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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卦：乾下离上（火天大有） 

上九  _____  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 

六五  __ __  爻辞：厥孚交如，威如，

吉。 

九四  _____  爻辞：匪其彭，无咎。 

九三  _____  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弗克。 



九二  _____  爻辞：大车以载，有攸往

，无咎。 

初九  _____  爻辞：无交害，匪咎，艰

则无咎。 

大有卦卦辞：大有。元亨。 

大有卦彖辞：大有，柔得尊位，大中，

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

，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大有卦大象：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

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富裕

起来，但是大有卦告诉我们，一味地追

求富有是危险的。人人都希望过上富有

的生活，追求富有怎么会有危险呢？富

有的危险表现在哪里？为什么说安贫很

难？但是安享富贵更难，我们又应该如

何正确对待财富呢？ 

    把同人卦颠倒过来就变成大有卦，所

以这两个卦叫做彼此相综。但是我们如

果把同人卦的上卦变下卦，下卦变上卦

，颠倒一下，也变成大有卦，所以这两

个卦又是交卦，就是上下的位置交换一

下。所以这两个卦，一方面是综卦，一

方面又是交卦。可见它的密切关系已经



从卦象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

同人卦在前，大有卦在后，什么道理？

我们来看看《序卦传》是怎么说的：与

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大

有是什么？就是同人的最佳的效果，最

大的收获。因此，大有可以解释成：大

获所有。因为一般想到大有，多半会想

到物质很丰富上面去。你所丰富的如果

是物质，那很快就会变穷困；你所有的

如果是品德修养，那你应该可以一直发

展下去，大有是不容易维持的。 

    你看一个家庭，没有钱的时候，我们

会觉得贫贱夫妻百事哀：“哎！这对夫

妻实在穷得很难过啊！很悲伤啊！”但



是最起码他们不会发生那种奇奇怪怪的

事情，他还蛮安分的。因为他要找生活

都来不及，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动那个歪

脑筋呢？他不会的。凡是那些乱七八糟

的现象，都是从大有的家庭里面所产生

的。你看有一个男士，他去追求一个对

象，也带回家去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可

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很有钱，他一看这个

门不当户不对呀，他就反对。反对到什

么地步呢？反对到他们两个继续来往，

他们也知道。因为他反对没有效，儿子

不听他的。但是在街上碰到他儿子的这

位女朋友，甚至于到了未婚妻的时候，

还是不跟她打招呼，当作没看到。甚至

还有人，他容许他的儿子去跟人家生小



孩，他说生的小孩，我认他是我的孙子

，但是媳妇就是不许进门，还有这种情

况。各种那个离奇古怪的现象，我看在

贫穷的家庭大概不会发生，多半在富贵

的家庭，才会很奇怪的产生。我觉得这

是大有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人

，安贫固然难，但是要安享富贵，那比

安贫还要难。所以孔子一再告诫我们：

安贫乐道，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他不是

鼓励我们过穷日子，他不是担心我们有

钱，他不是。他一再提醒我们，你富贵

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好要做好充分的心

理建设。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上了

富有的生活，如果说穷日子难过，那么

富有的生活应该容易过了。但是曾教授

却提醒说，要想过好富贵的生活，必须

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那么这个心理建

