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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卦卦象：《易经》第61卦：兑

下巽上, 风泽中孚  

上九  _____  爻辞：翰音登于天，贞凶。 

九五  _____  爻辞：有孚挛如，无咎。 

六四  __  __  爻辞：月几望，马匹亡，

无咎。 

六三  __  __  爻辞：得敌，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 



九二  _____  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

与尔靡之。 

初九  _____  爻辞：虞，吉；有他，不

燕。 

    中孚卦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

川，利贞。 

    中孚卦彖辞：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

；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

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

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孚卦大象：泽上有风，中孚；君子

以议狱缓死。 



    《中庸》里有言，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宇宙的基本

原则，践行诚信则是人类立身处世的根

本。对于齐家、交友，营商，以至于为

政来说，诚信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美德

。然而现今社会失信的现象却十分严重

，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发展，扰乱了生活

秩序。人们为什么都不愿意践行诚信了

呢？坚守诚信到底有多困难？对此，《

易经》中专门解析诚信的中孚卦，又是

怎么看的呢？ 

    《序卦传》说的很清楚：节而信之，

故受之以中孚。你要节制，你必须要怎

么样呢？必须要能够让人家对你信任，



人家才愿意，心甘情愿的接受你的节制

。倒过来说，你自己知所节制，你就能

够对人诚信，这是一体两面。所以节卦

之后，《易经》就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卦，叫做中孚卦。那中孚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说你不管立身，不管处事，你

