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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和“仇富”都是假命題 
 

   
 

最近關於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

們看到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了“窮人”是否“仇富”的問題﹐甚

至有人在批判所謂的“仇富心理”﹐其實這是一個假命題﹐因為

這裡的“心理”不是一般心理學的問題﹐而指的社會心理﹐也就

是說﹐有人認為社會中的窮人存在著普遍的仇富情緒﹐所以才用

了“仇富心理”這種表述方式。這種表述方式從邏輯上看﹐是詭

辯論﹐從理論上看﹐是自相矛盾的。 
 

 
 

秋風在〈仇富就接近公正了嗎﹖〉的文章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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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認“富人群體﹐絕非鐵板

一塊”﹐有“好富人”﹐有“壞富人”﹐又說“即使面對壞富人

鼓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那就等於承認了沒有所謂

一般意義的“仇富”﹐因為人們不恨“好富人”的﹐而且“好富

人”是大多數﹐只恨少數“壞富人”。也就是說﹐人們不是恨所

有的富人﹐所以一般意義上的“仇富情緒”不存在﹐因為“仇富

情緒”是一個全稱判斷﹐“仇恨壞富人”是一個特稱判斷﹐這兩

個判斷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壞富人”幹了什麼呢﹖通過攀附權力而獲取財富。他們也

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裡。“秋風”也承認這一點﹐既然承認﹐

那麼﹐人們恨的是什麼呢﹖恨的是違法亂紀的腐敗。所以﹐人們

                                        
1 秋風﹕〈仇富就接近公正了嗎﹖〉《中國經營報》200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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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恨的不是財富﹐而是腐敗﹐要的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價值

觀念。 
非常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秋風”說﹕“即使面對壞富人鼓

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歸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種

反社會的情緒”﹐那麼﹐我們請問﹕“壞富人”通過攀附權力而

獲取財富。他們也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裡。是不是一種“反社

會的情緒”﹖如果一個社會對腐敗行為都恨不起來﹐那是不是一

種價值觀念的扭曲呢﹖ 
 

 
 

2003年 1月 22日﹐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第九屆執委會副主席﹑

民營企業家李海倉先生在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東鎮遭槍殺﹐經搶

救無效死亡﹐這是令人悲痛的事件。不料一些媒體又掀起一輪批

判“仇富心理”的高潮。一些媒體對整個事件的經過進行詳細的

報導﹐殺人兇手馮引亮曾經是當地的富豪和名人﹐他曾經“有個

小老婆﹐那個女人還生了個男孩。”他非法持有槍支﹐曾試圖強

行把土地賣給李海倉﹐沒有達到目的﹐而起了殺心。 
由此可見﹐殺害李海倉先生的不是一個“窮人”而是一個

“富人”﹐但是在評論中很少提到馮引亮是一個富人﹐卻把矛頭

指向了窮人“仇富”﹐批判所謂的“仇富心理”﹐以至於 2003 年

3 月兩會期間﹐某些政協委員提出要保護富人的安全。而個別報刊

推波助瀾﹐甚至提出了富人持槍保護安全的觀點﹐有人說﹕警察

能給富人特殊保護嗎﹖富豪是否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人們可以自由擁有或者申請槍支﹐富人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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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過購槍和僱人武裝自己。2 誰都知道美國的個人持槍幾乎

