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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字形來講，《說文解字》又解釋：「古文

革從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某一種

時間單元的交替會導致根本性變更的發生。俗語

所言「三十年河東，三十

年河西」也是概括「時」與

「時」的互動關係。

但是，種種「變革」

之中，沒有比「革命」的

意義更為重大，體現在禮

制上面，則是「鼎革」，故

而《易經·序卦傳》認為：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

同時，很多東西都能

「立」住，但唯有「鼎」之

「立」是平衡的、牢靠的、

長久的、莊嚴的。

鼎，作為禮器，其功

能也非同一般。《說文解

字·鼎部》：「鼎，三足兩

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

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

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鼎新」絕非止於表面的「刷新」。「析木以

炊」，「以木巽火」，砍伐木材，製作鼎器，生火烹

飪，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活動，是人類告別「茹毛飲

血」的標誌；尤其是「鼎」的製作及其意義的賦予，

都是非同尋常的，《彖傳》又云：「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鼎在祭祀上帝和奉養聖

賢兩個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問鼎者，

其實就是要「革命」。問題是他問鼎的動機是否

也是祭祀上帝和奉養聖賢呢，他的手法是否也是

鼎革相繼
■ 張豐乾

西安外事學院國學系、七方教育研究院

一、「革」與「鼎」的字義與卦象

《易經》中的《革》、《鼎》兩卦及其相關的

解釋與應用，對中國文化

乃至中國社會影響深遠。

只有結合《易經》經傳及

《易》學史上的相關論

述，我們才能對「革故鼎

新」有比較深入細緻的理

解，從而為「察往知來」

奠定哲學基礎。換言之，

「革」與「鼎」都是哲學行

為；而它們的原理、方法、

過程和意義也需要結合

《易經》的卦象才能有更

全面的理解。更為重要的

是，鼎革相繼，無論是在

哲理上，還是在實踐上，

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說文解字·

革部》：「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更

也。」這是由日常的

勞作中，從事物性

狀變更的角度做出

的解釋—「革」本

身也是獸皮被去

掉皮毛之後經過變

更而後的成果；同時，「成熟」的皮革又是最為堅

韌的—經不起風吹雨打和拉扯撕咬，不足以稱為

「革」；「韋編三絕」則反襯了孔子的鍥而不捨。

摘  要：「革故鼎新」是人們熟悉的成語，其出處

就是《易經》的《革》、《鼎》兩卦。但「革」從何

來，「鼎」由何立，首先需要結合它們各自的字義

與卦象及兩個卦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作為重卦的

《革》與《鼎》，其各自的卦體本身就是一個命運

共同體而又互相蘊含，命運共同體之內的「革」

與「鼎」如何發生，有何意義，也可以結合具體的

歷史事件來探討。以此為基礎，圍繞「法」「立」

「化」「和」「去」「就」「獨」「易」「革」「愚」「詐」

等範疇，可以發現《易經》和《道德經》、《黃帝內

經》、《論語》、《孫子兵法》等經典之間的內在關

聯，從而為經典系統的變革與價值觀念的鼎立提

供借鑒。

關鍵詞：革；鼎；象；義；經典系統；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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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而當」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鼎」之中其實也蘊含著「順」

和「柔」。沒有柔順，一味恃強凌弱，怎麼立得住

呢？

「革」如果只有更化，而沒有確立，則會導向

難以挽回的破壞；而「鼎」之中，又飽含憂患意識。

如鄭萬耕先生所指出的：「憂患意識是《易經》的

核心觀念。」[1]《象傳》已經告誡君子要「正位凝

命」，《鼎》前四爻的爻辭都是從不同角度幫助了

「鼎」要發揮作用，乃至保持它自身的穩定都面臨

很多風險，甚至發生折足的嚴重狀況：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

勝其任也。」（《周易·繫辭下》）

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

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春秋繁露·精華》）

亦如鄭萬耕先生所指出的：「作為一個高級

領導者，道德淺薄、智力低下、能力欠缺是最為可

怕的。」[2]

