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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卦：乾下艮上（山天大畜上） 

上九 _____ 爻辞：何天之衢，亨。 

六五 __ __ 爻辞：豮豕之牙，吉。 

六四 __ __ 爻辞：童牛之牿，元吉。 

九三 _____ 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日

闲舆卫，利有攸往。 

九二 _____ 爻辞：舆说輹。 

初九 _____ 爻辞：有厉，利已。 

大畜卦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 

大畜卦彖辞：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

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 



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

乎天也。 

大畜卦大象：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家庭的

祥和，是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 

。而这些方面也恰恰反映了《易经》中

，大畜卦所展现的境界，那么究竟什 

么是大畜？它与小畜的区别在哪里？为

什么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要随时注 

意适可而止？我们又怎样正确运用大畜

卦的道理，从而达到人生至乐的大畜 

境界呢？ 

 



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要不

要经济发展？答案是当然要。可是经济 

发展，好象一定会破坏环境，所以大家

就很疑惑，到底是环保重要？还是经 

济重要？那大家想想就说：“这个很难

解决的。”实际上，无妄就是环保，大 

畜卦就是经济发展。这两个卦它是相综

的，从大畜卦往无妄卦看，你可以看 

到环境保护；从无妄卦往大畜卦看，你

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易经.序卦传》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你没有无妄，你根本就畜积不了。你 

看现在我们就发现畜积不了了。物种大

量地消失掉，而且越来越多的东西， 



你不敢吃，这都是事实。因为什么？因

为我们没有无妄，我们都是妄想，都 

是狂妄，然后你就进不了大畜卦。有无

妄，然后可畜。而且这个畜，它是大 

畜，不是小畜。 

 

我们看到大畜卦，就马上想到，好

象有个小畜卦。没有错，《易经》里面 

有小畜，有大畜，哪个在先呢？当然小

畜在先了。人有小小的储蓄，你才可 

能有大储蓄。不可能一下子就起来了。

所以《易经》的卦名不是随便取的。 

你看大畜卦，下面是天，天就是乾。一

讲到乾，你马上想到一句话：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那自强不息是什么

？就是行动啊。你要有行动啊。老实 

讲，一个人要有大的储蓄，要靠谁呀？

靠天？恐怕很难。天只是给你时而已 

，它只给你这个机会，你可以发展出大

畜，可是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君子 

要自强不息，你要不断地去实践，去实

行，要真正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可是 

《易经》里面告诉你，要走，要动，它

都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要应当不应当 

。所以你看到这个山天大畜，你马上要

想到下面这个天，就是行所当行。你 

走错了，还是不能大畜，你走太快了，

也危险，你走过分了，也不好。所以 



上面用个山，就是告诉你：你要止所当

止。所以当我们经济发展的时候，我 

们马上要想到这两句话：行所当行，就

是不管各行各业，你都要走正常的管 

道，你都要保持正当性。应该止的时候

，你要适可而止，我们这样子才能够 

长保富贵，那才是人生的至乐。 

 

大畜卦山上天下的卦象启示我们，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既要有自强 

不息的进取精神，又要能够做到适可而

止。人们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 

律，摒弃人定胜天的妄念。这样，社会

才会安定，生活才会吉祥。大畜卦的 



卦辞正是告诉人们，如何去营造安定和

谐的大环境，那么，它具体是如何阐 

述的呢？ 

 

