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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文明，通常会被人们混为一谈

，但是《易经》的卦象告诉我们：文化

与文明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却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

里？现代社会中，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

的态度来对待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呢？ 

    十八世纪的时候，英文出现了两个字

：一个叫做Culture，一个叫

Civilization。Culture叫做文化，



Civilization我们把它翻译成文明。那到

底哪一个字比较好？我们可以从《易经

》里面来看。《易经》里面跟这类相关

的卦有好几个，第一个是离卦。离就是

光明的意思，大放光明。所以它比较偏

向于文明。可是当我们想到离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有一个卦跟它是相

错的，叫做坎卦。坎跟离这两个是同时

出现，有光明就一定有黑暗。当人类向

上提升的时候，它一定是向下沉沦的。

所以一个人，外表很靓丽的时候，你就

要小心，他里面可能很丑陋。否则他不

必装扮得那个样子，没有必要。你看一

样东西，外表越靓丽的时候，里面越有

问题。你如果朝这个角度去想，你就会



觉得，离卦也是充满了危险的。另外一

个叫做贲卦，它有一个卦很相象，叫做

噬嗑卦。噬嗑卦跟贲卦都是一个大嘴巴

，然后里面哽了一个硬东西，只不过这

个硬的东西哽的位置不太一样，一个哽

在上面的部分（九四爻），一个哽在下

面的部分（九三爻）。各位，当你嘴巴

里面有东西哽在那里，你会不会觉得很

难过？当然不好受了，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么把它咬断，要么把它吐掉，除此

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把它含含

含，把它融化掉，大概就这三种方法。

那你看小孩子，含一个小糖果在里面，

他是吞下去呢？还是吐掉？还是含半天

自得其乐？你可以想象到。当然含的人



是比较愉快的。所以那就叫文化。我们

从欧美人士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英、法

、美国的人，他是比较偏向于

Civilization。就是他要文明，要漂亮，

要好看，要吸引你的眼睛，这当中落差

就很大。我是从《易经》的观点来看的

。我们是要讲这个“化”比较好，但是西

方人很喜欢解决问题，你读《易经》你

会知道，你解决一个问题，后面又有一

个问题，再解决问题还有问题，问题是

层出不穷，接踵而来的。你有多少时间

？你有多少精力？你能够解决所有的问

题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换一个角度

，我们用化解，把它化掉。大化小，小

化了，化到最后很轻松愉快，好象什么



问题都没有了。这不是推拖拉，这是合

理的推拖拉，加上合理就不一样。你盲

目地推拖拉，大家都讨厌，但是合理的

推拖拉，叫做事缓则圆。我们从离卦，

噬嗑卦，贲卦的外形来看，离卦是上面

一个口，下面一个口，上爻跟第四爻是

阳的，第三爻跟初爻还是阳的，很像两

个口在那里，贲卦跟噬嗑卦，好象一个

大嘴巴，只不过里面含了一个小东西而

已，那东西很小，但是它很硬，弄得你

很别扭。于是我们就想到：“啊！人类

的文明也好，文化也好，都是从嘴巴生

出来的。”那嘴巴重要的是什么？就叫

口舌口舌，文明从口来。可是口呢？除



了吃饭以外，除了喝东西以外，它最可

怕就是它会讲话。 

    从《易经》的卦象中，我们看到，文

明就像离卦，文化则像噬嗑卦和贲卦，

而三个卦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

离不开口。因为在文字没有诞生之前，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口口相传的。由

此看来，口会讲话是件好事情，但是为

什么曾教授会说：“最可怕却是口会讲

话呢？” 

    一、怎样避免祸从口出？ 

    你说这不对呀！讲话是好事情，怎么

会最可怕呢？因为祸从口出。一切的是

非都是从嘴巴惹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



讲：“唉！这个口舌太多。”口舌太多今

天叫做意见太多。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

样，立场不一样，感受不一样，然后他

又没大没小，他什么话都讲，这就是今

天的民主状况。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你说言论自由好不好？对不对？当我

们言论非常没有自由的时候，那当然言

论自由是巴不得的事情。可是当你言论

有了自由以后，社会就没有公义了。越

不懂道理的人他讲话声音越大，这是自

然现象。你看那个小孩声音最大，老人

家声音都比较低沉。因为小孩他本来就

小，他再不大声，根本就没有人去听他

的。你看虫越小声音越大，你夏天去听

蝉，那个蝉一点点大，但是它声音很大



。可是你听那个大的动物，它发出来的

声音是很低沉的，这就是自然的配合，

越不懂事的人越霸道，因为他所知很有

限。“就是这个样！没有错！”当然没有

错，因为他就知道这么多，怎么会错呢

？可是知道越多的人，他就越小心，他

就越不敢武断，因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我顺便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动不动就

