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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山海經》

　　《山海經》是中國最為神秘的一本書。據傳《山海經》

之前只有《山海圖》，沒有《山海經》，後大禹將《山海

圖》銘刻於九鼎，大臣伯益據《山海圖》著成《山海經》。

可惜的是後來九鼎和《山海圖》均失傳，留給後人的只有

那神秘的《山海經》。後人釋讀的很多，但一直沒有人能

看懂。

　　即使博學如司馬遷，他對《山海經》也是抱懷疑態度

的。據《史記》載：「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寥寥二句。因張騫

出使西域大夏之後、窮盡黃河源頭也未見到崑崙山，司馬

遷對《山海經》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他認為，談九州山河，

《尚書》接近於事實，而《禹本紀》、《山經》中所有怪

物，他是不敢談論的。

　　這表明，司馬遷老先生是不認可《山經》的。為甚麼

《史記》中只提到《山經》而未提到《海經》？這是因為

司馬遷當時只出現了《山經》，他沒有看到《海經》。

　　事實上，司馬遷錯了！《禹貢》恰恰不是大禹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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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禹時的地理就是《山海經》反映的地理，《海經》

反映的怪人怪獸等等怪物並不是神話，它反映的內容是真

實的。之所以不被人理解，是因為它們被後人誤讀了！

　　《山海經》不但不是神話，而且是中華文明乃至世界

文明之根！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尋找中華文明之根。我們的根

在哪裡？為甚麼我們的歷史有記載，而我們卻找不到中華

文明之根？

　　尋找中華文明之根，並非出於民族自尊心，也並非好

奇，而是因為這還關係到歷史到底是如何發展的問題。人

類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是人類的根本問題。

　　長期以來，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關於歷史週期之

說，即認為歷史並非是線性的，而是週期性的產生和毀

滅，時間並非線性的而是循環的。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歷史

是螺旋式前進的，真相如何，這就得研究文明的源頭和歷

史的進程。

　　現代科學研究表明，氣候的變遷是有週期性的，地球

磁極的轉換也是有週期性的，天體運行也是有週期性的。

週期性可以說是客觀規律之一。歷史也有週期性嗎？如果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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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週期是甚麼樣的？引起這個週期的原因是甚麼？

所以，歷史並非與我們的現實無關。現實來源於歷史，並

且將成為新的歷史。

　　司馬遷研究天體的運行，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天運

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

一紀，三紀而大備。」就是說，天體的運行三十年一小變，

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1500 年為一紀，4500

年完成一個循環。

　　韓非子更是指明瞭這個循環的週期是 4560 年。這

與瑪雅文明的歷史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司馬遷的天體

運行週期並非中國關於天體運行規律的最早記錄。

　　事實上，早在史遷之前中國就有天體運行的週期

理 論，《 周 髀 算 經 》 說： 陰 陽 之 數， 日 月 之 法， 十 九

歲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七十六歲。二十蔀為一遂，遂

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歲。七首為

一極，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

　　從《周髀算經》看，《周髀算經》比司馬遷的更具體，

而且《周髀算經》在 4560 年的週期之外還有一個更大

的 31920 年的周期。這個週期一滿，「生數皆終，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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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始」。

　　這種歷史周期論不獨中國經典有記載，佛教也有，而

且其週期更是宏大。佛教中的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之

分。每一小劫為 1679‧8 萬年；二十個小劫為一中劫，

為 3‧3596 億年；80 個中劫為一大劫，歷「成、住、壞、

空」四個階段，共 268‧768 億年。所以無論中外，無

論亞洲和美洲，都有這種歷史周期論。

　　只不過《周髀算經》和司馬遷的天體運行論較之佛教

經典更具體而微而已。

　　《周髀算經》和司馬遷的天體運行論不僅有週期，而

且大週期中還套著小週期，小週期中套著更小的週期，環

環相扣，循環不已。不要以為司馬遷僅是史學家，古時的

史官是身兼天官之職的，並且是世襲的。

　　世襲是因為天文觀測需要長期持之以恆地進行，非世

襲不能傳承天文。他們的結論往往是幾十代人實際觀測總

結的結果，是值得重視的。

　　根據天人感應理論，天道如此運行，作為人間的歷史

自然也如此發展。

　　周文王滅商紂前，手下大臣多次勸他出兵滅紂，文王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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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為所動，說你們不知天命，時機未到。甚麼是天

命？天命就是天機，就是星相。

　　上古之帝王往往是星相學家，非後世武夫之可比。周

文王等待的就是一個五星聚會的時機，可見周文王是知道

甚麼時候會出現這一天文現象的。五星聚一出現，可能會

引起天文、地質的變化，有時自然災害也會相應增多，人

心就會不安定，加上輿論造勢的影響，其所引起的社會心

理震蕩是非常巨大的。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周文

王籍此揮戈一擊，就徹底終結了商王朝。現代歷史學家關

於武王伐紂的時間一直得不到確證，直到美國一個學者運

用天文知識，計算出公元前 1046 年為五星聚出現的天

文時間，自此，武王伐紂的時間才得到確認。可見，在天

文學界，天體的運行確實是有週期性的。

　　那麼歷史呢？也有週期嗎？古人相信是有週期的。

自商湯於公元前 1598 年建立到周文王在位，時間接近

500 年；自文王（公元前 1152 年 --- 公元前 1056 年）之後到

孔子（前 551 年 -- 前 479 年），歷時近 500 年；孔子之後，

司馬遷（約前 135--- 約前 87 年）更是就扳著指頭數年份，現

在五百年快到了，下一個聖人應該是我吧？「五百年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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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見自周真相真的如此嗎？推動歷史週期進程的力

量又是甚麼？

　　答案在《山海經》中。

　　《山海經 ‧ 五藏山經》實際上是亞洲的地形圖！這

張圖包括了北非東部和美國的阿拉斯加在內，這才是真正

的大禹九州圖！

　　這是一張至少 4100 多年前的地形圖！而且《大荒

經》實際上是大洪水時的方國地圖。

　　這張圖揭示了一個非常震驚的史實！至少 4000 多

年前的亞洲，包括北非和美洲的阿拉斯加在內，它們是大

一統的！非但大禹時期如此，從炎帝至黃帝，一直到大

禹，亞洲、北非、阿拉斯加一直就是大一統。當時最高統

治者稱「上帝」，《山海經》稱「帝俊」，他居於世界的

中心 ---- 亞洲之巔青藏高原；次一級統治者稱「帝」，居

於青藏高原四陲之雲貴高原、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和伊朗

高原；再次一級的稱「神」，居於亞洲和北非丘陵平原地

帶。它們對應的主要的就是亞洲的階梯狀的三級地形。這

種金字塔式的政治結構是以分封制為基礎的。而這，後來

成了周代分封制的基礎。王到司馬遷，先賢相信歷史是有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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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的。

　　《山海經》事實上是中國人從歷史以來不斷記錄和修

訂的結果，它事實上是一部中國人的遷徙史。《五藏山

經》對各山方位的描述和各山之後對該山具體的描述，其

方位事實上是有不同的！每一山前面的方位事實上是修正

後的結果！其原因是《山海圖》成圖時的方位和《山海

經》經文形成時的方位是有區別的。

　　我們看到的《山海經》是對原圖畫書編譯後的結果。

編譯者當時的四極不是圖畫書當時的四極，四極有極移，

所以，《山海經》譯成經文時需要對原圖方位訂正。校訂

者保留了前人極移前的記錄，又將極移後的方位訂正並冠

在每一座山的前面，並加上了里程。這樣的例證在《五藏

山經》中所在皆是，具體證據在後面解釋經文時再予列

出。後人理解不到這一點，一味以當今的方位解讀《山海

經》，如此，是不可能復原《山海圖》的。

　　《山海圖》最初的記錄是通過圖畫的形式刻在玉版上

的。在中國古籍中，黃帝、堯帝、大禹都有發現史前玉版

的記載。據《初學記》、《御覽》、《帝王世紀》等書記

載：「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帝游洛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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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色，魚

流，始得圖書。」這是黃帝時發現史前圖書的記載。

　　又《博物志》載：「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

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

天地造化之始。」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地之形」

好理解，就是地形圖。天之形是甚麼？天有形狀嗎？「天

之形」就是天象圖，也就是星相圖。「金璧之瑞，文字炳

列」，這分明是上古文字圖書。*

　　這些玉版和金璧，就是《山海經》的資料來源。黃帝

之後的堯帝、帝禹都繼承了這一傳統，將當時的歷史地理

及其它知識刻上玉版，藏之名山，沈於河洛，形式上是封

禪或祭河，然而實際上卻有意無意中保留下了上古文化。

　　這就是中國古史相傳的「河圖玉版」。祖先們留下玉

版，並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輔助記憶。後人收集到河圖玉

版，就加以整理、修訂，如此年復一年，代復一代，這就

是《山海經》能夠記錄下幾千年、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

的歷史地理的真正原因。

　　祖先們收集整理這些河圖、玉版，據以成圖（地圖和圖

畫書）。這些河圖玉版就是《山海圖》的前身。後來帝堯

*（注意，《博物志》

說 帝 堯 發 現 的 是 文

字書，不是圖書 ----

上 古 之 圖 書 就 是 以

「圖」畫成的書，它

和後代的「圖書」概

念是不同的，也就是

說在帝堯之前就有文

字了）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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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大禹時又有補充，並銘於九鼎，伯益據以成書，這

就是後世的《山海圖》和《山海經》。

　　《山海經》中的奇人怪獸神木靈石等等光怪陸離的東

西是甚麼？上古真有三個頭的人，九條尾巴的狐、六隻足

的獸和人面馬身、人面牛身、人面鳥身等等怪物嗎？是上

古出現了生化危機還是基因變異？

　　當然沒有。

　　那它們是怎麼一回事？

　　這要從文字的產生歷史來看待這個問題。

　　文字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文字產生之

前，先祖們傳達信息最初靠的是語音，由於音和義是聯繫

在一起的，所以語義是靠語音來實現的。後來人類發現語

音雖然可以近距離傳遞信息，但是不能遠距離傳遞和保存

信息，由於這種需要，就有了圖畫，這就是圖書的由來。

　　圖畫的最初功能是用來表示語音的。也就是說，象形

圖案（注意，最初不叫文字）代表的是語音。圖案是怎麼代表

語音的？例如，先民們要表示 shu 這個語音，但沒有文

字，先民們就以一棵樹形象化地代替之。從表面看來它是

象形的，然而實際上它是以樹之形表示 shu 這個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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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凡是發音為 shu 的，都可以用一棵樹表示它。

例如「術」，這是個抽象的詞，如果用象形的事物表示，

那是沒有辦法的。但這難不倒先民們，他們就以同音的事

物代表它，這就是「同音假借」。

　　古籍中假借字為甚麼多，就是這個原因。所以，這裡

的「樹」之圖案又代表了「術」之音，由音而生義。「智

慧樹」實際上就是智慧書或智慧術，《山海經》中的「不

死樹」就是不死術，也就是後來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術。

　　這就好比一個不識字的人要寫信，譬如一個不識字的

青年給戀人寫情書：「米蘭，我愛你。」他因為不識字，

又要表達信的內容，他會怎麼寫？他可能會畫一粒米，畫

一朵蘭花，又畫一隻鵝，一片艾葉，一塊泥土。不明就裡

的人自然不知所云，但是從音上讀我們就可以知道，原來

信的內容是「米蘭我愛你」。當然，他也可能畫一把戈代

表「我」。為甚麼甲骨文的「我」是戈之形，就是因為粵

語和閩南語中「戈」、「我」同音。「戈」是「我」的圖

畫表音而已。這樣的信寫多了，青年可能會覺得畫畫太麻

煩，就將畫不斷簡化成圖案，時間久了，圖案就慢慢固定

下來，這樣就形成了文字。所以，文字記錄的其實是語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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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語義是通過語音實現的。

　　任何地方，包括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在內，只要

有文字，它最初一定是象形圖案，而且是表音的象形圖

案，哪怕是南極洲，如果發現了遠古文字的話，它也一定

是表音的象形圖案。這是人類文字發展的規律。

　　由於圖案符號最初都是表音的，後來圖案不斷簡化，

如果一直按此模式發展下去，就會線性化形成拼音文字，

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如此，西方文字在這條路上走得更

遠、更徹底，最終創造出一種擺脫了線條，擺脫了形和音

的語言，這就是計算機語言，所以計算機首先出現於西方

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中國文字就不同，它在最初擬音圖畫

的基礎上，最後走上了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

假借「六書」的道路，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字。

東、西文字從此分道揚鑣。縱然如此，無論西方的拼音文

字也好、中國的文字也好，最終還是要通過音表現出來。

離開了音的人類文字（不是計算機符號）是不存在的。也就

是說，文字記錄的其實是語音，只有通過語音，我們才能

得到語義。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實際生活中看到。譬如一個

不識字的人看家書，他橫看竪看都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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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讀給他聽，他馬上就明白了信的內容。再如抗戰電影

中，有的首長不識字，首長說一句「念」，下面的人就念

給他聽，首長馬上明白了文件的內容，並據此發號施令。

由此可見，文字記錄的並不是義，而是音，義是通過音來

實現的。

　　只有到了電子時代，語言才可以脫離形和音。但這是

機器的語言，是機器的符號，不是人類的文字符號。人類

的信息，最終是要通過音來表達的。除非人類發展到了思

維傳感，人類才可以徹底不依賴語音。

圖一：信息傳遞過程和歷史

信息傳遞過成和歷史

人類   媒介  人類

意  語音  意

意  圖畫  意

意      圖案符號  意

意  文字  意

機器  意   電子符號       意  機器

意   電子語音  意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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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語言，無論拼音文字還是象形文字，一定得通

過音，才能得到義。音和義的關係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

生活過程中約定俗成的。一定的音就代表一定的義，音是

義的載體。義（意）是通過音來實現的！圖畫書（圖書）出

現以後（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圖畫），圖畫實際充當了錄音

機的功能，圖畫表現的是音，由音而生義，所以理解上古

圖畫書一定要從音上理解。

　　一個淺顯的例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古埃及的

象形文字至少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形成，近幾百年以

來，歐洲學者一直在設法破譯埃及紀念碑銘文上的象形文

字，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直到 1822 年，一個叫吉恩 ‧

弗朗索瓦 ‧ 商博良的青年就是從埃及象形文字的圖案所

代表的發音開始破譯古埃及帝王名字，最終取得突破，成

為古埃及語言學之父。圖二：破譯的挨及文

Ra-me-ses
Rameses

：R(a)

：m(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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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經》的文字，大量的是對圖畫的描述，表明《山

海經》之前就是一部圖畫書。所以，理解《山海經》的圖

案，絕對不能從圖形上理解，而要從該圖形代表的音上來

理解。

　　音對於理解古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哪怕是文字已

經成熟了的先秦古籍，如果不瞭解字音，要理解字義是不

可能的。

　　例如，中國古籍中很多字，我們都認識，但是我們不

知道它的意義。為甚麼？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確切讀

音。舉個例子，《左傳 ‧ 宣公三年》說：「昔夏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

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這一句最後

的「用」、「協」和「休」是甚麼意思？

　　「因、和、佑」啊！

　　為甚麼是因、和、佑的意思？

　　那是因為古時它們是同音字，而且是中國南方的語

音，在粵語中，「用」與「因」、「協」與「和」、「休」

與「右」均同音，屬同音通假。再舉個例子：「天命玄鳥，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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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生商。」此句中的玄鳥是甚麼意思？玄鳥就是一種鳥

嘛。錯了。「玄鳥」是「殷人」之音，而且是中國南方的

語言。在粵語中，「玄」、「殷」同音。而「鳥」、「人」

在上古也是同音字。

　　由此可知，望文是不能生義的，要望音生義。

　　理解上古圖畫書《山海經》更應從音上理解。如《西

次三經》：「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

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這段文字是前人

對原圖畫書的文字描摩，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經過文字編譯

後的結果。圖畫畫的是一個黃袋子，紅得像丹火，渾敦沒

有面目，還好像在唱歌跳舞。經文說這是帝江。帝江明明

是個人，怎麼是個沒有面目的、會唱歌跳舞的黃袋子，而

且還有六隻足、四隻翼？

　　其實。黃袋的上古讀音是 hondai，hondai 是甚麼？

就是黃帝 *。「赤如丹火」是甚麼意思？赤如丹火四字的

粵語讀音就是「軒轅帝黃」。為甚麼叫帝黃不叫黃帝？因

為堯帝、舜帝一樣可以叫作帝堯、帝舜，黃帝與帝黃無足

於異。六足四翼是甚麼？六足，鹿祖、六祖之音也；四翼，

粵語即散宜也。據《蒙古秘史》，鹿祖是蒙古人的祖族。

*（ 黃 字 上 古 讀

hong，如《山海經》

中的熊山就是現在的

黃 山； 上 古 帝 字 讀

dai，如粵語中的帝

就讀 dai，《山海經》

中的帝囷山就是現在

的點蒼山。點和帝同

音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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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彝族源流》，六祖又是彝人的祖宗。而雲南人的祖宗

也是六詔。六足、鹿祖、嫘祖、六詔、鹿蜀實際上是同一

人，同音互譯而已。所以六祖實際上是中國人的祖宗。散

宜就是中國史籍中的散宜氏 ( 即「塞人」之南方讀音）。

而且，黃囊、渾敦二者的上古讀音也是一樣的，所指實為

一。渾敦無面目是甚麼意思，無面目是編譯者對渾敦的解

釋；渾敦，古音就是「黃帝」（hondai) 或「黃囊」，後來

音變為「葷粥」，再後又音變為「匈奴」。事實上，「崑

崙」、「霍臘」、「賀蘭」都來源於「黃囊」（黃帝）。

這一點要記住，這在後文的解讀中還會用到。這段經文的

整個意思是說：「那裡有神，外貌像個黃袋子，紅得像丹

火，他是鹿祖、塞人、葷粥一族，是司彘國的江巫，其實

他是帝江（即帝鴻）。」黃袋子，紅得像丹火，是對黃帝二

字的圖畫表音，六足、四翼也是圖畫表音。如此理解，《山

海經》就好懂多了。

　　諸如此類，《山海經》中數不勝數。「以圖表音，以

音釋義」這是《山海經》最重要的特點，不明白這一點，

就不可能讀懂《山海經》。

　　前人理解不到這一點，編譯《山海經》者沒有完全看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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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屈原沒有看懂，史遷沒有看懂，後來的編校者如劉

向、郭璞等也沒有看懂。後來之後來者更是當作小說，甚

至當作巫書。

　　現在雖然肯定了《五藏山經》，但也是一種模糊的肯

定；至於《海經》部分，也還是當作神話看待。可以說，

現代人也沒有看懂。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編譯和編校的區

別。編譯是前賢將原圖畫書的圖案譯成文字形成《山海

經》的過程，編校只是對《山海經》字句篇章的整理和校

核，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最初的圖畫書，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的變遷、文字

的變革、記憶的錯位、政治的影響、史籍的損毀、山川的

變遷、天文的變化等等因素的影響，信息在後來的傳遞過

程中失真了。

　　因為失真，後人不理解而臆測之；後人之後人更不能

理解，復穿鑿附會之，致使本來真實的事情愈傳愈離離

奇，愈傳愈怪異，最終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些光怪陸

離的怪人怪獸等等不可思議的事情。

　　其實，神話就是歷史的化石，敲掉它的外殼，就是真

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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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記載的地理之遼廓、歷史之久遠，超出了當今

任何人的想像！

　　事實上，《山海經》反映的地理年代早得無法想像！

《山海經》的價值要多大就有多大。不要說《山海經》中

的上古帝王陵墓所在地；不要說那無數的金、銀、銅、鐵、

錫礦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名字的礦產；也不要說《山海

經》反映的上古神秘文明；單是那積石山，山下有石門，

「萬物無不有也」的敘述就足以讓人目瞪口呆；還有「禹

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的崑崙墟，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無數的物質的、精神的寶藏，幾千年、上萬年

的文化積澱，盡在《山海經》中。《山海經》是破解上古

文化的鑰匙！

　　這些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山海經》還隱藏了一個

地球的最大秘密！這個秘密對於破解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

明的歷史和演變、對於考察我們當前地球面臨的極端氣候

和地球環境的演變，對於研究地球的極移和板塊運動和地

球物理學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現在，即將破解《山海經》這萬古之謎，在後面，將

解析亞洲神秘的人文景觀、指明雪藏的山海寶藏、還原震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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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的上古歷史、闡述滄海桑田的山海巨變，探索不可思議

的地球運動，等等等等。

　　《山海經》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地球地理的認識，而且

顛覆了我們對夏、商二代的歷史的認識！也顛覆了我們對

中華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認識！

　　為甚麼？

　　因為上古炎帝至大禹時期，中國古史中的帝王實際上

統治了整個亞洲和北非。古埃及第一王朝實際上是炎帝孫

族節 建立的王朝！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實際上是三苗

文明！《山海經》稱之為「壽麻」。

　　壽麻、三苗、蘇美爾實際上是一族，為音譯的結果。

所謂的兩河流域「阿卡德」實際上是「夏開帝」的粵語音

譯，夏開帝國統治了整個亞洲和埃及，而且中國的帝堯事

實上是埃及人！驚人的發現遠不止此。現在只略略提及，

具體內容後文詳述。

　　就目前考古來看，中國考古發現的三星堆文明其實被

誤讀了！

　　三星堆文明其實是炎黃時的文明，炎帝文明遠在公元

前 3100 年以前。青銅神樹實際上是《山海經》中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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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它代表的是炎帝節 ！而且三星堆那個方腦袋的

青銅人像它實際上是炎帝術器！這些在《山海經》中都有

明確記載，只是後人沒有看懂而已。

　　江西在上古並非蠻荒之地，在顓頊帝時，那裡是少昊

之國！為顓頊帝帝都所在，江西之名就來源於「顓頊」的

上古音譯。

　　非但如此，中國古史中的夏朝不僅存在，而且是一個

龐大的空前絕後的帝國！

　　夏朝之夏事實上不讀 xia，而讀粵語的 ha! 夏后開也

應讀 hahauhoi，夏王朝實際上是夏后氏建立的王朝。

　　夏后王朝實際上就是《埃及王表》上的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阿哈王朝！阿哈王朝的都城不在埃及，而在中國

的雲貴川一帶，而且很可能就在川西。

　　當時的雲貴川是世界的中心，是為中國古史中的炎

帝帝都中心區域所在！夏后王朝即阿哈王朝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就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當時覆蓋了整個亞洲和

北非。

　　所謂「太康失國」實際上是炎帝阿哈族（夏后氏）的伯

陵因耽於女色而失國。夏后氏的伯陵也就是兩河流域泥板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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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發現的大名鼎鼎的恩美巴拉格西。恩美巴拉格西，源於

西方人對兩河流域楔形泥板文字的音譯，它實際上是「高

密伯陵高辛」的粵語音譯。

　　公元前 2800 年以前的上古，並不是教科書上說的

所謂的原始社會，那時人民很富足，是一個肉慾橫流的世

界，當時社會風氣相當淫亂。

　　炎帝之孫伯陵與黃帝族的韓流，為了一個女人嫦娥引

發了上古世界大戰，炎帝系伯陵最終喪失了帝位。這段歷

史就是中國《五子之歌》的由來，是為印度《摩訶婆羅

多》記載的主要歷史，是為西方《聖經》中的五王與四王

之戰！《摩訶婆羅多》與《聖經》主要事實是存在的，這

段歷史在《山海經》中均有記載。

　　中國古史所謂夏代的「少康中興」，少康其實是少皞

的音譯，即帝嚳，也是夏后氏一族！帝嚳復興了夏王朝，

統一了亞洲和北非，是為兩河流域發現的阿卡德帝國的薩

爾貢！「阿卡德」實為「夏開帝」的音譯；薩爾貢、少皞、

少康，實為一，也是音譯之故。公元前 2371 年，少康

薩爾貢（帝嚳）光復夏后（或阿卡）帝國。西方考古學家和

歷史學家據楔形文字泥板書，將少皞音譯成了薩爾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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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開帝國譯成了阿卡德帝國。阿卡德帝國遠非西方歷史學

家和考古學家所認識的限於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他們

摸到的只是夏后帝國的一條腿！帝嚳的阿卡德帝國實際上

覆蓋了亞洲和埃及！

　　阿卡德帝國（夏后帝國）實行的是分封制，帝嚳分封八

子鎮守亞洲和北非八方，其中伯虎分封在貴州一帶，是為

《山海經》的柏服國；仲熊分封在中國南方江西一帶，是

為《山海經》的張宏國，張宏國是為「中國」名稱之源，

是為中國古史中的夏代的中康；季狸分封在今伊朗、巴基

斯坦和印度，是為《山海經》的季釐之國。實際上季釐是

乘釐之字誤。

　　因仲熊（粵語即張宏）是阿卡德帝國即帝嚳的封國，故

又稱夏后（阿卡），夏后（阿卡）快讀即夏，這就是中國的

夏代之源。仲熊、張宏、斟尋，實為一。所以中國夏代之

都城，依照張宏國的歷史，夏代都城就在江西！依柏服國

歷史，夏之都城就在貴州或湘西！依照阿卡德帝國的歷

史，夏代的都城就在川西或橫斷山脈。

　　公元前 2292 年，帝嚳之孫、瑪尼什吐蘇之子 ---- 位

於亞述的唐堯族被分封到埃及，在《山海經》中稱長右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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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長右族年僅 9 歲的唐堯繼承埃及王位。此時的帝嚳

後人，被分封於今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沙爾沙利乘釐

繼承了阿卡德帝國帝位，但此時阿卡德帝國已四分五裂，

乘釐帝不被承認。「誰是王？誰不是王？」諸侯各自稱

帝，世界大亂。

　　沙爾沙利實為《山海經》中狌狌、雙雙、猩猩、三桑

之譯音，也就是商湯之祖族。乘釐帝實際就是中國古史中

的舜帝！中國古史所謂的「堯舜禹」實際上是「亞述爾」

一詞的粵語音譯。

　　公元前 2250 年，祖籍亞述、被分封於埃及的唐堯

統一了亞洲和北非，正式取得阿卡德帝國（夏后帝國）帝位。

公元前 2231 年前後，西亞和兩河流域洪災肆虐，帝堯

率領埃及和亞述軍隊從埃及遷徙中國，驅逐鯀族、共工

族、三苗族、驩兜族，誣之為「四凶」，唐堯是為中國古

史中的帝堯，帝堯姓伊祁，名放勳。

　　伊祁放勳實際就是 Egyptian，它的意思就是埃及人。

帝堯繼承埃及王位共 98 年，取得夏后帝國帝位時間共

56 年，是為阿卡德帝國的納拉姆辛。

　　納拉姆辛（唐堯）之後，即公元前 2194 年，位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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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沙爾沙利乘釐取得阿卡德帝國帝位，是為中國古史

中的帝舜，也就是印度教的帝釋天。乘釐、舜帝、帝釋，

也是同音互譯的結果。帝舜在位 50 年，統一了亞洲，至

公元前 2144 年駕崩。

　　帝舜之後混亂了 17 年，至公元前 2127 年，夏后氏

的彝人大禹取得帝位，並光復亞洲和北非。大禹於公元前

2082 年逝世，在位 45 年。大禹之後傳位伯益（白彝），

貴州的伯益在位 13 年。

　　公元前 2072 年，伯益取得大禹帝位，夏后啟逃亡

到川西，成為巴人，並開始積蓄力量，結盟西亞其它國

家，公元前 2070 年，夏后啟逃亡 13 年後，發動了征伐

伯益的俱盧之野大戰，主戰場在貴州、湖南一帶。

　　當時伯益也有盟國，雙方大戰，戰爭席捲亞洲，最後

夏后啟取得勝利。這場戰爭《山海經》中稱之為「巴蛇食

象」。象，就是伯益的都城，也就是湖南「湘」的音譯詞。

公元前 2069 年夏后啟光復夏朝稱帝，是為中國古史中

的夏朝。

　　俱盧之野大戰後，世界元氣大傷。文明大步倒退。

　　此後夏后啟出兵西亞，光復了亞洲。但帝國不久分崩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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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析。此後夜郎王朝閉關鎖國，封閉了 471 年，直到公

元前 1598 年殷人入侵時為止，夜郎建立的夏后氏王朝

正式終結。此夜郎族一直綿延了二千多年，到西漢時消

失。

　　夏后帝國從阿哈王朝算起，歷時 1400 多年，甚至

更久；從帝嚳（薩爾貢）阿卡德帝國中興算起歷時 773 年；

從公元前 2069 年的夏后啟（夏后照）建立夏后氏的夜郎

王朝算起就是 471 年。所以乾隆版《史記》說夏代共傳

773 年並非空穴來風。

　　中國古史中的夏朝，實際上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歷

史時期。廣義的夏朝指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阿哈王朝，

那時的阿哈王朝實際已統治到埃及一帶。而阿卡德帝國也

統一了亞洲和埃及。狹義的夏朝則是發源於貴州的公元前

2069 年的夜郎王朝。夜郎王朝絕對不是後人想像中的

「夜郎自大」，公元前 2069 年夏后啟建立的夜郎王朝

勢力曾經達到西亞！

　　這就是從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到公元前 1598 年的

主要歷史脈絡。中國古籍中的中國上古史，特別是秦火以

後歷史記載大多源於民間傳說，錯誤非常之多。《大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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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和《史記》記錄的夏代歷史實際上是從炎帝以來的歷

史！

　　非但如此，商代九鼎和周代的九鼎實際上不是真正的

大禹九鼎！它們是假冒仿造的。

　　瞠目結舌？不屑一顧？

　　一切在意料之中。

　　下面，我們一起來解密《山海經》！

神秘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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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九鼎在哪裡？

　　談到《山海經》就不能不談到大禹九鼎。

　　據《左傳 ‧ 宣公三年》說，從前夏氏稱帝，遠處方

國圖畫萬物，九州之牧貢金無數，夏禹鑄鼎，銘刻萬物，

物物皆備，使人民識別神、奸。

　　《左傳》這段話實際點明瞭大禹是如何繪成《山海

圖》，如何著成《山海經》的。《山海圖》並非如人們所

說的是大禹派出調查隊，調查全國山川物產，據以編成

《山海圖》和《山海經》。

　　《左傳》說《山海圖》實際上是大禹根據九州之牧進

獻的圖書（圖畫書）加工整理出來的。九鼎之金，是九州之

牧交納的貢奉。為甚麼是九牧？九牧就是大禹分封九州的

九個統治者，如東漢末年的劉備就曾作過豫州牧。

　　九牧就是九巫。巫，本讀粵語的 mou，後來音譯為

「牧」。後人理解為牧豬、牧羊、牧牛意義上的牧，那是

後人的誤解！對「牧」字的二種不同理解，體現的是兩種

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釋為「巫」，體現的是宗教立國，釋

為「放牧」之「牧」，體現的是奴隸立國。

　　「九牧貢金」說的就是大禹分封的九個諸侯進獻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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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其中就有圖、書。

　　在古時，一個方國如果向另一個國家進獻本國地圖，

那就意味著絕對的臣服！秦末劉邦入三秦時，其他大臣忙

於爭金奪銀，而謀臣蕭何獨獨只對圖籍感興趣？

　　三國時的張松投降劉備時，見面禮就是巴蜀地圖。地

圖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大禹之時，九巫即九州之牧貢獻地圖，可見大禹實際

上是九州的統治者。而大禹的《山海圖》是覆蓋了整個亞

洲、北非東部和美洲阿拉斯加。由此可見，大禹當時是威

震世界的。

　　回憶一下我們熟悉的歷史。周代直到現在，有誰能做

到這一點？成吉思汗在他面前也要甘拜下風。而這一切，

竟然發生在 4100 多年前！而且是我們所謂的原始社會

時期！我們對上古歷史的誤解要多深就有多深！

　　大禹九鼎鑄成後，敬於宗廟，外人莫能一睹真容。九

鼎從此成為政權的象徵，也成為天下爭奪的對象。

　　為甚麼要爭奪九鼎，九鼎無非是九尊青銅，即使是九

尊黃金，其價值也是有限的，天下英雄為甚麼要爭奪它？

其實他們爭奪的並不是那作為青銅的九鼎，而是九鼎上面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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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地形圖和世界物產。它們的價值比青銅價值更大。

　　九鼎上面的亞洲地形圖、交通線、礦產指南、和沙漠

水資源圖、動植物分布圖是當時彌足珍貴的百科全書，有

了它，就有了問鼎天下的基礎！

　　然而，九鼎卻莫名其妙地失傳了。

　　據中國史冊記載，大禹九鼎先後傳夏、商、週三代，

至秦末失傳。司馬遷在《史記 ‧ 周本紀》中說：「周君

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

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

祀。」

　　意思是說周赧王駕崩後，周朝百姓就向東逃亡。秦國

獲取了周朝九鼎重寶，將西周公趕到單狐。七年後，秦莊

襄王滅了東周。東周和西周就都被秦國兼併，周社祭祀無

人，就此滅亡 *。「秦取九鼎寶器」，這句話點明瞭西周

滅亡後，九鼎到了秦國。

　　又據《史記 ‧ 秦本紀第五》載：「五十一年，……

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

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

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史記》

*（題外話：此處之

單狐就是《山海經

‧ 東次四經》之單

狐之山，也就是現

在韓國首府釜山 ----

韓國人是西周君的

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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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記載的是東周滅亡後九鼎到了秦國。

