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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来省心  莫失真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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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惊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面解释说：“万物

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春雷惊动，蜇虫感受到节气的变化也纷纷开始

萌动，它们确实蛰得太久了，当然，还有宅了一个

冬天的我们。

人是闲不住的。或者说，人的心的静不下来的。

“心欲静而风不止”，该换做“身欲静而心不止”

才更加贴切。锁在家里这么久，我们的心何时曾静

下来过一刻呢？

不曾。太难。如何才能呢？

用梁实秋先生的话讲，最简便的修身方法就是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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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也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

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中间的因缘，想

必是一种熏染和陶冶。

“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

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

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

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 这话着实不虚。 

所以，喜欢读书的人，人生境界都不会太差。

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

深，好做你的榜样。

读书的过程，颇类似于修心，其实用钱穆先生

的话讲，是“找回真吾”。

因为，这个时代，“大家为着物质生活而忙迫，

大家尽心一意去奉侍此肉体，因此一切生活只都妆

点在外皮上，更不知有人心真生活所在。我姑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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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享 |九州》编辑部
2020 年 3 月 5 日

时代为‘我走失了’的时代。”

还好，只是走失了，若去寻找，还有机会找回

的。若是心已经僵硬，也就回天无力了。

所以，自此天将有震有雷，以之作警醒，恰春

光正好。

惊蛰之际，是为之记。祝一切如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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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

◎泰戈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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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

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

我的双手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

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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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

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

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

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

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英文原文

If 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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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 sight

---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As my days pass in the crowded market of 

this

world and my hands grow full with the 

daily profits,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gained 

nothing

---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I sit by the roadside, tired and 

panting,

when I spread my bed low in the dust,

let me ever feel that the long journe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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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before me

---let me not forget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When my rooms have been decked out 

and the flutes sound and the laughter there is 

loud,

let me ever feel that I have not invited 

thee to my house

---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let me carry the pangs of this sorrow in 

my dreams and in my wakeful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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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哪去儿了？

◎钱  穆 / 文

今天的世界，大家为着物质生

活而忙迫，大家尽心一意去奉

侍此肉体，因此一切生活只都

妆点在外皮上，更不知有人心

真生活所在。我姑名此时代为

“我走失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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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宋人一小说故事。

一解差押送一和尚，同在途中。有一晚，和尚

设法灌醉了那解差，私自易服脱逃，待解差醒来，

身上穿了僧衣，头上戴了僧帽，一时胡涂，大叫说：

和尚犹在此，而我（解差）却走失了。

此一故事，同样指点出人生一真理。

今天的世界，大家为着物质生活而忙迫，大家

尽心一意去奉侍此肉体，因此一切生活只都妆点在

外皮上，更不知有人心真生活所在。我姑名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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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走失了”的时代。

这世界中，到处见有一个个的人，其实都是以

外形肉体为主，在其生活中，却觅不到一个真吾，

即是为人生之主的心。这可说是心走失了，或说是

我走失了。

在此茫茫人生大海中，兴风作浪，发号施令的，

全为着有关于外面物质方面的，而人之真心却丝毫

作不得主。作为我之真吾之心，实际上早都堕落而

为奴，为物质生活之奴。更可悲的，连此奴之存在

这一层，也已为人们所遗忘。

人之生活，都只见了物质，却不见有心。

有志救世的惟一最紧要的，只该先求回此心，

把它来放一恰好处。要使人人知有一真吾，人人有

一真主人公，安居在自己家宅内，先把自己家门以

内安排妥贴，自己得救了，再来整理外面。如此始

是正办。

本文选摘自：《历史与文化论丛》

作者：钱穆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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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有点傻

◎简  媜 / 文

中年，一个人生必经的阶段。这个时候，

有家庭、有工作，也有诸多不可避的

责任与烦恼。有人志得意满，也有人

郁郁不得志，同时也有这么一群人，

已经在等待着退休以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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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年，一个人生必经的阶段。这个时候，

有家庭、有工作，也有诸多不可避的

责任与烦恼。有人志得意满，也有人

郁郁不得志，同时也有这么一群人，已经在等待着

退休以后的日子。

人生百态，你的中年又是怎样呢？

纵浪于海洋的白鲸会在适当时刻返回北极海

域，进行宛如宗教般的自我洗礼；脱皮，藉以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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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脏垢与寄生虫。那场面想必十分诡奇，一尾

