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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之德（大仁文明） 

人们只有人性和能量够不够 

大仁是人至上。大仁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生活，全新

的人性而且有能量的生活，能展现真正人的样子。这听

起来很普通，但这讲的人性和能量和人们以前认识的完

全不一样。不一样到什么成度？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天壤

之别。我说的是不是过分，大家可以往后看。 

咱们现在谈人的样子，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直接

看，既得有人性，也得有足够的能量。那么只有这两样，

既有人性又有能量，是不是就足够了呢？这个可能还要

考虑，但人们一般会想到，只有这两样中的一样，肯定

不行。真正的人得有人性有良知，对人是好的，这才叫

人。但如果只是有人性，却没资本没能力，活得很憋屈，

甚至这都算了，关键是受制于很多现实，不能够按照自

己本性去做事，一辈子都活不出自己来，这样和人的样

子就有差距了。同时呢，作为人生活所需要的能量，人

们一般理解为金钱、人脉、能力等。从物质上讲，一般

认为是电气、石油、煤炭等。现代科技指出质量就是能

量，质能可以相互转化。但只有这些能量，却没有人性，

那将是人类的灾难，也不足以是人的样子。 

真正人是什么样子？人性和能量分别是精神和物

质层面的代表，两者的确都必须有。但其实即使人们过

去认识的人性和能量都有了，还是不够的。这里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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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比如能量是可持续的吗？如果能量是以损失

和破坏人性为代价，对环境是有破坏的，不但不可持续，

还有短缺危机呢？而且还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人们

一般理解的人性有狭隘性和不聚焦性。 

什么是狭隘性？一般讲的人性，通常只是生活中接

人待物的表现，而很难涉及更大范围。要是谈到政治、

经济、宗教、科技等，立刻就很有限，甚至不敢谈了。

可是大的方面不讲人性，生活中的人性也就很有限了。

什么是不聚焦性？不同人的人性成度不一样，如果不加

区分地对所有人都一样地人性，也容易导致许多恶果，

现在人文主义的衰弱也反映了这些问题。 

人们一般理解的人性有狭隘性，能量也是类似的。

能量的狭隘性怎么体现？人有人性，动物可以通人性，

但要说物质能量也和人性有关，可能就不好理解了。人

和周围的物质、环境都是有关系的。比如，米饭和氧气

都能养人，但也可能是限制人只能在今天这样状态的原

因。既对人有利，同时也限制人，看似矛盾却同时存在。

人自身不能有更大、更人性的能量，很可能和物质中缺

乏人性有关。当然不是说，是这些物质本身造成的，也

可能是背后其他什么因素导致的。这还只是说，现在人

能认识的物质和环境，这个范围已经相当有限制了，还

有许多超出人们今天认知范围的物质和能量，所以人们

今天认识的物质和能量有狭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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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有的样子 

现在我们看到：要想有人的样子，仅有人性或仅有

能量还不够。那要怎样才行？大仁讲人至上，一切物质

都应该为人而生而用。大仁讲的范围，没有前面讲的狭

隘性或不聚焦性，没有只是日常接人待物这个范围的限

制，或现在人们认知范围的限制，等等。 

如果人们真能突破一切物质，而且人性丰足，那时

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不担忧物质经济，这是起码的；有

物质能量和人文社会等基础条件，按自己本性去生活；

能全面展现人的本能、精神力等，从和机器机械等同的

局限中超脱出来，具备今天认为超常的一些能力；让入

世和出世成为一体、让生活和修炼是一体，达到生活就

是修炼等等。如果人们真能做到这样的话，才符合人是

第一位的，才是人的样子。大仁讲人至上，如果大仁是

真的，那么这些应该都可以实现。 

大仁不但要实现出世成就，还要同时达到入世成

就，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这时整个世界的物质和构成

物质的能量都不一样了，都得是符合大仁的人性和能

量。这就不是人们以前认为的人性和能量，以前人们不

管人间怎样，只要能出世，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以前

人们出世指望不了，只看入世也难以奢求人类最大的幸

福，更不要说实现大同社会。 

入世和出世往往容易被认为是两个对立难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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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实际上他们背后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性和人心

