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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卦：坤下震上（雷地豫） 

上六  __ __  爻辞：冥豫，成有渝。无

咎。 

六五  __ __  爻辞：贞疾，恒不死。 

九四  _____  爻辞：由豫，大有得；勿

疑，朋盍簪。 

六三  __ __  爻辞：盱豫，悔；迟，有

悔。 



六二  __ __  爻辞：介于石，不终日，

贞吉。 

初六  __ __  爻辞：鸣豫，凶。 

豫卦卦辞：豫。利建侯行师。 

豫卦彖辞：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

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

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

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

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卦大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

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天天开心，时

时快乐。但是《易经》里的豫卦却告诫

我们：快乐也要适时，适度。因为物极

必反，乐极生悲。然而，快乐本是人生

的美好追求，难道还要控制自己不去享

受快乐吗？那么这《易经》中的豫卦究

竟包含着什么神妙玄机？所谓适度、适

时的快乐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我们看过了谦卦以后，一定会有一些

感想，把谦卦颠倒过来就是豫卦。豫这

个字，就是快乐、喜乐，再通俗一点，

就是高兴。我们先看它的卦象，五个阴

爻，一个阳爻，豫卦的阳爻在第四位，

大家这样一听你就知道了，阳爻在人位



，跟天、地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谦不谦

虚是人的事情，快不快乐，还是人的事

情，跟天、地没有太大的关系。豫卦是

在提示我们：快乐快乐，它的意思就是

很快，你就不乐了。像这些事情，才是

合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豫卦

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人生一定有

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你要有节制，否

则的话，经常都是乐极生悲。为什么会

这么严重？因为很简单，一个人快乐的

时候跟愤怒的时候，都是最没有防御能

力的。豫卦这个豫字，本来是一种特大

的象，当然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

有一种体积特别大的象，大家如果到河

南，如果到他们的博物馆，他只是用两



只大象来代表，因为豫是河南省的代号

。这个像它行动起来的时候，因为它体

积太大，所以只顾往前走，旁边的它没

有办法照顾到，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

说，人到底是个大好不是个小好？案是

各有利弊。你看个小的人，他多半比较

机灵，他反应比较快。个子大的人，他

只顾往前走都来不及的，都怕被撞到了

，他哪里有办法左右去照顾。这告诉我

们什么？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快乐的时

候，往往得意忘形。只顾到自己，旁边

人的感受你完全没有去照顾到，那他们

对你的一股怨气，他们看不惯你，所造

成的后遗症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所以



我们要有节制，否则的话，经常都是乐

极生悲。 

    通常人们在快乐的时候，比较容易得

意忘形，丧失判断力，难免就会发生一

些乐极生悲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人

们还是希望自己活得比别人更潇洒，更

快乐。而豫卦却告诉我们，无论你再怎

么开心、快乐，都要有个度，还要分清

场合。那么假如我们把快乐的时间和开

心的程度人为的控制起来，这还算是真

正的快乐吗？而不被控制的快乐对于身

在职场的我们，又会有哪些影响呢？ 

    一、如何控制“快乐”？ 



   你从初六爻开始看，你一定会吓一跳

，它一开始就告诉你（初六爻辞）：鸣

豫，凶。它告诉我们：生于忧患而死于

安乐。一个人你在忧患的环境里面，你

会提高警觉，你会时时警惕，你会好好

用心，你反而活得好好的。当一个人很

安乐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顾虑：“！

那没有什么！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资源

多得是，机会随时会有的，不在乎。”

