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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

论幸福还是痛苦，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这几十年究竟应该如何度过？什

么才是人生的最终追求？怎样才能不虚

度一生呢？《易经》给我们的答案是：

慎始善终。但是我们无法把握自己何时

出生，更不知道自己会何时离去，那么

慎始善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怎样才

能真正做到慎始善终呢？ 



    我们这次讲到观卦，又要告一段落。

观卦的的卦象，大家一眼看过去，你会

不会想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你看上面那两个阳爻，就是个太阳，下

面是一片黑暗，太阳快要下山了，那一

天就要过去了，就好象人生走到尽头以

后：“唉！老了，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可是整个观卦

，它不跟你谈这个，它给你无限的希望

，就是告诉我们：有始必有终，有生必

有死，这是必然的过程。 

   那我们读完《易经》以后，回头看看

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办？那就是四字

：慎始善终。这个慎始善终，你可以从



很多很多卦，它们的关系中可以去体会

出来。你看乾坤两卦，乾是什么？乾是

创始的力量。坤呢？坤就是把你的理想

把它落实，让它产生很好的结果。所以

乾坤是要配合的。如果只有乾，那就一

天到晚做梦做梦，然后告诉自己：“有

梦最美。”但是天天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会笑，白天笑不出来，那没有什么意思

的。有梦是不是美？要看你能不能梦想

成真。这个梦想成真得要靠坤卦，它以

很柔，它以很贞，来把你的理想，当然

这个理想是要它认可的，全面地落实。

你可以说乾就是慎始，而坤就是善终。 



    《易经》提醒我们，一定要学会慎始

善终，不然便会白白枉费一生。但是古

语却说《论语.颜渊》：生死由命，富

贵在天。既然我们掌握不了生死，那么

，还能不能做到慎始与善终呢？假如我

们错过了良好的开端，是否还能拥有一

个圆满的结局呢？ 

    一、怎样求得好死？ 

    接下来屯卦跟蒙卦。你想想看，屯，

就是生下来，但是生得好，不如教得好

。所以你看蒙卦搞坏了。你屯卦再优生

学，再怎么产前产后很用心，然后养子

不教，也是没有善终。当然了，我们不

能说屯一定是始，而蒙一定是终，不一



定。因为《易经》它不太讲始终，它都

讲终始。它不讲阳阴，它都讲阴阳。这

些都值得我们去想，就是说终它必有始

，它永远给你个希望，它永远告诉你没

完没了。其实整部《易经》就是没完没

了。因此我们就会想到说：“那人生的

目的是什么？”我是看过全世界关于这

方面的讨论，人生的目的，有的是快乐

，有的是服务，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

样，那现在大家更流行一句话，就是人

生的目的，就是创造自己被人家利用的

价值。他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从《易经》去提炼出来，人生

的目的，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确有他

不同的思路，就是从《易经》来的，叫



做：求得好死。那什么叫好死呢？不是

不生病而死，人吃五谷就长百病，不是

不被车子轧死，不一定。有时候我不撞

人，人家撞我。不是不死在野外，因为

如果一个军人，该打仗的时候，他捐躯

沙场，那是最有价值的。好死，你从《

易经》里面去体会，它是死得心安理得

，毫无愧疚。你只要把《易经》的道理

看清楚，一步一步去把它在生活上面运

用，你死的时候，心安理得。但是问题

又来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死