讲沟通，其实这个字也是翻译过来的。

什么沟通？谁跟你沟通？那就叫

Communication。西方人他的文化，

他的文明，发展出Communication。

它是很自然的。我们把它翻译成“沟通”

，这就糟糕了。你如果从《易经》的角

度去翻，应该怎么翻？应该翻译成商量



。你看中国人讲大家好好商量，大家很

好商量，商量出一个好结果，大家都会

很愉快。现在动不动我们来沟通一下，

各位你试试看好了，你哪天去找你的领

导说：“领导，我们来沟通一下。”你看

看他脸色怎么样。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

话，没有去注意领导的感觉，这是现代

人很糟糕的事情。你敢跟老板讲说：“

我们好好沟通一下？”你敢吗？“我有一

件事情请示你，你觉得这个太严重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不晓得

你有没有时间？”这就对了嘛。商量也

是口，只不过这个口，跟那个沟通不太

一样。这是我们一再提醒各位。今天我

们很多东西，因为翻译的错误，造成很



多的困扰。讲到困扰，我们就想到有一

句老话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你看很多事情，都是惹事生非生出来

的，它本来没有事，惹了一大堆事。各

位你去看好了，或者你自己去做个实验

好了，你哪天就站在街头上，当然注意

安全了，然后你就把头抬起来，去看一

个东西，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我保证

不出五分钟，十个人跟你一样，看这样

，看那样，他不晓得你在看什么。然后

就有更多人来，就造成交通拥塞，就造

成公安过来干涉，就造成店里里面不高

兴，庸人自扰之，天下本来就没有事情

。什么叫做事？事就是生虫，蛊卦就叫

事。你看一个器皿，装了东西，如果它



很通风的话，那还比较可以保存得久一

点。如果它是不通风的，那很快就生虫

了。你看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

很顺当，都是很讲道理，可是不出三天

，它问题就出来了，就生虫了。事情是

必须要的吗？不一定。事情一定会生虫

吗？也不一定。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这就是庸的

悲哀。现在的人就更糟糕，现在的人，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扰得更

厉害，叫做没事找事。跟自己无关的事

情，他了来掺一脚，要沟通，要参与，

这些事情都是现代人应该好好去反省的

事情。但是人与人在一起，他一定会有

事情，这些事情你要慎始，一开始就要



想好，就要想到很长远，看有什么后遗

症，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碰到，本来

没有事的，就生出事情来了。你去处理

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忙乱，因为现在大

家都求快，赶快解决，然后又生出更多

的枝枝节节的问题，会搞得不可开交。

本来是小事的，就成大事；本来很轻松

的，变成很严重，那不糟糕吗？ 

    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把文化与文明

混为一谈，认为二者只是同一概念的两

种叫法，但是文化和文明之间，不仅有

着很大的区别，而且文明在有些时候还

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

文明？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不良



的影响呢？《易经》的卦象又会告诉我

们哪些解决的方法呢？ 

    二、什么是“文明病”？ 

    我们谈到文化，谈到文明的时候，我

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易经》告

诉我们：文明以止。那个止是很重要的

，连文明都不能说一直发展下去说越文

明越好，这种观念也是很可怕的，文明

也要适可而止。你看《易经》读到现在

，我们应该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任

何不够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愉快，但是

一旦过度了以后，问题就更严重。所以

适可而止，才叫合理。文明到某一个程

度，你就不要再去发展了，物质文明之



外，还要发展一些精神的文明，两边阴

阳并重，可以互相融通，这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没有饭吃的时候，你跟他谈什

么？他听都不想听，他是想找有什么可

以充饥的没有。可是一旦吃饱了以后，

你还继续吃，就吃出很多病来，那个我

们把它叫做“文明病”。为什么别的名字

不叫，叫文明病呢？就是因为文明所带

给我们很多的症状，这是以前没有的。

现在动不动就说你“三高”，以前哪里有

三高？以前怎么会有三高？就是文明带

来的一些毛病。因此，天下事，有一利

，必有一弊，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共

同的认识。 



    文明的发展要适可而止，那么文化的

发展，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人为地加以控

制呢？现如今各种名人故里之争，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争等文化争夺战，也在不

断地上演，这种所谓文化归属权的争夺

，能够争来真正的文化吗？如果我们人

为地去努力经营，是否也能创造出自己

想要的文化呢？ 

    三、左宗棠的身份“争夺战” 