　　《史記 ‧ 周本紀》與《秦本紀》是相呼應的。都說

周朝滅亡後，周鼎到了秦國。

　　然而，這裡有二個疑問，一是周朝的九鼎是安放在洛

邑的，而洛邑當時是東周公所在地，秦國滅掉的是西周

公，怎麼就獲得了東周公的九鼎。

　　二是秦與洛邑相隔 350 公里左右，中間又有秦嶺餘

脈阻擋，周初滅商時，周朝不能將九鼎運到豐鎬，秦國又

怎麼能將龐大而笨重的九鼎越過秦嶺餘脈運到秦國？

　　關於周鼎在洛邑，事見《左傳 ‧ 臧哀伯諫納郜鼎》：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又見《史記 ‧ 周本紀第

四》：「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

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另外周滅商遷九鼎時，

九鼎曾經公開展出過。事見《史記 ‧ 周本紀第四》，《史

記》記載得很詳細：「（武王）到紂死之處，親自射擊他

的屍體，連發三箭然後下車，以輕劍刺其屍體，用黃鉞砍

下紂王之頭，掛在大白旗上。然後到紂王寵愛的二妃之

宮，二女已經自縊。武王又連射三箭，用劍刺，用黑鉞砍

下二妃之頭，掛在小白旗上。武王作罷回到軍營。次日，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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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路面、社壇及紂王宮殿。又封紂王之子祿父於商之舊

地。武王認為商朝初定，就讓弟弟管叔鮮、蔡叔度『幫助』

祿父治理商代遺民。此後又命召公從囚犯中釋放箕子，命

畢公釋放關押的老百姓，表彰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把鹿台

之財和鉅橋之栗分給百姓，賑濟貧民。命南宮括、史佚公

開展出九鼎寶玉！」這三則史料，明確指出了周滅商後，

遷商九鼎於洛邑。

　　可見周鼎確是商紂九鼎，並且就存放在東周的洛邑。

既然秦國滅掉的是西周，那就不可能得到當時得到遠在

350 公里的東周的九鼎。

（順便說一下，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破西周鎬京時，更不可能掠走

了九鼎。因為九鼎本來就和犬戎族密切相關，或者說就是犬戎族的。關

於這一點後文解讀。）

　　或許有人會說，有無可能周代營建洛邑後，周鼎後來

又被遷到了豐鎬呢？

　　其實這同樣不可能。要知道，周鼎存放洛邑是由於九

鼎太過龐大笨重，不能運到豐鎬才營造新都放置九鼎的。

洛邑與豐鎬之間遠隔 350 多公里，中間是山脈阻擋，周

人以前不能將九鼎運到豐鎬去，以後一樣不能！所以西周

原 文： 至 紂 死 所。

武 王 自 射 之， 三 發

而 後 下 車， 以 輕 劍

擊 之， 以 黃 鉞 斬 紂

頭，縣大白之旗。已

而至紂之嬖妾二女，

二女皆經自殺。武王

又射三發，擊以劍，

斬以玄鉞，縣其頭小

白之旗。武王已，乃

出，復軍。其明日，

除 道， 脩 社 及 商 紂

宮。封商紂子祿父殷

之余民。武王為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

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已而命召公釋

箕子之囚。命畢公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

閭。命南宮括散鹿台

之財，發鉅橋之粟，

以振貧弱萌隸。命南

宮括、史佚展九鼎保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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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逃亡前，真正的周鼎應該一直在洛邑。

　　況且，九鼎不是小傢伙，想拿就拿，想走就走的。九

鼎每一鼎至少在 10 萬斤左右，九鼎就是九十萬斤！雖然

史冊沒有明確記載九鼎之重，但後來秦始皇時有十二銅人

可資參考。

　　《正義漢書五行志》說：「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

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

鑄而象之。」這是秦始皇時，甘肅臨洮發掘出十二尊巨像

的歷史記載！巨像長五丈，足履六尺是甚麼概念！

　　可惜這則信息一直不為後人重視。秦始皇集全國之銅

鑄造金人十二，《史記 ‧ 秦始皇本紀》說：「「收天下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

宮中。」《三輔舊事》一書也載「銅人十二，各重三十四

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

　　此金人之重量可作九鼎之參考，禹集九牧之金而鑄九

鼎，每尊鼎的重量絕不比金人輕！為甚麼？因為據《山海

經》，大禹統一了亞州和北非！其疆域比秦朝不知大多

少，九牧之金絕對比秦始皇的多得多。另據史料記載，當

初周滅商時，為搬運九鼎，動用了相當兵力，事見《戰國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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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卷一》：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

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台之下，

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

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王曰：『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

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

耳，可懷挾提摯以齊至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

然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

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

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

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

齊王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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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史料記載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秦國出兵西周，索

要九鼎，西周公慌了手足，大臣顏率就出了個主意，請齊

國出兵相救，許以九鼎酬謝。齊王就出兵解了西周的圍。

　　事後齊王索要九鼎。西周公又慌了，這時顏率又出了

個主意，他親自出使齊國，說九鼎太重太大，不好搬運，

請你老人家指示一條捷徑，以便於搬運九鼎。齊王實在是

找不到搬運的路，只好作罷。

　　在這裡，顏率說周滅商時，為搬運九鼎動用了八十一

萬人馬，雖然是誇張，但至少說明瞭九鼎是個大傢伙！搬

運非常不容易！周滅商紂時，動用相當人力物力，才將九

鼎從奄（現在的河南偃師）遷到洛邑（今洛陽），那可都是平

原地帶，不需要翻山越嶺的，可搬運了不到 35 公里就再

也搬不動了，不得不就地營建洛邑專門安放九鼎！

　　既然周朝不能將九鼎運到豐鎬，秦國又能夠運到那裡

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綜上分析，可以認為秦滅西周公時得到的九鼎應該是

仿造的，而且塊頭小了很多。

　　司馬遷沒能看出這點，他也不知道九鼎到底在哪裡，

在《史記 ‧ 秦始皇本紀》中，他又記載：「始皇還，過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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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

得。」司馬遷的記載是矛盾的，可見他也莫衷一是。

　　從《秦始皇本紀》可知，秦始皇肯定也發現了他的周

鼎是假的，或許有人提供了信息：周鼎沈沒在泗水里了。

所以才有秦始皇派一千餘人在泗水打撈周鼎的舉動。

　　這次打撈一樣是徒勞的。泗水遠在山東，距洛邑相距

400 公里左右，以周初國力之強尚不能遠距離搬運九鼎，

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末期，亡國之君東周君又如何能在逃亡

路上將至少九十萬斤重的九鼎搬運到 800 里之遙的泗水

呢？

　　再者，搬運九鼎是件非常浩大的工程，東周君逃亡時

搬運九鼎能神不知鬼不覺，不給後人留下一點線索。這可

能嗎？由此看來，周之九鼎其實也不可能被運到山東泗水

一帶！

　　那麼，唯一的結論是：週九鼎仍在洛邑！

　　問題又來了，為甚麼周朝滅亡後秦國未能在洛邑發現

九鼎？

　　很可能被東周君就地處理了！至於怎麼處理的，不知

道。或許是就地掩埋，或許是投入了洛河或澗河中。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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澗水的可能性大。據《史記 ‧ 楚世家第十》載 :「昔成王

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由此可知郟鄏為成王

定鼎之地，其地就在今洛陽市內，中有郟水，即今洛陽之

澗水。

　　澗水應為郟水之音譯。而且澗與泗字形近，真相可能

是九鼎沒於澗水，後人傳抄過程中誤為泗水。或許是東周

公預料周朝必將滅亡，為不讓九鼎落入敵手，於是決定就

地處理，但無論是就地掩埋還是焚毀，都是項大工程，掩

埋要挖土方，還要搬運，費時費力。

　　焚毀也不容易，要融化這至少九十萬斤的大家伙，得

多少燃料？得多高的溫度？融化後的青銅塊也是件巨無

霸，秦國人不可能發現不了這些痕跡，而這些在史書上竟

然沒一點記錄。可能嗎？相比較而言，就地推入澗水，倒

不失為一個最簡單便捷的方法。因此，周鼎淪於澗水，　

　這是最可能的答案。即便是東周公將九鼎推入澗水，也

要一支龐大的隊伍，要完全保密，是絕不可能的。後人將

九鼎淪於澗水記錄在案，可那時沒有印刷術，全靠手工抄

寫，抄來抄去，澗水就誤抄為泗水。這或許就是司馬遷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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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言秦始皇求鼎於泗水信息的由來。

　　分析至此，周鼎在哪裡或許有了答案。真相如何，有

待考古發掘。

　　如果周鼎真的沈沒於澗水，是否就能確定此九鼎就是

大禹之九鼎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知道，周鼎是商鼎，這是確鑿無疑的。史有明

載，且周滅商，遷九鼎到洛陽時，曾公開展出商九鼎。

　　那麼商九鼎就是大禹九鼎嗎？

　　絕對不是。

　　為甚麼？

　　我們知道，「禹居陽城」（《古本竹書紀年》）。大禹曾

和益共同治理洪水，大禹之後，「傳」位於益。「后」是

夏代帝王的稱呼。益當了帝王，自然稱后益，

　　但禹的兒子啟不認帳，不稱益為「后」而稱其為

「伯」。「伯」非「公、侯、伯、子、男」之「伯」，這

五個爵位是西周才有的事。「伯」為五官之長。《禮記》：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可見「伯」為當時的職位名

稱，為五官之長，相當於後來的相。大禹死後，傳位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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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后益」。所以益、伯益實際上是同一人。

　　按《史記 ‧ 夏本紀》的說法，大禹死後，將天下托

付給益，啟守喪三年後，益又將帝位禪讓給啟，自已僻居

箕山之陽。「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

而辟居箕山之陽。」

　　但《古本竹書紀年》卻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說法：

「益干啟位，啟殺之。」

　　說益干涉啟即位稱帝，啟殺了他。

　　到底啟是怎樣獲得天下的，益和啟之間的關係怎麼

樣，這一點留到以後再說。我們現在關心的是陽城在哪

裡。

　　從上可知，自禹之後，定都陽城的有二個帝王，這就

是大禹、益。《古本竹書紀年》說「益干啟位」，可見啟

在益稱帝後自已也稱帝，他的都城當然不在益所在的陽

城。

　　天無二日，國無二帝，啟稱帝自然引起后益的不滿，

於是「益干啟位」，啟就殺了益。司馬遷的記載和《竹書

紀年》的記載有矛盾。《史記 ‧ 夏本紀》說：禹子啟賢，

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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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

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到底哪一個符合史實呢？中國史籍中沒有答案。

但《尚書 ‧ 夏書 ‧ 五子之歌》和《史記》「五子之歌」

提供了一條線索。據《尚書》及《史記》「五子之歌」記

載，夏后啟死了以後，他兒子太康即位，帝太康丟了國家，

兄弟五人，游於洛汭，寫下了《五子之歌》。「夏后帝啟

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

五子之歌。」

　　《史記》及《尚書》的記載有點莫名其妙。太康怎麼

丟了國家？失國這樣的大事竟然一筆帶過！？太康兄弟五

人為甚麼又滯留洛汭？《五子之歌》又是一首甚麼歌值得

筆之於史？

　　其實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大禹後族。他們各自立國，

最後卻丟了國家，兄弟五人與母親被迫流亡阿富汗十二

年，在流亡過程中創作了《五子之歌》以示警。《五子之

歌》實則為亡國之歌！

　　逃亡十二年後，第十三年，兄弟五人開始復國，與伯

益後族展開了一場大戰！雙方的盟國有九個之多，大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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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雙方最後幾乎同歸於盡，只剩下 10 個人生還，剩

下的只有老弱病殘與婦女！歷史一下子被打到了所謂的母

系氏族社會！最後夏后啟在一片廢墟中復國了！

　　這段慘痛的歷史，祖先不願意提及，司馬遷也不知道

真相。時間抹平了一切，歷史幾乎被後人徹底遺忘！

　　所幸有印度的《摩訶婆羅多》記錄下了這段歷史！

　　《摩訶婆羅多》記錄的是一個五兄弟與老母流亡十二

年，最後復國的故事。

　　主要內容與《五子之歌》驚人地一致！但《摩訶婆羅

多》更詳細！

　　在《摩訶婆羅多》中，奇武王死後，兒子堅戰尚小，

族弟持國把持朝政，稱為持國王。而持國王是一個瞎子，

般度族的堅戰長大後，俱盧族的持國王不願還政堅戰，而

想讓自已的兒子難敵繼承王位。堅戰有大批支持者，建立

了自已的國家，並舉行了馬祭稱帝。後在與持國王的兒子

難敵的賭博遊戲中，堅戰輸掉了自已的國家，連老婆也差

點輸掉了。按照賭規，兄弟五人及老母被迫流亡十二年。

在流亡過程中，難敵幾次設計陷害堅戰，火燒紫膠宮，堅

戰得到情報，從地道中逃走了；在流亡過程中，兄弟暗中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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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蓄力量，終於在第十三年與難敵展開俱盧之野大戰，雙

方參戰兵力達 180 萬，最後只剩下十個人生還，幾乎同

歸於盡。滿目瘡痍中，堅戰最後稱帝，此後五兄弟心灰意

冷，在傳位給弟弟阿周那的兒子繼絕後，五兄弟遁世，出

走大雪山，最後死於途中。

　　這個故事與夏后啟和益，以及太康兄弟的故事驚人地

一致！

　　這說明夏后啟、后益的《五子之歌》所反映的歷史與

古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的主要情節所指是同一件事！

《五子之歌》是《摩訶婆羅多》主要情節的簡化版！《摩

訶婆羅多》反映的也是上古歷史。只不過《摩訶婆羅多》

將公元前 31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以來的全部歷史揉

合到了一代人 ----- 堅戰的身上。這就是《五子之歌》與《摩

訶婆羅多》的最大區別。

　　同時據《摩訶婆羅多》記載，堅戰在位三十六年，後

傳位於繼絕。而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是：「益干啟

位，啟殺之。……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古本

竹書紀年》或許將司馬遷所說的「居喪三年」也算在內，

減掉這三年，正好是《摩訶婆羅多》中記載的堅戰在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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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6 年。所以《摩訶婆羅多》中的堅戰主要地近似於中

國古史中的夏后啟事跡。

　　《摩訶婆羅多》記載的堅戰五兄弟揉合了中國史冊記

載的帝舜、大禹、夏后啟及太康兄弟的事跡，它是一個復

合體。我們不應將堅戰框定為舜帝、大禹、夏后啟或太康

中的任何一個，雖然事跡以夏后啟為主，但反映的其實是

一個整體，即般度族。而持國、難敵則是俱盧族。掌握了

這二點就行了。

　　般度族在哪？般度族即 BOD。其實這二者就是巴蜀

的音譯。蜀在上古與「竹」同音。在南方有的方言中，蜀、

竹、度是同音字。般、巴同音。所以般度族就是後世的巴

蜀。同時 bod，音同寶敦，寶敦就是現在發掘的寶墩文化

一帶所在地。寶墩，就是般度、BOD、巴蜀的音譯詞。

而持國一族的俱盧族，就是《山海經》中的臷國。俱盧族

的持國也是臷國的音譯詞，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據《山海

圖》和《海經方國》復原圖，俱盧族實際上就是《山海經

‧ 中次十一經》倚帝山的狙 (qū) 如族。據《山海圖》復

原圖，其地在今貴州東南部。

　　根據《摩訶婆羅多》，夏后啟（堅戰、後照）屬般度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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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也就是巴蜀族。所以夏后啟失國應是逃到了四川寶墩

一帶！並在寶墩積蓄力量十二年，最後聯合其它國家與伯

益及其盟國展開了上古世界大戰。最終夏后啟戰勝伯益稱

帝。

　　由此可見，伯益所在的貴州應該就是大禹的都城所

在。俱盧之野大戰後，夏后啟又派兵征服了四方。

　　據《山海經》，夏后啟到達了兩河流域、興都庫什山

脈，在興都庫什山脈的大運山舞九代。由這一點可以肯

定，大禹和夏后啟實際上統治了整個亞洲包括北非！

　　據此分析，大禹的都城要麼在綿陽，要麼在貴陽！

另外據《摩訶婆羅多》記載，持國的都城在象城。象城在

哪？象，湘也。俱盧族的持國為伯益一族，即《山海經

‧ 中次十一經》倚帝山之狙如族。其中心地域也在貴州

東南，與湘接壤。倚帝與益帝（益稱帝，是為益帝），俱盧與

狙如，象與湘，其實都是同音互譯詞。所以《摩訶婆羅多》

中的象城必然在貴州東部和湘西一帶。

　　另外據《山海經 ‧ 海內南經》記載：「巴蛇食象，

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

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此節經文中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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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讀粵語的 ji。證據？《海外南經》明確說了：「南山在

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意思是自南山

以東，那裡的人稱蟲為蛇，卻把蛇叫作魚。也就是說上古

蛇、魚是同音字。現在粵語「蛇」也讀 yi，是可為證。

所以上古蛇、魚、彝其實都是同音字。

　　《海內南經》「其為蛇青、黃、赤、黑」說的是上古

彝人有四支，分別為青彝、黃彝、赤彝、黑彝。黑彝，也

要讀粵語的 haakji，而「夏禹」之粵語恰與此同音。所以，

夏禹實為黑彝，黑彝就是夏禹，夏代之所以「尚黑」，原

因就在於此。據《山海圖》復原圖和《海經》復原圖，黑

彝（黑蛇、夏禹）就在今天的貴州！

　　《海內南經》的「巴蛇食象」，說的就是逃到川西的

夏啟成為巴人吞併了象城（湘），這就是《摩訶婆羅多》

說的「俱盧之野」大戰。俱盧之野就是狙如之野，據《山

海圖》復原圖，其地就在現在的貴州東南和湖南一帶。

　　我們知道，國都和九鼎是在一塊的。夏后啟戰勝伯益

後自然得到了大禹九鼎。此時的夏后啟必然面臨兩個選

擇：要麼遷都，要麼遷鼎。夏后啟是怎麼做的呢？據《博

物志》卷九記載：「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所以，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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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啟肯定是是遷伯益九鼎了。

　　問題是夏后啟能遷多遠？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周滅商時，在平原地帶遷商

鼎時才遷了不到 35 公里。

　　伯益在貴州東南，那可是高原山區。夏后啟又能遷多

遠，所以夏后啟即使是遷鼎，也必然就在倚帝山附近。而

且他很可能像周初那樣，另營新都。

　　這個新都可能就是斟尋。

　　據古本《竹書紀年》：「桀居斟尋。」可見到夏朝末

年，夏桀是居斟尋的。斟尋在哪？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挖

遍了華北，就是不見夏朝蹤影。

　　其實，夏朝起源於中國南方。斟尋，源於帝嚳之子仲

熊所封國。仲熊、斟尋與《山海經》中的張宏、穿胸實為

一國，上古粵語實屬同音互譯詞。

　　據《海外南經》，穿胸在臷國的東面，而臷國在貴州

一帶，所以，仲熊、張宏、斟尋、穿胸其實就在今天的雲

貴以東，即湖南、江西、兩廣一帶，而且夏代的斟尋很可

能在湖南與兩廣之間！

　　這可真是大跌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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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這樣的嗎？

　　為甚麼《穆天子傳》說周穆王：「東游於黃澤，宿於

曲洛。……丙辰，天子南游於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啟之

所居。乃□於啟室，天子筮獵華澤，其卦遇訟……乃宿於

黃竹。天子夢羿射於塗山，祭公佔之，疏□之□。乃宿於

曲山。壬申，天子西升於曲山。□，天子西徵，升九阿，

南宿於丹黃。齋。戊寅，天子西升於陽□，過於靈□井公

博。乃駕鹿以游於山上，為之石主而□實幹。乃次於洹水

之陽。吉日丁亥，天子入於南鄭。」

　　從《穆天子傳》的這段記載來看，夏后啟卻是居於南

鄭附近啊？這怎麼解釋？南鄭在哪？一可能是現在陝西南

鄭，二是可能是四川南充，三可能是四川闐中。其實《穆

天子傳》中的「夏后啟之所居」是夏后啟復國前的「所

居」，不是復國後的國都所在。復國後夏之都城就在斟

尋，即黔東南 -- 湘西 -- 江西一帶。

　　這才是真正的夏朝國都所在！歷史學界和考古界整個

找錯了方向。

　　俱盧之野大戰是夏后啟復國的轉折點，這段歷史發生

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俱盧之野，在《山海經》中就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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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狙 (qū) 如」之野。其地就在《中次十一經》倚帝山

一帶。《中次十一經》載：「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

多金。有獸焉，狀如鼣 (féi) 鼠，白耳白喙，名曰狙 (qū) 如，

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就是益帝（即益）的音譯；這

裡的「白耳」，粵語就是伯益，實為伯益的圖畫表音；狙

(qū) 如也是俱盧的音譯，「見則其國有大兵」，表明瞭這

裡曾經是大戰的地方。這裡就是夏后啟復國的主戰場。

　　據《摩訶婆羅多》記載，有 18 個國家，共 180 萬

兵力參戰，戰爭蔓延到了西亞黑海一帶，雙方使用了很多

神秘的武器，最後同歸於盡。這完全是一場 4000 多年

前的世界大戰！

　　俱盧之野大戰，亞洲幾乎被毀滅，只剩下寡婦和老弱

病殘！幸存下來的人流傳下了這段歷史。在中國，散見於

歷史典籍中，在印度，則被匯編成了《摩訶婆羅多》。

　　這場大戰幾乎將人類打到了石器時代！文明從此倒

退！

　　從《山海經》和《摩訶婆羅多》可知，大禹時文明的

中心並不在中原，「禹居陽城」，陽城要麼是貴陽，要麼

是綿陽，總之在大西南和中國南方！大禹九鼎也應在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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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中國南方找。無論如何，陽城絕對不會在歷史學家所

謂的山西，堪尋也絕不會在山東。

　　真相如何，有待考古發掘。

大禹九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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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破譯《山海圖》，必須掌握以下六把密鑰：

　　一、是一里到底等於現在的多少米？

　　《山海經》中名山大川的記述都以「里」為單位，要

破譯《山海圖》就必須搞清楚一里等於現在的多少米？

　　我們現在的一里等於 500 米。但在上古，一里也等

於 500 米嗎？按《春秋 ‧ 谷梁傳》：「古者，三百步一

里，名曰井田。」就是說，古時以三百步為一里，方圓一

里為九百畝，每一百畝劃分為井字形狀的九塊田，稱之為

井田。從中可以看出，一里等於三百步。然而一步又等於

多少米呢？

　　請看漢儒的《大戴禮記》：「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

今 以 周 尺 六 尺 四 寸 為 步。」 又 說：「 古 者 百 里， 當 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大戴禮記》指出了漢以前是以周尺八尺為一步的。

周時採用的是八進制，如高度一仞等於八尺，一尺等於八

寸；《大戴禮記 ‧ 王言》：舒肘知尋。《小爾雅》：尋，

舒兩肱也。古尺較今尺為短，一尋八尺。長度一尋等於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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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一尺等於 8 寸。一步等於八尺，一尺等於八寸。

　　到了西漢時採用的是十進制。據考古實證，周代的一

尺等於 0‧231 米。這是無疑義的。

　　 據 上 可 知， 周 代 一 步 等 於 0‧231*8=1‧848 米。

周 代 一 里 也 就 是：300*8*0‧231 米 =554‧4 米；

漢 代 一 步 等 於 周 代 的 六 尺 四 寸， 則 漢 時 一 步 等 於

0‧231*6+0‧0231*4 米， 即 等 於 1‧4784 米， 一

里等於 443‧52 米。

　　有的人可能會問，我們現在人的一步充其量能走

0‧5 米吧，古時的人一步怎麼會有 1‧848 米？

　　其實我們現在的一步，古時叫跬，《小爾雅》云：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又《荀子 ‧ 勸學》云：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跬和步是兩個概念。

　　並且這個跬、步只是相對於行走時的步伐而言，是不

用於測距工作的。在實際測量工作中，古人不會笨到一步

一步地用腳步這一概念來測量的。

　　古人在實際測量工作中，採用的是一種叫步弓的測量

工具，步弓兩端的距離就是 1‧848 米，大約為當時人

的一般身高。量一次就叫一步，滿 300 步就叫一里。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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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的長度單位都是以人體的一定比例來度量

的，《說文解字》就指出：「周制，寸、尺、咫、尋、常、

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

　　步，就是身高，這個身高是由國家統一規範了的，周

代為 1‧848 米。

　　那麼《五藏山經》是以一步等於 1‧848 米，一里等

於 554‧4 米計算呢？還是以漢代的一里等於 443‧52

米來計算呢？

　　都不能。

　　事實上《五藏山經》已經給後人留下了破譯密碼，只

是後人沒有留意而已。據《山海經 ‧ 西次三經》：「峚

(mì) 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

飴，食之不飢。……自峚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

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又西北

四百二十里，曰鍾山。」

　　 請 注 意， 此 段 經 文 前 面 說「 自 峚 山 至 於 鍾 山，

四百六十里」，經文「峚 (mì) 山」後面敘述鍾山時又說「又

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可見後面的 420 里和前面

的 460 里是相等的。這一後一前的「里」，尺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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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例關係為：1‧0952 倍 (460/420)。

　　據考古結果，陶寺遺址尺為 0‧25 米（公元前 2500--

公 元 前 1900 年 ）， 商 尺 為 0‧1695 米， 周、 秦 尺 為

0‧231 米，漢尺為 0‧232 至 0‧236 米。

　　在這些尺度中，滿足 1‧0952 倍關係的只有陶寺尺

和周尺。陶寺尺 / 周尺 =0‧25/0‧231=1‧08225 倍。

1‧08225 倍關係與 1‧0952 倍關係大體接近，均為

1‧1 倍。

　　這麼說來，《五藏山經》是周時成文？不是，因為《山

海經》最初本是圖畫書，這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的沒有文

字的連環畫，即古時所謂的圖書。《山海經》經文到處是

對圖畫的描摹，這種「以圖表音、以音釋義」的寫作手法

絕非周代文字大備時的產物。

　　那麼為甚麼《五藏山經》「峚山」至「鍾山」里程的

敘述，其比例大體符合陶寺尺和周尺的比例關係？

　　這最大的可能是周人有補注。也就是說，《五藏山

經》系統成文大體在陶寺時期，即公元前 2500 年至公

元前 1900 年之間。「自峚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

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這一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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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是周人或者是周人的祖族補注的。

　　山西陶寺遺址發現的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之間的古尺，其長度為 25 釐米。如果據此陶寺尺計算，

《山海經》一里正好等於 600 米，比今尺大多了。

　　問題是，我們能以陶寺尺為標準測算《山海經》里程

嗎？

　　完全能！其原因，一是因為帝堯、帝舜和大禹時期，

曾經統一過度量衡，據《尚書》載，（堯帝時）「歲二月，

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後，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可見堯帝時曾統一律度量衡的，上

古之步和里是有統一規範的。

　　二、是從考古發現來看

　　19 世紀 50 年代於山西襄汾縣出土了陶寺遺址，其

考古年代為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之間，中

國歷史傳說中的帝堯至大禹就在此時期內。

　　帝堯、帝舜及大禹曾統一過度量衡，陶寺遺址是否帝

堯都城無關緊要，只要陶寺之尺在堯舜禹度量衡統一規範

之內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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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中國古史記載禹命伯益著《山海經》，這個禹時

期與陶寺遺址歷史年代接近。

　　所以，《山海經》一里等於 600 米是比較靠譜的。

退一步來說，我們以「峚山」一節所隱含的比例關係來

算，周尺的 1‧0952 倍，則《山海經》成文時的尺為

0‧25299 米。一里等於 607‧176 米。

　　需要說明的是，《五藏山經》無論是一里 600 米，

還是一里 607‧176 米，是不會影響《五藏山經》涵蓋

亞洲和北非的事實的。

　　我們以周尺和陶寺遺址發現的尺來計算峚山至鍾山

之 間 的 距 離 如 下：420x607‧18=255015‧6 米（ 陶

寺 尺 ），460x554‧4=255024 米（ 周 尺 ）， 二 者 相 差

8‧4 米，510 多里相差 8‧4 米，較之於方圓幾十里的

名山，其誤差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五藏山經》一里必等於 607‧18 米或 600

米！

　　有了《山海經》，現在又有了古尺，我們就可以丈量

天下了。

　　問題是，在大約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人，他們是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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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量得上古圖書中的尺寸，並予以修正的呢？

　　這個問題，晉代大學者張華在《博物志》中提到的資

料可以解釋。據《博物志》記載：「帝堯在位，聖德光洽。

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

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張華是晉代最博學的學者，

他肯定是看到了常人沒看到的資料。

　　《博物志》的記載表明，帝堯之時，在河、洛一帶發

現玉版，上面銘刻了天、地的形狀，又發現金色璧玉，上

面有文字，記載了天地形成時的情況。

　　天地的形狀是甚麼？就是天官圖和山海圖。天官圖就

是天象圖或星象圖，山海圖就是地圖資料。金璧之瑞，說

白了就是堯以前的遠古歷史資料。

　　這是帝堯發現的堯以前的天文、地理、歷史的珍貴記

錄。與刻畫天地形狀的玉版同時發現的，還有方尺，這就

是堯破解遠古地圖的重要工具！有了地圖歷史資料，又有

方尺，堯破譯遠古地圖也就完全可能。關於這一點，長期

以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所以上古前賢一定也是像堯一樣，有前代的玉版、方

尺，有天地之圖，有的甚至有圖書（不一定僅是地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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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們就能圖畫天下，整理山海了。

　　一是要明白音譯詞、通假字在上古的突出性。為甚麼

會出現這個現象，其原因在前面已經談到，現再補充幾

點。上古音譯詞、通假字之所以突出，一是由於民族遷徙

的頻繁、民族交往音譯的結果。

　　上古民族間的交往比我們想像的要廣泛深刻得多。從

《山海經》來看，民族間的交往貫通了東亞和西亞，戰爭

溝通了印度洋和北冰洋，乃至亞洲和非洲，這完全超出了

現代人的想像，可以說，從周代以來到清末，除了元代，

民族間的交往沒有超過上古的。

　　二是在上古文字不是很豐富的情況下，因表達的需

要，不得不借用同音的字表達不同的意思，因而同音通

假、音譯詞現象非常突出。

　　三是語言本身也有一個變遷的發展過程。同一字詞，

在不同的時代讀音有差別；同一字，同一時代不同的民族

間讀音也有差別，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間也有差別。

　　這是在破譯《山海經》時要值得給予相當重視的。這

些現象，在後文將逐漸展現出來。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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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要嚴格按《山海經》表述的方位復原《山海經》

中的地理。

　　東就是正東，南就是正南，西就是正西，北就是正

北。這一點必須嚴格，不能想當然地偏移。

　　如果《山海經》說的是「東三百里」，復原時弄成東

偏北 10 度三百里，這樣九次下去，就會偏移到北方，結

果就會南轅北轍。其它如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也要取

45 度角方向，取角不能時大時小，如果隨意偏移角度，

最終也會造成方位的混亂。

　　再就是《山海經》中的路線一律取直線距離。地圖上

的距離都是直線距離而不是實際行走時的曲線距離。

　　如果以曲線距離計程，同樣的二個地點，因為行走路

徑的不同，其距離也就不同，如此就沒有一定之規，也就

無法成圖。所以這一點也必須嚴格，不能隨意曲裁。

　　四、是要認識到民族遷徙過程中的地名複製現象。

　　這一點非常重要。幾千年來，人們之所以沒有破解

《山海經》，基本上都是中了《山海經》中大量的同名山

川的迷魂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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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於天

災、由於戰亂、由於政治等原因，各民族其實一直處於遷

徒流動過程中。在這種流動過程中，先民們往往將故土的

山川地名帶入了新的定居點，從而形成了《山海經》中大

量同名的大山、大河。

　　猶如今天各地的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一樣。名字

雖然一樣，然其所指實在相差十萬八千里。

　　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就會張冠李戴，誤認不同的山、

水為同一山、水，從而身陷其中，搞得暈頭轉向，辨不清

方位。

　　很多學者在研究《山海經》過程中常被大量涇水、渭

水、赤水、英水、河水、黑水、岳山、衡山等弄得暈頭轉

向，如赤水共出現十四次以上，《南次二經》、《西山

經》、《西次二經》均有赤水；《海外南經》、《海內西

經》也出現了赤水；甚至《大荒南經》、《大荒西經》、

《大荒北經》中也出現了赤水。

　　再如「河」竟然出現 73 次以上，《西次二經》、《西

次三經》、《西次四經》，《北山經》、《北次二經》，

《中山經》首經、《中次二經》，《海外北經》；《海內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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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經》、《海內北經》；《大荒北經》，均出現了河，可

