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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兩三年前吧，一個春寒料峭的三月天，很久沒見的師妹嚴優突然出現在我的
“ 神話學 ”課堂裡，帶給我莫大的驚喜。嚴優告訴我，她很早就萌生了對中國神話的
興趣，最近正在寫相關的著述，知道我正在北師大講授這門課程，所以重歸母校聽課。
我原以為已經頗有文名的她聽幾節相關的課就撤了，不想她居然沉下心來，聽完了整
個學期的課程，每天早早就來到教室，不僅聽課、做筆記，而且積極回答問題，跟學
生一起討論，還應我之邀給學生們做了一場講座，介紹了她進行神話再創作的經驗和
體會……她對神話的探索熱情使我深受感動。課程結束以後不久，嚴優完成了她的新
作《 諸神紀 》，帶著書稿再來師大，囑我寫序。我無法違拗她的盛意，況且讀完該書
後的確受到諸多啟發，所以這裡就把自己閱讀時的一些感想寫在這裡，或許對讀者諸
君理解本書的意義和特色有些助益。
神話是人類自古至今所創造的表達文化中的一種重要文體。它主要講述的是有關
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誕生以及文化的最初發端的古老故事。它既是語言藝術，也多方
面地表達著人類的思維、情感和心路歷程，是奠定群體宇宙觀、身份認同和宗教信仰
的基礎，是想像力和藝術創造力的武庫和土壤，是規範日常生活秩序的宏大憲章。神
話自人類的童年時期便開始產生，以後也不斷伴隨著人類成長。在當下的社會中，神
話還是不同群體進行某些文化、政治和商業運作的資本。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擁有自己豐富多彩的神話。其中有的神話較早就經歷了系統化
的過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神話體系。比如古希臘神話在發展過程中，承襲了印歐語
系其他民族的文化遺產，又從愛琴海地區的前希臘文化、邁錫尼文化以及東方文化中
汲取了養料，這些來源不同的形象和故事片段為希臘人徹底融合、同化，並且加以改
述，大約在公元前 8 世紀，赫西俄德整理、創作了《 神譜 》，列述諸神的起源，並創
建了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神譜既是民眾信仰的反映，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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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對希臘神話的體系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兩部荷馬史詩《 伊利
亞特 》和《 奧德賽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格雷戈里．納吉（Gregory Nagy）教授的研究，
也經歷了漫長的形成過程，不過，至遲在公元前 5 世紀，這兩部史詩已經在希臘人的
心目中確立了權威性的地位。因此，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希臘神話，是經過了編纂、整
理和綴合過程而形成的一個體系，它只是希臘神話的一種形態而已。日本的神話也經
歷了這樣的體系化過程。保存日本神話最多的《 古事記 》（712）和《 日本書紀 》（720）
等文獻，都是在天皇的干預下編纂的，各地流傳的多種起源解說和神話故事被進行了
統一和體系化，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天皇族創世神話系統。
可是有的民族的神話，一直沒有經歷這樣徹底的、比較穩定的系統化。中國神話
即是其中之一。且不說中國有 56 個民族，這些民族往往有各自不同的神話，即便是在
漢民族中，有機統一的、普遍公認的神話體系也從未存在過。以古代漢語形式記錄的
古代神話，常常分散地出現在各類經、史、子、集中，甚至也出現在註疏、類書和古
籍佚文裡。這些記述往往簡約、片段，甚至經常語焉不詳，即使在《 山海經 》和《 楚
辭 》這類記述神話比較豐富的典籍中，對神話的記述也常常是零散、片段的，一鱗半
爪，有時令人難明究竟。比如《 山海經．大荒西經 》中說：“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
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至於女媧之腸為何、如何化作了神人，他們為何在
“ 栗廣之野 ”“ 橫道而處 ”，記錄中完全沒有解釋，憑讀者自己去思量。有時同一個神
話敘事分散地出現在書中的不同地方，比如夸父追日的神話，在《 海外北經 》和《 大
荒北經 》都有記述，而文字也有不小的差異。
面對中國神話存在的非體系化的困擾，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曾不斷想出各種辦法，
力圖實現（或者部分地實現）體系化。比較典型的案例，比如漢代學者把來源不同的
神靈拼合在一起，配合陰陽五行學說，確立了這樣的一套譜系：“ 東方，木也，其帝
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