    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嘴巴，每个人

都有意见，每个人都想发表，所以就会

吵吵闹闹，就会慢慢引起很多的纠纷，

就会制造很多事端，那怎么办呢？我们

最要紧的，就是大家要有一些共识，而



这个共识是什么？普世价值。人类有了

普世价值以后，在共同的基础上，去发

展不同的文化，然后求同存异，这是我

们今后要走的唯一的一条路，我们把它

叫做和平发展。最近有人就告诉我说：

“他读了曾国藩的传记，他觉得曾国藩

的智商很差。”然后他又说：“你看人家

左宗棠多厉害！李鸿章多厉害！”这个

人他真的没有读历史。曾国藩他死了以

后，追谥他的号叫做曾文正公。那个“

文”就很了不起。老实讲，清朝要给你

一个“文”，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你最

起码考上进士，你才可以叫做“文”，没

有中进士你叫什么“文”呢？左宗棠他是

没有考中进士的，所以后来他就想办法



要争取这个“文”，他心里想：“我没有进

士，死了以后连个“文”都扯不上，那我

跟曾国藩差太远了嘛。”那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新疆正好很紧张的时候，他

就上一个奏折给慈禧太后，他说：“我

要请假回乡去考试，考进士。”那个慈

禧太后一想：“前线这么紧张，你要去

考试？你在搞什么东西？”中国人的好

处就是旁边会有很多智囊团会告诉她：

“他是假的，他哪里是要请假回去，他

就是要他将来追谥他一个“文”字而已，

因为他没有中进士，他就不能追谥“文”