謂無遠弗屆。

　　上古的河是現在的黃河嗎？它發源於哪？流經哪？於

哪入海？可以說自史遷以來的研究者都犯了一個錯誤，誤

認為《山海經》中的「河」就是現在的黃河！

　　其實他們沒有認識到，《山海經》中的「河」，也是

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它是先民們在遷徙過程中不斷複製

的結果！《山海經》中的河並非都是現在的黃河，「河」

作為黃河的特指，只是後世的事。

　　還有很多山川，其位置也並非現在的位置。如太行山

與王屋山，迄今為止，很多研究者都指認其為現在的山西

的太行山與王屋山！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山海經》中的太行山與王屋山

遠在新疆和外蒙！對此，後面將有論述。凡此地名複製現

象，在《山海經》中數不勝數。關於這點，在以後的復原

《山海圖》的過程中將得到證實。

　　如果認識不到這點，破譯《山海圖》是不可能的。很

多學者正是基於《山海經》山川名稱的「紛亂」，認為《山

海經》錯舛多於真實，不可能也不必釐清各經路線；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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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者，為了將上古史套進《禹貢》九州的範疇，削足

適履，岡顧史實，硬是將古時的一步定義為現在的腳步之

步，從而將宏大的上古史發生地域，圈定在以今華北為主

的九州之內。

　　其實《山海經》所表述的地理歷史比我們預想的要宏

大得多。在上古，華北平原曾經是沼澤，甚至是在汪洋大

海中，根本就不適合人類生存。

　　後面你將看到，《山海圖》復原圖超出任何人的想

像，足以震驚世界！

　　五、是要注意用粵語解讀《山海經》。

　　可能有人注意到，前面在解釋圖案代表的語音時用的

是粵語解讀。為甚麼要用粵語來解讀？

　　因為據中國史籍記載，《山海經》是大禹命伯益所

著。大禹和伯益是誰？大禹和伯益實為夜郎人！而且夏禹

實為彝人中的黑彝一族。

　　夜郎不是西漢才有的嗎？絕對不是！因為在《山海

經》時代早就有了夜郎族。

　　據《山海經》，夜郎在中國的出現，至少比西漢早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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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多年！在大禹以前的《山海經》時代，夜郎叫

(yǐ) 狼，是為《五藏山經》蛇山的 (yǐ) 狼一族，這是中

國關於夜郎的最早記載。據《山海圖》復原圖，其地就在

今雲貴高原貴州和重慶交界處。也就是說，大禹是中國南

方人。此為一。

　　又據《大荒北經》說「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

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

　　此外《海內經》說：「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

馬是為鯀。」而弄明又恰恰是駱明之音譯。兩相印證，可

見駱明就是弄明，均出於黃帝一族。

　　弄明 ( 駱明）生有二子，一為白犬，是為犬戎；一為

白馬，是為鯀族。而鯀是大禹之父族，鯀與犬戎又是兄弟

族，所以大禹一族也必與犬戎族緊密相關。此為二。

　　又據中國古史載，大禹姓姒戎，名文命。而姒戎的讀

音就是夜郎。犬戎的粵語讀音也是夜郎。

　　實際上 (yǐ) 狼、姒戎、夜郎、伊蘭、伊朗都是一個

民族，字面不同是由於不同時代音譯的結果。此為三。

　　另外根據復原後的《山海圖》，《五藏山經》蛇山的

(yǐ) 狼一族就在今貴州遵義一帶。而現在此地鄰近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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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彝族自治州，遵義西邊就有彝良縣。彝良之名就來源於

《山海經》中的 (yǐ) 狼。

　　而據《海內南經》復原圖，《海內南經》中的黑蛇

（前面已說了，黑蛇就是黑彝，就是夏禹，三者同音互譯）即夏禹也

在此一帶。所以大禹必然是貴州、重慶一帶的黑彝。此為

四。

　　又據《彝族源流》一書所載，彝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

地理上比較閉塞的民族。但《彝族源流》竟然保留著夜郎

歷史的記載，《彝族源流》說夜郎的遠祖叫武米，夜郎延

續了二千多年。

　　從大禹的名字看，大禹也叫文命，而文命的粵語音讀

恰恰與「武米」的粵語音讀相同。從大禹到西漢夜郎消

失，也延續了二千多年。可見《彝族源流》中的夜郎之武

米就是大禹！此為五。

　　基於這五個原因，你對大禹是夜郎人還會懷疑嗎？

　　伯益呢？伯益實為白犬之粵語音譯，也就是白彝。伯

益和大禹實際上是兄弟族的關係，事實上白彝、黑彝正是

兄弟族。

　　既然大禹是夜郎人，伯益又是其兄弟族，夜郎最初又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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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貴州一帶，大禹又是夏朝之源，《山海經》又是伯

益（白彝）所著，白彝又在貴州東南，解讀《山海經》自

然也要用白彝所在地的語音解讀。與貴州東南相鄰的是湖

南和兩廣。

　　那麼解讀《山海經》自然要用湖南和兩廣一帶的語音

解讀了。

　本來用彝族語言解讀是上上之選，但現在彝文與漢語有

很大不同，懂彝文的人也不多，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

湖南和兩廣的語音解讀。

　　那前面為甚麼是以粵語解讀為主？因為從中國歷史

看，自周秦以降的中國南方，湖南開發得比兩廣早，民族

間的交流也比兩廣頻繁，而廣東、廣西因開發得比較晚，

為邊遠地區，方言的純潔性要比湖南保持得好。

　　孔子說：「失禮而求諸野。」語言也同樣如此。正是

因為兩廣和北方交流融合少，受北方語言的影響也比較

小，所以粵語的純潔性才得以保持。

　　在中國南方語言中，粵語其實是上古語言保留得最好

的。因此，解讀《山海經》主要要用粵語解讀，

　　但大禹之《山海圖》畢竟太大了，它囊括了整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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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甚至包括了北非一部分和美洲的阿拉斯加，純粹以粵

語解讀未免失之偏頗，因此有時也得參考其它方言。這也

是需要注意的。

　　六、是要認識到《山海經》中一些詞語，其意義並非

我們現在的語義。

　　《山海經》中的一些詞，其義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

如「生」，上古指「後裔」，可以是父子關係，也可以是

族屬關係。遠隔幾百年也可以稱某某生某某。而且「生」

字，還很可能是「封」的通假字。

　　如：《海內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

為鯀。如果你當黃帝生子駱明，駱明生子白馬，白馬就是

鯀，鯀是黃帝的孫子，那可就大錯而特錯了。

　　傳統的觀點是認為黃帝是 5000 年前的人。據《古

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說：「黃帝至禹，於世三十。」

「世」，其義有二，一是指一代，為三十年，所謂世代之

世，即是一代。

　　三十年的來歷是因為上古男人三十而婚（《大戴禮記》：

「上古男子三十而婚。」），故三十年就有一代人，為一世。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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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義「世」，是古時計年的單位，一世即一百年，相當

於英語中的 century。如「世紀」中的世，就指一百年。

　　如果按一世 30 年計，黃帝至大禹為 900 年。據史

冊記載推算，大禹是前 2100 年左右的人，則黃帝當為

前 3000 年左右的人，這與中國相傳的五千年文明是相

吻合的。

　　 如 果 按 一 世 100 年 計， 則 黃 帝 至 禹 有 3000 年，

那麼黃帝就是公元前 5000 年的人，也就是說，黃帝是

7000 多年前的人。

　　到底一世是 30 年？還是一百年？據《山海經》描述

的黃帝時的地理和氣候，黃帝大戰蚩尤時，命令南極的應

龍助戰，可見那時南極尚未完全冰凍，還適宜人類居住。

據此，黃帝至少是 7000 年前的人！所以一世至少應該

為一百年。

　　如果「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之

生」，當「生育」講，則《海內經》所說的黃帝至禹充其

量只有 100 年，如此則黃帝為公元前 2200 年左右的人，

距《古本竹書紀所》所說的三十世相距太遠，也與我們的

認識相差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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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此處之「生」絕非「生育」或「生子」之義。黃

帝、駱明、白馬、鯀，絕不是三代父子相傳的傳承關係。

他們之間體現的是族屬關係！表明的是族源。

　　例如我們現在說我們是炎黃子孫，難道就是說我們是

炎帝和黃帝的兒子孫子嗎？顯然不是。

　　所以《山海經》中的「生」體現的也只是族屬關係，

不一定有直接的血緣關係。

　　另外《山海經》中的「生」，有時又是「封」的意思，

即分封諸侯國之「封」。疑「生」亦為「封」之通假字。

中國史傳黃帝有二十五子，皆有封國。後世周代的分封制

度不應該是無緣之水，其淵源應該在黃帝。

　　再如「鳥」，《山海經》中一些鳥，並非真正意義上

的鳥，而是「人」的意思。由於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語音龐雜，「人」、「日」、「牛」、「狼」、「龍」、

「鹿」、「鷹」、「鳥」、「魚」的民族語音都與該民族

「人」的發音相同，這些語音在現在一些地方仍能找到對

應的發音。

　　如廣州話「人」、「日」同音，讀 jan; 客家話、鄂

東南「人」、「日」也同音，讀 ngin; 閩南話「人」、「狼」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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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上海話「人」、「日」同音，讀「神」。

　　所以在以圖表音的時代，由於民族語音的不同，

「日」、「牛」、「狼」、「龍」、「鹿」、「鷹」、「雕」、

「鳥」、「魚」，實際上是「人」的圖畫表音。

　　歸納起來，上古「人」字主要有四種讀音，一讀 la，

如狼、鳥、龍、日、鹿、人同音互譯；二讀 ji，如蛇、魚、

人同音互譯；三讀 jing，如鷹、人同音互譯；四讀 jan，

如羊、人、陽同音互譯。

　　在《山海經》中，畢方鳥，即畢方人，亦即並封人；

《中次五經》蛇山之 (yǐ) 狼，即是彝人，也就是所謂的

夜郎、伊朗。鴟 (Chī) 鳥即蚩尤族（支那）的音譯，此為上

古西亞人對亞洲南部民族的稱呼，後來被音譯成所謂的支

那。

　　再如《山海經》中的駕鳥、詹鳥，即上古西方對中

國北方人的稱呼，和青鳥（羌人）一樣，後來被音譯為

china。鸞鳥即嶺人或南人，五彩鳥也是上古某族人的稱

呼。

　　再如「日」，現在讀 re，上古讀 la，古今發音略有

變化。如古埃及壁畫上的象形文，人名前往往畫一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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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太陽就是日，讀 la，所以埃及法老就叫拉某某。

　　這些代表人的可形象化的事物（主要指太陽和動植物）實

際上是文字未出現前的圖畫表音，也就是圖畫文字，為文

字的初始階段。

　　下面重點談「鳥」。

　　《山海經》中的黃鳥，即是黃人的意思。《西次三經》

「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

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此處之黃鳥即是黃人，

也就是黃種人。軒轅之山，按《山海圖》復原圖，軒轅之

山就在新疆。

　　再如《海外西經》：「 (cì) 鳥、 (zhān) 鳥，其

色青黃，所經國亡。在女祭北。 鳥人面，居山上。一曰

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此處之「 (cì) 鳥、 (zhān) 鳥」，即支那（蚩尤族，

主要指中國南方人）與藏人，而維鳥就是維人，即維吾爾人。

經文作者對此亦有疑惑，「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表明另有說法是，維族人是羌人和黃人混血。

　　又如《大荒南經》：「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

齋。黃鳥於巫山，司此玄蛇。」此處之黃鳥也是「黃龍」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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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人」的意思。而此處之巫山，按《山海圖》復原圖和

《大荒經》復原圖，已到了地中海、埃及一帶。」

　　「黃鳥於巫山，司此玄蛇」。「玄」，粵語與「炎」、

「殷」音近，所以玄蛇就是炎人或印人、殷人。意思是說

「黃人在巫山，管理炎人或印人、殷人」。

　　「黃人」（黃龍）後又被埃及人音譯稱為法老，最後

被西方英譯為 Pharaoh。Pharaoh 實際上就是《山海經》

中的「黃鳥」或「互人」。互人、黃鳥、黃龍、法老實為

一音，同音互譯而已。

　　黃鳥為甚麼到了埃及呢？《海內經》說了，「有互人

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 (qì)，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於

天。」上面已經談到，互人就是「法老」，二者上古同音

互譯。《海內經》此句後更是出現了金字塔（金之山），可

見埃及之法老源出於炎帝之孫靈恝。因靈恝（拉甲）是黃

鳥，故埃及人音譯為「互人」。後又譯為法老。由此可見

古埃及的人、日、拉、鳥、老五字同音，均讀「拉」。

　　靈恝法老既是炎帝之孫族，自然也是炎帝氏，而據中

國古史，炎帝又號「大庭氏」，所以法老又是大庭氏。大

庭的意思就是大房子，所以法老也就有了「大房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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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西方翻譯的一些古埃及讀物中，很多地方都錯誤地

將「法老」譯為「房屋」。

　　另外鳧 (fú) 徯 (xī) 鳥也值得給予關注。《西次二經》

說：「…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

(zuó) 牛、羬 (xián) 羊、白豪。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

面，名曰鳧 (fú) 徯 (xī)，其鳴自也，見則有兵。」鳧 (fú)

徯 (xī) 鳥其實是伏曦人。「其鳴自也」，「鳴」實通「名」，

同音通假。就是說其自稱為鳧 (fú) 徯 (xī)，即後人認為是

神話的伏曦。

　　從《山海經》看，伏曦是存在的，其發源地在青海同

仁之鹿台之山。因為伏曦族人戴著鳥冠樣的帽子（如現在

的西藏僧人的喇嘛帽，亦稱戴勝），故《山海經》中稱為「其狀

如雄雞而人面」，稱之為鳧 (fú) 徯 (xī) 鳥。

　　又如矍如鳥，見《南次三經》：禱過之山，其上多

金玉，其下多犀 (xī)、兕 (sì)，多象。有鳥焉，其狀如

(jiāo) 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

　　瞿如鳥其實就是佉盧人。在《山海圖》中，瞿如鳥所

在多有，實為民族遷徙之故。

　　關於「鳥」，還有很多，此處不一一說明。可見「鳥」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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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是通用的。這種用法在後世也有存在。《水滸傳》

中的「鳥人」正是這一義的體現。如《水滸傳》第二二回：

「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

鳥人，敢來消遣我！』」再如《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個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

這裡的「鳥人」，本是互文。只是後人已不明此義，訛為

屌人了。

　　此外還有獸，《山海經》中，有的獸並非真正的野獸，

而是上古民族的稱呼，相當於「族」。在上古，「獸」應

該和「族」同音，故以「獸」假借「族」字。如《南山經》

首經：「……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

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 (bó) 訑 (shǐ)，

佩之不畏。」基山之猼 (bó) 訑 (shǐ) 獸，其實就是後來的

波斯族。

　　再如《海內經》：「又有青獸如菟，名曰 [ 山 / 囷 ] 狗。

有翠鳥。有孔鳥。」前面說的是獸而後面卻出現的是鳥，

可見鳥與獸一樣是族類。[ 山 / 囷 ] 狗即藏人。

　　再如《中次十一經》之囷鳥，據《山海圖》復原圖，

囷鳥處雲南大理附近，亦為藏人之音譯。翠鳥即耆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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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譯為支那。而孔鳥則當為印度之孔雀族。

　　懂得了這一點，《山海經》中的怪鳥、異獸就好理解

多了。諸如此類，《山海經》中舉不勝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以圖會意，以音釋義」的

寫作方法，實源於文字出現之前的產物。《山海經》之古

老，可見一斑。

　　所謂《山海經》成於殷代之後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

的。因為從殷墟發掘的甲骨文看，甲骨文已經比較成熟，

圖畫痕跡基本沒有了，更不要說文字大備的周秦和西漢

了。

　　六、釋讀的地理方面的材料要以《山海經》本經為

主，秦焚書以後先賢論述的涉及《山海經》的地理，不宜

作參考。因為他們都是以後來的名山大川釋讀《山海經》

的；在研究《山海經》的學者中，有相當多的是以公元 6

世紀的《水經注》中的地名來釋讀的。殊不知《山海經》

至少是秦漢以前 2000 多年前的作品，山川巨變，民族

遷徙、地名移植頻繁，特別是名山大川，易名更甚！以秦

漢時的地名和《水經注》中的地名來解讀《山海經》，無

異於刻舟求劍！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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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秦焚書以後的歷史記載，亦只宜甄別參考，絕

不能當定論。因為秦焚書以後，史籍毀滅嚴重，漢代人所

記，錯誤較多。即使《史記》，錯誤也所在多有。即使是

秦以前的記載，也要甄別，畢竟《山海經》太古老了，後

人所記不一定都準確。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緯》的一些內容，因緯書為官

府禁絕，後世篡改較少，有的內容相反卻有一定參考價

值。

　　另外關於西方史學界的觀點，也只宜作參考，絕不能

當定論，西方史學家的觀點頗多民族之見，且他們對世界

上古史的認知，也是有相當局限性的，如西方關於雅利安

人的觀點就明顯錯了。

　　從《山海經》來看，雅利安就是炎帝的音譯！炎帝人

源於《山海經 ‧ 中次十一經》雲南大理的點蒼山，上古

叫帝囷山。帝囷也就是囷帝，囷帝，上古讀「少典」，為

同音互譯詞。少典為有熊國國君，在《山海經》中叫鼬姓

國。少典族後來發展到雲貴高原和湖南一帶，考古發現的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出現在湖南的彭頭山不是偶然的。

至少在公元前 3100 年以前，炎帝族就是亞洲非常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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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當時中國就出現了青銅器，三星堆一帶當時是世

界的中心。三星堆本來是公元前 3000 年前的文明，但

被學界誤讀了。

　　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炎帝之孫伯陵與黃帝大戰，

伯陵戰敗被殺，其後族逃到了兩河流域，後來該族的靈恝

（上古讀「拉甲」）到埃及建立了法老國。這些在《山海經》

中均有記載。

　　據《史記》記載，炎帝族和黃帝族本是兄弟族，均出

於有熊國之少典。

　　《史記》說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既然黃帝姓公孫，

炎帝自然也姓公孫。公孫，上古讀粵語「gungsyun」，

後來被音譯為高辛，再後來被西方人由梵語誤譯為「高

尚」，說甚麼雅利安人是高尚的人。認為雅利安人是公元

前 1000 年左右進入印度的，而且是白人。實是大錯特

錯。關於這一點，在後面解讀《海內經》和《西次三經》、

《南山經》首經時將詳細解析。

　　一句話，西方史學界的觀點是不能盲目採信的。中國

人近一百多年來，由於清末的積敗，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把

自信心掃得一乾二淨，一味跟著西方史學界的鼻子轉，對

破譯《山海圖》的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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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觀點不加分析，照搬照抄。對此，必須保持清醒。

　　把握了這些關鍵點，小心求證，《山海圖》是可以復

原的。

圖三：《山海圖》公牛之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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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有了六把密鑰，再逐經分析，反復求證，最後整體把

握，才能求得真實的《山海圖》。逐經求證、整體把握很

重要。有的學者研究《五藏山經》之某一經之路線，初看

是那麼回事，但一旦放到整個《五藏山經》中，互相參校，

則錯誤頻出。

　　參之以地圖，校之以谷歌，考之以中外歷史，驗之以

考古成果，察之以氣候學和動植物學，兼顧神話傳說，則

《山海圖》庶幾可以復原。但這是一個相當艱苦的過程，

經多年研究，筆者終於排列出《山海經》之《五藏山經》

編次，框定整圖，結果讓人大吃一驚 --------- ！

　　一頭公牛模樣的山海圖出來了！《山海圖》復原圖如

左：圖三《山海圖》公牛之背脊。

　　看到這張圖，震憾了嗎？！

　　原來「山海圖」是遠古亞洲地形圖！而且還包括了北

美阿拉斯加和北非埃及與蘇丹。

　　《山海圖》其西北一線是以大約 400 米等高線繪成

的，是為《山海圖》公牛之背脊。北冰洋附近之北地群島、

泰梅爾半島至中西伯利亞高原為公牛左角，楚科奇山脈至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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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留申群島和美國的阿拉斯加形成公牛的右角。

　　鄂霍次克海形成公牛的右眼，朝鮮半島和日本則形成

牛嘴。

　　貝加爾湖至中國渤海形成牛頸，自土耳其至興都庫什

山脈的整個西亞形成牛尾，印度半島、中南半島和菲律賓

群島形成公牛的三條腿，還有一條腿自日本沖繩島遞延至

東南亞的帕勞群島，是為《列子》一書中所說的沈沒了的

「蓬萊五大仙山」所在地。

　　蓬萊者，帕勞也，音譯而已。《山海圖》實實在在就

是上古亞洲的地形圖，它的形狀就是一條公牛的形狀！

　　《五藏山經》各經路線呈現出來的圖案實際上組成了

「鳳」和「雞」以及「猴」的圖案，這三者匯合起來就是

一條公牛的形狀！

　　綠線部分組成的圖案實際是一隻鳳凰的形象，鳳頭在

山東半島和秦嶺，鳳身在青藏高原，鳳尾在西亞伊朗高原

和土耳其。

　　而鳳凰下面的紅線部分則組成了一隻雞的形象，還是

一隻肉雞。鳥頭在喜瑪拉雅山脈，鳥喙在雲貴，鳥腿則為

《中次八經》和《中次十二經》二條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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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尾則為浙江和福建。鳳凰上面之北疆部分和蒙古高

原直到北冰洋部分則形成了一隻猴的圖案，由《西次四

經》和《北次三經》組成，猴尾由蒙古高原直插北冰洋。

鳳、雞、猴和中國東北、日本、俄羅斯遠東以及美國阿拉

斯加，印度次大陸、中南半島、菲律賓、日本沖繩至帕勞

群島，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幅公牛的圖像，海南島則是公牛

的睪丸。

　　而這樣一幅《山海圖》，竟然是 4000 多年前繪制

的地形圖！ 4000 多年前的茹毛飲血的所謂的「原始人」

竟然畫出了我們近代才開始畫得出的亞洲地形圖！

　　震驚嗎？！令人震驚的遠不止此。

　　據《山海圖》，公牛的四周均是海洋！ ---- 而這就是

大禹的九鼎山海圖！難怪郭璞說「圖亦作牛形」！郭璞之

說並非空穴來風。

那時，亞洲大陸的西部完全是茫茫無際的大海。

　　北冰洋中竟然還有一片大陸！竟然還是帝都！現在完

全沈沒於北冰洋海底了！

　　現在日本到關島一線，遠古竟然有一片大陸，現在竟

然整體沈沒不見了。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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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就是傳說中的蓬萊五大仙山之一，蓬萊仙山只剩

下了現在的帕勞群島！而帕勞實際上正是蓬萊的音譯。從

秦漢以來，中國人找蓬萊二千多年了找不到，原來蓬萊不

在山東之渤海，而是在《東次四經》所說的「北海」。渤

海竟然是北海的音譯，蓬萊也是帕勞的音譯。而且傳說中

的蓬萊仙山竟然是漂移的，現在已漂移到了關島一線，並

且沈沒了，原地只剩下現在的帕勞群島！這是多麼巨大的

山海巨變！

圖四：《山海經》蓬萊五大仙山文明遺跡



85

　　誰動了中國的睪丸海南島，中國就會蛋痛，就會喪失

大片南海，制海權不保，那才真正要命！

　　這是一幅雄健的公牛圖！

　　我們的祖先竟然橫跨了整個亞洲和北非！觸角還伸到

了北美！

　　這樣的地形，這樣的山海巨變，其年代該有多麼遙

遠！面對這樣一幅圖，我們固有的歷史觀念、地理觀念瞬

間被擊得粉碎！

　　上古竟然如此恢宏！

　　想想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將大禹以前的祖先想像成茹毛

飲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原始人，豈不可嘆！至少

4000 年前，他們已經掌握了球面投影繪圖技術，他們知

道地球是圓形的。

　　震驚之餘，你一定會問：這是準確的嗎？

　　當然準確！

　　首先，整個復原後的《山海圖》是牛形的，它符合晉

代郭璞關於《山海圖》「圖亦作牛形」的描述。

　　關於《山海圖》，歷史記載中，只有晉代的郭璞和陶

淵明看到過。西晉末年的郭璞在對《山海經》作注時曾說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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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亦作牛形」。公元 4 世紀的陶淵明（365—427）曾作

《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中一首有：泛覽《周王傳》，流

觀《山海圖》。

　　郭璞的「圖亦作牛形」這句話，是我們獲得的《山海

圖》地圖輪郭的唯一信息。可惜這一信息沒有得到後人的

重視。這一信息，表明瞭《山海圖》的輪廓是牛的形狀！

　而上圖表現的《山海圖》就是一條公牛的形象，與郭璞

之說吻合。

　　上圖《山海圖》是上北下南方向。按我們固有的觀

點，古圖都是上南下北的，《山海圖》何以上北下南和我

們今天的方向一致。

　　其實古圖也並不一定都是上南下北的。考古發現，天

水放馬灘秦墓一號出土的木板地圖有七幅就是上北下南方

向。

　　所以《山海圖》呈上北下南無足於異。只有在上北下

南方向，《山海圖》才會是公牛的形狀，大禹《山海圖》

是公牛輪廓是無疑的。

　　為甚麼陶淵明沒有作出這一描述？

　　這應與他們的職業有關。陶淵明是個詩人，他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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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和個人的情操，表現的是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而郭

璞（276—324）不僅是個文學家，更重要的是術數大師，

舉凡陰陽五行、地理術數、文字訓詁，無不精通，無不與

現實密切相關，他表現的是現實主義。

　　《晉書》說他：「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

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很

多重要典籍都是經他注釋才得以流行後世的。

　　如《周易》、《穆天子傳》、《楚辭》等，他甚至還

寫了一部風水方面的經典之作 ----《葬經》。除此外，郭

璞還有一段重要經歷，這就是他曾作過晉武帝司馬炎的女

婿大將軍王敦的記室參軍，參預軍事，掌管機要。郭璞參

預軍務和著述《葬經》，自然對地理或地圖的觀察和理解

要比常人仔細而深刻得多。

　　他看出《山海圖》的整體輪廓「圖亦作牛形」，自然

也在情理之中。

　　參預軍務，免不了要和軍事地圖打交道，同時郭璞又

是風水大師，是風水地理界的鼻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

相信郭璞對《山海圖》輪廓的描述是準確的。

　　再次，復原後的《山海圖》與古時的西北「絲綢之路」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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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雲貴川的「茶馬古道」路徑是吻合的，也就是說復原後

的《山海圖》路線是符合上古亞洲交通實際的。

　　我們知道，上古的書籍是寫在泥板、紙草、貝葉、龜

板，再後來是寫在竹簡上的，而大禹卻將《山海圖》銘刻

在九鼎上，並且置於國家廟堂中，皇室以外人員難得一

見。足見他對此圖的重視！ ※

　　為甚麼說《山海圖》符合上古交通實際？

　　因為《山海經》描述的各山山麓之連線，其實就是民

族在遷徙過程中形成的主要交通線，掌握了這些交通線，

就可以交通東西，縱橫亞洲、俯視北非、直插南歐！這張

圖應該還標明瞭礦產等資源。

　　在上古，這張《山海圖》就是國家絕級機密！它是戰

爭時的軍事地圖，是金、銀、銅、鐵、錫還有一些我們現

在不知道的礦產等重要戰略資源的藏寶圖，是沙漠行軍的

水資源指南，還有其它寶藏和上古文明信息，正因為它如

此重要，「大禹」才慎之又慎，銘之於九鼎。

　　這些交通線在西漢鑿空西域之前早就存在。

　　絲綢之路一般認為是公元前 136 年西漢張騫出使西

域後才開通的。史家謂之「鑿空」。其實「絲綢之路」這

※（如果大禹真的銘

此《 山 海 圖 》 於 九

鼎，那就說明瞭所謂

的《禹貢》是一部十

足的偽書！但偽書並

不意味著沒有價值，

《尚書》這部偽書應

是孔子據自已掌握的

資料加上自已的理解

編纂而成。孔子對上

古歷史、地理的理解

有錯誤的地方，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上古歷史地理，其價

值在《山海圖》沒有

復原、《山海經》沒

有得到正確詮釋前還

是 有 一 定 參 考 價 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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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線早就存在，它就是《山海經 ‧ 五藏山經》之《西

次三經》路線。

　　《山海經》中的《西次三經》路線為：崇吾之山—長

沙之山—不周之山 -- 峚山—鍾山—泰器之山—槐江之山

—崑崙之丘—樂游之山—流沙 -- 蠃母之山—玉山—軒轅

之丘—積石之山—長留之山—章莪之山—陰山—符惕之山

—三危之山—騩山—天山—泑山—翼望之山。

　　它對應的就是陝西長武 --—同心—- 雅布賴山 --- 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 馬鬃山 --- 敦煌 --- 羅布泊 ---- 喀什 ----

撒瑪爾罕一線。（具體見下圖）

圖五：「絲綢之路」、「茶馬古道」與《西山經》圖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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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南山經》首經構成了「絲綢之路」南線之

西段路線。即從敘利亞東北 --- 德黑蘭 --- 興都庫什山脈西

段。

　　可見「絲綢之路」並不是西漢才有的。究其源頭，遠

在軒轅和黃帝之時。《西次三經》出現軒轅和黃帝二次，

足見那時軒轅和黃帝（注意：軒轅和黃帝並非一人）就在此一

線活動，其山麓之連線就是當時重要的交通線。

　　從考古發現來看，至少在西漢之前 2000 年左右，

羅布泊附近就有歐羅巴人的遷徙遺跡。

　　2005 年，考古學家在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發現了幾

百具有歐羅巴人特徵的乾屍，據新疆當地人講，最初發現

的棺材有一千多具，埋葬在漫漫黃沙之下，棺木層層堆

積，一共有五層。經碳 14 測定，年代在前 2000 年 ---

前 1500 年之間，此時正是中國史書記載的夏王朝時期。

　　在公元前 2000 年前，據《山海經》，夏后啟曾經

征服了西亞，在德黑蘭附近的大運山舞九代。

　　據《摩訶婆羅多》，夏后啟（堅戰、後照）聯合了西亞

盟國，發動了復國之戰，戰爭席捲了整個亞洲，18 個國

家，180 萬兵力展開大戰，雙方幾乎同歸於盡，壯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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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幾乎全部陣亡。這段歷史，或許可以解釋小河墓地的早

期乾屍的來由。那些棺木里大量的女人，大量的木祖，證

明當時那裡基本沒有壯年男子了，有的也只是老弱病殘！

這正是戰爭結下的苦果。

　　小河墓地表明，新疆與地中海一帶早就有往來。他們

是一個族群、不同年代的人。經 DNA 檢測，小河墓地最

下層黃種人較多，越到上層歐羅巴人種越多。

　　可見這些人是從地中海遷徒來的，並非土著。當時的

土著人是蒙古人種。在女性棺木里都發現了木祖，每具棺

木的木祖一到三個不等。最下層發現身份較尊貴的是一位

老年女性，戴有金耳環。其年代為前 2000 年左右。

　　瑞典的考古學家貝格曼曾到新疆考古，在其記錄中，

墓區北部的屍體旁曾發現銅制的鏡形器、骨雕人面像、圓

形石質權杖頭。隨同這些歐羅巴人來的，還有兩河流域的

六倍體面小麥。

　　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至少在公元前 2000 年以前，

從西亞到新疆，交通線早就存在。

　　直到西周時期，這條路線還是存在的。據《穆天子

傳》，周穆王西徵，會西王母於瑤池，走的就是這條路線。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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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傳》說：

　　「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為銘跡於縣圃之上，以

詔後世。」據郭璞注文，此舂山就是鍾山之同音互譯詞，

而鍾山恰恰是《西次三經》之鍾山。縣圃即《山海經 ‧

西次三經》中的槐江山之平圃，《西次三經》說：「槐江

之山，……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

圃。」而且平圃（縣圃）南面多丹粟，北面多采黃金和銀！

看來平圃並非花苑或獵場，而是玉石、金、銀礦的開採之

地！

　　《穆天子傳》又說：「辛醜，至於剞閭氏。天子乃命

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

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由上可知，穆天子的路線是從蒼梧（今陝西長武）—-

舂山（鍾山）-- 槐江山 --- 剞閭（伊犁）—天山 -- 弇山（崦嵫山）

—西王母山。

　　這條路線與《山海經》之《西次三經》路線是吻合的，

可見直到西周時穆天子西徵走的也是《西次三經》路線，

即後世所謂的「絲綢之路」。

　　直到周幽王時，關中大地震，西周國勢日衰。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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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年犬戎攻入鎬京（今西安之西）。前 770 年平王東遷