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不但入世的问题解决不了，

出世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了，那么

入世和出世的问题同时都能解决。 

大仁要带来的人性和能量，已不是人们现在理解的

人性和能量，而是新的人性和能量。这种人性是人的本

性，人的先天本性；这种新的能量，能够让人具有人的

本能。他是符合大仁的新能量，可以叫大能。 

真正人是什么样子？必须有大能。大仁人至上，把

人放在第一位对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具有大能的人，

这是人该有的样子。我谈到大能和人的本能、精神力有

关系，可能有人因此觉得大能就是这些超常一点的表现

了。那还不是。因为超能力、精神力、内力、灵力、功

能等等，这些表现并不是现在才谈到的，这些在旧能量

中也有，而且许多地方一直有流传，只不过今天很少见，

而且这些概念更偏向术类表现。而我在这里讲的大能，

主要是构成一切物质基本粒子的能量的概念。大能和过

去物质能量之间的差异，将来我们可以逐渐展开。 

 

大仁推進人类文明的现实性 

人类在实现文明质的飞跃时，往往伴随着能量的巨

大变化，比如从农业文明走到工业文明，还靠牛马作为

主要动力能量就不行了，必须有电气、石油，甚至核能

等能源。现在人类文明要想更進一步，当然在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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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且今天的时代，如果再不出现新的适合人类和这

个地球的能源，整个人类的前途都会有危机，还不只是

说现在讲的能源危机、环保问题等等，包括科技带来的

人文危机。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越来越脱离现实，这个

情况从电视出现后就很明显了，随后电脑、智能手机更

是让人们大幅度地快速脱离现实。现在元宇宙的兴起，

让人们感慨，现实中人们几乎只剩下吃饭睡觉，不少人

感觉最后就是“放弃肉身在元宇宙中永生”。 

这倒不是说科技本身有什么问题，科技本身有直观

反映世界真理的一面，这毋庸置疑。但是，如果科技和

人之间的位置摆放不恰当，科技位置被摆得过高，甚至

超过了人，那人想不变成机器都难，现在科技发展是有

这个倾向。如果人们能摆正科技的位置，保持住人的本

性和本色，而只是让科技为人，那肯定没有问题，只是

这在今天看起来很难。 

将来的元宇宙是纯虚拟的也好，是现实和虚拟混合

的也好，在现实中它的诱惑太大，人又不得不进去，可

以说简直到了无法阻挡的境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除

非在现实中有真正人的巨大能力出现，就是我们讲的大

能出现。为什么大能具有更强的力量，为什么大能是现

实的？大能是大仁所带来的，大仁是一种新的人类文

明，他和新能量有直接联系。文明和能量是有关系的，

文明的升级往往需要能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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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能是真的，他能赋予人作为真正人的样子，

让人们有实力有资格，立于天地之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无关贫穷富贵，无关高低上下，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

以现在人们的认知来讲，这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是，人们怎么能相信大能？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才能相信？第一种情况，

真真切切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了，由不得不信。第二种

情况，有些人不一定能直接看到，但他看到大仁所讲的

之后，他能够有所感受，在理性上能够相信，从而自己

实践了以后也能验证。这个成度比第一种强一些，但两

种情况都正常。这个世界各种生命都有，许多人很重现

实，眼见为实；同时，许多人有悟性有理性，能够看到

一般人所看不到的。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像人一样，有一个成

长的过程，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接就是大人。大家看

我现在讲大仁很轻松，张口就来，但实际上我前后准备

了二十多年，今天才开始讲而已。就算今天开始讲出来，

也是有序地、一步步地拿出来，会符合人们和社会的整

体认识和状态去讲，而不会突然就做出什么不符合现实

的举动。随着我逐渐讲出来，许多事情也在慢慢发生变

化，从量变到质变，有一天人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一样

了，可同时又会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也没有什么意外，

那样就最平稳，也是人性的。 

第三种情况，比前面讲的两种情况还要再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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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难呢？第一种直接看到了，第二种虽没直接看到，

但可以说间接看到了；第三种是大仁还没形成，完全是

空白时，要从无到有地慢慢形成大仁。那他凭什么相信

呢？他仅凭万事万物必须得有人性，而且得把人放在第

一位，人必须得这样活着，这才是人类的幸福方向，这

才是人类和整个宇宙的正确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是对

的，而现在还没有，那么就去开创；假如现在不现实，

那么就去达成现实。哪怕只有亿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

去开创，他的生命就是干这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前两种

肯定要更难一些，但都是人们的正常表现。 

今天人们对善恶的认识很繁杂，甚至每个人都有不

同的认识。甚至于我讲“人至上”，有些人也有些想法，

觉得最高的不是人至上，而是这个或是那个。如果更高

处不是人至上，那我们就让他成为人至上，不管多高都

必须符合大仁。总有一种人有这个气魄做成这件事情。

今天大仁看起来只是出现了，其实是形成了大仁之后，

具备了大能，才能够给大家系统完整地讲出来。 

 

大能的来源 

有大能当然好，可大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力量？大能是人的本能。现在科技对人体的认识方