我讲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到不管什么地

方去办事，银行也好，邮局也好，什么

地方也好，那个行员跟行员两个人在讲

笑话，你放心吗？你会不会担心，他如

果打错了怎么办？他如果算错了怎么办

？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这是上班时间



呢，他嘻嘻哈哈干什么？但是这种情况

很多，心不在焉，讲东讲西，讲得很开

心，他完全不把你的事情当一回事。如

果这时候没有客人，你们两个人谈谈天

，有说有笑，那是很自然的。客人来了

，你就要全神贯注，你就要好好工作，

你不能再继续下去。 

    所以《易经》的阴阳阴阳其实就是开

关，一个人的修养就是开关。该讲笑话

该轻松你就轻松，该认真，该把其它事

情停掉，专心一致把那些事情处理好，

人家才会信任你，那你就有前途了。在

一个团体里面，你基层的员工，你甚至

连上面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人整天就这



样子，嘻嘻哈哈地混，你在这里还有什

么前途？有谁敢来提拔你？我们现在可

以看得出来，初六它是不当位的，那你

不当位，你本身又是柔弱的，你又没有

能力，你又不能做出贡献，而你又喜欢

玩乐，那可以看到，你的处境是多么的

凶险。那我们倒过来想，难道整天上班

的人就应该像木头人一样，规规矩矩从

早到晚？那他根本活不了。所以很简单

，你如果懂得豫卦你就知道了，豫卦它

的时间要合一，当这个雷从地里头打出

来的时候，万物苏生，会给万物带来一

些动能，都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请问各

位：打雷的时候，你敢在水上游泳吗？

不敢的。你最起码这个雷打出来你就开



始算，半个小时以后，你才可以去游泳

，否则太危险了。豫卦它是偶尔出来，

虽然是偶尔，但它是要合时宜的，你不

应该打雷的时候你打雷，也很麻烦。该

打雷的时候你不打雷，那对大家都有伤

害。所以我们先把彖辞最后那一句先说

出来：豫之时义大矣哉！时义（合适的

时间）：就是它划出来的那个时间，这

个雷从地里面发出来那个时间，一定要

合适。这个豫卦它的时间要合宜。不合

适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乐也要乐得

合时宜，但是假如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恐怕早就乐得



把合适宜三个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

么豫卦又是怎样提醒我们做到乐得合时

宜的呢？如果我们按照豫卦的要求行事

，是不是既能开心快乐，又能避免乐极

生悲呢？ 

    二、乐得合适 

    我们要乐，一定要记住，第一个，要

众乐，不能独乐。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当大家不高兴的时候，你一个人高

兴，对你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因为你会

招这些人的怨，你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那这种无形的力量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

