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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傾」，《易》處處體現這樣一個道理：心存危懼，

戰戰兢兢，必然獲得平安，如「其亡其亡，系于包

桑」（「否卦」九五爻辭），越是怕亡，越是牢固如

「系于包桑」。相反，以危為微，慢易不經心，則必

傾覆敗亡。 [3]「憂患意

識」也常被認為是中國哲

學的基本精神。 [4]如孔子

曾說：「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5]「君

子憂道不憂貧」。 [6]孟子

也說：「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7]

乾坤為《易》的代

表，集中體現了這種憂患

意識：「夫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

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

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8]「乾健」、「坤順」都會

面臨苦難的處境，「知

險」、「知阻」，兼有告知險（阻）難和告知處險

（阻）之道的雙重涵義。[9]「《易》作者很可能生長

于一個艱難時世，而在艱難中熔鑄出極為強烈的

憂患意識」。[10]「險」與「阻」都是人們所面臨的

負面處境。《易經》的卦辭、爻辭中也經常出現凶、

災、難、險、危、厲等有關逆境的占辭。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六十四卦中有部分卦專門談到困難的處

苦難與憂患
──從《周易》看中國文化的正道精神

■ 李  勇

遼寧大學哲學院

苦難孕育了人類的早期文明。「窮則反本」，

新冠疫情再次喚醒了人類的苦難意識，並促使文

明世界重審各自的精神傳統，加快了思想界一再呼

籲的新軸心時代（湯一介）、新覺醒時代（成中

英）、第二次文藝復興時

代（李澤厚）的到來。《周

易》充滿了「憂患」意識，

體現了中國早期文明對

苦難處境的深刻回應，成

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

中國人在危機時刻，每每

回到《周易》。易之為易，

在於它是一個開放的生

命體驗、宇宙經驗。回到

《周易》，並不是要回到

古代，而是透過《周易》

的思考回到宇宙、回到人

的根源來解決人的問題。
[1]

《易》與憂患

《繫辭》說：「《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

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

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經》產

生於憂患之中，是一部教人如何渡過憂患的古

典。[2]「危」是《易》辭的突出特點，體現了一種如

履薄冰、戰戰兢兢的臨危心態。「危者使平，易者

摘  要：面對苦難，訴諸占卜等原始宗教信仰是

人類文明開端時的普遍現象，但唯獨《周易》的占

卜實現了由「貞」而「正」、由巫而史、由鬼謀而人謀

的歷史轉變，從而在軸心時代確立了中國文化獨

特的正道精神。考諸易學史，從卜辭到占辭到繫

辭的演變，實根源於中國上古時代的整體、動態、

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在這種不斷發展的

宇宙意識下，苦難沒有導致中國先哲對整個世界

與人性的否定。《周易》作者沒有把宇宙的變化體

驗為苦業意識，走向解脫之路；也沒有體驗為悲

劇意識，走向鬥爭之路；更沒有體驗為恐怖意識，

走向皈依至上神之路；而是在憂患意識下走向自

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貞正之道。

關鍵字：《周易》苦難；憂患；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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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1]如屯、否、習坎、明夷、蹇、困等。體現了中

國先哲在危難中的智慧。

1、屯

「屯」字象徵草芽萌育的形狀，與「子」字相

似，「子」象徵胚胎躁動於母腹。芽之破土與子之

出生都要經歷一番艱難，即《彖》所謂的「剛柔始

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推而言之，一切新事物、新

觀念的誕生，無不有險難。新生命的力量存在於動

與險中。國之建立、人之創業，都有艱難險阻，此時

國家需要建立主宰、秩序，人需要建立堅定的信

念，否則極易為坎險所陷沒，即「宜建侯而不寧」。

艱難時世，也正是君子經治之時，即《大象》所說

的「雲雷，屯，君子經綸」。《小象》具體說明經綸

的方法：建立信念、謙恭聚民（「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知雄守雌、韜光養晦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有進

有退，有行有止（「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

之，往吝窮也」）、擇賢而輔（「求而往，明也」）、

布財施德（「屯其膏，施未光也」。）、險難之極，光

明不遠（「泣血漣如，何可長也」）。[12]