夏……；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 西方，金也，其
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
冬……”（《 淮南子．天文訓 》）南宋的時候，一個叫羅泌的文人曾寫作了一部《 路史 》，雜
取旁收，將眾多文獻中駁雜、本來並無太多關聯的神話、傳說等搜集到一起，加以排
列，力圖做成完整的上古史。20 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神話的體系化發展尤為迅速，其
間著名神話學家袁珂用力最多，他撰寫的《 中國古代神話 》《 中國神話傳說 》《 中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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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通論 》等書，均致力於對散見於浩瀚的古文獻中的神話搜集歸類、考辨訂正、連綴
解說，進而把古神話建構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整體。他的著述為中國神話的體系化以及
神話知識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儘管如此，有機統一的中國神話體系迄今
並沒有建立起來。
對於中國神話的零散、片段化，有的學者認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神話
的豐富多樣性賴此而得到存留，也為後人的發明創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不過，不可
否認，非體系化為一般讀者接觸並認識中國神話帶來了困難。我在二十多年的神話學
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經常會遇到別人的提問：“ 該去哪裡找中國神話？”“ 古希臘有
《 神譜 》，日本有《 古事記 》，我們有甚麼？”
“ 我們為甚麼不能有體系化的神話？”
這些問題都直接道出了非體系化帶給我們的困擾。嚴優撰寫《 諸神紀 》，顯然力圖對
這一困境有所回應和解答，是對中國神話的體系化做出的一個新探索。
嚴優在“ 寫在前面的話 ”中坦承，從前“ 進入有意識閱讀神話階段後的第一個念
頭，就是想要一張清晰、完整、系統的中國古代神譜 ”，尋而不得也會自然產生疑問：
“ 中國完整的神話世界在哪裡，咱們的神譜在哪裡，咱們的結構在哪裡？”儘管她隨後
認為：“ 終極版神譜是一把雙刃劍，沒有它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而且認定“ 本書也不
會致力於呈現或者拼合出一個完整的神祇譜系 ”，不過事實上，《 諸神紀 》還是明顯地
反映了作者對體系化的努力，並且客觀上也描繪了一個更加系統性的神話世界。首先，
作者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把雜亂的古代神話做了系統的歸類。《 諸神紀 》按照發展的
邏輯，先從“ 混沌與創世 ”開始，接著按照地域脈絡，先後敘述了中原（女媧、三皇
五帝等）、西（崑崙山）、東（東夷）、西南（古巴蜀）、南（南楚）以及更遙遠的“ 八
方 ”（一些少數民族的神話在此得到呈現）等等形形色色的女神男神、祖先和神聖動物
的故事。這一做法延續了袁珂先生以時間和帝系為線索來建構中國神話體系的特點，
從總體框架上為讀者了解中國神話世界建構了一個清晰的、富有邏輯的順序，而且涵
括的內容更加廣泛—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神話，比如壯族的布洛陀，阿昌族的“ 遮
帕麻和遮米麻 ”，苗族的“ 蝴蝶媽媽 ”等等，也在這一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現。此
外，體系化的努力還表現在對每一類神話的具體闡釋上。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神話分
散地、碎片化地出現在各類古籍當中，不同的記述之間往往並沒有必然的關聯，甚至
彼此抵牾，因此，對這些神話記錄進行合理化的闡釋，便成為體系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 諸神紀 》當中對大大小小的諸多神祇及其相關的神話故事進行了連綴、貫通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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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本分散的、彼此不相關的甚至矛盾的碎片鏈接成為一個合理性的整體。比如，《 永
生的秘密 》一節講述了內涵豐富的西王母神話： 西王母住在崑崙山上，掌管著不死藥
和仙桃，對人世間的事情也時不時地管一管，比如，黃帝要結束長期的戰亂紛爭，西
王母就派弟子九天玄女下凡，傳授給他靈寶之符； 後來，她也賜給被貶凡間的射日英
雄大羿不死藥； 再後來，她在瑤池宴請了周穆王； 再再……後來，她降臨漢武帝的皇
宮並賜給他四顆仙桃……這樣一來，分別出現在《 山海經 》
《 穆天子傳 》
《 墉城集仙錄 》
