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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易经》六十四卦中，首

卦乾卦有六个阳爻，就好似六条龙。从

大的来看，乾卦六龙代表着天地万物变

化的规律；从小的来看，六爻就代表着

人生发展的六个阶段。那么，我们自己

处于其中的哪个阶段？现阶段的自己是

知足安命，还是激流勇进？一番拼搏之

后，最终又该如何功成身退呢？ 

  



【曾仕强】我们都知道《易经》的学

问是从大自然生发出来的，自然是活的

，所以《易经》的学问也是活的，是有

弹性的，不能按照字面去解释。六龙御

天不可以解释说有六条龙，把整个的天

空都控制住，这是不合适的。天并不完

全指天空，天代表整个天地自然，整个

宇宙，和各种变化的情境，是让我们琢

磨不透的。任何事情都是千变万化的，

我们的人生境遇也几乎是瞬息万变，充

满了难以预测的变化情境。龙就是变化

的过程，它不一定是指一种动物。六也

不一定特指六，它是代表我们很难去掌

握的那一个领域，那个部分。讲五的时



候我们都产生一种队伍的感觉，因为一

个手有五个手指头，可以掌握的部分就

叫五，而说到六，就有一个手指头在外

面，不能掌握，超出了所能掌控的部分

就叫六，所以我们只讲队伍，从来不讲

队六。 

之所以讲六六大顺就是在告诉我们，

一旦到了六，很可能是不顺的，要特别

小心。因为很不顺，所以才说六六大顺

，这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如果用

这样的思维来了解中国人的学问，大概

不会错到哪里去。六龙不是六条龙，它

可能只有一条龙，也可能有千千万万条

龙，很难掌握到底有几只龙，而龙是变



化的过程，就代表整个的天地自然，这

就是六龙御天。 

我们今后看任何卦，最好都画出一张

体检表，就知道这个卦的状况是怎么样

的。首先我们翻开《易经》就看到乾，

下面四个字：元、亨、利、贞。乾是什

么？乾就是这卦的名称，叫做卦名。六

条没有间断的、连续的阳爻，就是乾卦

的卦象。六爻都是阳的，这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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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卦里就这么一个纯粹的阳卦。元、

亨、利、贞四个字是解释乾这个卦名的

，叫做卦辞，卦辞就是把一个卦的要点

说出来让我们去体会。元、亨、利、贞



四个字代表什么？它可以代表一个人一

生的成长过程，也可以代表一个团体或

一个人群里每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还

可以代表一件事情从开始到最后的阶段

性的变化。 

  

【画外音】乾卦六龙代表着整个天地

自然的变化规律，为了便于理解，我们

可以把乾卦的六个爻看成是人生发展的

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对应

的变化和特点，只要我们逐个掌握了它

们的规律，合理利用，就可以像龙一样



飞黄腾达。那么，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

什么呢？ 

  