害。你看这个豫卦，它为什么没有用六

五来做它的卦主，它没有。而是第四爻



。就是说总经理，你在大家员工同乐的

时候，你一定要做主吗？你做主不是给

大家很大的威胁吗？大家要快乐，还要

顾虑你，还要来招呼你。我看到很多总

经理他知道，平常凡是同乐晚会的时候

，他根本不当主席，他当主席干什么？

你们自己推一个就好了。而且他还经常

早退，因为只有他退了以后，底下的人

他才会比较自由的去欢乐。总经理在场

，他要维持一个教化的目的，教化的目

的达成了他就可以退了。这才是懂得“

时义”，懂得进退。从头坐到尾，大家

想唱歌也不敢唱，过一会他就要上去讲

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人家听过几百遍的

，只好呢？又陪着他笑嘻嘻的。那这种



同乐有什么意义？只顾一个人乐的人他

是不长久的。要有办法使大家乐，而且

在乐的当中能学习到东西，这个就了不

起。寓教于乐，才是真正懂得豫卦的，

嘻嘻哈哈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是浪费时

间。你让你公司的员工，在很开心很欢

乐的气氛里，他知道自己警惕自己，你

就了不起。你使得老百姓在安居乐业当

中，他会不断地提高他的品德修养，了

不起！ 

    我讲到这里大家可以想到，年纪大一

点的人都知道，以前公司如果有什么同

乐会，尾牙（年终聚会），有什么周年

庆，纪念，都是大家在高高兴兴里面，



对公司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个钱才花得

有作用，大家在一起，才能够学到一些

真正的东西。现在没有了，请人来跳些

乱七八糟的，下面人整天就是吃吃喝喝

了。只有让人家感觉到，平常工作实在

太辛苦了，假如每天能够这样该多好。

这完全是反教育。第二个，要适乐，不

能过度。要适当地娱乐，不是过分。你

看现在都是感官的刺激，还要更刺激，

刺激到最后都麻木了，现在已经麻木了

。你看以前，我们只要能够去听听京戏

，我们就很高兴。就算人多吵吵闹闹，

但是你看到他那样子，你也听不太清楚

，可是你就很乐了，现在不行。要求，

又要求，因为感官的刺激，是越来越强



烈，最后越来越麻木，你最终弄得自己

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看过了，那个，

没啥，摇摇头。所以人，到底是越来越

幸福，还是越来越不幸福？你从这里深

刻地去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了。第三个

，是对现代人一个特别的警讯，要懂得

真正的快乐。我们讲这话是不太客气的

。但是大家可以仔细去看看，在飞机上

，经常播演的那种笑片，哈哈哈，笑得

很大声音，这就是幼稚，你应该去想想

，为什么人家笑不出来？你一个人笑那

么大声？你应该想想人家可能也会欣赏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去吵人家的习

惯？公共场合是大家的，不是你们家的

客厅。老实讲，就算是你们家的客厅，



你一个人笑，全家人也都受你干扰。我

们为什么要众乐，不能独乐？为什么要

合适地乐，不能过分或者偏差地乐？那

就是要预防乐极会生悲。 

    俗话说物极必反，乐极便会生悲。这

就是《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而汇集古老智慧的《易经》，不仅指出

了物极必反的道理，还在豫卦中，以乐

极生悲为例，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法。

那么，我们在难掩开心快乐的同时，要

怎样去做才能避免乐极生悲呢？ 

    三、怎样预防乐极生悲？ 

    我们的老祖先，看事情看得很远，想

事情想得很深，而且他位置非常之高，



我们看到豫卦它六个爻的爻辞，除了九

四以外，大部分都是凶险，它就是不断

地告诉我们：你要居安思危啊。你千万

不要乐极生悲，这是一片好意。我们看

九四爻，阳爻，其它都是阴爻，只有第

四爻是刚的，它不是自己乐，它是使大

家都乐，只要有人不乐，他就开始要解

职。如果他把这次的欢乐带动得非常好

的话，那全体都受益。如果带错了，那

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一定要小心。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大家来乐一乐，那后

面的后遗症是很多人没有去想象到的。

你今天冲天炮放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很高

兴，然后半夜火灾了。不是说不能乐，

而是你要乐得合适，乐得合理，乐得合



时，要减少后面的那些问题，才叫无咎

，否则就有咎了。你看大家现在很喜欢

看足球，总动员啊，可能一踩死几十人

个人，可能那是一辈子的创伤都忘不了

。为了欢乐而丧命，这叫豫吗？那叫快

乐吗？就是很快就不乐了。这样你就知

道，豫这个字啊，不完全解释快乐、喜

乐、高兴，它要有充分的预备。你没有

预备，你怎么知道你合适不合适？它也

要充分的预测，预测一下，这一次，我

们这个欢乐的场面会有什么样的人来，

你看有时候好好的一个场面就是因为该

来的人不来，不该来的都来了，搞得一

团糟，那还不如不办。 



    豫卦告诉我们，要想获得长久的快乐

，就要居安思危，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要有所准备，同样在职场中，如果想

要拥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生涯，职业计划

必不可少，而良好的工作态度更是取得

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作为身份、性格

、态度各不相同的普遍大众，我们怎样

才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占有一席之地呢？ 

    四、职场中的“苦”与“乐” 

