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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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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理财十二则

民间尊称范蠡为财神的缘由

《陶朱公经商十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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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的人生智慧：年轻时看...

历史上真有卧薪和尝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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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的物价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范蠡的物价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周建波

摘 要：范蠡不仅是华商鼻祖，也是我国封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理论的创始人。范蠡的价格

思想主要包含三大内容:一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在于供给利需求的相互影响;二是商品价格是

变动的，变动的规律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三是影响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

的供给。将范蠡的价格思想运用到商业运营方面就形成了积著之理，运用到国家宏观调控经济

方面就形成了平粜理论。范蠡价格思想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农业和商业的矛盾考虑不多，这构成

了商家积著之理和国家平粜理论之间的内在冲突，埋下了后来封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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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约前536至448)，字少伯，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三户人。相传范蠡出身贫

寒，家无“世禄”，当时正任宛令的文种发现他才略非凡，认定是个有用之才，于是引荐范蠡一

起来到越国，受到越王勾践的重用，二人后来都成了越国的知名大夫。范蠡到越国时，正当

吴、越争霸之际。先是吴国打败越国，后来越王勾践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十年生聚，十

年教训，最后灭掉吴国，称霸中原，范蠡亦被称为上将军。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二十余年(约前496--前473自勾践即位至越灭吴止)，为越国称霸立下汗

马功劳。越灭吴后，范蠡决计离开越国，从此开始了弃政从商的后半世生涯。他先来到齐国，

易名为鸱夷子皮，耕于海边，苦心经营，致产达数十万。齐人闻其贤明，任为其相。范蠡又辞

归相印，尽散家财，到了当时处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今山东省定陶)，复改称陶朱公，

在那里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成为有名的大富翁。尽管范蠡的陶朱公称

号及传奇般的事迹在历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过去长时期中，人们只知道他经商得法，擅

长贱买贵卖，却不知道指导其致富的源泉在于他对商品价格波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自觉地

运用这一规律来指导个人的商业实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有关范蠡的点

滴史料来看，范蠡对商品价格运动规律的论述，确实精辟独到，绝不输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商

品价格运动规律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借鉴之意，既有利于指导现代企业的健康发

展，也有利于指导国家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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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论述范蠡的价格思想,然后论述范蠡是如何运用这一思想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最

后谈谈范蠡价格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局限性。

一、范蠡价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范蠡生活的春秋后期正是社会生产方式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工商

业日趋活跃，传统的“工商食官”的局面被突破，自由的私商纷纷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富

商大贾，不仅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而且交通诸侯，与问政事。商人势力在逐渐增长，地位在

逐渐提高，他们已开始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范蠡正是这个新兴商人阶层的代表人物。商人阶层

依靠买贱卖贵为生，因而价格问题成为以范蠡为首的商人阶层思考的重要内容。范蠡曾说过:

“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关于计然又作计倪，计砚、计

研。《史记·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驷案:《范子

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

之。”《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引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

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闻复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蠡之师也，焉有如此而越国不记其事，书籍不见其名，

史迁不述其传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还举出十个理由

支持蔡谟之说。但不管怎么说，都承认计然之策是对当时经济活动规律的总结，对范蠡有很大

的影响。范蠡运用计然之策，先在越国推行生聚政策，从培养国力入手，使越国得以富强。后

又运用计然之策于个人经商活动，使自己成了大富商。鉴于此，学术界在研究范蠡时，往往将

《史记》中有关范蠡的资料和《越绝书·计倪内经》中计然答越王问的资料等同看待，本文也将

尊重这一学术传统。

范蠡的价格思想主要包含三大内容。一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在于商品供给和需求的相互

影响。范蠡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这是说，如果某种商品有余则供给大于需求，

价格就低;如果某种商品不足则供给小于需求，价格就高。

二是商品价格是变动的，变动的规律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1]这是说，某种商

品的价格上升到了极限，就会向低转化，由贵到贱;下跌到最低点后，又会上涨，由贱到贵。这

是因为，商品的供求会影响价格的高低，而价格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商品进一步的供求。当