【曾仕强】初九是第一个阶段，我们

把初九到上九看成一个人的不同成长阶

段，而出生到出社会之前这个阶段叫做

初九，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因为此

时还在求学阶段，只能多去打打工，学

到一点小经验，如此而已。潜得越久，

将来成就越大，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器晚

成，潜得越短就表示个人的基本功还没

练好，本事还不够充实，却要踏入社会

。老实讲，这也是每个人不同的处境所



决定的，我们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

有的人家境贫寒，必须要出去赚钱来补

贴家用，只好很早就涉足江湖，这是每

个人不同的命运。潜得久也不见得功夫

就一定够，如果潜得久，却没有下工夫

，没有学到东西，那就叫温室里的花朵

。 

初九，阳爻居阳位，是当位的。六

十四卦中，一、三、五爻如果是阳爻，

就叫当位，二、四、六如果是阴爻，也

叫做当位。这样我们就知道，第一卦乾

卦六爻中就有一半是不当位的。所以如

果一个人就是正直，就是讲诚信，他这

辈子就要吃尽苦头，因为正直、诚信在



这个阶段是合适的，到下个阶段就不一

定合适了。于是越是开始很诚信的人到

最后越是虚伪，就是因为他经不起考验

，对诚信失去了信心，觉得老实人吃亏

，认真的人没有用，这岂不糟糕？ 

现代人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一

般人读到博士后，已经是二十七八岁了

。我当年看《三国演义》的时候，看到

孔明潜了二十七年，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现在看来，今后潜到三十岁还没有出

来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多，这表示什么？

表示社会越来越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

，我们必须要长期地潜。可是潜并不是

什么都不做，潜是要深入社会，但是要



身在其外，才能够客观地去了解它。与

此同时，我们要有个观念——我所学的

将来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要增强智慧

，而不是充实知识。 

六十四卦是八卦相重而来，所以一

个卦可以分成上下两个经卦，乾卦分为

下乾上乾，为什么我们不说上乾下乾？

因为下乾是基础，然后才能建立上乾。

有的人一辈子就在下乾里面打滚，从来

没有到过上乾，有些人很快就进入上乾

，这也是每个人的命运不相同。一定要

记住：卦是活的，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 



《易经》中六十四卦中每个卦的上

卦跟下卦都是始、壮、究的演变过程。

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始，进而发展，茁壮

成长，然后一个结果出来，如果这个结

果你满意，那就重新再开始，然后又是

始、壮、究这样一路发展下去。 

有的人一辈子只有一个始、壮、究

，有的人有两个，有的人三个，有的人

四个，都可以连续下去。六十四卦中，

下卦的初爻跟上卦的初爻（也就是第四

爻）有密切关系，二、五有密切关系，

三、上有密切关系。如果第一爻跟第四

爻，第二爻跟第五爻，第三爻跟上爻，



都是一阴一阳的话，关系就很良好，因

为异性相吸，这样就叫做相应。 

但是乾卦每一爻都是刚的，都是阳的

，同性相斥，初爻跟第四爻根本不相应

，二爻跟五爻也是硬碰硬，不相应，三

爻跟上爻都是阳刚，你看不起我，我看

不起你，也不相应，所以乾卦没有一个

爻是相应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硬

脾气，就一辈子倒霉，人家不会赏识他

，也不会提拔他，他只能孤军奋斗。这

样我们就完全了解了，太多事情其实都

要自我反省、自我了解、自我检讨、自

我改善，才能体会到孔子讲的不怨天不

尤人的真义。 



  

【画外音】乾卦的第一爻：潜龙勿用

，指的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潜，意

思是：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不要急于表

现，而应当放低姿态、努力积累能量，

以待合适的机会再充分地展现，这样就

能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见(现)。

那么，我们应该选在什么样的时候来展

现自我？在自我展现的时候，又应该注

意些什么问题呢？ 

  

【曾仕强】一个人潜潜潜，潜到机会

来的时候要抓住机会，这是很大的考验



。有人一辈子没有得到机会，反而比较

安全，了不起就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

出息，但也不会做什么坏事，平平安安

一辈子。可是一旦有机会，有人抓住了

，这机会就有阴有阳了，到时候是抓住

机会去做好事，还是抓住机会去做坏事

？是抓住机会就表现得很好，还是抓住

机会就表现得让人家贻笑大方？可见九

二爻是蛮麻烦的。爻辞特别在见龙在田

之后加上四个字，叫做利见大人，整个

乾卦第二爻跟第五爻两个对应爻的爻辞

都有利见大人。意思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潜得够久了，时机到了，上面提拔，考

试及格，被录用了，当了主管了，所有



人都会看这个人怎么表现。其实表现好

与坏是谁在决定？很明显地大家就知道

，是九五在决定，上面看他很顺眼他就

表现得好，上面看他不顺眼他表现再好

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到最后悟

出来：朝中无人莫做官。上面没有人支

持你，你怎么去表现，你怎么知道该怎

么做？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诸葛亮潜了27年，刘备三顾茅庐，

他才出山，那他表现得有没有利见大人

？有，他像个大人物，头头是道，连不

服他的关公、张飞都口服心服，刘备更

是没有话讲。诸葛亮的利见大人就是得

到刘备的赏识，可是他也种下了日后的



恶果。诸葛亮一生就是在九二爻的利见

大人没有掌握好，过分表现，当时刘备

确实非常高兴，但是事后想想：这还得

了？这样下去天下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人家会怎么看我？所以他就开始牵制

诸葛亮——这个我有原则，我不听你的

，你劝我要荆州我就是不要，你劝我不

要带老百姓迁移，我就是要带。这都是

诸葛亮自己找来的麻烦。所以当我们得

到机会，受到上面的提拔，得到很多人

的赏识时，要特别小心，不能表现过度

，否则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 

  



【画外音】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

的案例可以看出，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见（现），不仅要把握好表现的时机

，更要掌握住表现的分寸，否则过犹不

及。在此之后，就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惕。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又该注

