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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卦卦象：第三十九卦：艮下坎上(下） 

上六  __ __  爻辞：往蹇，来硕，吉。

利见大人。 

九五  _____  爻辞：大蹇，朋来。 

六四  __ __  爻辞：往蹇，来连。 

九三  _____  爻辞：往蹇，来反。 

六二  __ __  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 



初六  __ __  爻辞：往蹇，来誉。 

蹇卦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

见大人，贞吉。 

蹇卦的彖辞：蹇，难也，险在前也。见

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

，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

之时用大矣哉！ 

蹇卦大象：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

修德。 

  



   （一） 

    作为《易经》四大难卦之一，蹇卦形

象地再现了一个人处在高山恶水之间，

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面对这种情况，

有的人选择放手一搏，有的人却选择知

难而退。那么，究竟怎样做，才是适时

的明智之举呢？俗语说：富贵险中求。

现代人所推崇的冒险精神，究竟是好还

是坏呢？《易经》中的蹇卦，又会给我

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今天我们把蹇卦的六个爻分析一下。

蹇卦的六个爻，都在告诉我们，你在勉

励自己，这是个长期的奋斗，我们人生

本来就是长期的奋斗，我们不是跑百米



，我们是跑比马拉松还要远的，所以你

必须要保持体力，你必须要不断地跟自

己去对谈，提升自己的品德，才能够最

后坚持到底。因为六个爻的爻辞，只有

到最后上六才出现一个吉，其它的都没

有。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警讯。你看

初六爻一共只有四个字（初六爻辞）：

往蹇，来誉。什么叫做往？往：出去行

之以天下。什么叫做来？来：退而自己

去调整自己。初六它在下艮的开始，所

以它是最先看到这个艮，就是险阻摆在

眼前。幸好它是不当位的，它才能够做

到四个字，叫做见险而止。我看到险，

我不要冲，我现在停下来，我不是不走

，而是我要重新好好地规划一下，不打



没有把握的仗，这个就叫做往蹇。我要

往前走，你一定要冲破困难。冲破困难

，你要衡量自己，还要衡量你跟六四的

关系。因为初六它跟六四，是不相应的

，不相应就是你去也没有用，那你怎么

办？你就提醒自己，你走出去太困难了

。那既然前行不得，你就后退吧，因为

反正就两个方向嘛，你后退了反而得到

人家的赞誉，说你是识实务者，你是很

了解当前的状况，你用这样的回应是表

示，你是个有头脑的人，反而赞美你，

这个就叫做来誉。 

    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要看小象了（初

六小象）：往蹇，来誉，宜待也。你必



须要知道，守时待命是你当前的任务。

任何事情那个时是非常重要，时没有到

，你忙了个半天，不是白费力气？你看

任何产品你推出来，要看那个时对不对

，大家都有闲情逸致看小说，那你就写

小说才有得看；大家都忙，生活都来不

及了，哪有钱，哪有时间，去看什么小

说？那这时候，你不如写写其它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行业都有起有落，

就是那个时在决定的。时是要守的，为

什么？因为是它在主导，不是你在主导

，你想做的时候，你要考虑时机对不对

，时机对了你要去配合它，所以完全是

你要主动去追随，而不是它会反过来配