洛邑後，西部從天水一直到敦煌、新疆為少數民族政權所

阻隔，加之東部歷經 250 多年的漫長戰爭，川洛一帶又

地震等天災不絕，周朝和西部就徹底中斷了聯繫。絲綢之

路就此湮滅無聞了。

　　此後到秦始皇北卻戎狄，築長城時，其西界不過臨

洮，而臨洮以西至玉門、敦煌、新疆等的廣闊西域，從此

不為漢人所知了。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公元前 136 年，此時漢武帝驀

張騫通西域，前 126 年張騫自西域返回長安。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與國外，外

國由此信之」。

　　司馬遷認為西域是自張騫出使以後才開始與漢人交流

的。可見西域與中原的交流中斷了 634 年！即從公元前

770 年平王東遷開始，一直到公元前 136 年。

　　其實這條路線至少開通於黃帝時期，絲綢之路東部之

北段路線為從陝西長武（長武之名即來源於崇吾之山之「崇吾」）

—寧夏固原西北—寧夏中衛—戈壁阿爾泰沙漠—甘肅馬鬃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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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敦煌—塔克吉斯坦奧什州山麓一線；南段路線為《西

山經》首經東段。

　　可見絲綢之路這條路線其實是古已有之。張騫只是重

新發現而已，並非甚麼鑿空之舉！即便在現在，《西山

經》路線仍是重要的交通線。圖二之黃色線條即為現在主

要交通線。

　　至於茶馬古道，一般認為興於唐宋，盛於明清之際。

其實茶馬古道淵源非常久遠。

　　西漢張騫通西域時，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見到四川的

特產蜀布和卭竹杖，大吃一驚，問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

　　《史記 ‧ 大宛列傳》記載張騫：「臣在大夏時，見

卭竹杖、蜀布。」。晉代常璩《華陽國志 ? 南中志》：「武

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卭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

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就是現在的印度。阿富汗人

竟然是從印度弄到的！可見遠在張騫以前，雲貴川先民們

早就與印度有貿易往來。

　　由此亦可見所謂的「茶馬古道」的交通線在西漢以前

就存在了，更不是始於唐宋，只不過是唐宋時在西南開設

茶馬互市，以此得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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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西漢是不是「茶馬古道」交通線最早的開通時間

呢？

　　事實遠不只此！

　　至少在公元前 2300 年，這條交通線就一直存在！

這條交通線就記載在《山海經》之《南次三經》與《中次

十一經》中。

　　茶馬古道其前身即為《南次三經》之西段與《北次

十一經》之西段。如圖五。

　　茶馬古道在雲南之三角區域正好為《南次三經》與

《中次十一經》路線的三角區域。上古先民沿喜瑪拉雅山

脈之南北山麓至雲南大理與昆明的交通線早已開通，並記

之於《山海經》之《五藏山經》，其開通的年代至少在黃

帝時就有了！

　　為甚麼？

　　因為在《山海經》中，《西山經》首經的路線非常久

遠，從《西山經》首經描述的秦嶺東段的地理特徵來看，

現在的西安到周至之渭河南部地區，那時尚是秦嶺中段部

分。

　　也就是說，鎬京所在地，那時是秦嶺中段。現在的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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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和西安 --- 周至之間的平原是由於秦嶺山崩後才出現

的。

　　而這條線路，在遠古卻是一條通往東南亞和西藏的主

要交通線，也就是我們後世所稱的茶馬古道。

　　既然早在黃帝時代就已存在，為甚麼不見於歷史記

載？

　　因為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在世界歷史上發生了

一件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這就是前面所述的俱盧之野大

戰。從地中海到兩河流域、到印度半島到中南半島，一直

到中國的雲貴川，爆發了空前的世界大戰，文明差不多被

毀滅了！歷史被中斷。古印度與雲貴川的官方交往就此中

斷。

　　然而，這條路線其實在民間仍在秘密行走。所以到了

西漢時，張騫能在西域看到蜀地才有的川布和卭竹杖。

　　復原後的《山海圖》路線和目前的考古發現的遺址是

有內在聯繫的。

　　迄今為止，考古發掘的舊石器遺址與新石器遺址，如

果按照一定的順序連綴起來，它所呈現的路徑與《山海

圖》的路徑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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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有人說，新、舊石器時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

代，你這樣將它們當時的聚居地不加區分地聯繫在一起，

科學嗎？

　　其實，舊石器時代的人也好、新石器時代的人也好，

其聚居區一般來說是相對固定的。除非發生了非常巨大的

地質變化，其集聚居地才會有變化。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兩河流域的考古發掘中得到證

明。

　　在兩河流域，考古學家發現文明總是一層一層地深埋

在地底下，哪怕有的年代相隔幾千年，人類總是習慣於在

原居住區生活。

　　在烏魯克遺址的發掘過程中，總計發現了十二層文

明，一層一層累積，最上層與最底層年代相隔四五千年。

可見不管舊石器時代也好，新石器時代也好，人類聚居區

總是相對固定的。考古學家就是根據這一現象開創了地層

發掘法。

　　同時，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也看到，所謂的絲綢之

路，其實從炎黃時期就開通了，以後周穆王西徵時走的也

是後世所說的絲綢之路，張騫通西域走的也是這條路，我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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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到新疆走的也是這條路。茶馬古道亦然。

　　可見不管年代如何遞延，交通線總是相對不變的。所

以我們完全可以將新舊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聯繫起來加以

分析。

　　我們看一看我們中國目前發掘的新舊石器時代遺址，

看看其分布有甚麼特點。

東北一線主要有：

　　黑龍江省呼瑪十八站舊石器遺址

　　訥河市清和屯遺址 11800 年前

　　哈爾濱閻家崗遺址

　　阿城交界鎮古人類洞穴遺址 17‧5 萬年前

　　吉林省榆樹縣周家油坊舊石器 4 萬年前

　　吉林延邊龍人溝 1‧5 萬年前

　　安圖縣明月鎮安圖人舊石器初期遺址

　　這些遺址，自北而南連起來，正好是《五藏山經 ‧

北山經》山系的一部分。

　　山西、河北的所謂舊石器遺址，主要有：

　　朔縣城西北峙峪文化 29000 年左右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 50 萬年至 20 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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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頂洞人 2 萬年前

　　許家窯舊石器文化 10 萬年前

　　陽原縣虎頭梁舊石器文化不到 20000 年

　　馬圈溝舊石器遺址

　　小長梁遺址

　　河北陽原東谷坨文化距今約 100 萬年

　　這些遺址，正好位於《五藏山經 ‧ 中次二經》和《中

次三經》之間。其走向是東西向的。

　　山西、河北南段至山東之舊石器遺址，主要有

　　甘肅鎮原寺溝口舊石器遺址

　　甘肅鎮原姜家灣舊石器遺址

　　慶陽舊石器遺址

　　陝西長武窯頭溝及鴨兒溝舊石器遺址

　　山西丁村舊石器文化遺址 27000 年左右

　　沁水下川舊石器遺址 24000-16000 年前

　　安陽小南海舊石器遺址 13000-50000 年前

　　新泰市烏珠台遺址 2-5 萬年

　　山東沂源猿人遺址 40-50 萬年

　　這些遺址，其東西連線，正好是《西次三經》起始線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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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藏山經 ‧ 中次七經》路線。遺址就分布在此二線

附近。

　　而山西苪城西侯度遺址至藍田人遺址之連線正好是

《五藏山經 ‧ 西山經》首經之路線！

　　鄂西至安徽、江浙一線有：

　　隕西黃龍洞舊石器遺址 10 萬年前

　　大治舊石器遺址 28‧4 萬年劍齒象

　　巢湖市銀山舊石器遺址 20 萬年左右，

　　其東西連線正好在《中次九經》沿線。二者走向完全

一致。

　　雲貴一帶舊石器遺址，主要有：

　　麗江舊石器遺址

　　元謀人 170 萬年前

　　呈貢縣龍潭山昆明人遺址 3 萬年前

　　富源大河舊石器遺址 36000-44000 年前

　　黔西觀音洞舊石器文化

　　這些遺址按順序連綴，其走向正好與《五藏山經 ‧

中次十一經》吻合，呈「V」字形走向。

　　所以，人類的聚居區和交通線其實是有規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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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類總是趨向於在原有的聚居區生活，交通線一經形

成，除非出現地質變化，否則不論年代相距多遠，人類總

是依照原聚居區和交通線活動。

　　下面我們再系統地看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布情況。

下面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布圖。

圖六：山海經與考古發掘遺址。（此圖只是粗略划線，精確路線見《山

海圖》）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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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六我們可以看出，《山海經》各山路線與考古

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具有相當高的吻合性。

　　如上圖西北角，新疆天山至北疆至甘肅、內蒙所發現

的新石器遺址，其連線正好與《北次三經》路線之首吻

合。

　　東北一線，自吉林到黑龍江，其新石器遺址連線剛好

是《北山經》首經一部分。

　　而紅山文化，更是《中山經》首經和《中次二經》路

線；龍山文化則處於《中次六經》和《中次七經》之間；

陶寺文化則在《中次七經》路線之西；彭頭山文化在《中

次九經》路線之中部，凌家灘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

化、馬家濱文化之連線與《中次九經》路線更是具有相當

高的重合性；馬家窯文化則在《西次二經》之東。

　　這說明《山海經》路線是符合考古結果的。這是從遺

址分布來看的。

　　另外從文化的變遷來看，《五藏山經 ‧ 中山經》的

編次順序實際上也是文化變遷的順序。

　　從《五藏山經》之《中山經》經文順序可以看出，在

上古，中國北方文化有一個自北向南擴張的過程。即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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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赤峰一帶向南發展，一直到雲貴、兩廣。

　　那麼這是否說明北方赤峰一帶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

根呢？

　　從《山海經》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山經》經文順序雖然是自北向南描述的，但是《山海

圖》之《中山經》路線卻是自南向北遷徙的！而且是從雲

南向北發展，一直到達賀蘭山和赤峰一帶，甚至還有繼續

向北發展的跡象。

　　也就是說，《中山經》經次順序和《山海圖》路線指

向順序脫節了！

　　這說明瞭甚麼？

　　這說明瞭《中山經》經文編譯者沒有看到完整的《山

海圖》。也就是說，經文編譯者可能是陸續發現《中山經》

路線的。他按發現的順序編成經文，卻沒注意到經文路線

的實際指向。

　　這也同時表明，在《中山經》經文形成以前，中國文

化是從南向北發展的。而且是從中國雲南起源的。這才是

中國文化之根！

　　事實上據《山海圖》，整個《中山經》的民族遷徙路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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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北面的《中山經》首經（在赤峰一帶）即

紅山文化向南遷徙至賀蘭山和五台山一線的《中次二經》

和《中次三經》；然後南面的龍山文化（即秦嶺至山東半島

一線）的《中次四經》向北遷徙至《中次五經》、《中次

六經》，與北面的紅山文化交匯於山西五台山、賀蘭山一

線。由此可以推斷，此賀蘭山至五台山一線的文化必然是

紅山文化和龍山文化碰撞的產物。

　　第二部分為山西北部的《中次六經》向南順次從《中

次七經》、《中次八經》並一直抵達雲貴高原、湘鄂贛及

福建一線的《中次十一經》路線。

　　第三部分為南面的雲貴高原即《中次十一經》向北、

向東遷徙至洞庭湖、九江、上海一線，進而到達秦嶺 ---

山東半島一線，後繼續北上，到達恆山至賀蘭山一線，最

後甚至到達了貝加爾湖和北冰洋。

　　這支文化應該就是炎帝文化。因為據《山海經》，炎

帝父族少典即《山海經》的囷帝，居於雲南大理的帝囷

山，即現在的點蒼山。其後少典向北發展，建立鼬姓國，

鼬姓國的中心區域就在重慶、貴州、湖北、湖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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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的彭頭山文化就在鼬姓國範圍之內。據《山海

經》，炎帝文化曾經統治了整個亞洲和北非。這一點後面

再談。

　　從《山海經》來看，考古絕不應是零碎的發掘，各遺

址其實是有內在聯繫的。現在大型的主要的發掘工作，主

要分布在華北一帶。

　　這是考古和歷史學界將資源集中在華北發掘的結果。

事實上據《山海經》，在商周以前，中國南方和大西北要

比中原文化發達得多！自炎帝至黃帝，一直到堯舜禹，上

古帝王都城一直在崑崙四墟！所謂陶寺遺址是堯帝都的說

法是不靠譜的。

　　非但如此，《山海經》中具有高度文明的遺址遠未發

掘。據《山海圖》還有廣闊的西北、西南及中國南方的相

當重要的文化和文明未被發掘。

　　其原因是甚麼？是專家們的思維定勢所致。專家們以

為中國文明的中心一直在華北，然而文明的中心難道一直

是在華北的嗎？文明的中心真的是一成不變的嗎？

　　《山海經》或《山海圖》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

據《山海圖》，中國人的遷徒範圍其實覆蓋了整個亞洲，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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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達了北美和北非。據《山海經》，炎帝文化是世界

文明之源。炎帝之子炎居當時就統治了埃及。事實上埃及

這個名詞，就來源於炎帝之子「炎居」的音譯。

　　在《山海經》中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

是名山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就是當時的文化或文明的中心

所在。

　　《山海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有貴州和湘西的名山密

集。據《山海圖》復原圖，貴州和湘西一帶的名山密密麻

麻，那裡絕對有上古時代的都城，並且是非常輝煌的都

城。

　復原後的《山海圖》與神話傳說、科考發現、谷歌地球

反映的內容是相吻合的。

　　據《山海圖》復原圖，我國山東半島至朝鮮半島遠古

本是連在一起的，現在竟然是汪洋一片了。

　　事實是這樣的嗎？

　　據《中國地理大發現》一書記載，1977 年黃海 70

多米深的海底發現泥炭，點火即燃。經碳 14 同位素測定，

泥炭的年齡大於或等於 3‧6 萬年，估計為 4 萬年，表明

7 萬 ----4 萬年前，黃海為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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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國地理大發現》一書所載沒錯，那就意味著

《中次五經》一線至少形成於 3‧6 萬年之前！

　　同時據《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一書，在 2 萬年前，

全球海平面要比現在低 120-140 米。「東海大陸架幾乎

全部出露，古海岸遠離現代海岸達 600 公里。長江入海

口相應延長 20-45 米。」

　　《中國第四紀冰川》一書說 2 萬年前，東海大陸架

曾經是大陸。這一點，《山海經》中似乎沒有相關記載。

只有山東至朝鮮半島一線，上古確實是連成一體的。

　　此外，據《山海經》記載，在今天的北極附近曾經有

兩座都城，一為帝都，一為幽都。《山海經 ‧ 北次三經》：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於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

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又北五百里，曰錞於毋逢之

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 。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而據谷歌地圖，它們竟然是存在的！北極都城就在現

在的北地群島東西兩側，《山海經 ‧ 北次三經》說它東

側有帝都，西側有幽都。帝都在泰澤中，「泰澤」就是大

澤。《左傳 ‧ 哀公九年》：泰者，大也。又《禮記 ‧ 曲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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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上》疏：泰者，大中之大也。可見泰澤就是大澤。

　　《北次三經》說在泰澤旁邊有一座大山，叫帝都之

山，它的北面五百里有錞於毋逢之山，錞於毋逢之山的西

邊，有幽都之山。這兩座山都是帝王都城所在地。帝都之

山方圓百里。雞號之山就是極號之山，也就是北極。

　　請你打開谷歌地圖，下圖中標記所在地，就是《山海

經 ‧ 北次三經》中的帝都之山，與《山海經 ‧ 北次三經》

的描述完全一致，而且正好位於一個無底深淵中，那個深

淵，就是上古的泰澤！《山海經》說那是帝都所在。

　　這會是帝都遺址嗎？這個圖佈局如此整齊，方方正

正，輪廓鮮明，不是人類文明的遺跡還能作甚麼解釋？

圖七：《山海經》北極帝都

另外《山海經》說北地群島的西側有幽都，遺憾的是北極

被冰雪所覆蓋，不能一窺究竟。但荷蘭科學家在北極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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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座城市的遺跡。

　　另外俄羅斯科學家也在北極圈內的克拉半島附近的海

底發現了人類文明的遺跡，其時間在 1 萬多年前，科考

的結果表明 1 萬多年以前克拉島附近的氣候要比現在溫

暖多了。克拉島就在北地群島的西側，應該離《山海經》

所說的幽都不遠。從《山海經》來看，幽都也沈到海底了。

　　此外，關於蓬萊山，《山海經》只有《海內北經》一

句話：「蓬萊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史記》中

有秦始皇派方士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出東海尋找蓬萊山的

記載，沒找到，最後連徐福也消失了。

　　事見《史記》：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萊﹑方夫﹑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漢書郊祀志》也說：「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

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

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

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

至雲。世主莫不甘心焉。」蓬萊山在哪，一直不明。

　　但《列子 ‧ 湯問》卻給出了蓬萊山的具體細節。據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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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 ‧ 湯問》記載：「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

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日歸墟。八絃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

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贏洲，五曰蓬萊。

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

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

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

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

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禹

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

山始峙而不動。」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是神話。然而，請你據《列

子 ‧ 湯問》的線索找一找，結果會讓你大吃一驚！

　　《列子 ‧ 湯問》說，蓬萊山在渤海之東極遠的地方，

那裡有一大壑，是個無底谷，名叫歸墟，大壑附近有五座

仙山，分別叫岱輿、員嶠、方壺、贏洲、蓬萊。五座大山

上有仙人，每天飛來飛去。這五座仙山處於不斷漂移之

中。這裡提供了至少四個重要信息：一是蓬萊距渤海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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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二是蓬萊山在海洋無底之谷附近；三是蓬萊五座仙山

一直在漂移！四是蓬萊山有高度的文明，那裡的人能夠飛

翔。

　　海洋中的無底谷，只有馬里亞納海溝才稱得上真正的

無底谷。打開谷歌地圖，馬里亞納海溝附近現在有塞班島

和關島。

　　《列子 ‧ 湯問》說那五座仙山曾經不斷漂移，那就

將塞班島和關島平移，看到了嗎？關島、塞班島一線漂移

到西邊，那裡有帕勞群島！帕勞？蓬萊！帕勞是蓬萊的譯

音！而這裡正好是《山海經 ‧ 東次三經》路線。

　　在《東次三經》時代，現在的帕勞群島向北至沖繩島

一線曾經是大陸！《列子》說它是從現在的關島一線漂移

來的，現在的谷歌地圖還留下了它漂移的軌跡：一共漂移

了四次！在漂移到今帕勞一線後整體下沈了。詳見下圖。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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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澎萊五大仙山文明遺跡

　　《列子》說蓬萊五大仙山「台觀皆金玉」，那裡的人

能「飛相往來」，真的如此嗎？不知道。但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日本在琉球群島和「與那島」南島發現了海底

文明遺跡，包含被珊瑚覆蓋的方形結構物、巨大的帶稜角

的平台、以及街道、樓梯和拱門狀類似祭壇狀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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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與那島海底下的文明遺蹟

　　與那島的位置和《東次三經》的中父山所在位置比較

接近，它是否是和蓬萊五大仙山一塊沈到海底的，不知

道。但海底下面有台觀卻是不爭的事實。

　　歷史記載、神話傳說、谷歌地球、海底科考，五者竟

然如此吻合！

　　面對這結果，我們瞠目結舌！

震撼的萬年《山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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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原來並非空穴來風！

　　現在的帕勞群島一線竟然曾經是大陸，而且是由關

島、塞班島到日本富士山一線之島鏈漂移而來的！在漂移

到現在的位置時整體下沈了。據谷歌地圖顯示的漂移痕

跡，它在漂移四次以後才沈入太平洋中！想一想，《東次

三經》路線的形成年代該有多麼古老！

圖十：漂移的蓬萊五大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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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看到上面的《山海圖》，可能你會想起著名的皮瑞‧雷

斯地圖。皮瑞‧雷斯地圖發現於 1929 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的托普卡比王宮。

　　該地圖由兩張非洲羚羊皮紙製成，上面有奇怪的圖形

與文字。其中一幅是由 16 世紀的土耳其海軍上將皮瑞‧雷

斯繪制的。皮瑞‧雷斯地圖上畫著拉長的美洲、變形的歐

洲以及線條零亂的南極洲。

　　眾所周知，人類只是在 1818 年才發現南極州，而皮瑞‧

雷斯生活於 16 世紀上半葉，時間相隔 300 多年，他是如何

知道南極洲的地形的？

　　更加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皮瑞‧雷斯地圖上面，還標

示出了南極洲的內陸地形：山脈、高峰、河流以及海岸，而

這些都是在冰雪覆蓋之下的。

　　地球上的人類，直到 1952 年借助回聲探測儀，才發現

了南極大陸上那些皮瑞‧雷斯地圖上早已標明的東西，兩

相對照，竟然一點差錯也沒有。

　　皮瑞‧雷斯是如何畫出幾百年後的我們才知道的南極

地形的？難道皮瑞‧雷斯穿越到了幾百年後？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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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科學家在南極洲的羅斯海海岸附近所進行的一次

冰川測量的結果，表明南極洲被冰層覆蓋至少有 6000 年

以上的時間了！這意味著甚麼？

　　這意味著皮瑞‧雷斯畫的至少是 6000 年前的南極大

陸地形地貌！

　　有的科學家經研究認為，皮瑞‧雷斯地圖是以開羅為

中心繪制的航拍圖，它與現代在開羅上空拍攝的完全一致。

　　這張圖就是舉世聞名的皮瑞‧雷斯地圖。

　　事實上，目前發現的令人震驚的地圖遠不只止此！

　　在 16 世紀，還有一幅著名而神秘的地圖，這就是弗蘭

科‧羅賽利地圖。

　　現保存在英國格林威治國家海洋博物館裡。這幅地圖

有 28 釐米長、15 釐米寬，繪制於 1508 年。

　　羅賽利地圖繪出了 1818 年才發現的南極洲的地形（如

下圖右側所示）。據歐洲一些學者研究，學者們說羅賽利地圖

關於北半球的地理是錯誤的。

　　其實羅賽利地圖並沒有錯，錯誤的是我們的觀念和認

識。皮瑞‧雷斯地圖也並非航拍圖。羅賽利地圖、皮瑞‧

雷斯地圖、大禹九鼎《山海圖》，它們表現的並不完全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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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地理，而是當時的地理和遠古地理的混合圖。

　　他們的成圖方法和大禹的九鼎《山海圖》一樣，是根據

當時地圖和遠古地圖資料加工整理出來的。之所以看起來

像航拍圖，只是因為他們採用了球面投影繪圖技術而已。

　　從大禹的九鼎《山海圖》可知，既然遠在公元前 4000

多年前的大禹能畫出這樣的球面圖，皮瑞‧雷斯和羅賽利

沒道理畫不出來，所以那些說皮瑞‧雷斯地圖是外星文明

圖十一：弗蘭科 ‧ 羅賽利地圖。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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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拍圖的說法實在是沒根據的。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皮瑞‧雷斯地圖和羅賽利地圖是真

實的地圖。雖然這個「真實」是歷史錯位的真實。

　　下面我們來比較羅賽利地圖和大禹的九鼎《山海圖》。

此圖亞洲部分與《山海經》的表述驚人地一致，並且與復原

後的《山海圖》驚人地吻合。其表現在如下

圖十二：谷科地圖與弗蘭科 ‧ 羅賽利地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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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北極地形驚人一致。

　　據復原後的《山海圖》，《山海經》之《北次三經》自北

冰洋附近的碣石之山至錞於毋逢之山計 900 里（古里），到

達泰澤，此地有帝都之山，在復原圖上此山正在北冰洋中，

又 500 里達到錞於毋逢之山。此時可北望雞號之山，西望

幽都之山。其地形正與羅賽利地圖北極區域相合。

　　又《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

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

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有釘靈之國，其民

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

　　《海內經》的幽都之山也在北冰洋內，在復原後的《山

海圖》上，此處之北海非日本海之北的北海，而是北冰洋。

日本北海只是人類後來遷徒時將北冰洋的北海地名移植到

了日本北海而已。

　　可見上古北冰洋其實原來是有大陸的，只不過後來下

沈了。這與羅賽利地圖的標示是完全相同的。

　　二、是羅賽利地圖對中國長江以南的描繪與《山海經‧

海內四經》的記載吻合。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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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一

曰在海中。」

　　《山海經》明確指出浙江、福建上古時曾在海中，福建

西部上古也為海即「閩西海」。

　　長期以來，學者對閩浙處於海中一直懷疑。現在羅賽

地圖上的浙江、福建地區只有星星點點，大部分地區被海水

包圍，其露出的部分只是高山，此正與《海內南經》的表述

一致。

　　又《海內南經》：「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 (qú)

國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此鬱水即今廣西之鬱水。

　　上古在此鬱水流域有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

(qú) 國四國，並在高山之上，流域附近有湖南湘陵，而湖南

湘陵亦為南海之一部分。

　　在羅賽利地圖上，除雲貴高原和桂粵的高山外，南方

並在海中，為南海之一部分。它與《海內南經》的表述也是

一致的。

　　三、是羅賽地圖對中南半島描繪與《山海經‧大荒東經》

的表述一致。

　　據《山海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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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南入焉。」據後面的《大荒經》方國復原圖，此融天山

在緬甸和雲南交界處，海水從這裡由南而入，正是緬甸北部

為海水所淹之記錄！

　　四、是羅賽利地圖關於中國南方的地理與《山海經》的

描述是吻合的。　

　　據《大荒南經》載「有人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

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

　　前面已說了張宏國，實為帝嚳子族的封國，即仲康的封

國，張宏是仲康的音譯。

　　據《大荒經》，張宏國實際在江西一帶，上古就是江西

國。《大荒南經》說江西國在海上捕魚，可見江西當時是沿

海國家！

　　而《大荒南經》亦載：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

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

穋楊是食。有驩頭之國。」

　　據《大荒經》復原圖，驩頭國也在南嶺一帶。南嶺南部

先民當時正在海中捕魚，可見南嶺以南亦在海中。

　　此外《大荒南經》又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 ( 高山 )，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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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入焉。」

　　據《山海圖》和《大荒經》表述順序和《大荒經》復原圖，

此天台山即湖北大悟之天台山，海水南入，則湖北亦為海水

所淹！

　　由上可知，上古湖北、江西、南嶺以南其實處於大海邊。

　　五是羅賽利地圖關於華北的地理與《山海經》描述的地

理也是一致的。

　　據《海外北經》載：「聶 (shè) 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

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縣 (xuán) 居海水中」。

　　據《海經》復原圖 , 聶耳國在今山西或山東丘陵。山東

懸居海水中，還可以理解，如果山西也在海水中那簡直不可

想像。那意味著大洪水接近海拔 1000 米左右！

　　這還不算，更要命的是，據《大荒北經》記載：「大荒之中，

有山名不句，海水 [ 北 ] 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

射者不敢北鄉 (xiàng)。」

　　據袁珂先生校注，不勾山之「勾」為「周」字字形之誤。

如果不句山為袁珂先生所說的不周山，則今寧夏和甘肅一

帶也為海水所淹。那裡現海拔在 1400 米以上！

　　關於不句是不周，袁珂先生可能有錯。不句，上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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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ju, 也就是《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

而不合，名曰不周 ( 負子 )，有兩黃獸守之」中的不周負子。

　　其地就在今秦嶺山脈以北之渭河平原。那裡現海拔

400 米左右。也就是說大洪水時的洪水超過了海平面 400

米。

　　從上述經文可以看出，大洪水時，華北平原至長江中下

游平原、直到南嶺，整個中國南方 , 除少數高山外，無不在

汪洋大海中。

　　這和羅賽利地圖對中國東南、華北的繪圖是完全一致

的！

　在羅賽利地圖中，華北平原、整個中國南方，除了雲貴高

原和少數高山外，都在大海中。

　　恐怖吧？

　　羅賽利會不會畫錯了中國的地圖？

　　不可能畫錯。

　　為甚麼？因為既然歐洲科學家肯定了羅賽利畫的南半

球地圖，那麼說明羅賽利的繪圖技術是沒問題的。

　　他既然能畫出 16 世紀的人尚不知道的南極地形，他

又能畫錯自已所在的北半球地形嗎？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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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羅賽利畫的是大洪水時的地圖，為甚麼大洪水又

沒有淹沒南亞次大陸大部分地區和東歐平原呢？

　　唯一的解釋是，羅賽利地圖和大禹《九鼎山海圖》一樣，

表現的不盡是當時的地理。

　　這些地圖實際上出現了時空錯位。也就是說，他們是

將遠古時期，不同時代的地圖資料拼接在一起了。

　　羅賽利地圖應是以北極為中心的地形圖和後來不同時

期的古地圖拼接加工而成，其中就有大洪水時中國的地形

圖。

　　我們知道，羅賽利所處的時代為 16 世紀初，正是中國

的明朝時期，當時《馬可‧波羅遊記》早已風行歐洲 200

多年，明朝和歐洲交往頻繁。

　　在羅賽利繪成地圖 50 年後，利瑪竇甚至還到明朝傳

教。在羅賽利時代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更不可能不知道華

北和長江中下游平原。

　　之所以在他的地圖中，中國華北、長江中下游平原、南

嶺以南出現在大海中，就是因為在羅賽利收集的資料裡，只

有關於中國遠古大洪水時的資料，他的地圖表現的本來就

不是 16 世紀時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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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圖是沒有錯的，錯的是時空！時空錯位，是羅賽利

地圖的唯一解釋。

　　在羅賽利地圖中上，北極圈內曾有廣大的大陸存在。而

據《山海經》，遠古北極確有大陸存在，它與羅賽利地圖描

繪的有吻合。

　　另外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中國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

游平原是被大海淹沒的。當時中國南方除了雲貴高原、大巴

山脈、武夷山脈以外，幾乎完全淹沒。

　　這一點，《山海經》的描述和羅賽利地圖也有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據《中國自然地理》一書，大洪水時中

國被淹的範圍遠遠超過《山海經》描述的範圍。

　　它描述的應該是大洪水鼎盛時的地理情況。遠古有這

麼大的洪水嗎？因為它超出了《山海經》的描述，先暫持保

留意見。圖 1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然地理》關於大洪水時的

地理竟然和《海內經》表述的地理有很大的相似性。從這一

點看，大洪水似乎出現在炎黃時期！

　　炎黃時期會有這麼大的洪水？炎黃時期到底是甚麼時

候的事，這一點後面再解讀。

九鼎《山海圖》與神秘的羅賽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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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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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上面我們談到，《山海經》中的大洪水至少超過了海平

面 400 米！這可真是人類的滅頂之災！

　　這是甚麼樣的洪水？據科學家研究，即使全球的雪山

和兩極冰山全部融化，也只能使全球海平面上升 200 米左

右。

　　而《山海經》中的大洪水竟然超過了海平面 400 米，

而且這個 400 米還是最保守的數字。這到底是甚麼性質的

大洪水？這是傳說中的滅世大洪水嗎？

　　不知道！

　　據考古發現，人類目前發現的有記載的有年代的滅世

大洪水是兩河流域《蘇美爾王表》上發現的大洪水記錄。

　　「蘇美爾王表」是現在的學者取的名字。不一定就是

蘇美爾的帝王，只是說明發現於蘇美爾而已。

　　《蘇美爾王表》共發現有 16 份，內容基本相同。在《蘇

美爾王表》中，大 洪水 以前 的 記年單位 是 sars,1sars 為

3600 年。另一記年單位是 ner,1ner 為 600 年。

　　這有點類似於《周髀算經》中的記年單位。《周髀算

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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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陰陽之數，日月之法，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蔀，

七十六歲。二十蔀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為一首，首

四千五百六十歲。七首為一極，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

數皆終，萬物復始。」

　　《蘇美爾王表》中的 sars 與《周髀算經》中的「首」，

不僅讀音相同，而且都是天體運行的記年單位，只不過一個

是 3600 年，一個是 4560 年。

　　另外《蘇美爾王表》中的 ner，發音也與中國的「年」相

近，其計年時間與史遷的「五百年一大變」的 500 年也相近，

只不過《蘇美爾年表》的上 ner 是 600 年。

　　這二者之間肯定是有淵源的。事實上從《山海經》來看，

蘇美爾文明就是中國的三苗文明。這一點後面再談。

　　現在我們分析《蘇美爾王表》。前面我們說了《蘇美爾

王表》大洪水前的記年單位與中國的緯書中的記年單位非

常相似。讀音也相近。

　　不僅如此，考古學家在兩河流域發現的泥板書記錄的

《蘇美爾王表》實際上與中國的《春秋緯‧命歷序》有著

紀年上的相似性。

　　為甚麼這麼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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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蘇美爾王表》中，大洪水以前的歷史共分十期，