意些什么呢？ 

  

【曾仕强】诸葛亮到了九三爻就开始

很辛苦了，第三爻连龙都称不上，叫君

子了。第三爻第四爻没有“龙”，六个

爻只有四条龙，在天道地道都叫龙，在

人道，不称龙。很多人说人心太坏，其



实不是人心太坏，而是人的本性就是这

样。很多人太理想化，认为只要自己正

直、诚实，一切都照规矩来，人家就会

欣赏，有功劳人家就不会忘记，其实这

样的人把人生看得太简单了，就是没有

经过磨炼，了不起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 

我们要知道，诸葛亮从九三爻开始

就已经不是龙了。他在没有下山以前，

是卧龙，名声在外；他在见龙阶段，连

张飞都对他服服帖帖。可是到了第三爻

他不是龙了，是君子，因为他可以耍性

子了——你爱听我的就听我的，不听我

的我就回家去了，我叫你取荆州你不取



，那我回家了，你自己去干。但他没有

这样做。诸葛亮到了九三是君子终日乾

乾，夕惕若厉，每天都好像会有危险一

样，高度警觉，一会儿这个人来了，他

要费尽脑筋去想他为什么来，自己怎么

去因应他，即使是自己哥哥来了也是如

此。这就叫做终日乾乾，连晚上也不敢

大意，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不敢有一点

差错。 

九三爻辞最后告诉我们：无咎，无

咎就是没有后遗症，诸葛亮是没有后遗

症的，他很辛苦就是为了没有后遗症。

《易经》里面这个无咎是最了不起的，

它告诉我们，人天天都有艰难险阻，这



才叫人生。我们讨好地去应对不见得好

，因为后面的结局怎么样很难预料，所

以九三爻告诉我们，人要考虑得长远一

点，不要只看眼前，眼前很好，明天就

坏了，后天就坏了，五年很好，十年就

糟糕了，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想得很长远

，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很深入地去了

解这些事情，才算勉强过了下乾。 

我们可以讲，小老板一生就在下乾

，好不容易发现一些市场，找到一些产

品，有了一些人员，然后他就见龙在田

，生意越做越好，就这样过一辈子了，

好不好？当然好，有什么不好？因为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有人天生就是当



小老板的，你的本分就是这样，还往上

走干什么呢？如果每个人都往上走，那

下面的事情谁干呢？有些人摆地摊的时

候做得很起劲，朝气蓬勃，家里人都很

和气，一旦要开店，要进入上乾就完了

，那就是不甘于自己的分。一开店就完

，就算开店很成功了，然后又要扩大，

要连锁，最后是一败涂地，这就叫不守

分。人生最难的就是知道自己的分在哪

里，读《易经》就是告诉我们分在哪里

，这叫做定位，用英文讲叫做

positioning。 

  



【画外音】乾卦共分六爻，为了方便

理解，我们可以把这六爻分为上乾和下

乾两部分来看。人生走过下乾的这三个

阶段，应该算是小有成就了，这时候明

智的人，应该学会思考自己的位置到底

在哪里，是知足安命，还是激流勇进？

如果继续往上走，就会迈向更高的层次

，也就是从下乾进入上乾。那么，在上

乾的三个阶段里，人们会面临哪些问题

，又该如何因应呢？ 

  

