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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尹昌衡的大同思想体系中，公治、公兵、公财为三项主要内容。公治则民归元区而无国界，公
兵则民归兵府而无军界，公财则财归公有而无产界。这一主张既凝结了尹昌衡以大同求弭兵、实现民族独
立的政治诉求，也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尹氏希望通过消除所有差异的方式祛除人们追逐名利的欲
望，涵养、提炼人性的“净白”，最终实现通天地万物、人我于一的理想社会，实现至公、至均、至平的
大同世界。
关键词：尹昌衡；大同思想；公治；公兵；公财

“大同主义”在晚清民国兴盛一时，鼓吹实现国家大同甚至世界大同的既有较为旧派的
人士如康有为，也有受新知影响的新派学子。颇为吊诡的是，宣传大同、鼓吹普世的并不是
国力强盛的英美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当时国力颇有些不振的中国的人士。以大同求
保种、以大同求救国、以大同求公理，可谓是那段历史时期较为特殊的现象。学界颇多对康
有为等人大同思想的研究，而本文则将焦点凝聚于僻处川地、行伍出身、在晚年隐居求学的
尹昌衡。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避溥仪讳改名昌衡，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
四川彭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次年留学日本，
1909 年归国，1911 年任四川省军政部长。1916 年后归田隐居，潜心学术，撰有《止园文集》、
《止园诗抄》等著作。1953 年病逝于重庆。在尹昌衡心目中，儒家典籍所描述的大同世界
是人类在未来若干年后必然要达到的阶段，而人类现在所处身的社会是一个由国家、财产、
阶级、种族、肤色、性别、知识、宗教严格划分的社会。这些划分有它的自然基础与历史必
然性，但也对人性的圆满造成了巨大危害，其中尤以军队、国家、财产与宗教信仰为甚。因
此，尹昌衡以儒家的大同思想、佛教的众生平等以及当时方兴未艾的普世主义为理论基础，
构建出一套以公兵、公治、公财及公教为核心的大同理论。四者由形上到形下、由家庭到国
家、由刑法政策到衣食日用，组成了一套实现大同理想的规划。尹昌衡的公教思想，笔者另
有专文予以讨论，本文聚焦于尹昌衡大同思想中公治、公兵与公财这三点。
一、公 治
在尹昌衡所处身的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天下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时期。从天下走向列
国并列，意味着政府以及知识人必须对原有的天下观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这数千年未有
之变局。尹昌衡认为，民族国家是人民团体最高级的一个单位，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演进的
必然结果，但对人性纯白造成最大伤害者也是民族国家。
在《王道法言·必一》一文中，尹昌衡对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一番推衍。尹氏说到，
人类尚未形成任何政治单位的状态可以命名为“大分”。在这种状态下 ，“人如下兽，子
不亲父，弟不友兄，骨肉之间，俨然胡越。如虎杂狼，毙于恣睢”1。圣人“哀其不利”，
于是设置了家庭这一单位，让人们可以生存下去。但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仍会出现矛盾，圣人
“哀其不谷”，于是设置了酋长（部落）这一单位。以此类推，部落与部落的矛盾需要小邦

*牛磊,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院讲师,史学博士。
1
尹昌衡著，曾业英、周斌编：《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1 年，第 7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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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协调，小邦与小邦的矛盾需要大邦来协调，大邦与大邦的矛盾需要“天王”（相当于“天
下”时代的“天子”、“帝王”）来协调。由家庭一级到国家一级的政治单位虽然名义上属
于“圣人”的规划驱处，实则是人们在乱世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保之术。到“天王”一统天下
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秩序已臻于完善，“而海外忽通，相与竞。于斯时也，不速一之，乱
糜有期，不速和之，乱靡有夷”1。“海外忽通”突然将礼法完备的中国又拉入一个整体上
毫无秩序的时代、一个凭借坚船利炮就可以统治一切的时代。尹昌衡总结道：
夫智者知一人之不可以独存，必为之家室，则必知一家之不可以独存，必为之酋长。
知一家之不可以独存，必为之酋长，则必知一酋之不可以独存，必为之小邦。知一酋之
不可以独存，必为之小邦，则必知一邦之不可以独存，必为之大国。知一邦之不可以独
存，必为之大国，则必知大国之不可以独存，必统一海内。知大国之不可以独存，必统
一海内，则必知海内之不可以独存，必收合宇宙。理固然也。2
家室是为了保一人之安康，酋长是为了保一家之安康，小邦是为了保一酋（即部落）之安康，
大邦是为了保小邦之安康，大国是为了保大邦之安康。但是当大国也无法保证基本的政治秩
序时，一个高于大国的政治体，以全世界为单位的世界国、地球国便会出现。甚至尹氏还将
这一秩序从全地球到全宇宙做了推衍（“收合宇宙”）。在尹昌衡看来，人之性是“杂则昏，
纯则彻”，而国家之性则是“分则杀，和则定”3。蚂蚁不会攻击同穴的蚂蚁，却与其他蚁
穴的蚂蚁相争相杀。蜜蜂不会攻击同巢的蜜蜂，却与其他巢穴的蜜蜂相争相杀。在尹氏看来，