    六个爻里面有五个是阴爻，只有九四

是阳爻，这五个阴爻里面唯一的跟九四

相应的就是初六，这又给我们一个很重

要的提示，就是说如果老板是你的亲戚

，或者你跟上面的关系良好了，那你就



比较不在乎了：“怕什么？我就是嘻嘻

哈哈，谁也不敢怎么样。”那真的大家

也不敢跟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越陷越

深了，他最后搞得整天闹事，整天惹事

，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的时候，那是有再

好的关系也没有用了。相反的，六二跟

九四没有什么相应的关系，所以它的爻

辞很简单（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

日，贞吉。你看一个人由凶到吉，是有

条件的，就是你要守正，你要走正路，

你要改过，就会有吉祥。六三爻辞：盱

豫，悔，迟，有悔。盱：张开眼睛，很

用心去讨好上面那个九四，就有点奉承

它，有点讨好它，说难听一点，就是献

媚的意思。一个人张开眼睛装可爱，然



后去吸引九四，去让他感觉到说，我全

心全意在讨好你，你会怎么样？他会悔

。为什么会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太多的人，认为这就是拍马屁，

那拍上级的马屁，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你不拍他这个马屁，你怎么有前途呢？

尤其你靠那么近，你不拍谁拍？这个观

念是绝对错误的。我观察了几十年，我

可以用我的亲身体会来向各位保证，在

中国社会，靠讨好，靠拍马屁，是没有

好结果的。上面只是用你一阵子以后，

他一定把你踢掉。因为上面的人，最怕

那种马屁精。因为他知道，迟早会死在

马屁精的手上。但是一时利用一下可以

，不要上当。所以六三讲得很清楚，只



要你是盱豫，你是存心讨好，你是有意

拍马屁，你一定会后悔。迟，有悔：那

更妙，你早点后悔，你还有救，你后悔

得再迟一点的话，那就会悔恨，那就来

不及了，就悔之晚矣。所以你看一个叫

悔，一个叫有悔，这语气是不一样的。

前面是说，你如果及早悔改，你还来得

及，还有救。后面那个有悔是告诉你，

你那时候想要后悔也没有用了，晚了。

因为上面把你利用一阵子以后，他已经

下决心要把你踢掉了，无可挽回。 

    无论是刻意讨好领导还是兢兢业业，

恪守正道，都是为了拥有一份理想的工

作，从而达到事业顺利的快乐和理想的



职业状态。但是为什么人人都抱着追求

快乐的信念出发，却不能全部到达快乐

的终点呢？豫卦又给予我们哪些启发？ 

    五、何为快乐之道？ 

    豫卦真正用现代话来讲，就叫做快乐

之道。人生一定要追求快乐，要不然你

老一辈子辛辛苦苦干嘛呢？愁眉苦脸的

有意思吗？你要快乐一点嘛，但是快乐

要合乎道理，你才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制造自己的祸害。九四，它一开始它就

知道我是卦主，我有责任要把大家的喜

乐弄得很正当，而且让它有使命能够完

成。什么叫使命？就是从这当中可以学

习到一些好的东西。老实讲，一玩乐就



学坏了，那种情况我们最常见，平常养

成好习惯，一旦玩乐就毁于一旦了。告

诉小孩不要赌博，赌博是不好的，然后

带着他到那种赌场，让他开开眼界，我

不反对。但你事先要做很好的心理建设

，说赌是十赌九输的，你千万不要相信

你去会赢的。可是你讲这些有没有用？

他这个刚去，他吃饺子机，一投，哇！

他就得到很多。那你怎么样？所以我常

常说：“到了赌场，你会赢，那你将来

是很惨的，你输过几次你反而好。”你

看你一去就赢，那你就认为自己运气好

，手气好，那就常常去，最后是全部家

产都贴回去还不够。你去了，刚开始是

玩小的，输了，输了，输了你就算了，



我这辈子没有这种运气，反而好。很多

事情你要从两面去想。 

    六五小象：六五贞吉，乘刚也。不死

，中未亡也。疾：危险的形势。为什么

？乘刚也。因为你是柔，它是在上卦的

当中，只要你坚守正道，你不会有什么

坏处，你把这些给九四做，对你是反而

有好处的。你可以减少很多的无谓的那

种纠纷，人家很多恩恩怨怨，很多不平

。老实讲，工作的不平，一般人还没有

那么计较，游乐的不平，那是比工作的

不平还要计较的。你可以仔细去看一看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反

正要工作，那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无所谓



嘛，那出去玩我还吃亏，那平常吃亏那

么多，出去玩你还让我吃亏，那我就不

干了。所以往往出去玩的时候，那种抱

怨，那种争执，比在工作场里面更难解

决，你要这样想就对了。 

    上六小象：冥豫在上，何可长也。就

是说你一天到晚打雷的话，那你能打多

久啊？打得人心不安，打得万物不灵了

。你要了解，动了以后，你要能够变，

要能够及时地去改变你的心意，这样才

叫做冥豫在上。你已经安乐到极点了，

已经动到大家已经很痛苦了，你还不及

时去改变，那你怎么能长久呢？最后是

毁于一旦嘛，已经离灾祸不远了，所以



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把它调整过来，叫

做及时刹车，及时改变。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玩也玩过了，回来要收心，一定

要收心，要把心收回来。豫卦的主要目

的是告诉我们：人生一定有喜乐，但是

这个喜乐你要有节制，否则的话经常都

是乐极生悲。你看现在有些富家子弟，

已经开始有这种心态了：我这辈子只知

道穿名牌，只知道开名车，只知道三餐

吃好吃的，吃到肚子那么大，吃到身体

变形了，吃到脑袋空空，吃到什么事情

都没有兴趣。那总要有人告诉他：“自

毁前程是小事情，你把整个社会的风气

败坏了，你良心安吗？”那为什么会这

样子？为什么会做到冥豫在上？就是因



为大家忙碌的去追逐时尚，要与国际接

轨，要赶上时代的潮流，你就是盲目去

追随，这叫随风漂流，那你如果跟上好

的还不错了，跟上不好的不糟糕了吗？

所以我们在豫卦之后，紧接着就是随卦

，随卦告诉我们：人难免会追随，会随

顺会随从，但是一定要择善而从，不要

盲从，盲从是非常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