2、否

否卦象徵人被否定的種種處境，這種被否定

並非由自己的過失所致，如《彖》所言：「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

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也」。小人當道之世，君子難於自守，因為付出多、

所得少（「大往小來」）。此時應含藏收斂以避難，

不可榮顯而貪求祿位，即《象》所說「君子以儉德

辟難，不可榮以祿」。要改變被否定的處境，必須

從本做起。如拔茅草，應從其彙集處（本）拔起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從本做起即自守，

保持內心的安定，應對艱難處境。由於小人當道，

因此被否定並非由於不能自守所致，或因為承擔一

切責任所致，如「包承」（個人承擔一切責任）、

「包羞」（總攬起過失中的羞愧與責備）；或只因

任命（有命）而致，故「無咎」（自身耕地得不到照

顧而遠離福祉）；或其否定感只為不被任用（休

咎）而已（不得不歸隱于苞桑）；但縱使是極端地

否定一切、毀滅一切（「頃否」），《易》仍從毀滅

帶來之正面性而說：雖先否定一切，然從必須重

新建樹一切言，必將帶來喜悅（「先否後喜」）。[13]

程頤說：「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

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

而後能也」。[14]也強調保持正道，建立起轉否為泰

的毅力與信念。

3、習坎

習坎的卦辭是「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提出

了險的普遍意義和處險行險的一般性原則及其具

體指示。「有孚」和「維心亨」強調，身困於險，心

不可困於險。哀莫大於心死，心不死就有出險的希

望。《象》說「水洊至，習坎」，水在坎險之中總是

就下而行，人困于險則應守正道，如水之常流，恆

久不歇。 [15]「孚」也有信的意義，即《彖》所說的

「行險不失其信」。《周易》所說的苦難、危險多為

社會問題，主要是來自個人與社會環境的分離孤

立，即社會環境對個體的不信。因此在危險中，應

努力爭取社會的信任。「維心亨」是說在危險的當

中，外面的環境會遇到阻礙，但內在精神不可受環

境影響而阻滯萎縮，反而更應順暢、充實，以增強

內在的生命力。「行有尚」即「以行為尚」，在危險

中，只有勇往直前地去幹，才可以成功，即《彖》所

說的「往有功」。《象》說「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強調君子在危險之中，外面的環境詭幻莫

測，一定要守住一個定盤星做自己所應當做的事。

在危險中，受環境壓迫的限制，不易有所作為；但

文化思想的教化教育，不僅能夠轉移人心，開啟世

運，而且是每個人都可以挺身去作的。一個人不能

從政治上盡責，便應從教育上盡責。即「習教事」。

王弼註說：「大亂未夷，教不可廢」。[16]

4、明夷

「明夷」是無道之世的處境，說明君子此時只

能晦中求明。雖晦暗，仍有生命努力，不因晦暗而

使生命失去意義。這種處境，宜於艱難中自守（即

卦辭所說的「利艱貞」）。[17]易學家多根據《彖》及

六五爻辭，認為這一卦以殷周之際為例說明君子

處在這樣的時代，唯一正確的道路是知艱難而不

失貞正，絕對不可隨世傾邪。對昏君暗主，應採取

外晦內明，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箕子佯狂為奴而內守其正的對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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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蹇

《序卦》說：「蹇者，難也」。《彖》說：「蹇，

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難與屯

難不同，屯難是事物剛開始未得通暢，險在前面，

後面是動，動乎險中。蹇難是險阻艱難的難，險在

前，後面是止，止乎險中。卦辭有見險而能止的思

想，也有處險當進的思想。處蹇世之君臣應當擔起

濟天下國家之蹇的重任，即卦辭、爻辭所講的「利

見大人」。[19]《象》說：「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

身修德」。《周易本義》解釋到：「蹇難之時，未可

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

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概括而言，濟涉蹇

難有三個要點：其一、必須進退合宜。其二、「大

人」是濟蹇的主導因素。其三、濟蹇必須守持正

固。[20]