，但是他很想有个“文”字，所以他就借

这个，说我要去考试，如果你不让我去

考，你自己看着办好了。”那慈禧太后



是何等聪明的人，她说：“好！好！好

！那就答应他了，不必回去考了，给他

比照进士，将来给他一个“文”。”各位，

左宗棠是不是得到便宜了？没有了。你

看我们现在读历史，一看就知道，他是

得不偿失的。因为后来追增他一个叫做

什么？左文襄公。这个文襄跟文正，差

多远？正，就是经理。襄，就是襄理，

即副经理。他一辈子当襄理。我相信如

果他老早想到说，干脆当时不要去搞这

个名堂还好一点，你爱怎么谥怎么谥。

所以我们从这些拿出来看，就是说文化

，它是很自然的一种演化，而不是靠人

去争取，我去大声疾呼要怎么样。但是

西方人，特别是英、美、法国人，他们



都喜欢用人为的方式，那就叫文明。我

们是讲文化的。文化是自然的演化，不

是人为争取来的。 

    文化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而文明则要

人为地适可而止。那么在人类历史的发

展过程中，文明要怎样止，才算止得合

适？文化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之后，

才演化出来的呢？而《易经》的卦象，

将会告诉我们哪些古老的人生智慧呢？ 

    四、为何要“打醒”孔子？ 

    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大家都

可以想象到，到底是文明好还是文化好

？我们看历史，公元1122年，那一年

我们中华民族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情：周武王伐纣。我们都知道商纣王是

很坏很坏的，暴虐之君，应不应该伐？

当然应该伐。可是伐了以后会怎么样？

伐了以后，就造成以后经常改朝换代的

现象。因为你都可以伐他，我为什么不

能伐你？这是提醒我们一句话，说一件

事情它都是有阴有阳的。你看武王伐纣

，他在正的方面是什么？是为民征伐。

其实当每一个人，出来大声疾呼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不是为国为民的，忧国忧

民，为国为民，但是到最后都会变质的

。我们从历朝历代可以看出来，开国的

皇帝，跟传了几代以后，为什么会变？

就是过渡文明，过渡文化的时候，他那

种警觉性已经没有了。那要解决这个问



题怎么办？这是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

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一句就讲完了，这

句话不是谁讲的，是从《易经》里面提

炼出来的，叫做阶段性的调整。最近有

人问我：“毛泽东先生，毛主席当年说

打倒孔子，难道是错的吗？”我说：“没

有错。”“那没有错现在为什么又讲孔子

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只换一个

字而已，如果以前我们是“打倒孔子”，

听清楚，我们为了很强烈地去改变大家

的观念，我们提出“打倒孔子”。现在还

是打，只不过换一个字：打醒孔子。那

这个是个错卦，因为孔子睡着了，睡那

么久了，打醒他，我们把他打醒以后才

知道，孔子是什么的代言人？伦理的代



言人。所以人类的文明，就是要从伦理

开始，而伦理就是人跟禽兽的区别之所

在。我们今天再很冷静地说一句话，人

类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可能没有工

业，不可能没有商业，不可能把这一切

统统推翻掉，做不到。因为它是你创造

出来的，既然创造出来，你就很难去消

灭它。我们只有把伦理发扬出来，以伦

理做共同的基础，你要怎么去发展，其

实都无所谓。因为什么？都会发展到合

理的度，那就好了。一句话讲完了，任

何花样，任何事情，任何举动，任何的

普世价值，都没有对错。只要加上一个

字就可以，叫做合理。你看言论自由，

合理的言论自由，没错。现在大家都讲



：“不公平啊。”什么叫公平？你只要加

上合理的不公平，大家就心安理得了。

一切都是合理不合理，而不是好不好的

问题。这个合理就叫中，就是太极。你

看太极它阴阳这样翻来复去翻来复去，

翻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就叫中。翻到

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它又另外一个方向

，也叫中。人类要走的路子，是阶段性

的调整。这个在《易经》里面很重要的

一卦，叫做复卦。复卦就是说我不是复

仇，我是复兴。你看复兴跟复仇差很远

。当年你欺负我，现在我起来了，我要

复仇，那天下大乱了。当年你欺负我，

我忍气吞声，现在我起来了，我不会复

仇你，我会恢复我们以前的老关系，那



人类多愉快。很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而

已，就变成文化了。我们“化”也是逐渐

地去改变，我们去同化别人，是让他心

甘情愿，让他不知不觉，所以我们爱好

和平，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不需要武

力，要武力干什么？武力就是强制你要

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打你，那叫文明

。文明就是很文明的国家才会讲文明，

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

们任何时间都要观，观什么？观看他的

变化。这个时间已经走到这里了，以前

我们有些话那样讲是没有问题的，现在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以后再调整一下，

基本观念没有改，但是当时的方法要随

着去变，这是什么？这就是水。所以为



什么黄河变成我们的母亲河？就是因为

我们整个的文化，就是像黄河一样弯弯

曲曲，然后时常在变，就变成了我们的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仅蕴含着古老

的东方智慧，还是未来社会不断发展的

坚实基础，现如今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

要一员，中华民族应该怎样发扬和运用

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全世界的共

同发展呢？ 

    五、何为“体面”的动物？ 

    我们不可否认的，我们上半身是人，

但是下半身还是动物。这个人禽之辨，

不是说我们完全把兽去掉，那不可能。



食色性也，跟动物一样，叫做人的动物

性。如果我们完全把上半身去掉，只发

挥下半身的功能的话，那人就不像人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体面的动物

，就加上两个体面而已。而体面就是文

化，动物也吃东西，我们人也吃东西，

我们要吃得比动物体面一些。动物有皮

毛，那人类呢？人类怎么办？人类就创

造衣服。动物有它们的生活法则，我们

过得比它们更体面一点，那就大有可观

之处。你看我们把古人的文章，最好的

把它集合起来，叫做《古文观止》。就

是说你能够写文章像那么好，那不得了

了，大有可观。人要做一个可观的人，

可观就是让人家看得起，看得起就叫可



观。你让人家看不起，就是不可观。“

唉！那种人我连看都不要看！”糟糕了

。所以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从野蛮慢慢

进入文明，那就叫文化。人类是要文明

，没有错，但是它是要演进，是要用化

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文明跟文化

合起来，说文明是一个结果，是一个成

绩。但是文化是一个过程，是我们的本

质。那把两个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一个

概念，就是顺着人性来玩一些花样，本

来就很轻松。你只要不违背人性，你要

怎么变都可以。你如果违背了人性，你

那些花样都是不可取的，这样我们就有

选择的准备。我们根据这个标准再来看

，现在当代的普世价值，我们就知道做



一个调整，调整到合理的地步，我们就

没有话讲了。那就是我们未来的人类共

赢之道，就叫大道。大道之行也，就是

天下为公，然后就是世界大同，就是地

球村就呈现出来了。所以西方人的理想

，还是要透过我们的方法，才有办法把

它完成，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必须

要共同努力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像

以前种田，你要起得早一点，他要起得

晚一点，都无所谓。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种了，那个地方还没有。因为什么？它

节气不同，它气候不一样。现在工业化

社会就不一样了，上班一起来，那就拥

挤呀，就叫噬嗑。本来上班是一件很愉

快的事，有工作才愉快，没有工作做，



一天的日子很难打发。但现在不是，现

在一起来就怕迟到，然后又怕被罚款，

又怕被老板骂，你所担心的是什么？你

所担心的就是这些无谓的事情。各位，

你迟到的时候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是担

心没有把工作做好吗？好象不是。你担

心被扣薪水，你担心被老板骂，甚至于

担心被同仁排挤，那这个人的心思就乱

掉了。我们目前所遭受的噬嗑，是非常

之多。噬嗑以后，还有贲，而贲卦就是

文明的表现，就是人类文化成的结果。

我们把兽性跟人性做一个磨合，就会呈

现出人类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