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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明 真善美      

文/暢通

 《易經》乾卦文言：「見龍在天，天下文明」。

南懷瑾太老師說：「我們注意，『文明』這兩個字出

自 《易經》，實際上是文章與光明兩個意思的聯合，文章

就是指萬物擺在宇宙間的美麗現象，都稱作文章。」 [1]許

慎的《說文解字》上講：「文，錯畫也。明，照也。」 [2] 顧名

思義，文明就是人類在天地間、日月照耀下創造的真善美

現象。在英文裡，文明叫做「civilization」。 維基詞典解釋

說：「文明是一個有城市發展和社會分層的複雜社會。」從

四十五億年前地球的形成，到有科學考古發現距今三百到

四百萬年的石器時代，人類開始群居並使用語言文字和工

具，算是最初人類社會開端。

幾經滄海桑田，發展到了有史料和遺跡證明的人類社會

文明。現在比較認同的說法是古代四大文明 : 古美索不達米

亞（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國。開個玩笑說，一

起打麻將的同桌都換了好幾輪了，只有中國還在牌桌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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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情好像是挺驕傲的，但轉念再一想，那些老朋友為什

麼都走掉了？這個牌桌還安全嗎？我們沒有辦法留住他們

嗎？我們中國文明呢？我們的國家社會呢？我們自己個人

呢？張尚德老師十年前在臺灣的演講已經講了地球上人們

面臨的十二個危機：「一、家的困境；二、宗教的困境；三、軍

備競賽的困境；四、股票市場的困境；五、資訊科技的困

境；六、自殺與盲目意志的衝動；七、基因的困境；八、毀了

自然的困境；九、污染究極真理的困境；十、社會安全無著的

困境；十一、不健全的法制；十二、陰陽錯置的困境。」[3]每

一個困境都是毒藥鋼刀，現在依然存在甚至更變本加厲。

如果沒有解決辦法，在現今地球村的格局下，沒有國家沒有

個人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獨善其身的。而這也就是張老師一

直在大聲疾呼的：「弘揚儒釋道諸家、禪門文化與古今中外

人文精華，以謀求世界和平。」

中國人講反省：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好，我們一起來

檢視曾經的古代三大文明都發生了什麼才遭滅頂之災。

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從西元前三五〇〇年開始發跡。

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養育的肥沃土地上，一個叫巴

比倫的城市在勤勞人民的建設下初現規模。經過幾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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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西元前一七五〇年，漢摩拉比王成為了君主。他在遠

交近攻政策和逐漸增強國力的支持下，在二十年間統一了

鄰邦城市，包括強大的亞述人。漢摩拉比驕傲的說他的地

位和巴比倫人是「如天堂和大地一樣牢不可破！」[4]具有

複雜灌溉系統的農業產出了大量富餘穀物，於是貿易也使巴

比倫成為了重要的交易中心。以楔形文字寫成的「漢摩拉比

法典」出現。法典詳細的規定了懲罰和處理糾紛情況，多達

二百八十章。看看一些例子：「如果有人偷了其他人的奴隸

或私藏逃跑奴隸，處死。」、「如果有人偷盜，處死。」、「如

果有奴隸攻擊自由人，割耳。」…… 條款很詳細，懲罰很殘

酷。漢摩拉比統一了地區的法令，也希望讓後代繼續他的

法典。但老天不隨人願，在他死後不長的時間內，帝國受到

入侵，土崩瓦解。在帝國後期，尼布甲尼撒二世又建造了聞

名的「巴比倫空中花園」，其依靠特殊的大型灌溉系統而建

在了戈壁灘上，但卻不知道這個花園是「文王之囿還是齊

王之囿」。 

古代埃及形成於約西元前四〇〇〇年，位於非洲尼羅河

養育的平原之上。法老是最高統治者，他們將自己神化以鞏

固王權。在尼羅河饋贈的肥沃土地上，人民辛勤勞動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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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富裕的社會。而社會財富使得君主建設巨型工程—— 金