6、困

困卦象徵困難，但卦辭卻是「亨」，王弼註說：

「困必通也」，苦難有必會亨通之理，不可神消氣

沮。《彖》解釋說：「險以說（悅），困而不失其所，

亨」。雖在危險中，如能神閒氣定，舉措不失其常，

則心智清明，步驟不亂，所以能夠亨通。接著說：

「有言不信」。《彖》解釋說：「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言、口如現代的宣傳。指在困難中自我宣

傳，不會為大眾所接受。如此只能自欺欺人，自欺

便忽略了實際的努力，欺人必為人所拆穿，更容易

陷於絕境。《象》說：「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註

說：「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道可忘乎？」困

難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大家失掉了共同的理想目

標，更不肯為此共同的理想目標去獻出自己的力

量。所以君子在困難之中，不畏苟安，一定要竭盡

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致命），以完成自己的志願

（遂志）。[21]如孔子所說「三軍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也」。[22]

貞與正道

《周易》無疑是一部占卜之書，但從屯、否、

習坎、明夷、蹇、困的卦爻辭及《易傳》的相關詮釋

看，與占卜的神秘性無關，體現的是面對苦難，既

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極厭世，而是自強不息、厚德

載物的人文主義精神，即「貞正」之道：「易對人之

訓誡，撇開事情特殊之訓誨，實一『貞』字而已，

再無其他。若事情是否通達仍有賴其事本身，那

人與面對種種事情情況時，其唯一之道只在自

守」。「《易》非以宗教對人作限制，亦非有求外在

法律刑罰，故在未有人性教化前，只告誡人其應自

守，再無他法。對人自身，《易》所期盼也只是人自

守而已」。[23]

從易學史來看，由原始宗教的占卜（貞）到人

文主義（正道）的覺醒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早

期人類社會，面對種種苦難，訴諸占卜等原始宗教

信仰是世界文明開端時的普遍現象。苦難在夏商

兩代也大量存在，這也是殷人重卜的原因，但從卜

辭上看並沒有體現出憂患意識，可以說殷人的占

卜如同世界各民族的占卜活動一樣，並沒有產生憂

患意識，更沒有產生一套哲學。直到周初的占卜活

動才出現了明確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不同於原始宗教的恐怖、絕望。一

般人因恐怖絕望感到自己渺小，放棄自己的責任，

一憑外在的神為自己作決定。脫離自己的意志主

動、理智引導的行動；這種行動沒有道德評價可

言，因而這實際是在觀念的幽暗意識世界中的行

動。由卜辭所描出的「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這

種生活。「憂患」與恐怖、絕望的最大不同之點，

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

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

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及當事

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這種責任感

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

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

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

覺的表現。[24]

如徐復觀所說，「憂患意識」意味著面對苦

難，既不等待救世主，也不怨天尤人，更不悲觀絕

望，而是自己承擔苦難、超越苦難。如上所述，這

種憂患意識是《周易》的基本精神。但殷人的占卜

仍然停留在原始宗教信仰的狀態，「在以信仰為中

心的宗教氣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

問題的責任交給於神，此時不會發生憂患意識；而

此時的信心，乃是對神的信心」。從卜辭上看，殷人

的行為似乎是通過卜辭而完全決定於外在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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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

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這是憂患意識，實際是蘊

蓄著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在憂患意

識躍動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而由神而轉移向

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25]