重达一公吨的庞然大物竟在浅滩或砂砾上扭头摆

尾、摩擦身躯，其姿态介乎挣扎与舞蹈之间，那感

觉想必也是痛楚混杂舒畅吧！

我非鲸，然十分赞同脱皮。若把人的生活视作

一头兽，在时间、人群中奔驰久了，难免要长寄生

虫的。不同的是，有的人恨这虫，必去之而后快；

有的人虽恨，但心底明白若没了虫群将抵挡不住“寂

寞”这尾小蚕之啃噬！

年过三十之后，极怵目惊心的经验是听闻白发

苍苍的老前辈说：“再两年满六十五岁退休，就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其神情悦然，像等着过新

年的小童。

我很想问：“那您六十五岁以前都在做自己不

想做的事喽！”终究把话咽下，我焉不知好大一个

险恶江湖缠住了人，叫他身不由己。

这江湖像魔窟，人居其中，初始不觉得奸险、

狭仄，以为可以任我翻腾。日渐、人变大而江湖嫌

小，想抽身却发现自己被困住了，这一坐就是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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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君臣、父子、夫妻。

因而，逃到哪里都一样，除非狠下心隐入深山，

否则一开门就是人间世等着，涎着脸跟你清算恩怨

情仇，且锱铢必较。于是，我率性地想：自己打造

一个江湖吧！既然“缠”是人生本质，我要挑我喜

爱的海藻、水草。

三四年来，我与我的同辈背道而驰。他们趁势

在快速扩张的媒体蜘蛛网中占一席位，成为活跃的

精英份子。

而我，正好选择相反，走入绝对不会比搜藏蕨

类植物或豢养昆虫更令人赞叹的“家庭”行列。做

妻子、做母亲一点儿也不稀奇，我们的妈妈这么做

了，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这么做了。

也许，时候到了，我开始想要一个均衡的人生

吧！我的成长过程几乎没有机会体验所谓正常的家

庭生活，我也知道过量的破碎滋味赐给我超龄成熟

的力量。

但是，一个巨大的空洞仍在那儿，即使我努力

地往内扔事业成就感、经济能力、知名度，一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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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己好友、情人……那洞还在。

其实，那就是“筑巢”欲望，不见得一定得归

诸法律上的婚姻，却必须有相守的承诺。遇到一个

没有能力承诺的人，到底应该修改自己与之相符，

抑是在全心全意等待之后，开始整理行囊？实是一

则公案。

我这么想：虽是凡人，爱若爱到大雪满弓刀地

步，接下来就是轻声告别了。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

即是解答也是解脱，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修复、

弥补那个破洞。我想要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人生。

另一个促使人生转向的原因是无法再承担疲惫

感——对这个社会、对职场生态、对愈来愈媚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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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走向、对自己的一管笔要不要继续帮无可救药

的稿件改稿……在精神尚未耗弱以前，我想我得想

办法停一停。

都市丛林生涯是猥琐且残忍的，它擅长以甜蜜

为饵将你全身每寸肌肤、每根神经、每丝情感换算

成商品，渐渐，你变成年轻时最痛恨的那种人。要

不，你得发疯；要不，你彻头彻尾成为虚伪之徒。

疲惫累积到接近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地

步，让我变得冷血起来，我知道个性中的杀手成分

跃跃欲现。那时，我正在办公室阳台抽烟，酷热的

夏日午后竟让我在汗流浃背中感到森冷，“时间到

了！”心底的声音说。烟尽，掷蒂，就这么把抽了

十多年、酗得不像样的瘾戒掉；就这么砍去一阶段

之人生。

此后，这身体已非以前的身躯，欲望与生活变

得简单明了。这过程，也是一种修复：让自己回归

单纯的创作工作，让心回到未成名未得利时的纯洁、

热情，让自己预先练习被忽略、被遗忘，于无声无

影无人探问之状态下，犹能依循“纪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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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应该傻一点。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