国家与国家现今阶段相争相杀，其实无异于蚁、蜂。如果从整个宇宙的视角看，地球不过是
两万七千里的一个小小的蜂巢蚁穴。他引佛经“东方虚空，可思量否”、“西方虚空，可思
量否”、“南方虚空，可思量否”、“北方虚空，可思量否”四语，并总结道：“大哉佛言！
予为此比，比地之于宇宙，其为大不如比蚁穴蜂巢之于地也。苟明其心，谓宇宙为巢穴可也。
既已同居，胡能不一，不一不协，不协不逸，斯祸矣。”4如果人类有佛陀的视野、全宇宙
的视野，那么处于宇宙之中的地球便如同微尘一般。5暂且撇开“收合宇宙”这一宏愿，将
众多民族国家合而一之（“统一海内”），用世界国、地球国的“大同”来弥合民族国家的
分裂，“河出万源，同归于海。不同之日，徒增其泛滥；人出万源，同归于一。不同之日，
徒肆其凶残”6，这就是尹昌衡为拯救国家间纷争不断的时局开出的药方。7
在尹昌衡的救世计划中，无论是“统一海内”还是“收合宇宙”，圣人的教化是极为关
键的一环。这种“合”并不是武力强迫下之“合”，而是人性圆满之“合”。他说到：“圣
1

尹昌衡：《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84 页。
尹昌衡：《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84 页。
3
尹昌衡：《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83 页。
4
尹昌衡：《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83 页。佛学是尹昌衡大同思想重要的来源
之一，这使得他的大同学说中带有佛教“圆融无碍”、“一多相容”的色彩。但是就思想根源而言，尹昌
衡的大同思想仍然是儒非佛。加入近代风靡全球的进化论的因素后，尹氏将儒学“仁”的宗旨提炼成为“净
白”之教。在他看来，大同世界是孔教均平主义、中和主义博施无外的结果，是人性“净白”发展的必然
归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尹昌衡为大同世界谱写的蓝图可以看作《礼记·礼运》的“现代版”、
“修订版”。
5
由宇宙的角度为大同世界的实现提供证据，在这点上尹昌衡与康有为的思路是一致的。康氏在《大同书》
中说到：“若大地既通，合为一国，岂不为大之止观哉！而诸星既通之后，其哂视蕞尔两万七千里之小球，
不等于微尘乎？而非夜郎之自大乎？”见康有为：《大同书》，朱维铮等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北
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04 页。《大同书》全本刊印于 1935 年，尹昌衡作《王道法言》是在 1918 年
之前。此时他应该尚未读过全本的《大同书》。但是康氏在民国初叶曾刊印过《大同书》的部分内容，加
之尹、康二人曾有私交，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尹昌衡的大同思想受康氏影响的可能性。
6
尹昌衡：《王道法言·必一》，《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85 页。
7
去除国界，实行全球共治也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大同书》中，紧随甲部“入世界
观众苦”之后的便是“去国界合大地”。康设想在未来社会中构建一个公政府，统一安排全球的政治、经
济、宗教、文化等各项事务。对该问题的分析，请参考魏义霞：《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
及其局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9 期；刘梁剑：《康有为〈大同书〉与世界政治秩序原理：哲
学新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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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人为天地万物之化枢，注神于物者化物，注神于天者合天，如岐路然，如素丝然。故不
争于物而全其天。”1大同世界的实现不能靠人们“注神于物”，而要依靠“注神于天”。
如果圣人的教化能够普施天下，人们皆能复性全真，人与人、人与万物洞彻彼此、一尘不隔，
那么何人不难容、何物不难容？即便是“增今之国、之人、之物、之类、之种、之色、之象，
倍至于十、至于百、至于千、至于万、至于兆、至于无量”，人们也会如天地包容万物于一
体那般一视同仁，绝不会产生歧视、嫌弃之感甚至攻伐相杀之举。不过尹昌衡也指出，这种
宇宙一体的博爱精神，基督教、佛教都有大量论说，但其教义“为量过高，中人复希”2，
因而不如孔教。他说到：“孔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既济六爻相应之相，而宇
宙各安其顺也。虽非乾坤，行之尤易，亦为救流俗，而因以成也。”3就消除所有差异、促
使整个地球进入大同世界的成效而言，相对于基督教与佛教，孔教为最优抉择。
尹氏进而指出：“道既能合异体为一家，必能合诸家为一郡。能合诸家为一郡，必能合
数郡为一国。能合数郡为一国，必能合万国为一体。”由人而家、而郡、而邦、而国、最终
至“万国为一体”的世界国或地球国，而这种“合”归根到底是由道而非势促成的。只有消
除了国家的界限达到公治，才能真正消除横亘于国家之间的人我、彼此之分：
不大同，则有国必亡，大同则无国可亡。不大同，则有界必争。大同则无界可争。
不大同，则有兵必战，大同则无兵可战。不大同，则有患日忧，大同则无患可忧。不蒙
亡国之祸，同有天地之大，必得令终之庆，各遂安富之欢。万国之人，同赞此至中至大
之道，大同之福，立可致矣。4
尹昌衡设想，在大同世界到来之后，诸如国家灭亡、国界争端、国家战争等等问题都可以得
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人们在看到这一愿景后，自然会在“无亡国之祸”、“得令终之庆”的
吸引下赞同、支持、响应大同世界的主张，从而推动民族国家的消亡与公治的实现。
以全地球为单位构建一个世界国、地球国（甚至在若干年年后构建一个宇宙国），尹昌
衡在驰骋他的神思的同时从儒家经典里汲取了封建、井田的思想资源，绘染了一副“鸡犬之