字塔和墓葬成為可能。阿斯旺的阿布辛貝勒神廟（西元前

一三〇〇年）和胡夫金字塔（西元前二五〇〇年）確實讓人

歎為觀止。神廟利用當時埃及先進的天文地理學，讓太陽光

透過小小的門準時每年只照到拉美西斯二世雕像身上兩次

（生日和祭日）。而胡夫金字塔動用了十萬奴隸花了三十年

修建完成。建築歎為觀止，可那些工人呢？工人家屬呢？以

人民不必要不情願的血汗建起的文明有存在的意義嗎？在

這樣的繁重徭役和迫害之下，就有了希伯來人的「出埃及

記」、「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5]沒有了人民，文明

不復存在。

古代印度文明約始於西元前二三〇〇年的印度河谷（ 哈

拉巴）地區，繼之以在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到六〇〇年間的吠

舍文化。在這一時期印度的種姓制度開始出現和確立：婆羅

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種姓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對今日

印度社會都有極大負面影響。著名孔雀王朝（西元前三二一

年～前一八七年）的阿育王不斷征戰，攻城掠地統一南亞次

大陸。此時一大事因緣—— 釋迦族的王子喬達摩悉達多

即釋迦牟尼佛出生在西元前五〇〇年間。佛陀因看到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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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苦難，決心尋找真理和救助眾生而出家求道，歷經磨

難，修道悟道成佛。這一大事對整個人類文明有著極深刻的

意義！在同時期，孔子出生在山東曲阜，蘇格拉底出生在希

臘。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是他們讓這個地球文明熠熠

生輝！阿育王後期皈依佛教，發揚佛教。但在西北外族的

入侵下，孔雀王朝黯然離場。下來的印度開始了多年的分

裂自治的局面。古印度在此結束。

依照《綱鑒易知錄》，中國歷史從西元前約二六〇〇

年開始，以三皇（伏羲、神農和黃帝）開端中華文明，歷五

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和禹），經三王（夏、商和

周），至五伯（秦、晉、齊、楚和宋），後以秦開始君主郡縣

制的國家。孔子的《易經繫傳》詳細描述了歷史傳承：「古者

包犧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

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

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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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6]讀到這

裡，想起《金剛經》上講佛：「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趺坐

而坐。」這不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嗎？張尚德老師講：

「所以中國文化是道的文化。」

  「伏羲畫的卦，亦是中國有文字的開始。這八個圖案，是

中國文字的始源，亦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來源。後來人類社

會越發展，人事越複雜，三爻卦已經不夠用，就變成了六爻

卦。」[1]後來經周文王，周公和孔子的豐富充實推演，八卦

成書《易經》。而《易經》重點講的不是如何法治，也不是重

點介紹如何每年讓太陽光只照到法老身上兩次（其實也涵蓋

了），而是總括天地人的真理，真善美的境界和如何做到的

方法論。「所以有人說《易經》是經典中之經典，哲學中之哲

學，智慧中之智慧。」[1]「三皇之世如春，而孔子贊易自羲軒

而下；五帝之時如夏，而孔子序書自堯舜而下；三王之世如

秋，而孔子刪詩自文武而下；五伯之世如冬，而孔子修春秋

自桓文而下。」[7]孔老夫子真是慈悲，擔心我們後人讀不懂

中國文化而使文明失傳，全力以赴作文化傳承事業：本乎伏

羲畫卦精神作《易傳十翼》以贊民風淳厚人人合於道的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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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修《書經》以使後人知道五帝之世的歷史與文明；刪

《詩經》以歌詠三王之世的「思無邪」；作《春秋》使亂臣

賊子懼並責備於賢者。有了標竿，後世人沿著這條大道而

行不是很好嗎？

好像可以總結一下古代文明的變遷了。「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8]中國人的觀點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義。」[6]社會和文明，如果不以道德仁義為基礎，沒有為

人民服務的精神，那是不會延續的，也是沒有理由延續的。

這是最大的民主—— 以民為主。中國人也講「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

末也。」[5]物質社會和先進技術的使用必須建立在有道德

的人文基礎上，沒有德，一切都是空花水月，於人無益的。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可以有 ，但一定不

能沒有「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

外斜。」最真善美的文明，不是驚為奇跡的金字塔，不是多

達二百八十條的大法典，不是萬里長城，而是人民安居樂

業，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帝力於我有何哉」的逍

遙無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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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歷史很帶勁，「滾滾長江東逝水」嘛，都過去了，沒

