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经的智慧》第5集：乾坤《易》之

门 (曾仕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a834fc0102v3lf.html 

 

   天地生万物，人是万物之灵，几千年

以前，我们的先人用智慧创造了天地之

学《易经》。目的在于阐释天人合一的

生存之道，福泽子孙。圣人孔子说：乾

之大始，坤作成物---《易经.系辞传》

。天地是宇宙的基础，而《易经》中的

乾坤两卦，也是开天劈地的两扇大门。

那么在《易经》之中，究竟有着怎么样



的玄妙的乾坤之学？借助乾坤两卦，我

们又能洞悉什么样的人生之道呢？  

    我们现在一翻开《易经》，就看到前

面这两个卦，一个叫乾卦，从头到尾，

六个爻都是阳的，即：初九、九二、九

三、九四、九五、上九，从头到尾都是

九。当它一变的时候，六个爻一下子统

统变成阴爻，就叫做坤卦，所以坤卦是

从乾卦六条完全没有中断的直线，一下

子变到六条统统是中断的阴爻。它的编

号马上由初九变成初六，九二变六二，

九三变六三，九四变六四，九五变六五

，上九变上六。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卦在



《易经》里面叫做错卦，它们两卦互错

，彼此相错。当然乾卦六爻都是阳的，

突然间变成六爻都是阴的坤卦，这种现

象只有一种，乾坤它是同时出现的，这

个我们把它叫做开天劈地。有了天它一

定有地，有了地你看得到天。现在的科

学认为宇宙它本来是一团能量，天地不

分，就是我们所讲的混沌，我们所讲的

无极。经过一次大爆炸，我们用“爆炸”