商品的价格升高时，生产者出于牟利的动机会增加商品的供应，消费者出于效用的动机会压缩

购买，这样自然促使价格向低转化。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者出于牟利的动机

会减少商品的生产，消费者出于效用的动机则会增加购买，这样又会促进价格的上升。

在这方面，范蠡的论述和西方经济学是一致的，可谓异曲同工。

三是影响价格波动的原因主要是供给。范蠡生活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的古代社会，农业作

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受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农作物收获状况尤其突出地带

有靠天吃饭的特点风调雨顺，则农作物丰收;反之，则歉收甚至颗粒不收。在这种情况下，思想

家思考的重点自然要更多地放在供给上，这跟现代西方经济学提倡刺激需求是不一样的。

作为先秦有名的政治家，范蠡自然摆脱不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他认

为，气候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特点，因此农业收成也是不稳定的，同样呈

现出周期性循环的特点。范蠡对农作物收获周期性循环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段文字中: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1]“太阴

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决万



物不过三岁而发矣…… 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一饥。”[2]

在古代社会，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学是最重要的科学。到春秋战国时，古人已发现

木星十二年绕天空一周。木星又称岁星、太阴、岁阴，或径称岁。另外，这时具有朴素唯物主

义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思想已普遍流行。古人一方面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说明

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把五行的属性赋予纪年上，用五行来表示不同的年

份。

上面这段话是说，当太阴每十二年为周期进行周期性循环时，大地上事物也会相应地发生

变化。太阴运行到“金”的三年中，是“穰”，即大丰年；运行到“水”的三年中，是“毁”，即大荒

年；运行到“木”的三年中，是“康”即小丰年；运行到“火”的三年中，是“旱”，即旱灾。这样太阴

绕天的一个周期恰是农业收获由丰年经平年到灾年的一个周期，即“十二岁一大饥”。在这个大

周期内又包括两个小周期，即“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循环的中国期，和“三岁处金则穰”的三

年一循环的小周期。既然农作物收成具有周期性循环的特点，因此作为国家和个人理所当然地

就要重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原因。范蠡高度重视“修备”问

题，并把它作为从政经商活动的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他在向越王勾践献富强之策时，开宗明义

就说道：“知斗则修备。”[1]所谓“修备”，是指建立粮食和财务的储备。以便应付可能到来的灾

难，包括天灾和人祸－战争。面对着当时战火频仍、征伐不息的形势，范蠡认为，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政府应当做好战备，以防不测。他

说“兴师者，必先蓄积粟钱布帛”，否则一旦爆发战争，“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

[2]94范蠡还认为，不但国家应建立储备，即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建立储备，这样才能做

到生葬都有依所。他说，“人之生无几，必先优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

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2]96至于个人有了储备则生葬都有依所。

范蠡的价格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农业劳作实践的总结，反映了古人想掌握农业

生产丰歉的规律，以便趋利避害，达到国富民足的追求，对于管理社会经济活动有特别的指导

意义。第一，范蠡生活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样一个时代，他从分析农

作物收获的变动入手，去寻求整个社会经济变动的根源和规律，这就抓住了观察事物变动的主

要矛盾，同时并承认事物变动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第二，范蠡提出农作物收获循环论，主要

目的在于试图通过生产过程去考察流通领域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认识事物的大本大源，这也正

是范蠡的农作物收获循环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原因。

当然，从严格的科学角度看，范蠡的农作物收获周期性循环思想也存在不少的漏洞。首

先，农业收成的好坏，确实与天时的变动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种天时的变动主要是太阳的作

用，如太阳辐射、风气旋、雨量等引起的，它与木星的运行根本没有关系。其次，丰年灾年出

现的先后，很难表现为一种固定的顺序，只能说它大致呈现出这方面的变化趋势。比如，如果

第一年是丰年，就认定第二年是平年，第三年是灾年等，这肯定是机械的比附，反映了古代朴

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不足--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古人的思想时，要采