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和谐画卷。在民族国家消亡之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于一种
怎样的政治秩序之中？对此问题，尹昌衡在《王道法言·区治》一文中说到：
宇内不可有歧视，故为之一区。宇内不可有两长，故为之一治。旧有国邑州鄙之界，
使民生异心者悉除之。方十里为小区，区一长。方百里为中区，区一长。方千里者为上
区，区一长。上区或三或二为并区，区一长。并区之广不过三千里，使无尾大之弊也。
宇内为元区，区一长，长有副，各属其辅，以佐百度。五洲之大，并区约百，而上区三
百，中区三万，小区三兆。元区之长，即宇内之元首也，名之曰长，以齐于庶官而同于
小民，不以人爵乱真也。诸长无位，而执政有期，绝私觎也。5
十里建一小区，百里建一中区，千里建一上区，每两个或三个上区建一并区，整个世界为一
元区。在五大洲之中，并区约百个，上区约三百个，中区约三万个，小区约三兆个。元区的
首长在地位上与普通民众相同，由选举产生，执政有一定年限，非世袭。在小区之中，小区
长负责教育、行政、财政等事务。设置司教、司政、司储、司户、司谳、司虣、司物、司工
等职官，其中除负责司法事务的司谳分属中区外，其他皆直接由小区长管理。中区的行政制
度与小区相同，“上区之制，准中区有差，并区之制，准中区有差，元区之制，准并区有差”
6
。当然这种制度的实现必须奠基于人们的道德修养皆已圆满完美的前提下。在此基础之上，
借助小区、中区、大区、并区、元区之制，就可以实现行政事务的整齐划一与绝对均平。他
1

尹昌衡：《王道法言·道合》，《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5 页。
尹昌衡：《王道法言·道合》，《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5 页。
3
尹昌衡：《王道法言·道合》，《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5 页。
4
尹昌衡：《王道法言·道合》，《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5 页。
5
尹昌衡：《王道法言·区治》，《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4 页。
6
尹昌衡：《王道法言·区治》，《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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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圣贤之心，感一夫之惨苦如感于身，运五洲之大如运四体，转八埏之地如转微丸，
皆非区治之极良不能戢事。”1就尹昌衡公治制度的思想来源而言，既有帝制时期省府州县
的印记，也受到欧美等国联邦体制的启发。不过该制度仍然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那就是无
论在小区、中区还是大区、并区，每个行政单位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政治、司法单位。
其经济体质以井田制为核心，“数以八进，而不以十。中惟公田，惟便是从。有私无徙，安
于其区，物不外取”2。尹昌衡希望通过公治使民众衣食富足、安土重迁，在小区的单位内
实现“小同”，最终在元区的单位内实现“大同”。
尹昌衡指出，时人对于国家、对于国家主义的理解走了两个极端，其一是极度地推崇“家
私国”的国家主义，其一是主张迅速划破国家的膜层，激进至无国界的大同世界。尹昌衡则
认为，破国破家、实现公治必须在人性已实现“净白”的前提下才能逐步推行。在这一境况
下，整个世界国、地球国都为一种博爱精神所充溢，“幼者公养之，举世之老者皆其父母也。
老者公孝之，举世之少者皆其子女也。年相若者，举世之人皆兄弟也。天为大父，地为大母，
民胞物与，天下大公”3。因为公治已经实现，所以由家庭到国家等人类生活的单位在这一
阶段已经彻底消失。当然，尹昌衡对于家庭、酋邦、国家以及由此而来的恭敬心、爱国心并
非从头到尾采取激进的否定态度。他希望由公治的实现保存下来过去的政治单元所有有力于
人性“净白”的因素，同时祛除那些过时的、偏僻的因素。如果公治能够实现“长者慈其幼，
壮者养其老，智者教其愚，强者庇其弱”，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处于一种祥和的气氛中，这种
世界国、地球国的秩序才是真正的“天下大公”。
从大目标上说，“破除国界，世界大同，黄白黑棕赤色之人，同为兄弟手足”4是天经
地义的。但如果此国放弃了国家的所有权益而彼国没有放弃，那么立刻便会招来灭国或者奴
役之祸。如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尹昌衡指出：“摩一人之顶、放一人之踵犹可。摩全
国人之顶，放全国人之踵岂可哉！”5这即是他不赞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立即着手破除国
界、实行公治的原因所在。既希望公治，又试图避免公治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亡国灭种的问
题），尹昌衡认为此时此处不妨先施行一种“中和主义”的政策方针。其样板，就是美国总
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既不干涉他国事务，也不许他国干涉本国事务，这是
尹昌衡颇为认可的、在现阶段推行公治的一种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在尹昌衡对大同世界的
规划中，美国一直是作为一个样板、模范而存在。无论是美国的联邦制政体、外交上的“门
罗主义”、军事上的志愿兵役制度等，在尹昌衡的大同思想中皆可找到相应的部分。
用美国“门罗主义”为当时的世界秩序提供一个缓冲余地，为小国免除大国干预、侵略
之苦提供法理上的支撑，这是尹昌衡“中和主义”的目的。可以说，“大同主义”为未来设
法，“中和主义”是为现今设法。不过，尹昌衡对公治始终念兹在兹。他认为当各国都坚持