有二期紀年不明，除去這紀年不明的二個時期，其記錄的

大洪水前的歷史共 241200 年。

　　然而根據中國的《春秋緯 . 命歷序》，《命歷序》記載

的一紀的歷史就是 267000 年，它和《蘇美爾王表》所謂

的大洪水以前的歷史時間相近。

　　如果《蘇美爾王表》加上記年不明的二個時期，其大洪

水以前的歷史應該和《命歷序》一紀的時間相等。

　　也就是說《蘇美爾王表》上的大洪水前的十王時期實

際上是《春秋緯‧命歷序》上的最後一紀即流訖紀的時間。

圖十四：蘇美爾王表

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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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蘇美爾王表》上的大洪水前十王時期就是《春

秋緯‧命歷序》最後一紀，即流訖紀的時期，那麼也就意

味著大洪水在是流訖紀時期發生的，大洪水和流訖紀密切

相關。

　　流訖紀是甚麼意思？

　　流訖，粵語音讀就是 laungat（拉甲）, 而恝字的粵語卻是

多音字，一讀 a, 一讀 ngat。也就是說靈恝既可讀作 lauaat，

也可讀作 laungat。

　　靈恝是誰？就是《海內經》中的炎帝之孫靈恝，也就是

到埃及建立了法老國的那位。那麼這麼說來，大洪水是炎

帝之孫靈恝時發生的？

　　確實是。

　　為甚麼？因為靈恝實際上就是《聖經》中的耶和華和

挪亞！

　　有沒有搞錯啊？耶和華和挪亞是炎帝之孫？？

　　茲事體大，不可不謹慎！

　　據經典解經典，靈恝確實就是耶和華和挪亞。

　　為甚麼？

　　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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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舊約》英文版，耶和華的英文名字叫 LORDGOD(

有 時 也 稱 LORD), 而 靈 恝 上 古 粵 語 讀 音 有 二 種，一 讀

laungat, 一讀 laua。耶和華的名字 LORDGOD 和靈恝的讀

音 LAUNGAT 相同。

　　二、據考古發掘的蘇美爾泥板書《蘇美爾王表》和《春

秋緯 . 命歷序》的記載，流訖紀時期發生了大洪水，而流訖

實為靈恝的同音互譯詞，均讀粵語的 laungat( 拉甲）, 也就

是說靈恝時發生了大洪水。

　　據《舊約》，LORDGOD 吩咐挪亞進入方舟，然後降雨

40 晝夜，大洪水泛濫。可見大洪水是在 LORDGOD 時發生

的。

　　三、據《山海經》，靈恝到埃及建立了法老國，炎帝之

孫出現在上古埃及。而《舊約》中的 LORDGOD 和挪亞也

出現在西亞和埃及一帶。

　　靈恝（拉甲）laungat 與 LORDGOD，讀音相同，地點

相同，大洪水事件相同。靈恝的另一讀音 laa 與挪亞 Noah

的讀音相同，地點相同，大洪水事件也相同。

　　可見《舊約》中的耶和華 LORD 和挪亞實際上就是靈

恝一人。《舊約》把靈恝的二種讀音當作不同的兩個人了！

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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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來，西方的上帝耶和華和挪亞就是中國的炎帝

之孫靈恝。歷史真是給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中國人不信神，原來原因就在於此！

　　既然《舊約》和《山海經》關於大洪水中的人物記載有異，

為甚麼獨獨採信《山海經》呢？

　　因為據學者們研究的結果，一般認為《舊約》成書於公

元前 6 世紀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

　　雖然學者們的研究並不一定見得準確，但是從《舊約》

的語言和文字看，其成書遠在《山海經》之後是非常明顯的。

　　《舊約》的希伯來文字完全是文字成熟之後的產物。而

《山海經》卻是伯益所著，伯益遠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伯益的《山海經》又源於更為古老的圖畫書。

　　二者出現的時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時間上看，採信

《山海經》要比採信《舊約》要可靠得多。

　　二是從內容上看，《舊約》關於創世和大洪水的記載，

明顯來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的神話傳說。而傳說是會走樣的，

《舊約》的創世神話和大洪水傳說雖然不能說完全是假的，

但它相關內容會失真是毫無疑義的。

　　而《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即使是最保守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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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也不能認為它是神話。《五藏山經》記載的山脈走向、

里程、物產、河流、民族都是實錄。所以，《山海經》記載的

內容肯定要比《舊約》記載的可靠得多。

　　三是從猶太人的族源看，猶太人源於希伯來人，據《聖

經》記載，希伯來人的先祖最初生活在兩河流域以北。只是

到了公元前 1900 年以後才開始遷到現在的地中海東岸的。

希伯來人的英語複數是 ibrim。

　　而據《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一臂國在其北，一臂、

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據《山海圖》復原圖和《海外西經》復原圖，一臂國就

在今敘利亞東北一帶。而ibrim恰恰與中國北方話「一臂人」

同音。

　　由此可見，《山海經》中的一臂國實在就是 ibrim，即

希伯來人的祖族所在之國。

　　「一臂人」其實就是 ibrim 的圖畫表音。《山海經》的

記載和《舊約》的記載在這一點上是吻合的。

　　另外據《大荒西經》：「有一臂民。大荒之中，有山，名

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

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

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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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大荒經》復原圖，此一臂民也在地中海東岸之西亞

和埃及一帶。

　　而「三面一臂」實為「閃米特 ibrim」之圖畫表音。據西

方研究的結果，希伯來人屬於古代閃米特族。

　　而《大荒西經》也說閃米特人和 ibrim 為一族！可見《山

海經》的記載是符合史實的。

　　《大荒西經》說「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可見閃米

特人就是顓頊帝的後代。這也就意味著猶太人是顓頊帝的

後代。

　　這就是猶太人的族源。

　　而顓頊帝是黃帝之後族。所以猶太人有關於炎帝之孫

靈恝大洪水的傳說就無足於異！只是由於年代的久遠，猶

太人的記憶出現了錯誤。

　　不僅如此，《舊約》中的「上帝」這一名詞的表述其實是

很不清楚的，在英文版《舊約》中，上帝一會兒是 GOD, 一

會兒是 LORDGOD，一會兒是 LORD，一會兒又成了耶和

華 JHWH。

　　名稱的不確定性，表明《舊約》中的上帝的不確定性，

也表明瞭「上帝」本身就是來源於民間傳說。傳說各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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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衷一是，只好兼收並畜。

　　為甚麼上帝後來成了耶和華呢？這實在是因為《舊約》

中的「上帝」本身就是來源於中國上古史中的帝王。

　　「上帝」之音，本來源於《山海經》中的「囷帝」，上帝、囷帝、

少典上古其實也是同音互譯詞。

　　囷帝（少典）為中國的炎帝和黃帝的父族。據《山海經》，

囷帝最初就在雲南大理，後發展到雲貴高原，是為鼬姓國

的少典。

　　據中國古史，大洪水不只一次。女媧時有大洪水、黃帝

時有大洪水、顓頊帝時有大洪水、堯帝時有大洪水。而黃帝

在《山海經》中又稱帝江或稱江帝，江字上古讀 gan, 所以

西亞的人就將江帝讀成了 GOD, 少典讀成了上帝，靈恝讀成

了 LORDGOD, 靈恝之另一讀音讀成了挪亞，至於「耶和華」

這一音的由來，更是來源於魚鳧王。

　　為甚麼耶和華又來源於魚鳧王呢？因為顓頊帝時「天

傾西北，地陷東南」，中國南部發生了大洪水，顓頊帝死裡

逃生，逃到了西亞，這就是兩河流域《蘇美爾年表》上的「魚

夫」，《山海經》中稱之為「魚婦」。《大荒西經》說：「有魚

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

大洪水、靈恝與耶和華、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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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這就是《山海經》記載的顓頊帝時的大洪水事件。據《大

荒經》復原圖，此魚婦就在西亞地中海一帶。顓頊帝逃到西

亞後，此一族就成了三面一臂，即閃米特人 ibrim 一族，此

即猶太人的祖族。

　　時代遞延，猶太人記憶失真，傳說各異，顓頊帝後族之

猶太人就將少典、江帝（黃帝）、靈恝、魚鳧王的名字音譯，

都寫進了《舊約》，所以出現了上帝一會兒是 GOD（江帝），

一會兒是 LORDGOD（靈恝），一會兒是耶和華（魚鳧王），一

會兒是 LORD（堯帝），至於挪亞，就完全是靈恝的另一讀

音。

　　這就是《舊約》上帝的真正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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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從上文我們知道，《舊約》中的大洪水傳說，實在是幾

次大洪水的模糊記憶。

　　從中國典籍看，有記載的大洪水，首推女媧時的大洪

水。

　　女媧真的存在嗎？

　　從《山海經》看，女媧是存在的。

　　《山海經‧大荒西經》說：「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

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

　　這是甚麼意思？

　　經文前面說「十人」，可後面談到的卻只有一人，可見「十

人」並不是十個人的意思。

　　那「十人」是甚麼？這段經文要用上海話讀。十人，上海

話就是陝人。女媧之腸，上海話就是女媧之葬。腸、葬上古

同音互譯。栗廣之野就是栗廣之陽或栗廣之岩（崖）。經文

的意思是：有神，陝人，名叫女媧神，逝後為神，處於栗廣之

岩，困倒而逝。

　　從經文意思來看，女媧是累死的！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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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媧是怎麼累死的？

　　因為大洪水。

　　據《淮南子‧覽冥訓》說：「昔者黃帝治天下……然猶

未及慮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

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

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這是中國最早的大洪水 ---- 女媧時大洪水。

　　大洪水的原因是甚麼？

　　《淮南子》實際已點明瞭女媧時大洪水的原因。只不

過前人都沒有看懂。

　　原因是甚麼？

　　是極移！

　　為甚麼？

　　我們看《淮南子》怎麼說的。《淮南子》說，從前黃帝治

理天下，……然而還是不及慮戲氏治國之道。

　　往古之時，南極、北極、東極、西極四極紊亂，九州分裂，

天不能完全覆蓋大地，大地不能完全承載萬物，火災炎炎而

不熄滅，洪水湯湯而不停息，凶獸到處吞食人民，猛禽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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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食老幼。於是女媧煉紅銅以補蒼天，斬斷大鰲的四足以

立四極，殺黑龍以救冀州，積蘆灰以止洪水。

　　四極是甚麼？長期以來，人們都將它附會為四根天柱。

那是後人不理解而附會的產物。天哪有甚麼柱子！四極就

是東南西北四極。

　　四極廢就是說東南西北四極易位。也就是說原來的東

方不是東方了，西方也不是西方了，南、北也不是從前的南、

北方了。這意味著甚麼？

　　這意味著太陽不是從以前的東方升起了，太陽可能從

原來的南方升起，也可能從原來的北方甚至西方升起。

　　太陽會從西邊升起嗎？

　　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且慢！

　　先讓我們看一看公元前 5 世紀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

多德的記載。據希羅多德的《歷史》說：「埃及人和他們

的祭司所告訴我的事情就是這些了。他們跟我說，從第一

個國王到最後的那個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間總計是

三百四十一世，而在這一段時間裡，他們也就有相同數目的

國王和祭司長。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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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世是一萬年，三世等於一百年。不把三百世計算在

內，剩下的四十一世則是一千三百四十年。這樣算來，全部

時間就是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年；

　　他們說，在這全部時期當中，他們沒有一個國王是人

形的神，而在這段時期之前或之後的其他埃及國王當中，

也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此他們告訴我說，在這一段時期裡，太陽逆反常規地

升起了四次；兩次它是在它現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兩次是

在它現在上升的地方下落的；

　　雖然如此，埃及現在卻沒有經受任何變化，不管是在河

流和土地的生產方面，還是在疾病和死亡的事情上面都是

如此。」

　　希羅多德說，埃及的祭司告訴他，從埃及第一個國王

到海帕伊司托斯祭司時埃及共有 341 世，341 個國王。

　　在這 341 個國王期間，「太陽逆反常規地升起了四次。

兩次它是在它現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兩次是在它現在上

升的地方下落的。」

　　太陽逆反常規地升起是甚麼意思？我們知道太陽是東

升西落的。「逆反常規」，說明太陽不是東升西落！埃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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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正是這個意思，他說有兩次是在它現在下落的地方升

起。

　　現在下落的地方不就是西方嗎？可見太陽有兩次是從

西方升起的。但後一句不好理解。太陽有升就有落。後一句

「兩次是在它現在上升的地方下落。」這與前一句不是同一

個意思嗎？

　　如果是同一個意思，那就只是從西方升起了兩次啊。可

它又說逆反常規地升起了四次。

　　當然這可能是埃及祭司在表達上有問題。事實應該是

這樣的：如果以現在的方位作參照的話，應該是太陽西升

東落，再東升西落，又西升東落，最後東升西落。這樣就是

四次。每一次太陽運動和前一次比較起來就是逆反常規了。

　不管實際是怎麼樣，希羅多德的《歷史》表明，太陽曾經

有兩次是從西方升起的！又有兩次是從我們現在的方位升

起來的。

希羅多德的《歷史》是誤傳吧？

　　且慢！

　　《山海經》里恰恰就記載了太陽異乎尋常的運動。

　　從《南山經》首經招搖山來看，據《山海圖》復原圖，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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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里斯河在上古是向西注入大海的，而現在卻是東南流

注大海。

　　這意味著甚麼？這意味著上古太陽是從現在的西北方

升起來的！

　　當然，也可能是底格里斯河在《山海經》形成後改道了。

原來是西流，現在改道為東南流。好。姑且放過招搖山，暫

且承認它可能改道了。

　　請再看《南次二經》 山和長右山。

　　《山海經》作者可能也估計到後人會以為是河流改道。

在這裡《山海經》提供了名山的方位信息。

　　《南次二經》說：「南次二經山之首曰 山，西臨流黃，

北望諸 (pí)，東望長右。」這一句沒有問題，意思也非常明

白：長右山在 山的東面。

　　關鍵是後面經文又說：「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

在這裡長右山卻是在 山的東南面！這意味著甚麼？

　　這意味著這二座山不是同一個時期記錄的。在記錄

山時，長右山是在 山東邊的；而記錄長右山時，長右山

此時卻是在 山的東南方了！這說明瞭甚麼？這說明瞭原

來太陽是從東南方升起來的！現在卻是從東方升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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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改變了運行軌跡！由原來的東南方運行到現在的東方

了！

　　再看《中次十一經》翼望山：「翼望之山。湍 (zhuān) 水

出焉，東流注於濟；貺 (kuàng) 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漢。」

　　據《山海圖》復原圖，此翼望山就是今天雲南的高黎貢

山。其西面的伊洛瓦底江之名就來源於翼望山。

　　伊洛瓦、翼望同音互譯。伊洛瓦底江在中國古稱麗水。

此山之大河現在都是南流，而上古卻是東流或東南流，可見

上古太陽是從南方或東南方升起來的。

　　再看《西次三經》：「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

之南，北望冢遂，南望 (yǎo) 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

望 (yān) 淵。」

　　這裡崇吾山就在現在陝西長武附近。長武之名來源於

崇吾。

　　冢遂，就是今同心，也是同音互譯。 (yǎo) 之澤就是

渭河平原，上古為澤。 (yān) 淵就是今延安。據此方位，

當時此山成圖時，太陽是從今東北方升起來的。

　　再看《海內經》。《海內經》載：「…華山青水之東，有

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於此，至於天。」華山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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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陝西華山，肇山在山西河北之間，山已不存在了。

　　上古肇山在華山的東面，據《山海圖》復原圖，肇山所

在的位置卻在現在華山的東北面。

　　這也表明《海內經》形成時太陽是從現在的東北方升

起來的。這是甚麼時代的事？後文解讀經文時再談。

　　還有一些，此不一一列出。具體見後面經文詳解。

　　由此我們看到，太陽曾經從我們的東北方、西北方、南

方、東南方升起過！這意味著甚麼？

　　這意味著我們現在的東南西北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世

界萬事萬物都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既然東南西北在不斷

變動，南極、北極也一定在跟著變化！東極、西極也一定在

跟著變化！這不是極移又是甚麼？

　　關於太陽改變運行軌跡的記錄不僅《山海經》有記載，

《彝族源流》也有記載，據《彝族源流》：「遠古的時候宇宙

忽然顛倒了一次，日月都沈沒了，天翻地覆之後，日月倒著出。

鴨子頭碰到天頂，蝌蚪在天邊遊玩，凡是有生命的一天之

內都消失了。…只剩下篤米俄住在洛恆山。」

　　洛恆山在哪？如果用粵語讀，就是《南次三經》的鹿吳

山，其地在拉薩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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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西方神話中也有。但也沒人看懂。

　　請看下面這則希臘神話：

　　法厄同向父親要求

　　駕駛帶翼的太陽車

　　任性的年輕人

　　駕車狂奔改變了故道

　　狂喜中手足無措

　　太陽車失去了控制

　　大地受盡炙烤

　　大火蔓延耕地燒毀

　　人的皮膚烤成了黑色

　　亂竄的烈焰燒著了

　　法厄同的頭髮

　　一團火球飛旋而下

　　水泉女神埋葬了法厄同

　　福玻斯陷入深深的後悔

　　這則神話明確指出，太陽「改變了故道」，也就是說偏

離了正常的軌道。

　　法厄同「駕車狂奔」，表明太陽是在加速運行！這也是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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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發生了極移的記錄。千萬不要以為僅僅是神話，相傳

幾千年的神話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在文字沒出現之前，

歷史就靠口耳相傳，口頭傳說是先祖向後代傳授知識的載

體。後人看不懂，附會解釋之，就成了後世的神話。

　　所以希羅多德的記載並沒有錯，《淮南子》的記載也並

沒有錯。錯的是我們的觀念和認識！

　　從《淮南子》來看，極移會引發火山爆發，會引發隕星

墜落，會引發地球的板塊運動，會引發大洪水，還會由於社

會動蕩而引發戰爭！

　　有這麼恐怖嗎？

　　我們先來分析《淮南子》上面那段話。

　　四極，前面已經解釋了。就是東南西北四極。四極廢就

是說原來的東南西北亂了，不起作用了。這也就是《尚書》

所說的「廢時亂日」。

　　九州裂呢？是說九州分離，也就是說出現了地裂或板

塊運動。地裂好理解，但當時會出現板塊運動嗎？

　　板塊運動不是非常遙遠的地質時代的事情嗎？非也。

板塊運動其實一直在進行，只是相對緩慢，人類感覺不到，

但極移時板塊運動會變得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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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上古曾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板塊運動？

　　因為先民告訴了我們。可惜後人沒看懂。

　　請看古希臘神話《歐羅巴》。《歐羅巴》神話說，腓尼

基國王的女兒歐羅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世

界的兩大部分亞細亞和對面的大陸變成兩個女人的模樣在

激烈地爭鬥，想要佔有她。

　　其中一位婦女非常陌生，另一位婦女亞細亞非常熱烈

渴望得到歐羅巴。天亮後女伴們把歐羅巴引誘到海邊的草

地上，海神波塞冬有一件漂亮的長襟裙衣，以前她把它送

給了熱戀中的利比亞，現在又送給了歐羅巴。

　　歐羅巴非常高興，跑在同伴的前頭，奔到了海邊的草

地上。宙斯迷戀上了歐羅巴，就化作一頭漂亮無比的公牛引

誘歐羅巴騎上了他的牛背。

　　歐羅巴騎上公牛後，公牛慢慢向海邊走去，最後加快

了速度奔跑前進，突然跳進了大海。海水從公牛身旁緩緩

流過，歐羅巴生怕弄濕了衣衫，竭力提起雙腳，公牛卻像一

艘船一樣，平穩地向大海的遠處游去，不久海岸消失了，公

牛馱著歐羅巴向遠處游去，周圍永遠是無邊無際的海水，

後來他們來到了遠方的海岸，公牛爬上陸地，來到一棵大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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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旁，公牛讓歐羅巴下來，自已卻突然消失了。

　　這時一個陌生的男了出現在她的面前，說他是克里特

島的主人，請姑娘嫁給她。姑娘答應了，宙斯實現了自已的

目的，又像來時一樣消失了。

　　姑娘後悔失身於陌生的男子，女神阿弗洛狄忒告訴歐

羅巴說把她帶走的是宙斯本人，此後歐羅巴將成為女神，收

容她的這塊大地從此就以她的名字命名，叫歐羅巴。

　　歐羅巴默認了自已的命運，與宙斯生下了三個強大的

兒子：米諾斯、拉達曼提斯和薩耳帕冬。

　　米諾斯和拉達曼提斯後來成了冥界判官，薩耳帕冬則

成了小亞細亞呂喀亞王國的國王。

　　長期以來人們只是簡單地把它當成神話。祖先可沒有

興趣和你講神話，他們其實是在向後人傳遞信息，之所以被

當成神話是因為後人不理解、誤讀的緣故。

　　這一則神話說的並不是一個女人的愛情故事，而是說

的亞、非、歐三大板塊的運動！

　　故事說婦女亞細亞和一位不知名的婦女想要得到歐羅

巴，這表明亞洲和非洲當時在和歐洲板塊碰撞，特別是亞

洲板塊，遠古時其地形就是公牛的形狀，公牛指的就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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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它事實上是隱喻上古亞洲板塊曾擠壓歐洲板塊向西南

移動，使歐洲滑近了非洲板塊，致使美女歐羅巴出現在「陌

生的男子」克里特島面前。

　　這意味著克里特島遠古時離歐洲要遠，同時海神波塞

冬的那件連襟衣裙其實就是一狹長的島嶼，上古它與北非

利比亞是連成一體的，後來整體下沈了。

　　而亞歐板塊運動時出現了大洪水，地中海北部島嶼下

沈了。米諾斯和拉達曼提斯也下沈了。

　　奇怪吧？希臘人如何知道歐亞非三大板塊的運動的？

　　如果當時的人類沒有明顯感覺到地球的板塊運動，他

們能杜撰出一個這樣的我們現在才知道的地球板塊運動的

神話嗎？

　　所以，我們要麼相信這是先民的親身經歷，要麼就是

上古本就有高度發達的科技。

　　那麼「天不兼覆」呢？

　　天不兼覆，就是說天破了，所以天不能完全覆蓋大地。

天會破嗎？在古人看來，天確實是破了。為甚麼？

　　因為天上有東西掉下來了！甚麼東西？隕星或慧星！天

上有天體掉下來，不是天破了又是甚麼？所以才有女媧補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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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周載」呢？大地不能完全承載萬物。這是甚麼意

思？大地承載不起啊。就是說有山川沈陷了，甚至可能有大

陸沈沒了！

　　「火爁炎而不滅」呢？火，可能指天火，也可能指地火，

當然也可能是森林、草原火災。

　　天火，就是隕星燃燒降下的火；地火指火山爆發；有天火、

有地火，當然免不了森林、草原火災。所以「火爁炎而不滅」。

　　從《淮南子》記載的「積蘆灰以止淫水」這一句來看。

蘆灰是甚麼？一直不明。其實它可能是火山灰，當時可能出

現了火山爆發現象。

　　「水浩洋而不息」呢，這就是大洪水了。不需要多解釋。

　　但從女媧洪水後尚能鍊銅這一描述來看，這次洪水絕

不是傳說中的滅世大洪水，也絕不是《彝族源流》記載的大

洪水。

　　「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呢。從《山海經》看，上古

的獸、鳥並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獸和鳥，有時是指民族和人。

所以這句話中的猛獸和鷙鳥完全可能是指的上古民族。

　　女媧是甚麼時期？

　　考古學家認為是紅山文化時期。紅山文化是大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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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年至前 3000 年的文化，集中在燕山以北、大凌河和

西遼河上游，因最先發現於內蒙古赤峰紅山而得名。

　　從《山海經》來看，女媧主要活動範圍卻是在秦嶺、漢

水至甘肅、青海一帶。前面《大荒西經》提到的「有神十人，

名曰女媧之腸」已經說明瞭這一點。

　　十人就是陝人的圖畫表音，也就是女媧是陝人的意思，

實際上上古陝人、秦人都是一個音。

　　從女媧主要活動區域看，《山海經》的記載和學者們的

看法是有區別的。

　　如果赤峰紅山文化也屬女媧文化的話，那它也一定是

女媧文化的邊區文化。

　　從《山海經》和《淮南子》的記載來看，至少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中國陝甘、青海和漢水上游一帶應該已經出

現了銅器。

　　女媧是甚麼時候的事呢？

　　據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女媧氏……承庖犧制度。

……及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

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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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世紀》說從女媧氏到無懷氏共 15 世，都是沿襲

庖犧制度。庖犧，學者們說就是伏曦。

　　根據《帝王世紀》的說法，無懷氏之前世系為：

　　庖犧（伏曦）--- 女媧 --- 庖犧氏 15 世。

　　另外根據《春秋緯》的說法：「彧溫……號曰遂皇，冬

則穴居，夏則巢處，燔物為食，使民無腹疾，治五百三十歲。

忽彰次之，號曰庖羲。有人蒼色大眉，名石年，戴玉理，始立

地形，甄度四海。治五百三十年而流紇紀作。禪於謀泯，號

曰榆罔，治五十四年。軒提次之，號曰帝壽鴻，即軒轅，有熊

之子也。」

　　《春秋緯》說庖羲叫忽彰，庖羲之後是炎帝石年，炎帝

治 530 年，禪位謀泯，即榆岡。榆岡（靈恝）治 54 年，然後

是軒提，即帝壽鴻，也就是軒轅。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緯》說炎帝時「始立地形，甄度

四海」，這意味著《山海經 . 五藏山經》很可能出於炎帝！

　　根據《春秋緯》的描述，其世系為：

　　遂皇（或溫）--庖羲（忽彰）-- 炎帝530 年 ---流紇紀謀泯（榆

岡）54 年 -- 軒轅（帝壽鴻）

　　從上面世系我們可以看出，《春秋緯》把《帝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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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庖犧 -- 女媧 -- 庖犧氏 15 世並稱為庖羲了。

　　結合《帝王世紀》和《春秋緯》，其世系應該如下：

　　遂皇 -- 庖犧（伏曦）-- 女媧 -- 庖犧氏 15 世 -- 炎帝 530

年 --- 榆岡 54 年（流訖紀）-- 軒轅（帝壽鴻）

　　根據中國傳統的說法，軒轅大約是公元前 3000 年左

右的人，我們暫且以此推算女媧所處時代。

　　軒轅為公元前 3000 年，則榆岡為公元前 3054 年，炎

帝石年為公元前 3584 年，庖犧氏 15世為公元前 4034 年。

據此，女媧大約為公元前 4050 年左右的人，這個時間相當

於紅山文化的早期階段，時間上與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大體

吻合。

　　如果《淮南子》所記沒有錯的話，那麼大概在公元前

4050 年左右，當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與隕星相聯繫的天文

地質事件，與此伴隨的是四極位移，火山爆發、洪水肆虐和

山崩地裂，甚至可能還有陸沈事件。

　　女媧其人，除了《山海經》記載外，有考古方面的證據

支持嗎？

　　下圖的陶罐是在甘肅臨洮發現的。陶罐上畫的是一蛙

形人，下面畫有巨大的女陰，蛙人四圍是上古之「巫」字，即

女媧大洪水與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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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出現在兩河流域的所謂「上下四方之王」。

　　這陶罐實際是「以圖表音」的具體體現。蛙圖表示「媧」

之音，以女陰代表女性。也就是說該圖代表的就是女媧。

　　這是上古文字形成之初的圖音符號。圖音符號，這是

我的專利，世界首創。以後有人借用，請務必償還。

圖十五：

　　同樣的陶罐還有一個，也是在甘肅發掘的。這與《山海

經》女媧神是陝人的記載是相符合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山海經》的記載實實在在不是

神話。　　那麼女媧時的極移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一點以

後再談。我們先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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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炎帝建木

　　據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女媧之後還有庖犧氏 15 世，

但這 15 世因相關資料闕如，莫可探尋。此後是炎帝，共傳

530 年。

　　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

訞 (yāo) 生炎居，炎居生 並，節 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

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是復土

，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聽沃是誰？就是《南次三經》令丘山的令丘。

　　據《山海圖》復原圖，令丘山其地就在今湖南瀏陽一帶。

令丘，也是粵語讀法。令丘、聽沃、瀏陽也是同音互譯詞。令

丘山、瀏陽之名均來源於炎帝之妻天沃。天沃，本意是天女

沃。粵語快讀就成了天沃。

　　中國古籍說炎帝叫石年，也有說叫勖其的。其實勖其

不是炎帝第一代，而是炎帝戲器的同音互譯詞，屬天女沃的

下三代後族。

　　炎帝石年，石年上古讀少鵹，上古少、石同音，是鄂東南

和湖南瀏陽一帶的語音；年、鵹同音，讀 lei, 後音變為 dei,

典、德、帝、袋、丹上古也是同音字，在上古它們是可以同音

偉大的炎帝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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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譯的。

　　《大荒西經》載：「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

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三青鳥，並不是三隻青鳥，而是三

支羌人的意思。

　　青鳥、羌人同音互譯。大鵹，即《山海經》中的帝台，少

鵹就是石年，青鳥就是羌人。

　　《晉書‧束哲傳》說 :「穆天子傳五篇 , 言周穆王遊行

四海 , 見帝台、西王母。」《晉書》這是在瞎說！

　　帝台始見於《山海經》，據《山海經》復原圖，帝台的

統治範圍北自山西、山東，南至雲貴高原。

　　如果帝台和周穆王同時代，那意味著周穆王的地盤也

在帝台統治之下。這豈不荒謬？

　　帝台與炎帝石年是同時代的人。《晉書》說周穆王見帝

台，明顯是關公戰秦瓊了！

　　關於三青鳥，長期以來人們都把它當成了三隻神話中

的鳥，實在是誤讀。

　　《海內北經》載：「西王母梯幾而戴勝。其南有三青鳥，

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 (qū) 北。」

　　取食是甚麼意思？取食就是驅使之音譯。它說的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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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羌人都是西王母的子族，為西王母驅使，四處出征，爭奪

天下。

　　可見在西王母時尚是母系社會。需要說明的是，《山海

經》中的崑崙虛是帝都所在，非只一處。此處的崑崙虛在今

新疆。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說：「翩翩叄青鳥，毛色奇可憐。

朝為王母使，暮歸叄危山。」在陶淵明的詩中，三青鳥為西

王母所使，正是「為西王母取食」的本義。

　　陶淵明的理解一點也沒錯，倒是後世的學者們把三青

鳥附會為三隻神鳥了。

　　據《春秋緯》，炎帝「始立地形，甄度四海」，可見《山海經》

的前身‥‥圖畫書要追溯到炎帝時。

　　炎帝時就劃分天下為九州。九州，在炎帝時叫九丘。丘，

不讀 qiu, 而是讀粵語的 jau, 九丘即後世所謂的九囿，也就

是九州之義。

　　「九丘八索，帝王之書」，這裡的九丘就是《海內經》

所說的九丘。

　　《海內經》載：「…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

( 有 ) 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

偉大的炎帝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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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

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 (zhǔ)，下有九枸 ( jǔ)，其實如麻，

其葉如芒。大 (tài) 皞 (hào) 爰過，黃帝所為，…」

　　按《海內經》的意思，九囿實來源於炎帝節 。這段經

文講得很清楚，惜乎前人沒有看懂。

　　其實它也要用粵語解讀。經文意思是說：有九囿（九州），

以大河繞之，名叫陶唐州、叔得州、孟盈州、昆吾州、黑白州、

軒轅州、三危州、武夫州、神民州（三曼、三苗）。有巫（上古巫、

木同音，發音同今粵語），為羌人節莖（青葉紫莖），炎王黃山（玄華

黃實），名叫建木，蕃人（巴人）巫建（建巫、建木實為一），他上擁

有九州（九欘），下擁有九子（九枸），建立了三曼國（實麻、壽麻、

三苗），稱閻王 木（葉芒）。太皞曾從此地路過，黃帝就打造

了「建木」神木（以示紀念）。

　　《海內經》說節莖名曰建木 *，而建木上古音同節

此外據《路史》說：「炎居生節莖。節莖生戲。戲生器。」可

見節莖是炎居之子，同時據《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

之子聽訞 (yāo) 生炎居，炎居生節 ，節 生戲器，戲器生

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這裡《海內經》也說節

是炎居之子，可見節 就是節莖，也就是建木。

*( 郭璞說上古木、

伯同音，而伯、並

又同音，所以木、

伯、並上古是同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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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說建木上擁有九州，下擁有九子，居於黃山，建立

了三曼（三苗、神民）帝國，稱閻王（炎王）。黃帝打造了建木神樹，

以示紀念。

　　從《海內經》看，炎帝節 統一上古大九州之時間遠在

黃帝以前。而且炎帝的都城在黃山，即《西山經》首經》中

的黃山。

　　據《山海圖》復原圖，黃山就在今天的橫斷山脈或川西！

時間遠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前。

　　另據《春秋緯‧命歷序》：「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

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囿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

