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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卦：泽火革  

革卦卦象：《易经》第49卦：离下兑上 

上六  __ __  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征凶；居贞，吉。 

九五  _____  爻辞：大人虎变，未占，

有孚。 

九四  _____  爻辞：悔亡，有孚；改命

，吉。 



九三  _____  爻辞：征凶，贞厉；革言

三就，有孚。 

六二  __ __  爻辞：已日乃革之，征吉

，无咎。 

初九  _____  爻辞：巩用黄牛之革。 

革卦卦辞：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

，悔亡。 

革卦彖辞：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

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

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大象：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

明时。 

 

   在中国历史上所进行的无数次革新与

变法实践中，有获得成功，最终促进了

社会发展的； 同时又有半途而废，甚

至在萌芽时期就早早夭折的。那么，如

何才能避免改革昙花一现呢？针对改革

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 革卦的六个

爻，又会分别给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革命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不可

以有为开始，而不是从有为开始，这句

话非常重要。一个要革命的人，他绝对

不是说我就是要革命，我非革命不可，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就要革命，这个

不能算真正革命的人。革命的人就是说

，我可以不革命，我绝对不革命；我想

要革命，我还是先从不革命的途径来努

力。其实中山先生就是这样子，他绝没

有说我要革命，叫大家一起来响应，他

都没有。他先上万言书，他想尽办法，

最后得不到清朝的回应，一看时机成熟

了，大家都想有这个需要，而且他有很

好的计划，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我们

可以看到初九爻它所讲的，巩用黄牛之

革。黄牛它是在很多种牛里面，它的皮

肤是最坚牢的，你刀剑有时候都不容易

伤它，所以在这里黄牛就代表它是坚牢

不可破的，它就代表了保皇党，代表了



你要革命的时候，你首先要面对的那一

股势力，就叫保守势力，它们是坚牢得

很。因为既得利益嘛，绝不容许你去破

坏，你再怎么去说服它，它不听；你去

打它，你打不过它，我想这才是革命刚

开始，我们很可能遭遇到的一种境况。

其实任何改变也都是这样，当然大家会

想到现在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一天到晚

在变，但是这是不正当，也是不良好，

将来后遗症非常严重的地方。我又先问

各位，穿鞋子应该穿轻的还是穿重的？

穿鞋子当然要穿重的。为什么呢？因为

一个人就怕头重脚轻嘛。可是现在不是

，卖鞋子的人，你来称称看，哪一种鞋

子最轻，最好，最时尚，结果弄得每一



个人都头重脚轻，那将来怎么办？革命

是非常之事，必有其时，必有其位，必

有其才，而且你时对了，你有那个适当

的位置，你有足够的才能，你还需要审

慎而动，因为兹事体大，非常不简单。

那历史上，最能够代表这一爻的人，其

实是姜太公。你看姜太公神算，他会不

会因为他年纪那么大了就很急？我赶快

呀，他没有。他只是坚定自己的意志，

这个商纣搞成这个样子，我非把他推翻

不可。可是，他不急，因为急没有用。

急有什么用？小象说，巩用黄牛，不可

以有为也。老实讲，姜太公那个时候就

号召一帮人，就要把商纣王推翻掉，他

第一个被抓起来，然后关到牢里面去，



就把他搞死掉了。那姜太公你可以当烈

士吗？你当烈士那以后全完了。姜太公

他宁可在渭水钩鱼，他钩鱼是假，他在

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号召，出来领导

