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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易》的特徵

《周易》在中國傳統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說是東方神秘

主義的代表作。儒家以它為「五經」（《易》、《書》、《詩》、《禮》、《春

秋》）之首，道家以它為「三玄」（《老》、《莊》、《易》）之一，無論研

究天文、地理、音樂、兵法，還是研究聲韻、數學、武術、氣功，古

人都喜歡援引、藉助《周易》的學說；至於道士煉丹，術士算命，更是

以它為根據，以它為招牌。在古人看來，「《易》道廣大，無所不包」1，

《周易》及其易學，囊括了天、地、人間的一切知識，是社會科學和自

然科學的總匯。可以說，《周易》的思維模式、人生哲學、象數理論，

深深地影響甚至支配了中國乃至中華文化圈內各國人的思維習慣、人

生態度。就是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它也在相當程度上充當了至少是哲

學指導的角色。它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著罕與倫比的地位，同時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顆璀燦的明星。

《周易》為甚麼具有如此大的影響？我認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其思想的深邃。

《周易》的思想很複雜，可以說是言人人殊。但是，陰陽對待、流

行和時中，應是《周易》最為典型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陰爻 ⚋ 和陽爻 ⚊ 

組成的。《易傳》將其闡發為陰陽哲學，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周易》不但陰陽相對，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兩兩相對，乾坤、坎

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易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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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泰否、損益、謙豫、晉明夷……不但八卦是以「對」的形式出現

的，其實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對」的形式出現的，只不過有的明顯，

有的隱晦而已。所以，讀《易》當以「對」觀。《周易》的這一特點，反

映在思想上就是「對待」觀。這種「對待」觀不能簡單地看做「對立」，

更包括對立面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思想。

「《易》者，變也。」《周易》就是「變經」，就是講運動、變化規律

的，用《易傳》的話來說，就是「流行」。《周易》的卦與卦之間是可以

相互變化的，乾卦可以變為坤卦，泰卦可以變為否卦。反之，坤卦也

可以變為乾卦，否卦也可以變為泰卦。《周易》從乾坤到既濟，象徵著

事物一個發展過程的圓滿結束。但是，既濟卦之後還有未濟卦，明顯

含有事物的發展是無窮的思想。

《周易》重視中位，也重視時。這種思想，《易傳》概括為「時中」。

「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對「過」，又反對「不及」的思想，也含

有主張秩序的思想，甚至還包含有「正統」論的傾向。《周易》六十四

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時」；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

時」。強調「時」，就是主張隨時變化，與時俱進。這些思想，不但吸

引和啟發了古人，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它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其思想表現形式和方法的特殊。

中國古代哲理深刻的著作很多，為甚麼它們都不如《周易》影響大

呢？除了歷史的原因外，首先要引起注意的就是其思想表現形式的特

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都是說理的，靠的是邏輯的力

量。但是，深刻的哲理要讓一般民眾都感興趣，實在是勉為其難。而

「《易》則寓於卜筮」1，以「神道設教」（《周易．觀．彖傳》），接過一

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易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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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都迷信的筮法，裝進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的內容，將迷信的形

式和哲學的內容結合在一起，使對哲學不感興趣的民眾易於接受，這

樣，儘管「見仁見智」，但對《周易》哲理的普及無疑是有效的。

《周易》思想表現方法的特殊則更值得注意。《四庫》館臣說：「《易》

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1「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典籍很多，但

沒有哪一種典籍發展到了《周易》的極致。《論語》、《孟子》、《老子》、

《莊子》都是藉天道來說人事之理的，但它們都是文字的推闡，而「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傳》），文字的內涵畢竟有規定性，

表達思想有一定的限度。《周易》則是卦畫符號與漢字的結合體。雖然

其卦爻辭是文字，表達的意思有限，但其卦畫符號的功能卻無窮，甚

麼都能用它來代表，就好像 X 和 Y 一樣，所以馮友蘭（1895—1990）

稱《周易》是「宇宙代數學」，雖然「只講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

可以套進去」2。可以說，「《易》道」之所以「廣大」而「無所不包」，主

要不在於它的卦爻辭，而是在其卦畫符號。而卦畫符號與卦爻辭的結

合，就使《周易》成為了一種早期的符號哲學。

再次，是其歷史的特殊。

關於《周易》的歷史，《漢書．藝文志》有「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說。這是說，《周易》一書，經歷了上古的八卦階段、中古的六十四卦