取求大略、不求甚解的态度，着重把握其思想的总体框架，而不能纠缠于某些具体的数字或结

论。

二、范蠡价格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

将范蠡的价格思想运用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就出现了指导商家经营管理的积著之理和指

导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平粜理论。



（一）积著之理

范蠡的积著之理，从狭义来说，是通过商品的流通和交换、猎取暴利的一种理论。从广义

来说，可以看做是有关经营管理商业的一些原则和办法。这一理论是在农作物收获循环论的基

础上形成的，要求商家树立变化意识，充满危机感、紧迫感。

依据农作物收获循环理论，由于天时的有规律变动，商品会出现有余和不足。由于这种有

余和不足必然引起物价的涨跌，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而且这种变动每隔三年就

出现一次。如何遵循这一规律去获取利润呢？范蠡提出的办法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所谓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意思是说，当天旱时，要多购置船舶，因为天旱过后，大水来临，船

舶需要量大增而供不应求，船舶的价格必将上涨，到那时再将所购的船舶抛出，一定会获得厚

利。相反，当水灾来临时，要多购置车辆，待水灾过后再抛出车辆，同样也会获得厚利。《国

语·越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

待乏也。”[3]“旱则资舟”“夏则资皮”等等，只是商品交易的一种原则，目的是树立最大的竞争优

势，不给消费者制造“货比三家”的空间。它告诉人们，要在预测商情的基础上，利用商品将出

现缺乏的时机以赚取利润。所以这种经营方法又称“待乏”原则。除了提出“待乏”原则，范蠡还依

据“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价格变化思想，提出了另外一个商业经营原则，这就是“贵

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是说，当商品价格上涨时，不要把高价的商品当作奇货而舍不得

脱手，应该将这种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售出去。因为商品价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现象，当商品价

格昂贵时，恰恰预示着将要下跌，只有毫不吝惜地迅速出售才能不会错过实现较高商业利润的

大好时机。这是因为，价格的昂贵，预示着购买量的减少和供应量的增加，当商品出现了供过

于求的趋势时，价格的下跌是必然的。反之，当商品价格下跌时，不要随大流而竞相抛出，应

看准有利时机，把降价的商品像珠玉一样大量收购进来。这是因为商品价格的下跌，预示着供

应量的减少和需求量的增多，因此价格不可能一直下跌，当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时，价

格的提高就是必然的。因此，只有在商品价格最低时多买价格最高时多卖，才能获取最大的商

业利润。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从经营战略、产品结构的角度去讲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是从经营战术、竞争策略的角度去讲的。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树立最大的竞争优

势，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

在“积著之理”中，范蠡还提出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商业原则。所谓“务完物”，就是要求手中所持有的商品质量要好。对任何

商人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货币财富的增值，而不是商品本身。商品只不过是增加货币财富

的手段。但是商品质量不高，就会降低竞争能力。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对乳业的巨大影响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所谓“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是说对于容易腐败变质的农副产品。如水果、蔬

菜、水产品等不要长期储存，要赶快出手，这是因为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保质周期（农、水产

品更突出），一旦产品过了保鲜期（保质期），白送都没人要。所谓“无息币”，是说不要使货

币资本长期停滞在手中，要让它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地周转。从这里可以看到，范蠡已充分认

识“快”对于经商理财的重要性。无论商品或货币，只有快进快销，加速周转，才能加快财富的

增值。“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无敢居贵”等都体现了这一要求。

（二）平粜理论



将范蠡的价格思想运用到国家宏观管理经济方面，就是调节物价，把物价控制在社会能接

受的限度内的平粜理论。

依据农作物收获周期性循环理论，既然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受天时的影响呈现出有规律的变

化趋势，那么谷物的价格也必然表现为有规律的变化。所以“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4]。