以制八輔。」人皇，上古實讀炎王。

　　結合《山海經》可知，炎王時確有九州。可見《春秋緯》

並非虛構。大九州早在炎王節 時就有了。

　　據《海內經》敘事順序，炎帝建木出現在川西一帶。此

建木就是三星堆發現的青銅神樹！

　　青銅神樹的九株，實為九州的圖音，九桔實為九子之圖

音。青銅神樹上古叫建木，本是一種樹的名稱，但由於炎帝

節 的名字讀音與建木相同，故祖先就以建木代表節 。

《海內經》說這棵青銅神樹是黃帝為紀念炎帝節 而打造

偉大的炎帝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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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見三星堆為黃帝文明，並且當地就是黃帝都城之一！

圖十六：三星堆出土的銅樹

三星堆完全被學界誤讀了！它的時間遠在寶墩文化之前！

並且遠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前。三星堆所在地當時為世界

的中心，也是黃帝的都城之一。寶墩文化實際上是黃帝後期

大洪水後才出現的文化。

　　並且三星堆的祭祀坑是為祭祀炎帝建並而設的。

　　炎帝節 是誰？說出來要震驚世界！



161

圖十六：三星堆出土

偉大的炎帝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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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如何理解三星堆，這就要涉及到炎黃大戰的歷史。而

炎黃大戰是以一場風花雪月的故事為導火索的。

　　我們都知道，炎黃時期發生了著名的炎黃大戰。交戰

的雙方，一方是黃帝族，一方是炎帝族。

　　黃帝族是誰為代表？是黃帝孫族韓流，不是黃帝本

人。炎帝族誰為代表？傳說是蚩尤，從《山海經》看，實

為炎帝孫族的祝融（伯陵 -- 巴人，二者同音互譯）。它們不是

神話嗎？

　　它們是真實的歷史！

　　下面我們來看這段幾乎湮滅了的歷史。

　　據《山海經 ‧ 海內經》：「流沙之東，黑水之西，

有朝 (zhāo) 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取雷祖，生昌意。昌

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 (zhuó) 首、謹耳、人面、豕

(shì) 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此處的流沙，就是《西次三經》之流沙。據《山海圖》

復原圖，就在今新疆。黑水，即今甘肅之黑河，黑河北段

為今之弱水。《海內西經》說：「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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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崑崙之虛 (qū)，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正是對這一帶地

理的描述。

　　此處的司彘國，粵語即西極國，也即西姬國，即黃帝

族所在國。黃帝和雷祖生昌意，昌意遷到若水，此若水即

今甘肅之弱水。昌意於弱水生子韓流。

　　朝雲國，即祝融國，也即蜀人國。由於語音的流變，

又可指為洞穴國。

　　如粵語的「洞穴」就與北方話的「朝雲」讀音就非常

接近。此實屬民族間語音輾轉翻譯的結果，上古實指一

國，即蜀人（音 yin）國。當時炎帝並有九州，為世界領袖，

黃帝和祝融都是炎帝下面的次一級統治者「神」。

　　這類似於周代的分封制的諸侯。諸侯之間雖然打得不

可開交，但只要不危及周天子的核心利益，周天子也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搞搞平衡，互相牽制。

　　黃帝當時為司彘國首領，祝融（蜀人）是炎帝之孫，

黃帝地位甚至比祝融還要低。為甚麼？

　　因為《西次三經》說了：「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

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

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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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御不祥。」

　　《西次三經》說黃帝要把峚山的玉瑛送到鍾山之南，

為什麼要送？「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原來是進獻天地

鬼神的。

　　天地間哪有鬼神？只不過是大大小小的統治者而已。

鍾山之神當時是祝融，也就是說黃帝是要向祝融進貢玉瑛

的，可見黃帝族當時地位的低下。

　　為甚麼說祝融當時是鍾山之神？因為《海外北經》說

了：「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

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

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說的正是祝融居鍾山。前人都把燭陰當成一個怪物，

或把燭陰當成極晝、極夜。實錯。

　　此經的「物」，就是「巫」之音，屬北方語言；人面，

表明燭陰是人，而不是別的其它東西；蛇身，中國南方語

即蛇山、雙雙、三桑、猩猩，實指族屬籍貫；赤色，粵語

即黑水也。經文說的是燭陰為巫，為蛇山人，地處黑水之

鍾山，而蛇山在《山海經》中則為巴人地段，而巴蜀是一

體的。可見蜀人發源於巴山，後發展到四川最後到達內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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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鍾山（即今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附近）。

　　黃帝族遷到鍾山一帶後，與炎帝祝融族（祝融、蜀人實

為同音互譯詞）開始交匯。

　　從此，炎黃大戰的序幕拉開了！

　　祝融族當時比黃帝族強勢。祝融在《山海經》中又

叫朱厭一族。

　　《山海經 ‧ 西次二經》記載：「小次之山，其上多

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

名曰朱厭，見則大兵。」

　　據《山海圖》復原圖，小次山就在今青海南部四川

交界處。蜀人（祝融）就是在這裡遭受滅頂之災的。

　　經文此處的獸同族，前面已說過，不再多述。白首，

其粵語就是巴蜀。由於民族讀音的不同又可稱般度，或

稱 BOD。赤足，閩南語即夏族。而南方話 z、c 不分，朱

厭就讀成了蚩尤。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朱厭（蚩尤）的神話也出現在兩

河流域神話中。在兩河流域蘇美爾神話中，炎黃大戰成

了恩里爾與朱妖之戰，二者情節也非常相同。而恩里爾，

實為神雷的音譯，而黃帝正是雷神。朱妖則完全是《山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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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經》中的朱厭的音譯。

　　可見蚩尤就是朱妖。既然蚩尤是朱妖，那麼上古

「蚩」肯定就讀「朱」之音。蚩尤、朱厭、朱妖、蜀人

jan、祝融五者完全是同音互譯詞。

　　也就是說黃帝與蚩尤之戰實際上是黃帝與蜀人之戰！

大戰主戰場就在今酒泉、賀蘭山至甘肅南部、阿瑪卿山這

一地區。

　　昌意遷到鍾山一帶後，還得給祝融開採玉石，供奉鍾

山之神祝融。昌意進獻的玉瑛就是白玉膏。

　　《西次三經》說：「峚 (mì) 山，其上多丹木，員葉

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

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 (fèi)

湯湯 (shāng)，黃帝是食是饗 (xiǎng)。」可見當時大小統

治者都喜歡服食白玉膏。

　　這白玉膏是甚麼東西？當時大小統治者為甚麼喜歡？

　　這白玉膏有點類似於晉代的五石散或赤石脂。古人認

為服食赤石脂可以長生不老。如晉代的名士稽康、阮籍就

經常服用，並自認名士風流。殊不知這玩意類似於現在的

春藥，吃了就會身體發熱，性情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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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意到若水後，生子韓流。韓流長大後娶了一個小四

……美女阿女（讀娥女）。祝融族的後人此時是伯陵。伯陵

此時成為了鍾山的統治者，是為鍾山神。他與韓流是同一

個時代的人。

　　伯陵可能是吃白玉膏吃多了，腦子發熱，身體也發

熱。終於把持不定，趁韓流開採玉石之機和韓流的小四

----- 阿女發生了婚外情，並生下了三個私生子，是為鼓、

延、殳三子。

　　你這是寫小說吧？

　　絕對不是！

　　因為《海內經》後面說了：「炎帝之孫伯陵，伯陵

同 吳 權 之 妻 阿 女 緣 婦， 緣 婦 孕 三 年， 是 生 鼓、 延、 殳

(shū)。」

　　《海內經》前面說阿女是韓流之妻，後面說阿女是吳

權之妻，可見吳權就是韓流。也就是說伯陵和韓流的小四

……阿女發生了婚外情。

　　為甚麼說阿女（娥女）是韓流的小四呢？

　　據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說：「（黃帝）元妃西陵氏女，

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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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氏，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據《帝王世紀》，彤魚氏為黃帝第三妃。彤魚氏是甚

麼意思？就是朝雲氏，也就是祝融氏。同音互譯而已。

　　祝融氏不是祝融的老婆的意思嗎？怎麼又成了黃帝的

小三？

　　那是因為黃帝（實為韓流）的小三阿女（娥女）跟祝融

私奔了。所以娥女（阿女）就成了祝融氏，也就是彤魚氏。

　　《帝王世紀》的記載大體是正確的，但這裡它把夷鼓

當成一人了。

　　事實上據《山海經》，鼓、延（上古讀夷）、殳是三人；

並且《帝王世紀》把黃帝和黃帝之孫韓流混為一談了。事

實上阿女是韓流的老婆，私奔祝融後才叫彤魚氏的。

　　阿女既然是阿緣之婦，那麼阿緣自然就是吳權了。可

見阿、吳上古同音，讀 ngo 或 e. 如阿房宮的阿，就讀 e,

閩南話的吳就讀 ngo。

　　但《山海經》沒有直說，而是拐了一個彎。為甚麼？

為尊者諱也。《山海經》稱吳權為貳負。貳負，阿夫之同

音互譯詞也。

　　吳權老婆娥女與伯陵通姦，吳權自然不甘心戴這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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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與「危」殺了伯陵。危是誰？就是羿。為甚麼？因

為在粵語中，危與羿是同音字，都讀 ngai。

　　由此我們發現，昌意之子韓流在東遷過程中，他的妻

子娥女跑到了炎帝之孫伯陵懷抱，由此引發戰爭。

　　據《海內西經》說：「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

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系之山上

木。」

　　貳負即阿夫之音譯。窫窳，就是祝融（朝雲）之音譯。

而危呢？粵語就是羿，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后羿。

　　這就是民間傳說中的「嫦娥奔月」。嫦娥，就是娥女。

月，古指蟾蜍，而蟾蜍、窫窳、朝雲、祝融古音為一。

　　所以嫦娥奔月實指娥女私通祝融！但民間傳說把嫦娥

說成了后羿的妻子。這就是民間傳說不能全信的原因。

　　所以，從《山海經》看，娥女私奔祝融，韓流就與羿

聯手殺了祝融。炎帝見韓流殺了祝融，大怒，起兵活捉了

韓流與羿，並將他們綁在疏屬之山的大樹上，餓死、曬

死。戰爭最終以祝融族失敗告終。

　　據《海內經》：「祝融降居江水。」一個「降」字，

說明祝融族失敗了，退守到了今贛江一帶。注意，上古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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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贛同音。《海內經》此處的江水指湖北、江西一帶的

長江。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黃帝族佔據了巴蜀一帶。

　　這段歷史就是《蜀王本紀》所記的望帝私通鱉靈老婆

的故事。但《蜀王本紀》的記載也有錯誤。

　　《蜀王本紀》說：「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

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

王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

　　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

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

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

　　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

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

　　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

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

　　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

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

之而去，如堯之禪舜。

　　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望帝

去時子圭鳴，故蜀人悲子圭鳴而思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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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王本紀》明顯採自民間傳說，但民間傳說完全走

樣了！

　　望帝與鱉靈實際是黃帝和伯陵（巴人）的方言音譯，

杜宇也是祝融的方言音譯。

　　《蜀王本紀》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事實不是黃帝本

人，而是黃帝孫子韓流與炎帝孫蜀人（yi) 伯陵 ( 巴人）間

的戰爭；不是黃帝族的韓流私通伯陵的老婆，而是伯陵私

通黃帝族韓流的老婆；杜宇不是望帝而是朝雲伯陵；故事

的結局並不是望帝跑了，而是伯陵被殺了！

　　所謂的杜宇、朝雲、窫窳、朱厭、洞穴、朱妖、蚩尤，

都是源於不同民族對「蜀人」一詞的音譯。

　　雖然如此，但民間神話也不是空穴來風的。至少它表

明瞭黃帝（望帝）與伯陵之間有一場關於女人的糾葛，而

且望帝（黃帝）佔據了巴蜀。

　　從這一點上看，《蜀王本紀》與《山海經》的記載是

相符的。只是在具體細節上出了紕漏。

　　從《海內西經》看，韓流與羿殺了朝雲國（祝融國、蜀

人國）伯陵後，顯然是觸犯了炎帝的核心利益。炎帝大怒，

就出兵攻伐韓流和羿，最終將羿與貳負吳權（韓流）綁在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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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屬山的大樹上。這一點，似已得到部分證實。

　　漢宣帝時，陝西上郡採石，岩石崩塌，下面現一石

室，裡面壁畫有反縛盜械人。

　　劉秀在《上山海經表》時說：「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

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

對。」以此史實來看，《山海經》所記實不為謬。

　　祝融被殺，身負重傷，炎帝很是傷心。《海內西經》

載：「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

夾窫 (zhá) 窳 (yú) 之屍，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

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海內西經》說有六巫造不死之藥以圖搶救窫窳（祝

融、伯陵）。

　　在上古，巫的地位非同一般，地位不在「神」之下，

也就是說此六巫之地位至少是與伯陵、韓流相當的。祝融

（窫窳）的戰傷能引起六巫重視，並環繞祝融，造不死藥

以圖搶救。

　　此六巫是誰？彭巫，即橎木也；抵巫即帝巫也；陽巫，

即陽木也；履巫，即雷巫也；凡巫，即黃巫也。相巫，即

湘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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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有能耐吩咐六巫？此非炎帝莫屬。從這一點亦可以

看出祝融（伯陵）當時聲威的顯赫。

　　《山海經 ‧ 海內經》對這場炎黃大戰完全是白描手

法，不帶任何感情色彩。

　　其實這場大戰相當殘酷。整個戰爭持續了至少五代

人，從祝融時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共工、術器、噎鳴和夸

父時期，歷時 100 多年。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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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大戰

　　大戰的經過是怎樣的呢？我們來看看這場 5000 多

年前的所謂的炎黃大戰！

　　5000 多年前，炎帝節 一統天下，建立三苗帝國（又

稱三曼、壽麻、神民）。炎帝始立地形，甄度四海，並將天下

劃分為九囿。炎帝居中州，即青藏高原，分封九子鎮守九

囿。

　　到炎帝節 之孫祝融時，祝融建立開明國，實為炎

帝下面的分封國，西方人又稱之為朝雲國（即蜀人國的意

思）。

　　祝融被黃帝族殺死。炎帝親自安排六巫搶救祝融。

炎帝有九囿，也就有九巫（九牧）。現在只有六巫（六牧）

來救祝融，可見還有三巫是不聽炎帝指揮的。此三巫應即

黃帝族和他的盟軍。在搶救祝融的六巫中，其中就有履巫

（力牧），而《山海經》中的履巫（力牧）卻是出現在西亞。

可見力牧最初是傾向於祝融的，並且戰爭甚至波及到了西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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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巫搶救無效，祝融還是不治而逝。黃帝大軍揮師南

下，一舉佔領了四川。

　　世界平衡格局被打破，炎帝再也不能坐視不管了，加

之祝融又是他的孫子，於是出兵活捉了韓流和后羿，為祝

融報了仇。

　　本想事情就此結束。但祝融族喪師辱國，是可忍，孰

不可忍！祝融和娥女生下的兒子鼓聯合欽 ，興兵為祝

融報仇。

　　《山海經 ‧ 西次三經》載：「鍾山。其子曰 ，其

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 (pī) 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

乃戮之鍾山之東曰 崖。欽 化為大鶚 (è)，其狀如雕而

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 (hú)，見則有大兵；

鼓亦化為鵕鳥，其狀如鴟 (chī)，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

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

　　這裡的鼓，就是祝融（伯陵）與娥女（阿女）的兒子

鼓、延（殷、夷）、殳中的鼓。鼓與欽 殺葆江（粵語音近柏

高、百艱）於崑崙之南，黃帝就在鍾山之東一個叫 崖的地

方殺了鼓。

　　欽 戰敗後，其後族就成了大鶚（大韓）一族。欽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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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哪一族？從他與炎帝系的鼓族聯軍大戰黃帝族的事實

來看，欽 也應該是炎帝族。所以韓國人實為炎帝族一

系。

　　而鼓之後族呢，則逃到了橫斷山脈，成為藏人。

　　前面說了，蚩尤就是蜀人祝融的音譯。蚩尤族戰敗

後，休養生息。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據《管子 ‧ 地數篇》載：「修教十年，葛盧之山發

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

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二十。」

　　葛盧山在哪？就是《山海經》中的高梁山或今湖南的

岣嶁山。

　　這三者都是音譯的結果。從《管子》後面又提到雍狐

山的情況來看，葛盧山應該是高梁山，據《山海圖》復原

圖，其地就在今雲南西北與貴州交界處。

　　《管子》說蚩尤戰敗後，休整十年。此時高梁山山洪

爆發，山中湧出了很多山銅，蚩尤就以此打造兵器，一年

之內兼併諸侯九個。

　　後來雍狐山（今雲南楚雄以南）又因山洪爆發，湧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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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堆山銅，蚩尤又以此打造兵器，是年兼併諸侯二十。

　　自此，蚩尤（蜀人）實力大增，並揮師北上，進攻黃

帝族。

　　據《歸藏 ‧ 啟筮》記載：「蚩尤出自羊水，八肱、

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從《歸藏 ‧ 啟筮》和《管子 ‧ 地數篇》看，蚩尤所

在地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有一個讀音與葛盧山相近的地

方；二是葛盧山多銅；三是有一條大河，讀音與羊水相

同。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地方，在《山海經》中只有高

梁山。

　　據《山海圖》復原圖，高梁山附近有雅礱江流過，而

雅礱江古稱若水。粵語二者音近，而雲南又多銅。

　　所以蚩尤應是在雲貴復興的。皋塗山雖然也也比較符

合，但因該地與黃帝侵佔的蜀地太近，故不可能為蚩尤打

造兵器的地方。

　　《歸藏 ‧ 啟筮》說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九淖就是

一個有九條河的地方，在《山海經》中，有九條河的地方

只有和山。

　　《山海經》說：「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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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

其中多蒼玉。」

　　和山是哪裡？據《山海圖》復原圖，和山就是現在的

賀蘭山。

　　這就意味著蚩尤重新光復了賀蘭山一帶。而空桑呢？

實為和山的音譯。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蚩尤的目標是討伐空桑，可見空

桑必為黃帝的重要據點，且空桑就在九淖一帶。

　　而據《山海經》，賀蘭山確為黃帝族的秘密行宮。《五

藏山經》載：「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 (shēn)

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

(qú)，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

　　武羅是誰？粵語就是 moulo, 即苗龍。《大荒北經》

載：「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

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可見武羅就是黃帝子。《山

海經》說賀蘭山一帶為黃帝秘密行宮，那裡充斥著大量的

美女。由黃帝的兒子苗龍鎮守。

　　蚩尤果然厲害，一到賀蘭山就把黃帝的秘密行宮給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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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慌了。調動幾路大軍圍剿蚩尤：北路軍是黃帝的

女兒天女魃，參謀是叔均，擅長旱戰；南路大軍是應龍，

擅長水戰。水火夾擊，妄圖剿殺蚩尤。

　　蚩尤也不是示弱，調動盟軍反擊：東路軍是黑龍江的

雨師妾；南路盟軍是湘楚、江西一帶的風伯，即楓木，苗

族的始祖。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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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炎黃大戰形勢圖

　　《山海經 ‧ 大荒北經》對這場大戰記載如下：「有

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

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

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

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

祖。」

　　從《大荒北經》的記載看，戰爭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蚩尤進攻黃帝密都，黃帝招架不住；

　　第二階段，黃帝令應龍攻冀州。這裡要注意的是，在

炎黃時代，冀州不是春秋戰國時的冀州，而是今黃土高原

和內蒙古高原。

　　另外炎黃時代，自雅布賴山到今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一

帶，上古曾是大海澤。「應龍畜水」，看來應龍的目的是

要用海澤里的水淹死蚩尤大軍。

　　蚩尤請來盟軍。盟軍中的風伯來自中國南方。為甚

麼？因為《山海經》中的風伯山就在湖南。而風伯就是楓

木。

　　據《苗族古歌》，苗族的始祖就是楓木。所以，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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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盟軍必然是南方湘楚贛一帶的苗人。

　　而雨師呢？據《海外北經》：「雨師妾在其北。其為

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

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據《海外北經》表述順序，此雨師妾在東北。所以，

從《山海經》反映的內容看，當時炎黃大戰席捲了整個中

國。

　　第三階段，黃帝的女婿叔均和女兒天女魃率大軍援

助。天氣大旱，蚩尤族的水軍不能發揮作用，於是蚩尤族

敗北，黃帝在青丘，即賀蘭山一帶的青要山殺了蚩尤。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河流域蘇美爾神話中也有一個恩

里爾大戰朱妖的故事。

　　該故事說：空氣之神恩里爾有一塊生命牌。生命牌保

護著恩里爾的生命，它代表著權力。地上的朱妖渴望得到

生命牌，以統治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靈。

　　朱妖制訂了一個罪惡的計劃，在一個晚上殺死了恩里

爾的守衛，偷走了生命牌，躲到了一個深山密林裡。

　　恩里爾見生命牌丟失，就召集眾神開會，緝拿盜賊。

天神們用照妖鏡發現是朱妖偷盜了生命牌，就派天兵天將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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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界征討朱妖。他們用盡了火攻、水攻、雷電霹靂，也

不能制服朱妖，反而被朱妖打得落花流水。後來恩里爾的

戰神瞭解到朱妖的原形是一隻黑牛，就設計將飢腸轆轆的

朱妖誘到了一塊水草豐美的土地。

　　當朱妖到那塊草地準備美餐一頓時，草地忽然整個捲

起來，將朱妖圍在裡面，最後恩里爾活捉了朱妖，奪回了

生命牌。

　　這個故事與上面的黃帝大戰蚩尤的情節驚人地一致！

　　生命牌是甚麼？「生命」實際上是「神民」、「三曼」

的音譯，而神民（三曼）卻是炎帝節 建立的帝國名稱。

　　恩里爾與朱妖爭奪生命牌實際上是爭奪神民帝國帝

位，而這與黃帝與蚩尤爭霸的本質是一致的。

　　另外恩里爾實際上也是神雷的音譯。兩河流域的語音

略有變化而已；而朱妖就是《山海經》中的朱厭，也就是

祝融，它們也是音譯的結果。

　　蘇美爾神話中朱妖在一個晚上殺死了恩里爾的守衛，

盜走了生命牌指的就是蚩尤襲擊了黃帝的密都賀蘭山，並

建立了開明帝國的事。

　　蘇美爾神話中天神們用火攻、水攻、雷電霹靂攻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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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手法也與應龍、天女魃戰蚩尤的經過一樣，戰爭的結

局也一樣。

　　所以，蘇美爾神話中的恩里爾大戰朱妖實際上就是黃

帝大戰蚩尤。可見上古蘇美爾與中國是有密切聯繫的。但

蘇美爾神話明顯來源於民間傳說，不及中國典籍記載的嚴

肅。

　　那麼到底是古蘇美爾人的神話傳到了中國？還是中國

的歷史傳到了蘇美爾？或者說故事本身就是東亞和西亞人

民的共同歷史記憶呢？

　　從神話的內容來看，中國典籍記載的要比古蘇美爾神

話嚴肅得多，內容也要詳細得多。從文化的變遷和信息傳

遞的規律看，我們更傾向於是中國的炎黃大戰歷史傳到了

兩河流域。

　　黃帝殺蚩尤的地點到底在哪，《歸藏 ‧ 啟筮》說是

在青丘。然而從《山海經》看，恐怕不是這樣。

　　《大荒北經》說：「…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

射者不敢北鄉 (xiàng)。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 (bá)。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

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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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遂殺蚩尤…」。

　　經文前面說共工之台在系崑山。後面說的卻不是共工

的事，後面談的都是蚩尤。可見蚩尤實為共工。

　　我們前面也已經指出，蚩尤實為蜀人的音譯詞，黃帝

與蚩尤之戰實際上是黃帝與蜀人之戰。

　　共工是誰？《海內經》說：「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

工。」可見共工是祝融之子，也是蜀人。

　　系崑山在哪？就是現在的西傾山。二者也是同音互譯

詞。西傾山在今四川與青海交界處的阿尼瑪卿山北面。如

此看來，共工之台（實為共工之塔）就在川西和青海交界處

的西傾山！

　　蜀人共工在進攻賀蘭山時顯然遭到了失敗，不得不退

守川西西傾山。而這裡正是《西次二經》小次山所在地。

　　《西次二經》說：「…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

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

則大兵。」此經文說，小次山有一族，名叫朱厭族。

　　白首，就是巴蜀的圖音。朱厭就是蚩尤，也就是蘇美

爾神話中的朱妖。可見此朱厭就是蜀人的意思。祝融之子

共工是在這裡被黃帝殺掉的！蚩尤一年兼併諸侯者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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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兼併諸侯二十，黃帝在賀蘭山的密都都被他端了，不能

不說是一個英雄。

　　黃帝為了紀念他，在這裡為共工建了一座塔，這就是

共工之台，地點就在今西傾山一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黃帝族已經打到川西了！

　　這就是我們傳說中的炎黃大戰。

　　炎黃大戰的事，史遷在《史記》中也有記載，《史記

‧ 黃帝本紀》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

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農氏弗能徵。

　　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

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

　　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教熊羆貔貅軀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

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

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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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

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司馬遷說黃帝叫軒轅。其實從《山海經》看，炎黃大

戰不是黃帝本人與炎帝本人大戰，而是黃帝孫族韓流（吳

權）與炎帝孫族（祝融、共工及其後代之戰）。

　　實際上吳權與軒轅之音非常接近，在上古吳、軒很可

能同音，讀 e。軒轅只是黃帝族，不是黃帝本人。二者是

有區別的。軒轅是誰？

　　《史記》說：「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前

面我們說了昌意是到了甘肅的弱水，那麼到達川西岷江一

帶的應該就是青陽了。青陽也就是羌人的意思。如果《史

記》所記沒錯，那麼黃帝一族就是羌人。

　　《史記》炎黃大戰的錯誤在於將蜀人與羌人之戰誤記

為炎帝與黃帝之戰。實際上大戰的雙方只是炎帝與黃帝的

孫族。

　　《史記》所說的涿鹿之野在哪，史家論戰了二千多

年。其實涿鹿之野哪也不是，而是蜀人之野！

　　《史記》說黃帝邑於「涿鹿之阿」也是蜀人之阿（讀

e), 涿鹿 , 它實際上是蜀人的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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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說的黃帝的都城涿鹿之阿就是我們現在的三

星堆！即蜀人之阿（岸或崖）。

炎黃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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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太難以令人相信了。

　　確實難以置信。

　　那為甚麼還說它是炎黃文明？

　　首先，三星堆遺址被確定為距今 5000 年至 3000

年前。據傳統觀點，黃帝就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人，

二者在時間上有交集。

　　第二、從邏輯上看，出土了青銅神樹等大批青銅器的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和二號祭祀坑的年代是推測出來的，推

測不見得就準確，就有誤讀的可能。

　　一、二號祭祀坑原發掘簡報將其時間定在商代晚期，

有的學者認為應晚至西周後期，甚至有的認為應晚至春秋

中葉。可見學界也在懷疑一、二號祭祀坑的定年。

　　說實話，川西一下子冒出這麼個高度文明的遺址，

而且超過了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所有文明遺址（包括殷墟在

內），學者們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在漢以來的歷史記載中，川西似乎比較落後。由

于思維定勢，學者們自然而然將它框定為商周文明。然後

一切考證工作圍繞商周後期文明展開。這就容易犯先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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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有罪推定」的錯誤，被誤讀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從三星堆一、二號坑發掘出來的青銅神樹的造

型來看，它就是《山海經》中的建木，而建木是黃帝打造

的。

　　三星堆發掘出來的青銅神樹就是《山海經》中的建

木，它代表的就是炎帝節 ，是軒轅為紀念炎帝節 而

打造的。《山海經》說建木「有九欘 (zhǔ)，下有九枸

(jǔ)，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 (tài) 皞 (hào) 爰過，黃帝

所為。」

　　建木與考古發掘的三星堆青銅神樹的形像完全吻合。

《山海經》明確指明了建木是黃帝打造的。

　　學界肯定也注意到了這一信息，但還是置之不顧。這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一是沒想到會在夏代還沒發現前竟然發現了黃帝文

明；二是沒想到黃帝文明竟然是高度的青銅文明；三是沒

想到川西會出現這一高度的青銅文明。

　　如果出現了，那必然是商周以後的事。這就是學者們

的思維定勢。所謂的類型分析學也是以發掘的商代器物為

參照。

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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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考慮到，文明並不是一條直線向前發展的。

文明也會倒退，也會毀滅。後代的文明並不一定總是比前

代高明。

　　基本出發點錯了，結論自然也就錯了。

　　第四、三星堆發掘出來的其它文物所透露出來的信

息，有強烈的三曼（神民、三苗、壽麻）帝國以及祝融、

共工、術器時代的信息。理解它的基礎就是上古的圖音文

化。

　　下面請看圖十八：

　　這張圖，很多人都被

它怪誕的外形所震撼。哪

有眼珠凸起那麼高的人，

耳朵也是那麼長。這到底

是 個 甚 麼 怪 物？ 有 的 甚

至荒謬地認為是外星人。

有的人說叫縱目，它到底

是甚麼含義，沒人知道。

　　其實它就是《山海經》中的「深目」。深目是甚麼意

思，這是上古的圖音符號。祖先用竪目，表示「深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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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深目，就是三苗，就是神民，就是壽麻，就是三曼，

就是蘇美爾，六者是一個音，也是一個意思。

　　考古發現，公元前 3000 年前，兩河流域蘇美爾就

出現了 10 多個城邦國家！其時正是中國的炎黃時代。

　　「蘇美爾」這個詞只是後世學者根據楔形文字泥板

書音譯的結果，在《山海經》中它叫壽麻。公元前 3000

年以前，正是炎帝時代，炎帝節 統一九州，整個亞洲

都在其統治之下，是為上古三苗帝國。

　　三苗帝國在各地稱呼不一：上古印度稱之為三曼，兩

河流域稱之為壽麻（後西方學者譯為蘇美爾），黃土高原稱之

為深目，中國大西南稱之為神民。名稱雖異，然實為三苗

帝國之一部分。

　　5000 年前的兩河流域當時已出現了 10 多個城邦，

我們現在也發掘出了與蘇美爾配匹的炎黃文明，卻被我們

輕易地否定和誤讀為商周文明！

　　上面闊嘴大耳之神，本發源於雲南昆明附近，上古稱

「雍和」，此族後向北向東發展，後來此族的炎帝節

建立三苗帝國，故在族徽上加深目，以此圖音表示三苗帝

國，是為三苗帝國之神徽。

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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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三星堆出土面具

　　這個青銅圖，它實際就是蚩尤開明帝國的圖音。此

圖形如蟹，蟹、開，中國南方語同音。

　　開明國是祝融（伯陵）蚩尤所建。前面在解析炎黃大

戰時已經講過，蚩尤就是共工，並且是開明帝國祝融的兒

子，也是蜀人。

　　後世的「蚩」字就是模仿此族徽而成。而蚩尤正是炎

黃大戰中的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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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三星堆文物

　　這尊青銅神像就是

黃帝之子青陽。

　　刀槍之槍，最早出

現於甚麼時候？史籍無

考。

　　從三星堆發掘的青

銅器來看，這尊青銅的

脖 子 分 明 是 後 世 槍 之

形。

　　三星堆類似的槍脖

人為數不少。它實際也

是上古的圖音符號。

　　槍人、羌人、青陽，

古 音 實 為 一。 此 圖 即

《史記》所說「青陽降

居江水」中的青陽。

　　

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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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石蟾蜍

　　上面的石蟾蜍，如果是一隻普通的石蟾蜍，那就無

足於異。關鍵是它是一隻斷了一條腿的蟾蜍，而且出現在

三星堆的祭祀坑里。這就不普通了。

　　這只斷足蟾蜍，其實就是《山海經》中的窫 (zhá) 窳

(yú)，也就是祝融（又叫伯陵）。祝融和韓流小四阿女發生

婚外情後，韓流就殺了窫 (zhá) 窳 (yú)。

　　《海內經》說有六巫「夾窫 (zhá) 窳 (yú) 之屍，皆操

不死之藥以距之。」可見窫 (zhá) 窳 (yú) 並沒有立即被殺

死，而是身負重傷。這只斷足蟾蜍印證了上面所說的。

它明顯為黃帝族佔領四川後奚落祝融族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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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二：這張圖就是祝融的後代術器。