式，和对各种动物、机械的认识方式很类似，所以显得

人体很低能，没什么特殊。但一直也有很多人发现，人

体不只是这么简单，还有中医经脉、天人合一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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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些用今天的科技手段很难体现。为什么很难体

现？这也和人体真像一直没有展现出来有关。 

大能是人的真像的一种直接体现。人的真像是什

么？直白地说，人是创世主的体系。整个世界从最低到

最高，最终极的表现就是人。因为人的来源有这么高远，

所以人类的真像和使命，才会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谜团；

因为人的来源有这么高远，所以大能就会具备转变新旧

世界的能力，所以大仁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讲的是：

大仁之度，可以为天下度。 

大仁人至上，只有做到把人放在第一位，把人当人，

这才是有德，否则就是无德。人性尊贵至上，这才是道

德的真像。从每个人到整个人类，要想得到真正的幸福，

解开人和宇宙之迷，找回先天最美好的自己，只有同化

大仁。大仁能够给予人们真正的智慧，分清真正的好坏

善恶，让生活成为人的生活，让人间成为人的人间。 

关于道德的标准、善恶的标准、正义的标准，今天

人们的争议很大。还不只是争论这些标准是什么，甚至

于这些标准有没有，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等等，都

有极大争议。而且不仅是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有

不同认识，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恶和道德判断，相

互之间即使再辩论几万年也不会有结果。 

所以在这里，我不是要和谁争论。我相信多数人通

过头脑、眼睛看着这个世界，逐渐地都会知道答案，因

为这就是人类这种生命物种的使命之一。暂时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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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是时机不到，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要做的，

是尽可能把这些讲清楚、展现出来。 

今天这么多说法是怎么来的？应该说，人们在正常

理智情况下拿出来的说法，不是胡乱讲的，都是经过自

己的阅历和经验总结的，这样里面必然有其合理性。比

如我讲“人至上”，但有人讲“神至上”、“科技至上”，

里面也有他们对的成分。因为从历史到今天，在很多领

域中，人战胜不了科技，这是发生过和发生着的事实。

大能最终作为新的人性，到底能不能战胜科技，我们可

以往后继续看。过去的人性在神性跟前太渺小，等等都

是现实。所以人们那样讲有他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否定。 

再比如有的说，人至上一听就是在讲高低，那一定

不是最高的，他讲万物平等，一切没区别才是最高的。

“齐物论”等说法，自古以来都有，都讲万物平等。人

至上是在实体宇宙中讲的，实体宇宙中有高低上下的不

同位置，就会讲到至上。如果不在实体宇宙中讲，没有

高低上下的相对性，当然也不会用这个词去讲。但是不

用这个名词，不代表这里面的内涵就变了，他只是从有

形到无形的一个升华，还是一体一性的，所以也不是一

些说法以为的什么最高处不是人至上。 

最高处之所以是最高，不在于他是最高，而是在于

他无所不在，而是在于他也是最低，在于他是所有一切

的一体和根本。如果他认为他是最高，他有这个概念，

他也一定不是最高了。那时讲人至上这个名词没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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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不是因为人至上不对，而是存在方式不一样。就

像有句话说“上德不德”，看上去不讲道德了，其实也

是讲的，而且还是上德。这些将来有机会都可以展开讲。

但是最高的反应到实体世界中，一定叫人至上。万物平

等和各有位置，看起来对立矛盾，但实际上也是同时成

立的。他们有各自适用的范围，许多人在这些方面混淆

不清，就会人为地制造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 

人们现在的许多表现，站在各自角度看是合理的，

都有真理的部分。哪怕说人至上有问题的，可能都有对

的部分在，但他们却都不是最后的真像。为什么呢？就

像盲人摸象，一个人只摸到了大象腿，他说大象是柱子；

摸到大象尾巴，他说大象就是绳子；等等，不能说他完

全是错了，他真有对的部分，但大象到底是什么？那要

站在全局的角度，才能看清。 

这个世界这么庞大，每个人的来源又不同，所以大

家对这个宇宙会有不同的认识，这再正常不过了。要想

站在整个范围都能够看清楚，这就和整个宇宙的真像有

关了，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人是创世主的体系，要想

做到这一切，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具备大能的大仁

之人。所以我们对周围的许多说法不用争。不争，是说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知道的真像，但同时那里面有狭隘性

和局限性，人们要想進一步看清，要在实践中逐步认识

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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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大仁 