但鼎畢竟還有黃耳，輔之以金鉉、玉鉉，最終

得以挺立。

金鉉、玉鉉是外在於鼎，而能力挽鼎於既倒

的力量。—它們本身品質高貴、能力卓越。

二、「命運共同體」之內的「革」與

「鼎」

就卦序和卦象而言，先《革》後《鼎》，《革》

與《鼎》的內外卦相互顛倒。《革》與《鼎》本身就

是一個共同體。

革的卦像是澤中有火，《彖傳》從兩個方面

解釋革發生的原因：其一、「水火相息」，指外卦

《兌》為「澤」，內卦《離》為「火」，屬於「水火難

容，相異而革」；其二、「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從卦象來說，「二女同居」則指外卦《兌》為「少

女」居上，內卦《離》為「中女」居下，屬於「長幼顛

倒，相同而斥」；少女（兌）與中女（離）同居於一

卦。異性相斥，同性也相斥，而又居於一個共同體

內，所以必然發生變革。

但是，《彖傳》特別指出「孚」需要時日，而革

的後續行為是建立信任。《彖傳》更進一步突出

內卦和外卦基於卦德的良性互動「文明（指《離》

卦）以說（悅，指《兌》卦）」。—無論是同性，還是

異性，能夠「文明以說」則彼此的對立和差異就不

僅不會引發矛盾和衝突，反而在一個共同體內互

相補充，互相凸顯，互相成就。

天地因為「革」而成就了四時；湯武轟轟烈烈

的革命其實是以順天應人為基礎的。正如《象傳》

所言，澤中有火引起變革，君子沒有驚慌失措，而

是借機整頓曆法，明確時序。所以，我們可以體會

到，《革》之中時時處處蘊含著「鼎」，和「革物者

莫若鼎」相互對應。[3]

只有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對應統一」才

成為必要和可能。人類的「身」與「心」、「我」與

「他」，以及宇宙間的「人」與「物」、「新」與「舊」

本來就是一個相互對應、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

體。不僅如此，先哲敏銳的眼光發現了「人」與天

地大道之間的一體關係，《道德經》與《易經》也

有一脈相承之處：

異性相吸是事物生存發展的根本性，同性相斥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如此一種矛盾性。矛盾是萬事萬物在

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病態」。事物要發展，就必須克服

「病態」，以保持「康態」或朝著「將康狀態」方向發展。

所以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宇宙發展邏輯觀；孔子提出了「《易》與天地準，故能

彌綸天地之道」，認為《易》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對《易經》符號系統給予了高度評

價。[4]

一個統一體必然是對應的。[5]

問題在於，總有人喜歡製造矛盾，激化矛盾，

利用矛盾來謀求私利，小到鄰里糾紛，大到國際爭

端，莫不如此，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而且「相斥」

也不一定是局限於同性之間。「矛盾」其實是一種

常態，是「化敵為友」，還是「化友為敵」，取決於

當事人的胸襟和智慧。

三、「法」「立」「化」「和」

關於《道德經》與《易經》的關係，學術界有

很多的討論。[6]班固《漢書·藝文志》已言：「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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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班固所說的「合於」，顯然

是說《道德經》受了《易經》的影響。故而，有理由

認為：

老子秉承《易》理陰陽之道，提出「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才關聯率。並認為「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以及「天下萬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這是人類最早的關於宇宙自然起源的

學說。[7]

受此啟發，我們可以體會到《道德經》中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法」

與「《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之中的

「準」和「彌綸」，以及「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的「範圍」是同義詞。這就是說，

「三才」雖然各有分別，但是更為要緊的是彼此之

間的對應性和關聯性。「道」自身的屬性是自然而

然，具體表現為「獨立不改，周行不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

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正如《易》道的「曲成萬物而不遺」，《道德

經》同樣強調「曲則全」，並認為「道」對於作為萬

物的藏身處，[8]沒有偏私和摘選，人類社會的禮儀

制度，應該以「道」為歸宿：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葆。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

