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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人性的假设

孟子的“性善论”是孟子的
整个社会福利思想的基础。 在
人的本性上孟子共谈论了四个
问题：一是在何为人性？ 在《孟
子·离娄下》中，孟子认为“人之
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即人和
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仁义之
心，这与《孟子·告子上》中告子
的“生之谓性”有很大区别，告
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的
本性， 在孟子看来如果人的本
性是其自然属性， 那这样的人
和动物便没有了区别， 要体现
人的特殊性， 那么就是人是有
仁义之心。 二是人性为善或恶？
荀子在《荀子·性恶论》中曾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在这
个问题上，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要变得善良， 则需要加强自我
修养。 而孟子却认为“人性之善
也， 尤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
善，水无有不下”。 在善恶问题
上，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然就
是善良的。 三是人何以有恶？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只
是由于人们自己“不能尽其才
者”。 人性本善，但依赖人们自
我修养， 由于环境的影响人们
很可能变成恶人， 如果加强自
我修养，则可以规避这些影响。

“四心”和”四端”是孟子提
出的人的本质特性，其中“恻隐
之心”即同情、怜悯心；“羞恶之
心” 即羞耻之心；“辞让之心”即
礼让之心；“是非之心”即辨别是
非的能力。 孟子的四端：“仁”
“义”“礼”“智”。孟子认为人皆有
四心即有四端， 这是人的本性，
也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这也
是性本善的表现。孟子的性善论
是其整个社会福利思想的基础，
在孟子看来， 正是由于人性本
善，人们才会有爱的基础，进而
才能拥有民本思想，君主才会实
行仁政，完成良好的国家治理。

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

孟子认为百姓是统治国家
的根本，在《孟子·离娄章句上》
中， 孟子说道：“桀纣之失天下
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认为百姓与君主想要的天
下是极度相关的，以民心所向引
导天下归属，通过人民的力量一
定程度上规束君主的行为，以此
构建和谐稳定的君民关系。要想
国富民安，国家强大，必须以百
姓为中心。民贵君轻是孟子的民
本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
家为人民而建立，君主为治理国
家而存在。除此之外，以民为本，
就是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
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
以天下，忧以天下”。 与民同乐，
是孟子倡导的君民同心观，其民
本思想中涉及到人民地位、君民
和谐等前沿性的观点。尽管与当
时君王的统一霸业有所冲突，却
不可否认其当代价值和适用性。

民本思想作为华夏几千年
的社会福利思想的牵引线，引导
着中国的社会福利朝着更人性
化的趋势发展。其存在的合理性
使之成为对统治者治理的一个
判断指标。社会福利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要建设好发展好社会
福利事业，需要让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 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并且还要思考人民的需要，随着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社会福利更需要抓紧时间，
同时代一起成长，向人民的需要
进一步靠拢。

孟子的养老福利思想

在对社会福利主体的思考
上，显然孟子更加关注老年人的
福利问题。孟子在养老问题中强
调尽力尽为、推行孝道，同时希
望用一种大爱让天下老人都能

老有所养、死有所葬。 在赡养老
人上， 要秉着尽力尽为的态度。
且国家应当“谨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
路矣”。尽管人性本善，但需要人
们不断地完善其自我， 修缮内
心，学校则是人民提升自我修养
的好地方，教育则是帮助人民维
持性善的辅助剂。孝道是我国养
老思想的基础，其蕴含在传统文
化之中，中国的传统养老福利思
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着独
特的情感特色。

孟子倡导大爱相融，鼓励人
民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运于掌”。 孟子的推恩之术尽管
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但利用爱的
思想去感化众生却也是一种道
德构筑。孟子强调爱人不仅爱自
己的长辈和晚辈，也要爱他人的
长辈和晚辈，是一种博大精深的
爱， 也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
爱。孟子的孝道观不仅是成为一
种道德评判，更是上升到制度层
面，以期通过教化和传承来引导
人民的思想， 规范人民的行为。
孟子创造了一种以孝为核心的
养老福利思想，以孝文化为核心
的养老思想为我国古代家庭养
老提供了思想基础，强调的和谐
秩序观也为社会福利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

孟子的社会救助思想

孟子选择了四类人群作为
社会救助的对象：“鳏”“寡”“独”
“孤”。“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
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
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
告者。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
无告者。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 ”孟子认为这些无依无靠
的是最为弱势的群体，君主在施
行政策的时候，需要有限考虑这
四类群体。孟子在战国时期将这
四类人群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确

