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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霸陵目前出土的文物主要以陶器为主， 几乎没有青铜器
或其他名贵金银玉器，这证实了文帝生前节葬的要求，与西汉其他帝
王陵相比， 霸陵也是唯一没有封土的， 这也体现了文帝对民力的爱
惜。 图为出土的铁釜及陶罐

汉文帝亲侍母病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政治的
好坏、社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
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德治仁政”
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
想目标。《尚书·尧典》称：“克明
俊德以柔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最
早提出了“德治”的观念。《论语·
为政》则对“德治”做了进一步阐
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众星共之。 ”“道之以政，齐
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在此
基础上把“德治”的核心归结为
一个“仁”字，“尧舜之道，不以仁
政， 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
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因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

尽管儒家的“德治仁政”观
念流传了两千余年，从周秦至清
的历代王朝来看，也仅有汉文帝
时期尚有些影子，其余时期只不
过是美好的理想国蓝图而已。

严于律己的汉文帝

西汉孝文皇帝，名恒，在刘
邦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 公元前
180 年， 周勃、 陈平等平定诸吕
后， 他被拥立为汉朝第三任君
主。 文帝之文为谥号，据《汉书》
注引应劭的说法，“慈惠爱民曰
文”。 汉文帝的统治是汉初历史
的转折点。 高祖刘邦马上夺天
下，惠帝、吕后无为因循，经汉文
帝二十三年的治理，统一的西汉
王朝才真正走上承平之途，初步
实现了政治稳定、 百姓安宁、经
济发展的天下大治，所谓“文景
之治”即由此开端。

中国古代的“德治仁政”，首
先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品行修养。
按传统标准衡量汉文帝，其道德
品行还是比较高尚的。

一是具有谦逊承让的君子
之风。 汉文帝刘恒本被封于人烟
稀少、 自然条件恶劣的代地，并
无意于君位，因“贤圣仁孝，闻于
天下”而被历史大潮推到了政治
前台。 那些诛灭诸吕的功臣勋将
之所以选择刘恒，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道德的原因。 史载，刘
恒在即位前，曾再三推辞，做皇
帝实不得已而为之，具有谦让之
美德。 此既符合古之仁君礼仪，
又最终勇于承担天下、宗庙之重
托，其举动美妙得体。

二是为使天下重现尧舜遗
风， 刘恒在即皇帝位后， 又不愿

“蚤建太子”。 他认为，“今纵不能
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

焉， 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
也，谓天下何？ ”他还说：“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义者，若举有
德以陪贤及有德朕之不能终，是
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
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
德者， 而专于子。 非所以忧天下
也，朕甚不取也。 ”这种以天下社
稷为重，而不私于己、不贪恋君
位的操守，颇有尧舜遗风。

三是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汉文帝对自己约束破严，每遇天
灾或异常天象，总是先从自己身
上找原因，不委过他人，正如他
在遗诏中所说：“朕既不敏，常畏
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 维年之久
长，惧于不终。 ”汉文帝以节俭倡
导天下， 史载：“孝文帝从代来，
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
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
民。 ”他罢作露台，不仅自己“衣
绨衣”，而且“所幸慎夫人，令衣
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
敦朴，为天下先。 ”用自己的言行
表率群臣，为天下效法。

以民为本的汉文帝

汉文帝的“德治仁政”还体
现在敬天、保民上。 在汉代人的
观念中，天人相关互动，天意反
映了民心民情，故敬天与保民本
质上是一致的。《汉书·文帝纪》
有载，汉文帝二年（前 178 年）十
一月日食， 文帝下诏云：“朕闻
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
灾以戒不治。 ”由此可见中国传
统的民本主义精神。

第一，重农，劝农。 在《史记》
《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汉
文帝倡农劝农的诏书和籍田亲
耕的记载。 如即位之初的前元二
年， 汉文帝曾先后两次下诏劝
农：“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
田，朕亲率耕。 ”“农，天下之大本
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
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
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 ”十
二年（前 168 年）又下诏云：“道民
之路，在于务本……孝悌，天下
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 ”
在诏书中，汉文帝把力田与孝悌
并列，分别予以奖赏。 十三年（前
167 年），史籍又有文帝亲耕的记
载：“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
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
除此之外，汉文帝还采取了一系
列轻徭薄赋、鼓励发展农业的具
体措施。 汉文帝十二年，“赐农民
今年租税之半”， 即通常所说的
田租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
同年，还接受了晁错“纳粟拜爵”