一、大畜的基础 

大畜卦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

，吉，利涉大川。讲得非常清楚，它元 

亨没有讲，它只讲利贞。因为元亨这个

东西，不是人所能够创出来的，小的 

积蓄是靠人，大的积蓄是靠天，这个不

迷信。我想成为百万富翁，那你不必 

问天，你就好好去努力就对了；我要变

成亿万富翁，那你得问问天了，不是 

说你努力就能成功，所以它只讲利贞。

利贞就是说，你好好做，你走正当的 



途径，你用正常的方法，你少动歪脑筋

。下面告诉你：不家食，吉。这个“不 

家食”怎么解释？你如果从字面上解释

，就是说不要在家里吃饭嘛。那么你不 

要在家里吃饭，就是经常去外面吃饭喽

，那就糟糕了嘛。那是不是去揩人家 

的油呢？还是到处去奉承人家呢？我们

曾经有一度，一再希望说，爸爸回家 

吃晚饭。为什么？因为你早出晚归，小

孩整天看不到爸爸，他虽然有爸爸， 

就好象没有爸爸一样；他虽然有一个完

整的家庭，就好象一个破碎的，有什 

么不同？而且爸爸常常在外面吃晚饭，

花天酒地，败坏社会风气，造成很多 



家庭的问题。爸爸回家吃晚饭，社会自

然和谐，家庭自然安祥。那为什么《 

易经》告诉我们不家食？可见不能解释

说，不在家里吃饭。不家食的意思就 

是，不要让任何有才能的人在家吃闲饭

，这就对了嘛。你没有才能，那没有 

办法；你有才能，你就要出来，但是有

条件的，就是社会要有一个很和谐， 

很安定，很有次序的大环境，大家都有

正当的工作，都有工作机会，都能够 

把自己的才能表现出来。你可以知道，

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蓬勃的， 

它是正常的，它是正当的。如果每个人

都失业，只好呆在家里，那这个社会 



怎么会发展呢？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的

，就是让有才能的人都有工作的机会 

，叫做降低失业率，这个社会就会吉祥

。利涉大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状 

况之下，各自找到你的工作，各自尽力

把它做好，当然是有利于向外发展的 

。所以这个大川不仅是国内贸易，也可

以做到国外贸易，什么都可以做。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是我们每个

人所希望的，同时也是大畜卦在现实生 

活中的体现，降低失业率，有利于实现

社会的吉祥。然而，在真正达到大畜 

的境界，还远不止如此，我们还需要从

大畜卦的彖辞中，领悟更为具体的细 



节。那么彖辞又告诉我们哪些道理呢？ 

 

二、崇尚贤能 

大畜卦彖辞：大畜，刚健笃实辉光

，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 

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

应乎天也。 

刚健、笃实、辉光。这是三个不同

的东西。刚健，讲的是下乾，你看它的 

下卦是天，天就是乾，乾就是刚。刚健

表示什么？表示它的原动力是很强的 

，基础非常稳固。笃实是指上卦，上卦

是山，山是艮，艮就是适可而止。因 

为适可而止，所以它是很充实，它是很

实在，而不是盲目地扩张，搞到最后 



，人也不够用，钱也周转不过来，然后

一踢糊涂。今天我们很流行一句话， 

快快快快快。我没有反对啊，那是属于

少数的高端科技，它们非快不可。不 

快，它就被淘汰了，但是你不要去干扰

别人嘛，别人是不能快的，要按部就 

班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老是以他局部

的，很专的，很偏的那种经验，然后 

告诉大家。你是好意没有错，但是你害

死多少人？那是很少数的行业，不要 

把它以偏概全。因为基础很稳，很有冲

劲，上面又知道适可而止，不要盲目 

扩张，你就发生了很大的光辉，就叫辉

光。那辉光这两个字从哪里来？你看 



刚健是有下乾做基础，笃实是有上艮做

基础，都没有乱讲啊。辉光是你自己 

想的吧？没有啊。你把大畜初九放到最

上面去，你就可以看到，上面两个阳 

爻，下面两个阳爻，中间两个阴爻。再

缩小，上面一个阳爻，下面一个阳爻 

，中间一个阴爻，那就是离卦了，离卦

就是光辉了。 

 