《 漢武帝內傳 》等文獻中的相對獨立的故事，便被連綴成為一個整體，而且合情合理，
形成一個關於西王母的體系化的故事。
體系化顯然為一般讀者了解中國神話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一冊《 諸神紀 》在手，
便能知曉許多中國著名神話，省去了多少查找七零八碎的文獻的麻煩？！
除了體系化，本書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對古代神話進行了現代重述。用簡約、深
奧的古漢語記錄下來的古代神話如何能被現代人更好地接受？這個問題很久以來也一
直是很多現當代神話學者思索的問題，以往有不少探索的先例。嚴優也在這裡交出了
一份用心的、打上她個人顯著特色的、充滿了當下流行語匯和當代人理解的答案。嚴
優曾經告訴我： 本書寫作的一個最初動機是為自己的女兒講神話，如何用母女倆都能
心領神會的當代人的思想、情感和語匯進行講述，從此成為她孜孜以求的動力。於是
便有了“ 當代神話講述人 ”嚴優的出現。在《 諸神紀 》中，隨處可見的，是作者靈動、
俏皮和時尚的用語，用她自己的話說，是“ 掰 ”，或者更自謙的說法是“ 胡說八道 ”。
比如，作者寫到“ 愛神 ”瑤姬的愛情悲劇，忍不住發問說：“ 至於說她為甚麼不去找
個門當戶對的男神來一解情思，徹底了斷自己的痛苦……，這，……我能說這是本次
元宇宙神話腳本的原初設定麼？”寫到“ 美神 ”宓妃時，她建議跟愛人河伯鬧掰了的
阿宓“ 應該向瑤姬學習，自己尋開心 ”，“ 可是你看她的朋友圈，甚麼漢水女神，甚麼
娥皇女英，全是心情不怎麼開朗的閨蜜。也許大羿死後，她再也找不到那樣登對的一
個男神了，她的美麗於是空擲，她的哀愁於是倍增 ”……這樣的時尚表述和現代理解
無疑為古老神話注入了新生氣，使高大上的神話變得“ 接地氣 ”，從而更易為現代讀
者所接受。我想，很多年輕的讀者讀到這裡，定當會心一笑的吧。
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作者所謂的“ 輕學術 ”。以往不少將中國神話體系
化的成果，或者只連綴、整合，並不解釋作者這樣做的理由； 或者只見作者整體闡述
的學術觀點，卻並不見完整的故事。嚴優的抱負顯然是“ 魚與熊掌，二者得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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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將散見各處的記述連綴整合起來，娓娓動聽地講述一個個神話故事，又力圖說明自
己如此理解和闡釋的理由。於是她在本書中獨創了一個多元的結構： 每一段神話，都
由“ 導言 ”“ 故事 ”“ 掰書君曰 ”“ 原文出處 ”等幾個部分組成，“ 導言 ”開宗明義，
引導讀者在整體的框架中把握該神話的位置和意義；“ 故事 ”是作者體系化以後重述的
神話故事；“ 原文出處 ”列述各類相關文獻，便於讀者按圖索驥查找出處，不過我最愛
看的是“ 掰書君曰 ”，作者的慧心和專業功底（別忘了嚴優可是民間文學專業的研究
生呢，受過專業訓練的），她對神話中的人和事的理解，都在這一部分的“ 掰扯 ”中
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於這樣的設置，整本書讀起來頗有“ 魚與熊掌，二者得兼 ”的雙
重妙處： 既有娓娓動人的故事可看，又有豐富風趣的學理闡發，二者相得益彰。作者
的這份匠心，顯然已經得到了讀者的首肯： 她一開始撰寫的部分樣稿，先是發在微信
公眾號裡，因為受到歡迎，才激發了作者完成整部書的計劃。我相信這樣別具新意的
設計，能使不同層面、不同需求的讀者從閱讀本書中獲益。
嚴優師妹本科階段就讀北大，是中文系的高才生，因為喜愛神話傳說和相關的研
究，畢業後考入北師大民間文學專業繼續攻讀研究生。記得她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
楊家將的傳說。此後的若干年，雖然她也忙於各種其他事務，但始終不忘初心，執著
地、津津有味地探索著神話的奧秘，用她充滿激情和詩意的話說，“ 與神話相遇，……
以敬畏之心感受時間深淵的壯美，在對神話細節的無窮擁抱中獲得詩性的生存 ”，不
僅結出了《 諸神紀 》這樣的碩果，而且日後還打算將更多“ 閱讀神話時發現的趣味 ”
與讀者分享。作為她的學長和一名神話學者，我由衷地欽佩她的熱情、祝賀她的成就，
也滿心期待看到她未來的更豐碩成果。
是為序。
楊利慧
2017 年 3 月 20 日於北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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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神譜與流變
與許多人一樣，我進入有意識閱讀神話階段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一
張清晰、完整、系統的中國古代神譜。神譜，即諸神的家譜、關係譜。
看看別國的情況： 公元前 8—7 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在其著作《 神
譜 》中系統地記敘了古希臘諸神的統緒，“ 把諸神的世家教給希臘人 ”（希羅多
德）
；《 聖經．舊約 》保留了古希伯來的神話，神與先知、聖人、聖王、天使等

