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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这句话告诉我们，事物是可以转

换的，当条件改变后，坏事可能变成好

事，而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这古老的

智慧其实是来自于<易经>．因为《易

经》的六十四卦就是相互关联、彼此转

换的。因此，当我们对《易经》有了初

步了解之后，就不能简单地来看待每一

卦，而是要一对一对的看卦与卦之间的



关联。那么，当我们以这样的思维来看

待<易经>的时候，又能得到怎样的启

示呢？ 

    《易经》六十四卦，分成上经和下经

两个部分，上经所重的是天道，而下经

是以人道为本，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学

。上经从乾坤开始，告诉我们没有天地

，万物就不能生长。这样大家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经常把“谢天谢地”

挂在嘴巴上。下经从咸、恒两卦开始，

它们都跟感情有关。大家可以想一下，

人如果没有感情的话，还算是人吗？这

是非常清楚的问题。 



    《易经》六十四卦，要一对一对的来

观察。大家从《易经》的排序可知，前

面乾坤两卦是相错的，就是说乾卦的六

个阳爻突然变成坤卦的六个阴爻，这是

很大的改变。在近代科学史上来说，就

是宇宙赖以起源的大爆炸。所以，要两

卦一起看，才看得出名堂来。泰卦、否

卦，它们是颠来倒去的，倒过来看是泰

卦，倒过去看就是否卦，这就叫相综，

也是两个卦放在一起来看。 

    损、益两卦也相综，从这边看是损，

从那边看是益。其实损就是益，益就是

损，损中有益，益中有损，二者是分不



开的。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他们只

是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外一面。

所以，当我们碰到损卦，碰到泰卦的时

候，一定要小心。损卦的六三爻，其爻

辞讲的最清楚：三人行，则损一人。就

是说三个人一起走，就得损掉一个，还

留下两个。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我认为，此爻辞用来形容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爱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人

