起来, 如晋
国在其兼并扩张过程中先后灭了数十个小国, 几

封制体系大都不可避免地衰微了, 也进入了卿大
夫兼并的范围之内, 卿大夫为了建立土地私有制
及官僚政治的社会秩序, 开始取代或瓜分诸侯的
权力, 于是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 世执鲁政的三桓
bm , “
也 将鲁政权分割完毕, 形成“
公室惧卑”
政在
bn 、
bo 的局面。
家门”
“
礼乐征伐, 自卿大夫出”

乎全都用来作了大夫的封邑bl , 这对国内生存斗

三说“
士传邑”
、
“
陪臣执国命”
和以“
士为知己

争有暂时性的缓解作用。但是, 如前所述, 诸侯兼

者死”
为标志的士风之变。在西周分封制体系中,
士是最下一个等级, 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等级。按

并、
大国争霸对国内生存斗争的缓解是十分有限
的, 因此在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过程中, 卿大夫
也开始互相兼并起来, 以至使诸侯兼并、
大国争霸
无法持续下去。
在形式上, 卿大夫从开始兼并到盛
行兼并, 与诸侯走着同样的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

照宗法制“
大宗百世不迁, 小宗五世则迁”
以及士
之嫡长子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的原则, 士为嫡
长子外其余诸子马上就会沦为平民而士之嫡长子
也有因与大宗血亲关系的疏远而沦为 平民的危

卿大夫间的兼并与诸侯兼并逐渐有了质的不同。

险。
就这种宗法制的固有矛盾而言, 在整个贵族集

卿大夫已不像诸侯同样极力维护分封制的社会秩

团内, 士是最具有反对宗法分封制倾向的一个等
级。
自西周晚期贵族内部的生存斗争形成以来, 诸

序, 而是顺应时势地开始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土地私有制和官僚制度于是开始萌芽。卿大夫兼
并何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就生存斗争方面而
言, 原因大致有二。其一, 正如当初诸侯看到周王
室因无土可封日益衰微一样, 现在卿大夫也看到

侯兼并为卿大夫带来了利益, 而卿大夫兼并因将
夺得的土地几乎全部居为己有而使士获益甚少。
以后中原各诸侯国一系列的田赋制改革, 更使大
批士因丧失“
食田”
而破产沦落。于是之下, 士的生

了诸侯以扩张有限的土地来维持分封制的无望,

存斗争形成两种流向。一种流向是希望保住或恢

因此卿大夫大都不把兼并得来的土地再分封给子

复往日的贵族生活, 为达此目的不惜向强大的卿
大夫展开斗争, 如鲁国出现了“士专邑”
、“
陪臣执

弟, 而是设地方官管理, 防止新宗族的再生。如齐
之田氏, 晋之韩赵魏, 魏之三桓等都有大量的私田
和隐民, 征收实物地租。其二, 在已经发生生存斗
争的分封制体系中, 卿大夫与诸侯所处的地位不
同。没有产生生存斗争的时候, 诸侯之于周王室,
卿大夫之于诸侯主要负有宗法关系上的义务, 内
容是相当的; 生存斗争发生后, 诸侯远离王畿、得
以独立施政、周王室对之鞭长莫及的优势显露出
来, 而卿大夫与诸侯处于同一独立政治体系之下,

bp 、
国命”
的现象: “
公孙不狃以费叛季氏”
“
侯犯以
bq
br 。
后阝叛” 、
阳虎使“
鲁国服焉, 违者征死” 此为旧

式生存斗争在士身上的反映。第二种流向也是主
要的流向是放弃以往并不得意的贵族式生活, 投
靠已着手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卿大夫, 谋求新式的
生存出路。
在原分封制体系中, 士很少能为公室之
臣, 多充任卿大夫家臣, 即宗法性家臣, 上述企图
打倒卿大夫的多是这样一些士, 随着卿大夫与诸