成了社會的公害﹐校園槍聲不斷﹐每年死於槍下的無辜者不比死

於交通事故的少多少。別忘了殺害李海倉先生的那個馮引亮就是

一個非法持槍者。 
我們的公安機關擔負著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重任。“在法律

和辦案程序上﹐作為警方的保護對象﹐無論是富豪或者民工都不

可能有任何的例外。”浙江省公安廳有關人士這樣告訴記者﹐“當

然﹐從富人更可能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的角度出發﹐公安部門在

內部的工作安排上有所偏重則屬於正常的工作側重點。”3 公安

部門已經有所側重了﹐可是有人似乎還不太滿意﹐一再提出要保

護特殊富人的安全﹐那麼我們請問﹕普通人的安全是不是也要保

衛﹖為了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每年都有公安人員犧牲在與歹

徙的生死鬥爭中﹐難道公安人員的生命不寶貴嗎﹖ 
就在這報刊的炒作鬧得沸沸揚揚時﹐與李海倉先生同一時期

遇害的周祖豹的案件有了進展﹐周先生是被他原來的生意合夥人

僱傭兇手殺害。這件事也與“窮人”無關。這就更讓人奇怪﹐為

什麼把富豪遇害的事件一古腦地栽到“窮人”身上﹐大批特批所

謂的“仇富心理”﹖難道富人殺富人也是仇富﹖ 
後來發生的兩個典型案件﹐也是在富人之間﹐請看媒體報導﹕ 
1﹑袁寶買凶殺人案件﹕ 
1997 年﹐袁寶﹐31 歲﹐才過而立﹐已富甲一方。 
1997 年﹐他所屬的公司比特科技（現 ST 比特）剛剛被運作

                                        
2〈中國富人的安全誰來保障﹖富人也是弱勢群體〉﹐《觀察與思考》2003 年 3 月

5 日。 
3〈中國富人的安全誰來保障﹖富人也是弱勢群體〉﹐《觀察與思考》200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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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捐資千萬元設立“建昊獎學金”的正面效應也在一步步擴

大﹐不久後﹐他獲得了一家傳媒集團頒發的“世界青年創業者大

獎”﹐他以宣佈自己掌控 30 億元的資產而“笑傲江湖”。 
他開始坐著剛買的凱迪拉克﹐想像自己的商業帝國。 
這時候﹐偏偏有人惹他不高興。 
這個人﹐是富豪劉漢。 
在 1995 年“3‧27 國債期貨事件”前後﹐和劉漢“同業競技”

的﹐正是周正毅﹑袁寶這些人物。 
當年﹐袁寶和一些朋友吃飯﹐就曾誇下海口說﹕“期貨業沒

有不聽說袁寶這個名字的。”但袁寶的對手是劉漢。1996 年﹐袁

寶在期貨市場上徹底遭遇失敗﹐雖然到現在外界尚不知其具體損

失額﹐但據稱應在 1~2 億元之間。 
在期貨市場獲勝的劉漢面臨的卻是殺身之劫。 
1997 年初﹐劉漢先後兩次死裡逃生。 
2 月 21 日晚上 9 時﹐殺手李海洋對著劉漢連開兩槍。據漢龍

集團的員工私下傳論﹐當時是劉漢的保鏢“替他擋了子彈”﹐劉

漢倖免於難。 
第二次的暗殺行動﹐據袁寶的一位堂兄交待﹐是袁寶出資 16

萬元﹐由袁寶所屬建昊實業集團的員工汪興實施﹐向坐在車內的

劉漢開槍。但子彈射穿玻璃後卻沒有擊中﹐劉漢再次從死神手裡

走脫。4

2﹑吳士民兄弟綁架殺害“千萬富翁”姜英武案件﹕ 
吳士民原係包頭市地稅局昆都侖區分局專管員。20 世紀 90

年代初﹐吳士民曾停薪留職經商﹐掙下百萬家產後恢復公職﹐做

                                        
4〈一無所有到 30 億資產的 66 億元富豪涉嫌買兇殺人〉﹐《21 世紀經濟報導》2004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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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名稅務專管員。2004 年 3 月﹐好賭成性的吳士民﹐在賭博中