，形单影只，总想找到能共度此生的另

一半，找到了之后，一个人就成为两个

人，二人就要彼此关心、相互包容，相

互帮忙，否则的话就会闹意见，就会有



矛盾，就会起冲突。这样，即使结了婚

，也会离婚。如果是三个人，三角恋，

那就开始杂而乱了。这种事情大家看的

太多了。 

       一孤单，二要专，三则杂而乱，把

整个婚姻的关系都讲完了。现在，一个

人孤单不孤单？如果不孤单，那就不需

要谈恋爱了，自己跟自己玩就好了嘛。

现在的都市白领，忙了一天，晚上回来

非常劳累，总想找个人聊聊天，总想找

个人吐吐口水，可家里空荡荡的，不孤

单才怪。 



    所以，孤单的人内心都渴望找个人恋

爱、结婚。等到结婚以后，两个人都得

专心一致地对待对方。专心一致，古代

有一个词与之相近，叫做贞操。现代人

一听贞操，就皱起眉头。他们认为，都

什么时代了，还讲这老一套。其实，如

果只强调女方坚守贞操，那当然是不公

平的。如果要求男女双方都对对方保守

贞操，那还有什么错呢？什么是专？专

就是双方都认定，不许第三方介入。第

三者，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小三。三

则杂而乱。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损一人？

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没有完全损的道理，也没有完全

不损的道理，只能在损与不损之中寻找

一个平衡点。 

    我们一对对看六十四卦，就会发现，

这些卦或者互为综卦，或者互为错卦，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阴阳的转换

达到变化。然而，光了解卦的变化还不

够，怎样才能将这些转换成生活的智慧

呢？ 

    我们读《易经》，最好从生活当中去

体验，而不要拘泥于文字方面的训诂。

一个道理，其判断的标准是合不合理。



但是合理与否的标准，恰是一个钟摆，

随时在动，随时会偏向相反的方向。所

以，对一件事情的判定，并没有固定不

变的标准答案。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

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的涵义。凡事

没有绝对的可能，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能

，所以，我们常常说二者合二为一。合

二为一即是一体两面。这句话，我们要

好好去领会。 

    请大家思考一件事情：现在经济社会

的分工现象好不好？你也许会说当然好

，分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不可

否认，分工的负面结果很严重。它使得



人们缺乏对工作的兴趣，使得生活变得

单调、乏味。所以，工厂里很容易发生

意外，发生严重的灾害。可是不分工也

很糟糕。费的力气大，但效率很低，吃

力不讨好。 

    因此，我们从《易经》就很容易了解

，分工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要达到合作

的目的。如果分工不能达到合作的目的

，那还不如不分工，这是很完整的一句

话。分是为了合，否则，分就没有意义

。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这就是《易经

》的道理。 



    适可而止，就叫合理。  “法”是固定

的，所以“法”有一定的限度。“理”是有

弹性的，所以，凡事要想做的合理，就

要靠自己动脑筋。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其中分分合

合的智慧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

易经》的道理，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

掌握合理的度才是最高的智慧。那么该

怎样掌握这个度，《易经》中的损益两

卦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来看看损卦和益卦。损卦是从泰

卦变来的，益卦是从否卦变来的。把损



卦和泰卦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损卦就

是泰卦的九三爻和上六爻相互交换了一

下。泰卦的下卦是三个阳爻。现在，第

三个阳爻变成了最上一爻，这就叫做损

下益上。损下益上这四个字从卦象来看

，就是因为这两个爻变动的结果。现在

下乾损失一爻，去“争益”坤卦。因为，

坤卦三爻都是虚的，现在用一个阳爻去

补益一个阴爻。 

    再来看益卦和否卦。益卦是由否卦演

变而来的。否卦的下卦是坤卦，三个阴

爻，上卦为乾，三个阳爻。现在，损掉

上乾的一个阳爻，来补益下坤的一个阴



爻。这就叫损上益下，就叫益卦。为什

么我们特别把这两个卦拿来讲？就是因

为这两个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损下益上是比较容易的。很多人都在损

下益上，欺负老实人，去奉承那些有钱

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大家都去巴结，

没钱的人，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脸色。 

       所以，《易经》特别提醒我们，损

下益上，就是损卦；相反，如果是损上

益下，那就是益卦。一般而言，如果把

有权势的人的好处拿来给予平民百姓，

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这样，《易经》才

把损下益上叫做损。就是告诉我们，要



小心，不要做这种事情。同时，《易经

》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损上益下，那才

真是益。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说，那

我们以后就做损上益下的事情，这可以

吗？当然不可以。 

    如果专门损上，损到最后，即使再富

裕的人也会变得穷兮兮。所以，任何事

情都得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大家可以

看到，《易经》刚刚告诉我们应该这样

做，但是马上就转过头来说，不可以总

是这样子。很多人一听很火大，心想：

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怎么这么矛盾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说话也是