贯彻“中和主义”之时，全世界的政治秩序便会逐步走向稳定、和谐。“中和之道施于四国，
无畛无域之论日明，全球公兵之法日行，海牙平和之会日增其权势”6，最终的结果便是国
界的自然破除、全球政府的自然组成、公治的自然实现。不过，如果“治”可“公”而“兵”
不可“公”，那么这种公治无疑是毫无效力的。由公治进而公兵，便成为尹昌衡大同思想的
一个焦点。
二、公兵
尹昌衡的公兵理想，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一方面则是受欧洲的一战以及国内的
1

尹昌衡：《王道法言·区治》，《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4 页。
尹昌衡：《唯白论·天平正则·区治》，《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25 页。
3
尹昌衡：《唯白论·家国权界》，《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895 页。
4
尹昌衡：《唯白论·家国权界》，《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895 页。
5
尹昌衡：《唯白论·家国权界》，《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895 页。
6
尹昌衡：《唯白论·家国权界》，《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8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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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刺激而发。在《王道法言·非兵》一文中，尹昌衡说到，世界各国为了吞并他国，
不惜穷兵黩武、连年争伐，其结果必然是“混沌百年，夷殄八九。坻京尸骸，断折手足”1。
以战争的手段换取本国的发展，究其根本便是不明于道。尹氏说到：
武力平和之说，固盛于三岁之前。禽兽互食之真，今已见两年之久。兵之为祸，岂
不酷哉！（自时方欧战及南北战已经两岁）夫人惟不知泛爱为道，取物为害性，是以有
兵。若知泛爱为至道，取物为害性，兵将安用？兵之所起，因道不明。从而励之，与道
益外，是终欲沦于禽兽也。2
在尹昌衡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之间不断爆发的战争虽然都高举
着以武力求和平的大旗，但实质上形同“禽兽互食”。军队的扩张、战争的爆发，在尹氏看
来皆是人们唯利是图、不明仁爱之道的恶劣结果，最终必然导致人性“沦于禽兽”的悲惨境
地。
为了证明己说，尹昌衡对大国与小国的军事行为分别进行了批判。对于大国“我苦宇内
之不一，将以兵收而安之”的口号，尹氏指出这是“以人之口，文其禽兽之心”3。尹氏从
中国历史上列举了秦朝与元朝两例。秦、元在扩张时期皆是武力赫赫、不可一世，前者立国
二世而亡，后者则灭于元末农民运动。在当时的欧洲专恃武力欺凌他国，行径与秦、元相同
的国家极多，尹氏认为这是不明道、不倡教（此处的“教”指孔教而非基督教）之过。不明
道，则“愈图武服，祸乱速召。败亡之速，比于电耀”4。对于小国“我恐生民之不保，将
以兵护而字之”的口号，尹氏指出这是“以明之言，文暗蔽之心”5。尹氏随即举出与秦国
相抗的东方六国以及与曹魏相抗的蜀国为例。前者的结果是“家室流离，老弱无将。以犬捍
虎，终亦沦亡”，后者的结果是“三十余年，民生殆竭。诸葛之才，徒增人血”6。在欧洲
与其他大洲，行径与东方六国、蜀国相同的国家也非常多，尹昌衡认为它们“以犬捍虎”之
举同样是不见性、专恃武力、招引杀机的愚蠢之举。不见性，则“齐末忘本，终不能令。灸
肤砭肉，难全死病”7。
如果不用武力谋求世界的和平与统一，那么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呢？尹昌衡给出的方案，
一言蔽之即是修道明教。尹氏论证道，父母之亲、兄弟之亲、妻子之亲、戚里之亲皆是由推
己及人的仁爱所致，而不是通过武力相威胁。尹氏论证道，天地与父母皆是“身之所出”，
知爱父母，由此爱亲之心推及天地，便应“以天地之心爱人物”。万类与兄弟皆是“身所同
出”，知爱兄弟，由此敬兄悌弟之心推及万类，便应“以万类之利为利”。万民与妻子皆是
“骨肉之所亲”，万国与戚里皆是“形气之所接”，由爱惜妻子、关心乡党之心推及万民、
万国，便应悲悯万民、均平万国。人人自私其家则与他家争、自私其酋则与他酋争、自私其
邦则与他邦争、自私其国则与他国争，尹昌衡由宋明理学传统“民胞物与”的视野出发，将
整个世界缩小到一个村、甚至一个家的范围。人同为天地所生，共同禀赋了完善德性、参赞
化育的潜能。世界上无论何种肤色、何种国籍、何种地域之人，皆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众多的民族国家合而为一，共处于一个家庭；地球上的万民合而为一，都是这个家庭的兄弟
亲戚，那么民族国家那种由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排他性便可以得到弥合，弭兵、公兵也就存在
着实现的可能。8
1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3 页。
793 页。
3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4 页。
4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4 页。
5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4 页。
6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4 页。
7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4 页。
8汪晖教授在分析康有为的《大同书》时指出：“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不是以民族—国家，也不是以帝
国为中心讨论具体的政治架构问题，而是以地球为单位讨论‘世界管理’问题，其实质是在否定民族—国