輸掉了百萬家產並欠下賭債。為還賭債﹐與其堂弟吳士偉密謀綁

架勒索﹐並把綁架目標定在了好賭好色的姜英武身上。姜英武係

內蒙古小肥羊包頭加盟店經理﹐家產千萬。平時﹐姜與吳氏兄弟

常混在一起。 
2004 年 4 月 5 日﹐經兩個月準備﹐吳氏兄弟以“從東北弄了

幾個小姐”為誘餌﹐將正在開車回家的姜英武騙至吳士民父母家﹐

然後在茶水裡放上安眠藥﹐把姜迷昏綁架到吳士民的一個農場裡。 
吳士民向姜索要 50 萬元﹐在錢款到賬後﹐吳士民指使吳士偉

用電話線將姜英武勒死滅口﹐用柴油焚燒後又將屍體拋在 110 國

道烏蘭察布市興和縣境內。5

這些案件﹐再次證明了富人殺富人已經威脅到這個群體的自

身安全。事實勝於雄辯﹐導致這些案件的原因並不是什麼“仇富

心理”﹐而是富人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近代社會以來﹐為爭

奪財產權﹐為爭奪別人的財富﹐富人殺富人的案件也不少﹐案件

的原因也不是什麼“仇富心理”﹐而是富人之間的矛盾衝突。為

什麼我們的報刊﹐一出現富人被殺害的案件﹐就不顧事實地非要

把矛頭指向“窮人”呢﹖ 
 

 
 

文革期間孔子和儒家文化被批得體無完膚﹐似乎中國的一切

缺點﹐都與兩千年前的孔聖人有關。文革之後﹐在經過撥亂反正﹐

孔子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實《論語》早

就傳到歐洲了﹐據說法國《人權宣言》裡有句話﹕“己所不欲勿

                                        
5〈百萬富翁綁架殺害千萬富翁〉﹐《北京青年報》2004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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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於人”﹐就出自《論語》。歐洲近代是很講人權平等的﹐所以

才會利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 
2003 年關於“窮人與富人”的話題中﹐孔子所說的“不患寡

而患不均”又被上昇到“仇富心理”受到猛烈批判﹐一些人引用

這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助長了“仇富心理”﹐妨礙了富人致富。

不信您請看﹐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艾豐說﹕ 
 

6

 

這些話可真夠上綱上線的。事情真的如此嗎﹖我們先看孔子

的思想。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論語》〈季氏〉﹐原文

是﹕“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7 意
思是說﹐諸侯國最重要的是社會秩序安定﹐這是第一位的﹐不要

害怕貧窮﹐也不要害怕人口少﹐只要有安定的環境﹐遠方的人就

會歸服。那麼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是要搞平均主義﹖

                                        
6 艾豐﹕〈不解決“兩恨”文化企業家難以成長〉﹐《中國企業家》2003 年 1 月

23 日。 
7 孔子﹕〈季氏第 16〉﹐《四庫全書精編（經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

9 月﹐第 6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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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而是要求富人以“道”致富。請看孔子是怎麼說的﹕ 
 

8

 

這就是說﹐人人都有滿足生命情慾的飲食要求﹐都希望有富

貴的物質生活條件﹐但是要擺脫貧賤取得富貴必須合乎道德﹐君

子把道德看成是第一位的﹐用道德來控制自己的慾望﹐如果不合

乎道德寧肯放棄富貴而安於貧賤﹐這就是顏淵身居陋巷﹐一瓢飲﹐

一簞食﹐而追求仁義﹐樂在其中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傳統思想的“為富必仁”。孔子反

對“能人”嗎﹖不反對﹗孔子提倡“舉賢才”。孟子比孔子就更

進一步了﹐他認為臣下如果看到國君昏庸無能應該怎麼辦呢﹖如

果與國君有血緣關係就取而代之﹐如果沒有血緣關係就離開他。

孟子還主張輕關易道﹐給商人以便利﹐用“八家共井”的辦法讓

老百姓富起來。他還提出“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恒心”﹐9“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0 的觀點。 
所以打棍子扣帽子﹐硬說“‘不患少患不均’應該是我們中