合你。所以用一个守字，你要守时，还



要待命，命是你自己有没有那个福分。

这就是初六告诉我们，有时候等待，有

时候忍耐，有时候缓一点对整个事情反

而有帮助。 

    （二） 

    人们常说：忍字心头一把刀。年轻人

刚刚踏入社会，往往就因为一时的不能

忍，不会忍，最终导致失败。而蹇卦的

初六爻则告诫我们，一旦遇到对己不利

的形势时，知难而退，耐心等待，才是

明智之举。那么，当我们拥有了如六二

爻一样的权力与地位的时候，又会面临

怎样的难题呢？为什么说，《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就是六二爻的典型代表

呢？ 

    六二爻不太一样。六二爻辞：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为什么用王臣？王则指

九五，臣是指六二。那臣是大臣，还是

小臣？臣是大臣。那九五旁边的那个六

四是什么臣呢？他是近臣。王在九五，

靠近它的臣叫近臣。可以随时常常接到

皇帝的命令，叫他去传达一些事情，或

者商量一些事情，他不方便叫大臣进来

的，它可以叫近臣。所以王，你要看到

很清楚，他是指九五。九五是什么？是

整个卦的卦主，但是他很好，他是刚正

，他不会有邪念，不会想整人。那这样



的话为什么用蹇蹇呢？因为你看六二是

比较柔弱的，它要去救那个刚健的王，

九五，你要看看九五现在状况怎么样，

九五的上下都是阴爻，刚正的阳爻，陷

在上下两个阴爻之中，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很典型的坎卦。那坎卦就是不容

易突破，你本身又很柔弱，你要完成很

艰难的，拯救九五的任务，那是很艰难

的，所以叫做蹇蹇，蹇之又蹇。那这是

什么原因呢？因为匪躬之故嘛。不是你

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的大环境所造成

的，那你怎么办？那你只好尽力而为，

还能怎么样？ 



    所以小象说（六二小象）：王臣蹇蹇

，终无尤也。就是没有怨尤，谁看到你

都说你是不得已，你已经尽了力了。那

这个爻我们就想到《三国演义》里面的

刘备，他兵败到了白帝城，诸葛亮去看

他，他就跟诸葛亮讲：“我这个阿斗你

可辅，你就辅他，不可辅的话，你就取

而代之。”因为王臣蹇蹇，王就是指的

阿斗；臣，就是指的诸葛亮。两个都难

，你现在你要求阿斗怎么样？一夜成人

长大吗？不可能。你要要求诸葛亮怎么

样？把大军整个军力都消耗掉了，你要

叫他重来吗？兵都找不到，你怎么去打

？王臣蹇蹇，结果诸葛亮也没有办法，

只有伏地磕头，磕到那个额头都出血了



，“臣敢不尽股肱之力？继之以死！”所

以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明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因为这匪躬之故，这不是他找

出来的问题，是刘备不听话，那我怎么

办？我还是尽力而为，可是我心中没有

怨尤，我死而无憾。 

    六二能够做到像诸葛亮这样的，那也

是百世留名。你看你现在哪里去找这样

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中一点

没有怨尤？他当时应该讲：“我劝你，

你不听，现在搞成这个样子，阿斗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还好意思这样做

？再见，我走了！”他也可以走啊，可

是他走了以后，我看《三国演义》也没



有人看了，“原来诸葛亮是这个样子的

！”可见当一个人面临问题的时候，你

不但想它的前因后果，还要想我这一次

怎么去因应，后面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

后果，你要想到才行。 

    （三） 

    唐代诗人杜甫《蜀相》中曾这样写道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成身先死，长死英雄泪满襟。诸