，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死。我觉得这是老天给人类最大的恩惠

。 



    如果说不知何时会死是人类得到的恩

惠，那么人们只需安心度日即可，为什

么还有那么多人想要预知未来吉凶呢？

假如人人都能够轻易地卜算未来，那么

，这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易经》又提醒我们该怎样看待占卜

呢？ 

    二、占卜导致哪些后果？ 

    如果一个人他生下来，然后很小的时

候，父母就带他去批流年，也可以呀。

这怎么不能？把你一生的流年都给你批

出来，而且把你每十年走什么运，甚至

再细一点，每一年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请问你：“你日子好过吗？”你每天要



去对照呀：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下个礼

拜会怎么样。那人还有什么自主性呢？

所以就算可以批流年，就好象今天

DNA可以查出来你会有什么病，你将

来会怎么死，都知道，我们也劝你，不

要去算比较好。你就让它一步一步走，

那才有趣。有一个人，他一生很谨慎，

所以夫妻处得很好，可是他呢？有一次

生了重病，医生断定他是癌症，而且是

末期，大概最后只有三个月的性命，他

就越想越不对，太太对我这么好，我居

然在外面偷生了一个儿子，虽然这么长

时间，她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快走了

，要不要让太太知道，他想了半天：“

嗯！还是让她知道好了。”然后就跟太



太讲：“我这一生对你不错，你也知道

，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不能不告诉你

，我在外面生了一个儿子，希望你能够

收留他。”太太说：“没有关系，人不是

圣贤，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告诉我，

他是谁，我一定照你的意思收留他。”

这个人就说：“唉！太感激了，太感激

了，连这种事情你都这么宽容。”后来

怎么样？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他

根本没有死，那日子就很难过了，天天

就为这事吵啊，吵得不可开交。你想想

看？老天捉弄人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人

想死的时候死不了，当你不想死的时候

，他就收掉你。我们有一句话：生死由

天不由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觉



悟，你时时刻刻都要小心，因为人是习

惯的动物。你常常谨慎，谨慎就变成你

的习惯，习惯就成自然，习惯就很快乐

。所以你就慢慢去悟到说，我们屯卦，

蒙卦；蒙卦，屯卦，就是要活到老，学

到老。有错要把握时间，在没有死以前

，赶快去改，那就好了。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人的欲望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在人生的

道路上，随时都可能偏离航向，误入岐

途，那么，当欲念萌生之时，我们应该

怎样处理，才能做到真正的慎始善终呢

？充满古老智慧的《易经》又会教给我

们哪些处世之道呢？ 



    三、怎样做到慎始善终？ 

    然后你看需卦跟讼卦，也是一样。就

是当你开始有欲念，当你开始想要什么

东西，来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你一定

要想到后果，不要引起打官司，慎始善

终。师卦跟比卦也摆在那里，这个人气

愤不过，就要找几个人去打，这是经常

有的事情。打群架，小不忍则乱大谋，

就是师卦跟比卦。你稍稍退一步，你就

觉得海阔天空，当初的怒气一下就消掉

了。所以，师卦跟比卦，其实在什么时

候决定？在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决定。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到：“这个