國財富文化的主線﹐所以恨富人﹑恨能人就成為我們中國國民不

用教育大家都會的思維方式。所以人們怕顯能﹑怕出頭﹑怕露富”﹐

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歪曲。 
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提出過“均貧富”的口號﹐他們為什麼

要均貧富﹐是因為他們的土地被富人兼併了﹐所以每個朝代之初

                                        
8 孔子﹕〈里仁第四〉﹐《四庫全書精編（經部）》﹐第 680 頁。 
9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四庫全書精編（經部）》﹐第 735 頁。 
10 孟子﹕〈盡心章句下〉﹐《四庫全書精編（經部）》﹐第 7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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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均田。這個固有的社會矛盾﹐漢朝的董仲舒早就看到了﹐所

以他尖銳地指出“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會發生動亂﹐

要防止達官顯貴用不正當手段巧取豪奪﹐否則不僅農民活不下去﹐

國家連稅收都要困難了。非常有趣的是﹐古代賢人都知道富人逃

稅將不利於國家發展﹐我們有些現代人卻要為富人逃稅找各種

“藉口”﹐甚至說老百姓對某些富人逃稅的不滿是“仇富心理”﹐

是要“殺富濟貧”﹐甚至有人還提出應對企業家實施“稅收特

赦”政策。古人都懂得稅收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現代人卻提出

了一部分人可以“稅收特赦”﹐這是不是很荒唐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2 年對中國富人致富的原因進行過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普通民眾所希望和認可的致富原因首先是依靠

“文化資本”﹐即通過文化知識﹑技術水平等智力因素贏得財富﹔

其次是“經濟資本”﹐即通過資本的不斷擴張和原始積累﹔而人

們不能認可和痛恨的則是運用“權力資本”﹐即通過不正當的灰

色交易而躋身富人階層的致富方式。11

看了這項調查﹐我們十分清楚﹐老百姓心裡有桿稱﹐對通過

文化知識﹑技術水平等智力因素贏得財富﹐通過資本的不斷擴張

和原始積累致富﹐普通群眾是認可的﹐也就是說只要是合法的財

富積累﹐人民群眾是認可的。對於搞權錢交易致富的﹐人民群眾

是不滿意的﹐是深惡痛絕的。 
其實﹐對一般的偷稅行為﹐群眾也是有分寸的。2002 年劉曉

                                        
11〈中國富人的安全誰來保障﹖富人也是弱勢群體〉﹐《觀察與思考》200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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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稅案暴發之後﹐極少數媒體起哄架秧子﹐比如她會不會自殺啦﹐