都应该心怀诚信，而且要广施于人，不

可以居心不诚，虚情假意。当然这些话

，我们今天几乎是人人都知道。那为什

么不容易实践？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

们把这个卦搞清楚以后，我们自然会自

己去调整。其实，也有人研究《易经》

，研究很久，他说《易经》里面，凡是

有这个“孚”字的，其实都是俘虏。当时

国与国之间难免会打仗，那就把人家俘



虏过来。猛听起来好像，不太像了，可

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俘虏的俘跟中孚

的孚，就差一个”人“旁而已。就告诉我

们，一个人，你是不是真的诚信，平常

你说说都很容易，你真的不容易看出来

，只有当我们，一旦被俘虏的时候，那

就是真正看出，你是不是诚信的。平常

讲的很好听，一旦被俘虏了，所讲的话

，完全相反的，这历史上太多了，所以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对，那个错。千万

记住，一个诚信的人，他跟那个谦虚的

谦卦，要连在一起的，你一定要谦虚地

，去了解种种的状况，你才有办法做到

真正的诚信。 



    人们常常用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

鼎等词语，来形容诚信的人，也会认为

待人真诚，处事老实的人，就是讲诚信

的人。然而被看作是立身处事之根本的

诚信，真的这样容易做到吗？什么才是

真正的诚信呢？ 

    我们来看看卦辞：中孚。这个”中“字

，可以解释合理。孚呢？就是诚信。这

个告诉我们，诚信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

象的，做人只要诚诚恳恳就好了，做事

情只要实实在在就行了，我们对人要有

信用，那绝对没有错了。这就是长期以

来，害死大家的一种，更绝对化的一个

说法。中孚就是合理地诚信，连诚信都



要合理。下面告诉我们：豚鱼吉。这个

豚，是小猪。鱼，在这里，叫小鱼。小

猪小鱼，都是很难驯服的。你看小鱼它

这样动动动，大家有没有发现，越小的

东西它动得越厉害。你看人就好了，他

小孩子坐不住，他一会儿动，一会儿动

。 大人会吗？当然不会。你看大人在

开会，一坐两个小时都不动，小孩子绝

对做不到。所以凡是动动动，就是他控

制不了他自己，就是说他节制做得不好

。那为什么吉呢？就说你，如果合理地

诚信，你就会使得那种，完全没有感应

，顽固不灵的人，他都能够有所感应。

因此呢？他就可以化解大难，所以叫做

利涉大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



反映很灵的人，我们就知道，哎！我对

他诚信，他马上感觉得到。对某些人好

像说，我对你那么好，你都没有感应。 

那是不是表示说，我们这个感应力还是

有点欠缺？还是不够？因此呢？卦辞就

讲得很清楚：利贞。利贞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利于坚持守正。你不能因为说我

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这样对我，那好了

，那我就对你不好了，那就不叫做中孚

了。你看孔子，任何人问他什么，他都

是不厌其烦，而且要看这个人是什么程

度，就给他什么答案，这就是中孚。 

    真正的诚信贵在合乎正理，坚守正道

，是一种能够感化其他人的正能量。 



那么获得这种正能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在《易经》中，像中孚卦这种阳包阴

的卦象，大多都强调理智的重要性。人

们又该如何善用理智，做到真正的诚信

呢？ 

    彖辞它先告诉我们：中孚。为什么中

孚？因为柔在内而刚得中。大家可以看

到，这个卦，它好像只有半个就够了，

因为另外半个正好是他的反射。这就表

示什么？表示如实地反映，一点没有做

假，一点没有改变，是怎么样，就真正

反射怎么样，这才叫做中孚。柔是指什

么？指六三、六四这两个阴爻。它在哪

里？在整个卦的里面。而刚呢？指九五



，指九二。因为上下两个卦，它的中爻

都是刚，你也可以看出来，整个就是阳

包阴的卦。这就告诉我们，你的内心要

很柔，但是你的外表，不能够跟内心的

一样柔弱，让人家感觉到你摇摆不定，

你要刚。所以这个刚跟柔，他要得到合

理地配合。而不是说我是个好人，那你

讲什么我都听；我是个好人，你怎么样

我都相信你，那不可以，那就不叫中孚

了。说而巽。下卦它是兑卦，就是说。

上卦是巽卦，所以他是顺，要很喜悦的

来顺你，才表示你这个中孚的力道，是

够强大的。孚，乃化邦也。这个“孚”。

就是诚信。化邦呢？就是整个的邦国，

都被你所感化。因为你内柔外刚，你可



以使得大家很喜悦。但是喜悦不算，喜

悦变嘻嘻哈哈了。一个团体只要嘻嘻哈

哈的，它是永远没有前途的。所以很多

老板跟我讲说，你看我跟我的干部处的

多好。我都好笑。那你这样算领导吗？

他还要顺着你，他很喜悦的。喜悦什么

？整天吃喝玩乐也很喜悦？天天带他们

去玩也算喜悦？哪里不喜悦？每个月加

薪水是最喜悦的。但是他要能顺着你，

他不能顺你，那这个领导就有问题，就

是中孚出了事情。豚鱼吉，就告诉我们

，你的诚信，要信及豚鱼也，要连那些

顽固的，老百姓都受到你的感化。利涉

大川，是什么意思？乘木舟虚也。木舟

就是木头所做成的小船。大家看这个卦



象，会不会觉得，中间那两个虚的爻，

就是中间被挖空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叫

做独木舟。独木船为什么能坐人？因为

他中空，中空才能够带人。如果一个木

头他是圆的，那你敢坐吗？你一坐他就

翻过去，你人就掉到水里面去了。所以

，中孚以利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人

家相信你是会长期，而不是突然间变来

变去。独木舟，你敢坐，是因为你对他

有信心。你知道我坐上去，你不会随便

给我翻过去，不会。乃应乎天也，这就

是顺天理。各位，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

，特别相信天？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知道

，天不会骗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骗我

们， 只是迟早的问题，这是我们非常



不幸的一种感觉，因为他会变。那你说

天不是在变吗？天怎么变？天每年都是

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太阳月亮，哪有变

？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人要变，你一定

要有一个基本原则不变， 就跟老天一

样。老天基本原则不变，但是今年的冬

天它特别冷。下一个夏天呢？它又不很

热，那是可以。如果变到连春夏秋冬，

整个大秩序都变了，我们就开始不相信

天了，那你讲什么我都不相信了。所以

孔子说：天何言哉！天有说话过吗？但

是他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你对天是有

信心的，因为它四季从来没有乱过；它

对百物，它是很公正的，只要你想长，

他不会压你的，他不会个别的去惩罚谁



，它不会。所以所谓的诚信，你一定要

记住，你是对大家，不是对某一个人。 