，我姜太公再有能力，我做不了这种事

情，我要有自知之明，所以他才能够使

得周朝把殷商推翻掉，而且相当长一段

时间维持下来，所以他才叫顺天应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要改革首先就

得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然而有人反对

并不是坏事， 反而让改革者清醒地认

识到，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经过充分的

准备，以及耐心等待，不能轻举妄动。



那么究竟要做哪些准备，等到什么时机

，才能够有所行动呢？ 

   六二爻就比较不一样了，己日乃革之

。这个“之”，就是革命的对象，你要等

到合适的时机。六二它应该听谁的话，

应该听九五的话。征吉，征就是向上响

应，去响应九五的号召，所以它会吉祥

，而且无咎。告诉我们，如果当政者，

现在的领导人，由他来领导改变，由他

来领导革新，由他来领导变法，其实是

最有利的。你不要一下子开始就想把他

推翻掉，你就让他有个机会，让他去调

整，让他去改变，那要容易得多。小象

他说己日革之，行有嘉也。你等到上面



意志很明显，时机很成熟，你还是不能

冲动，因为还是有人会抗拒，有人他的

权益受伤，你要想办法去疏通，你要化

解这个阻碍的力道，可见这种叫做顺势

而为。你看我们从不可以有为，然后就

进入到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就是你能做

多少算多少，不能够急躁，不能够盲动

，这当然是可嘉的行为，所以叫做有嘉

也。六二爻就在告诉我们，你每天其实

都在不停地调整，你才会进步。所以我

们中国人说，你如果能够逐渐的按部就

班，一步一步去改善，你就用不着革命

。大家开车的时候，路很直，你为什么

老是要轮盘转来转去，那就是做微调整

，它永远有变数，我就这样调调调，我



就笔直地走，那我何必革命呢？何必做

大转弯呢？凡是开车有大转弯，那是高

度危险的，那快出车祸才会这样。所以

六二爻就告诉我们，革命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能够避免就避免，

那避免怎么办呢？改善就好了，不停地

改善，你就用不着革命。历史上最能够

看出六二的人是谁？就是晋朝的陶侃。

把砖头搬出去，晚上又搬进来，又搬出

去又搬进来，好象很无聊，其实他这个

做法，只是在表现他的一种意志力而已

。 

   陶侃是东晋时期的将领，因遭猜忌被

贬至广州，在被贬的十年间，陶侃仍然



以收复中原为己任，并每日搬砖来磨砺

意志。正因为陶侃厚积薄发，顺势而为

，才最终在东晋门阀森严的社会中，以

寒族子弟的身份，成就了一番事业。改

革者也需要这样的意志，来排除阻力，

推进改革。此外革卦的九三爻还告诫人

们，即使阻力减小，甚至获得支持时，

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又是为什么

呢？ 

   九三呢？你看看它下面是个离卦，离

卦本身就是热烘烘的，就是很有干劲的

。老实讲要从事革命的人，怎么会没有

伟大的抱负？怎么会没有崇高的理想，

怎么会没有宁可死都不放弃的决心？那



一定都有。所以为什么是离卦？就是革

命的时候，那个人连晚上都睡不着的。

那你现在九三，你当位，你又在离火的

上面，那个离火是旺上的，底下还只是

刚开始而已，到了第三爻火已经很旺了

。这时候什么样？就表示你会性情很火

急，做事很草率，为了革命我不成功就

成仁，我身当士卒，我就拼了，结果反

而坏事情了。你看它讲征凶，这是革命

的一个时机的演变。刚开始怎么讲，也

没有人理你，后来开始有人响应了，然

后你就不得了了，哇！大有可为了。可

是你看，贞厉。贞就是说，你是很正当

，你想法都对，可是你这种行为，就是

高度的危险。你目标正大，但是你行为



草率，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欲速则不达。

你急什么呢？急就有用了？你要革言三

就，你才有孚。什么叫革言三就？就是

你不要抱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这种希望，

那不可能。你要准备长期的，一次，两

次，三次才可能成功。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你就不会轻言牺牲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讲一句话， 革命