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第六十二章）

《道德經》也重視「化」，但認為理想的情形

是「自化」、「自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三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

云：「我無為，人自化；我好靜，人自正；我無事，人自

富；我無欲，人自樸。」（第五十七章）

「自化」，即「自革」；「自正」，即「自立」。正

如「革」和「鼎」的對應統一，《道德經》中「翕」

和「張」，「強」和「弱」，「興」和「廢」，「與」和

「奪」，都是「對應」與「取和」的關係：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

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第

三十六章）

一般認為「對立的雙方永遠不可能統一」。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立」的本義其實也是「對

應而立」：

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新唐書·禮樂

志》）

詔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集四路漕臣會計財賦所入，

對立兵額。（《宋史·孝宗本紀》）

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通典·職官三》)

橫渠先生有言：

氣本之虛則湛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

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

毫髮之間，其神矣夫！（《正蒙·太和》）

「仇」雖然難以避免，但是終究「仇必和而

解」，尖銳對立的雙方主動地和解，是大多數人

的願望，通過遵守規則和平地競爭，相互成就是

最理想的相處模式。故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對

應」是事物之間的普遍關係，而「取和」是人心所

向，「化干戈為玉帛」始終是美談。

從更為根本的理論上來講，《黃帝內經》認

為「至道在微，變化無窮」，而陰陽是「變化之父

母」，人的臟腑也有「化」的功能。「風」，對於「化

生」尤其重要：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黃帝內經·素

問·靈蘭秘典論》）

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

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黃帝內經·素問·天

元紀大論》）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二○

二
一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六
期
）

文
化
中
國

２４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心，肝主目。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

味。（《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

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

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

出矣。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

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

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黃

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

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

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

藏。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

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黃帝內經·

五藏別論》）

四、「去」「就」「獨」「立」

與《易經》的「革故鼎新」思想相呼應，《黃帝

內經》提出了治病的要則是「去故就新」：

帝曰：「願聞要道」。歧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

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

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

氣論篇》）

其所對應的情況是「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

毒無毒，固宜常制」：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

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

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

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

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

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黃

帝內經·五常政大論篇》）

《黃帝內經》廣泛引用五行思想，即注重觀察

生理意義上的「皮革」，也特別強調物質屬性上的

「革」與「成」及其所導致的病症，並提出了相應

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

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黃帝內經·靈樞·本神》）

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黃帝內經·靈

樞·逆順肥瘦》）

金曰從革，金曰堅成。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乃後，生氣乃揚，長化

合德，火政乃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

禁瞀厥，其發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

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

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咳鼽衄，從火化也。（《黃

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

寒清於中感而瘧，大涼革候，咳。（《黃帝內經·素

問·至真要大論》）

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並，良醫弗為。（《黃帝內經·

素問·生氣通天論》）

病情若果拖延太久，也會惡化，好的醫生應

該避免。在這個意義上，對於「化」，也要警惕；同

樣，一成不變的「久」也會導致傷害：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

傷筋，是謂五勞所傷。（《黃帝內經·素問·宣明五氣》）

在用針方面，《黃帝內經》則發揮了《道德

經》所論「損有餘，補不足」的思想，以作為用針時

「補」或「泄」的根據，指出種種疾病也是由「變

化」所導致，並提出了「適人必革」的原則：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

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歧伯對曰：「有餘有五，

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歧

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

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

不等也」。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

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

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

之乎」？歧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

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

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

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

焉。」

帝曰：「刺微奈何」？歧伯曰：「按摩勿釋，出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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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