殷人占卜的宗教色彩濃厚，無法產生憂患意

識。如王夫之所說的只有「鬼謀」而無「人謀」。

《周易》則兩者兼具，而人謀逐漸取代鬼謀，最關

鍵的因素可以說是周人對殷人占卜的歷史經驗進

行了系統的整理、總結，發明了全新的占卜方法，

體現了由「巫」到「史」的演進過程。朱伯崑曾對此

一變化有深刻的洞見。他指出，雖然《易經》的作

者相信天神和人鬼可以左右和啟示人的命運，有

神論仍然是這部典籍的主導思想。但同殷代的卜

辭比較，《易經》占辭所反映的世界觀出現了新的

特點。其一，天道與人道的一致性。將自然現象同

人類生活聯繫起來考查，或者借助自然現象的變

化說明人事活動的規則。這種思想在卜辭中是找

不到的。其二，認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轉化。殷人

把自己的命運歸之於上帝，排斥人為的努力，如紂

王所說：「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初的統治者則

提出「天命靡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強調

人為努力。這種吉凶、得失相互轉化的觀點，在卜

辭中是沒有的。卜辭關於吉凶禍福的斷語，界限分

明。所卜之事，吉就是吉，凶就是凶，如「受祐」「不

受祐」等不可改變。可是卦爻辭在斷定吉凶時，增

加了人為的因素，筮得之卦雖卜吉利，但通過占者

的努力可以化凶為吉。其三，認為人事之吉凶，對人

有勸誡之意。有些卦爻辭不僅示人吉凶，同時予人

以教訓，令人的行為按某種規範而行動。卜辭的內

容，只是記錄所卜之事，並加以吉凶的斷語，而卦

爻辭對所占之事則強調其教訓的意義。[26]成書于

戰國時代的《易傳》進一步闡發了卦爻辭中的人文

主義精神。本文第一部分有關屯、蹇等苦難六卦的

論述便體現了《易傳》所蘊含的精神。

從卜辭（甲骨）到占辭（易經）再到繫辭（易

傳）正體現了原始宗教信（鬼謀）向人文主義（人

謀）轉變的過程，這集中體現在《周易》的「貞」由

「貞卜」到「正道」的轉變。[27]