家机器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构思全球的政治构架。”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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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法言》中的《非兵》与《公兵》是一对姊妹篇，《非兵》篇提出问题，《公兵》
篇解决问题。公兵是尹昌衡为解决国际、国内失范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一个根本方案，可以
说，“今之暴者，非公兵无以平。后之黠者，非公兵无以慑”1。公兵的兵源由五大洲所有
国家共同提供，没有国籍、肤色、出身的限制。各国依照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提供一定的兵
员，并且提供公兵的军备物资与后勤保障。在实现“宇内”的统一之后，“则公兵量减而常
设，可以永保于无穷矣”2。在尹昌衡看来，公兵是实现世界大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保障。
他用一种历时性的方式论证道，家庭之内兄弟姐妹各藏兵刃以相争，则家不能宁，解决之法
便是“兵在父母之手”。邻村比户各修干戈以相争，则村不能宁，解决之法便是“兵在三老
之手”。此乡彼邑各持弓矢以相争，则郡不能宁，解决之法便是“兵在藩侯之手”。此藩彼
镇各增师旅以相争，则国不能宁，解决之法便是“兵在国君之手”。国家与国家各张军备以
相争，则地球不能宁，解决之法便是以公兵消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没有对立面，也不存在
敌军敌国，“则大同之极乐，覃敷于无外”3。
对于公兵具体的制度，尹昌衡规划为：
合欧、合美、合奥、合非，以镇亚洲，为一府。合亚、合欧、合美、合奥、以镇非
洲，为一府。合亚、合欧、合奥、合非，以镇美洲，为一府。合亚、合欧、合美、合非，
以镇奥洲，为一府。合亚、合美、合奥、合非，以镇欧洲，为一府。五府既成，万国乃
宁。4
尹昌衡这里对欧、美、澳、非，亚五大洲的五府的制度设置非常类似于隋朝至唐初实行的府
兵制。以四民为兵，兵农合一，战时则为兵，战罢则为民。兵府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
位。5在这一制度中，制衡是一个原则。首先，对首长的权力进行制衡。兵府的首长实行轮
换制度，府帅六月调动一次，大将八月，以免兵权集于一人之手。其次，对五大洲的兵力进
行制衡，本地兵不驻本地，其目的在于实现“异洲处兵，互保其族，交异其爱，罔有二心”
6。再次，对每一种族在军队中的分布进行制衡。每支军队不能由单一种族构成，而要“黄
白赤黑混而杂之”，“使之相睦，而亲如骨肉”7。这样兵府也就成为一个促进民众融合、
推行人种改良的单位。此外，兵府也是一个推行“净白”之教、实现人性圆满的教化的单位，
目的在于“使之公仁泛爱，无有远迩亲疏，翕相为一”8。尹昌衡心目中的公兵并非局限于
一国一族，也不是为一国一族的利益战斗，而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用他的言语表达便
是：“兵以牗道，非以牗地，非以牗民，非以牗种，非以牗国，非以牗财，非以牗力，而天
心永胁。”9
不过，尹昌衡也指出，公兵目标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在没
有实现大同之前，各国拥有军队仍然是必要的。人们必须正视现阶段民族国家拥有军队的必
要性、合理性，同时也必须正视这一现状所蕴含的、将全世界拖入战争泥潭的危险性。公兵
京：三联书店，2004 年，第 777 页。将这一评价移到尹昌衡身上，或许同样适用。康、尹皆是身处中国由
“天下”向“国家”转型时期的知识人。受列强侵略不断的他们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属于“民族国家”一份
子这一现实，而传统的“天下”格局仍然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在医治民族国家
战争不断的顽疾时，他们会很自然地回过头来，从《礼记·礼运》、《西铭》、《大学问》等儒家经典中
去寻求天下大同、万物一体的思想资源。
1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1 页。
2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1 页。
3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2 页。
4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3 页。
5在《唯白论·民兵公拥》一篇中，尹昌衡对此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百夫一长，千夫一裨，万夫一将，
十万一帅。散则为民，各操其业，常备之役，营于工场，日作半日，而半日训练。苟有来扰圣治者，悉民
而与之俱死。如此，虽一邑一道之地，可以无敌于天下，则圣治之本固矣。”（《尹昌衡集》第 1924 页）。
6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3 页。
7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3 页。
8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3 页。
9尹昌衡：《王道法言·公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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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需要由近及远、逐步推行，“孔孟之道，虽不重战，然其为爱，由近及远，先亲其亲，
先治其国，及于天下”1。尹氏说到：
如与豺狼居，不得不备兵刃以自保。若人皆孔老慈佛，此兵刃将安用之？人无邪心，
