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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是一本
绕不开的必读书。儒家认为，它是“第一
经典”“五经之首”；道家认为，它是“三
玄之冠”。但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人将其
仅仅视为一本“算命的书”。

事实上，《周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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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
来，它始终是中华儿女行为举事的指导
文本，也是“日用而不知”的精神家园。

有据可考的夏、商、周三代，各有一
部易经。夏代的易经，取名《连山》；商代
的易经，取名《归藏》；周代的易经，取名
《周易》。“上古三易” 之所以名称不同，

主要是三易的首卦不同。

长时期的洪水泛滥，让夏代初期的
人们依然保有对高山的崇敬，故将象征
山的《艮》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
山》； 商代处于水患治理之后的农耕时
期，人们的崇敬对象逐渐转向生养人类
及万物的大地，因而将象征土地的《坤》

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商末
周初，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进一步认
识到： 人类及万物虽然生养在大地之
上，但决定吉凶祸福的首要因素是天而
非地，于是将象征天的《乾》列为六十四
卦之首，并以新的朝代冠名为《周易》。

尽管名称不同、 编著时间不同，但
“上古三易” 均是通过占筮方式指导贵
族阶级行为举事的经典。 易， 上日下
月，寓意“明”；易经，就是明白行为举
事之径。

进一步来看，《周易》 六十四卦，每
卦都以譬喻方式对一类事物变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进行了阐述。一代又一代人
在释读中获取智慧， 在实践中体验道
理，中国文化也便在这样的知识精英释
读与实践中丰富内涵、绵延发展。

《周易》：古代仕途中人的案头必备
———周山研究员在首届上海易学高级论坛的演讲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
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市周易研究会会长。 代表著作有
《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
家研究》《周易文化论》《中国学术
思潮史》等，发表《从黄河文化到长
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等
论文和演讲。

思想者小传 敌强我弱时争取时间壮大自己，是明智而非怯弱

准确把握谦虚的分寸，处理事情就能够举重若轻

蒙昧无知变成满腹经纶，依然要保持“童蒙”之心

《周易》 经历了从一本决疑解难的占筮书
向思维工具书的转化。

从《左传》《国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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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筮例记录来
看，早期遇事必占；后期遇事决疑，不用占筮，

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以触类旁通的推理
方式决疑解惑。

春秋末期，孔子“韦编三绝”，标志《周易》

卦象卦爻辞所蕴含的义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战国后期，荀子主张的“善为《易》者不
占”，表明《周易》正式脱离占筮旧巢，真正成为
一部思维工具书。

隋唐开科举，唐太宗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
编著《周易正义》，作为学子阅读的首选教材。

由此，《周易》正式成为仕途中人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案头必备。

其实， 不仅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士将
《周易》思想作为治理社会政事的指导，未进入
仕途的人士也将《周易》思想作为修身、齐家的
指导。明末有一位名叫程智的学者，虽“不喜举

子业”，却“深究易理至忘寝食”，崇祯年间至吴县
讲学时“从游甚众”。

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在《周易》中得到
了精准概括，概而言之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取自《易传》对《乾》卦的释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们熟知的“潜龙，勿用”，是自强不息的起
点。 潜是自身力量不足而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

潜而勿用就是后人说的厚积薄发———一颗种子，

在地下伸展根系，吸收水分养料，最后破土而出。

越是漫长、越是艰难的初始积聚，对以后整个生
长发育过程往往越有利。

这一规律也体现在对垒时的量力而行。力量
的强与弱，是比较的结果；选择进取还是隐忍，须
因时度势。敌强我弱，就须忍；此时的忍，是明智
而非怯弱，是争取时间积累力量壮大自己。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

也有忍辱负重的权宜。没有前者，后者便是没有
脊梁的苟且者；没有后者，前者往往成为半途而

废的失败者。

忧患意识是自强不息的内涵之二。忧患是一
种生存状况，忧患意识是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生存
状态的防范预谋。古语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
若厉，无咎。”意思是说，白天勤勉做事，晚间怵惕
思省，就不会有灾祸。

“或跃在渊，无咎”是在夕惕若厉基础上的进
一步表达。处于高位而又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这种强烈忧患意识的人，自然不会犯功亏一篑
的错误。

“亢龙有悔”是夕惕若厉、或跃在渊的延续，

是在最高位置的处境下，如何继续保持自强不息
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反思。久居高位的领
导者要有自悔意识，要经常性地自觉认识自己的
不足，检点有无失误的言论或决策。这样的自悔
直面现实，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能否自悔，是
衡量和检验久居高位者素质优劣的一把尺子、一
块试金石。

