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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卦：艮下兑上（泽山咸下） 

上六  __ __  爻辞：咸其辅颊舌。 

九五  _____  爻辞：咸其脢，无悔。 

九四  _____  爻辞：贞吉，悔亡；憧憧

往来，朋从尔思。 

九三  _____  爻辞：咸其股，执其随，

往吝。 

六二  __ __  爻辞：咸其腓，凶；居吉。 



初六  __ __  爻辞：咸其拇。 

咸卦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

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

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大象：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

人。 

  



    （一） 

    咸卦说爱情路上没有顺风车，在男女

相爱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各种曲折坎坷

，以及不同的男女有着各自不同的爱情

观。而不同的恋爱情境，对他们也有着

不同的际遇和考验。那么男人和女人，

如何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求得属于

自己的真爱呢？而恋爱中的人们还需要

遵循怎样的原则，才能使辛苦求得的爱

情恒久而美满呢？  

   我们看到咸卦的卦象，它三个阳爻跟

三个阴爻，它是相应的，就表示说，婚

配的对象，你只要搞得清楚，你就不会

出差错。你看初六，它的对象是九四，



可是九四呢？它高高在上，你怎么方便

去跟它表示呢？除非什么？除非九四主

动来找你，你不能去找它，这个就是我

们一再讲的，只能够男的去追女的，不

可以女的去追男的，就是从这里看得出

来。你也只能够（初六爻辞）：咸其拇

。拇，脚趾头。就是脚趾头开始在动了

。初六在整个咸卦的开始，就是我们常

讲的，情窦初开，感情初动。因为它是

阴居阳位，所以表示它不适其境。你看

这个时候你心动了，你不能有所行动，

只能脚趾头轻轻动一动，你就停下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吉凶悔吝，所以爻

辞里面没有出现这样的字眼。 



    初六小象：咸其拇，志在外也。那个

外，就是外卦，外卦就是上卦，上卦的

谁？上卦的九四。那你有怀春之心，你

为什么不敢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你

不知道对方反应怎么样。最要紧的还不

在这里，最要紧的就是你不要去违反那

个，咸卦的贞正的原则。什么叫做贞正

的原则？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只能男

追女，不许女追男。那大家还是疑问的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感觉到，男的去

追女的，当中隔一座山，很困难；女的

倒过来追一个男的，当中只隔一层纱，

很容易。你去看好了，那个女的一追男

的，男的就抵挡不住，然后还说得很好

听，英雄难过美人关。女的追男的，男



的很难抵挡得住。为什么？因为男人他

的心思多半在事业上，爱情不是他的主

要的项目。可是女生不一样，女生的第

一关不是金钱关，而是情关，爱情关。

这个男女有别，你去问一个小男孩，最

要紧的是什么，他都会告诉你，相办法

赚点钱，因为赚钱才能结婚。他从内心

想到赚钱才能结婚。可是你问一个小女

孩，你将来长大会怎么样？我要先赚钱

，我才结婚。这种话大概说不出来的。

她不敢说，因为她在家里看的，都是爸

爸赚钱回来给妈妈在用，那她何必去改

变这个现实呢？因为那对她很有利。所

以我们整个社会的风俗会这样，它是自



然有它一些造成的原因，这个就叫做贞

正的原则。 

    （二） 

    当怀春的少女对某个男子，芳心暗许

的时候，一定要谨守《易经》中所讲的

，贞正的原则，给予其适当的暗示，而

不要大张旗鼓地展开求爱的攻势，更不

能因为别人非分的挑逗，而心生欢喜，

欣然接受，否则就会遭遇到咸卦六二爻

的凶象。那么同是少女怀春，为什么处

于六二爻这种情景中的人，他们的爱情

道路会险象环生呢？ 

    六二爻辞：咸其腓，凶；居吉。腓，

小腿。当小腿动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



，而且身体也开始动起来了。这一动为

什么会凶？因为六二它是当位的，它的