进一步看，既然农业收成的好坏每三年要变动一次，则谷物的价格也要每三年变动一次。又因

为谷价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因此，社会上的物价每隔三年就要普遍发生一次

变动。这就是“决万物不过三年而发”[2]99”的意思。

对于谷价的这种有规律变动是否应任其自由涨落呢？范蠡认为不可以。他指出，如果任凭

谷价自由波动，必将损害农工商的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国家应

当管理谷物价格，把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名的谷物平粜思

想。

范蠡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

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里所说的二十、九十，

是指每石粮的价格。据《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云：“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2]98-99

说明当时是以石为单位表示粮食价格的。这是说：谷价太高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受

到损害就不愿努力生产，从而影响农产品的供应；谷价太高，又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

业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愿意从事财货增殖的活动。如果将谷价的波动限制在每石三十钱至

八十钱的幅度内，则对农工商都有利益。办法是实行平粜。当谷价过高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出售粮食；谷价过低时，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这样一来，物价趋于平稳，工商业者

和农民两利，社会的生活趋于正常，这就是“治国之道”。

总之，范蠡既反对以行政措施固定粮食价格，如像西周那样，市场商品价格完全由贾师决

定，强制性地让价格固定在某个水平上，而是主张顺应经济规律，由市场的供给、需求来决定

产品的价格。同时，他也反对价格的任意波动，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的根本利益，要求国家采取

经济措施，“平粜齐物”，以控制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使之处于“农商俱利”的状态。这说明，范

蠡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出发，来考虑如何巩固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的，这就是平粜思想

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原因。当然，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早期生产力发展程度不高，封建生产方式

内部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以至于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很少考虑的事实。

范蠡的平粜理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管理、调节物价的思想主张开了封建国家直

接从事商业经营的先河。

三、范蠡价格思想的评价

透过范蠡的价格思想，以及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国家的经济实践活动，都可以看出其中浸透

出来的朴素的唯物观和强烈的辩证思维意识，这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进步的社会思潮，尤

其是楚文化“道法自然”的思想分不开的。

中国先秦的天道观，即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向自然

决定论的转变。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属于

典型的神学决定论，但商朝统治者对鬼神虔诚的信仰并没有挽救商朝的灭亡，这给继商而起的

周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他们认为商王朝虽祭祀天帝非常殷勤、周到，但由于不讲德行，对

百姓滥施刑罚，终于引起了上天的恼怒，最终遭到天帝的抛弃。西周虽然是一个小部落但讲德

行，对百姓施仁义，最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上天将领导天下的使命交付于它。由于这个原



因，西周的天道现在继承商王朝的基础上，加进了“尚德”的内容。他们认为，商王因失德而失

天命，周王修德而受天命，可见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天命靡常”[5]，“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6]。西周末年以来，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贵族领主政治出现了瓦解的趋势，史

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1]742。“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现实，说明那些虔诚地祭祀上天、仁民爱物的人未必能够

得到上天的保佑；那些为非作歹、欺凌百姓的人未必能够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样就使传统的天

道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恨天、骂天的思潮。如，《大雅·云汉》:“昊天上

帝，则不我遗！”意思是说：苍天呀，上帝呀，竟然忍心不给我饭吃呀！《小雅·节南山》:“昊天

不惠！”意思是说：苍天呀，你太寡孽！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反思西周

的天道观，而向自然天道观转变。

一部分思想家发展了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在神、人之间，进一步把神降为民的附属，视

“民”为主体。如（随）季梁、（宋）司马子鱼均曰：“夫民，神之主也。”[7]这是说，上天是代表

民众的意志的，那些仁民爱物的人可能一段时间内会穷愁潦倒，但终究会赢得社会的信赖；那

些为非作歹的人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骄狂得志，但“多行不义必自毙”，终究会受到社会的处罚。

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产生的背景，它主要活动于经济开发较早、深受西周礼乐文化影

响、产权意识强烈的黄河流域，也就是周文化圈。

还有一部分思想家转向了对大自然社会运动规律的探讨。他们认为大自然有自己的运动规

律，这就是“道”。“道”由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构成，故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

之所伏。”[8]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转向它的反面，而且这种转化永远没有穷尽，这就是