设是什么？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一、如何做到福慧双全？ 

    真正的大有需要两个条件，一个叫做

富而有礼。这个难吗？你看，贫穷的时

候，对人家很客气，很有礼貌，这很容

易做到，因为不这样你就挨骂，不这样

你就被人家赶出去了。但是一旦富有以

后，你就开始目中无人，看谁都觉得：

“你有我有钱吗？”看谁都说：“你干嘛在



这里挤热闹？”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没

有这些人的话，你一个人在里面。你有

什么意思？红花也是要绿叶来陪衬的，

如果红花把绿叶统统摘掉了，你这个花

也很难看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想法就是

说：“天下只有我，可以讲话这么大声

。你凭什么？天下只有我，可以穿得这

么华丽。你算什么？”那就富而无礼。

第二个，富而能仁，这个更难。富了以

后，你还能够把别人当人，你还能够发

挥人间的大爱，去照顾那些不如你的人

，去跟他们分享你所得到的东西。那当

然你会想：“我自己赚来的，凭什么要

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们才特别提到说

，小富是你自己赚的，你可以不跟人家



分享，因为你一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

是当你大富的时候，很多是天老爷给你

的，不然，凭你怎么也赚不了这么多，

那你当然要分享了。只是老天通过你，

要你去跟大家分享，免得你自己遭殃。

我这句话是一般不人太这样讲了。你不

妨试试看，没有钱的人，他不这样做他

不会遭殃，有钱人他不这样做他一定遭

殃。你去看《易经》整个的每一个卦连

在一起，最后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富而

有礼，富而能仁，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

的，叫做福慧双全。你又有福气，你又

有智慧，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 



    大有卦告诫我们：金钱是对人最大的

考验，如果把金钱当作实现人生理想的

工具，那么财富就会成就一个人。但如

果把金钱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财产只

能带来灾难。那么当一个人富有了，应

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二、如何提高自身修养？ 

    大有卦大象：火在天上，大有。君子

以遏恶扬善，顺天修命。遏：遏制。遏

恶：遏制恶念。为什么在大有卦特别说

明要遏恶？就是我们刚刚才讲过，一个

人没有钱的时候，他是很守分的，他对

人很有礼貌，他也不敢有太大的欲望，

他不敢。可是稍微有点钱以后啊，你看



他的恶念就出来了；稍微有点钱以后，

整个人乱掉了；稍微有点钱以后，整个

家庭不像样了。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特别

要遏恶，就是这个道理。遏恶不够，还

要扬善。扬善不是说把好事情到处去吹

牛，不是这样的。扬善：发扬人善良的

一面。平常我看到穷人，我想救济他，

可是我口袋里面没有钱，现在我稍微有

了一点了，我看到人家，那我就多少帮

助他一点。遏恶扬善，这四个字为什么

摆在大有卦里面？特别特别告诉我们：

当你发现你大有的时候，你第一个，你

恶念会不断地产生，以前没有机会，没

有能力做坏事，现在开始有了，这就糟

糕了，就会害死自己。第二个，你本来



是有良心的，想做一些善行的。那现在

呢？你有能力了，你更不想做。更不想

做是什么道理？因为你想积小再成大，

再成大，还要更大，那最好呢？能够比

任何人都富有，跑到首富，那你就什么

事情都不要做了。下面特别地提醒我们

：顺天修命。修：美好。修命：美好的

使命。我们做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只

要有能力，我们一定要顺着天理良心，

来完成我们这辈子，人之所以为人的那

个美好的使命。这才是读《易经》的所

需要的一种觉悟。如果读了半天，只想

从中得到好处，只想把自己的坏处推给

别人，那还不如不读，那就读出小人来

了。《易经》所希望我们的是变成君子



。所以你看《大象传》里面都有一个“

君子以”，就是君子看到这种自然现象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它变成人世间

一种美德。 

    其实整部《易经》就是告诉人们：如

果把自然的规律运用生活当中，而六十

四卦，就是人生的六十四种情景。大有