谁分国界？既分国界，即有邪心。邪心在中，而欲其无邪事，未之有也。故欲尽去邪事，
则莫如速倡大同。2
“治”未“公”、“兵”未“公”，原因就在于人们仍然有相互戒备、甚至伺机侵吞他国之
心（“邪心”）。公兵与公治在尹昌衡心之是二而一的事情，其目的正是要用公兵、公治更
好地完成之前由民族国家发挥的功用，把所有人纳入充满仁爱精神的世界国、地球国的秩序
之中。欲完成这一目标，必须尽快消除“邪心”、“邪事”，其途径，“则莫如速倡大同”。
尹昌衡认为，军队是圣人为了消弭人们斗争不已的困境的一项创举，它是圣人智慧的产
物，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有了军队，在一家、一村、一县、一省、一国的范围内便能实现
暂时的安定，同一政治单位内的国民也能发展出“与子同袍”般的亲密关系。解释了军队的
缘起之后，尹昌衡指出军队集中于国家层面仍然是不够的，这点征诸历史上以及现实中随处
可见的大规模战争便可知。只有现实公兵，人们才能把国民的亲密关系巩固下来，并扩展到
地球国的范围中。公兵有利于形成集体力量，互相保护，促进大同，“予是以不欲以兵致大
同，而惟以道”3。
三、公财
尹昌衡认为：“天下之大祸，无过于兵、财。有圣人出，必尽去之。”4仅仅靠公治、
公兵仍不能真正实现世界大同，仍然需要从经济方面入手，实现物质资源、财产的公财。在
《经术讦时》一文中，尹氏指出：“今人与人相夺也，一人有财，不公于家，可得安乎？家
与家相夺也，一家有财，不公于国，可得安乎？国与国相夺也，一国有财，不公于世，可得
安乎？”5如果财富过度的集中于一人、一家、一国手中，难免引人觊觎、盗窃、争夺之心。
这种觊觎、盗窃、争夺之心最高规模的展现，便是国家战争。对治之法，便是儒家典籍中所
述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则无贫，和则无寡，安则无倾，将这一理念
通过制度来表现，便是公财。
在《王道法言·公财》一文中，尹昌衡对财富桎梏人性的负面作用做了批判：
币帛之法行，而人道之祸极矣。富有者，淫厥志，荡厥神，侈厥度，伤厥行，长厥
贪，败厥德，多厥聚，丧厥心，犹且因婪起欲，骨肉相残，患失离群，同俦推刃，诪张
饕餮，圯殄懿伦，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富有之罪极矣。6
尹氏说到，世界之苦无限量，即便拥有无数金银，也只能苦上加苦。人的欲望不会有终止之
时，只会不断膨胀。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人们丧失礼义廉耻之心，甚至兄弟反目、骨肉相
残。此为富有之罪。
那么，贫穷是否更有利人性的发展呢？尹昌衡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贫乏者，忧心劳虑，苦厥志，夷厥神，窘厥度，卑厥行，生厥贪，伐厥德，蕲厥聚，
死厥心，犹且争瘠剜枯，手足互斗，郁瞋生暴，虎狼戕人，衣食所迫，廉耻尽捐，是有
百害而无一利，贫乏之愆大矣。7
财富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造成了阶级之间对立、压迫与剥削。那些贫穷之人为了谋取
利益往往做事毫无底线，为一点小利便廉耻丧尽。此为贫乏之罪。

1尹昌衡：《通书·政治通》，《尹昌衡集》（第三卷），第

1069 页。
1069 页。
3尹昌衡：《王道法言·非兵》，《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795 页。
4尹昌衡：《通书·政治通》，《尹昌衡集》（第三卷），第 1068 页。
5尹昌衡：《经术讦时·讦财》，《尹昌衡集》（第三卷），第 879 页。
6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1 页。
7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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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富有与贫乏两大罪恶，尹昌衡提出他的经济主张：“予始欲为民均财，后欲为
民废财。”1尹昌衡说到：
均财之始，非大同之后不可。若不大同，彼国为此国之逋逃薮，此国为彼国之逋逃
薮，贪惏失性之人终无以制。非区治之后不可，若不区治，此地为彼地之逋逃薮，彼地
为此地之逋逃薮，狼戾逆天之人终无以节。大同矣，先令曰：宇内之中，无敢覆藏。区
治矣，先令曰：一区一室，无敢不均。则生民阜育，永奠于无穷矣。2
“均财”必须留待世界实现大同之后、留待公治实现之后才能进行。若非如此，各个国家相
互掠夺财富，骤然推行“均财”政策，必然毫无效果。在实现公治之后，私有制逐步消除，
人们在经济上实现彻底的均平主义。具体的操作办法，是以功劳、德性为标准，将人群分为
九等。3最低级的一等，也就是下下之资的人群，计每日所消耗的衣食的数量，按一点五倍
给予。下中之资的人群，按下下之资的一点五倍给予。下上之资的人群，按下下之资的两倍
给予。其他等级准此推算。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使“富者不至淫，贫者不至困”4。民众每
日劳动由小区监督，劳动所得则由小区储存。这样做可使“三年作而有一年之食，九年作而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计国用，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5。在各区之内除了支付民
众日常衣食所需外，另有存储功能（类似于“常平仓”），以应对天灾地祸的不时之虞。
不过，尹昌衡也指出，“均财”只是第一步，最后要达到的结果是“废财”：“《书》
曰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老子曰不重难得之货，使人心发狂。废财之义，古训昭然。故
吾始欲公财，终欲废财。公财太均，人道乃成。废财太虚，人神乃完。”6“不贵异物贱用
物，民乃足”语出《尚书·周书·旅獒》，“不重难得之货，使人心发狂”可能化用自《道
德经》“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一语。财富不均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仅使人