大仁是关于人的真像，大能是人和社会的未来。如

果这是真的，那怎样认识大仁就很关键了。咱们人是需

要正常生活的，人都在正常生活中。这话很简单，但其

实这话也最难理解，最难认识的往往就是捷径。如果往

外找，那都找错了。所以，认识和实践大仁的方法，在

形式上就是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形式。 

只要是社会中的正常一部分，人们从事什么职业都

行，什么生活状态都行。认识大仁，不用担心会失去现

有或将来的任何生活。不但不用担心，恰恰相反，就是

要在这些生活中才能成就大仁。有的爱搞科研、爱跳舞

唱歌，将来学大仁以后，可以把这些做得更好都没问题，

要想转行也可以。有的说，我以前就是苦行僧，那你接

着当苦行僧也行。总之，只要正常地去生活就对了。 

大仁和其他行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大仁有全社会

性，任何一个行业领域的方法，都可以用来认识和实践

大仁，只要最后能够真的认识和实践大仁，最后能证实

大能都可以。但一般其他行业都只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

部分，而不具备全社会性。比如有的行业必须用特定方

式学，有的学说必须要某个固定的方式等等，如果这些

方式是正常为人的，那么他们都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但

却不具备全社会性，总有其他地方不一定适合这个方

式，他们之间保持和而不同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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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仁不仅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而且大仁具备全

社会性，就是能无缝地遍及整个社会的一切，你在哪个

行业领域都行，该看什么都可以看，只要在大仁上参照

去看，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大能可以这样体现呢？因为

大能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能力，而是构成这个社会所有

一切的基础，不但是物质基础，还是精神基础。如果说

社会或生活形式是有形的身体，那么大仁就是人类社会

无形的精神。 

我们人类不管有多少不同，这个不同，那个不同，

信仰不同，等等，但我们必然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共

同的物质，那就是人的身体。这是我们在物质方面的共

性，那我们在精神方面也必然有一个共性。这个人类共

同的精神是什么呢？一定是大仁，也只能是大仁。因为

大仁就是“把人当人”、“把人放在第一位”。 

从古到今人们看到了所有人物质上的共性，但是精

神上的共性一定也有，只不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

出现过，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出现了，所以这真不是个小

事。大仁不只是一家之辞，而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对应

的灵魂，大仁之魂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 

“我之所言曰大仁”。我所讲的，哪怕你在其他地

方听到和我讲的名词一模一样，但和我讲的实质都不一

样。比如，我讲的人性和能量和大家过去认识的不一样。

哪怕是“人至上”这个词，这可能也不是我第一个讲，

古代就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说法。但是我讲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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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的内涵保证不一样，这里整个是全新的。 

所以要想认识大仁，或者是直接听到我讲，或者虽

然是别人讲的，但你和他都知道那是我讲的，他虽然不

一定能用我的原话，但他心里没有刻意地掺杂什么自己

的东西去讲，这些都可以是大仁的体现，都有大仁的力

量。大仁讲人性，这个人性是有大仁方向的。而有的人

虽然也讲人性，但他所讲的人性不聚焦，甚至对错误的

方向也讲人性，那根本不可能达到证实大能的作用，甚

至对自己和别人都是有害的。 

我在《人的人间》或者《大仁》的书籍、音频视频

中，会把涉及到人的真像、大仁的整个情况，完整系统

地讲出来。这个过程不但能够把入世和出世结合起来，

而且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是连贯统一起来讲的。 

里面有几条脉络，如果大家能认识到的话，在后面

能更简便顺畅地理解好大仁。是什么脉络呢？比如人们

有从小到大的经历，有人体的婴幼儿、青少年、中壮年

的长大成熟过程；有和社会熔合成长的依赖、自立、互

动的过程；一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有成长的过程；

人、整个社会和宇宙的成长过程，都是统一的。 

既然是统一的，那么再把出世和入世结合起来，人

体和神体的成长过程，从普通人到一般讲的出世修炼佛

道境界，甚至于更大更远范围的修炼，也是统一的。如

果这一切大家都是在大仁中成就的，这一切和人们成就

大仁的成度也是统一的，这个成度叫“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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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身体长大、和社会的熔合、在不同范围的

出世提高等等，这些诸多方面的脉络，都是在大仁中同

步展开的，都是同一回事，都是人在不同方面的体现。

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讲，就是人的成长过程，

就是成人的过程。这些脉络在大仁中是连续讲出来的，

如果大家能把握住这些，再看大仁时就能更好地理解。 

实践大仁的过程，就是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从具备人的一些特征到完全成为人的过程。真正成熟

了，具足符合大仁的新人性和能量，那就是真正的人。

从大仁来讲，一切都是为人而生而用的，只有承认人是

第一位的，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一切，人类才能有希望，

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刘  郑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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