家伙，今天让我受气，明天我找几个人



给他难堪。”结果呢？你自己也睡不好

，第二天怒气冲冲就真的去了。多半怎

么样？多半不是被人家打回来，就是后

悔。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要养

成习惯。这是谁讲的？曾子讲的。《论

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晚

上，我总要对自己好一点，整天的时间

都为大家服务，晚上保留个二十分钟，

给我自己，想想今天最愉快的事情，让

自己高兴高兴；想想今天最不愉快的事

情，然后你就想我怎么样去补救。明天

有什么紧急要办的事情，有什么重大要

做的事情，你统统放在纸上，一句话，

与其放在脑海里面让自己睡不着，不如

把这个辛苦的事情交给一张纸。我今天



越想越气，那个人真的对不起我，我生

平没有受到这种奇耻大辱，明天早上无

论如何要他好看。可以吗？可以呀，为

什么不可以？你就拿一张纸，开始写下

来：“某某，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

简直不是人，你这样做，我打你也是应

该的，我怎么怎么......”写一大堆，你就

写好了。写完了，你去睡觉了。第二天

早上起来你看看，你会觉得很可笑，这

种事情也值得大惊小怪吗？那就把它撕

掉，那就由师卦变成比卦了。这个师、

比，就是一念之间，但是师它是要你慎

重，所以叫慎始。而比呢？它是善终。 



   小畜卦跟覆卦也是一样，你有点收入

的时候，就有人动你的脑筋，要跟你借

钱，要骗你的钱。你养了一头猪，大家

经过，就看看：“肥了没有？怎么还不

宰呀？什么时候请我们呢？”这些都是

人之常情。你能够因为这样，你就一点

都不储蓄吗？那不可能。任何大储蓄都

是从小开始的。这时候你要知道，我有

任何的储蓄，我一定要慎始，就是说这

个东西，是人家，这个人家讲的是好听

的，寄养在我家的，不完全是我的。为

什么？晚上人家把你偷掉，你也没办法

。那我呢？要按照天道，覆就是按照天

道，不养就不养，要养就好好养，将来

怎么分？将来再说。我也不小气，我也



没有说斤斤计较。事先想那么多，那什

么事情都不要做了。你经过这些以后，

你会归结到人生其实就是泰、否；泰、

否。我们不是由泰入否，就是由否入泰

。而且否中有泰，泰中有否。这样人生

才有趣。你一听就火大：“怎么人生有

趣呢？人生要很平静，很顺利，才是大

吉大种利，这样起起伏伏，那不折磨人

吗？”其实不是的。你看开车的人，只

要那个路很直，很好开，经常出车祸。

“哎！这里要小心了，九弯十八拐。”那

我们就特别小心。那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只会在平路上走的人，一旦碰

到那种崎岖不平的路，他就无能为力了

。你如果什么路都能走，那你人生不是



更愉快吗？泰跟否几乎就是前面那几个

卦的慎始善终的一个小结。你看三阳开

泰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经常最后是

闭塞不通。你看我们人生下来，大部分

都是很齐全的，鼻子会呼吸，眼睛会看

，手会动，耳朵会听。可是呢？不久以

后，鼻子不通了，然后牙齿掉了。我们

很少看到生下来四肢不全，然后最后越

来越好，大概没有。慎始都不一定善终

。 

    随着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一些人开始

减少对开头和结果的关注，转而认为过

程最为重要，活在当下，成为很多人的

生活理念。但是，更多的人们仍旧在为



赢在起跑线上，还是功成名就而奋斗着

。既然慎始不一定会善终，那么，是不

是就不必强求事事都有个完美的开端？

只有努力获得好结果，才是我们真正该

去追求的呢？ 

    四、慎始、善终谁更重要？ 

    那到底是始重要还是终重要？其实答

案是两个都重要。你尽量去慎始，有时

候慎不了的。你看哪个妈妈不想生一个

人见人爱的小宝宝，但是你仔细看，每

个小孩都有他的缺点，那就好了。小孩

有缺点是考验妈妈你是真的爱你的小孩

，还是你只是爱他的优点。我这个小孩

子不生病的时候我就爱他，生病我就不



爱他了。当他很齐全，很有出息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儿子，不是的话，我就不

认他。那这算什么母爱？在这种情况之

下，我们慢慢就悟到了：人天生是不平

等的，都有缺陷。所以同人卦告诉我们

，虽然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是你要尽

量地让他平等。可是平等这两个字，会

引人遐想，会使人堕入一个深渊，认为

我就应该人人平等。其实不可能。所以

我们才说，《易经》要求的是：合理的

不平等。我相信大家一听就明白。同人

，就是因为人各有不同，所以我们才叫

它同人。它就告诉你：你要慎始，你要

慎始，一开始就把人当人。 



   医生一开始就把人当病人，那个医生

就不是好医生。医生不管你是什么病，

你就是个人。你只不过这个时候生这种

病而已，你就是好医生。那下面我们就

知道，大有就出来了。人，能够做到合

理的不公平，能够基本上把人当作人，