「貞」的原始意義為占卜（「以貝卜問」），

如《說文》說：「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為贄」。但

「貞」的引申意義要從「以貝占卜」過渡到《周易》

的「以卦占卜」才逐漸發展起來。「貞」在《易經》

中作為尋求、探尋未來的意向性行為，是通過占



疫
下
世
情

李 

勇
：
苦
難
與
憂
患

４３

筮來體現出來的。《易經》中的「貞」之原始意義

都可以從占筮的角度來理解。如，「貞」就是占筮，

「利貞」就是某種情況、條件有利於占筮，「安吉

貞」是說能夠安然專心于所卜的象去行動，自然會

吉利。

占卜最初是祈神問卦、借助外來神靈來顯明

一個問題或找到實行的方案，因此就必須拿出最

好的心態。在這種意義下，「貞」就有了端正的意

思，代表了一種端正的心態。並由內心的敬畏、安

泰、謹慎、莊重等，逐漸引申為內在的道德修養。
[28]占卜往往是由事及人，「貞」作為卦之四德（性

質）之一，也會引申為君子之德（道德），貞德就從

性質概念成為一個道德概念。如《子夏易傳》說：

「貞，正也」。《文言傳》：「貞者，事之幹也。君

子—貞固足以幹事」。「貞」或「正」就成為一種正

常的狀態、正直的心態，以此體現「天地之正」。

「貞」作為正道，能符合事物本性、順應天地之變。

「利貞」就是合乎正道、利於正道之事。

「貞」作為正道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切

變化過程所固有而確定的特性。由此，「貞」有引

申「固」、「常」、「定」等含義。固就是固守正道，

常就是將正設定為常則，定就是對正的認可和堅

持。這樣有將「貞」引入道德評價的領域中。「可

貞」就是可以固守、可以認定的某種情形、處境

和形勢；「不可貞」是不可固守不變的某種情形、

處境和形勢；「貞凶」就是某種既成的、不可堅持

的、需從正道上去化除其兇險的境遇。

從「貞」為「正」、「固」又可進一步引申「信」。

「信」具有道德與智慧兩個方面的含義，從道德的

角度，信為五常之一，有信任的意思。何妥註《文

言》「貞固足以幹事」時說：「貞，信也。君子堅貞

正，可以委任於事」。從智慧的角度，占卜之所以有

合理性，是因為能夠對事物的本性和本質進行探

索。一旦對事物的本性有所瞭解，就進而把握其變

化的規律和發展的方向。「貞」可以理解為對事物

的本性、規律的把握。「貞為信」集中體現了易占

的道德修養與理性思維的兩個特徵。

從「貞」為「正」、「固」、「信」又引申出「節」

的含義。合乎自然週期律、道德律為「節」，並進一

步引申「貞節」、「貞操」等具有倫理道德規定性的

概念。按自然規律、道德律調節行為，把握時機與

分寸，以適應不斷的變化。

由此，「貞」便從占卜（鬼謀）演變為「正道」

（人謀），成為承擔苦難、超越苦難的基本立場：

「貞卜然後有所正，正而後有所固定，固定而後有

所信從，信從而後有所節制、規範，節制、規範而

後有所事功」。因此《繫辭》說「吉凶者，貞勝者

也」。守持正道者均可獲勝，逢凶化吉。《來氏易

注》進一步指出：「貞者，正也。聖人一部《易經》，

皆利於正」。「惟正則勝，不論吉凶」。

當然《周易》作者清楚認識到，固守正道，並

不能保證免於災難，如《易經》「無妄」卦專門談到

「無妄之災」、「無妄之疾」。此「無妄之災」、「無

妄之疾」是一種冥冥不測的偶然因素所決定的意

外情況，人們必須承認它的客觀存在，但又不能否

認事物之間皆有必然聯繫的客觀真理。人本無妄，

而染疾蒙災；若因此以無妄為非而認妄為是，則大

愚。[29]雖然無妄之人仍可有災，但人人皆有疾病之

命，非唯無妄者。「縱使有災，仍未必不能有喜，人

始終無法決定命運之悲喜故。唯無妄始能是人自

己事、人自身之德行與真實，此所以無妄對人仍為

必須甚至唯一，無妄於人故始終為極致」。[30]面對

「無妄之災」應能固守正道，體現了《周易》作者

的整體、動態、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

變與和諧

如上，由卜辭到占辭到繫辭，體現了人文精神

的日趨發展，原始宗教意識的日益沒落。面對苦難

的憂患意識，引發了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的興起，

固守正道成為儒家應對苦難的基本立場。與古代

希臘、希伯來、印度不同，中國先哲面對苦難，並沒

有強化宗教意識、否定人性的美善，也沒有強化衝

突、鬥爭意識，而是走向順應自然、修養自我的人

文主義，「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生之

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31]

文明初期，世界各民族都有占卜活動，但只有

中國人的占卜引發了人文主義的轉向，並導致一種

哲學的建立。其關鍵性環節是周初實現了從「以貝

占卜」到「以卦占卜」的轉變，「以卦占卜」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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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由貞到正道的轉化，在於「卦」的符號化及其

背後的宇宙意識。當然從直觀性的占卜到占卜的符

號化及其觀念的系統表達，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

程，最終在《易經》的觀象系統中確定下來。符號

化系統一旦建立，就使占卜超出了原始直觀的水

準，成為占卜自覺運演的依據。這時需要通過卦象

的象徵類比，也需考慮卦爻辭的指示。具體而言占

卜的哲學化經過幾個階段：直觀的占筮運演—符

號化，即卦象及卦象系統的建立—占筮及卦象的

語言表達和概念化表達，即卦爻辭系統的建立—

符號化和概念化使占筮在義理層面上深化，從而

使爻理本身作為一個系統確立起來，並不斷擴充，

反過來又使卦象系統和卦爻系統通過詮釋的方式

得以擴充其原有的意義—正是通過符號化、概念

化、義理化多重方式，占卜獲得其本體論基礎及多

重規定，並使占卜的原始宇宙觀轉化為本體論的哲

學宇宙觀。[32]