【曾仕强】九三上去就是九四了，

九四就进入了上卦的开始，凡事起头难



，又是一番的困难，因为我们在九四碰

到的人跟以前碰到的人不一样，以前那

些人好像很好商量，现在这些人就是不

好商量，在九四碰到的问题跟以前碰到

的问题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那只好

或跃在渊，就是自己既然上来了，就不

能放弃，不能半途而废，不跃会后悔，

所以就准备要跃，如果能够飞龙在天，

一切的苦难我们都甘之如饴，但是也要

考虑到如果飞不上去掉下来怎么办。所

以我们就要开始想了：究竟是要进还是

要退？再往上走走到哪里去？回归原来

的地方是不是更好？可见或跃在渊的这

个“或”跟疑惑其实是有关系的。很多



人就是因为觉得没有面子，所以回不到

原来的地方，被面子害死了。如果能撇

开面子，考虑清楚了，那就回去原来的

地方，以后再不必为这些事情困惑，这

辈子就很愉快，如果认为自己一定要跃

，那就去跳，也可以无咎。 

人生努力到最后就是从九四到九五

，这个孔子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一个人

到了四五十岁还跃不上来，这辈子就不

要跳了。从九四跳到九五就是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又出现一个利见大人，这个

利见大人就是说这时候要赶快去找九二

，在底下建立核心团队，要有一些对你

忠心耿耿而且能够跟你讲真话的人，这



时候自己要耳朵清楚一点，要能够听人

家的话，而不是忠言逆耳。凡是忠言逆

耳就不是利见大人，这样的人往往飞不

久，很快就栽下来。飞龙在天多半是靠

嘴巴，已经没有手脚了，如果下面没有

人支撑，飞龙在天有什么用？九二是要

凭实力去做，但是上面要有人赏识，所

以九五跟九二是呼应的，可是这两个都

是阳的，不是一阴一阳，所以同性相斥

，可见乾卦完全靠自己，只要一步走错

了，就会粉身碎骨。到了九五我们要知

道自己所能掌握的东西已经尽了，再往

上走就超出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第六

爻只能看看，求得善终，不要再求什么



发展了。再伟大的人都会老，这句话就

提醒我们要适可而止，不要再拼老命了

。 

所以我们现在有任期制，就是不让

我们太劳累，万一到年纪大了以后，体

力不行了，精神也不济了，就会被底下

人所包围。历代的君王到最后，就是年

纪越大越昏庸，就是上九的亢龙有悔。 

每件事情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

的，跟做人是一样的道理，而整个的组

织，整个的群体、理念，每一个阶层都

是一条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正直，

很有朝气，很积极，可是都是好人为什



么还会搞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我们乾

卦没有读通，一个人太刚了，上下都处

不好的。所以我们刚中要有柔，乾卦里

面看得见的六条都是阳爻，但是我们要

去抓看不见的空隙的部分，那都是阴爻

。 

  

【画外音】乾卦是《易经》六十四卦

中唯一 一个没有阴爻，全是阳爻的卦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卦象的表面，而

一意孤行，最终必定是亢龙有悔。而实

际上，《易经》的思维是阴阳辩证的思

维，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指



看事物不能只看一面，而应该综合地来

看。就乾卦而言，我们不能让目光只停

留在这六条阳爻上，而应当看到阴的部

分。那么，我们该如何从看得见的部分

里，去发现看不见的东西，从而调整自

己呢？  

【曾仕强】如果把乾卦九二、九四

、上九由阳的变成阴的，我们会发现乾

卦就变成既济卦了。可惜很多人调不过

来，在九二就出事了，认为自己得到赏

识，表现良好，就有机会了，但往往是

从此就没有前途了，这是物极必反。所

以人千万记住要适可而止，要守分，那

个分的拿捏就叫度。如果没有掌握好元



、亨、利、贞，再好都会出事情，再好

的团体最后都是一败涂地。 

什么叫做元？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

慎始。一个朝代开始的第一年叫元年，

一年的开始叫元旦，一个地方开始有的

第一座寺庙就叫开元寺。元就是开始，

所以我们中国人造出来最古老的神叫做

元始天尊。元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去开始

做任何事情，要事先盘算盘算，我们都

知道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我

们不知道谋定而后动，如果没有谋定就

动了，怎么会是良好的开始呢？很多人

很草率，说只要开始就是良好的，哪有

那回事情？开始之前要有一段准备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要找找合适的人，大

家盘算盘算，计划计划，去测试测试，

才能开始。 

现在很多商店油漆还没有干就开始

营业了，这样合不合法？当然不合法，

因为安全检查一定通不过的，可是他居

然开业了，说只是试卖，还没正式卖，

这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元，然后客人一进

来，第二次就不来了，这叫做欲速则不

达，太急躁。很多人《易经》会背，但

不会用。元，就是要求我们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读英文都读得很好， Are you 

ready？下面就有人yeah，那都是嘴巴

在yeah，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听到



Are you ready，要想一想，检查检查

，怎么可以随便yeah呢？ 

亨是什么？我们做好准备，有了很

好的基础，选择合适的时机，就去做了

，自然亨通顺利。亨是从元来的，没有

慎始怎么可能通达呢？随随便便开始，

最后肯定是一塌糊涂。元能不能亨，关

键看我们元做得好不好，元做得好，亨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亨通以后就会获利，这个利不是利