日新其德。老实讲，我每次看到新

，我都心惊胆跳。因为现在我们突然间 

又冒出一句：求新求变。我是担心得要

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自食其果了嘛 

。现在为什么食品也乱，什么都乱？就

是新新新新新，新到最后，谁都不知 



道那是什么东西。中国人讲新，不是新

旧的新，而是改善的新。所以凡是讲 

新，一定要跟旧联在一起，这才安全，

这就叫一阴一阳之谓道。你没有把旧 

的抓住，你盲目地去创新，你看我们现

在就已经吃这个亏了。老实讲，创新 

是一分钟的事情，但是要收拾那个后果

，那是几十年都收拾不了的。因为创 

新出来，谁也不知道对错嘛，两年以后

才知道。那谁倒霉？大家倒霉。日新 

其德就是要与时俱进，把旧的不断地改

善，使它越来越合理，这才叫德啊。 

不然什么叫做德呢？刚上而尚贤。刚怎

么会在上呢？刚不是在下吗？那个山 



天大畜，天是在下的。诸位不要忘记了

，山也是刚啊。因为山它是两个阴一 

个阳，那当然是阳卦嘛，阳卦就是刚嘛

。所以刚健（乾下）跟刚上（山上） 

，它是两回事。刚健是指乾卦，刚上是

指艮卦，指山。刚上怎么样？刚上就 

表示我很了不起啊，我谁都不放在眼下

，那就糟糕了。尚贤，就是崇尚贤能 

。因为人才是一拨一拨地出来的，如果

后面的年轻人都不行的话，你努力也 

没有用啊。我们的希望都是在未来，都

是在年轻人身上，所以要尚贤。你看 

多少人就是这样的，稍微有一点成功，

他就不得了了，“哎呀！这个东西我最 



内行了，我搞了几十年了。”大家都说

他了不起，他就开始不尚贤了。“你们 

跟我比比看，你有我钱赚得多吗？你们

跟我比比看，你搞这一行你才搞多久 

？”这种人太多了，所以最后都是很快

就垮下来了。你刚上，你还要能够尚贤 

。 

 

能止健。你还要能够什么？能够把

自己的功业，推到合适的地步，留点事 

情给后代子孙做嘛。你一下子把它做光

了，那后代子孙干嘛？统统变宅男宅 

女。也难怪现在年轻人，那么早就泄气

，资源你们花光了，机会你们占尽了 



，所有好处你们都拿走了，那我不必努

力了嘛，因为努力也没有用啊。所以 

止健就是什么？止健就是安足。要守分

，还是要守分，这个才叫什么？大正 

也。就是至大的正道，这才是至大的正

道，你才能够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 

我自己吃的饭够了，再吃下去撑了，我

放在冰箱里面，营养会流失，我怎么 

样？要跟大家分享，要照顾年轻人，要

怎么样？要能够回馈给社会。什么叫“ 

不家食吉”？就是你要去养那个贤能的

人嘛，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厚养还要 

大用，才叫大畜。如果只知道厚养自己

，那就不叫大畜嘛，那很快财产就流 



失光了，因为老天一定会安排败家子把

你搞垮，这是因果。 

 

利涉大川。为什么利涉大川呢？因

为应乎天也。就是你合乎天道，自然的 

道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看那个水呀

，慢慢慢慢蓄积多了以后，你就开始 

要把他放掉一些，不然它整个就会被涨

破了。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很有 

钱的人，一下子搞跨掉了。要有钱比较

难，有钱要变成没有钱，那是一夜之 

间，很可能就发生的事情。这是什么？

天道也。人没有那么大办法，可是天 

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利涉大川，就是应

乎天，顺乎自然，你按照道理去走， 



它一定会帮助你，很顺利地，没有后遗

症地，去开展你的事业。这样一来， 

我们就更知道了，环境保护跟经济发展

，它有一个平衡点，你要把无妄卦跟 

大畜卦，你好好去看一下，它们两个为

什么会相综？它一定有道理。 

 