　　《海內經》說：「祝融降處於江水，

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是復土

，以處江水。」

　　《海內經》說術器是方腦袋，是共工

即蚩尤的兒子，居於岷江。上圖就是三星

堆遺址發掘出來的方腦袋的表銅銅像。

　　第五、三星堆發掘出來的文物，透露

出文化對立信息。

　　三星堆的人像有二種，一種高大威

嚴，一種卑躬屈膝。高大威嚴的都帶有外族人特點，卑躬

屈膝的都具有蜀人特點。

　　這卑躬屈膝的圖明顯不是蜀人所為，它們應該出於黃

帝族之手。

　　所謂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三星堆也一樣，它是勝利

者的歷史。黃帝族征服了蜀人，就奚落之。祝融被雕成斷

足蟾蜍，術器雖然貌似凶惡，然終究得卑躬屈膝，跪下。

中國的跪文化，就來源於此。這一跪，就是五千年，到民

國才站起來。

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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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我們從文化上解讀，三星堆是祝融和黃帝族青

陽時代的文化。而祝融和青陽實際上代表了蜀人和羌人，

也就是說三星堆有羌人文化。

　　而黃帝族的羌人卻是彝族之源。這一點，我們在前面

分析大禹出身時已經指出彝人為羌人之一支，此不多述。

　　據報道，三星堆發掘出來後，一些彝族老人也對三星

堆文化表現出了強烈的認同，可見三星堆與羌人確實是有

關係的，這正與我們分析的一致。

　　所以，從我們的分析來看，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絕

對不是商周文明，它遠在商周以前。而且十有八九就是炎

黃文明。

　　另外尚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是大禹和夏文明。但一、二

號祭祀坑的文物中沒有大禹和夏的氣息，所以這種可能性

非常小。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大禹的都城在川西和貴陽的可能

性非常大。至於是綿陽、德陽、貴陽，還是哪裡，尚缺乏

具體資料證據。

　　三星堆會是炎黃文明？

　　怎麼公元前 3000 年以後中國發現的商以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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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是新石器時代呢？

　　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學者們的失誤也就在就裡。

根本原因是炎黃以後，中國文化出現了倒退！

三星堆是炎黃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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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大洪水

　　炎黃大戰從祝融一直持續到夸父，黃帝族步步進逼，

炎帝族節節敗退。

　　到祝融第四代夸父時，祝融族的北支夸父系已被驅逐

到貝加爾湖以北了。《北次二經》載：「梁渠之山…有鳥

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

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dòng)。」這一族，在上古叫囂鳥

族，「其音如鵲」說的是囂字發音如鵲。也就是說囂鳥族

即鵲鳥族。其狀如夸父，表明該族與夸父族有關係。

　　據《山海圖》復原圖，梁渠山遠在今中西伯利亞高

原。可見夸父族有一支遷到了那裡了。

　　另《東山經》首經說：「犲 (chái) 山，其上無草木，

其下多水，其中多堪 (xǔ) 之魚。有獸焉，其狀如夸父

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據《山海圖》復原圖，此處的犲山在今白令海附近，

犲山所在民族，如夸父，表明該族也屬夸父一族。這是祝

融族的北方支系。

　　祝融族南方支系則被驅逐到南嶺以南。《海外南經》

載：「其有範林方三百里。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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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據《海外南經》表述順序，此時的祝融在南嶺以南。

這就意味著炎帝系祝融族遭到慘敗，大片山河易主。不僅

如此，祝融族的南方支系後來有一支竟然逃到了兩河流域

和埃及，其時間也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這在後面再

談，此處暫且不表。

　　我們先來看黃帝的地盤。前面已說過，黃帝和軒轅本

非一人。現從俗，稱軒轅亦為黃帝。

　　黃帝的疆域到底有多大？古往今來沒有一個確切的說

法。據《史記 ‧ 黃帝本紀》：「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

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史遷的記載應該有來歷。他所說的黃帝的疆域應該出

自古籍記載。丸山在哪裡？我們只能從《山海經》記載的

名山來找。

　　在《山海經》中，和丸山同音的只有槐山、役山，而

且都在山東半島至朝鮮半島一線。從《史記》後面提到岱

宗來看，此丸山應離岱宗不是太遠。而我們知道岱宗就是

泰山。所以丸山應在山東半島至朝鮮半島之間。

黃帝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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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至於空桐。空桐在哪？很多注家都說在今甘肅的崆

峒山。

　　其實這是注家們不懂《山海經》的地理之故。據《海

內經》，黃帝發跡於司彘之國，按《山海圖》復原圖，司

彘之國在今新疆。

　　黃帝族發達了，不可能將祖宗之地都丟了。所以說黃

帝西至甘肅崆峒山的說法肯定是錯誤的。那麼此處的空峒

在哪呢？

　　前文談到，空峒、崑崙、霍臘、賀蘭、黃囊，五者上

古實為一音。所以，空峒必與此崑崙、霍臘、賀蘭有關。

賀蘭山在黃土高原，可以否定。剩下的就只有霍臘山和昆

侖山了。

　　而霍臘山在今裡海東南。從史遷提到西部有雞頭山來

看，西部山脈應和雞頭山有關。而在《山海經》時代，從

今土耳其到興都庫什山脈之地理確實形如雞頭。

　　並且古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這可以從《山海經 ‧

南山經》首經稱第一山為鵲山，中間稱猨翼山（注家說猨翼

為即翼之誤），末稱箕尾山可以看出來。而雞、即、箕三字

也是可以同音互譯的，所以雞頭山要麼在土耳其，要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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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都庫什山脈。　

　　南至於江，登熊湘。這好理解。江就是今長江，熊湘

就是熊山和湘山。熊 hong 山，南方語就是衡山。湘山，

就是現在的君山。也就是說黃帝南疆到達了湖南。

　　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葷粥、煇諸同音。而《山海經》

中的煇諸山在今北京以北。合符之符，就是兵符。合符也

就是有會師的意思。

　　綜合上述信息，黃帝的疆域至少西到興都庫什山脈，

甚至可能到達了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東至少到達了山

東半島，也可能到達了朝鮮半島；北至少到達了北京以北

之燕山；南到湖南衡山以南。

　　從《史記》記載的情況來看，黃帝時盛況空前，相當

強大，怎麼後來會衰敗了呢？

　　要明白這一點。這就要涉及到當時的氣候了。

　　先讓我們看一看「夸父追日」的故事。

　　夸父發源地在哪？《山海經 ‧ 中次六經》說：「夸

父之山…其獸多 牛、羬羊，其鳥多鷩 (biē)，其陽多玉，

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

　　這裡的 牛，也是蜀人的音譯詞。鷩鳥，也是伯陵

黃帝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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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巴人的音譯。羬羊是哪一族不明。

　　此經說夸父山的北面是桃林，廣圓三百里。這里的夸

父山應該就是夸父族的發源地。

　　據《海內經》，夸父族出於共工之後第三代，可見夸

父族也是蚩尤的後代。

　　「夸父追日」的故事，在《山海經》中有三個版本。

　　一個是《海外北經》所說的：「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一個是《大荒東經》所說的：「大荒東北隅中，有山

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

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一個是《大荒北經》所說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曰

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

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

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

　　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

多雨。」

　　在上面第一個版本中，夸父是渴死的，死時手中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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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鄧林，可見夸父是死在鄧林這個地方。

　　在第二個版本中，夸父是應龍殺死的，被殺時間在蚩

尤之後。被殺地點在凶黎土丘。當時氣候大旱。

　　在第三個版本中，夸父也是應龍殺死的。地點在成都

載天山。夸父被殺前也和氣候有關。

　　在這三個版本中，夸父的死都和大旱有關。

　　所以夸父時期必然是一個氣候突變時期。

　　我們從前面也看到，黃帝大戰蚩尤初期，今巴丹吉林

沙漠還是大海澤，以致於應龍想發動水戰，水淹蚩尤大

軍。

　　自天女魃出現後，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竟然開始大

旱了。到了夸父時，他不得不遷徙。「將飲河而不足也，

將走大澤。」

　　夸父最初是想遷到黃河邊上的。可那裡是黃帝族的地

盤，臥榻之下，豈容他人瞌睡。

　　可想而知，夸父和黃帝族發生了衝突。於是夸父只好

北遷大澤。大澤在哪，據《山海圖》復原圖，此大澤即今

貝加爾湖。

　　可是，夸父還沒到貝加爾湖，僅僅到了鄧林這個地

黃帝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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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被黃帝大軍剿殺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炎黃之戰，表面上是由一個美女

引起的，然而實質上卻是水資源之爭！

　　黃帝族昌意遷弱水初期，弱水一帶是個好地方。有黑

水、弱水，還有鍾山附近的 460 里大澤。

　　到蚩尤時期，蚩尤進攻的目標是有九水的空桑（賀蘭

山）。

　　到夸父時期，夸父遷徙的方向也和水資源有關。

　　由此可見，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新疆、內蒙古

高原和黃土高原環境開始惡化，氣候開始變得乾旱了。

　　環境的惡化，導致民族的遷徙；民族的遷徙，又導致

民族間的戰爭！這才是炎黃大戰的本質。

　　從歷史經驗來看，大旱之後往往是大水。

　　黃帝的滅亡也是大水導致的。

　　據《易緯是類謀》和《甘石星經》說：「黃帝世，…

名水赤，大魚出，鬥撥紀，天下亡。」據漢代鄭康成的註

解，名水指河水、洛水，大魚指鯨魚。

　　「名水赤，大魚出，鬥撥紀，天下亡」就是說名水變

紅，鯨魚出現，北斗失序，天下滅亡。」此名水為哪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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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漢代鄭康成說是河水、洛水。然依筆者看，此名水非

河水、洛水，而應是岷水，名水為岷水之譯音，或者說是

通假。

　　《易緯是類謀》說黃帝時，岷江水變紅，鯨魚出現，

北斗失序，天下滅亡了。這與《蜀王本紀》記載的望帝「時

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易緯是類謀》、《甘石星經》和《蜀王本紀》的

記載來看，黃帝時期肯定出現過天文地質和大洪水事件。

　　這次大洪水的時間既然發生在黃帝時期，那麼應該就

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這個時間值得給予相當關注。

　　這次洪水的規模如何？《甘石星經》說名水赤，大魚

出。鯨魚竟然出現在河水、洛水或者說是岷水！這豈不意

味著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差不多都給海水淹了？！

　　如果是這樣，三星堆的文明、中國華北平原和長江中

下游平原的文明自然都得一次性消亡！洪水消退後建立起

來的文明處於石器時代也就可想而知了。

　　問題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中國曾經出現過那麼

大的洪水嗎？

　　公元前 31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這個時間是

黃帝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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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的。在此期間，應該發生過一次大洪水。

　　真相如何，這個問題留給天文學家和地質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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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據《舊約》記載 , 大洪水前，「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

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有河從伊甸 Eden 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

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遜 Pison，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在

那裡有金子，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

紅瑪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 Gihon，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結 Hiddekel，流在亞述的東邊。

　　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我們從前面的分析知道，《舊約》中的大洪水其實是

黃帝到堯帝期間幾次大洪水的模糊記憶。《舊約》連上帝

是誰都含糊不清，它又會將伊甸園的四條大河的地理位置

記憶得那麼清楚嗎？當然不可能。

　　事實上西方一些學者也並沒有真正認為伊甸園就在

兩河流域。西方學者有認為伊甸園在地中海的，有認為在

亞特蘭蒂斯的，有認為在東印度的。眾說紛紜。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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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聖經》中四條河後面的說明應該是《聖

經》流傳過程中後人的誤注，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山海

經》中的有的地名一樣，它們也是後人注文混入經文的結

果。

　　前面我們也分析到，《舊約》中的上帝實際上是黃

帝、顓頊帝、靈恝、堯帝的復合體，《舊約》大洪水傳說

也源於中國古史中的洪水記載。而希伯來人又源於中國的

顓頊帝後族，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舊約》的真正源頭其

實就在中國。

　　伊甸園到底在哪？

　　我們來分析伊甸園中的四條河。

　　比遜，《舊約》原文為 pison，而《山海經》中的滂

水之粵語讀音 pongseoi 與 pison 相近；基訓也和《山海

經》中濟水讀音相近；西底結則更是薩底江的音譯，幼發

拉實則是雍和（fu) 人的音譯。而這四條河恰恰就在中國

的雲南！雍和人實際上正是炎帝的祖族，也就是上文談到

的神民帝國神徽之雍和！

　　所以，伊甸園必在中國的雲南！這個地點在哪，已經

基本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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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這裡有一個更大的秘密，恕不

能告知。

　　伊甸園的真正意思實際上是炎帝苑。

　　據《山海經》炎帝之父是少典，而少典又源於《山海

經》中的囷帝。

　　帝囷就是囷帝。而囷、申、常、倉上古同音假借，實

為一。帝囷就在《中次十一經》的帝囷山，即雲南大理的

點蒼山。所以，少典也好，西方崇拜的「上帝」也好，都

在雲南大理點蒼山一帶。

　　《舊約》說亞當和夏娃因偷吃了善惡樹的果子而被上

帝驅逐出了伊甸園。

　　這和《山海經》的記載是有相通之處的。

　　《舊約》中的善惡樹實際上是「神我術」，生命樹實

際上是「生命術」或者說就是「三曼術」，而三曼之源，

源遠流長。在印度典籍記載中，三曼傳說源出上古天神之

口，與印度尊崇的《梨俱吠陀》並列。其實說白了，三曼

也就是後世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術，都是音譯詞。

　　《舊約》說亞當和夏娃被上帝放逐到了兩河流域。

　　而《山海經》也記載了兩河流域有一支民族是蜀人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210 大洪水絕密檔案  《山海經》全解密

被驅逐而來的。《山海經.南次二經》明確說：「有鳥焉，

其狀如鴟 (chī) 而人手，其音如痺 (bì)，其名曰鴸 (zhū) 鳥，

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痺鳥就是《聖經》中的比拉。鴸 (zhū) 鳥，就是蜀人。

也就是說《聖經》中的比拉族是中國的一支蜀人被流放到

西亞的結果。比拉族後來出現了比拉王，就是《聖經》中

五王與四王之戰中的比拉王。

　　這支蜀人是哪一族？

　　就是祝融、伯陵一族。

　　為甚麼？因為痺鳥正是伯陵（巴人）的音譯，鴸 (zhū)

鳥也是祝融的音譯。

　　炎黃大戰，祝融被殺。黃帝族步步進逼，佔領了中國

南方大部分地區。祝融族的後人有一支出逃到了西亞兩河

流域，即《山海經 ‧ 南次二經》 山一帶，其地就在現

在的伊拉克巴格達以東。

　　我們知道，祝融就是窫窳，音同蟾蜍，在湖南和鄂東

南一帶，蟾蜍的方言土話讀音就是老甲，可見老甲是上古

蟾蜍之俗稱，蟾蜍就是老甲。而靈恝的粵語恰恰就是老甲

langat。以音釋義，靈恝就是蟾蜍，就是祝融。這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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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靈恝是祝融的後代。

　　《山海經 ‧ 大荒西經》說：「有互人之國。炎帝之

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

　　據《山海圖》和《大荒經》復原圖，此處的靈恝（老

甲）已到了地中海一帶。可見蜀人祝融的後人已遷到了地

中海一帶！

　　可惜的是，互人之國被後世注家誤注為「氐人之

國」。一字之易，實屬大錯！

　　互人之國就是互人之國，即法老之國！法老是互人的

音譯詞而已。《大荒西經》說地中海一帶的法老國是炎帝

之孫族靈恝（老甲）建立的！

　　《大荒西經》後面更是說得明明白白「有青鳥，身黃，

赤足，六首，名曰鸀 (zhuò) 鳥。有大巫山。有金之山。」

　　青鳥，即駕鳥、耆那、羌人之圖音；身黃，即少皞之

圖音；赤足，即夏族之圖音；六首，即鹿蜀、六詔之圖音。

鸀鳥，即蜀人之圖音。大巫山，就是大馬士的音譯。金之

山，即金字塔之音譯！

　　《大荒西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法老國為炎帝孫族

靈恝建立的。法老國的統治者為青鳥（後世稱為 china), 稱少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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皞（sun), 為夏族（漢族），蜀人之六詔一族。靈恝統治

的範圍不僅在埃及，而且到達了今大馬士革一帶，甚至到

達了兩河流域！

　　《山海經 ‧ 南山經》首經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南

山經》首經招瑤山說：「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瑤

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榖 (gǔ)

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獸焉，其

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 (xīng）狌，食之善

走。」

　　據《山海圖》復原圖，招瑤山在今敘利亞東北。祝餘

草也是窫窳族的圖音。榖木，即嚳巫（中國所說的帝嚳）的

圖音。迷榖，讀粵語的 maiguk, 此即後世所稱的蒙古。

迷榖，本為樹的一種，此處只不過是以迷榖之圖，表「蒙

古」之音而已□ (xīng）狌獸，實則為雙雙族、商湯族、

成湯族之圖音。此四者上古實為一音，為粵語之讀音，也

為同一族。

　　《南山經》首經之招瑤山明確說明瞭招瑤山那裡有祝

融族，有帝嚳之蒙古族，有巴人之雙雙族，即我們後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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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商湯族。

　　這就不難解釋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與古中國文明

的關係了。

　　這個課題太重大。深入討論已超出本篇內容，此處只

略略提及。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炎黃大戰以後，祝融

族逃到埃及，其後，祝融族的靈恝建立法老國。

　　法老國地盤後逐漸擴大到兩河流域。到公元前 2400

年左右，祝融和娥女的後代，鼓之一族已經深入兩河流

域，建立了阿卡德帝國，這就是西方在兩河流域考古中發

掘的薩爾貢建立的阿卡德帝國。

　　鼓就是中國古史所說的帝嚳，也就是《山海經》中的

榖木（嚳巫），嚳巫也就是巫嚳，此一族後世就稱為蒙古。

　　《山海經》可以說已經基本破譯了。深埋了幾千年的

上古史的大門正在為我們打開！恢宏的上古畫卷正在逐步

展現！

　　從《山海經》看，上古川西為黃帝帝都所在，為世

界的中心，也是世界各地朝聖的中心（注意：黃帝都城不只一

座）。其文明要超出世界其它地方是可想而知的。川西之

帝都擁有世界各地的物產也是理所當然的。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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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融族戰敗後，出逃西亞和埃及，其出逃路線應該是

中南半島…印度半島…兩河流域…埃及。

　　這裡要注意的是，《海外南經》說「南方祝融，獸身

人面，乘兩龍。」這裡的「獸身人面，乘兩龍」也是上古

的圖音文化。獸身，即雙雙、薩霜、商湯、成湯、三秦。

人面表明它代表的是人而不是獸。乘兩龍，即神農人的圖

音，同時龍也是祝融族後人靈恝的神徽。

　　《大荒西經》說靈恝建立了法老國。而靈恝是祝融後

人。所以埃及金字塔也應該是祝融後人靈恝所建。

　　埃及的獅身人面正是獸身人面。吉薩三大金字塔以及

大金字塔前面的獅身人面像所透露出來的圖音信息也和祝

融族有關。

　　吉薩三大金字塔，外形即三山，而三山、雙雙、薩霜、

成湯、商湯、三秦上古是同音的，代表的是同一族。金字

塔前面的獅身人面像正是獸身人面，此為祝融後人靈恝的

神徽，即《海外南經》所說的獸身人面。

　　獅身人面像的真正含義是甚麼？

　　很簡單。就是「我」的意思。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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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獅身人面像之形就是上古印度梵語的「唵」字。

「唵」之梵語寫作此字之形正為埃及「獅身人面像」。

　　據古印度《奧義書 ‧ 大林間書》：「『人獅』唯是『自

我』，唯是『大梵』」。可見獅身人面像的含義就是「自

我」，就是「大梵」。

　　而此字，上古印度讀作「唵」，和中

國的「俺」字、英語中的「I」發音完全一

致，義亦為「我」。

　　所以獅身人面像的含義就是「我」。

我是誰？我獅身人面也。也就是說「我雙雙人」的意思。

　　吉薩金字塔也好、獅身人面像也好，都是上古圖音文

化的體現。

　　形僅是表象，形所傳達的音才是實質。吉薩金字塔和

獅身人面像明確告訴了我們，它們和雙雙（三秦 sin）人

有關。

　　據黃寶生先生解釋印度婆羅門教之《奧義書》：

「『唵』，此誠韋陀多學派之唯一寶訣，蓋說神說諸天說

上帝，無慮數百其名。名，皆相也，諸相必有一通相，以

一至簡之名表之，即『唵』是也。名，聲也。聲凡三合，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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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烏」「門」（AUM），合稱為「唵」OM, 其

說繁多，皆就其所象徵者立。」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唵」的發音是由「阿」、「烏」、

「門」三者合成的。「阿」、「烏」、「門」三音快讀，

就成了「阿門」或「阿蒙」。其急讀就成了「唵」、「安」、

「俺」、「I」五字之音。

　　「唵」是甚麼意思？

　　據《彌勒奧義書》：「是大梵者，即光明也，是光明

者，即是太陽。太陽以「唵」聲為其自體。彼自分（其身）

為三，「唵」聲三音，（即阿、烏、門），以是而此世界萬物，

經緯交織其中也。」可見在《彌勒奧義書》中，「唵」發

音為三：阿、烏、門。三者合而稱太陽或稱大梵。

　　由此可見，「唵」就是大梵、就是太陽，就是我。

　　而「我」，上古讀 ngo，這是中國南方人的讀音，後

來音變為「俺」。

　　所以印度之「唵」實源於上古中國之「俺」。炎帝節

並有九州，「俺」傳入印度是自然之理。印度之「唵」

傳到兩河流域就成了「安」，傳到埃及就成了阿蒙，基督

教借用過去就成了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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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日本人從西方翻譯過去就成了奧特曼。英語中的

「I」也是源於上古中國之「俺」。其義本來是「我」的

意思，後來演變之、神化之，我就成了「自我」、「超我」、

「神我」、「梵我」，乃至成了「上帝」和「超人」。

　　上下五千年，「我」之演變，一句話：我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我！

　　由中國、南亞、西亞、歐洲之「我」之原始讀音，我

們可以看到它們實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這個源頭就是中

國！

　　中國的祝融一族戰敗後，經中南半島到印度半島到兩

河流域到埃及，將「我」音帶入了西方世界。而祝融是炎

帝系的，西方人輾轉將「炎帝」翻譯過去就成了雅利安。

這就是所謂雅利安人的真正出身。

　　西方不僅將炎帝文明的傳播方向弄錯了，傳播時間也

弄錯了。至少在公元前 2700 年以前，炎帝文明是由戰

敗了的祝融族向西傳播的。

　　文明的源頭在中國，這是由中國特有的地理條件所決

定了的。青藏高原地處中國，為世界之顛。

　　據科學研究，自第四紀冰期以來，人類歷史上確實出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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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過幾次大洪水，但這到底是不是滅世大洪水？它出現的

年代是甚麼時期？卻無法實證。

　　從邏輯推理出發，如果真有滅世大洪水，那麼大洪水

後，文明的源頭只能出現在青藏高原。

　　事實上，納粹德國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1939 年，

希特勒甚至授權二號實權人物希姆萊組織了一個由歷史學

家、考古學家、動物學家、植物學家、人類學家、地球物

理學家組成的龐大的考察隊到中國的青藏高原進行所謂的

考察，聲稱雅利安人的先祖即亞特蘭蒂斯神族就存在於亞

洲的中心青藏高原。

　　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尋找上古軸心國、沙姆巴拉洞穴

和世界能量之源磁歐石，據說找到了沙姆巴拉洞穴，就可

啟動地球軸心，將時間扭轉，並借助它的力量，為納粹德

國打造一支刀槍不入的「神族部隊」。

　　如何看待納粹德國的這一行動 ?

　　僅僅是笑話嗎？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德國人的理性是全世界出了名的。

　　而且 20 世紀 30 至 40 年代，納粹德國也確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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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超乎尋常的創造力。

　　央視《探索與發現》欄目曾經播出過這一節目。

　　事實上，據《山海經》，軸心國是存在的，沙姆巴拉

洞穴也是存在的。磁歐石也是存在的！但它們和納粹德國

所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軸心國是哪一國？據《山海經》，它可能是西方人將

鼬姓國誤讀的緣故。

　　《山海經 ‧ 大荒南經》說：「有國曰伯服，顓頊生

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

　　據《山海圖》復原圖，鼬姓國就在中國的雲貴高原至

大巴山脈一帶，可能還包括江西。當然軸心國也可能是顓

頊國的音譯。

　　據《山海經》，顓頊國中心地域也在江西。

　　另外軸心國也可能是長脛國的音譯。《大荒西經》載：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

有長脛之國。」據《大荒經》復原圖，此長脛國在青藏高

原。

　　納粹德國的所謂軸心國並不是無風起浪的。從納粹德

國到青藏高原尋找軸心國的事情來看，納粹德國的軸心國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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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是長脛國。軸心、長脛，古音實為一。

　　另外沙姆巴拉洞穴也是有來由的。沙姆巴拉是甚麼？

沙姆，來源於三曼、神民、四目耳之音譯。巴拉，則是伯

陵之音譯。

　　三曼、神民之源，非常古老。三曼，源於《山海經》

之「四目耳」即後世的壽麻、蘇美爾和三苗。

　　在印度則被譯作「三曼」。據印度經典，三曼最初見

於《三曼吠陀》，此《三曼吠陀》與《梨俱吠陀》，據印

度教，傳出於上古天神之口。

　　在《山海經》中三曼又稱之為「神民」，民、氓上古

本是一音，同音通假。此神民正可與印度經典傳《三曼吠

陀》、《梨俱吠陀》出於天神相佐證。

　　《海內經》說炎帝時分天下為九丘，即後世所說的九

囿，其中就有「神民囿」。伯陵本是炎帝之孫，號稱「神

民」。而伯陵之粵語音讀就是巴拉，所以沙姆巴拉實際上

是炎帝之孫…神民伯陵。

　　據《山海經》，炎帝之孫伯陵初為鍾山之神，後來稱

帝，也就是朝雲國。朝雲、祝融、洞穴三者上古本為一音，

都是中國南方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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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沙姆巴拉實際上就是神民伯陵，而洞穴，實際上

是朝雲、祝融的音譯。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納粹德國的

所謂沙姆巴拉洞穴完全是源於民間傳說。民間傳說雖然不

是空穴來風，但完全走樣了。

　　納粹德國要找的是甚麼？是沙姆巴拉洞穴那麼簡單

嗎？

　　看看西方歷史、考古學界 19 世紀至 20 世紀在中國

的活動就知道了。他們活動的主要區域都是在新疆、內蒙

和青藏高原。他們打的旗號是科學考察，實際上他們是另

有目的的。他們要尋找的是文明的源頭……崑崙之虛！

　　在《山海經》中，崑崙之虛不只一座。

　　祝融族的伯陵稱帝，建立開明帝國，開明帝都城就

在崑崙之虛。《山海經》說：「海內崑崙之虛 (qū)，在西

北，帝之下都。

　　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

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jiàn)。面有九門，門有開

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際，非 ( 仁

)[ 夷 ] 羿莫能上岡之岩。」

　　木禾，即禾木，也就是「開明」之圖音。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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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崑崙之虛在哪？就在青藏高原！

　　《山海經》說：「開明西有鳳皇、鸞 (luán) 鳥，皆戴

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玕

(yū) 琪 (qí) 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 (fá)，又有離

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

　　「視肉、珠樹、文玉樹、玕 (yū) 琪 (qí) 樹、不死樹，

鳳皇、鸞鳥皆戴瞂 (fá)，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

聖木曼兌。」

　　這些都是甚麼？視肉，據說是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

一種東西。珠樹、文玉樹、玕 (yū) 琪 (qí) 樹不知道是甚

麼聖物，不死樹則是不死之書了；離朱、木禾、柏樹不知

道是甚麼？甘水則是甘露，也是異物。聖木曼兌應該和三

曼有關。總之都是不尋常的東西。

　　歐磁石是甚麼？是世界能量之源嗎？崑崙之虛真的有

能扭轉時空的能量嗎？

　　我們先來看一個東西。下面這個陶盤是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前的東西，發現於伊拉克的薩邁拉。

　　此圖表現的就是崑崙四區，即上古亞洲四虛。昆侖

四虛居於大海之中，圖中之魚逆時針旋轉，四根柱子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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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即四極，大海之魚推動四維（四極）旋轉！中間萬

字符穩居崑崙中央。

　　從該圖我們可以看出，上古先民們對地理的認識比

我們想像的要深刻多了。

　　在他們看來，崑崙竟然是旋轉的！而且是順時針旋

的，其旋轉的原因是因為海中的大魚推動了地之四維，即

地之四極，四極的旋轉造成了崑崙四虛的旋轉。

圖二十四：陶盤，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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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崙是旋轉的？

　　上古真的有這種觀念？

　　請再看一段神話。這就是非常著名的攪乳海的傳說。

這個傳說非常古老，不僅印度有流傳，東南亞也有流傳。

內涵非常豐富，非常厚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用

語言概括會失去它應有的含義。

　　為避免人們所說的斷章取義，保證引用的完整性，同

時也為讀者自行分析提供詳實信息。下面不厭其煩，基本

全文引用（這也是全面之所以大段引用前人文章的原因所在）：

攪乳海的傳說

　　有座彌盧山華光萬丈，一片燦爛，至高無上，它的座

座山峰金光輝煥，黯淡了太陽的煌煌光芒。黃金裝點，奇

妙無比，天神健達縛在此安居。……

　　力大無窮的全體修羅，一日登上了此山之頂。眾位天

神都一一坐定，然後開始將會議舉行；……天神那羅延安

坐山顛，向著大梵天張口提議：『請讓天神和阿修羅，一

起去把乳海攪動。那裡將會出現甘露，在攪動的大海之

中。』

　　既然能得到各種仙草；又得到了所有的珍寶，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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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攪動乳海吧 ! 甘露隨之也定會見到。

　　有一座山名叫曼陀羅，形若天頂的群峰巍峨，這個眾

山之中的泰斗，被天神們套上了藤索。

　　形形色色的飛禽鳴聲回響，形形色色的走獸布滿山

崗，眾多緊那羅和如許天女，又有天神們居住在山上。巍

巍聳峙的曼陀羅山，其高有由旬一萬一千；它穩穩植根於

地面之下，其深有由旬一萬一千。

　　那時眾天神雲集此間，也未能拔起曼陀羅山，毗濕奴

和大梵天一旁端坐，天神們走去向他們開言：『帶來幸福

的高深智謀，請你們二位在此施展！為了我們大家的利

益，請費心拔起曼陀羅山！』

　　婆利古的後裔啊！毗濕奴和梵天表示同意。受到大梵

天一番鼓勵，無際者隨後挺身站起，那羅延又對大梵天

說，成就此事他確有勇力。大力無窮的毗濕奴，奮力拔起

了眾山之主，婆羅門啊 ! 連同山林和林中動物。

　　眾位天神陪同無際者，一起來到了大海旁邊，對大海

說：『為求甘露，請允許攪動海水波瀾 !』

　　水神伐樓拿應聲開口：『一份甘露我若也能有，那末，

曼陀羅山旋轉起來，沈重的碾壓我甘心忍受。』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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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位修羅和阿修羅，又對龜王阿拘跋羅說：『請閣下

權且充當一下，支撐曼陀羅山的底座！』

　　『遵命』二字烏龜說完，讓他們在背上放好大山；因

陀羅則用一個工具，穩穩壓住那山的頂端。把曼陀羅山當

做攪棍，讓蛇王婆蘇吉做為攪繩，百川匯集的浩淼大海，

天神們開始隆隆攪動；底提之子和檀奴之子相聚一處，婆

羅門！他們也齊來求取甘露。

　　為數眾多的阿修羅，抓緊蛇王婆蘇吉吻部；全體天神

匯合一起，把蛇的尾巴牢牢揪住。世尊無際者，天神那羅

延，他將蛇頭不時抬起，又將蛇頭不時放低。

　　天神們突然雙手一鬆，霧迷電閃的股股狂風，立刻從

蛇王婆蘇吉口中，接連不斷地向外噴湧。

　　那些一團一團的水霧，凝成挾帶電光的烏雲，修羅們

又累又熱身體消瘦，雲中飄灑下細雨紛紛。從那曼陀羅山

的絕頂，飄墜下花雨紛紛揚揚。間有許多花冠和花環，落

到修羅阿修羅身上。這裡發出隆隆的響聲，猶如雲中巨雷

的轟鳴，眾位天神和阿修羅一起，用曼陀羅山將海水攪

動。

　　那邊各色各樣的魚類，被巨大的石杵碾得粉碎，它們



227

一批批數百上千，悄然融入浩淼的海水。伐樓拿的水族之

眾，居住地府的各種生靈，由撐持大地的曼陀羅山，把它

們引入毀滅的途徑。

　　曼陀羅山飛快地轉動，落有鳥雀的山上大樹，彼此猛

烈地碰撞不停，接二連三地倒下山峰。大樹巨木互相磨

擦，燃起大火一片通明，驀然間照亮了曼陀羅山，如電光

瀰漫暗藍的天空。

　　奔突竄跳的大象雄獅，都被烈火活活地燒死，形形色

色的各種生物，它們的性命統統喪失。那一場大火，由此

及彼燃燒猛烈，天神之佼佼因陀羅，布雲降雨將它撲滅。

　　山上大樹巨木的汁液，以及山上仙草的汁液，種種不

一，許許多多，向海水之中汩汩流瀉。

　　那些汁液有不死之功，眾修羅飲了汁液之精，又因為

飲了黃金之露，他們達到了不死之境。爾後從大海的濃乳

中，有那上好的醍醐生成，它與那汁液之精相混，在海面

上覆蓋了一層。

　　賜恩典的梵天安坐一邊，眾天神隨後又向他開言：『梵

天！我們都已疲憊不堪，那個甘露卻仍未出現！』

　　除了天神那羅延，底提諸子及蛇中佼佼，他們攪動這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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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海，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