诺所谓“慢慢地赶快”，说的就是这种心境吧！

五光十色的舞台已非我向往之处，高耸的社会

地位好像也不是有趣的事。我的中年情结里掺了少

年热度与老年豁达，全心全意地在自己的工作里养

一尾小小的“野心”，浸入时间里，看能不能养成

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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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人应该像水一样不争

◎余培林 /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

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

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慢  品

24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

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 意】

有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水有三种特性，第

一是能够滋养万物，第二是本性柔弱，顺自然而不

争，第三是蓄居流注于人人所厌恶的卑下的地方。

有这三大特性，所以水是很接近道了。

水处于卑下的地方，有道德的人为人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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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渊深清明，有道德的人虚静沉默。

水施与万物，有道德的人也是博施而不望报。

水照万物，各如其形，诚实不妄，有道德的人

所言所说，也都出自至诚，绝不虚伪。

水能滋养万物，清除污垢而有绩效，有道德的

人清静无为而人民自然归于纯朴，也有绩效。

水性柔弱，能方能圆，表现很好的功能，有道

德的人施教立化，毫无私心，也能产生教化的功能。

以上都是有道德的人像水的情形；但其中以“不

争”最为重要。正因为不争，所以不会招致怨尤。

【解 析】

“上善若水。”“上善”，指上德之人，也就

是有道德的人。老子在自然界中最重视水，在人中

最重视婴儿，所以常用水和婴儿来比喻道。水性柔

弱不争，婴儿柔弱纯朴，这些特性正是道的最重要

的特性。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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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利万物”，指水滋养万物的功用。水性居

下，而低下是人人所厌恶的，所以说：“处众人之

所恶。”“几”，近的意思。“利万物”、“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是水的三大特性。水有这三大

特性，所以能近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事善能，动善时。”这七句表面上是叙述水性，实

际上是比喻“上善”的德。

“善地”指卑下的地方。卑下的地方人人厌恶，

但确实是最好的地方。江海居下，所以能成为“百

谷王”，高也要以低下为基础，才能稳固。有德之

人谦下退让，这和水“居善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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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深的意思。水性空虚，渊深清明，有

德之人心虚静沉寂，这和水的“心善渊”相同。

“与”，施与的意思。水施与万物而无私心，

所以称“善仁”。有德之士也是施恩而不望报，这

和水的“与善仁”相同。

“信”，诚信的意思。水并不言，但水能照人，

功用相同于言。水照人时，美丑妍媸，各如其形，

这就是“信”。有德之人，所说的话都真实不虚，

这和水的“言善信”相同。

“正”就是“政”，动词，治理的意思。“治”，

指治绩。水滋养万物，清除污垢而有绩效。有德之

人无为而民化，虚静而民正，无事而民富，无欲而

民朴（五十七章），这和水的“正善治”相同。

“能”，功能的意思。水能方能圆，曲直随形，

表现至善的功能。有德之人顺应自然，无私无欲，

而能化育。这和水的“事善能”相同。

“时”，时势的意思。水的动静变化，都能顺

应时势。有德之人一切行动都能与时推移，随俗成

化。这和水的“动善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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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句有关于水的形容，实际上就是前面水的

三大特性的具体说明。前面二句是说“处众人之所

恶”，中间四句是说“利万物”，最末一句是说“不

争”。

“夫唯不争，故无尤。”“尤”，怨尤的意思。

一切怨尤都是产自于利害争执，而一切争执都是肇

因于私心。

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驾，说：“我可以取而代

之。”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驾，说：“大丈夫应当

如此。”于是楚汉相争了多少年，弄得生灵涂炭。

没有私心就不会有争执，没有争执，哪里来的怨尤？

孙中山听说袁世凯要当总统，为了息争，就把

位置让给了他。这是何等气魄，多么大公无私！水

的特性有很多，本章结尾特别提出“不争”，实在

是很有深意的。

【说 明】

本章借“水”来比喻“道”。水有“利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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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就下”三大特性，而特别着重于“不

争”，因为“不争”是“利万物”和“就下”的基

础。

人能效法水的不争，就能产生“利万物”，谦

下的效果。真能如此，那也可以算是近于道了。

本文选摘自：《老子：生命的大智慧》（精装）

作者：余培林

丛书：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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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老子》五千字的玄言，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