这两个字实在不足以形容当时的状况。

因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爆炸就是“砰

、砰、砰、砰、砰”了不起是这样的。

它们是同时而且非常激烈的，空前绝后



的一次大爆炸。这个big bang产生以

后，万物就开始出现了。开天劈地，它

有两种力量，一种叫做创造，一种叫做

演化。演化要根据创造做充分的配合，

所以乾卦代表创造的力量，而坤卦就代

表这个创造出的东西要让它落实，要让

它适应，要让它不断的演化的那股力量

。坤卦：演化的力量。所以我们常常讲

乾坤配，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中国人

讲：无三不成礼。因此我们可以说，六

十四卦只有三类，一类是纯阳，就叫乾

卦；一类是纯阴，就叫坤卦；另外一类

就是有阴有阳。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数量来讲，卦只有一卦，有阴有阳，

乾坤配会产生六十二卦，可是就值来讲

，各占三分之一。乾坤两卦就占了三分

之二，所以我们才会讲：乾坤《易》之

门。 

    乾坤是易学的大门，因为这个门太大

了，所以它有两扇，一扇叫天，一扇叫

地；一扇叫乾，一扇叫坤。两个门同时

，一打开里面，六十二卦全部呈现，清

清楚楚，那就叫做宇宙万象。《易经》

中的六十四卦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

简单，它们都由乾坤两卦所衍生。在乾

坤之间的六十二种变化和组合，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如果要参透《易

经》，首先就要弄懂代表阴阳之始的乾

卦和坤卦，那么乾卦和坤卦分别代表着

什么？两卦之间又有着怎样玄妙的联系

呢？ 

    父亲（乾卦）统领女儿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家庭？你看在

所有人类当中，家庭观念最浓厚的，就

是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易经》告诉我

们，八卦它是一个大的家庭，其中乾卦

是父亲，坤卦是母亲。凡是跟乾卦有关

的那三个爻，都是女儿。凡是跟坤卦的



那三个爻，都是儿子。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看现实就好了

：儿子多半长得像妈妈，女儿多半长得

像爸爸。这什么道理？如果女儿像妈妈

，儿子像爸爸，那男女就分成两种，一

种越来越男性化，叫做男人类；一种越

来越女性化，叫做女人类。因为乾卦它

所产生的，都是有交错的，所以各位可

以看到，乾卦三爻都是阳刚的，最底下

往上，叫做下爻、中爻、上爻，最底下

那一爻就是最先出现的。所以当乾卦最

底下那一爻变成阴爻的时候，它就代表

长女巽（风）卦。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家庭先生女儿，这个家庭有什么好处？

就是大家比较和顺，因为女儿很可爱，

所以父母喜欢她。大家都喜欢她，她就

带来和顺的这种气氛。所以实际上，如

果生一个的话，那男的跟女的是一样好

。如果生两个以上的，那大家都比较喜

欢老大是女儿。三个阳爻当中变成阴爻

的，就叫中女，即第二个女儿，是离（

火）卦。离卦带来很美丽的景象。老大

出生了叫千金，老二女儿出生了，又来

了一个仙女了。加上她妈妈、长女，家

中就有三个漂亮的女性。但离卦也给我

们一些问题，这里面就开始闹意见了。



等到第三女儿出现了，即乾卦最上面那

爻变阴爻，即少女，小女儿出来了。叫

兑（泽）卦，兑卦就是说，你不要不高

兴嘛，你要很喜悦的，多一个女儿有什

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时已经有很多问题

在心里头。我就看到一个人，他非生个

儿子不可，一连串生了五个，他心想第

六个该是儿子了吧？就生了第六个，还

是女儿，那大家就安慰他了：也不错啊

，六仙女呀！他一想六仙女以后，该来

个儿子了吧？再生一个，七仙女。那你

说他这个男人什么感觉？ 



    孔子说：生生之谓易。阴阳的互动生

出了万事万物。《易经》中爻的阴阳变

化，来自于自然规律，也蕴含着生动而

经典的道理。既然乾坤由三条阳爻的改

变而生出三个不同的卦象，那么坤卦也

会因有阴爻的改变而生出三个不同的卦

象，即：震（雷）卦、坎（水）卦、艮

（山）卦。 

    在中国社会里面，因为我们总觉得要

有一个儿子，他会带给你一翻的震动，

如果一个人姓王，叫王震，你就知道他

是排行老大的儿子，否则不会叫这个名

字。同理，李震、孔震，程震，都是同



一道理。老二是坎卦，为什么坎卦？因

为老二跟老大经常是意见不同的，他不

服气的：你早出来，你就了不起？老大

说：你是老二，你不听我？越有钱的家

庭，有势的家庭，这个老大跟老二，这

两个男的，始终是相处不好的。一个来

的时候带来一翻震动，一个来的时候就

告诉大家要家和，家里不和，兄弟阎墙

，将来是麻烦的，老三（艮卦），艮卦

有好几个意思：1、你有三个男的，你

们家够了，不要再生了，人口那么多。

2、你如果现在就停止的话，你们家就

要做一番规划，怎样使它变成一个团体



而不是一个阻碍。所以同样一个小小的

变动，你好好去想，你会觉得它对我们

中国人的影响实在是很大的。 

    作为《易经》的两扇门户，乾卦和坤

卦在其一开一关之中，衍生出六十二种

卦象，如同天地变化，阴阳互迭生出万

物，而就在如此微妙的阴阳变化中，都

蕴藏着亘古不变的大道理。那么从乾坤

两卦的变化中，先人阐述怎样的永恒之

道？我们又该如何顺天地之律而行呢？ 

    乾坤变化的大智慧 



    乾卦变坤卦，坤卦变乾卦，这种非常

激烈的变化在《易经》里面是很少见的

。这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变毕竟

是少数，不变的还是多数。天天变，样

样变，人人变，我们是吃不消的。这句

话对现代人很喜欢讲什么：求新求变。

应该是好好要去思考思考。《易经》三

画卦，代表天、人、地三才，那六画卦

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天有阴阳，人

有阴阳，地有阴阳。所以最下面两爻，

叫地道；当中两爻，叫人道；最上面两

爻，叫天道。大家仔细去看一看，地道

它有刚柔，刚是阳爻，柔是阴爻。为什



么？因为地它越挖越刚，还是越挖越软

？如果上面硬，下面软，那太危险了，

那你盖高楼，一下就跨掉了，幸好那个

地表是比较软的，你用锄头，挖地机都

较容易，越往下越硬，所以我们盖高楼

的时候，那个地基要打得很深，才能够

牢固，所以最下面那一爻，它是刚的，

第二爻才是柔的。那人呢？人要以义（

刚）作基础，你讲话合理，做事情合理

，言行都合理，就是符合义的的要求，

才能够证明你的心是有仁慈的，有仁爱

的。言行合理就是仁义，人要以义作基

础才能有仁爱。天呢？最上面一爻是阴



，第二爻反而是阳。中国人只有讲阴阳

，从来就没有人讲阳阴，这什么道理？

你看阴，它是往下走的，阴气往下走。

你去看我们的冷气机，多半在上面，冷

气才往下吹，如果冷气机放在地上，那

糟糕了，它只是往地里钻了，上面还是