非到最后的时刻，绝不轻言牺牲。因为

人才太可贵了，有这样抱负的人的是很

难得的，你怎么可以一批一批的牺牲他

们呢？当然不可以了。你看我们不要讲

别的了，你一家公司你新的产品，你能

够说我一推出不得了，举世轰动，把以

前所有的货品都打垮。其实每个人都有



这个想法，我这次不得了，石破天惊，

所有市场占有率我一下变最高。最后怎

么样？最后跟你的预期值差太远了，商

品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改善，

而不是仓促地出来。小象说得最清楚了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说如果你一、

二、三，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你怎么办

？你是不就放弃了？你也不能放弃。凡

是变革，它一定有曲折的，它不可能一

次就成功，所以你就不要急于求成。 

   革卦下卦的三爻，身处烈火之中，本

应轰轰烈烈地改革一场，却被告诫要忍

耐，在慎重。那么当革卦进入上卦后，



又该如何保住改革成果，并且继续推进

改革呢？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易经

》告诉你悔亡，就是说它本来是有悔的

。九四是是居阴位，它本来应该是阴柔

的，你现在弄个阳刚的来占这个位置，

那当然有悔了。那为什么又会悔亡呢？

因为你从那种火，你又进入了泽，这个

泽就表示水火交融，水火交融的时候你

是不得不变的，你不变只有眼巴巴地看

泽把你浇灭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照正

常去走，反而是有悔的。但是你能够按

照当前的情况，你做一些调整，做一些

应变，你就会把所有的悔，都慢慢把它



消亡掉。这个时候你心怀诚信，你知道

虽然我很困难，虽然那个水迎面而来，

我不一定挡得住，但是我还是坚持，这

就是诚信，你就会改变你的命运。所谓

改变你的命运，你就是本来是毫无希望

的。你看革命经过什么？我准备，然后

有人响应，然后一急，一急就整个都完

了，那现在幸好我还保存一点实力。我

怎么办？我就开始要改变我以前的想法

了，它自然就会吉顺。九五是最重要的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个占，就是

占卜，以前做大事情都要占卜。其实周

文王要起兵的时候，他也是占卜的，占

卜最后是不吉利，时未到，不行啊，最

后是姜太公说，你少问那些东西，走！



才打出一条生路出来了。你如果真的完

全相信占卜，那占卜的机率也是有限的

。你看孔子占卜统计的结果，最多是百

分之七十是对的，还有百分之三十是不

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就是你占卜完

了，它不变，你就正确了；你占卜完了

，它又变了，那你怎么会正确呢？现在

就告诉你，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根本

不用占卜，你用占卜干什么？其实大人

虎变的意思是说，当政者他自己下定决

心，他革新，他知道你们以前所讲的，

我老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他一出面

，整个都改变了，因为只有他有足够的

威势。各位想想看，如果当年商纣王一

看情况不对，他马上回乡拜天，公开说



是我错了，甚至于拿几个当替死鬼，斩

！然后接受诸侯的请求，甚至于善用西

伯他们这帮人，那还用革命吗？那不用

革命了。可是商纣王他这样想吗？大部

分是不会的。他心想我接受你，那我又

怎么办？他想得对不对？对呀。你看后

来历朝历代，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算你是禅让，我全部全意地交给你，

诚心诚意的退位，照杀！立一方杀一方

。因为留你在后患无穷。九五的小象，

大人虎变，其文柄也。你看老虎它跟龙

不同，龙是见首不见尾，它很神秘，我

不必发威，但是很自然我就有这么大的

影响力。老虎不一样，老虎它的斑纹很

灿烂，它一出来，万兽看了都怕，所以



它为万兽王。在这里虎变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皇帝一出来那个架势很大？

不是。在这里讲的是政令。你要变革，

你要变法，你要维新，你靠什么？靠政

令嘛。我的政令公开出来以后，很辉煌

，然后使得六二，六二还是观望一段时

间。因为你今天讲了，明天说不定改了

，我走得太快，那就糟糕了，那就当马

前卒嘛，那最后一定被牺牲掉嘛。所以

我们彼此互相了解，你大人虎变，但是

你还要一段时间，给他们己日乃革之，

那就好了，那这样就相对应了。 

   当政者终于顺天应人，决定革除旧弊

，开始实施改革措施。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改革一定会成功。历史中的很多改

革都像王安石变法一样，虽有当政者的

积极推行，却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那

么如何才能确保改革成功，改革的最后

阶段，又该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由内生外，所以才会有上六的君

子豹变。这个豹跟老虎有什么不同？它

是全身的那个花样都在脸上，表示表面

应付你，心里头没有变，一个是革心，

一个只是革面而已。但是，这已经很不

容易了，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居于上六

的位置，他一定一生有很大的贡献。九

五如果是老大的话，上六已经是大佬了

。国之大佬，就算他表面上说你做得好



，这个怎么样，你就已经够安慰的了。

为什么？因为你用小人革面。就认为这

个小人不行，这个不是革命者的一个风

范。革命它的目的不在破坏，它是在建

设，所以你没有必要赶尽杀绝，没有必

要。只要他表面上拥护你，就算他是小

人，只是做表面文章，他心中不一定服

，那你也要接受。为什么？征凶。你这

个时候再继续的征下去，连上六都要干

掉，那你变暴君了嘛，你革命还没有完

成，就变暴君了嘛。凶，是因为革命来

到最后的阶段，你要赶快与民休息，不

可再征战了，这才是仁心，这才叫做仁

政，这才叫做仁者无敌。你老打，你打

到什么时候？你看小象，它说得非常清



楚，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

顺以从君也。小人为什么革面？他就表

示我顺你了，我内心还没有盘算过来，

我还不知道我的得失怎么样，我以前有

那样的地位，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可是我还是顺应这个大势，我迎接你

的新法，我迎接你的新政，我服从新君

，虽然这个新君也许是老的，但最起码

他是面目一新的。大人虎变，然后君子

就豹变，这不很好吗？上六它下应九三

。九三就是什么呢？它太快了，行动太

快了。那上六啊，就会觉得怕怕的，你

会不会一下子连我都干掉了？那我是不

是利用最后的势力跟你拼一拼呢？那就

糟糕了。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改朝换代



，它都是打到差不多，他就开始下令安

民，往事不咎，只要你接受新的，我们

历代都接受。所以我们再说一遍，革故

是为了鼎新，而不是一直在破坏，破坏

是必然的，破坏是需要的，可是破坏之

后，你要有所建设，我们接下来，就是

革故鼎新的鼎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