《易经》中的大畜卦告诉我们，盲

目地创新，盲目地求快，只能事与愿违 

，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崇尚贤能，

安守本分，懂得适可而止，才会有助 

于成就事业。然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变得紧张、忙碌，急功 

近利，这究竟是为什么？面对这样的现

象，大畜卦的大象又是教我们怎么做 



的呢？ 

 

三、小畜钱财，大畜德性 

大畜卦大象：天在山中，大畜。君

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各位闭起眼睛想

一想，天那么大，山虽然很大，但是跟 

天比，它还是小的，你看我们看山，再

怎么样也看到，“啊！这个山哪，真了 

不起，还是有个范围啊。”可是天呢？

你怎么看，是一望无际才叫天。天是最 

大的，它会藏在一个山的里面，可见这

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象就告诉你 

，好象天在山中。你朝这个角度去想，

就告诉你，你的气量有多大，你就可 



以拥有多大的事业；你的气量有多小，

就表示你的格局始终不可能大，一切 

都是决定于你自己的。君子以多识（

zhi)前言往行。多识，指多有见识。从

哪 

里得到见识？你看前人的言论，过去的

行为，那就是历史嘛。为什么要读历 

史呢？中华民族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

很重视历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老 

祖宗所做所为，是值得我们去欣赏，不

是评鉴。现在动不动就你对，你对。 

你神啊？你比他还了不起啊？你到那个

时候去试试看？你是事后诸葛亮嘛。 

而且你的评论，有时候人家是觉得很可

笑的。因为你只看到一小块，你就要 



评论所有事情。读历史，不要记那个死

人的名字，不要记那个过去的年代， 

不要记那个已经改了几百次的地名，完

全没有意思。读历史，是要读它当中 

的道理，所以叫多识。经畜其德。你懂

了这个道理，你会怎么样？会提高自 

己的品德。 

 

所以大家现在慢慢已经很清楚了：

小畜，是储财物的；大畜，是储德性的 

。那为什么小畜在前面，大畜在后面呢

？老实讲，一个人你叫他没有饭吃的 

时候，去修养他的德性，很少的。一定

要衣食足，然后知礼仪，这才是自然 



的道理。你看，有时候，我坐飞机，因

为方便起见，有时候赶时间，也会坐 

头等舱。可是我在头等舱坐的时候，我

有个感觉，就是那些人，他的行为是 

非常奇怪的。你看他一上来，二话不说

，蒙头大睡，睡到什么时候？睡到飞 

机下降了，那就表示他太辛苦了，一定

是没白天没晚上地干，趁着这坐飞机 

的一点时间，他支持不了了，困了，做

人做到那么辛苦干嘛？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一直讲，讲不停的，讲

来讲去，都讲钱。你都有本事坐头等 

舱，你还要钱钱钱钱钱，那你一辈子只

能小畜，你根本不可能大畜。但是他 

不了解，他根本不了解自己。 



 

所以人啊，其实最要紧的是了解自

己，我的状况怎么样？《易经》就是帮 

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

，肤浅、紧张、忙碌、急功近利，就 

这四个毛病。你看他看什么事情看得很

浅，一点没有深度，而且他浮在那里 

，道听途说，他就到这里。一会你讲，

好象也对，这儿那儿，自己根本没有 

定见。他怎么可能有定见？他没有根基

，怎么有定见呢？然后紧张，天天在 

那里，一有时间就开始打大哥大了，那

你的脑筋还能用吗？根本不管用。忙 

碌，忙到身体负荷不堪，等到病的时候

，才在那里叫苦连天，统统是为了四 



个字：急功近利。这种不够深厚的人，

我们劝他要多看在大畜卦。 

 