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黃帝內經·素問

·調經論》）

其中的「革」的方法對於病情的緩解和治療

效果的保證尤其關鍵。[9]其中的思想也和《易經》

所說的「唯變所適」及「損益之道」有呼應之處。但

《黃帝內經》也強調不能偏離五行四時及其他自

然現象的常態，在變化推移中觀察和瞭解膚色和

脈搏的要害與奧妙：

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黃

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

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

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

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

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

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

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黃帝內經·素問·移

精變氣論》）

面對種種變化，《黃帝內經》也非常重視

「立」：

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

若一。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

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

其道生。（《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

時立氣布，如環無端。

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

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

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

同法。

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

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

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

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

骨小，骨小則夭矣。形充而大肉胭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

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

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生死。

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

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

氣者危矣。（《黃帝內經·靈樞·壽夭剛柔》）

可見，《黃帝內經》的思想深刻豐富而又有具

體入微，絕不僅僅是醫家之經，也應該是全民之

經。

五、「易」「革」；「愚」「詐」

《周易》主張「易簡」之道，「簡易」和「變

易」之間，也是相互聯通的關係。《孫子兵法》對於

「易」和「革」同樣非常看重：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

使人不得慮。（《孫子兵法·九地》）

在現代人看來，上述文字似乎是明確主張對

於士兵進行愚昧化管理，這實際上很大的誤解，正

如對《道德經》相關內容的誤解一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第六十五章）

問題出在對於「愚」和「知」（智）在古漢語中

的涵義把握不准。《說文·心部》：「愚，戇也。從心

從禺。禺，猴屬，獸之愚者。」「憨直」才是「愚」的

本意，《論語》多處論及「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

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

「愚」之中包含了完全不違背老師的教導、不

自作聰明，亦即「憨直」之意。 [10]所以，《孫子兵

法》所說的「易其事」、「革其謀」，也是要讓士兵

放棄私事和權謀，而以憨直的狀態不遺餘力，義無

反顧地聽命於上級。而作為軍隊的統帥者，對於地

性的多種變化，收縮抑或擴張的好處以及人情中

的道理都必須明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

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

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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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孫子兵

法·九地》）

其實，「愚」也是「變」的一種，在行軍打仗中

尤其必要：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

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

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

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孫子

兵法·軍爭篇》）

可見，「愚士卒之耳目」，即「一士卒之耳

目」—人人都在專一的狀態下，不交頭接耳，不左

顧右盼，只服從金鼓和旌旗的指揮，那麼勇武的人

就不會單獨冒進，怯懦的人也不會單獨後撤，這就

是統領中人的辦法。所以，會根據晝夜的不同，以

不同的方式來改變士兵的所看所聽，從而保證令

行禁止。

既然「革」與「變」如此重要，那麼要「立於不

敗之地」，如何應變、治變也就顯得同樣重要：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

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孫子兵法·行篇》）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

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

勝。此軍爭之法也。（《孫子兵法·軍爭篇》）

因為戰爭的激烈性和殘酷性，所以「兵以詐

立」也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其行動的目的就是取

利，而動靜遲速隱現的幅度都應該達到極致；對於

土地和人口的掠取和分配也應該在恰當權衡的基

礎上採取行動，事先知曉迂回曲直的統帥才能取

勝。具體而言，就是要善於「治氣」和「治變」，其

中「待」特別重要：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

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

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

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孫子兵法·軍爭篇》）

所謂的「詐」亦即「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

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

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

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

如迴圈之無端，孰能窮之？（《孫子兵法·勢篇》）

在無窮無盡的「奇正之變」中，「正」是基礎，

而「奇」是常態，基於此，「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就

可稱之為「神」了：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

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

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孫子兵法·虛

實篇》）

《孫子兵法》強調，路途、敵軍、城池、土地乃

至君主的命令都是可以選擇的，盡可能瞭解各種

變通的好處，特別是地形的有利之處，並盡可能以

多種變通的辦法處理軍務，才能很好地發揮人的

作用。所以明智者的考慮，是綜合了「利」與「害」，

而能夠趨利避害的：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

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

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

而患可解也。（《孫子兵法·九變》）

《孫子兵法》對於火攻特別重視，總體的原則

也是「因變而應之」：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

之於外。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

之變，以數守之。」（《孫子兵法·火攻篇》）

概而言之，如欲「立於不敗之地」，則一方面

需要「用變」，另一方面需要「應變」。我們由此可

知《周易》所說的「唯變所適」是多麼重要和微

妙。

六、經典系統的變革與價值觀念的

鼎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學說，在學術史上具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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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義。中國文化的特別之處在於有一個多元