有問題了。可現在的你我他，面對每天的柴米油鹽，面對每

天的老闆同事老婆老公孩子和狗，面對買的股票和手機微

信，面對更有張老師說的那十二個危機的時候，怎麼辦？你

有辦法當然更好。沒有辦法，唐堯告訴我們：「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與人和諧相處，孝順淳厚，不做壞事）[9]。

舜帝告訴我們：「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努力

工作，勤儉持家，謙虛謹慎）[10]。大禹王告訴我們：「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勿玩物喪志）[11]孔子告訴我們：「克己復禮。」（狂

心頓歇，歇即菩提）[12]。老子告訴我們：「曰勤，曰儉，曰不

敢為天下先。」[13]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以無我相，我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修一切善法。」[14]南懷瑾太老師告

訴我們：「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

手，能在身，思在腦，從容過生活。」張尚德老師更發獅

子吼：「全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在重建印度的唯識哲學！」

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不解決

人自身的問題，其他無從談起。為什麼我們有時會向老婆孩

子吼，會煩惱，會想著去研究一個問題發明一個東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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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而唯識學就是幫助我們了解這些，了解自己，並有具

體的方法論去漸修成就，解脫煩惱。「唯識學是解釋我們過

去、現在、未來存在是在六道（地獄、餓鬼、畜生、人、天、阿

修羅）中輪迴，還是成大菩薩或成佛。」[3]而張老師所宣導

的「真、善、美」更是入手法門和最終目標的集合體。人的

問題解決了，社會的問題會自然化解。

張老師說：「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不

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 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達摩書院

更有四句話：

 「搞真不搞假，搞大不搞小，搞自己不搞別人，搞永久

不搞一時！」

我自己的體會是「搞真不搞假」就是真，是實事求

是，是直心是道場。每當自己不面對事實，沒有站在真理的

一邊，會害怕恐懼，當自己知道做的事情是對的時候，「雖

千萬人吾往矣！」你要問我怎麼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

要讓你捫心自問。我不太相信人分不出對錯。如果真不知

道，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們都可以拿這個

來衡量。我們有沒有做到忠誠，有沒有做到寬容，有沒有盡

到自己的本分，作丈夫的職責，作妻子的份內，作兒子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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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作朋友的友道，作領導的責任……不要把自己搞得學

生不是學生，老師不是老師，下屬不是下屬，父親不是父

親等等等等。這個關係很大，「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

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

也。」[7]做事情的時候老老實實認認真真，不糊弄，不敷

衍。不做就不做，做了就要認真做。套一句我爺爺總說的

話：「玩的時候好好玩，學的時候好好學。」這樣也是道。

 「搞自己不搞別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多檢討自

己，一定不要因為別人沒做到你要的就煩惱（張老師說：「不

要再要了！」還不懂就去看唯識）。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這樣從上到下處處洋溢著善的社會該是多麼美！這說得就

是真善呀！南太老師說「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

己。」、「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15]身居什

麼位置做什麼事，不必越俎代庖。每個人都有德有禮。從

平常開車讓讓別人，坐在電影院聲音小一些，進大廳門給

身後的人拉一把門，少看十分鐘手機洗洗碗做起。 「莫以

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這就是佛教所說的「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呀 ! 有了善心，就一定有力量。那麼你才

能「搞大不搞小，搞永久不搞一時。」應該有這個氣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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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叫真英雄！其實也沒有大、小、永久和一時可分，事事做

到，時時做到，我們一起努力！

有了真，有了善，美就自然而然顯現出來了。有了真善

美，才有真正的文明，才有可以有理由存在和發展的文明！

乾卦文言說：「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我們地球人文歷史

東方西方有很多條龍，每條龍的出現都給社會人民帶來福

祉，帶來文明。釋迦牟尼佛說「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

相。」[16]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17]佛是人，孔子、孟

子是人，南老師和張老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也都

親眼見到了，聽到了，觸摸到了，還一起走過路上過課。

他們可以成為龍，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就算這輩子做不

到，下輩子接著來。大的發心不敢說，做個好學生是最起

碼的了。世界的問題一直有，從古至今；文明的危機一直

存在，形式不同。人既已生於天地間，就活的要像個人，更

要「活的高貴！」人的責任不就是「參贊天地之化育」[18]

嗎？人的責任不就是彌補天地之不足，勇敢面對危機，攜

起手來，用真善美來回報這個地球嗎？！這個不難，我們

大家一起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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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好對啊！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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