意义，揭示了人如何在社会中，保全性命、立身立

德的方法。

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老子却能看到里面；

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正面，老子却能看到反面。老

子讲求精神生活、讲求体法自然。他的思想，就好

像荒漠中的甘泉，滋润了世世代代人的心灵。

作者简介：

余培林，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台湾师

范大学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著有《诗经正诂》

《新译老子读本》等书。2002 年获台湾“薪传奖”、

2003 年获选资深优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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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便的修身方法就是读书

◎梁实秋 /文

喜欢读书的人，人生境界都

不会太差。正如钱穆先生所

说：“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

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

深，好做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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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

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

就是缣素。书是希罕而珍贵的东西。

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

《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以

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

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

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钞本，可

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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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

无以复加。

物以希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

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

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

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

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

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

群书一千六百余种，分为五十五门，历代典籍尽萃

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

是“开卷有益”。

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

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

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

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

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指点我们读书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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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

晚。晚，比永远不读强。

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地道

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

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

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

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

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

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

似有道理。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

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

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

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

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

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

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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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

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

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

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

家就另有一种修为。

“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

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

到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

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澒

洞崩坼之声，山林窅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

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

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

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

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

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

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

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书，本身就有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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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

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

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

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

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

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

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

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

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

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

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

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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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谋划了我们的卑贱

◎克里希那穆提 /文

庸俗的心，陷在瓦拉那西窄巷，

并且住在那里。它也许识字、

也许考试都及格、也许社交生

活很活跃，不过，还是活在画

地自限的窄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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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什么东西使

人庸俗。

你们知道庸俗是什么意思吗？庸俗的心就是受

伤的心，不自由的心，陷于恐惧、困难当中的心，

绕着自己的利益打转的心，为了急速解决问题绕着

成败打转的心，绕着悲伤打转的心。这样的心，到

最后都会变成破碎的心。

一颗庸俗的心要打破自己习惯、惯性、自由自

在的生活、走动、行动，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不是吗？

你们以后就会知道大部分人的心都很渺小、卑

贱。仔细看看自己的心，你会发现其中占满的都是

一些小事情——考试及格、不及格、别人怎么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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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害怕某一个人、怎样才会成功。你想找工作，

有了工作，你又想要更好的工作，就是这样。

你搜寻自己的心，就会发现里面都是这种渺小

的、琐碎的、事关切身利益的事情。因为占满了这

种事情，所以就制造出很多问题，不是吗？我们的

心想用卑贱解决问题，但是，因为解决不了，就更

加卑贱。依我所见，教育的作用就是打破这种思考

习惯。

庸俗的心，陷在瓦拉那西窄巷，并且住在那里。

它也许识字、也许考试都及格、也许社交生活很活

跃，不过，还是活在画地自限的窄巷里。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分老少，

都要看清楚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心不论怎样挣扎，

怎样用力，怀抱怎样的希望、恐惧、渴望，永远都

是渺小的、都是卑贱的。那些上师、师父，还有卑

贱的心建立的社团、宗教，一样卑贱，但是大部分

人都不明白，要打破这种思考的惯性很难。

我们年轻时有一些不庸俗的老师不是很重要

吗？因为，如果老师自己就很愚昧、疲惫，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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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都是琐碎的事情，深陷在自己的卑贱里面，那

么，他就没有办法创造一种气氛，让学生自由自在，

让学生打破社会强加在人身上的惯性。

我想，要有了解人是否庸俗的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承认自己庸俗，我们都觉

得自己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深藏不露。然而，我们必

须明白，我们其实都很庸俗。我们必须明白，我们

的庸俗造成了我们的卑贱、琐碎。

你们了解这一切吗？真不巧，我只会讲英文，

但是我希望你们的老师能够帮助你们了解这一切。

他们向你们解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打破了自己

的琐碎。光是解说，就足以让他们觉察自己的卑贱、

渺小。渺小的心没有能力爱人，没有能力雍容大度，

只会吵一些小事情。印度，还有其他地方，需要的

不是聪明人，不是有地位、有学位的人，而是你我

这种已经打破琐碎心的人。

琐碎根本就是一种“我”的意念。“我”使心

卑贱，永远想着自己的成功、理想，想要完美的欲

望。这一切使心卑贱，因为，“我”不论如何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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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渺小。所以，盘踞着小事的心是卑贱的心。一