对象是谁？各位看到六二，它是跟九五

是对应的。那你这一动是往哪里动？是

找到九五呢？还是找到九三？你看很多

人一下就找到九三了。什么叫九三？就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认为老师不可

以爱上学生。因为什么？因为你靠得近

。你可以操纵她的成绩，你很方便嘛。

所以说师生恋，其实在西方，它是无所

谓，这是私人的事情。中国人就是看不

起，你当老师的，那谁不能爱，就爱你

的学生？那学生跟你靠得很近，你可以

用分数来压她，你可以叫她到你办公厅

来，说我个别辅导，你可以找很多光明



正大的话，最后原来是为了你自己。那

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看得起的。六二它的

对象是九五，你如果好好地去跟九五互

动，没事了，有什么事？偏偏有个九三

在这里，你又去奉承它，你又在它面前

表现得很可爱，然后很温柔，你就完了

，你一定凶的。居吉是什么意思？居，

安居不进。你看我们住的地方叫居所，

居所就是不会动来动去，我守住了，我

不动，它就吉祥了。它反而吉祥。你小

小一乱动，你就闯祸了。感情这种事情

是不能急的，一急就出乱子。你看很多

人就说，“哎呀！不行了，我这个适婚

年龄已经差不多了，不赶快找个对象结

婚，恐怕不行了。”那就完了，那就叫



饥不择食，人家就会乘虚而入，到最后

双方都是遭受痛苦的。 

    六二小象：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虽然你这个爻象是凶的，但是只要你用

理智把它止住，适可地表达，你还是会

吉的，它会给你一个挽救的方法，然后

它就告诉你：顺不害也。什么叫做顺不

害也？就是说你要柔顺，你要谨慎，你

要遵守社会的习俗，你就可以避免祸害

。 

    （三） 

    古往今来，不顾伦理和社会习俗的男

女私情不胜枚举，其最终的结果也多是

凄凄惨惨。作为怀春的少女，要想在感



情上少受伤害，一定要坚守贞正守道的

原则，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女性，同样

也适用于男性。象征着男性的九三爻，

就是因为没有坚持这一原则而令人鄙视

。那么这种人是怎样对待爱情的呢？它

的这种爱情观，又给人们怎样的警示呢

？ 

    九三爻辞：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大腿。大腿跟小腿有什么不同？小

腿有自主性，大腿没有自主性。你看它

大，有什么用？它要么跟着小腿动，小

腿不动，大腿能动，我不相信有这种人

。要么跟身体动，你上身动它就跟着动

，你下面动它就跟着动，它本身就是不



会动。就表示这个男孩子，他本身没有

主见，他完全是听人家的话的。人家叫

他去找这个，他就找这个；人家叫他去

追那个，他就去追那个。那这种男孩子

你要他干什么？执其随，往吝。他呢？

只是随从人家的怂恿，“哎！那个女生

很喜欢你啊，你赶快去追她！”他就真

的去追她了。这个时候你不管去追谁，

最后都是人家看你很卑鄙，因为不是出

乎你真心嘛，只是听了人家的怂恿，还

有人跟你打赌：“你敢去约会那个女生

吗？你敢吗？你敢，我给你300块。”你

就去了。我看这种事情看多了，一个男

生为了表示他的勇敢，为了表示他的家

世不同，为了怕人家说，你没有种，他



就去做。那就是九三：咸其股。他就完

全没有脑袋。你很固执地要去随从别人

的指使，你怎么动都是吝的。 

    九三小象：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

随人，所执下也。不处，没有发挥作用

。志在随人，你只知道听人家的话，叫

你这样，你就盲目这样做，那你自己还

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

意志不坚，爱情不专的男人就是九三，

不就很清楚了吗？所执下也。他眼睛看

到六二，看到初六，他根本没有看到上

六，上六才是他的对象，可是他看到下

面有两个，上面只有一个，上面那个比

较困难，我就追这个比较容易的，那就



搞得天下大乱了。九三不能静处，他的

心随着别人的指使，然后到处去感应，

这种人的爱情怎么会专一呢？所以他不

管怎么动，都是很可悲，都是很可鄙的

行为。 

    （四） 

    作为一个男人，如果意志不坚守，感

情不专一，就会给你留下既可悲又可鄙

的印象。那么如果一个男人，既搞不懂

纯真的爱情，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又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然后我们又进到九四，九四这个男的