“反者道之动”[9]。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必须按道行事，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的恣意妄

为，这就是“道法自然”[10]，这就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产生的背景。它主要活动于经济开发较

晚、受西周礼乐文化影响不深、还保存有浓厚的原始公有制遗风、产权意识不强的江淮流域，

也就是楚文化圈。

范蠡出生于楚地，长期活动于江淮流域，在辅佐越王勾践完成灭吴大业、称霸中原后，又

隐姓埋名来到齐地，完成了由官员到平民的转变。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使范蠡的身上既有着

楚文化浓厚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中原德治文化的影响。中原德治文化对范

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敬民、爱民、主张“农末俱利”的施政方针上，以及经商“三致千金”后，仗义

疏财、全部“分散与贫交疏远兄弟”上。楚文化“道法自然”思想对范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范蠡的认

知行为上。范蠡在观察问题时，十分注意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地研究，特别强调事物的变化

性，要求顺应自然规律来治国、经商、养生。他指出：“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

功。”所以必须先了解“天地之恒制”，即永恒的自然规律，“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还说：“时

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这是说，时令没有来到，不可勉强使它生殖；人事没有

尽到，不能勉强使它成功。无疑，这是楚文化“道法自然”思想的体现。

当然，范蠡价格思想指导下的商家积著之理和国家平粜理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根据积著

之理，商人应该顺应价格波动的趋势从中牟利；可是根据平粜理论，国家又不能任由价格的任

意波动，主张使价格控制在社会各阶层都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这样一来势必要损害依托价格的

波动从中渔利的商人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后来封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子。

农作物收成靠天吃饭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经济活动自身的不稳定性，必定造成物价的大起大

落，这就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问题而私商贱买贵卖，“贵出如粪土，贱



取如珠玉”的经营方式，在改善民生、搞活经济的同时，也会加剧社会经济活动的这种不稳定

性，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问题，这是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合理性所

在，也说明了封建经济运行的规则是：私人经营是基础，国家经营是补充。只是封建国家一旦

直接从事商业经营，就要贱买贵卖，按照“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商业原则办事。由于国

家实力更强，资产规模更大，很容易在与私商的竞争中取得市场垄断地位，这就严重影响了封

建工商业的基础——私商的利益，意味着平粜理论在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带有压抑私商、与民争

利等缺点，从而提出了如何评价私商、官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官商的定位、经营领

域、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限制条件等问题。

由此看来，范蠡平粜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副作用，即交易成本考虑不够。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也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它在追求政权巩固最大化（这是

它的长远利益所在）的同时，也追求物质收益。享受的最大化（这是它的眼前利益所在）。在

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只有在政权危机的情况下，统治者才会舍弃自己的过分地对物质利益的贪

求。这意味着，第一，政府一旦进入工商领域，尝到甜头后，就会依靠政府财政巨大的规模优

势与民争利，从而压抑民间商业的发展。第二，政府经商还会由于具有垄断市场的力量而沾上

管理效率低下、经营作风霸道、强买强卖、产品质量差、价格昂贵等弱点。政府经商的上述不

足，在汉武帝“官山海”、全面发展官营经济期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史载，汉武帝时期，“民

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产业”[12]，这是官营经济压迫民营经济的必然结果。

作为汉武帝的同时代人，司马迁既看到了民间工商业的贱买贵卖对社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

产造成的破坏，更感受到了官营工商业“不便于民”，甚至“与民争利”、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种种

弱点，因而虽赞成由政府弥补民间经济的不足，但又主张将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经济的副作用，

即交易成本降低到最低点。

他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

最下者与之争。”[12]732这是司马迁基于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副作用的认识，根据经济秩

序的不同要求而提出的循序渐进的办法，可谓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制。

总之，范蠡价格思想中最伟大之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自然哲学思想，这不仅对企业经营，

即使对政府管理物价也是很有帮助的。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农业和商业的矛盾、私商和官商的矛

盾考虑不多，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不高、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各种矛盾还没有表现出

来的反映，对此我们是不能苛求于范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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