　　梵天遂對天神那羅延說：『請你賜給他們一些力氣！

毗濕奴呀！你是此地的萬靈藥劑。』

　　毗濕奴說：『致力此項工作的諸神，我賜些力氣給予

他們；浩浩大海請再去搖撼！曼陀羅山請再去旋轉！』

　　聽罷那羅延幾句話語，他們頓時增添了力氣，同心協

力從大海之中，又攪出醍醐豐富無比。隨後有月亮從大海

生出，其光線似乎有百千之數，華光熠熠分外的皎潔，涼

爽的清輝閃爍不住。

　　緊接著產生了吉祥天女，出自清奶油，身著乳白衣；

這位修羅女神出現之後，又產生了乳白色神馬一匹。

　　一塊神聖的摩尼寶石，名憍斯杜跋，甘露中生，光芒

四射，十分吉祥，自動裝飾在那羅延前胸。修羅女神——

吉樣天女，明月，疾如思想的神駒，沿著太陽的軌道相繼

離開，有些天神也隨之而去。爾後，醫神檀文陀梨，相貌

英俊，從海中升起，手捧一隻白色的鉢子，甘露就裝在那

只鉢子裡。

　　看見了這場偉大奇跡，檀奴之子都一躍而起，爭相叫

喊『這是我的！』為得甘露而歡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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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那羅延深有法力，將迷人的幻魔召到這裡，令其

變成妖嬈的美女，和檀奴之子混在一起。

　　檀奴之子和底提之子，都為那女子失魄落魂，他們一

個個糊塗蒙心，將甘露統統給了美人。頭等的甲胃披掛在

身，手中操持著各種兵刃，底提之子和檀奴之子，隨後衝

向了那些天神。

　　英勇非凡的天神毗濕奴，以幻術收回了那些甘露，他

神通廣大偕同著那羅，從檀奴之子群奪路而出。

　　爾後所有的天神之群，當時都把那甘露啜飲；他們在

毗濕奴面前分得，都急不可耐亂亂紛紛。焦思渴想得來的

甘露，諸神正在吸飲的時分，有檀奴之子名喚羅睺，變成

天神也得飲入唇。

　　正當那甘露剛剛流入，檀奴之子的喉頸之處，一心為

了修羅的利益，月神日神將其揭露。

　　世尊毗濕奴於一瞬間，祭起了他的法寶神盤，當檀奴

之子正飲甘露，矯飾的頭顱即被砍除。檀奴之子的那顆頭

顱，碩大無朋，山嶽一般，它被神盤砍掉了之後，呯然墜

落在大地地面。

　　從此他和月神太陽神，永遠結下不解的仇恨，羅睺用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230 大洪水絕密檔案  《山海經》全解密

他那一張嘴巴，直到今天還吞食他們。

　　世尊訶利又隨即隱去，幻化而出的絕色美女，持凶狠

武器的檀奴之子，一個個嚇得抖顛不已。

　　此後爆發了一場大戰，在有咸味的海水岸邊，一方修

羅一方阿修羅，遠比一切更令人膽寒。巨大而又鋒利的標

槍，成千上萬的投擲出去，又有尖頭極銳的長矛，以及各

種各樣的兵器。

　　有些阿修羅中了神盤，噴吐出鮮血一灘一灘；有些遭

重刀砍棍棒傷，接二連三栽倒在地面。

　　在這險惡的戰鬥之中，用三叉戟砍下的腦袋，精煉黃

金制做的鎖子甲，那時不斷地掉落下來。一些軀體魁偉的

阿修羅，淋灕的鮮血將全身塗抹，盡被殺死，滿地橫躺竪

臥，如染成紅色的山峰座座。

　　修羅阿修羅數以千計，揮舞著武器互相砍劈，嗷嗷的

吶喊聲四處響起，當一輪旭日冒紅之際。他們在近處使用

鐵棍，又用黃色的斧鉞對砍，猝然相遇用刀劍柄把，彼此

的喊殺聲上達雲天。『砍呀！』『劈呀！』『追呀！』『撂

倒他們！』『前進！』洪亮而又可怕的呼喊，戰場處處都

可以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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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聲鼎沸，險象環生，戰鬥正在這樣地進行，那羅、

那羅延兩位天神，他們也投身於戰鬥之中。

　　天神那羅手執的神弓，毗濕奴在戰場一眼瞥見，這世

尊也油然聯想起來，誅滅檀奴之子的神盤。世尊心中剛

一想，神盤即從空中降，光芒萬丈似太陽，能叫敵人把

命喪。神盤有名曰妙見，邊緣銳利不可擋，神盤令人心

怖畏，所向無敵稱最上。來時燁燁火光閃，令人心驚膽

又寒，臂如象鼻阿周陀，拋此神盤出手邊。神盤能去又

能還，高飛雲天疾似電，放射一片大光明，可摧敵城化殘

垣。那個神盤亮閃閃，儼然死神光燦燦，神盤那時顯神

速，接二連三向下砍。底提之子檀奴子，粉身碎骨有數

千，皆因補盧奢婆羅，戰鬥之中祭神盤。猶如熊熊一團

火，神盤到處吐火舌，神盤頑強不鬆懈，砍死群群阿修

羅。倏忽之間入青天，倏忽之間地上落，它在戰場飲鮮

血，好似一個畢沙遮。阿修羅們心彌堅，爾後搬起座座

山，以此襲擊眾修羅，不時擲到地平川。阿修羅們力非

凡，光輝驅得雲朵散，計以數目有幾千，他們那時登雲

天。阿修羅們自空中，座座大山朝下扔；原為恐怖之淵藪，

樹木蓊郁山上生；千姿百態似雲形，巔頂蝕去山勢平；大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232 大洪水絕密檔案  《山海經》全解密

山落時猛相撞，發出陣陣隆隆聲。遍布森林之大地，隨之

顫動復戰慄，大山朝下落不停，大地處處受打擊。又有修

羅阿修羅，猛然相喝聲聲厲，大地既已變成為，他們一片

爭戰地。

　　爾後那羅放羽箭，純金箭簇裝飾嚴，密密長箭向天

飛，天上道路全阻斷。密密長箭又劈碎，阿修羅眾手中

山，當時他們被封鎖，陷大恐怖心膽寒。或者急急鑽地

腹，或者潛入咸水海，身軀高大阿修羅，既被修羅擊且

殆。加之他們又見到，名曰妙見彼神盤，周身熠熠耀火

光，怒氣沖沖奔天來！修羅隨之獲勝利，那座大山曼陀

羅，修羅深深致敬意，然後送之回原地。

　　全體修羅齊歡呼，聲動四方震寰宇，他們一如來臨

時，攜了瓊漿歸天去。飄然歸去眾修羅，無不欣欣獲極

樂，歡天喜地情無限，遂將甘露安放妥。那位誅滅波羅

者，同了長生眾修羅，捧給頭戴王冠神，一隻保護甘露

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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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攪乳海的傳說

　　《攪乳海》的神話，原本記載於《摩訶婆羅多》。

據印度自古相傳的說法，《摩訶婆羅多》成書於公元前

3100 多年前。據學者們的研究，《摩訶婆羅多》成書時

間最少遠在 2000 多年前。二者雖有分歧，但它是一部

非常古老的巨著這是毫無疑問的。

　　事實上，《摩訶婆羅多》主要敘述的是公元前 3100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234 大洪水絕密檔案  《山海經》全解密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間的事情。其中有些傳說，反映

的時間甚至要更為久遠。它最初本為口耳傳說，後來才逐

漸成篇的。

　　《攪乳海》的神話非常奇偉瑰麗！它到底是甚麼寓

意，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說是描寫男女性交

的，有說是描寫磨蘇摩酒的。可謂仁者見仁，淫者見淫。

　　攪乳海到底是甚麼含義？我們來分析一下。

　　攪乳海實際有多層含義。

　　第一層，說的是拔曼陀羅山。曼陀羅山是眾山的泰

斗，也就是說是天下最高的山。最高的山非喜瑪拉雅山莫

屬，所以拔曼陀羅山指的實際上是喜瑪拉雅造山運動！

　　第二層，就是真正的攪乳海。神話說曼陀羅山在飛快

地轉動，可見喜瑪拉雅山在旋轉，或者說青藏高原在旋

轉！此時出現了颶風和火山爆發，生命消失！奇怪的是眾

修羅卻達到了不死之境！

　　第三層，就是造甘露。在造甘露前最先出現的是月

亮，然後是吉祥天女，然後是三曼（神馬之音譯）和摩尼寶

珠。摩尼就是牟尼，就是佛，摩尼寶珠說白了就是佛珠。

　　據《長阿含經》說，摩尼珠又名焰光，「置於鍑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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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

　　摩尼寶珠倒有點像原子能，說把它放在鍋下煮飯，飯

一熟光就滅了，不需要柴火，不需要人力。

　　最後是甘露。從第三層意思看，月亮竟然是喜瑪拉雅

造山運動以後才開始出現的！甘露是甚麼？很可能就是生

命術和不死術！

　　此一層又附帶解釋了日食和月食現象。

　　第四層，就是天神和阿修羅爭奪甘露……生命術和不

死術，為此爆發世界大戰。大戰的地點在咸海一帶，其地

點可能是今中亞的咸海，也可能是現在的黑海。

　　黑、咸粵語同音。值得注意的是大戰的武器是一個神

盤，「神盤即從空中降，光芒萬丈似太陽，能叫敵人把命

喪。」「來時熠熠火光閃，令人心驚膽又寒，」「神盤能

去又能還，高飛雲天疾似電，放射一片大光明，可摧敵城

化殘垣。那個神盤亮閃閃，儼然死神光燦燦，神盤那時顯

神速，接二連三向下砍。」「猶如熊熊一團火，神盤到處

吐火舌，神盤頑強不鬆懈，砍死群群阿修羅。倏忽之間入

青天，倏忽之間地上落」這是甚麼武器？

　　還有後面戰爭場面的描寫，絕對比現代化戰爭更激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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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簡直就是核戰爭！

　　要知道，《摩訶婆羅多》成書時間遠在 2000 多年

前，火藥還遠未出現。有興趣的可以對比《封神榜》、《西

遊記》關於戰爭場面的描寫。後者都是火藥出現之後的產

物，但它們關於戰爭場面的描寫不外乎是我們常見的物體

的神化，完全在我們的想像之內。

　　而《摩訶婆羅多》卻是火藥未出現前的作品，其描寫

的戰爭場面和武器不亞於現代戰爭。

　　從上述分析來看，攪乳海說的實際上是上古世界大戰

前的事。其中有喜瑪拉雅造山運動，青藏高原的旋轉，生

命的毀滅與重生，上古世界大戰。

　　在這裡，我們把注意力先放到曼陀羅山的旋轉上。曼

陀羅山既然是喜瑪拉雅山，曼陀羅山轉動，青藏高原自然

也得跟著轉動，亞洲也應該跟著轉動。

　　再聯繫前面所說的薩邁拉陶盤上的崑崙四虛。那上面

的崑崙四虛（亞洲四虛）也是在旋轉的，是逆時針旋轉。

　　攪乳海的神話和薩邁拉陶盤反映的內容是一致的！它

們表明上古有一種觀念，即認為亞洲是旋轉的！而且是以

青藏高原為中心旋轉！由於青藏高原的旋轉，導致四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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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的運動，生命毀滅，然後重生。

　　青藏高原為甚麼會旋轉？先民們認為是海中的大魚在

作逆時針的推動的結果。

　　納粹德國的軸心國，其軸心的意義也在於此。它明顯

來源於上古的傳說和青藏高原藏民的信仰。這或許就是納

粹德國所謂的扭轉時空之門的意義所在。

　　納粹德國說扭轉時空之門就可以回到 1939 年，修

正納粹以前的錯誤。那是納粹對神話的誤解。

　　那麼歐磁石是甚麼呢？這個相當震驚！歐磁石的客家

話竟然是鈾磁石！難道納粹德國是尋找鈾礦？看來納粹德

國的西藏之行絕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真相如何，只有留

待納粹德國的歷史檔案的解密了。

伊甸園與神秘的沙姆巴拉洞穴



238 大洪水絕密檔案  《山海經》全解密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我們再回過頭來分析前面提到的《山海經》中反映的

太陽不可思議的運動。

　　在《山海經》中，太陽曾經從我們現在的東南方、南

方、西北方、東北方升起過。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要出現這種情況，只有二種可能。一是太陽在圍繞地

球旋轉；二是並非太陽在圍繞地球旋轉，而是地球自身在

以青藏高原作軸心運動，從而導致四極的位移、太陽升起

方位的變換。

　　太陽圍繞地球旋轉，已被科學證明是錯誤的。那就只

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地球可能在作軸心運動，即地球可能

在一個非常大的週期內圍繞另一極……青藏高原作軸心運

動！

　　這就是薩邁拉陶盤反映的崑崙四虛的運動形式，也是

「攪乳海」神話所說的曼陀羅山的旋轉運動。

　　先民們可能早就認識到了地球的這種運動形式，並以

「卍字符」的方式傳承給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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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球的這種不可思議的軸心運動，先民們不能理解，

誤認為是大海中的魚在推動崑崙四虛旋轉。

　　上面是從文化的角度解析的。

　　地球真的在作軸心運動嗎？

　　請看下面這張谷歌地圖。圖二十六：

圖二十六：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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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和新疆以及中間的祁連山脈它們組成的圖形

實際上就是太極雙魚的圖案，伊塞克湖和青海湖恰恰是雙

魚的眼睛，而且伊朗高原、印度次大陸、雲貴高原、蒙古

高原正好是太極的旋臂。

 這個呈萬字的旋臂必須在太空中才可以看出來，在平

面圖呈現不了萬字符號！太極雙魚與青藏高原、新疆的地

形以及銀河系的形狀竟然高度相同，天地合一！圖二十六：

　　不僅如此，亞洲的大河都是呈逆時針發散狀流注大海

的！請你看一看亞洲的地形圖，印度河、恆河、伊洛瓦底

江、湄公河、紅河、長江、黃河、葉尼塞河、鄂畢河、額

爾齊斯河、錫爾河、阿姆河、喀布爾河，這些大河都是以

青藏高原和新疆為中心，向周圍以逆時針方向呈發散狀流

向大海的！

　　亞洲的山川為甚麼會出現這種地貌？

　　這些難道不是地球旋轉的結果嗎？如果不是旋轉的結

果，還有甚麼力量能夠將亞洲的山、川塑造成這樣一幅形

象？

　　還記得前面所說的那個歐羅巴的神話嗎？正是因為亞

洲板塊的旋轉，導致亞洲板塊向西南方向擠壓歐洲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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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使得歐羅巴出現在了陌生的男子克里特島面前。

　　還記得前面攪乳海的神話嗎？在攪乳海的神話中，喜

瑪拉雅山（曼陀羅山）是攪棍，曼陀羅山飛快地轉動，「落

有鳥雀的山上大樹，彼此猛烈地碰撞不停，接二連三地倒

下山峰。大樹巨木互相磨擦，燃起大火一片通明，嘎然間

照亮了曼陀羅山，如電光瀰漫暗藍的天空。」「形形色色

的各種生物，它們的性命統統喪失。」

　　再看前面的薩邁拉陶盤，那上面的圖案表達的不正是

崑崙四虛的卍字旋轉嗎？

　　要知道，卍字符絕不是薩邁拉陶盤有反映。中國的

萬字符，目前知道的遠在公元前 7600 年至公元前 6200

年時的彭頭山文化時期就已出現。

　　馬家窯文化也出現了卍字紋，其年代距今 4000 年

左右；遼寧敖漢旗石棚山墓地出土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上發

現有七個刻劃和繪制的「卍」形符。

　　內蒙烏拉特後旗卜爾罕圖山的岩畫、新疆沙雅出土的

漢魏時代的人工蝕花石珠上也都有「卍」形符號的發現。

薩邁拉陶盤上的萬字符也出現在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

前 5000 年之間。美洲、歐洲、大洋洲、非洲都出土過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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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久遠的萬字符。可以說萬字符是一種世界文化現象，

那是遠古祖先留給後代的最寶貴的遺產。

　　祖先為甚麼要留給我們這樣一個神秘莫測的卍字符？

　　如果地球果真在以青藏高原作卍字軸心運動，就不難

理解《山海經》記載的太陽不可思議的運動了。地球以青

藏高原為軸心的旋轉，必然引起四極的位移，太陽升起的

方向也就必然要改變。

　　還記得希羅多德所說的太陽從西邊升起嗎？如果地毬

果真在作軸心運動，那就必然會出現南北極顛倒，東西易

位，太陽從西邊升起也就勢所必然，《彝族源流》所說的

太陽、月亮倒著出的情況也就會跟著出現。

　　據科學研究，地球南北極顛倒的現象是存在的，其週

期大約是 30 萬年。地球南北極為甚麼會顛倒？如果地球

存在以青藏高原為軸心的旋轉運動，南北極顛倒不是很自

然的事情嗎？

　　值得注意的是，地球的極移和地磁極的位移或有某種

聯繫。我們知道地球的磁場是一個偶極磁場，地磁極的平

均位置和地理極的位置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應該是吻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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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1954 年，英國地球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

布萊克特（1897 － 1974）在浩瀚的古地磁資料的研究中發

現，英格蘭地區古地磁極的位置竟然向西偏離地球的地理

極達 30°；同時 3 疊紀英格蘭地區的磁傾角為 34°，

而現在卻是 65°。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布萊克特認為，英格蘭陸地從３疊紀以來發生了由南

向北的移動，才使得它的磁傾角由 34°增到 65°；此

外英格蘭在向北移動中，又按順時針方向轉動了 30°左

右，才使古磁極偏離地理極 30°。

　　請注意！布萊克說英格蘭從三疊紀以來，按順時針方

向轉動了 30 度左右！這個旋轉方向與萬字符是相同的，

與薩邁拉陶盤、亞洲崑崙四墟的旋轉方向也是一致的！

　　另外科學家還有一個重要發現。不同於布萊克特把地

理極作為參照物的是，1962 年英國一批以朗克恩為代表

的研究古地磁的科學家，把每一個大陸作為參照古地磁移

動的參照物，得到了以歐洲古地磁資料為依據的「極移曲

線」，即磁極遷移軌跡曲線，他們把這兩條「極移曲線」

繪在同一張地圖上，發現其形狀相似，卻不重合。

　　而歐洲和北美是不可能有不同的磁極的！如何解釋？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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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是在３疊紀開始，完整的大陸發生巨大裂縫而相

對位移，中間出現了大西洋。

　　如果將北美洲在地圖上相對歐洲 30°的旋轉，這兩

條「極移曲線」就重合在一起了。也是因為這個發現，魏

格納的大陸漂移假設才被科學界接受。

　　下面我們來看朗克恩地磁極極移曲線。

　　朗克恩的地圖畫得不規範。不過他是 1962 年畫的，

當時谷歌地圖沒

有出現，能畫出

這樣的地圖也難

得了。對照現在

的谷歌地圖，布

萊克斯的地磁極

極 移 曲 線 如 下

圖：

圖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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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朗克恩地磁極移曲線竟然和谷歌航拍圖表

現的太平洋海底地貌基本一致。朗克恩以歐洲為參照物的

地磁曲線基本和俄羅斯遠東中部山脈…太平洋中途島…夏

威夷一線的洋底地貌吻合！

　　而以美洲為參照物的地磁曲線也和朝鮮…日本沖繩島

…帕勞群島…巴布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斐濟島一線吻

合！（參見下圖）圖二十八：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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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味著甚麼？

　　這意味著朗克恩所說的那兩條地磁極移曲線是實實在

在的兩條！它們是磁極位移的結果！而且這種磁極位移造

成了太平洋海底地貌的同時改變！

　　在谷歌地球上其變動軌跡非常明顯，也和朗克恩地磁

極移曲線高度吻合。朗克恩認為那是三疊紀時，北美洲相

對歐洲旋轉 30 度的結果。

　　這就意味著磁極位移和大陸漂移實在是有因果關係

的。非但如此，它們漂移的方向竟然也與薩邁拉陶盤的旋

轉方向一致，都是逆時針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從谷歌地球上看，東南亞島嶼的弧狀

分布方向與朗克恩的二條地磁極移曲線也具有高度的雷同

性。這是否說明東南亞的島嶼佈局也是地磁極位移的結

果，或者說是亞洲旋轉漂移的結果？

　　如果亞洲旋轉是逆時針的，其旋轉的週期是多少？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列子》所說的蓬萊五大仙山。

《列子》說：「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

不得暫峙焉…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禹強使

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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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而不動。」《列子》說蓬萊五大仙山也是漂移的，其週

期為 6 萬年漂移一次，從谷歌地球看，我們可以看到蓬

萊五大仙山至少漂移了四次，如果《列子》所言屬實，那

麼蓬萊五大仙山從今帕勞群島漂移到關島至少是 24 萬年

前的事。

　　如果蓬萊五大仙山最後第五次沒有漂移而是直接沈

沒，則蓬萊五大仙山就可能始於 30 萬年前開始漂移。

　　我們再回過頭來分析希羅多德《歷史》所說的太陽從

西邊升起的記載。埃及祭司說「從第一個國王到最後的那

個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間總計是三百四十一世。」

　　這 341 世到底是多少年？希羅多德認為 341 世為

11340 年。希羅多德的推算恐怕有錯誤。因為在我們看

來，短短的 11340 年內，太陽不可能從西邊升起兩次，

又從東邊升起兩次。

　　以希羅多德推算的時間計算，南北極倒轉的週期只有

2835 年。這個週期太短，既不符合科學，也不符合現實。

那麼希羅多德錯在哪裡呢？

　　上古的一世可能是蘇美爾文明的 1SARS，即一世為

3600 年。這樣 341 世就是 1227600 年，以四分之，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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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南北極倒轉的週期為 306900 年，這個時間與現代科

學發現的南北極倒轉的週期 30 萬年基本接近。

　　所以希羅多德很可能出了錯。他為甚麼會錯？因為希

羅多德的《歷史》的資料來源有一些是源於埃及祭司的傳

說，而傳說總會走樣。

　　埃及祭司所說的 341 世，共有 341 位國王的說法也

未必準確。埃及祭司很可能像後世西方學者誤認《蘇美

爾年表》上的大洪水前十個時代為十王一樣，將 341 個

時代當成 341 個國王了。希羅多德不深察，也誤以為是

341 個國王，這樣焉有不錯之理？

　　真相如何，這個問題還是留給天文學家和地球物理學

家。

　　下面繼續解析這個神秘的「卍」字符。

　　「卍」字，北魏菩提流支在《十地經論》卷十二中，

譯為「萬」字。「萬」，實不讀北方話的 wai, 它最初實

讀南方粵語的 mou, 卍、巫、萬三字上古粵語同音同義。

　　在上古，巫 mou 的地位原本高於武士階層，巫 mou

作為掌握了天體運行規律的知識階層，在上古擁有無可避

免的至尊地位，如古印度的婆羅門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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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經 ‧ 大荒西經》也說：有靈山，巫咸、巫即、

巫朌 (fén)、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

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上古最初只有九囿，也只有九巫，《大荒西經》卻

出現了十巫，可見帝也是巫中的一個，是為巫抵，即巫

帝，加上九囿九子之巫，一共十巫。

　　巫 mou 與帝並列，可見巫 mou 地位之尊崇。菩提

流支將卍譯為「萬 mou」可謂得上古真傳。後人讀為

wai，明顯是誤讀了。

　　後來，鳩摩羅什和玄奘將卍譯為「德」字，也不是

錯譯。因為武士階層後來地位上升，巫 mou 之地位下降。

　　巫 mou 降而為 wu，即兩河流域「上下四方之王」。

而武士地位上升稱帝，佔用了巫之卍字，所以卍又成了

「帝」。卍、「帝」、「德」、「典」四者在上古同音同義，

為粵語讀音。此「德」最初本義是「帝」，後來才轉為

品德、德行之義的。

　　《左傳》說「昔夏氏之方有德也」之德，實應作『帝』

解釋。它不是說夏氏有德行，遠方諸侯才賓服。而是說

夏氏稱帝時，遠方諸侯賓服。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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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你看西周時的徐堰王就知道了，徐堰王與敵

國交戰，對方軍隊過河，徐堰王自詡為仁義之師，不肯中

途伏擊敵軍，德行不可謂不高，可最終家國不保，臨終拋

下一句話：「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務，以至於此。」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來都是如此。所以，僅僅以德

是建不了國的，也是統一不了天下的。只有「帝」之軍威，

才能統一天下。

圖二十九：卍符號的演變

　　至於甲骨文之「帝」字，原來出於「丞」，丞、臣、

申也是中國南方讀音，三者同音同義。丞本來位在帝和巫

之後，稱「神」。後來天下大亂，申也稱帝，丞也稱帝，

相反原居於金字塔頂端的「巫」倒沒落到「臣」（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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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其實萬字符也好，四方之王也好，丞也好，都源於天

文，是對天體運行的模仿，體現了天體運行的規律。

　　在星空，帝星就是北斗星，位居中央，列星圍繞帝星

旋轉。

　　在人間，帝王位居崑崙，四方神拱衛之。自崑崙之

帝，到高原之神（上下四方之神），再到平原丘陵之丞，是

有嚴格等級的。

　　後世既亂，巫之地位不斷下降，由最高降為申 ( 神），

再由申（神）降為丞，最後到春秋戰國時只能稱臣了。

　　而原來的神、丞、申，則紛紛稱帝，是以原本為「神」

的兩河流域之「上下四方之王」也稱「帝」，到後來以至

於原本是「丞」的殷商一族，也稱帝，這就是我們在甲骨

文中看到的「帝」。甲骨文之「帝」實源於上古之「丞」。

　　上面談的雖然是三個字，然而體現的卻是商代以前的

全部歷史。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古還有一個神秘的符號，這就

是十字架。十字架象徵的也是天道，代表的是歲差運動。

　　我們知道，地球自轉軸是圍繞天北極作圓周偏振運動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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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於偏振，地球自轉軸在天球上就划出了一個以天北

極為中心的虛擬的大圓軌跡。

　　這個大圓運行的週期大約是 25776 年，古人測算出

的數字是 28800 年，這就是歲差運動。以古人測算的數

字計算（如 4000 多年前的蘇美爾人），天球上的大圓對應天

之四方，四方連接起來就是一個大十字架。

　　地球自轉軸圍繞此大十字架划圓周運動，每當地球運

行到十字架的一端則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天球上的大圓進一步細分，以八分之，則天球上的

大圓被劃分為八部，28800 年以八分之，則每一部為

3600 年，這就是古蘇美爾文明 1sars 為 3600 年的來歷。

　　地球自轉軸每划過天球上的一部，歷時 3600 年，

意味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在上古，歲差運動被視為宇宙間的大秘密。天體的運

行，世、紀的交替，人間的禍福、歲差運動莫不與焉。歲

差運動的中心是天北極。

　　北極星位居中央，在上古，北極星被視為帝星，北斗

七星為帝車，列星環北斗而旋轉。

　　在人間，帝王模擬北斗的運動，黃帝於崑崙四虛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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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岳，即四巫，此四巫之圖即兩河流域發現的所謂「上下

四方之王」，四巫成了天或帝的代言人，帝則穩居地球之

巔……青藏高原。此四巫，上古稱四面，即後世所稱四岳。

　　《御覽》引《屍子》說：「子貢問曰：『古者黃帝四

面，信乎？』

　　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

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這裡子貢把黃帝當成了一

個怪物，以為黃帝有四張臉孔。孔子倒沒犯糊塗，孔子說

黃帝四面是指黃帝派四個人治理四方，此四人稱為四面。

　　孔子其實也沒說清楚四面的來歷，其實四面就是四

岳，就是四巫。四巫之設，模仿的是天體的運行，體現的

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句話，卍、上下四方之王之「巫」、丞（申），三

字之源，源於天文，法乎地理，行於正治，體現的實是

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

卍字符、十字架與四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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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圖》與大九州

　　從前面我們知道大禹的《山海圖》就是亞洲和阿拉斯

加以及北非埃及的地形圖。大禹九鼎之九州也必然覆蓋了

亞洲、阿拉斯加和北非埃及。

　　除《山海經》外，九州之說，最早見於所謂孔子所著

的《尚書》。然這尚不是九州的最初來源。

　　據《華陽國志》說：「昔在唐堯，洪水滔天，鯀功無

成。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川蠲修，封殖天下，因古九

囿，以置九州。」

　　按《華陽國志》的說法，上古唐堯之時，洪水滔天，

鯀治水無成，大禹繼之，疏導江河，分封天下，依古時之

九囿而分置九州。說明禹之九州來源於更為遙遠的九囿。

　　九囿為何？九囿，源於《山海經》中的九丘。丘字上

古讀粵語 jau, 九囿就是九丘，即《九丘》、《八索》的「九

丘」。

　　九丘為哪九丘？《海內經》說是：「陶唐之丘、叔得

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

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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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國南方語音讀，也就是有唐囿、蘇丹囿、蒙人

囿、昆吾囿、黑白囿、軒轅囿、三危囿、武夫囿、三苗囿。

按《海內經》的說法，此九囿是炎帝節 所創設。九州

之源，尚矣。

　　此後大禹依據上古九囿，又分全國為九州。《華陽國

志》也說：「《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

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

　　這則內容和《春秋緯》的內容相同，可見《春秋緯》

來源於《洛書》。現《洛書》已失傳。《洛書》上已載有

大九州，人皇兄弟九人分治之。這就是九州的來歷。

　　大禹疆域到底有多大？

　　大禹既然繪出了亞洲和北非地形圖，其九州自然就是

《山海圖》公牛圖，即亞洲、北非、阿拉斯加的大九州。

它遠不是《禹貢》中的九州圖。

　　《禹貢》中的九州範圍，據古今研究者得出的結論，

《禹貢》九州不出春秋戰國時晉、冀、魯、豫、徐、揚、

荊、梁、燕的範圍。較之於今天之中國，已小很多，更不

要說較之於整個亞洲了。

《山海圖》與大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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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據《山海經》，大禹攻伐很多方國，足跡所及比《禹

貢》九州大多了。

　　據《大荒南經》載：「…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

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

　　據《山海圖》復原圖，此雲雨國在江西懷玉山一帶。

上古懷、雲同音，如廣東話二者就音近，讀 wai。

　　又《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

不合，名曰不周 ( 負子 )，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

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國山。」據《山

海圖》復原圖，此共工國山在秦嶺一帶。

　　又據《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

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

　　此「禹所積石」即《海外北經》「禹所積石之山」。

《海外北經》說：「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

　　據《山海圖》、《大荒北經》復原圖和《海外北經》

復原圖，此禹所積石之山在內蒙古高原東部。

　　《大荒北經》又載：「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

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採，役採生修鞈 (jiá)，修鞈殺

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據《大荒經》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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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此毛民國在貝加爾湖一帶！

　　又《中次三經》：「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

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 (tián) 渚，禹父之所化。」

　　青要之山在賀蘭山以西，此處之駕鳥即羌人之古音，

後西方譯為 china，前文已說過了。禹父不知是否與禹有

關。倘禹父為禹之父族，則大禹的父族最初在賀蘭山一

帶。

　　又《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

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 (jué) 為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

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台。」

　　此處之九山即《西次二經》之「高山」，據《山海圖》

復原圖，高山在今六盤山以西。九、高上古同音，現南方

人仍讀九為「高」音。是可為證。

　　僅從上述信息我們就可以看出，《山海經》中大禹的

疆域至少南到江西懷玉山，北到貝加爾湖。

　　而禹之子夏後啟則更是深入到了西亞。

　　《海外西經》說：「大樂 (yé) 之野，夏后啟於此

(wǔ)《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 (yì)，右手

操環，佩玉璜 (huáng)。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山海圖》與大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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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山海圖》和《海外西經》表述順序，此大運山在今裡

海之南。

　　《大荒西經》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

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

焉得始歌《九招 (shāo)》。」開、啟上古本為一音，為中

國廣東語音。此處夏后開即夏后啟。據《山海圖》和《大

荒經》復原圖，此處天穆之野在地中海一帶！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大禹之夏族統治範圍確實遍及亞

洲。上古史之恢宏廣闊確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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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