益，不是利润，也不是好处。利，用现

代话来讲叫做和谐，和谐从哪里来？就

是利益要很公平地分享，自然就和谐。



现在很多人讲和谐，但没有想到利，没

有利怎么能和谐？大家没有饭吃，过不

了生活，没有好处，是不可能和谐的。

乾具有这个美德，我们从天的运行可以

体会到，四个字讲完了，叫做大公无私

，利就是大公无私，但不是不要利益。

为什么不要利益呢？我们种稻子就是为

了要有饭吃，工作就是为了要有收入。 

很多人说儒家反对利，我觉得很奇

怪，难道孔子不要吃饭？利是义之和，

就是合理的，大家同甘共苦，大家都感

觉很合理，很公正。 



现在人都满脑子要公平公平，很多

人说“老天，你真是没有眼，你这么不

公平，对别人那么好，对我这么坏”，

然后苦恼万分。其实老天是公正，不是

公平，而且根本不可能公平。怎么公平

呢？全地球都下雨能行吗？哪有那么多

水？这边下雨那边一定干旱，才调整得

过来，如果全地球都下雨，陆地就淹掉

了，人也死光了。只能公正不可能公平

，我们追求的是合理的不公平，而不是

不合理的公平，这一点是现在人很难了

解的。我们现在都在盲目地追求不合理

的公平，几乎害死所有的人。《易经》



告诉我们，我们是合理的不公平，因为

本来就不可能公平。 

大家各守其分，自己该得的得到了

，别人怎么样没有我的事，这就和谐了

。如果说人人都想你有钱，我要比你更

有钱，最起码要跟你一样，这样怎么能

和谐呢？那是不可能和谐的，因为不可

能每个人赚同样的工资，就算赚同样的

工资也不可能都成富翁。其实老天有时

候也在笑人类：你们说我不公平是不是

？好，现在我把你们的钱全都收回来，

让你们都没有钱，然后你们重新开始去

赚……结果会怎样？五年以后，有钱的

又很有钱，没有钱的还是没有钱。我们



看到历史都是这样的，本来都没有钱，

怎么不到十年就有的人很有钱而有的人

还是没有钱呢？我们要从这里去了解，

老天很公正，可是不公平，能够了解这

个也就能和谐了，否则一肚子气怎么能

和谐呢？ 

  

【画外音】要想做到六龙御天，首先

要理解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

这四个字。元、亨、利、贞的元，是提

醒我们慎重开始；亨，是指慎始才能够

亨通；而利，则是告诉我们，获得的利



益要正当、合理。那么，最后一个字“

贞”又是什么意思呢？ 

  

【曾仕强】贞是一切的关键。始壮

究的过程中，老天是在检验我们贞不贞

，贞了，就贞下起元，有个更好的开始

，从而进入上卦；不贞，下卦就完了，

就死了，或者就去坐牢了。有的人飞黄

腾达只到九二，九三没有做好就进了牢

房，根本没机会走到上卦。 

贞以前其实就叫贞操，现在很多人

听到贞操就害怕，说那是传统，我觉得

很好笑。什么叫贞操？贞操就是固正的



操守，固就是很牢固，永远一个样，不

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是又很正

，这有什么不好？贞操是男人女人都要

守的，男人跟女人贞操表现的方式不一

样，这叫做男女有别，这一点我们在讲

到乾坤两卦的时候会深入地研讨，因为

这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现代人的未来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所以元、亨、利、贞四个字很容易

了解，元就是动机要纯正，不管做人做

事，动机不纯正的话，就不元了。亨就

是处事要谨慎，有的人往往机会良好，

却不一定做得好，就是太大意了，关系

很好被你搞坏了，品牌很好被你砸掉了



，只要当中出一次事情就砸了，出两次

事情人家就不信任了，怎么能亨呢？利

是最大的考验。如何分享，如何使得大

家心平气和，关键就在这个贞上面。贞

才是关键。贞，就可以贞下起元，然后

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比以前还好。不贞

，那就不能再元了，就起不来了，公司

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的，事情更是如

此，一旦方向错了，整个免谈，空忙一

场。 

有了元、亨、利、贞的美德，才叫

做乾卦。元、亨、利是自然给的，只有

贞是人为的，人跟动物不同就在贞与不

贞，动物没有贞。孔子对乾卦特别重视



，因为只要我们将乾坤两卦搞懂，其他

六十二卦都可以触类旁通，所以孔子特

别地为乾坤两卦加上《文言传》。乾卦

文言内容尤其丰富，我们要进一步了解

乾卦的内涵，必须要把乾卦的文言看一

看。所以我们下一集就要来谈谈：孔子

《文言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