占卜是人在無知的情況下的一種推測，周易

的推測是透過經驗的符號化來進行的，因而表現

了對經驗的尊重。符號對經驗有超越作用，可以導

向一種對普遍意義的哲學理解。[33]《周易》的占卜

能夠實現符號化，是由於周初的宇宙意識逐漸成

熟的結果，因此占卜只是「用」而不是「體」，「體」

是占卜背後的宇宙意識。「周易雖然在形式上只是

占卜之書，但在占卜之用的背後，它還有一個知性

本體的存在和發展」。[34]此「知性本體」即「宇宙

意識」，在《易經》中通過符號化的象徵系統體現

出來，「以卦為占」有宇宙圖像作為支撐。而對占卜

的解釋，必然涉及什麼是吉凶，為什麼是吉凶等問

題，這樣就產生了卦爻辭。因此《易經》的形成包

括觀察、符號化、系統化、占卜、詮釋五個階段。與

直觀性的占卜不同，《周易》的占卜是在一個系統

化、符號化的宇宙背景下發生的，當然《周易》的

卦爻辭也參考了夏、商兩朝甚至之前的占卜活動

經驗，但此時占卜所依據的卦辭來源於對自然中事

件的觀察，而並非神的意志。在占辭的內容、性質

上，《周易》顯然較少「神明」之辭，筮辭記錄也很

少事神之事，主要是人事的預測。 [35]這表明《周

易》已經超越了筮占，所謂「善易者不卜」，因為它

的符號有一個客觀的指向和主觀的意向—從一個

自然的狀態的觀察，人們得到啟示，去發現吉凶的

諸多可能性，然後再調試自己的行為，趨吉避凶。

所以它表現為一個從自然化走向人化，再走向行為

化，再做出一個價值處理的過程。《周易》六十四

卦，或多或少都具有這樣一種思考的方式，雖然不

是每一個卦都同樣地具有這麼完備的思考，但至

少在一定情況下，能讓你掌握現狀，掌握未來，掌

握應該努力的目標。[36]

不是占卜而是占卜背後的宇宙意識導致了人文

主義的興起，可以說宇宙意識是不同民族的具有

根源性的文化意識，「宇宙觀的確立及其建構方

式，始終對人類文化的創造具有基本的規定作

用」，人類早期文明建立的宇宙觀和宇宙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的文化發展方向。人類雖

然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宇宙中，但是其由於地理環

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使不同民族具有了不

同的宇宙意識。不同的宇宙觀總是體現了特定的

社會群體或民族的運思方式。中西印文化均可以

追溯到各自的宇宙論根源。[37]但在大多數情形下，

宇宙觀對文化的規定和影響往往是通過「集體無

意識」或「集體潛意識」的隱而不宣的方式而發生

作用的。周易占卜的宇宙意識直到《易傳》才以自

覺的哲學形式呈現出來。但這種宇宙意識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成中英認為是在西元前

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後期，即傳說中的伏羲

演八卦的時代。伏羲氏可以看作是首先豢養羊的

族群，羊為早期人類提供了豐富的衣食與安定的

環境，不但使人可以從容地觀天察地，而且可以改

良工具，甚至制定價值標準，發展社會群體生活，

使人類快速進入農耕文明。此時建立了以觀察天

地為基礎的新知識體系，孕育了中國人的宇宙意

識，是易學的開始，也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38]

伏羲時代的「羊文化」所孕育的是整體、動

態、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相對於西方與

印度，它更強調宇宙變化的積極意義。認為變化是

宇宙的本體，使宇宙充滿了生命的創造力。變化本

身就具有本體性，宇宙本體並不外於宇宙現象而

存在。因此變化的宇宙儘管充滿不確定性，變化

的過程也充滿艱難，卻不必然導致負面的結果與

體驗。和諧是宇宙本體的基本狀態，衝突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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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暫時失序與失衡，不具有永久意義。整個宇

宙、人類社會、個人生活的大方向趨於和諧與統

一。整部《易經》都在表達這種思想。宇宙與人生

經驗中的衝突、缺陷、不幸，並不是世界的真相。

陰陽之間也並無緊張及敵意，是一種動態的和諧

過程。[39]