要不要判死刑啦﹐是不是享受特殊待遇啦﹐拿頭撞牆啦﹐染不染

頭髮等等。這些報導立即受到有正義感的群眾的批評﹐《人民網》

上的一些文章尖銳地指出﹐應“給名人公正”﹐犯法是一回事﹐

個人隱私是一回事﹐不要“踏上一萬隻腳”﹐不要“落井下石﹑

幸災樂禍”……實際上這些呼籲反映了大多數人的看法。非常有

趣的是﹕講這些話的是普通人﹐而不是所謂的“富人”。劉曉慶

日常的行為很張狂﹐但是在她身陷囹圄﹑無以辯駁之時﹐是普通

群眾勇敢地站出來﹐認為應該保護她的“隱私權”﹐不要把與稅

法無關的事扯進來。指出個別媒體“多是捕風捉影之辭﹐這種做

法是否正義﹐是否合法﹖依我看﹐這至少是一種不君子﹑不坦蕩

的行為﹐有辱大眾傳媒之職。” 
如果按照某些人“仇富心理”的邏輯﹐劉曉慶偷稅之事﹐豈

不是“仇富心理”發作的一次機會嗎﹖豈不是要不斷地“踏上一

萬隻腳”﹐“落井下石﹑幸災樂禍”﹐才能滿足“仇富心理”的

發洩嗎﹖但是正義的群眾卻大聲疾呼“給名人公正”。這可以說

是有力地反駁了所謂的“仇富心理”﹐充分證明了人民群眾的法

制意識。 
如果我們看一看網上的議論﹐就會發現廣大群眾對欺行霸市

的人﹐不付給民工報酬的人﹐表示強烈不滿。道理很簡單﹐市場

經濟要求的是公平競爭﹐極少數不納稅的人﹑賣假貨的人﹑欺行

霸市的人﹑不付給民工報酬的人﹐是降低了競爭的成本﹐使守法

的經營者處於被動局面﹐直接影響了守法者的利益。同樣道理﹐

現在從事勞動的工人﹑農民﹑老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是“生

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他們對在改革大潮中響應黨的號召﹐

不捧鐵飯碗﹐不吃“皇糧”﹐艱苦創業﹐創造財富﹐提供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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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就業的私營業主也是理解和同情的﹐他們對極少數“為富不

仁者”也不滿意。這些都說明了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人民群眾的

覺悟日益提高﹐是社會正義的表現﹐這種正義的力量應該為社會

輿論所支持。 
所謂批判“仇富心理”是把矛頭指向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把

要求社會公正﹑公平﹑正義當做“仇富心理”進行批判﹐而這種

所謂的批判是為少數富人的不守法行為辯護﹐把要求“正義”偷

換成“仇富”進行批判﹐所以“仇富心理”是個假命題。 
 

 
 

其實﹐不僅“仇富心理”是個假命題﹐“富人原罪”也是一

個假命題。 
第一﹐“原罪”本來是一個宗教道德觀念﹐用在任何人身上

都不合適。按照基督教的觀點﹐從亞當夏娃開始人就有罪﹐所以

人一生要不斷地贖罪﹐直到死前還要請神父來做最後的祈禱﹐請

上帝原諒。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權威。中國傳統

文化不同﹐雖然有“天”的概念﹐但是主張人性善﹐孟子認為人

先天就是善良的﹐雖然荀子認為人先天有惡性﹐但不是來源於外

在權威﹐而是人生來有情慾﹐所以他主張改造人性使之向善。主

導中國傳統思想的是人性善﹐這是一種內在超越﹐也就是說﹐人

可以自己發揮良知﹑良能而為善。從文化學意義上看﹐“原罪”

是一種道德判斷﹐而且中西文化不同。所以把這種觀念應用到任

何人身上做價值判斷或者做法律判斷都不合適﹐因為從唯物主義

觀念看﹐人的觀念﹑行為是後天形成的﹐不能做先天判斷。既然

應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適﹐應用到富人身上就更不合適﹐因為

 11



這樣一來﹐一部分人從他發財的那一天開始就有罪﹐另一部分人

沒有發財就沒罪。這不符合近現代社會人人平等的觀念。 
即使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也提倡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帝的

子民﹐而且新宗教倫理精神還主張發財致富﹐提倡發財的人要節

儉﹐要救濟更多的窮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說新宗教倫理

精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當然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是經

濟原因﹐但是新宗教倫理精神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記得美國有

一位富翁在車站等火車﹐這時一個老太太過來讓他提箱子﹐上車

後給了他一個美元小費﹐後來知道他是一位大富豪很吃驚。結果

這位富豪說﹐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我幫您提了箱子﹐掙一美元是

我的報酬。這大概是新宗教倫理精神的最好註腳吧。人人平等﹐

富豪也可以幹提箱子的事﹐沒有什麼丟人現眼的。 
日本工業之父 — 澀澤榮一在《論語加算盤》一書中認為﹐

“儒學”是“和魂”的基礎﹐他對《論語》中“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進行了新的解釋。他指出﹕