《乾》卦展示的自强不息精神中，也包括争取

贤能之士帮助的内容，如“见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事业初起之时，要尽量争
取贤能之士的提携帮助；事业有成、大展宏图之
时，更需争取贤能之士的辅助，巩固与发展既有
的事业。

“厚德载物”取自《易传》对《坤》卦的释读：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道的“厚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德高
望重的君子如同“黄裳”遮隐于上衣下面，心甘情
愿地追随在君王左右；不显耀自己的才华，固守
柔顺的德行；地位越高，越要小心谨慎，要像扎紧
口袋一样管住自己的嘴，既不要犯错误，也不要
争荣誉。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致概括了中华文明
的传统文化精神。虽然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迁，

它也面临与时俱进的考量与调整，但构成这一精
神的主要内容仍然值得进一步发扬。这也是中华
民族、中国文化能够数千年血脉相承并自强不息
传承下去的最大理由。

《周易》六十四卦，将天地万物归为六十
四个类， 每个卦分别蕴含一类事物发展变化
的基本规律。人们通过对卦辞、爻辞的熟读理
解、触类旁通，就能有效规范行为举事。晚年
的孔子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
无大过矣！”

魏晋玄学的旗手王弼从言、象、意三个层
面，提出了“以言明象，以象尽意”以及“得象忘
言，得意忘象”的释读方法，对《周易》中的卦
名、卦辞、爻辞与卦象、爻象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作了准确表达和清晰说明。

中国文化有一个核心概念：君子。君子有
一个基本品性：谦虚。谦虚的本义，即源自《周
易》的《谦》卦。《谦》卦的卦象为下艮上坤，艮
为山，坤为地。山的定义是高，这个高又是相
对于地而言。本来高的山自愿居于地的下方，

就是谦。

谦虚的功能是“亨”，即畅通、顺利。具有谦虚
品性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顺利。谦虚这种品
性，有的人可能在创业之初或地位不高时能够保
持；当财富多了或者建功了、社会地位高了，这一
品性往往会渐渐丧失。

所以，《谦》的卦辞说：“君子有终。”谦虚这种
品性，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始终。反过来说，谦虚是
君子的必要条件。一旦丧失谦虚这一品性，也就
不成其为君子了。

如何才能终其一生保持谦虚品性？《谦》卦通
过“谦谦”“鸣谦”“劳谦”“?谦”等概念，阐述了在
不同阶段如何保持谦虚的道理。

一个人在处于读书、尚未涉世时，应该积极
培养自己的谦虚品性，将这种品性的培养看作财
富积累、力量积聚的重要内容。这种财富和力量

的作用，远大于金钱乃至体魂的力量。它可以使
一个人走上社会、开拓事业之时，即便遇到很大
的风险，也能化险为夷，抵达理想的彼岸，正所谓
“用涉大川，吉”。

但谦虚品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也
不是像钱币那样积攒下来就万事大吉。 谦虚品
性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谦谦”说的就是
谦虚之后更要谦虚， 谦虚品性的修养是一个无
止境的过程。

有名望便得意忘形， 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病。

“鸣谦”，有了名望仍保持谦虚品性，也就显得难
能可贵。

居功自傲，也是一种通病。“劳谦”，有功劳而
不自满，值得骄傲而不骄傲，一如既往保持谦逊
的态度。这种君子风范，勉强一时或许不难；要保
持始终， 恐怕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够做到。“劳

谦，君子有终，吉”，就是对始终保持不居功自傲
的充分肯定。

“?谦”，准确把握谦虚的分寸。身居高位者，

每天要应付和处理许多问题， 对上直面顶层领
导，对下直面一众部属。对上的谦逊方式、谦虚内
容以及对下的谦逊方式、谦虚态度，其间的差异
和细微处的分寸把握是一门复杂的技巧，也是一
种智慧。准确把握谦虚的分寸，处理任何事情就
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无不利”就是高位者
准确把握谦虚分寸的必然结果。

谦虚也有原则。谦虚是一种美德，其用是以
德感人，但它也有坚持原则的刚毅一面。例如，不
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在正当的利益受到
非正义的外来势力蛮横侵害时，若再言谦让便是
一种投降主义。此时，理应奋起反击，以正义讨伐
非正义。

经济是立国的基础， 人才是立国的根本。

《周易》 将启蒙教学作为天地之间六十四类事
物之一，而且位列第四，取名《蒙》。

卦辞首先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两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明确教与学的关系：“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教与学的关系，是受教育
者主动求教于教育者，不是教育者请求受教育
者接受他的施教。 教师的身份是道的代表，职
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教师要有尊严，即
所谓“师道尊严”。对受教育者而言，叫“求学”；