卦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对待财富。那么

大有卦的六个爻，分别代表了什么？对

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三、保持忧患意识？ 

    大有卦初九爻辞：无交害，匪咎。艰

则无咎。匪咎：它不是咎，它不是后遗

症。但是下面又告诉你：艰则无咎，就



表示这个匪咎还是可能有咎。不然它写

无咎干什么？《易经》告诉你无咎的时

候，你就要想到有咎。那如果无咎它就

写无咎，它干嘛写匪咎？它干嘛？它一

定有它的用意的。无交害：交，近的意

思。无交害就是没有近距离的害处，没

有短时间的忧虑。一个人刚刚进入大有

卦的时候，他感觉到一切都有了。你还

有什么好忧虑的？没问题。我赚了八辈

子用不完的钱了，没问题呀。我这个房

子啊，七级的地震都动摇不了我了，没

问题呀。我的仓库样样都有呀，你还有

什么感觉到忧虑的？一个人没有近忧，

他就必定有远虑。因为你没有忧患意识

，你警觉性就开始放松了，你什么事情



都大意的。所以初九告诉：你是整个卦

的基础，一个人你要进入大有，你的基

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不要失去忧患意

识。《易经》最宝贵的就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是怕东怕西，什么都恐惧，

不是。而是我要提高警觉性。我要预先

防范可能发生的种种的，会让我感觉到

不安的那些因素，我要考虑。因此呢？

无交害，是提醒我们：你目前没有近忧

，因此你就不可能有远虑。你没有近忧

又没有远虑，这也不算咎啊。这算咎吗

？所以不是咎，但是你会自满，你会自

大，你会放纵你自己，将来就有咎了。

有咎怎么办呢？你就要注意后面这四个

字：艰则无咎。你要常常回想，我们有



今天的局面，是得来不易呀。是多少人

吃尽苦头，才有这么一点点成果啊。你

不要一下子毁掉啊，特别特别要注意不

要在你手上毁掉啊！你会对不起自己，

你会心不安。这样一来，你就维持高度

的警觉性，不会忘记当年的艰难，有很

多事情你知道合理的节制，那就无咎了

。只要你忘记了那种艰苦的情况，马上

就有咎了。但是很多人，他是很难过这

一关的。 

    人，是最容易遗忘的动物。一阵子就

忘光光了。我们有了痛苦的经验，是不

是要一辈子埋怨？不是。是不是要一辈

子后悔？也不是。我们要吸取这个痛苦



的教训，只要你一生不忘记，你就不会

重犯了。但是你很容易忘记呀。当时跟

人家借钱那种压力，当时要缴费少了一

点点那种急迫感忘光光了。稍微有几个

钱，一句话讲完了：就跟钱有仇了。你

只要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你永远不要

跟钱有仇。你跟它有仇干什么？我以前

穷得要命，买不起牛仔裤，这次买它20

条。一口气买20条，你在报复谁呀？就

是跟你的钱过不去。所以初九那个大意

是最危险，才会特别提醒说：艰则无咎

。 刚刚进入大有，你千万千万不要忘

记，当时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时时刻刻

铭记在心，要珍惜，不要随便去破坏大

有的环境。 



    大有卦初九爻告诉我们：虽然生活富

裕了，但是不能忘记曾经的艰苦历程，

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大有”除了大获

所有的解释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大家都有，也就是说要学会分享。

那么大有卦的九二爻，是如何说明这个

道理的呢？ 

    四、学会分享 

    九二爻辞：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车以载：以前用人去拉的车叫小车

，用牛去拉的车，就叫大车。大车就是

载得多，载得重的东西就叫大车。为什

么要载？就是要流通啊。因为你有了嘛

，要跟人家分享啊，要交换啊，要互通



有无啊。那九二为什么“有攸往”呢？就

是因为它跟六五是相应的。上面有人需

要、支持、赏识，然后你有足够的资源

，你有愿意跟他分享的心情，那自然就

有攸往了。九三，跟初九、九二同样是

阳爻，而且下面那一卦就是乾卦，那还

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啊。九三因为在下

乾的上位，所以特别提醒你（九三爻辞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弗克：

克制不了自己。小人弗克就是小人克制

不了自己。所以九三不太可能是小人。

因为它又阳刚，它又积极，它又知道自

强不息，他又知道夕惕若厉，高度的警

觉性。那他怎么会变小人呢？对不对？