聖賢並不反對富貴﹐關鍵是如何富貴﹐如何“以其道得之”﹐這

個“道”就是“公利公益”﹐因此個人和企業謀求利潤﹐對增強

國家經濟實力大有好處。這種解釋﹐也和新宗教倫理精神是相通

的。由此可見﹐把發財致富與“原罪”聯繫起來﹐本身就是一種

白馬非馬式的討論。 
第二﹐“富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就中國現實的情況來說﹐

多少錢算“富人”﹐多少錢算“窮人”﹐很難劃出絕對的界限﹐

還有﹐多少錢算富豪﹖是否富豪也要分級別﹐是以福布斯排行榜

為標準呢﹖還是以其它什麼為標準呢﹖這些都說不清楚﹐只能是

相對的概念。比方說﹐一個人一年收入十萬元﹐或者百萬元﹐他

比普通人要富裕些﹐但是他在外企工作或者是某公司的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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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打工的﹐你能說人家有“原罪”﹖還有辦企業的﹐他沒有

偷稅漏稅﹐對員工也工資照發﹐他一年收入上千萬﹐你能說人家

有“原罪”﹖所以﹐把模糊不清的“原罪”概念與相對的“富

人”概念聯繫起來﹐就會把要討論的問題搞得更混亂。關鍵問題

是看取得收入是否合法﹐凡是合法收入﹐從法律的意義上說﹐是

無罪的﹐不僅無罪而且是光榮的。合法致富的人越多﹐對社會的

發展越有利。 
為什麼有人提出“原罪”說﹐因為上帝是要“饒恕原罪”的﹐

由此可以引出“饒恕原罪”的觀點﹐這看來好像是替“先富起來

的人”說話﹐為“民營企業家”說話﹐其實不然。首先預設前提﹐

把富人先天定為“原罪”﹐然後再“饒恕”。非常奇怪的是一些

先富起來的人也不反駁這種觀點﹐甚至有人還讚成這種觀點。其

實﹐這種“饒恕原罪”即使打著批判“仇富心理”的旗號﹐也是

在貶低先富起來的大多數人。為什麼呢﹖大多數人是勞動致富的﹐

與所謂“原罪”根本不沾邊。非法致富的人是少數﹐是行為後果﹐

也不是先天“原罪”﹐所謂“饒恕原罪”是要“饒恕”非法致富

的少數人﹐既不是為多數先富起來的人說話﹐也不是為普通老百

姓說話﹐說得明白點﹐是維護少數人的特殊利益。所謂批判“仇

富心理”實際上是要堵大多數人的嘴﹐不讓群眾質疑少數財產來

源不明的人。“饒恕原罪”對大多數合法致富﹑勤勞致富的人也

不公平﹐放縱少數非法致富的人﹐實際是對勤勞致富的人的諷刺。 
有位老闆對我說﹕“饒恕原罪”把我也捎帶進去了﹐我是勤

勞致富的﹐你一“饒恕”不要緊﹐好像富人先天有罪﹐我也成了

“原罪”的冤大頭了﹐還是先弄清誰有罪誰沒罪吧﹐沒有弄清楚﹐

就談“饒恕原罪”﹐這不是把我也劃進去了﹐得便宜的是少數違

法者﹐吃虧的是我們這些老實人。我可是交了稅的﹐也沒有欠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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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賬﹐也沒有欠親戚朋友的賬﹐憑什麼讓我們替少數違法者揹

黑鍋﹐我倒是讚成把那些違法者曝光﹐讓大家知道先富起來的人﹐

大多數是守法的。 
 

 
 

綜上所述﹐“仇富心理”和“饒恕富人原罪”是兩個假命題﹐

是個別著名學者製造出來的假命題﹐是有意識地為官商勾結﹑違

法亂紀的少數人利益辯護的。先用“富人原罪”﹐不分合法與非

法﹐把發財致富的所有人都描繪成有這樣或那樣的“原罪”﹐然

後套用上帝“饒恕原罪”﹐為少數偷稅漏稅﹑官商勾結的不法行

為進行詭辯﹐把真正勤勞致富﹑奉公守法的富人也打入了“原罪”