对教育者而言，叫“启蒙”。

第二条原则， 卦辞作了一个生动的譬喻：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古人占筮
决疑解难，向神灵祈问吉凶祸福，一件事情只
能占问一次； 倘若一次占筮的结论不合人意，

再三占问，直至符合人意才罢手，这显然是对
神灵的不敬。

启蒙教学的原则也当如此。施教过程中对

学生提出的问题，必须给予回答。倘若学生由于
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态度不认真等主观原因，一
而再、再而三地就同一问题向老师发问，老师应
当拒绝学生的提问，这有利于端正学生的学风。

启蒙教育分为三个阶段。

启蒙教育的开始阶段，一是从严，二是坚持
“有教无类”。教学应有奖勤罚懒的规则，使那些
学习态度不端正甚至严重违反学习纪律者走上
正道，以根除走上社会之后桎梏加身的后果。

但是，教育童蒙时的惩罚也不能过分。超出
学生所能接受的限度，就会与“利用刑人，用说
桎梏”的目的背道而驰。在传统教育中，老师的
案头都置有戒尺， 发现学生有上课注意力不集
中、调皮捣蛋等行为，即可用戒尺打手掌。这种
教育方法，直至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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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才逐渐从乡村私
塾中退出。

启蒙初始阶段，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启蒙对象
的问题。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其内

涵与周文王时代的主张有更大的进步性。孔子的
“有教无类”，不仅包容资质不一的学生，而且施
教于出身不一的学生。无论出身贵贱、贫富，只要
有向学之心，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

启蒙教学的中期阶段， 涉及如何端正学与
教的态度、方法，强调不收录至今还没有形成读
书志向的学生， 就像不娶见异思迁的女人为妻
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 不收录没有学习信念的学
生，与“有教无类”之间并不矛盾。包容不同资质
的学生是指，启蒙初始阶段不因资质差等而不施
教；不收录没有学习信念的学生，是指不收录经
过一段时期的启蒙教育后仍未能将心思放在学
习上的学生，即“见异就思迁”的人。

此外，“困蒙，吝”则是对启蒙者提出了一个
关于教育质量的要求。“困蒙” 是指为固有的、陈
旧的观念所束缚，而造成死记硬背、脱离实际的
启蒙教育。对“困蒙”教学提出批评的这个爻辞，

对后世教学的影响很大。

在孔子的施教实践中，他首先向学生提出了
“举一反三”的要求，并以颜回的“闻一知十”为楷
模，激励其他学生远离“困蒙”。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是孔子实施启蒙教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启蒙教学第三个阶段，从年龄上说，小孩子
已经成长为小伙子；从学业上说，蒙昧无知的小
孩子已经变成满腹经纶的年轻学人。此时，依然
需要保持初入学时那种孜孜不倦的“童蒙”之心，

不因为既有的知识而松懈对未知学问的追求。

拥有很多知识却仍然保持虚心的态度，是学
习受教的任一阶段都需保持的一种状态。在荀子
写的书中，“学不可以已”被列为第一篇文章的第
一句话，可见对保持学习状态的高度重视。

总之，《蒙》卦是先民在早期教学实践中摸索
出来的经验总结， 是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先声。作
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可
以起到重要的规范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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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两地分居

在广州治疗了几天， 钟南山伤还没
有好，带着药又急着往回赶，一瘸一拐上
车。母亲目送他进站，尤其不舍，仿佛有
什么预感。钟南山回头一望，寒风中，感
觉母亲如此弱小，如此孤单。儿子和女儿
都远离了她， 她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肿
瘤医院的工作上， 工作变成了她全部的
寄托。

钟南山按医生的交待换膏药， 吃消
炎药，自我护理治疗。伤还没有痊愈，他
就出工了，仍然是抢着最苦最累的活干。

平时热心给村民看病，尊老爱幼，跟大家
打成一片，特别是带病坚持劳动，受到当
地村民好评。一年后，组织上批准他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 钟南山回到了他朝思暮想
的北京。但他并未能与妻子李少芬团聚。

几个月前她就离开了北京。

丈夫下乡后就不曾见面， 李少芬忍
受不了孑然一身的漫漫长日， 她要回广
东照顾养母和公公婆婆。 她从国家队调
到了广东女子篮球队，选择了激流勇退。

明知两地分居， 李少芬仍然坚持回
广东，两人陷入激烈的矛盾，两地书都是
彼此在说服、在争执。钟南山痛苦不堪。

钟南山认可北京， 他当年高考志愿填报
北医，就是想到首都来发展，这里是干事
业最好的平台。 他不愿意放弃首都的工
作。但无论钟南山怎么劝说，李少芬不为
所动，态度坚决。钟南山所说的前途，对
一个长期身在乡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