階段、下古的《易傳》階段。而八卦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為周文王所

演，《易傳》為孔子（前 551—前 479）所作。這麼悠久的歷史，如此顯

赫的作者，中國其他典籍，沒有誰能與之相比。難怪古書編目，總是

以《易》為首。

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易類一。

2 馮友蘭：《代祝詞》，《周易縱橫錄》，第 7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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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周易》是一門發展的學問。所謂「伏羲畫卦」、「文

王演卦」是指《周易》本經的形成。而「孔子作傳」則是指《易傳》的

產生。嚴格地說，《周易》或《易經》，應指西周時期形成的《周易》本

經，而不應該包括《易傳》（指「十翼」）。但由於古人認為《易傳》為

孔子所作，而孔子是「聖人」，「聖人」之作當然可升為「經」。於是，

《周易》或《易經》，也就包括了《易傳》。

嚴格地說，除《周易》本經以外的所有研究《周易》本經的著作，

都可稱為「易傳」。但由於《易傳》（指「十翼」）習稱為孔子所作，以

致可與《周易》本經並列，也就成了專稱，別的研究《周易》本經的

著作也就不好再稱為「《易傳》」了。這些著作我們可稱之為「學」。

這樣，易學著作也就分成了「經」（指《周易》本經）、「傳」（指《易

傳》，即「十翼」）、「學」（指《易經》、《易傳》以外的所有易學著作）三 

部分 1。

儒家經學系統的典籍從漢朝開始，都包括經、傳、學三部分。《周

易》系統的典籍也是如此。如宋朝朱熹（1130—1200）注解《周易》的

著作《周易本義》一書，即由此三部分組成。其中，既有經文，也有傳

文，朱熹對經、傳文所作的注解則屬於易學。今人對《周易》經傳所作

的注解，則屬於當代易學。

應該指出，由於《易傳》「由傳而經」的特殊性，人們習稱的「《易

經》」已包括了《易傳》。所以，「易學」不但包括了對《周易》本經的研

究，實質上也包括了對《易傳》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

別傳」，即藉《周易》本經和《易傳》之題發揮的著作，比如《四庫全書

1 朱伯崑：《易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朱伯崑論著》，第 834頁，瀋陽出版社，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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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所說的「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

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1 之類。

這三部分中，「經」是源，「傳」與「學」是流。它們固然有許多的

共同點，但顯然是不同時期不同作者的作品，我們不能把它們混為一

談。《易傳》有的東西，並不等於本經就有，也有可能是《易傳》的創

造。後來易學著作有的東西，也不等於一定出於本經或《易傳》，也

有可能是後人的發明。研究《周易》，我們一定要有歷史觀念，懂得

哪些是本經具有的，哪些是本經可能會具有的，哪些是本經不可能具

有的。不要把本經不可能具有的強加於本經，也不要輕易否定本經可

能會具有的。把後來易學著作才有的東西強加於本經，就會得出《周

易》無所不有、無所不能的錯誤觀念，走向神化一途。輕易否定本經可

能會具有的，甚至對本經已經具有的視而不見，就會貶低本經的思想

性，視本經為簡單的筮書，走向矮化一途。

二 學《易》的意義

為甚麼要學習《周易》？這也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古代的學者以

《周易》經傳為聖人之書，其中蘊涵著關於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從而認

為易學研究的任務是發掘其中的大道理，使聖人之道發揚光大；學《易》

則是為了修身養性，提高人的道德水平，進而「齊家」、「治國」、「平天

下」，甚至能掌握自然變化的規律，與天地參。當然，也有學《易》為

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易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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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算命的，但只是旁門左道，不入正流。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

歷代圖書目錄，《易》學著作的正統部分都列在經部第一，而與聖人之

道無關的《易》學著作，則列入子部術數類。這種重「道」而輕「術」的

取捨，很值得我們參考。

我們今天學《易》與古人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比較起來，應是同

大於異，而不應是異大於同。具體理由，可以列舉以下幾點。

（一）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需要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

《禮儀》章中曾指出：「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當時

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即文化之

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晚年，他又特別

強調這一觀點。1

近年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

出：「文化的特質與差異較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更難改變，也更不容易

妥協與解決。在前蘇聯，共產主義者可以變成民主主義者，貧富亦可

易位。可是，俄羅斯人卻不能變成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變

成亞美尼亞人。就階級與意識形態衝突而言，關鍵問題是：『你到底站

在哪一方？』人們可以，並且事實上會選擇並改變立場。而文化衝突的

問題則在：『你是甚麼？』但這是既定且不能改變的。」2

這就是說，政治觀點和經濟情況是可以變化的，而文化背景是無

法改變的。文化高於血統，高於種族。對於中國人來說，本質在於文

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第 9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 19期，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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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在於「種」。接受了中國文化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中國人。沒