世界大同，也就是现在讲的地球村，就

慢慢会呈现。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走

到同人、大有卦，但是始终没有搞好，

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大家对谦卦没

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

地说出来，整部《易经》它的重点不在

乾卦跟坤卦。乾坤是《易》之门，它是

《易经》的大门，但是真正的核心是谦

卦。你看它的初爻是六，再看它的上爻



是上六，初六、上六，当中不管它有几

个阳，这种卦都叫做阴包阳。你把六十

四卦拿出来，它有的是阳包阴，阳包阴

就是上下是阳，里面为阴。有的呢？它

是阴包阳，这个谦卦它就是阴包阳，第

一爻是阴的，最上面那一爻也是阴的，

凡是阴包阳的卦，它都是属于感情方面

的比较多。谦卦就是你对人的态度，对

人的态度如果没有内心的感情的话，那

你完全是虚有其表。形式上很客气，表

面上很谦虚，心里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情，那就是伪装，那就是伪君子，伪君

子比真小人还可怕。 



    谦卦象征谦虚卑退之意，有谦德的君

子万事皆能亨通，然而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从始至终地保持谦虚，小人行谦则

不能长久，惟君子有终也。由此看来，

慎始善终也要因人而论。那么，我们要

怎样去做，才能成为一个慎始善终的人

呢？ 

    五、怎样慎始善终？ 

    因此我们就知道，做一个人你要开始

柔，收尾也要柔，当中有时候刚，是为

了要柔的作用，这样才叫做刚柔并济。

这个东西合起来就是一个儒。你看儒这

个字，一边是个人旁，一边是个需字，

就是做一个人所需要的道理，就叫儒。



儒就是柔的意思，就是用柔来克刚。我

们说只有道家才以柔克刚啊？其实不是

。儒家也是教你以柔克刚，那你就要好

好从谦卦开始。整个卦最要紧的是哪一

个爻，其实整个卦最要紧的是六二爻。

六二爻就是鸣谦。就是当你表现好的时

候，人家就开始夸奖你，那是你人生最

危险的时候。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

我们很多想法跟西方人不太一样，西方

人小孩子要给他鼓励，要给他赞美，要

这样，要那样。那请问你：“你从小听

惯了好话以后，你将来听难听的话，你

会不会更难过？挫折感更大？” 



    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贾宝玉近

乎是才华很高的人，可是他每一次有什

么作品，他爸爸看了心里很高兴，但都

是骂他：“你小孩子，这个你也敢拿得

出来？”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老叫：严父

严父。就是这个道理。天底下除了爸爸

会给儿子当头棒喝以外，大概没有。别

人犯不着嘛。别人没有欠你，他干嘛承

担这么大的责任？但是我们现在完全背

道而驰，爸爸拼命地讨好小孩子，然后

让外面的人，来把他害死掉。你对他严

苛，外面人怎么害也害不死他。你对他

讨好，外面的人害你的儿子，一下就把

他害死了。做母亲也是一样，天底下你

的儿子最好。真的吗？你去问问别的妈



妈？我经常冷眼旁观，好多妈妈都带着

自己的小孩，每个人什么话都不讲，就

是拼命地赞美他的小孩，结果没有一个

人在听。谁在听？你讲你儿子的时候我

不听，我自己有儿子。所以每个人在那

里讲了一大堆，没有人在听的。 

    读《易经》绝对不是说，背一大堆，

让我整天在这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这里

动脑筋，那个人太没有价值了。就算你

一路吉祥，把所有的祸害统统避掉，而

最后不得好死，你有什么用？因此我们

在这里把谦卦的精神，要在这里用三句

话来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谦卦这么重

要？因为它让我们守分、知足、常乐。



这才是人生要追求的。守分，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分不一样，你看一出生，有

的就比较聪明，有的比较不聪明；有的

学习很快，有的学习很慢；有的机会很

多，有的根本没有机会，这都是事实。

有人就有分，这句话就是同人卦讲的。

大家都是人，应该都有分。但是实际上

，有的大分，有的小分；有的分好一点

，有的分差一点，所以你要知足。知足

就是说，你朝满意的角度去想，你自然

就足了。这个足不足是靠你自己的修养

，你可以一辈子不足，可以。我们只有

说：学，然后知不足。最后你要常乐。

常乐你的心情就会平静，一个人静下来

，他就会找到正确的目标，他才会很冷



静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因此，他就比

较谨慎，比较小心。慎始善终，只有在

安分、知足、常乐的大前提之下，你的

成功率才会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