心变质，也会导致社会动乱，导致人们无休止的竞争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掠夺与浪费。因此“均
财”是第一步，再进一步便是消灭私有制。至此，生产由政府统一组织与管理，凡劳动所得
必归公有。物质资源的分配则采取按需分配的方式，人们也就不再需要财产，“废财”得以
完成。
在刊于 1931 年前后的《唯白论》，尹昌衡对《王道法言》中涉及到的公财制度做了进
一步的说明。其中两个要点，其一是生产，其一是分配。
在社会再生产环节，如果取消了似有制，是否无法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进而降低社
会的生产效力？对于这一问题，尹昌衡认为是无需多虑的。他指出，在公财制度下，“使民
咸老，各勤一业。地足重耕，不足则织，加修百工，努力林牧，以实为归”7。在公财制度
下，土地制度方面实行改良版的“井田制”：“乃划其田，任之以耕夫若干，制某业，任之
以技手若干，常使民出力之十九，以自赡形需。”8每家每户或是耕田，或是做工。因身体
缘故不能参加劳动者则从事教育工作，即便是废疾残败之人也能参与到劳动生产中来。对于
年迈与重病之人，则“公议而公养之”9。民众按需取食，各安其业，衣服、饮食、教育、
1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1 页。
811 页。
3在尹昌衡的“大同”图景中，人是有等级之分的，这是他与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差异之处。不过尹
昌衡将大同世界的人划分为九等，所依据的并非“人爵”，而是“天爵”。即人们是依照“炼白”的阶段、
“净白”的程度自然而然划分开的。尹氏以“净白”为据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并没有剥落传统以尊卑
伦理为主干的礼乐秩序。不过，他强调人群分等不是为了宣传优胜劣汰的竞争淘汰，而是希望基于道德修
养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因而这种依据“净白”区别出的等级有益于实现德性充盈与人性升华，而不会在
人群中造成新的不平等。
4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2 页。
5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2 页。
6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812 页。
7尹昌衡：《唯白论·均普劳》，《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19 页。
8尹昌衡：《唯白论·均普劳》，《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19 页。
9尹昌衡：《唯白论·均普劳》，《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19 页。
111
2尹昌衡：《王道法言·公财》，《尹昌衡集》（第二卷），第

思想家里程碑

论尹昌衡的大同思想——以公治、公兵、公财为中心

医疗等等都有保障。
每一行政单位各设置若干人员进行监察，既要做到“总使民力无不尽输”，
也要做到“不乏不滥，勿若今世之放任”1。
在物资与财富分配环节，尹昌衡对政府的储蓄功能做了说明。在实现公财之后，私有制
消失，那么储备物资以应对不时之虞就变成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任务。尹昌衡在《唯白论·富
公积》一文中说到：“家有一岁之积，闾里乡村邑有一岁之积。道有二岁之积，国有三岁之
积，合为十二年之积。道以道均，邑以邑均，自邑一下以至于家无不均。挹彼注兹，天下如
一家，莫或有私蓄也。故曰饱以天下，饥以天下，天下即家，家即天下，无有彼我之分也。
以一人为一分，倾天下而一均之也。此圣治之实也。”2实行公财，则个人、家庭便没有“私
蓄”。“天下即家，家即天下”，财富在整个“天下”的范围内实现流通，并且也是在这一
大范围内实现分配。人们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境况中按需取食，不冗不滥。既避免了小农
经济的不稳定性，也能在雍雍穆穆的和谐环境中发展人性善的因素，促进“净白”的实现。
在尹昌衡的公财构想中的“公”是绝对的财产公有，没有任何差异，渗透着儒家传统“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主义的思想因素。公财实现之后，“人于是无私财，亦无私土，亦
无私蓄，亦无私事”3。所有的物品皆是公有，其使用都按需配给。这样既能满足人们的生
产生活，也不会因贫富不均导致争夺占有的欲望。尹氏说到：“限其服食器具，一带一室，
一杯一勺，一舄一冠，一器一物，皆有定制，适足其用，无稍溢冗，以接于欲。”4尹昌衡
的公财思想与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承载着由清末儒家传统培养出的知
识人对独立富强的梦想。尹昌衡在《王道法言》一书中构想一个绝对均平的生产、分配制度
之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因此他主要借鉴的仍是儒家典籍诸如井田制、封建制的思
想资源。这使得尹昌衡的公财思想就丰富性和可操作性而言，无法与稍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经济思想相媲美。但由此也凸显了尹氏公财思想融生产生活于一体、试图以均地均产均
劳的方式取消人欲、熏育人格、增进幸福的中国特色。
结 语
尹昌衡的大同思想既有民族的、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的、普世的一面。从民族的、现
实的一面看，作为一名半个多世纪以来备受欺凌的弱国的公民，尹昌衡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与主权尊严不得不悉心维护。救亡图存的目标使得尹氏极度渴望中国摆脱西方各国的压迫，