直想着事情，担心考试，担心工作，担心父母、老师、

上师、邻居、社会怎么想我们的心，是卑贱的心。

这一切念头都是想赢取他人的尊敬。然而，受人尊

敬的心、庸俗的心，并不快乐。这一点你们要听好。

你们知道，大家都希望别人尊敬自己，不是吗？

希望别人——父母、邻居、社会，重视自己，希望

自己行为正当，于是这一切造成了恐惧。这样的心

绝不可能创新。然而，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需要的却

是创造的心，不是发明的心，不是徒有能力的心。

但是，这种创造却只有在没有恐惧时才会有，

只有在心没有受到问题盘踞时才会有。这一切需要

一种让学生真正自由的气氛，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的自由，而是自由发问、追究、寻找、解说，然后

又超越解说的自由。学生需要一种自由，去发现自

己一生真正喜爱的事物，以免被迫从事自己厌恶的

事情、不喜欢的事情。

你们知道，庸俗的心永远不会叛变。庸俗的心

顺从政府，顺从父母，什么事都容忍。我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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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个国家，人这么多，生活这么困难，这种压力

使我们听话，使我们顺从，于是渐渐地，反叛的精

神毁了，不满的精神毁了。我们这种学校应该教育

学生一辈子不满、不轻易满足。这种不满，如果没

有落入满意、感激的管道，就会开始追寻，就会变

成真正的智慧。

本篇选摘自《谋生之道》

克里希那穆提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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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我们每天都须忙碌、却并不一定都

肯投入的工作方式。置身于疯狂地生产、制造、消

费和浪费的世界中时，我们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

我们的工作是否在扭曲自己？我们能否偶尔停下

来，欣赏一下一活的美？我们一天之中，至少要花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读书、在劳动、在伤脑筋。这是

为了什么？只为了一件事——为现在和以后的生

计而努力。所以，谋生之道这个问题，实在是我们

每个人最切身又无法漠视的重要课题。

克里希那穆提这位心灵导师，再次在谋生之道

这个重要的人生课题上，让我们分享了他深具哲理、

丰富的、感人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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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坎、困亨，有言不信

◎徐复观 /文

不自私自利的人，内心正直，所

以能守而不失其节（贞），勇往

直前。自私自利的人，平时偷惰

取容，唯唯否否，一旦有变，便

心虚胆怯，靠拢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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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说：“人穷则返本。” “返本”

的涵义很多，在这里，我把中国最

古而又未经秦火之劫的《易经》中，

直接有关人们在危险困难中的问题，提了出来。

看其对当前的我们，在决定一种基本态度时，

能否给与以若干启示，这当然也是一种“返本”。

当然，我在这种短文章中，对于此一古典，决

不能作全般的、深一层的考虑。但也决不会牵强附

会，要古人代讲自己所想讲的话。

从“作《易》者其有忧患”这一句话看来，一

整部《易经》，都是在忧患中产生，并教人如何渡

过忧患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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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六十四卦中，有《坎》、《困》两卦，

专门是就危险与困难来说的，所以我便简单提出两

卦的大义，来看看在两三千年以前，古人对此一问

题的智慧。

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

失其信。维心亨， 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

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坎卦》是象征着危险。《坎卦》的第一个特

点，是《易经》的六十四卦，只有《坎卦》在卦名

之上，特别加上一个可作副词用，又可作动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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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字，而称之为“习坎”。

古人对于此“习”字，有两层解释。一层解释

是危险重重的意思，即是《彖辞》所说的“重险”。

为什么要说“重险”呢？因为人生到处都是艰

辛，但仅仅艰辛并不算危险，只有重险才算是危险。

这是告诉人们对于危险，不要发生神经过敏的心理。

另一层解释，也是更重要的解释：此一“习”