热的。可是热气的时候，它是往上扬的

。所以阴往下，阳往上，阴阳才能交流

。人的头只有一个是奇数，所以它是阳

，人的脚有两只，是偶数，所以它是阴

。但是，虽然头是阳，它的气要阴一点

。为什么？就是头脑要冷静一点，不要

太热。而脚它需要热，这个人才是健康



的。这些都是跟阴阳有关系，世界万物

皆为阴阳，这是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更应该懂得自身生

存的阴阳之道。 

    孔子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

之道---《易经.系辞传》。是说《周易

》的阴阳之道，是天地之理。掌握了这

个道理，就掌握了天下的根本规律。那

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到顺

应规律而行？又如何对待多变的种种状

况呢？ 

    如何对应生活中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一个重卦，即六画卦，分

成两段，因为它本来就是两段，任何一

个重卦都是用两个单卦重叠在一起，就

叫重卦。即由三画变成六画。下面的三

爻代表物质，上面的三爻代能量。你可

以看出来一个人，上半身是能量，下半

身是物质。任何一个卦，它有六个爻就

代表六个位置，在这个时间段里里，我

们把它分成六个阶段，给它六个不同的

位阶，每个阶段就叫做一爻。凡是天底

下的数，偶数的，都叫做阴；奇数的，

都叫做阳。1、3、5这三个爻，阳的比

较好；所以叫当位，它的爻辞都比较让



人家放心；2、4、6这三个爻，它是阴

位，阴位如果用阳爻，就叫不当位。六

十四卦里面六个爻全部当位的只有一卦

，叫既济卦即《易经》第六十三卦。有

一卦完全不当位，即未济卦，没有完成

的意思。乾卦从头到尾，都是阳刚，有

三爻当位，三爻不当位，就是那个位，

跟你的身份是不配合的，跟你的性质是

不配合的。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去做什

么事，做得好，就表示这是当位的。一

个人没有那个能力，又占着那个位置，

那你怎么做得好？就是不当位。坤卦也

有三爻不当位。如果乾卦坤卦都当位，



那它们都安安静静，各做各的事情，那

也不需要交错了。 

    所以读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

易经》里面是没有好坏的，好会变坏，

坏会变好，即好就是坏，坏就是好。像

这种话要非常小心去解释，否则就变成

没有是非了。那还得了？因为好的里面

，它有很多坏的因素，随时会产生的；

坏的里面，它有很多好的因素，它随时

会翻过来，然后把所有坏的成分统统取

代掉，它就变好了。一个人新陈代谢，

就好象卦的变化一样。每七天你的细胞



大部分都改变了，随时可做一个新的人

。 

    《易经》给我们的启示：你不要只看

眼前，你要知道未来的变化。你现在好

不好，已经是定了，你抱怨也没有用，

你要想办法让它转好，这才是要紧的。 

    小小的卦爻象数，包罗万象，蕴含乾

坤。《易经》的智慧存于天地间，深藏

在六条卦爻的阴阳变化之中，自下而上

依次排列的六条卦爻或阴或阳，其中蕴

含着独特的意义和微妙的变化，那么六



条卦爻分别代表着什么？我们又能从中

参透怎样的是非道理呢？ 

    卦爻蕴含的智慧 

    每一个卦有六个爻，就是在一个时间

段里面，我们给它六个位阶，表示不同

阶段的变化，我们先说通例，因为这个

是对每个卦都通用的。初爻与上爻对起

来叫有始有终（初难知，上易知）。第

一爻它到底代表什么？很难清楚，因为

事情刚刚开始，谁看得清楚，将来怎么

变化？可是上易知，因为你发展到最后

一个阶段，种种形态都已经很显著，而



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当然是很容易

了解了。对年轻的小孩子，你不要一眼

断定他没有用。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往

往小时了了，大时未必佳。而小时候没

有什么的，却越来越行，它会变化的。

第二爻与第五爻也是相对的，二多誉，

五多功。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

一开会，就讲这件事是上级领导，他的

指示很明确，他领导有方，我们才能够

做得这么好。就是我们很习惯于把所有

的功劳都归功于上级领导。中国人不会

去跟上级领导抢功劳的。因为你抢不过

他，你要抢他的功劳，那你一定倒霉。



因为你把功劳都归于他，所以他就给你

一点赞美，一个老板会很放心地去赞美

工地主任或者生产一线的老领班，他大

概不会轻易去赞美一个经理，一个科长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要提醒各位，你应

该看出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那个是非标准已经错乱掉了。我们

把对的看成错的，把错的看成对的，你

看糟糕不糟糕？你看今天只要有一个人

站起来说：这件事承蒙上级领导的指示

。大家就笑他拍马屁。那有什么拍马屁

的？没有上级的领导，你有天大的本领

你来试试看？因为你把功劳给他，他就



知道你心中有我，根本的原因就在你心

中有我，那我就放心的赞美你。如果你

认为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

的本事，你所花的心事，所做的成果，

那你试试看好了。我下次不给你做，我

这次也不赞美你，表扬你，你去看是不

是这样？三与四是最麻烦的，三多凶，

四多惧，你看那个三，不上不下，四也

是，你说它是上卦吧，它又跟下卦很接

近，三你要小心，因为你从一个卦来讲

，它已经从下发展到一个卦的最顶端，

物极必反，很快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四呢？它又是上卦的刚开始，也不知



道这个变能不能变得很顺利。我们把这

个：初难知，二多誉，三多凶，四多惧

，五多功，上易知。去对照乾卦、坤卦

或者其它的卦，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一

定要说一句话：一定有例外。《易经》

如果没有例外，那就不叫《易经》。所

以现在很多人说，就是这样，一定是这

样，铁口直断，那就违反了《易经》的

精神。乾卦是《易经》的第一卦，我们

把乾卦叫做：天下第一卦。它里面有太

多的东西，今天非常普遍地影响到我们

中国人，所以我们要把它的六爻好好来

分析一下，乾卦代表六条龙，它应该怎



么样采取合理的行动，乾卦六龙对中国

人影响很深。 

    自古以来，龙作为华夏民族的象征，

被中国人所尊崇。在被尊为群经之首，

诸子百家之源的《易经》中，首卦便是

以龙为代表的乾卦，那么我们中华民族

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呢？而

《易经》首卦的六条阳爻，又暗含怎样

的人生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