这样，总是摇摆不定。这就是所谓的一

阴一阳之谓道。环境在变化，因素在改

变，人怎么能不改变呢？ 

    《易经》这部书，其主要的思想专注

于人的修德方面，即修养人的品德。当

年，严复先生在翻译亚当·斯密写的《

国富论》时，就说：损下益上，非也。

“非”就是不对。损上益下，亦非也，也

不对。《国富论》这部书，里面有三十

二篇都在反复说明一个道理：要上下互

惠。其实，严复先生的意思是，西方经

典所主张的思想和中国《易经》中的精

神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讲双赢。什么是

双赢？损益就是双赢。可双赢明明是不

存在的。比如赌博的双方如果都赢钱，

那钱从哪里来？他们是零和博弈，不是

你占便宜我吃亏，就是我占便宜你吃亏

。所以，双赢真正的意思是没有输赢。

这怎么能做得到呢？ 

    中国人很了不起，为人经商，最高的

境界是什么？就是赢的人装作没赢，输

的人装作没输。大家可能会问，有谁做

到这点了？当然有。当年关公去攻打长

沙，长沙守将是个老将军，叫黄忠。他

们两个人打，关羽装没赢，黄忠装没输



。可是黄忠心知肚明：这次我输了，你

是手下留情，你没有让旁人，让第三方

发觉我打败了而已。这就是亚当·斯密

所讲的，也就是严复先生所说的，损上

益下不好，损下益上也不好。所以，当

我们把损益两卦二合为一，就会想出很

多东西来。损人最后一定是损己；帮助

别人，最后就是帮助自己，从实际的状

况去了解，大家会觉得果然如此，损益

相综。 

    西方的现代文明中充满着中国古老的

智慧，损益的平衡，各方利益的均衡，

就是损益两卦所阐释的那个合理的度，



如此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那么，损益

的智慧仅仅只局限在物质中吗？损益平

衡的道理放到其他方面，还能给我们怎

样的启示呢？ 

    如果完全从物质的方面去了解损益两

卦，我们是不会看出太多的东西来的。

如果从品德的修养方面去看，内容就非

常丰富了。孔子在很多地方特别强调说

明这两卦。首先在《系辞传》中说：损

，德之修也。自己主动减少不善的地方

，主动减少过失，那就叫损。  “损”就

是把自己的缺点损掉，消灭掉，那就修

德了。益是什么？德之裕也。“裕”就是



扩大，增加人的美德，充实人的善良，

扩大人的善行。这都跟道德修养有关。

然后他又说：损，先难而后易。益，长

裕而不设。  “先难”表示当一个人“损”的

时候，的确是很困难。而“后易”是说，

因为是损己，改正毛病，最后得到很多

好处，这才叫做后易。治损不善叫做“

先难”，因此而得到很多利益就叫做“后

易”。读《易经》千万记住，要了解它

里面的深层意思，不能随便一看就说自

己懂了。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很困难

，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就越来越容易了

，这就叫为善也易。因为有所舍，必定



有所得。当一个人舍的时候，会觉得很

难割舍，可是得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太

过容易。一般人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第

一关就过不了，舍不得割舍，明知道自

己有坏习惯，但改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 

    什么叫做“长裕而不设”？就是能够长

期扩大自己的善行，而且永远不固步自

封。因为道德的修养没有时限，需要一

直提升才行。接着他又说：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损”可以让人远离所有的

迫害，而“益”，可以增加很多福利。因



此，我们从孔子的解说里知道，要从人

的品德修养方面来看待损益两卦。 

    找到损益的平衡可以在经济上达到双

赢，修养上自我提高。那么，如果将损

益的智慧放到兴邦立业的大事中，又能

获得什么好处呢？ 

    其实，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很重

视《易经》的道理在政治上的应用。如

果从政治方面来看损益两卦，  “损上益

下”是什么意思？就是政府拿钱出来建

设公共设施，让老百姓交通方便，生活

安逸。而“损下益上”是什么意思？就是



从老百姓身上多征收税款，让政府来用

。所以，在这里，  “上”就叫政府，  “

下”就是人民。政府的基础是什么？就

是人民。如果人民穷困的话，政府再有

钱也没有用，顶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虚福

，后面就慢慢亏空败落下来了。这就好

像挖土盖楼台，等到土挖的差不多了，

楼台也就垮掉了。 

    因此，我们就知道，要合理地征收税

收，也要合理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

才是合理的税负结构。政府依法收税，

人民诚实纳税，看起来好像是损下益上

，这是损道。但是，如果政府的税率是



合理的，而且政府会着眼于老百姓的需

要，把税收拿来做正当的用途，比如医

疗卫生、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那对

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老百姓得到实惠，获得好处，那就变成

了“益道”。所以，从一方面看，它是损

道；从另一方面看，它就是益道，这两

个是一体两面，分不开的。 

    政府抱有损己益民的心态，好不好？

当然好，因为越帮老百姓，老百姓越容

易有收获，将来的税收就越多。我们现

在常听到一句话：想要富先修路。政府

花钱来修路，交通方便了，货物的流通



就非常畅通，自然会带动工商业的发展

。如此一来，政府的税收自然增加。所

以，损益之道，一损一益，益而损，损

而益，一体两面，不可分离。 

    损中有益，益中一定有损，这样才叫

做综卦。损益相综，我们还要想想看，

损的错卦是什么？是咸卦。而益的错卦

呢？是恒卦。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可

以两个卦一对来看，也可以把它们扩大

成四个卦来看，四个扩大到八个。所以

，我们从两个变四个，然后变八个，这

样一路扩展下去，就知道《易经》六十

四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可以把所



有卦的内涵推理得非常充实、非常清楚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参考，实践工作

的借鉴。 

    所以，下一集，我们从损卦开始分析

。我们要讲损以修己，看起来好像是自

己损自己，其实是在修养自己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