大畜四个字：高、深、远、久。那

个格调要高一点，你站得高，你才会看 

是远嘛，不然你怎么看得远呢？当然看

不远。站得高，你自然看得远，可看 

得远，你就看得很浅，所以你还要深，

深了以后，你才会看得久。其实那个 

久是最难得的，可长可久，才是真正的

快乐。你看很多人，他只有打球的时 

候快乐，一不打球他就不乐了；你看喜

欢跳舞的人，一到跳舞，哇！精神百 

倍，年轻二十岁，跳完了就不快乐了。

那就是离卦给我们的启示，你的快乐 



是附着在那种有形的东西上面，一旦离

开，你就没有快乐了。真正的快乐， 

是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我懂得赚钱，我

也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分享，怎么样 

把钱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去。大畜卦它绝

对不是自私自利，它不是只顾自己。 

所以有一句话就讲大畜卦，叫做得天下

英才而育之，不是为自己。你看孔子 

当年，弟子三千，没有一个为自己的。

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将来会给我养 

老，我就对他特别好一点，没有。孔子

值得我们钦佩，就是他真的做到了大 

公无私，他看他所培养的子弟，都是为

社会，为后代的。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变

得急功近利，盲目、自私，在这样的心 

态下，他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只

能落得疲惫不堪的后果。之所以会这 

样，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大畜的

意义。那么大畜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所谓大畜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又

是怎样具体展现的呢？ 

 

四、德性的力量 

所以大畜，它最起码有两层的意义

，各位一定要好好去揣摩揣摩。第一个 

叫做大畜积。像什么？像水库。像水库

的目的是什么？能够把水留住，也能 



够及时地把它排泄掉。第二个，叫大畜

止。你能够大储藏，你可以有很好的 

行动，但是你会知道适可而止。如果水

库它只能积水，它不能排水，最后我 

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它炸掉，不

炸掉那是定时大炸弹，不是小炸弹， 

因为什么时候一爆了，所有底下的人都

倒霉。所以要赶快把它炸掉。因为炸 

，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它从哪里流下去，

等它自己崩溃的时候，那是四面八方 

都倒霉。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

要尽量地去蓄积，不管人也好，不管 

财也好，什么东西都要蓄积，你没有蓄

积到相当于的分量，你是做不了什么 

事的。 



 

你看我们现在，大家一想到做事情

，一想到，资金要到位，这谁都知道。

“ 

我有钱。”“你有多少钱？”“我有一百万

。”一百万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 

“我有钱，我有两个亿。”两个亿也只能

做这样。所以为什么越有钱的人，他 

负债越多？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人真

有办法是什么？就是他没有钱，但是 

他能够向银行贷最多的钱，银行就会找

那些可靠的人，“哎！来借点嘛。”你 

看奇怪不奇怪？我们要去借钱，他问东

问西，最后摇头，不借给你。人家根 



本不想借钱的，一天到晚派人去跟他喝

酒啊，跟他聊天啊，“你多借一点嘛！ 

”你看，妙不妙？那就是什么？天时在

他身上，不在你身上。 

 

一个人，大畜就是要自己培养自己

，培养到有一天，银行派人来跟你商量 

，给你多借一点钱，那就叫大畜。你要

很刚健，那你就要知道，最起码你的 

身体还可以，你的人脉还可以，你各种

资源还不错，然后你要有一股正气， 

就表示钱给你，你不会兜到你身上去，

也不会跑掉，也不会倒掉，也不会说 

，“那你要关就关好了。”那这种人，谁

敢把钱贷给你？就表示你的品德要够 



嘛，你的信用要够嘛，所以现在慢慢大

家就知道了：一个人光是储藏一些财 

物，其实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储

蓄的就是你的信任度，你让人家感觉 

到说，跟这个人打交道不会吃亏，然后

你就可长可久。因此真正懂得大畜卦 

的人，你就知道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

生一世最值得努力的，就是把自己变 

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我们现在是可以

看到很多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我们不 

要羡慕他，说，“你真有办法，银行还

要巴结你呀；你真有办法，你向政府圈 

地，政府是二话不说就给你了。”当然

他本身长期以来的畜积，才叫大畜。所 



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他这一步一步是

怎么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