任何举措都在公室的监控和干涉之中。春秋中期

侯与宗法性家臣矛盾的激化, 卿大夫大量私邑的

以前, 诸侯因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求, 借重卿

出现, 卿大夫十分需要广大的士的支持, 于是竞相
招揽破产之士作非宗法家臣, 为他们治理私邑和

大夫造成卿大夫的崛起, 而后为防止卿大夫对公
室构成威胁, 对卿大夫进行了激烈、
血腥的斗争。

对抗公室。卿大夫还大量“养士”
。《左传》
文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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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载: “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国之材人, 无不

了。春秋生存斗争基本摧毁了宗法的世卿世禄制

事也。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
( 晋) 怀子好施,

度, 秦汉以后, 地主集团的存在虽然是恒定的, 但

士多归之。
”在士投靠卿大夫的过程中, 士找到了

由于生存斗争的作用, 地主集团在人员组成上却

新式的生存之路。所谓新式的生存之路, 即尚可保
有生存斗争的权力也即能够在生存斗争中获取生

变得升沉不定, 可以互相对流转换了, 这样的政治
关系, 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社会内

bs
存的权力。所谓“贤主必自知士, 故士尽力竭智”

容之一。

bt

中的“
知士”
、“
女为悦己者容, 士为知己者死” 中

2. 统一国家和专制、
集权的社会秩序的产生。

的“
悦己、知己”都反映了士对于尚可进行生存斗
争能够在生存斗争中生存的这一基本权力的决不

西周分封制开中国古代社会统一之先河。王夫之
说: “
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其疆域, 割天下之半而归

放弃, 士的道义必须以生存斗争的权力的保持为

之姬姓子孙, 则渐有合一之势, 而后世郡县一王亦

依据。
如孔子虽反对“
陪臣执国命”
, 却也愿去季孙
氏陪臣阳货、作乱的公孙不狃及佛月八
干那里去做官;

k
c
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
。
但西周时代, 社会既无
经济的也无政治的内在联系, 由宗法分封制所造

曾子处费, 受季孙氏尊养, 并不在意季孙氏擅权。

成的“
合一”之势, 还不能改变商代以来诸侯林立、

及至战国, 君与臣( 士) 的关系更发展为一种政治

方国棋布、
“万其国者万其心”
的局面。
经春秋时期

交易。君臣遇合, 互相利用; 若主张不合、议论不
用, 士人立即跑到别国去, 弃君主好象丢掉一只草

生存斗争之变, 中国古代社会从以宗法关系为主
的社会状态中脱胎出来, 统一国家有了以生存斗

鞋子。
这种士风之变, 使士在今后的社会中获取了

争为核心的政治关系的基础。回顾春秋时期的生

生存的权力。
三、
春秋生存斗争的作用

存斗争, 东齐、
西秦、
北晋、
南楚及吴越莫不争霸其
中, 中原各诸侯国的或生或灭无一不受诸侯兼并、

春秋生存斗争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大国争霸的左右, 可以说生存斗争的政治关系已

1. 中国自是之后基本上从血缘宗法社会中脱

经将中国古代社会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胎出来, 而成为以生存斗争为主要基础之一的政
治社会。
从广义上说, 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与中国古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
总摆脱不了“
合”
, 总以“合”为 主, 找不到其 他原

代历史相始终, 但就与世界诸民族古代社会的宗

因, 应主要归结为生存斗争的政治关系的连结作

法制相同的一面而言,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于商
代萌芽后, 约只存在于西周、
春秋两个时代, 经战

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一, 当然同城市的发展, 商
业的繁荣不无联系, 但过分强调这方面的因素, 则

国宗法制度的进一步瓦解, 宗法制就转变为以个

是以西欧而言中国, 否定了中国古代的商业、
城市

体家长制为单位了。魏晋南北朝宗族势力一度强

的发展对于政治关系的从属性。就春秋生存斗争

大, 但宋代之后宗族势力完全从属于政治势力, 不
像西周、春秋时代, 宗统与君统并存, 政治关系还

同统一国家的重要关系来看, 统一国家并非一定
以经济因素为基础。

要建立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西周、
春秋的生

专制、集权的社会秩序在春秋激烈的社会动

存斗争的内容可以看到这种由宗法关系为主向政

荡之后产生是必然的。它首先是社会秩序、
道义伦

治关系为主的社会转变。
西周时期, 天子与诸侯的
政治关系是靠“
会盟”
及誓约这种礼仪活动来维系

理严重混乱的产物。虽然以土地私有制和官僚政
治为标志的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时期萌生, 但不

