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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绣江亭

王王莽莽与与他他的的经经济济改改革革
翟伯成

章丘王氏

五兄弟被封侯

唐代诗人韩翃在七言绝句《寒食》
一诗中写道：“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
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
入五侯家。”“五侯”乃是西汉时东平陵
(今章丘市龙山街道办)王氏巨族中兄
弟5人：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
时，他们同日被汉成帝刘骜封侯。

散入五侯家的岂止是轻烟？他们
差不多就是皇帝赋予的特权，五侯们
借此掌握了天下人的命运。

“五侯”的姊妹王政君是汉成帝的
生母，祖父王贺曾徙居元城(今在河北
省)，正当沙麓西偏。父亲王禁，母亲李
氏，传说她“梦月人怀”而生政君。因
此，史家说她是“太阳之精，沙麓之灵，
作合于汉，配元(帝)生成(帝)”。政君
自幼聪敏、睿智，颇有权术。年及笄入
侍东宫，为太子奭所幸，生子刘骜。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宣帝死，
太子刘奭骜即位为元帝。立王政君
为皇后，子刘骜为太子。竟宁元年
(前33年)，元帝死，太子刘骜即位为
成帝，王政君为太后。成帝绥和元年
(前8年)，赐王根大司马印绶，未久，
王根因病不能理事，其职由王莽接
任。平帝即位后，王莽借势秉政，不臣
之心如愿以偿。王莽为了挟天子御百
官早图篡逆，大造祥瑞，窃得“安汉公”
的至高权位。居摄三年(8年)，王莽大
搞“皇权神授”的符命活动，让人皆知
王莽乃“真龙天子”。各地出现的异象，
是王莽登极改“居摄”为“新”朝的征
兆。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王莽终于登上
九五之尊，开始了“新始建国”的新纪
元。

改革背景：

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
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
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
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
后世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
是世族经济。

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
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
维系和传承，其延续壮大有赖于一代
代子弟的经略努力。世族在价值观上
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
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
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
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
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
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
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
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
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
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
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
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
必给，闭门成市”。世族庄园的四周
则建有自卫的“坞堡”，拥有一支招
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
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
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
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社
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
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
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
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
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
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
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
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
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
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
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

“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的“佳话”，
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 集 团 在 经 济 上“ 闭 门 成
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
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
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
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

“新”，这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
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
世族失控之势，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
的经济改革。

改革三战场：

财政、货币和土地

王 莽 变 法 自 称是“ 奉 古 改
制”——— 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
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
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
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 桑
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
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
题”——— 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
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
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
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
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
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
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
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
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
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
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
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
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
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
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
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
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
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
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
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
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
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
庶，抑兼并”的目的。著名经济学家
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
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
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
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
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
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
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
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
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
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
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
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
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
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
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
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
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
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
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
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
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
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
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到了公元10
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
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
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
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
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
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
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
迫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
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
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
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
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
方案最为决绝——— 恢复全面的土地
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
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
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
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
(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
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
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
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
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
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
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
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
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
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
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
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
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
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
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
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
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
只是纸上宣示，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
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
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
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
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
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
一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
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
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
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
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
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
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改革后果：

遭各方反对，王莽也被杀

王莽的经济改革，是以掉脑袋
落幕的。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
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
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
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
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
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
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
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
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
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
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
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
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
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
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
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
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
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
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
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
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
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
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
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
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
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
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
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
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
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
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
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
下，一无所得。改革进行到第十四个
年头，已经无法寸进，公元22年，王
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
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
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
城，王莽被人砍下了脑袋。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
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
主义者的失败。很可惜的是，他的真
实面目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所遮
掩，而从未被认真地讨论过。胡适、
柏杨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识形
态的角度——— 肯定其善良或者说天
真的改革动机，却没有回答失败的
原因。

章丘地理

王莽执政时间甚短，仅仅15年，不
过他搞的那场经济改革却轰轰烈烈，
很有典范性。

王莽像

新莽货币幼布

新莽大布黄千

新莽一刀平五千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
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
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
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
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
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
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
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
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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