不免有些渺茫。李少芬希望他也回广东。

李少芬有过个人的辉煌。15岁时她
就被选入国家篮球队。 她任主力队员技
术全面，中锋、前锋和后卫都能打，特别
是她的长项中投，投篮准确率极高。远投

时她习惯双手投篮， 到了中近距离就单手
起跳来投。她灵活、果断、精准，有一股潇洒
和干练的风度。

1958年，她与队友一起战胜了欧洲劲
旅捷克斯洛伐克队。1963年， 在印尼雅加
达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开幕式上， 她作为
中国代表团护旗手， 引领代表集体项目的
队伍上场。 那时国际上东西两大阵营斗争
激烈， 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东方阵营最重要
的运动会。李少芬作为中国女篮副队长，随
中国队出征，获得了冠军。

1964年，女篮又获得了匈牙利、法国、

罗马尼亚、 中国四国篮球邀请赛冠军。随
后， 获得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女子
篮球比赛第四名。

谢晋导演以她们篮球队为原型， 拍摄
了电影《女篮五号》。漂亮又活泼的女篮姑
娘，凄美的爱情，精彩的球技，像一阵清风
吹过大江南北，深深吸引了国人。女主角的
故事就有她的影子。

法国篮球俱乐部看中了李少芬， 要留
她做外援，为她开出了很高的转会费。李少
芬知道国家队不会放人，最重要的是，她跟
钟南山刚结婚，正是两人幸福甜蜜的时光，

本来就聚少离多，她怎么舍得他？

但这一次，李少芬打定主意回广东就不
再改变了。她是个敢作敢为的人，钟南山劝
说也无效，她认准了就去做了，写申请，办理
调动手续。国家队挽留她，打算安排她当教
练，她一口谢绝，很快就办妥了手续。

钟南山回到了北京，依然是孤身一人。

他想念妻子的时候，就到昔日的篮球场、绿
茵场他们一起活动的地方走一走， 苦闷的
时候吹一吹黑管，吹的还是《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三套车》《喀秋莎》， 同样的旋律，却
有了一层幽怨与感伤。

学校安排钟南山担任毛泽东思想辅导
员。正当钟南山慢慢调整心态，适应新的岗
位时，一个多月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席卷中
国———“文革”开始了。

一天，传来噩耗，他的母亲跳楼自杀了！

钟南山的母亲 1911年出生， 这一年
55岁。她是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家有三姐
妹。她精通英文，又有口才和音乐天赋。钟
南山脑海里浮现着母亲的面容，她慈眉善
目，总是面带微笑，平日穿着都是最朴素
的衣服，逢年过节衣服才戴一点花。她一
生都在帮助别人，从不直接批评人。家里
困难时，她还借钱给别人，让她的一位同学
坐上火车去北京读大学。 她给钟南山买自

行车，鼓励他、肯定他，使他获得自信，热爱
读书……

如果不是腿伤回家治疗， 他会更加悔
恨！好好的腿突然就肿大了，好像是天意让
他回家。现在，他再无机会见到母亲了！他好
不后悔啊！从此母子生死茫茫，阴阳两隔。

李少芬的家也遭到冲击，她被遣送到三
水农村劳动， 连会议报告都不允许她听了。

那时，她和钟南山已经生下了儿子钟惟德。

钟南山的表现学院革委会还算满意。

于是， 给他安排了一个最光荣的任务———

烧锅炉。烧锅炉证明他政审过关了。这是组
织对他的信任， 给了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
机会。他可以跟根正苗红的人在一起了，可
以跟工人阶级老大哥、 贫下中农子弟谈天
说地。

钟南山又被安排下乡了。 这一次去的
地方更加寒冷、荒凉。他跟随医疗队到了河
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大北方的莽
莽山川，天高地远，历史上的辽西郡，都山
耸峙，冰天雪地。

1971 年，中央政策有所调整，北医开
始从下派的教师员工中调人回京， 把那些
表现突出的专业人才安排到教学和科研岗
位上。 钟南山抱着强烈愿望， 希望回到北
京，从事教研工作。他写了一份长长的申请
书， 把自己这些年的表现和思想都做了汇
报。许多同事纷纷回到以前的岗位上班了，

但钟南山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

祸不单行，刚刚重回篮球队的妻子，在
一次比赛中受伤，医生诊断为脑震荡。全家
老少全靠她来照顾， 广州的家一直由她独
力支撑，发生这样的事，家庭立即陷入了困
境。

北京，到了不得不跟它告别的时候了，

钟南山一想到广州的家， 就觉得自己亏欠
得实在太多了。

（十七）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