     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诚信，就要坚

持原则，并且公正待人。然而对于一个

社会来说，诚信的基础是什么？对此中

孚卦的大象传，又是如何阐释的呢？ 

     大象传是怎么说的？泽上有风。大

家看这个卦象，可以看出来下面是泽，

上面是风。我们现在看到，只要是一个

池塘，风吹过来的时候，它很均匀很周

到。他不会说我风，只吹这个角落，那

个角落我不吹。风来感动这个水，水波

很喜悦的，随着他去产生波动。这里面

有没有人为的，完全没有人为的，纯粹



是自然，这种状况才叫做中孚。就是我

很公正，我没有偏见，我不会这样那样

，我不会。那君子呢？他看到这种景象

，他就悟出一个道理，这个一直到现在

还在用：君子以议狱缓死。我们先说什

么叫缓死？缓死不是废除死刑。现在有

很多人主张要废除死刑，其实这是不正

确的。我们可以不执行死刑，可以，但

是不能废除死刑。你只要明令废除死刑

，那就有很多人，他不怕死了，反正我

不会死，没有死刑，我怕什么？我就跟

你对着干了。那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凭良心，他是为大

家着想，他讲一大堆道理，实际上他是

不了解人性，人性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压它。你看止就是这个道理，止就是压

着他。节也是这个道理，你要有力量去

节制他嘛。你光靠他自己，那他不听，

那大家都倒霉。不可以废除死刑，但是

可以我判你死刑以后，我不马上执行，

我缓一缓，缓一缓就说可能还有变动。

因为那样如果冤死了人，那怎么办呢？

那就挽回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放纵那

些应该死的囚犯，否则你就对被害人完

全不公，没有诚信。我们可以看出来，

议狱，就是你要审议，你要把狱里面的

人， 要看看他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而不是说就把他关在那里，不理会他

，那不可以。中孚卦，他讲的是这个“

信”字，但是他卦名就不用信。可见它



不完全是信这个字所能讲完的，他整个

卦形就是虚中无心，两个阴爻，柔，就

在正中间，就告诉你，你诚是在你心中

，不是在你嘴巴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老说这个人讲话，到底可靠不可靠。为

什么我们老怀疑人家？是有道理的。就

说你相信他的话你就完了。你要看他的

心，因为诚是在心里面。法家里面有一

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商鞅，商鞅他为了

表示说我令出必行，这是信啊，我不是

说说算了，我令出必行。他就怎么样？

他就弄一个木棍在这里，他公开宣布，

谁把这个木棍从甲地到移到乙地，我就

给他奖金。各位，你会相信吗？你一定

觉得这个开玩笑。一根木棍，轻轻松松



地搬一般，然后你就给我钱。天下会有

这种事吗？所以很多人他不搬。可是商

鞅他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只要有人搬了

，他真的给他钱。各位认为这样做法对

不对？当然是不对的嘛？在这个在今天

的话，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

一直认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实际上你出

发点就是错的。你就是要让人家起贪念

。哪有那么轻松就得到一百块？如果这

样的话，那这个人就表示他，随时都在

等待那种，不劳而获的，甚至很轻松就

可以，赚很多钱的人，那基本上动机就

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商鞅到最后，死

得那么惨？他自己真应该检讨。你自己



一定要中虚，一定要没有利害关系，才

叫诚信。 

    商鞅，这种只追求形式，不注重内心

的做法，与诚信的真正要求是相悖的

。 其实虽然现代社会不断提倡诚信，

却有很多人像商鞅一样，常常曲解诚信

。那么现在社会对诚信的误区都有哪些

？又该如何正确倡导诚信呢？ 

    现在的小孩子，将来是很可怜的。为

什么？你看现在很多新闻都在报道，这

小孩子5分钟就被骗掉了。哎！你爸爸

在外面，我们去找他，他就相信，那就

不见了，从此就不见了。所以你到底要

告诉小孩说，你要相信还是告诉他不要



相信，这是非常难的事情。你告诉他，

不要相信，他连你都怀疑；你告诉他，

你要相信，他一下就被骗掉了。我们经

常讲，上一次当，你是倒霉，可是，上

两次当，你就是愚蠢了。这样我们才知

道，为什么中国人从来不同情被骗的人

？他从来不同情。外国人是同情被骗的

人，你真可怜，你上当了。所以外国的

电视，可以请那些吃亏上当的人，来做

见证人，我被骗了，大家很同情的。中

国人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就

是二度伤害了。你看电视上有一个人，

他哭诉啊，我怎么被骗了，我又怎么倒

霉了。你的感觉怎么样？觉得很好笑。

怎么那么傻瓜？连这个你都相信，活该



。这是中国人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用这

个来告诉你，你不要上当，你上当了，

你谨记在心就好。我再说一遍，不是谁

对谁错的问题，这个跟对错完全没有关

系，这是思路的问题。西方人的思路，

他就是那样子；中国人思路，他就是这

样子。你要改，你的事，你自作自受。

人类要讲信干什么？就是因为彼此都不

信，才讲信。如果你很自然说，大家都

很诚信，根本“诚信”这两个字就丢掉了

，不会讲了。人类没有道德以后，才开

始说仁重要，义重要；仁义不见了以后

，才告诉你礼重要，智重要；仁、义、

礼、智都没有了，现在人最可怜，哎呀

！要诚信了，人类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如果我们还像现在这样。告诉小孩要诚

信，要诚信。然后他吃了亏以后，他就

开始不诚信以后，那你这个教育效果在

哪里？你要像一个独木舟，独木舟也是

摇摇晃晃的，不是说你上来我就保证了

。我为什么保证你？你自己要翻滚，你

掉下去你怪我？怪我有什么用？你看独

木舟的好处，它翻过去人掉下去了，它

又翻过来，它本身没有事。我相不相信

你，是我的事；但是你对我诚恳不诚恳

，是你的事。因为一个木头舟，跟一个

坐的人，它本来就没有关系。是你要坐

它，它并不是说，来呀！我照顾你，我

让你坐。我跟你保证什么，都没有这一

套。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都误解了，你



要给我保证。谁给你保证？他为什么要

给你保证？好了，那我们吃过几次亏，

上了几次当了，就开始失望了，诚信的

人都很倒霉啊，讲仁讲信的人都很吃亏

啊。那读书干什么？你看我们现在，从

小都读仁义，侠义，但是最后我们都不

敢仁义。就是因为一仁义就倒霉，那就

是你没有那个本事，使得你终身对仁义

确保信心，那是你的事，不是别人的事

。诚心不妄，不容易啊！我们经常都是

虚晃的，都是有妄念的，那本身就开始

不诚了。所以中孚卦，是当前大家真的

要好好去深刻地体会，要从六个爻的变

动仔细看一看，大家就知道，啊！原来



我们平常对这个诚信的认识，实在太差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