有理可鉴， 战国时期连年征战，
年轻的劳动者均被招募当兵，而
老幼之人皆留家中，年轻人战死
后仅留下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幼
人群，且数目不少。

在社会救助主体上，孟子提
倡多元主体参与，推行邻里互助
模式。 他强调相互帮助，相敬相
守。“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
睦。 ”邻里互助无疑是当时的社
会救助的最佳方式，在农耕文明
时期公共服务落后，要得到及时
的救助，邻里的帮扶能发挥很好
的作用。多元参与的社会救助一
方面能保证社会救助的及时性，
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压力，同
时还增强一种社会凝聚力。

孟子社会福利思想启示

社会福利是民生工程的重要
部分， 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
要成果与体现。 社会福利直接关
切到人民生活幸福程度， 因此无
论社会福利发展到哪种程度，都
需要以人为本， 人民是社会福利
的最重要的主体。 正如孟子的民
本思想和仁政观念中所强调的以
民为本、民贵君轻，人民始终是国
家的主体，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除此之外，社会福利项目的
提供与人民的真实需求相匹配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随着社
会发展，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
也会不同，从解决温饱到追求更
高质量的生活，人民需要的社会
福利内容要丰富多样，也更加人
性化。由此社会福利项目的提供
要更贴近人民生活。正如孟子在
为社会福利的建造提出了许多
措施，包括安民、富民、养民、教
民。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
看，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最终的自
我实现需求，社会福利不能只限
于对人民生理需求的满足，还需
要统筹考虑人民的内心需求。

从 2010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

国家行列以来，养老问题已然成
为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孟子的
养老福利思想中，孝道成为了一
种思想基础。孝道是伦理学中的
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养老思想与孝道是具有紧密
的相关性。这种伦理需要通过传
承式的教育方式加深人们的孝
悌思想，同时基于该伦理思想逐
渐形成传统宗族等级思想。固化
性的长幼尊卑文化已经深入人
们观念之中，其最大的作用在于
维持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亲情
关系，以及传播“养儿防老”的一
种养老思想。如今孝文化在发挥
家庭养老福利的功能上力量逐
渐减少，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
凝聚力的弱化使得家庭养老福
利逐渐减少。以孝道维系的家庭
尊卑关系更加确立了老人在家
庭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传统
的封建社会中的固化式的孝思
想尽管有缺陷但却明确了家庭
中的责任关系， 在维持家庭和
谐、宣扬家庭福利、传播养老思
想和解决养老问题上，孝文化都
有着基础性作用。因此需延续中
国人的情感纽带式的思想，更加
注重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以此
更好满足老年人的情感和精神
需求。

多元主体参与是社会救助
倡导的合作救助方式，社会救助
仅由政府提供容易出现效率降
低、供给不足的现象。 多元参与
的社会救助通过引入志愿组织、
慈善等，通过更加公益性的活动
和组织，使社会救助成为一种服
务， 区别于过去的强制性救助，
多元参与的救助方式能使社会
救助更加人性化，救助内容更加
丰富，救助氛围更加和谐。

邻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是
基于中国聚居的生活习惯，综合
利用相对集中的养老居住场所
的特点，通过政府各部门的引导
和支持、村级组织和实施，各社
会团体和个人自愿参与服务等，
以此推动农村的养老服务体系
继续完善，营造爱老助老的良好
社会氛围。 孟子在社会救助中认
为国家要重点扶持四种弱势群
体，提倡邻里互助，以此形成相
敬相爱、相互扶持的社会。 现今
我国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的
养老问题仍然未得到妥善解决，
部分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等也
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许多老年人
尤其是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更
倾向于居家养老，邻里互助模式
在某种情况下会比政府提供服
务的养老效果更佳。在中国的邻
里交好的传统文化也是流传已
久，浓厚的邻里文化下提倡邻里
互助模式是值得肯定并且具有
很高的适用性的。这样既可以传
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一定
程度上保证社会救助的及时性。

（据《中国集体经济》）

孟子的社会福利思想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
思想的代表者之一，

素有“亚圣”之称，其思想内涵丰富饱
满，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等各
个方面，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由来已
久，古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曾为社
会福利做出思考，不可否认的是这些
思考成为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奠
基石。孔子围绕“仁”来传播了一种博
爱、大爱的思想观点；孟子则在孔子
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通过性善论
分析人性的善恶问题，进而给出了民
本思想、以“仁政”为核心的社会福利
措施，传播了影响深远的养老思想和
社会救助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