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修身与五德养性
道学修身与五德养性
――大愚读书会研读《老子·德道经》导读报告三
熊 春 锦

一、人生六大发展阶段和
人生六大发展阶段和各阶段
六大发展阶段和各阶段道德修养方法
各阶段道德修养方法
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人类的生命发展也分为六个阶段，根据不同时期
的特点，修身的方式和重点也各有不同。

每个人的生命周期还可以分为先天无为期、转换期和后天有为期三个时期。
七岁以前是先天无为期，七岁以后乳牙脱落换成恒牙，就标志着进入了转换
期。转换期持续到女子 14 岁月经来潮和男子 15 岁开始遗精，之后进入后天的有
为期。
古代圣贤们早就发现了人生三大分期和六大阶段，所以在古代人文教育上就
提出了“胎婴养虚”、
“幼儿养性”、
“少年养正”、
“青年养志”、
“成人养德”、
“老
年养福”六大方法。
胎婴养虚：这一生命阶段，是生命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柔弱的发展阶段，完全处
于先天无为状态，没有物相的障碍，对任何能量都是被动接受，可塑性极强，是
培补五德，涤除本因中的五阴，协调内五行的最佳时期，是启迪大脑慧智潜能的
最佳时期，是积蓄丰富科学创造力能量的关键时期。
幼儿养性：《白虎通》曾讲：“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也就是说，人的生命
究其本源属于道生德养，
“性”在人的生命中的内在表现形式是德性品格和能量，
在人身上的外在表现，则是气质人文素养。“性”分为先天真性和禀性以及后天
习性。养性具体而言，就是用道德的品格和能量抚育滋养真性，教养、矫正、修
改禀性中的五德不足，杜绝不良习性的生成。
少年养正：
“正”，是由五个“一”组成。五个“一”也就是五种德性。少年时期
的心理变化比较微妙复杂，情绪容易波动，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以先天思识为
主导状态的淳真，开始被后天意识的纷乱所逐步挤压，需要强化性的培养孩子建
立正念、正识、正觉、正悟、正信，将内五行保持住阴阳平衡与稳定的状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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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意识辨别能力和决断力，为开创亮丽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青年养志：“志”，包括了“志向”、“志气”、“志愿”。青年时期对应于社会发展
的义治时代，如果前三个阶段没有“养”好，到了青年时期又没有正确的制约和
理想教育，肺里面阴义的能量就比较容易迸发出来，表现出“哥们义气”。
“哥们
义气”，如果没有道德的制约，就容易邪，容易走歪，甚至导致犯罪。因此，这
个时期注意通过经典诵读，确立远大的志向，将个人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紧
密联系在一起，才能一方面制约“阴义”的透发，另一方面将青春的活力和智慧
的潜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成人养德：成人时期是为社会和民族造福奉献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生由壮而衰的
阶段，为了减缓内部肾气的消耗，就要高度注意少私寡欲来“养德”，减少私心
贪欲对内部精气神的自伐，正如老子所说的：
“不自伐，
不自伐，故有功”
故有功” 。目前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对性欲的放纵，对食欲的放纵，对其他种种私欲的放纵，实际上都是
对内五阴情志活动的放纵，都是损德败生的祸根。
老年养福：老年时期是人生最后一个自然阶段，先天肾气逐步消耗干净，需要通
过经典诵读主动获得德性能量，保持心身健康。老年人时间比较充裕，如果能在
修之身的基础上，对子孙进行道德教化，帮助邻里，助益社会，身体力行的为众
人做出尊道贵德的表率，就能在服务大众的基础上，实现人生价值的进一步升华，
并能福泽儿孙后世。
总体而言，人生各个阶段最简单有效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就是老子揭示的双
可教育法，第一个“可”（道“可”道也）就是要进行多种形式的经典诵读，第
二个“可”（名“可”名也）就是要关爱我们身国内性体系统的众生（比如三魂
七魄），经常呼唤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流。
二、大学之道与修身之学
《大学》是西汉儒学修编古籍而编入《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原作者已不
可考。1973 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学思想代表作《黄帝四经》中，多有与《大学》