也是很麻烦的，九四应该是心的部位，

可是你看整个爻辞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心



的。九四爻辞：贞吉，悔亡，憧憧往来

，朋从尔思。它说：贞吉，悔亡，憧憧

往来。这是什么意思？一开始告诉你，

你守正，你就会吉祥。那为什么要贞吉

呢？就是因为你不贞你就会后悔。那我

后悔从哪里来呢？就是因为四上多惧的

。四为什么会多惧？就是因为憧憧往来

，它要跟上面的上六交往，有一个九五

隔绝在那里；它想跟下面的六二交往，

有一个九三隔在那里。所以我们慢慢也

了解，三个阳爻在一起，当中那个阳爻

是比较吃亏的，上面也被挡住，下面也

被挡住，这样一来他就心神不定，所以

叫做憧憧往来。往是上，来是下，真正

那个初六反而很遥远。因此呢？你就摸



不清楚，你到底喜欢谁。而且呢？你不

管往哪里走，你都有两个阳把你挡住，

制造很多障碍，所以你的心智就昏愚不

定。在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贞节自守，你不能乱，你一乱那

就有悔；你如果不乱，那这个悔就消失

掉了，所以叫做悔亡。朋从尔思。朋，

指初六。尔，指九四。初六才是九四的

对象，你不要盲目地找别人。所以小象

讲得很清楚。 

    九四小象：贞吉，悔亡，未感害也，

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贞吉，悔亡，未

感害也。你本来是无心的，但是你因为

什么呢？因为感情没有受过伤害，所以



你反而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大家有没

有发现，凡是越老练的人，就是在情场

上失意很多次的人，他反而很老练。从

来没有过的人，第一次就饭也吃不下，

晚上也睡不着，那就叫憧憧往来，左思

右想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子。未光大也

。为什么？因为你对纯真的爱情，你还

是搞不清楚。我想九四这种人是蛮多的

，他知道说，我是个男人，我要去找一

个合适的对象，可是找谁呢？怎么找？

怎么样？他都不知道。 

    （五） 

    对于一个不懂真爱，又不知爱谁的人

来说，如果做不到贞节自守，就可能会



因为盲目而陷入后悔莫及的阴影当中。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种人，同样是

不懂得真爱，仗着物质上的富足而吸引

女性，与之建立起婚姻关系，即便最终

婚姻破裂，也不会心生悔意，这又是为

什么呢？这种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究

竟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九五爻辞：咸其脢 ，无悔。脢，背

。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这个背，它是脊

椎骨，它没有什么感觉的，最没有感觉

的，所以你挨打的时候，前面打你受不

了，你都用背去顶，就表示背它可以打

得重一点，它可以承受得了。那告诉什

么？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追求一个女



孩子，你要背很重的东西去送她。所以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你要送很多的

钱，你才能感动她。那这样为什么会无

悔呢？因为你用物质来表达你的爱情，

你应该很清楚，当钱用光了以后，这个

情就绝了。我想九五现在的状况，也是

很明显的，你看经常有很多人，把车子

放在路旁边，他就站在那里大声讲，“

这是我的车。”身上所穿的都是名牌，

这顶帽子12万，这种人就是咸其脢。因

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感动人家嘛，他

只有这个背，最后的东西，那就代表物

质。“我就有钱，你们谁看上我，就跟

我结婚。”那你说这种人为什么会无悔

？因为你出发点本来就是这样，那你将



来承受到什么样的后果，你还悔什么？

你悔也没有用。 

    九五小象：咸其脢，志末也。就是他

对爱情是完全外行，完全不了解，他浅

到很末端，他只会用物质来显示他的价

值，那这种人悔也没有用，他也不会后

悔的。因为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怎么会

后悔？钱被骗了，再来；再骗一个，跑

掉了，再来，甚至我到法院里告你。但

是话讲回来，凡是看到钱多就会动心的

人，大概也不会跑，那有什么好后悔的

？ 

    （六） 



    咸卦通过九三、九四、九五这三爻，

给予了追求爱情的男人们，诸多的提醒

和警示。而现实生活中，也有一种女人

，没有真爱，却总是用甜言蜜语迷惑对

方，造成了很多正常家庭的破裂。那么

鉴于这种现象，作为男人，应该如何进

行自我免役？而作为女人，又该如何引

以为戒呢？ 

    上六就值得我们要小心了。上六爻辞

：咸其辅颊舌。辅，牙齿外面的颚。颊

，脸颊。舌，舌头。这三个部位就是我

们平常所讲的口舌。口舌就是话的意思

，你讲话的时候，这三个部位在动，意

思就是说甜言蜜语。你看我们说话的时



候，这三个地方都在动，完全用甜言蜜

语来迷惑对方，这种人的感情比九五还

需薄。谈恋爱的时候，不要老相信对方

嘴巴讲的话，对方讲的话越甜，你越要

加以怀疑。如果你相信，那你十次，要

十次上当。今天我们把上六给它一个现

代的名词，叫做小三。 这个小三一出

现，那天下大乱，她靠的是什么？就是

甜言蜜语。小三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

给这个男人的太太，专讲一句话，“我

不在乎他的钱，我不在乎他的名，我是

重视这份感情。”天晓得！那真是天晓

得。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咸卦好好地看懂

，每个人各守其分，走上从交友开始培

养感情，然后正式婚配，这条正道上面



，我们这个社会永远无法齐家。因为你

婚姻乱了，爱情乱了，你怎么可能齐家

呢？我到这里倒是先劝各位，不要把责

任推给小三，不要。小三自古以来就存

在，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我们在开

始咸卦的时候，就是互相动心，互相建

立感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后面应该有

个恒卦在那里。所以咸卦告诉我们，要

按部就班，要有诚意，要用理智来引导

你的感情，否则一发不可收拾。因此，

你必须要赶快去看恒卦，怎么才能守恒

。我们的爱情是不是能够长久，是长久

我们再继续下去，如果不可能长久的话

，我们趁现在，大家还没有很深入的时



候，我们趁早离开，对大家都好。所以

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讲，致恒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