的圈子﹐壓制了勤勞致富的大多數人的發言權﹐讓他們不敢公開

聲明自己是乾淨的﹐因為你要自我表白﹐就用“原罪”的大帽子

壓你﹐抓住你的某些缺點作文章。 
如果人民群眾不滿意﹐他們就會說﹐上帝“饒恕原罪”﹐為

什麼不能“饒恕富人原罪”。如果不接受某些著名學者的“饒恕

富人原罪”觀點﹐他們就會用“仇富心理”進行批判。 
這樣無論貧富﹐只要你堅持公平﹑正義﹐某些著名學者都會

用詭辯來對付你。現在﹐我們請大家看一個實例﹕ 
某著名學者說﹐“在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中間﹐知識分子﹑

學者應該是超脫所有的利益集團﹐應該對社會負責。所以他的獨

立性﹑他的批判精神﹐他的對社會負責的態度﹐不光是中國的知

識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識分子的一個必須具備的條件。”12

這位學者的所謂“獨立性”﹐也可以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12 許小年﹕〈學者應超脫利益集團〉﹐《新快報》200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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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維護社會的正義﹐也就是說要

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但是這位學者說﹕ 
 

13

 

這位學者還用小崗生產隊 20名社員私下訂立了大包幹分田到

戶合同﹐作為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同志﹐並沒有根據當時的政策

和法律追究這些社員的“原罪”﹐試圖證明不能因為“資產的積

累帶有‘原罪’的性質﹐否定這些資產的積累”。這種推理本身

就是混亂的。 
第一﹐“大包幹分田到戶合同”主要是政策性問題﹐而不是

法律問題﹐文革時期批判所謂“三自一包”是因為 1960 年後出現

了“三自一包”﹐這證明了“三自一包”在 60 年代的合法性。因

此“大包幹分田到戶合同”是對文革的否定﹐是恢復 60 年代“三

自一包”的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作為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同志﹐

並沒追究﹐不僅沒有追究﹐而且還提倡﹐這是撥亂反正﹐恢復 60

                                        
13 許小年﹕〈歷史的和前瞻的對待“原罪”〉﹐《東方企業家》2004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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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農村政策。 
第二﹐從 1950 年直到現在﹐我們的法律規定﹕貪污﹑走私﹑

偷漏稅﹑行賄﹑受賄﹑擾亂金融秩序都是違法犯罪﹐這些維護社

會公正的法律﹐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變﹐所以法律不

保護非法的私有財產。所以憲法明確地強調“保護個人合法財

產”。 
第三﹑法律與道德有聯繫但還有區別﹐用非法手段發財致富

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違法的。 
這位學者的所謂饒恕“原罪”﹐是公開挑戰法律和社會公

正。因為大多數民企是守法的﹑或基本守法的﹐大多數人是勤勞

致富的﹐違法的是少數人。這是我們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因此

饒恕少數人的違法行為﹐是對大多數人的不公平。 
某些經濟學家﹐為所謂的“原罪”進行辯護﹐批判所謂的“仇

富心理”﹐是挑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義﹐也是對大多數守法致富﹑

勤勞致富的民營企業家的不公平。 
可見﹐這位學者缺乏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基本價值觀念﹐他不是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也不是維護大多

數守法致富的民營企業家的利益﹐而是要為少數不合法的發財致

富的人辯護﹐儘管他用所謂“以歷史的和前瞻的眼光妥善處理好

這一問題”進行說教﹐我們仍然認為﹐他是為少數人的特殊利益

進行辯護。因為﹐無論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觀

點看﹐大多數人是合法致富的﹐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基本出發點。 
這裡我們也鄭重地提醒媒體不要再炒作“窮人仇富心理”和

“饒恕富人原罪”這兩個假命題。應該宣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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