文义相似之处。《大学》的整篇精神没有离开一个“德”字，其中也不乏与《老
子·德道经》极为相似的文字和论述。
《德道经·昆成》："吾未知其名
吾未知其名，
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吾强为之名曰大 “大”字是
对道的强名，因此“大学”其实就是“道学”，是引领人们通过修身养性获得身
心健康，品格升华，进而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促进人类和谐共生的人世间最高
的学问。
在 2500 年前，“大”字是儒学和道学通用的，代表“道”的化身，是“道”
的名。后来逐步开始分家，编辑中把道家所用的“大”字加上一点变成“太”字。
用“太”字表示道学的内容，而把“大”字的内容基本上都划归到儒学。
古版《大学》经过改良儒学，宋明理学的多次删改，特别是明成祖旨在确立
官方意识形态而编篡的《四书五经大全》中对《大学》的僵化注释，逐步使《大
学》丢失了修身内求法的灵魂，比如将“天下平”，颠倒次序为“平天下”，与原
文通过修身达到“明明德”状态“无为而治”的本义相背离。因此顾亭林在《日
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中痛心疾首地说：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
《大全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
《大全》
大全》出而
经说亡。
经说亡。”
儒学诞生于道学，对道学理论进行了常道的发挥和发展，原生态的儒学和道
学都强调修身，只是在修身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孔子当年五次问道于老子，提出“志于道，依于德，据于仁，游于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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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学习实践方法，整个教育方法不离于“道”和“德”，是比较完整的教育系
统。
但是，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志于道”基本消失了，“依于德”，也改掉了；
而仅仅是单纯地在“仁”、
“艺”等这些方面去做一些小文章，离开了孔子作为中
国一代教育宗师而制定的基本纲领。
儒学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能一支独秀，是因为与其他各家相比，
它最多地汲取和承传了道德文化“尊道贵德”的精髓，将德一朴散后产生的仁、
义、礼、智、信五种德性能量，进行了品格化和伦理化的发展。
儒学文化要想恢复到一个非常健全的时期，那就需要追寻到孔子原汁原味、
原生态的儒学领域当中去研究，甚至追寻到道学当中去探索，要把道学和儒学完
整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窥见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全貌。
三、修身三纲
修身三纲要浅释
《大学》开篇即言：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止于至善。”明明德、
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修身的“三纲要”。
国内有个教授在香港讲学时说，该把这两个“明”字给删掉一个，认为是多
写了一个，是笔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黄帝四经》中的论述。
《黄帝四经》：
“正以明德，
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
参之于天地，而兼复载而无私也，
而兼复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
故王天下。”“其
明者以为法，
”这里也提到了要两个“明”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
而微道是行。明明至微，
明明至微，时反以为
时反以为幾。
要结合在一起，才能过到一个“至微”的状态。
1.释
释：明明德
第一个“明
明”字，指先天性慧明德，也就是明心见性，心中放出礼德的光明，
照己利人。明，由一个“日”一个“月”组成，是要我们学习太阳无私地自燃，
为万物奉献光和热；学习月亮无欲地反照，为万物照明境。内脏的名称之中，唯
有心不用月字旁，心
是人体内天地中的太
阳，只有心发出光明，
其它脏腑才能因心德
之光而亮，我们体内
的小天地才能充满生
机和活力，心中的光
明，不仅能照亮自己
的人生之旅，而且能
和谐家庭，帮助他人，
造福社会。
西方的一些学者
研究说，他根据自己
每次去参加人家的结
婚喜宴、参加人家的丧礼，通过统计学统计，发现每一个人最高可以影响到 240
人。所以他估计了一下，一个人最高的能量场——心里面所释放的能量场，能够
影响 240 人左右。西方科学家的这一结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个“明