一體而變動不居且對外開放的經典系統。那怕是

同一經典內部，也有多元特質，如《詩》之三百篇與

《易》之六十四卦。從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的學術

脈絡中，尋求到更密切的關聯和更堅實的支持，

都可以構建出不同的經典系統。[11]

事實上，從《六經》到諸子，再到五教，乃至

於中、西、馬的衝突交融業已湧現出了多種經典系

統。問題在於各種經典系統的競爭，往往又為外

力所左右。但是，如何被學術思想文化界所普遍接

受，鼎立於世，還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最大的困

難是改變人們價值觀念上容不得鼎立，而只要求

整齊劃一的思維習慣。

除此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

店」的口號下，釀造出了很多數典忘祖的言行，全

面否定傳統、攻擊經典的人物還比比皆是；而今日

之「國學熱」又是魚目混雜，真偽難辨。

革故鼎新，推陳出新，可謂任重道遠！

而最令人嚮往，又有可能實現的，莫若「變化

氣質」之後的「魚化龍」。[12]

[1]鄭萬耕：《〈易經〉與治理能力的幾個問題》，

《第六屆中國國際易道論壇論文集·上》，第31
頁。

[2]同上，第30頁。
[3]易明寶善：《對於國學主流思想的新思考—易道
黃帝論兵法》，《第六屆中國國際易道論壇論文

集·上》，第9頁。
[4]易明寶善：《易道宇宙觀—中華古老的象數邏
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7月)，第
144-145頁。

[5]同上，第147頁。
[6]如余敦康、鄭萬耕先生指出的，《易傳》既不能

說與《老子》的思想體系根本對立，毫不相關，

也不能說屬於道家系統。實際上，它是在戰國中

後期學術大融合的形勢下，汲取各家學說的營

養，加以綜合創新，而形成了一個非道非儒，亦

道亦儒，儒道互補，超越各家的新型世界觀。

（鄭萬耕：〈「易傳」與「老子」的辯證思

維〉，《中國哲學史》1993年第1期。余敦康：
〈周易的思想精髓與價值理想〉，載《道家文化

研究》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同注[3]，第8頁。
[8]《說文解字·宀部》：「奧，宛也。室之西南
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宛者、委曲

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處也。」
[9]參見（日）伊澤裳軒，郭秀梅等校點：《素問釋

義》（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
1428-1429頁。

[10]魏衍華主編：《「而」字兩頭便是功夫—〈論
語〉中的直權愚》《論語學研究》第一輯(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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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ard the old and introduce the new
Zhang Fengqian(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Qi Fang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bstract: “To discard the old and introduce the 

new” is a familiar idiom in Chinese, and its source is 
the two hexagrams “Ge” and “Ding” in the I Ching. 
But where the “Ge(evolut ion)” comes f rom, and 
where the “Ding(large, three-legged bronze caldron, 
Symbol of the supreme power)” is established, is both 
very important.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meanings 
and hexagra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exagrams. As the double hexagrams “Ge” and “Ding”, 
their respective hexagrams themselves a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contain each other. How does the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occur,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s historical events to 
explore. Based on this, around the categories of “Law”, 
“Establish”, “Transform”, “Harmony”, “Removing”, 
“In place”, “Independence”, “Revolution”, “Fool” and 
“Fraud” etc, we can find the I Ching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ao De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Scriptur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rt 
of War” and other class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on values. 

Key Words: Evolution, Establish, Hexagrams, 
Meaning, Classic systems, Community of desti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