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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第八卦：坤下坎上（水地比上） 

上六  __ __  爻辞：比之无首，凶。 

九五  _____  爻辞：显比。王用三驱，

失前禽，邑人不诫

，吉。 

六四  __ __  爻辞：外比之，贞吉。 

六三  __ __  爻辞：比之匪人。 

六二  __ __  爻辞：比之自内，贞吉。 



初六  __ __  爻辞：有孚比之，无咎。

有孚盈缶，终来有

它吉。 

比卦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

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卦彖辞：比，吉也；比，辅也，下顺

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

也。 

比卦大象：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

国，亲诸侯。 

    比卦和师卦互为综卦，我们常说比邻

而居，比就是亲比、追随的意思。那么



比卦告诉我们应该亲比追随什么样的人

呢？为什么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比卦和师卦都有坎，

这提醒了我们什么呢？一个团结一致的

团队中，出现不同的声音是好事还是坏

事呢？ 

    人与人比来比去好不好?我相信我们

听了很多《易经》的道理以后，我们不

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为什么呢？比

来比去有什么不对？你比来比去才知道

自己有什么缺点，然后可以改善。但是

人比人，为什么气死人呢？它的原因很

简单，就是我们该比的不比，不该比的

偏偏要去比，就错在这里而已。我们现



在比什么？比衣服，比名牌，比车子，

比房子，比官位，比财富，那当然越比

越气了。其实人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比，

其它的都没有必要比。什么应该比，就

是品德修养。以后看人要看他品德修养

好不好，把他当一面镜子，如果他不如

我的，我也不能笑他，我要加强自己，

做榜样给他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改变

他，但是他自己会向我取经，向我做参

考，那他得道，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我

不是指我这个人，而是指每一个人。如

果说，他的道德比我好，那我更要自己

反省自己，到底我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我要加紧，以他为模范，向他看齐，

这样就没事了。 



    该比的才要比，不该比的，千万不要

比。 

    比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比来比

去，看哪一个值得我学习的，我就向他

亲比。亲比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了他，

我追随他，这才是比卦的真意。 

    我们先看比卦的象：下面是坤，上面

是坎。大家马上就知道，它跟师卦刚好

是颠倒的。师卦是坤在上，坎在下。所

以师卦跟比卦，它是相综。大家可以看

到，不管是师卦也好，比卦也好，它都

是五个阴爻，只有一个阳爻。平常阳爻

在上，就是全民一致拥护一个领袖；打

仗的时候，阳爻在下，就是全国都支持



那个出去打仗的将军。这表示什么？表

示《易经》所讲的，都没有权利义务，

都不是权利义务，而是责任。打仗的时

候，将军负最大的责任，成败就在你身

上；但是平时，我们会把责任放在最高

的领导身上，加强他的责任。孔子在《

论语.为政篇》讲得非常清楚：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完全在

讲比卦。 

    与师卦互为综卦的比卦，向我们阐释

了比的真意，那就是我们要亲比，追随

那些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曰：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小



人的区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比和

周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比和周的区别是什么？ 

    大家应该想一想：什么叫做比？什么

叫做周？这两个字是同样意思。就是亲

附的意思，就是同心的意思。我们今天

叫做同心协力。同心协力有一个中心人

物。君子，在《易经》里面，就是那个

阳爻，那个阳爻就叫君子。其它五个阴

爻，统统是小人。当君子的人，他要周

到地去照顾所有的人，不要老想着，要

人家来亲比你。你不可以说：“来！大

家团结在我的周围，统统听我的命令，

统统拥戴我！”这是笑话，你照顾人家



，人家自然地就会拥戴你，这个就叫做

周而不比。可是小人呢？小人很有意思

，小人你有什么能力去照顾别人?那你

就只有找到一个我可以追随的，我可以

亲比的对象，我以他为主。所以，民不

可多主，民只能有一主。古代人老告诉

我们：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你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只有一主，全卦只有一个