明”字，是指后天智识要明德、识德、修德。了解德具有能量和
品格双重属性，坚持忠孝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爱心，教化心，忠恕
心，和蔼心，忍耐心，勇猛心等十善心的修持，恪守非德勿言，非德勿聽，非德
勿視，非德勿行的四项基本原则，使我们的思维活动，后天意识、情志活动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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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智信等五德能量属性高度吻合，将我们的心身打造成承载五德能量的器具，
从而达到愚转智，智转慧，超凡入圣的心身境界。

2．
．释：親民
親， 《说文》中说：至也。从见，亲声。親有爱、近、准确、真切等义。
親在此所指的，是仁爱，慈爱，博爱。親生于仁德，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能生
出親爱之心。民，《说文》中说：“众萌也”。从古文之象，民也就是众生，不分
贵贱善恶的民众。親民就是修持仁德，親爱、親近身国内外的所有众生。
“吾畏天
吾畏天、
吾畏天、爱地、
爱地、亲民，
亲民，立无命，
立无命，执虚信。
执虚信。吾畏天、
吾畏天、爱地、
爱地、亲民，
亲民，立有命，
立有命，
执虚信。
）。吾受民而民不死。
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
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兄（
吾爱地而地不兄（音 huang）
吾受民而民不死。吾
位不失。
位不失。吾句能亲亲而兴贤，
吾句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
吾不遗亦至矣 ”
这是《黄帝四经》里关于“亲民”的概念，阐述得非常详细。
《大学》里边，
只纲领性地提出要“亲民”。
所谓“亲民”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了解民众的疾苦，帮助他人解脱于困境之中。特
别是执政者，需要设身处地的责任心，需要按照老子所说的“以百姓之心为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
倘若老是想着自己如何踩着别人的肩头往上爬，那就不是“亲民”，没有亲民意
识搞出来的政绩必定是豆腐渣工程，是牺牲了百姓的利益而建造的垫脚石。
3.释
3.释：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
《说文》曰：“止，下基
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
足。”止，有根基、达到之义，
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
修养至善。何为至善？大公无
私，仁爱众生，唯德是行就是
至善。至善，也就是老子《德
道经》所阐释的上善。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
内都天然的具备“善”性因子，
古代祖先将慧观下发现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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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细胞活力和德性能量吸收能力的因子，进行了文理基因的定名，也就是“善”
字。
四、道学修身十六次第
《大学》中将修身的方法归纳为八条目，也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平。
其中前四目是进行修身实践的基础次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目，

顺念、顺行持，是古代胎婴、幼儿、少年常规教育中引导的次第。只有打好了前
四目的基础，才有建立在修身基础上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逆念，逆行
持，则是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在胎婴、幼儿、少年时期没有很好进行传统方式教
育的现代成年人，必须首先完成的逆修过程。
《大学》："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先诚其意；欲
诚其意者，
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诚，
知至而後意诚，意诚而後心正，
意诚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
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
家齐，
家齐，家齐而後国治，
家齐而後国治，国治而後天下平。
国治而後天下平。