提倡天下大同在当下的目的就是促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大同社会要消除所有的
不平等，其中必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中国与欧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此即尹昌衡大同思想所隐
含的民族因素。如果让当时的中国放弃军队、国界与财产，无疑立刻便会招致鲸吞亡国之祸，
这点尹昌衡不会不知。因此他认为大同社会的落实必须有次第、有计划、有阶段性，绝对不
能为了面子光鲜而立即执行。为了尽快实现大同，尹昌衡希望效法美国，在外交上实行“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门罗主义”，在经济上建设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在
政治上实行全民平等、全民共治的联邦制，这便是尹昌衡为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描绘出的、
构建大同世界的蓝图。此即尹昌衡大同思想所包含的现实因素。5
从超越的、普世的一面看，尹昌衡的大同思想有儒家传统深厚的思想资源，并且这些思
想资源在时局的威逼、胁迫下被迅速激活，变成尹昌衡构建大同社会的“源头活水”。目睹
1尹昌衡：《唯白论·均普劳》，《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19 页。
1926 页。
3尹昌衡：《唯白论·限物均分》，《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26 页。
4尹昌衡：《唯白论·限物均分》，《尹昌衡集》（第五卷），第 1926 页。
5在分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魏义霞指出其目的在于救亡图存：“近代大同形态肩负着救亡图存和思想启
蒙的历史使命，承载着中国摆脱西方列强奴役而独立富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建
构出于救亡图存的理论初衷，秉持历史进化的合理论证，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意趣。”见魏义霞：《大同
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9 期，第 29 页。试图用大
同思想实现中国的富强独立、实现中国与欧美诸国的彻底平等，这一点上尹昌衡与康、谭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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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爆发之后列强彼此间虎狼相吞的乱局以及进入民国后延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尹氏加深了
对竞争的敌视。在他看来，诸如国家、疆域、阶级、种族、宗教、财产、文字、语言、风俗、
人种等等因素都会导致竞争，而竞争可谓是万恶之源。人与人的竞争、族与族的竞争、国与
国的争伐仇杀便如蜗牛两角的蛮触之争，只会造成人性的败坏以及世界各国持续的动荡、战
乱与不平等。因此，这些造成人类竞争的东西都是大同的妨碍，必须彻底去除。只有推翻这
些不平等，才能迎来大同社会这一崭新的世界。其中，对于军队、国家与财产的去除尤其刻
不容缓。提倡公治，最终实现废治；提倡公兵，最终实现废兵；提倡公财，最终实现废财。
能公兵、公治、公财，则无竞争，无竞争则无巧诈倾轧之事、无骄谄怯懦之种、无贫穷饥寒
之苦，人人皆得以享受衣食无忧、熙和安乐的生活。以此为基，其他方面的大同（比如宗教
的大同、文字语言的大同、风俗习惯的大同、法律政策的大同等等）才有落实的可能。尹昌
衡认为，这是基于人性进步、“净白”趋纯而来的、宇宙间的普遍准则，因而具有超越时空
的普遍性与永恒性。

The Cosmopolitism of Yin Changheng
—A Communist Plan for Government, Army and Property
Niu Lei
( School of Chinese Martial Arts，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 In the cosmopolitism of Yin Changheng,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was cancel the state,
army and private property. There was no state ,no army and no private property, there was no war.
The system of JingTian("井田") and feudal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classics, made up some
elements in the cosmopolitism of YIN Changheng. These elements could curb the war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moral. By this way, Yin Changheng wished to
cancel the inflated desire, foster the conscience(“净白”) and build a new World which was
absolutely fair,justice and blessedness.
Key Words: Yin Changheng; Cosmopolitism; Cancel the State; Cancel the Army, Cancel the
Privat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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