葛亮之所以会受到后人的尊崇，不仅是

因为他处变不惊的冷静与睿智，还有他

匡扶蜀汉政权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那么当蹇进入九三，离险坎只有一步之

遥时，我们又该如何理智地应对呢？ 



    九三爻辞：往蹇，来反。现在九三也

告诉你，你敢再走？敢再出去？你出去

困难重重，它又警告你。那初六也蹇，

六二也蹇，到了九三还在蹇，为什么？

因为九三再一上去，就是坎卦了。它跟

上坎是很临近的，只要前进一步，马上

就陷入险坎。你上往是有困难的，所以

叫你来归，返回来的目的是要求进。你

暂时退回来，退回来干什么？把内部安

置好，然后再准备往前走，我们讲到这

里也许有很多人说，“那你什么都不冒

险，什么都怕死，你怎么做大事？”我

看这种想法也不是很妥当。我不随便冒

险，但是我绝不放弃，这叫做识实务者

为俊杰。 



    九三小象：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喜之也，就是说我来反的结果，会使

得初六和六二，它们有了一个屏障。为

什么？因为它是下面三爻所构成的艮卦

的主爻，只有在艮卦九三它是主爻，有

它在那边做屏障，六二跟初六才有办法

，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特别说内

喜之也。你会使得六二跟初六，都感觉

到很安慰，说有这位老大哥在这里，我

们不用担心，我们充实好了以后，我们

就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上卦

六四。 

    六四它是柔居坎卦的开始，就表示刚

刚接触到坎险，索性它是当位的，它跟



初六不相应，它本身又是面临着坎卦的

开始，所以这时候，你跑到哪里去都是

不好的，所以它又告诉你（六四爻辞）

：往蹇，来连。你看这已经是第三次出

现往蹇了，你出去一定遭遇到困难，然

后告诉你，来连。连：接连着蹇，连连

都是蹇。所以往蹇。来连，就告诉你，

进也难，退也难。出去也不好，回来也

糟糕。为什么？因为它回头，去乘那个

九三，也乘不了。九三忙于照顾六二，

初六，它哪里能承你？而且它刚承柔也

不好啊。那个九三太阳刚了，他会去照

顾六二跟初六，他没有心跟你打交道，

所以，退，九三不支持你；进，九五不

理你，是不是进退两难？ 



    六四小象：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跟初六虽然是不

同道，但是在你困难我困难的时候，反

而变同道了，本来是不相应的，现在同

病相怜，你也是这么苦，我也是这么苦

，那反而两个人心安理得地结合在一起

，使得它也能够站得稳稳的。 

    （四） 

    俗语说：富贵险中求。然而，为了追

逐利益，很多人误把冒险视作是获取财

富的必需手段，不计后果，一味蛮干，

最终将自己置于前进无路的境地，此时

切记九三爻的忠告：往蹇，来反。知退

才能够求进。那么蹇卦中的另一个阳爻



，九五爻又会给我们哪些警示呢？为什

么说九五爻，才是蹇卦中的大人呢？ 

    九五爻辞：大蹇，朋来。大蹇：为什

么用大字？因为它阳，它正，它又是卦

主，够大了吧？整个就看它了，那就是

利见大人了，它就是大人了，所有人都

看着它。你看每个人都是进退两难，有

的是不能进只能守，那都是在等待什么

？等待大人，等待九五你把办法提出来

嘛，你告诉我们路在哪里嘛，对不对？

它把险难统统集于一身，那这是什么意

思？就表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可见它很了不起。朋来：有志一同的

人都会来支持你。那自然万众归心了。



而你的表现又是很合理的，中规中矩。

所以小象说（九五小象）：大蹇，朋来

，以中节也。你就真正的是一个蹇中的

大人物。 

    上六爻辞：往蹇，来硕，吉。利见大

人。硕：硕大。你反回来更头大，你出

去也头痛，可是这样会吉。你看奇怪不

奇怪？怎么这种情况会吉呢？它告诉你

：利见大人。因为九五值得你全心全意

去帮它忙，上六的真正的举动就是从五

，既然你这么了不起，我衷心地佩服你

，但是我佩服你没有用，因为我也是柔

啊，所以它就眼睛去看到九三，因为它

跟九三是相应的，“九三你不要帮我忙



，我不需要你，你去帮九五的忙。”叫

做从五求三。九三跟九五这是唯一的，

蹇卦里面的两个阳爻，两个人都是有力

气的，把他们两个摄合在一起，同心协

力，就可以突破困境， 

    所以小象讲得很清楚（上六小象）：

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

从贵也。你这个时候最主要是，内部大

家要好好沟通，要建立共识，要使大家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我们常常的精诚

团结。同时呢？利见大人。是因为以从

贵也。你这个领导人物会这样子，是会

什么道理？是因为九五它是君位，从九

五就是从贵，你上六为什么要回头去配



合九五？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大

家的利益，他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那你

再不跟他配合，那你跟谁配合？ 

    （五）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越是艰难的环

境，往往越能够成就人才。也就是蹇卦

所说的，利见大人。然而，身为一个领

导人物，只有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才能够带领整个团队走出困境。那么

，这些阻碍团队发展的祸根，究竟是什

么呢？是不是秉承着“止于至善”的方针

，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呢？ 

    《大学》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



反身修德。每一个人趁这个机会检讨一

下，我平常有哪些修养不够的地方？因

为你这次再要出去，去沟通也好，去接

洽也好，去谈判也好，去干什么也好，

你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反正试试看嘛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能够。你

一定要充分准备，把以前的过失统统给

我调整过来，这就是明明德。在亲民，

是什么意思？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设

想。我怎么能够了解他的心情，我怎么

能够体会他的立场，我站在他的立场，

来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而不是站在我

的立场，然后你就可以在止于至善。你

就可以找到当前对这个人，在那个地方

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来跟他沟通，来跟



他协调，使得他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

来把难题消除掉，那就叫止于至善。你

找到止于至善的方针，还要大家一步一

步去实践，你就可以把蹇发挥到：蹇之

时用大矣哉！真正把它的力道发挥出来

，这个结果叫什么？叫做化险为夷。化

险为夷在《易经》里面，就叫做解卦。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解卦，到底怎么

样才能够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