有接受中國文化的人，哪怕他是漢種，具有純正的中國血統，也不能

稱為真正的中國人。而中國文化，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

傳統文化。不懂得中國的傳統文化，不珍惜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是

「數典忘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中國人。

而要懂得中國的傳統文化，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學習《周易》並

了解有關《易》學的知識，實在重要。

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臨終遺言：「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

彩。要注意《周易》哲學。」1 寄中國哲學的希望於《周易》研究。為甚

麼呢？這除了《周易》本身的特點外，應該還有中國哲學歷史的原因。

中國哲學的許多問題是以易學研究的形式展開的，不懂易學就不

懂中國哲學。比如太極、乾坤、陰陽、道器、理事、理氣、形而上和

形而下、象數、言意和神化等中國哲學最重要的範疇，都出自易學。

不懂得《周易》的占筮體例、卦爻象的變化以及卦爻辭的解釋，特別

是其獨特的易學理論思維模式，要弄清這些範疇的起源、演變及其性

質，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哲學號稱「儒道互補」。儒家哲學發展的高峰當推宋明理學。

而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形態，從周敦頤（1017—1073）

到朱熹，再到王夫之（1619—1692），就其哲學體系賴以出發的思想

資料和理論形式說，是通過其易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宋明理學的五

大流派，無論是理學派還是數學派、氣學派、心學派、功利學派，都

同易學理論結合在一起，他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基本上都來源

1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 744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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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易學問題。1 他們的代表人物，周敦頤有《太極圖說》、《通書》，邵雍

（1011—1077）有《皇極經世》，程頤（1033—1107）有《程氏易傳》，張

載（1020—1077）有《橫渠易說》，朱熹有《周易本義》，王夫之有《周

易內傳》和《周易外傳》……幾乎每一個理學大家，都是易學大家。

不懂得《周易》，要懂得宋明理學，進而懂得儒家哲學，應該是不可能

的。就道家、道教系統而言，魏晉玄學和道教哲學同易學的發展也有

密切的關係。談王弼（226—249）玄學，不去研究其代表作《周易注》

的易學問題；談「方外爐火」—道教的煉丹理論，不懂卦氣說，要

做出正確的評論，也是不可能的。

「六經皆史」，學習中國上古史尤其離不開《周易》。近代以來，顧

頡剛（1893—1980）、聞一多（1889—1946）、郭沫若（1893—1978）、

屈萬里（1907—1979）、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y）等人利用《周易》

卦爻辭的材料，揭示了中國古史的許多秘密。

《史記．殷本紀》對商湯之前許多先公的記載，極為簡略。對於其

記敘的可靠性，學者很有疑問。羅振玉（1866—1940）等人首先從甲骨

卜辭中識別出了若干先公先王的名字，王國維（1877—1927）繼而深

入研究，與《史記．殷本紀》比較對讀，終於證明司馬遷（前 145 或前

135—？）的記載確有根據，但也有一些錯誤 2。這樣，經過文獻和出土

材料的雙重互證，殷商一代終於成了信史，而王國維也成了我國近代

新史學的開山。

王國維對殷先公先王的考證，以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世最為出

1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第 5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

2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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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顧頡剛受其啟發，推衍其說，發表了《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