主，就是九五爻，其它全都是阴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卦辞是什么？ 

    比卦卦辞，很简单，第一句叫做：比

，吉。你看一开始就告诉你，人与人，

一定要过群居的生活。因为人是群居的

动物.人既然要群居，他就必须要团结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当领导，但是这个

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好好去找，找

对人了，你以他为中心，大家团结一致

，自然就吉祥了。 

    原筮：原：推求。筮：判断。就是我

们来推求，哪一个人够高明，心胸够宽

广，有仁慈的修养，能照顾大家，我们

就把他推出来。所以为什么中国历史上

只有推举，我们从来没有选举。这个希

望大家好好想一想，推是什么？大家都

认为他好，把他推出来。选是我拼命鼓

吹我自己，我就是比他行。你去看看外

国很多的竞选，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自

吹自擂，然后人家把他骂得不像样子。 



    我们一定要记住：人，是要别人来认

识你，肯定你，推举你，你才有价值。

自己要求，自己拜托选民投我一票，价

值在哪里？然后我们判断好了，这个人

，值得我们把他推出来当领袖，我们就

要以他为亲比的对象，这个叫什么？良

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三国

演义》。 

    你看诸葛亮，选择选了半天，选了十

几年，才选了一个刘备。所以尽管刘备

有时候忘记了他是谁，他也很客气，因

为我既然把你当作我亲比的对象了，那

我就委屈一点也无所谓，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作为

被亲比的对象，需要有仁慈的修养，宽

广的胸怀和高明的智慧，能够周到地照

顾大家，同时，还需要做到元永贞。那

么什么是元永贞，我们又如何做到无永

贞呢？ 

    什么是元永贞？ 

    元永贞。元是什么意思？元，就是大

肚量。一个人要有大肚量，人家才会拿

你当亲比的对象。永呢？就是永久，永

恒。不能说我今天大肚量，明天开始就

很小气；我今天照顾别人，明天选过了

，我就不管了。一个人有大肚量，而且

能够长久地保持，再加上他有合理的操



守，这就是无永贞。贞：正。然后我们

就以他为亲比的对象，我们团结起来，

大家拥护他，这样子的话，就无咎了。 

    下面还有两句话，很有意思，叫做：

不宁方来，后夫凶。谁来亲比你？那个

很安逸的，生活过得很舒服的，他有必

须要来亲比你吗？他没有必要，所以不

能说，好的人才来，其实是不安宁的人

才会来。你看那些到都市去打工的人，

差不多都是不宁方来的。所以为什么当

老板要去照顾这些从农村来的员工，因

为他是在家里，生活过得不好，不安宁

，他才会投奔你来的。他在家里过得好

，他就不来了。为什么这几年会出现缺



工呢？就是农村慢慢改变了，他安宁了

，他根本不来了。那找不到工是你工厂

的事情。老板要知道，人家到你这里来

，做你的员工，当然不能说不得已，只

是他是不宁方来的。你要好好照顾他，

让他安宁，这是你的责任。后夫凶是什

么意思？后夫凶就是说：你如果来得晚

了，你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一种解释就

是：大家一起来，也把你挤爆了，搞垮

了。 

    你看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那是

我们自己的土地，那你能不能说，全国

的人，爱去香港就去。恐怕也不行，一

去就把香港挤垮了。像这些，都是从《



易经》里面可以得到的启发，你一定要

管控。你不要说香港，深圳特区，也是

要管控，不是随便人可以进来的，一进

来就把你挤垮了。所以“后夫凶”有两种

解释。一种是说来得慢的人，你倒霉。

一种是说后面人都挤来了，那你也倒霉

。彖辞，是来解释卦辞的。它怎么说，

还是一样的：比，吉也；比，辅也，下

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

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

道穷也。 

    比，吉也。比，就是吉祥的意思；比

，又是辅的意思，又是辅助的意思。就

是彼此帮忙的意思。古代五家叫做一比



，所以我们现在说邻居，就是比邻而居

。就是我们同一比，我们的家靠得很近

，就叫比邻。为的是守望相助。其实守

望相助，全世界都很重视。你到美国去

看，美国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他是故意

让你不相通的。不象我们这里说，道路

四通八达，它没有。它会告诉你：这里

进去以后，你绕一个圈，你还得出来，

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是走不通的。所以

你进去的时候，你看没有人，其实那个

家里面窗户里面，玻璃里面多少只眼睛

都看到你了，那就叫做守望相助。你看

不到里面有人，但里面的人就开始注意

你了，你不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你干嘛

跑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比的原理。 



    我们所说的邻居，就是比邻而居的意

思，比邻而居，为的是能够守望相助，

这反映了比卦中的辅助的内涵，一个人

要别人来亲比，他就要恒久地保持高尚

的道德和美好的修养，而一个人要亲比

别人，又需要什么条件呢？ 

    如何去亲比别人？ 

    第一，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下顺

从也。就是下面这些人，你既然选定你

要去亲比的人，你就要心甘情愿地，你

就要诚心诚意地去顺从他，我想这是有