的建议，以达到“主用足、民赋
少、劝农工”的目的，保障了国家
的财源；十三年，下诏令免田租。
为了使流民安于生产，算赋由每
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丁男徭
役减为“三年而一事”。 这些措施
不仅刺激了农业生产，也使商业
活跃起来，尤其是文帝十二年取
消了过关卡用凭证“传”的制度
后，更是方便了行旅往来和商品
流通，使天下之民咸感宽慰。

第二，宽减刑罚，善待臣民。
对人的生命和身体的重视也当
是“德治仁政”中的应有之义。 汉
文帝即位不久便“尽除收孥相坐
律令”， 随后又废除了诽谤妖言
之罪。 汉文帝十四年 （前 166
年），废除了肉刑。 人有罪过首先
当施教， 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
无效而后加刑。 作为统治者，要
对臣民有着良好的期待，即便偶
有罪过亦不当例外。 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文帝时期许多官吏断狱
从轻，甚至出现了“刑罚大者，至
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第三，为社稷安，为万民利，

慎武睦边。 汉初，北方匈奴屡屡
寇边， 文帝时往往采取被动应
付，消极抵抗的策略。 此举并非
完全是软弱或力有不逮，而是其

“德治仁政”的一个方面。 文帝后
元二年（前 162 年）六月与匈奴
和亲的诏书中云：“朕既不明，不
能远德， 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
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
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 间者累
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
臣兵吏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
德。 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
何以自宁？ 今朕夙兴夜寐，勤劳
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
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
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
于。 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
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
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 和亲以定，始于
今年。 ”细析此三百余字诏书，有
四层意思：其一，把匈奴为害的
责任归咎于自己的“德薄”；其
二， 说明匈奴祸害的严重性；其

三，表达了汉文帝的不安，并不
断为解决此难题而进行努力；其
四，称赞单于明智，终成和亲，并
指出和亲意义深远。 在此反映出
汉文帝为“全天下元元之民”的
胸襟，更进一步表达了其“德治
仁政”所内含的民本主义主题。

第四，关怀照顾社会弱势群
体。 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指
出：“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
有以自乐，而百姓鳏寡孤独穷困
之人或陷于死亡， 而莫之省忧，
为民父母将何如？ ”要求有关政
府部门“其议所以振贷之”。 汉文
帝十三年六月又一次下诏：“赐
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德治
仁政”不是仅对社会的某一部分
的，尤其不能以势利计。 其面对
全社会特别应惠及其中的弱势
者，这也为是否真正实施“德治
仁政”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 汉文帝提倡孝悌、亲
亲、尊尊，使“德治仁政”充满了人
情味。中国古代视家国为一体，家
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张，治国
如治家，家睦才能国治，对于一国
之君尤其如此。 汉朝以仁孝为标
榜， 文帝更是身体力行， 大力提
倡。 汉文帝本人似乎扮演者汉帝
国的君主和刘氏家族的宗主的双
重角色， 除给予刘氏宗室特殊的
关怀外， 还从家扩大到国乃至天
下。《史记》有两条记载颇堪玩味：
一是“群臣如张武等， 受赂遗金
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
愧其心，弗下吏”；二是“南越王尉
（赵）佗自立为武帝，然上诏贵尉
佗兄弟， 以德报之， 佗遂去帝称
臣”。 这两则事例说明，历来被认
为是好“黄老刑名之术” 的汉文
帝，其实是践履着“修齐治平”的
路径，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
会，使其成为政治设施。

（据《河北学刊》）

■ 陈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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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与历史上的“德治仁政”

近日，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被确定汉文帝霸陵，并展开挖
掘。 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汉文帝陵墓，在建造方式

上一定程度节省了劳动力， 陪葬品也不及其母亲薄太后陵的规
格，与历史上汉文帝生前勤俭、死后‘薄葬’的说法比较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