文，揭示了王亥喪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嫁女等一系列商周史事，

做出不凡的成績。後人繼踵其華，使這些長期以來被淹沒的史料露出

了真相。

比如《周易．大壯》六五「喪羊於易」、《旅》卦上九「喪牛於易」，

顧頡剛認為都是王亥的事跡，是說商人先祖王亥在有易這個地方放牧牛

羊，被有易部落首領殺害的故事。王亥是商代開國史上的重要人物，但

兩千年來在史學界湮沒無聞，《周易》的這兩條爻辭雖然簡短，卻包含

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細節，填補了商代開國史的空白，其意義是巨大的。

又如《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

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高宗，據《尚書．高宗肜日》，

即商王武丁。高宗伐鬼方，王季伐鬼戎，紂以鬼侯為三公，都是殷商

時事，入周以後，鬼方便不再在史事中出現。實際上鬼方只是商代通

行的詞，西周以後即成陳跡。《周易》載有武丁伐鬼方故事，正表明其

撰作之早。1

又如《泰》六五爻辭：「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六五爻

辭：「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帝乙一名

屢見於《尚書》，其歷數商朝的列王，成湯是第一代王，帝乙則是亡國

之君紂的父親。顧頡剛結合《詩經．大雅．大明》的記載，認為「《周

易》中的『帝乙歸妹』一件事就是《詩經》中的『文王親迎』一件事」。

夏含夷進而指出《歸妹》的九四、六五、上六爻辭描寫的是由於帝乙之

女不育，導致了與周王婚姻的失敗，暗示了商人與周人關係的破裂。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徵了「大邦」商被小邑周取而代之。不

1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第 9頁，長春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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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歸妹》兩卦，《否》、《漸》兩卦的爻辭反映的也是這一史實。1

郭沫若、聞一多則把《周易》當做研究考察商周社會生活的史料。

郭沫若指出：「全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

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 一共有四百五十項文句。這些文句除強半

是極抽象、極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的生活。這些生

活在當時一定是現存著的。所以如果把這些表示現實生活的文句分門

別類地劃分出它們的主從出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

狀況和一切精神生產的模型。」於是他考證出：《周易》的時代是由牧

畜轉化到農業的時代，牧畜還是生活的基礎，如農業，如工業，如商

業，才僅見一些兒萌芽。國家的雛形是約略具備了，但是我們要知道

那僅是雛形，和氏族社會相隔並不甚遠。人的生產價值老早發現了，

結果是用到頹廢了的生產上去，於是奴隸制度便產生出來。奴隸便成

為財產，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階級在事實上公然存在，有一般的抽

象的社會上的階級，那就是大人君子和小人。2 聞一多在此基礎上，將

《周易》卦爻辭分為有關經濟、有關社會、有關心靈三大事類，從中鈎

稽出器用、服飾、車駕、田獵、牧畜、農業、行旅、婚姻、家庭、宗

族、封建、聘問、爭訟、刑法、征伐、遷邑、妖祥、占候、祭祀、樂

舞、道德觀念等大量史料。3

學習《周易》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周易》的卦

1 夏含夷：《結婚、離婚與革命—〈周易〉的言外之意》，《周易研究》1994年
第 2期。

2 郭沫若：《〈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中國古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年。

3 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卷二，開明書店，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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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往往押韻，學者們視之為「古代文學的起源」。王岑認為：「中國

詩壇上最早的萌芽，就是《易經》裡邊的這些簡短的詩歌，因為在她們

之前，沒有真正可靠的文學作品，而在她們之後，演進為輝煌燦爛、

震古爍今的《詩經》。她們是中國詩歌的先聲，也是吾國文學的鼻祖。

對於這些珍貴的詩歌，我們應該予以十二分的重視。」1 高亨（1900—

1986）用「賦比興」的方法系統地分析了《周易》的卦爻辭，認為其中

有採用賦的手法的短歌，有採用比的手法的短歌，有採用興的手法的

短歌，還有採用類似寓言的短歌，由此論定：「由《周易》中的短歌到

《詩經》民歌，也顯示出由《周易》時代到《詩經》時代，詩歌的創造藝

術逐步提高的過程。我們如果說《周易》中的短歌是《詩經》民歌的前

驅，似乎也接近事實。」2 所以，講中國文學史，講中國詩歌史，是難

以離開《周易》的。

《繫辭傳》說：「《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也」。《周易》無

論卦爻符號還是卦爻辭，都是「立象以盡意」。因此，《周易》不但是一

部以象徵為基本特徵的作品，而且其卦爻辭也創造了許多有一定文學

意義的象徵形象，並對先秦文學中常用的一些象徵手法產生了一定的

影響，可以說《周易》卦爻辭是我國古代文學象徵的濫觴。3

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文學理論巨著。其篇章

佈局本於《繫辭傳》的「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設置五十

篇，而可切用於論文的僅《原道》至《程器》四十九篇，末篇《序志》只

1 王岑：《中國詩壇之原始》，《朔風》第 15期，1937年 11月。

2 高亨：《〈周易〉卦爻辭中的文學價值》，1961年 8月 22日《文匯報》。

3 張善文：《〈周易〉卦爻辭的文學象徵意義》，《周易與文學》，第 22頁，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