条件的。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你：你要盲

目地顺从你的老板，从来没有。因为我

们刚刚才讲过：你在慎选你的老板。如



果这个老板是值得你追随的，值得你学

习的，那你当然要顺从他了。你不能说

：我又要来你这里工作，我又不听你的

话。那这个不像话了。我们要选的，是

我跟这个老板，我能不能学习，我能不

能品德提高，这样就对了。这样你就懂

得什么叫做比。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也不懂这个，他也不知道要这样去选

。 

   原筮，元永贞，无咎。这什么意思？

这都在讲刚中这个爻，比卦里面它九五

就是刚中，以阳爻居阳位。你要人家亲

比你，你要做人家的典范，你就必须很

刚健，很持久。所以一定是阳居阳位，



而且你本身修养也很好，这样就叫做刚

中。不宁方来，上下应也。不宁方来是

指九五跟六二。九五是上卦的中爻，六

二是下卦的中爻，它们彼此一阴一阳，

正好相应，就是有吸引力，异性相吸。

所以你做得很好，他正好又不安宁。如

果你表现很好，他自己也很安宁，他不

一定来的，你也不比别人强，他来干什

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亲比在你的身

边呢？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要

去照顾那些不安宁的人，让他安。所以

叫做：既来之，则安之---《论语》。 

    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说他本来是不

安才来的，那来了以后，你就不要恐吓



他，不要增加他的麻烦，不要让他感觉

到更加不安，所以你就要安他。后夫凶

。为什么会后夫凶呢？因为其道穷也。

因为比卦来到上六这一爻，它是整个的

都要完成了，那完成不是很好吗？没有

。《易经》真是了不起，它提醒我们：

大家团结一致，大家精诚，同心协力，

好不好？也是适可而止，适度才好。过

分了就不好，连这个过分都不好吗？ 

    比卦的彖辞告诉我们，当我们选定了

亲比的对象，就要诚心诚意地去顺从，

而作为被亲比的对象，就要做好典范，

照顾周到，从而使前来亲比追随的人们

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然而这种团结一



致，同心协力也需要适可而止，这又是

为什么呢？ 

    为何要适可而止？ 

    大家团结一致，慢慢就没有是非了，

反正上面讲的都对，那他就觉得：既然

大家都这么拥护我，他就慢慢放松自己

，他就慢慢不那么谨慎，然后他就爱讲

什么就讲什么，就完蛋了。因为大家一

看，整个比卦，把上六去掉，再去看下

面五爻，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可

怕的卦象，就像剥卦，就是整个都要剥

落掉了。一切以你为主，你就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以后你就放松，放松就会放

纵，一旦放纵就糟糕了，本来很好的，



也会乱讲话；本来很谨慎的，也会突然

间一下子，好象照顾不了了，受害的是

整体，所以比道也会穷，不要过分。因

此一个团体，不要弄到一点反对的声音

都没有，不要。你看开会，如果一致通

过，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为什么会一致

通过呢？连一点点小意见都没有吗？要

么就是我太霸道了，要么就是的确这个

东西，全民一致都认为很好，要么就是

有意见都不敢讲，都有可能。那我就要

仔细去琢磨琢磨：全体一致通过，如果

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那没有问题。但

是我们还是希望，真正是大度量的话，

我们要保留5%的杂音，一家公司有5%

的那种不同的声音，其实对总经理是最



好的。因为你每次要讲什么话，你都会

想到：那几个人会有意见，所以我再斟

酌斟酌，他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的，你

就会很谨慎。他们等于不另外领工资，

但是经常提醒你，这有什么不好？这就

是比卦最好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这个道理，比道

也有穷尽的时候，因此团结一致，同心

协力也需要适可而止，在一个众人亲比

，追随的群体中，有反对的声音作为提

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比卦的大象中

，也隐含着许多对我们的人生、事业的

诸多提醒，那么，它又告诉我们些什么

呢？ 



    为何要降低姿态？ 

    比卦的大象，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

注意。大象说：地上有水，比；比这个

卦，就是地上有水的象。先王以建万国

，亲诸侯。我们历代的皇帝，看到比卦

，他就知道，我要统治这个国家，我要

让一些有功劳的，有名望的，我把土地

分封给他，让他替我分忧分劳。其实分

忧分劳，才是诸侯真正的责任。可惜有

些人，他刚开始被分封封侯的时候，他

会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后来呢？他野

心越来越大，才造成许多判逆的事件。 

   我们以前所谓的国，跟现在国的概念

，不一样的。以前的国，就是部落，一



个部落一个部落，刚开始也许叫做邦，

后来也用国这个字，到真正现代化以后

，我们这个国我们才认为，全中国合为

一国。那其它就变成省，就没有像以前

说：这个国那个国。就不再用国这个字

。 

   以前中国，它是有万邦，一万个国家

，然后慢慢变成向千个国家，然后几十

个国家，最后统一成一个国家。我们是

由很多很多，然后慢慢变成一个，这是

为什么？因为我们懂得比卦，我们看到

地上有水，地上的水从哪里来，就是从

四面八方流过来的。那为什么会积在这

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大