正是在這種宇宙意識下，苦難不會導致對整

個世界與人性的否定，變化沒有被中國人體驗為

苦業意識（如印度佛教所宣稱的「無常是苦」），而

導致解脫之路，也沒有被體驗為悲劇意識（古希

臘人），而走向鬥爭之路，也沒有被體驗為恐怖意

識（以色列人），而走向皈依上帝之路，而是由憂

患意識走向貞正之道。誠如成中英先生所一再指

出的：

只有中國人把變化看成實現象跟真相之間的

一種關係，不化約，也不把它二分，而是真實地、

勇敢地去面對現象，勇敢地去體驗現象中所包含

的變與不變的關係。

希臘人分析了（變化）現象，以色列人超越了

現象，印度人把現象變成虛幻，只有中國人在其自

然環境裏真實地、如實地掌握了現象、真實和自

然。當然，並不是沒有問題，他的沉重負擔在於他

要不斷去調整他自己來面對變化的萬物、來不斷

地掌握自己的生命來發展自己。這就是為什麼儒

家能夠在《周易》的這種本體論的氛圍裏面發展

一種積極的生命哲學或智慧、從道德的眼光來詮

釋乾坤二卦的原因。[40]

接受變化、參贊變化，而不是尋求擺脫變化、

否定變化使中國文明體現了獨特的正道精神。而

這與伏羲時代的「羊文化」使中國較早進入農業文

化密切相關，華夏大地穩定的氣候條件及開闊的

平原是這種宇宙意識產生的地理條件。中國人體

驗的宇宙是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中國

文化便發端於這種正面的宇宙體驗，不追求在變

化的宇宙、有限的人生之外或之上尋求真理與意

義。這與地處沙漠地帶（希伯來）、熱帶森林（印

度）或航行於汪洋大海（希臘）的人的負面體驗完

全不同。憂患意識不產生于人生的苦罪，引發的是

正面的道德意識，「擔憂的不是萬物的不能生育，

而是萬物生育之不得其所。這樣的憂患意識，逐漸

伸張擴大，最後凝成悲天憫人的觀念。積極的、入

世的參贊天地的化育」。[41]與印歐文化追求變化

背後的永恆、完美、絕對不同，古代中國思想不把

人置於超越的永恆性和完美的避風港中，而是保

持著對天的不完滿性（未濟）的一貫警惕，在變化

的宇宙中尋求于人作為有限存在的積極意義，探

究沒有普遍永恆的基礎結構為支撐的人類生活的

意義。[42]從而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正道精神，

來不斷化解由苦難所帶來的憂患。

[1]成中英、楊慶中：《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8頁。
[2]徐復觀：《古人危難中的智慧》，見氏之《論智

識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61頁。
[3]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吉林大學出版

社，2013年)，第459頁。
[4]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三民書局，1991

年)，第176頁。
[5]《論語·述而》。
[6]《論語·衛靈公》。
[7]《孟子·告子下》。
[8]《繫辭》下。
[9]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註今譯》(商務印書

館)，第695頁。
[10]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7年)，第29頁。
[11]除此專門討論負面處境的卦之外，即使是象徵

正面處境的卦，也始終充滿著負面性：如

「泰」卦有「包荒用馮河」、「無平不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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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lations and Anxiety: Th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Li Yong(College of Philosophy, Liaoning Univer-
sity)

Abstract: Facing tribulations, resorting to divin-
ation and other primitive religious belief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t the begin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only the divinat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zhen” (貞divination)
to “zheng”(正correct, upright, persevere ), from wiz-
ard to historian, and from the thoughts of spirits to the 
thoughts of human, thus establishing the uniqu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axial age. In the evo-
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Yi, from bu-ci(卜辭) 
to zhan-ci(占辭) to xi-ci(繫辭), it is actually rooted in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of holistic, dynamic, open, 
creative and harmoniou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tribulations did 
not bring about the denial of the whole world nor that 
of human nature amo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 of yi, the change of the 
universe was not perceived, firstly, as suffering and so 
no intention of getting rid of it; secondly, as tragedy and 
so needed not to struggle with; thirdly, as horrible and 
so would not choose to convert to God. Instead, being 
govern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he strives 
constantly to become strong, untiring, and building the 
character to undertake the changes encountered. This is 
th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 The Book of Changes, Tribulations, 
Anxiety, The Right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