的, 这种 礼仪当然以宗法关系为基础; 天子衰微

能否认的是, 这个时期在贵族内部出现的以下犯

后, 诸侯间的关系虽 也主要靠频繁的普遍的“会
盟”
来维系, 但这种“
会盟”
实质上已经改变为一种

上、
弱肉强食、
以气力相争相胜的现象就整个中国
古代社会而言是超现实的, 脱离实际的。
恩格斯就

政治结盟活动, 它不再以血缘宗法为依据, 代之以

西欧专制君主制的产生问题曾指出: “
王权在混乱

“
信”
的政治观念。《
国语·鲁语》载: “夫盟, 信之约

l
c
中代表着秩序”
。
韩非说: “
夫古今异俗, 新故异

也”
。“
信”的政治观念在当时社会上倍受推崇。及
至战国时代, 连“
信”
的政治观念也衰落了, 各国关

备, 如欲以宽缓之政, 治急世之民, 犹无辔策而御
m 唐末罗隐说: “
c
马旱 马, 此不智之患也”
。
人不自理,

系的保证代之以“人质”
, 政治关系更是赤裸裸的

n 其次, 它是生存斗争的源泉在贵族
c
必有所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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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下部的产物。从春秋生存斗争的具体内容

有是一种很自然的变化。
因为贵族一旦失去土地,

来看, 这场生存斗争在表面上是完成了自上而下

更不会有别的土地, 而要争夺别人的土地, 必须以

的权力递变的进程, 而实质上士以上各级贵族的

土地私有为前提为条件。春秋时代以“
铁犁牛耕”

生存斗争都是迫于下级贵族生存斗争的压力, 生
存斗争的源泉在贵族集团的下部。
因此, 为了限制

为标志的生产力的进步, 不一定与土地私有制有
很直接的联系。
贵族如有广大的生存区域, 只要将

和规范生存斗争, 春秋后的君主必须拥有君权和

“
公有地”
的一部分重新调整分配, 就可以消化“铁

政令一元化的权力。
只有这样, 君权才能监控贵族

犁牛耕”
所带来的耕作面积扩大的生产力的提高,

或地主集团的下部, 从根本上限制和规范生存斗
争, 确保君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为了确保贵族或

断然不会产生土地私有的追求, 况且生产力的进
步, 无疑已经将贵族的生存区域扩大了。
当春秋生

地主集团的下部也即小贵族或中、小地主的生存

存斗争摧毁了分封制下有土地所有权就有其上的

权力和生存范围, 君权势必也要同大贵族、大地主
集团和地方分裂、
割据势力在此意义发生不可调

政治权力的传统, 社会因之成为政治关系紧密的
统一体后, 一切社会财富的分配, 反过来必须以人

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能不导致君权的专制化和

们在生存斗争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为依据。这样, 政

中央权力的集权化。

治地位就不能固有和世袭。这是官僚制度最基本

3. 土地私有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确立。
从春秋时期生存斗争的内容方面看, 当贵族

的特征。
官僚政治同土地私有一样, 无非是贵族或
地主集团内部势力彼此消长的一种媒介。

人口的膨胀与可耕土地的关系紧张之后, 土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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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uggle for existanc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histor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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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 he st rugg le f or existance w as br oug ht about by t he cont radit ions among t he leading
nobl e f am ilies w ho fo ug ht each ot her f or living space. As a r esul t, the noble fam ilies g rew in po wer and
t he Zhou Dynast y declined sharply . T he st rugg le played an impo rt ant hist orical ro le in t he f ollow ing
respect s: 1. China's societ y devel oped fr om pat rarchal societ y t o a polit ical societ y based m ainly on t he
st rugg le f or ex ist ance; 2. dicto rical syst em and auto crat ic g overnment cam e int o being in a unif ied China ; 3. privat e ow ner ship of land and bureaucrat ic system w er e est ablish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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