家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职位越高的人

，你的姿态要摆得越低，你的姿态一低

，大家都附过来了，你很省力。现在不

是，你一升官，人好象就又长高了；然

后再一升官，好象那个脸也不会笑了，

然后就开始板脸给人看，那大家都跑掉

了。就是你知道，你地势一高，水都跑

掉了；你地势一低，水都来了。就这么

一个自然的现象。低姿态，我们中国人

把它叫做：以大事小。你很大，但是你

要让这个小的感觉到你很亲切，所以叫

亲民。不然怎么叫亲民呢？你高高在上

就好了，为什么要亲民呢？所以从一个

家庭，到一家公司，到一个国家，其实

这个比卦，都讲得非常清楚。它下面是



坤，上面是坎，就表示真正危险的还是

上面。 

    比卦的大象告诉我们：身居高位的人

，降低姿态，也可以得到大家的亲附，

这就像水流在低处汇集一样，通俗地讲

，就是平易近人。比卦的卦象是：坤下

坎上。下面是土，上面是水。曾仕强教

授认为，真正的危险是在上面，这是什

么道理呢？ 

    为什么上面危险？ 

    比卦它下面是坤，上面是坎，表示真

正的危险还是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老

百姓这个时候顺你，一段时间以后，他

可能不顺你了，人心会变的。这样各位



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每个新任的皇帝上来，他一定要提

出他的新政，我主张怎么样。一个人皇

帝当久了，几年以后，他隔一段时间要

提出一个什么号召，这是什么道理？真

正了解中国人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

是由几万个部落，可能十几万也不一定

，慢慢慢慢，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这

里面表示，中华民族里面，各式各样的

人都有，每一种想法都有。这样的民族

，我们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他是没有什

么归属感的。人家一个民族很小，然后

自然生态很艰苦，你离开这个你就活不

了，那有很强烈的归属感。中国这么大



，我这里跟你不合，我跑到那边去，我

到处跑。 

    中国人只有依附感，他很难产生归属

感。所谓依附感就是说：你对我好，我

没有理由不对你好。你值得我拥护，我

一定全心配合你。但是如果你变了，或

者我认为你不值得我拥护你的时候，我

们一句话就讲完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告老还乡，我到山上去隐居，我漂流

海外，我埋名隐姓，这就是中国人。所

以一段时间，他就要看看，下面的响应

怎么样。下面热烈地响应，那你就知道

，你的被拥戴性还是很高的。如果你讲

了半天，下面好象没有听到什么，也没



有什么反应，那这些，我们要从比卦的

六个爻，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有一

个号召，下面应该怎么反应？谁先反应

？谁怎么样？他都有他的一套的一个做

法。 

    你只有懂了《易经》，你才看得懂我

们的历史，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这样

做。现代人，很遗憾，他只会从西方的

标准来看中国，不是看得乱七八糟，就

是看得一无是处。所以近代中国人，最

苦恼，也最悲哀的，最不幸的，就是不

了解自己。人家外国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是两套思路，哪

一天我们真的懂了《易经》，你回头一



看中国人，几乎很少人会离开一阴一阳

之谓道。你看老板一说话，谁先反应，

他有一定的道理的。老板一说话，你不

反应，大家就怀疑：你是不是有二心？

你是不是不赞成？你说我没有，那就更

有。要不然那么紧张干什么？中国人一

向都是这样的。该反应的时候你要反应

，不该反应的时候，你有不该反应的做

法。你只要不按照这个套走的话，你再

好，你再忠心耿耿，最后都是吃亏的。

现在公司大了以后，就开始在各地建连

锁商店，或者找人来加盟，这也是比卦

。总部，你要记住：不宁方来。什么叫

不宁方来？人家一个公司，为什么要加

盟你？如果他做得比你好，你去加盟他



还差不多，他加盟你？他要加盟你，就

是他自己不安宁，他觉得他做得不好，

他才来。然后你一开始就挑剔这样，挑

剔那样。他心里好笑，我比你好的时候

，我还来给你加盟？所以我们既然是总

部，人家有意来加盟，我们马上就知道

：不宁方来。所以你就要告诉他，要怎

么样去改善，我给你负责培训，然后你

不足的地方，我派人支援你一阵时间，

这样才对。你只有用这种方法，才使得

大家认为，要加盟要快，不然后夫凶。

你来晚你连机会都没有，这都到处可以

应用的。 



    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崭新的格局，叫

做：地球村。地球村就是一句话，叫做

：天涯若比邻。要把天下那么大，都好

象是我们比邻而居一样，可见这个比卦

，对现代化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很可

惜一般人，一想到现代化，就想到美国

化，把现代化看成美国化，把美国化看

成现代化。然后国际化，就是不要自己

，认同别人。这算什么嘛？这种观念上

的不清楚。国际化，是见美国人说美国

话，见日本人说日本话，见中国人还是

说中国话。要不然什么叫国际化？如果

为了国际化，而使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很伟大，但是这种牺牲是不值得

的。为了现代化，而灭掉自己的文化，



你忍心吗？既然比卦这么重要，它有六

个爻，到底它在讲什么，尤其现在，我

们要地球村的时候，更应该花点时间，

好好地来认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