顺逆之间，就构成了适合所有年龄阶段和各种教育基础的完整的道学修身十
六次第。
成年人由于后天意识已经牢固地形成，早已经远离自己的先天内环境，性慧
基因早已尘封于后天智识的覆盖之下，与七岁之前的先天状态相去非常遥远。一
旦错过了人生早期的珍贵教育期，那就必须遵循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先后
教育与实践的次第，由后天重新寻找自己的先天和复返于先天的过程，补回这一
系统教育工程，才能顺利地进入修身阶段之中。否则，轻率地在心未正、意未诚、
知未至、物未格的背景下，直接侈谈修身，以及在格物中妄行修身，也就必然百
无一成，或者陷入邪径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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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德养性
性命两大系统中，修身养性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清恽敬 《读＜大学
＞二》：“人之心
人之心，
人之心，五性主之，
五性主之，曰仁、
曰仁、曰义、
曰义、曰礼、
曰礼、曰智、
曰智、曰信。
曰信。”
“仁、义、礼、智、信”道学称之为五德，源于《老子·德道经》，儒家称
之为五常，养性就是养德。
每个人依据出生的时空点和本性灵光质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气质特
征，健康状况和人生际遇。简单归纳如下。
1. 仁德
缺乏时的表现：
性格：自傲抗上，不服人管，常生怒火，对人白眼冷对。
健康：怒气伤肝，气滞血瘀，头晕眼花，胸闷腹胀，仁德为肝脏之本，肝主筋（血
管、韧带），仁德缺乏的人晚年最容易四肢麻木，中风瘫痪。
际遇：人际关系紧张，各种发展都困难重重。
丰厚的表现：
慈爱善良，宽容忍辱，博爱万物，举止端庄，柔和畅达。
2. 义德
缺乏时的表现：
性格：妒忌心强，虚伪好辩，逞能于是非中，对人刻薄残忍。
健康：因气恼别人而伤肺，口舌溃疡，气喘咳嗽，咽喉肿痛，肺痨咯血等呼吸系
统疾病。金德为肺脏健康之本，肺主皮毛（皮肤、毛发），金德缺乏的人容易患
上皮肤疾病和毛发的疾患。
际遇：生命的道路上表现出吝啬小气，贪占便宜而形单影只。
丰厚的表现：
助人为乐，助弱扶危，济安拔险，处善聚缘，处事果断，为人排忧解难。
3. 礼德
缺乏的表现：
性格：性情急躁，虚荣爱美，无理争胜，容易记恨和憎恨别人。
健康：恨人伤损心气，导致五心烦热，健忘失眠，神志紊乱，易患精神颠狂类的
疾病。礼德为心脏健康之本，心主脉（血液、体液），礼德缺乏的人容易上焦血
气凝滞，音哑生疔长痈。
际遇： 贪求虚荣，逐美粉饰，而难以脚踏实地顺利发展。
丰厚的表现：
行事光明磊落，明白道理，秉规持范，遵纪守法，不急不躁。
4. 智德
缺乏的表现：
性格：多愁善感，迟钝愚鲁，自寻烦恼，忧虑自生，损己心身。
健康：耳聋耳鸣，腰腿疼痛，阳痿遗精，生殖障碍，泌尿系统病变等症状的疾病。
智德为肾脏健康之本，肾主骨（骨骼、关节），智德缺乏的人容易患上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等类疾病。
际遇：贪恋吃喝，乱性败气，生命的道路坎坷，难以顺利。
6

智德丰厚的表现：
声色不迷，虚怀若谷，处下不争，谦虚柔和，欲淡不贪，通达顺变。
5. 信德
缺乏的表现：
性格：猜忌多疑，疑神疑鬼，蛮横蠢笨，埋怨他人，无事生非。
健康：脾胃损伤，胸闷气胀，嗳气吞酸等症状的胃肠溃疡疾病。信德为脾胃健康
之本，脾主肌（随意肌、平滑肌），信德缺乏的人容易气短虚弱，腹痛吐泻，四
肢乏力。
际遇：人无信则不立，心无诚信，谎话骗人而自以为高明，任何事情都难以真正
办好。
信德丰厚的表现：
忠信诚实，稳重厚道，宽宏敦实，真诚待人，信念坚定。
所谓知彼知己，才能有的放矢。对照上述分析归纳，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找到
自己缺乏的德性成份。按照正确的德道修养方法，比如简单易行的“老子的双可
教育方法”（经典诵读，呼唤非恒名），就能有效帮助我们培补缺失的德性能量，
为修身实践提供充足的能量和动力。
宋明以后，改良儒學只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弃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之基础，僵化道德理念，将修身和养性完全割裂开来，不仅使中国科学
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现象，也使得中华大地人文素养大幅度下滑，礼仪之邦难
觅往日风采，反被文化子孙日本等小国所讥笑。
我们复兴中华道德根文化，一定要迈过宋明理学八百余年形成的文化误区，
直指原生态道学和儒学修身内求法的本源，品格兼修，尊道贵德，实现后天智识
向先天慧识的转换，从而慧智双运，按照修行十六次第进行心、身、口、意的全
面转换，才能在心身康健的基础上，迎来家庭美满，国家强盛，百国来朝的盛世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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