字，乃“练习”与“熟习”之习。

这一意思是告诉人们：当遇着危险的时候，不

要以为袖手旁观便可以避免，而是要在危险中练习，

因而与危险相熟习，好像驾船的人与波涛相熟习一

样。用现代的语言说，只有冒险家才能闯过危险。

紧接“习坎”两字之后，便是“有孚，维心亨，

行有尚”。“孚”的意义是“信”，即下面《彖辞》

所说的“行险而不失其信”。危险之所以形成，主

要是来自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分离孤立，即是社会环

境对我的不信。

假定依然以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方法，认为危险

是可以诈骗得掉的，这便会更增加人家对自己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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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危险将会有增无已。所以在危险中，应努力

以自己的信心去争取社会的信任。

“维心亨”，“亨”是亨通，也是一种畅顺充

实的意思。在危险的当中，外面的环境，到处都会

遇到阻碍；但是自己的心、自己的精神，并不可随

环境而阻滞萎缩，应当特别顺畅、充实，即是增强

内在的生命力。

“行有尚”，应当解释为“以行为尚”；意思

是说，在危险中，只有勇往直前地去干，才可以成

功，即下面《彖辞》所说的“往有功也”。以上是

《坎卦》的卦辞。而卦辞相传是文王所作的。

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书  斋

50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惟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

口乃穷也。

《困卦》是象征着困难。它的特点，是一开头

便是“困亨”。王弼注之曰：“困必通也。”这是

首先告诉人，困难有必会亨通之理，不可一遇困难，

便神消气沮。

《彖辞》加以解释说：“险以说（悦），困而

不失其所，亨。”意思是一个人在危险中，依然能

神闲气定，举措不失其常，则心志清明，步骤不乱，

所以能够亨通。

接着说：“有言不信。”《彖辞》加以解释说：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言”、“口”，即

是现代化的所谓宣传。

一般人在困难之中，每每喜欢向人宣传困难的

来源，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并进一步宣传自己如

何的伟大，是如何的进步，以为这样便可以解决困

难。

《彖辞》干脆指出“有言不信”，在困难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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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宣传，社会决不相信。《彖辞》更进一步地指

出，在困难中只凭着一张嘴，这是自欺欺人。自欺

便忽略了实际的努力，欺人必为人所拆穿，这会更

陷于绝境的。

此处的“尚口”，和《坎卦》的“行有尚”，

恰是互相对照。《坎卦》说“行有尚”，其反面的

意思即是不可“尚口”。此处的“尚口乃穷”，其

正面的意思还是要“行有尚”，即是“尚行”。

总结一句，在危险困难中，为主是要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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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坎》、《困》两卦的卦辞中，

没有现出半点不吉祥的征候，这可以说是树立人在

危险困难中的信心，但没有内容的信心，结果还是

会落空的。

所以《彖辞》中特提出“刚中”两个字，以作

信心的内容，即亦作信心的切实根据。《坎卦》的

《彖辞》说：“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困卦》

的《彖辞》说：“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以”即“因为”之意。因为“刚中”，所以

能“心亨”；因为“刚中”，所以能“贞大人吉”。

“无欲则刚”，“刚”是由不自私自利而来的勇健

之气。

“不偏之谓中”，“中”是不偏于自己的好恶

而一本客观原则的大公精神。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

“刚则正直，所以为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

正而不大，未能济困。”

不自私自利的人，内心正直，所以能守而不失

其节（贞），勇往直前。自私自利的人，平时偷惰

取容，唯唯否否，一旦有变，便心虚胆怯，靠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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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这都与“刚”相反。

并且据王弼的解释，《坎卦》的“刚”，是“内

刚而外顺”，“顺”是适应环境。这五个字含有最

高的策略性、技术性在里面。

识量褊浅的人，不能把握一个为多数人所承认

的原则，而一任自己的好恶做主，于是对人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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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所偏。

偏于亲戚，亲戚以外的不会和你合作；偏于同

学、同乡，乃至自己的学生，则非同乡、同学、学

生，都不会和你合作。

结果，肝胆之间，视同胡越，最后会变成为孤

王寡人，这都是与“中”相反。

只有把握客观原则，对人对事，都能恰如其分

内合乎“中”的人，才可以和多数人合作，才能够

一天壮大一天。也有一种人自己问心无愧，但局量

太窄，不能用人，不能容人，这即是所谓“正而不

大”。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五日《人生》第十二卷第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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