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九三这个位阶，在



古代已经是王公的位置，已经相当高了

，再加上物质又丰盛，大有嘛，所以你

爱怎么样排场都可以。然后你就慢慢的

，天高皇帝远，我本来不应该有那种等

级的一种礼器，一种奉献，一种祭祀的

方式，本来不应该的，但是管他呢，他

那么远，而且他还不错，大概不会注意

到我，所以你就很容易摆阔，摆得跟天

子一样。这个其实是犯忌的，因为你僭

越了，你好象有意思要分这个天子的权

位了，你要把他的权势夺过来，所以才

提醒你，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变小

人。所以你要自己克制自己，你就是君

子。弗克就是克制不了自己。一看：“

反正他也不知道，我又有充分的资源，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甚至排场比天

子还要大。”你只要有这种行为，那小

人很快就会往上去打小报告，然后引起

上面的注意，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想这种事情是时时都会发生的。另外

还有一个，告诉我们说，你享用没有关

系，你也要想到必竟上面有个六五。所

以你呢？应该要跟他（天子）分享。其

实今天叫做上缴，以前叫做朝贡。为什

么？因为整体里面的部分，部分合成才

有整体，所以你自己有东西用，不要忘

记，除了照顾你底以外，还要跟你上面

的人去分享，要不然他不能直接生产，

他当然是靠来自各方的这些支持，一直

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九三，特别特别小心，因为你的位置

，是下卦的极位，稍微一超过分寸，那

你后患无穷，那就变成小人了。九四就

开始上卦，它是离卦，是光明的，九四

爻辞：匪其彭，无咎。匪其彭：不要过

于盛大，太庞大。你搞太盛大，太庞大

，你跟九三一样的，因为你的目标也很

显著啊。你跟六五靠得很近嘛，他不一

定看到九三，他会看到九四：“你这样

的排场，那你心目当中还有我吗？你是

不是准备取代我呢？”那不更糟糕？ 

    虽然富裕了，但是为人处事要低调，

不能大肆宣扬，辅张浪费，这也就是俗

话说中所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



理。有些人富裕了以后，常常用钱财来

拉拢别人，取得别人表面上的尊重，其

实这样的关系是虚假的，不会长久的。

那么，富裕了以后，应该如何塑造自己

的形象呢？ 

    五、以德服人 

    再上去，六五，虽然不当位，可是它

整个的都是在阳刚的这个大范围里面，

它反而得利。这个阴爻啊，如果它居的

位置不对，它的状况就不一样。现在这

个阴爻来到了原来是飞龙在天的位置，

而它本身又具有黄裳元吉的这个特性，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就是

说它以它的虚心，能够造成大家都很重



视道德的修养，这种状况是很难得的。

九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厥孚

：他的诚信。他用诚信来跟这五个阳爻

交往，五个阳从心里头（因为它是黄裳

元吉），欣赏它，拥护它，他不要摆出

威势，他自然呢就好象有威严一样，所

以叫做威如。因此它是吉祥的。上九，

这个跟一般的卦不太一样，因为一般到

了这个上面最高这一爻，它总是物极必

反，总是有点麻烦，它反而很好。上九

爻辞：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意思就是

，上九高高在上，眼看着下面呢？大家

都争相去依附六五，他很高兴，他根本

就不需要再做什么动作，但是他会告诉

大家：“要凭良心，要照天理去走，才



能够收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而只有天

人合一，才能够使这种大富有的局面，

能够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这六个爻都看完了，大家应该很清楚

，怎么样来过大有的日子，怎么样调整

自己合理的心态。如果我们平心静气，

把这两个卦好好地看来看去，怎么样从

天下有火然后造成天上有火？我们《易

经》会有很光明的未来。但是关键在哪

里？你看《易经》它的卦序：同人、大

有之后，突然间冒出一个谦卦，就是告

诉我们：你要比较长期地维持大有的局

面，只有大家重视谦的修养，谦虚、谦

让。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大有的局面



很快又乱掉了。谦卦是六十四卦里面唯

一的六个爻都是好的，那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