的關係清晰明了。至於其他大宗教的古代經典，更是藉助宗教力量的整合，為
人們提供了一個本教諸神的“ 全家福 ”。
（當然其信仰者並不將那些傳說當神話
看，就不多說了。）
中國古代留存至今的神話傳說十分蕪雜，那麼，咱們的神譜在哪裡，咱們
的結構在哪裡？
因神話在產生時的多源性、在傳播中的流變性和混融性等特點，業內學人
早就指出： 並不存在一個元初的、有機統一的、均質的神話傳統（楊利慧）。於
是，一切“ 神譜 ”、一切“ 結構 ”，都只能是後人的歸納和總結。
其實，歸納中國神祇譜系這件事，早就有人做過：《 山海經 》記錄了黃炎
世系； 戰國有了三皇五帝的框架； 漢初，在五行五德五色學說指導下，完善了
上古神祇體系，天下漸歸一統，神人始見有序； 唐宋以後，道教勤奮補遺，遂
吸納古今，逐漸形成三清神仙體系……這些疊床架屋的努力，實在可歌可泣。
可是，不管古今上下各界對於一張“ 終極中國神譜 ”的呼籲多麼強烈，時
至今日，它仍然版本紛呈、莫衷一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潛入神話的深海之後，我認識到： 古中國神話沒有一個終極版神譜，未嘗
不是一件幸事。
終極神譜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可以保存與保護許多古老的神話，然而，
它也必定是“ 選粹 ”、是篩篦。所有與編選者、與支持編選的統治者價值觀衝
突、利益不符的片段，勢必會被大刀闊斧砍刪、荼毒。如果我國歷史上的統治
者曾經長期強行推行某套大力篩編過的神譜，甚至舉“ 國教 ”之旗要求民眾厲
行恪遵，很可能數代之後，所有系統之外的神話不僅在書面上，而且在口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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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剩殘渣了。
沒有得到系統搜集與保護的古神話，流失散佚，讓人痛心，然而至少，我
們今日尚能見到它的各種殘渣、各種彼此矛盾衝突的片斷。殘渣與片斷，提供
了關於這些神祇故事的豐富的後續信息。
羅素說：“ 須知參差多態，方是幸福的本源。”我想，我們探索神話過程中
所體會到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也來源於這種支離破碎背後的縱深感與參與感。
無論經歷怎樣的拼合努力也熔鑄不成鐵板一塊的、龐大的中國神族，令我們得
以從那些縫隙中窺見遠古神話原始面貌的涓滴光芒。
得見微光的人，有福了。
與上述非固化特點相關的，是中國神話巨大的流變性，這導致神祇形象或
者說神格［1］的不確定。女媧、黃帝，都是個中典型。本書所做的，是在這傳承
與流變的洪流中截取一些“ 切片形象 ”呈現出來。比如女媧，她為世人所公認
的切片形象很多，其神格中的神聖指數在“ 爆表 ”與零度之間上下滑動，本書
就將這幾個切片以及相關的故事都講述出來供大家參考。又如顓頊，他的形象
演化到一定程度就固定了，那麼本書中呈現的，就是他固定之後的這個切片，
至於他之前是甚麼樣，資料並不充分，只能略過。

關於本書切入角度、邏輯順序與內容
本書不會致力於呈現或拼合出一個完整的神祇譜系。但是，為了讀者進入
神話情境的方便，我會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為神祇分類，這種分類，接近“ 譜
系化 ”的思想，但並不代表寫作目的，應該說，只是一種行文佈局的結構。

［1］ 神格，比照“ 人格 ”的造詞，指神的性格、氣質等特徵。學界對神格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本書
使用“ 神格 ”這個詞，其外延包括但不限於： 神的性格氣質（類似於“ 大五人格理論 ”以神經質 / 外
傾性 / 開放性 / 宜人性 / 盡責性五種因素來分析人格特徵）； 神的性格色彩光譜（比如暴烈 / 熱情 / 溫
暖 / 中調 / 淡漠 / 冷酷的分別）； 神的來源類型（神 / 仙 / 靈 / 怪 / 鬼等）； 神的等級（比如創世神 / 繼
起神、總神 / 分神、概念神 / 專職神之類的分別）； 神的神聖指數（類似於以五分制或百分制評估其
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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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今人，如何來書寫與講述遠古和上古神話？要從哪裡開始講述以幫助
讀者進入那個遙遠的神秘世界？
是按照神話產生的順序，還是服從哲學的認知規律？
在荒遠的蒙昧時代，當洞穴智人用染紅的鳥骨項鍊裝扮自己，當他們用簡
單的語言切磋如何剪裁獸皮，當他們懂得在晚更新世末期的草肥水美中埋葬死
去的同伴，他們顯然已經開始了圍繞人類自身的思考。
這一思考的過程，想必十分漫長。它的結果，導致了生殖崇拜、祖先崇拜，
以及與之相關的女神（尤其是始母神）神話、圖騰信仰等原始文化的誕生。
除了人類自身，宇宙也是深不見底的謎。
巨大的不可思議刺激著先民，好奇心像未知本身一樣廣大。他們渴望答案，
他們用原始的大腦笨拙地給出解釋。相比“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 ”
這一系列問題，“ 宇宙是甚麼，宇宙從哪裡來，宇宙到哪裡去 ”顯然是後起的
哲思。宇宙太遠，遠到不能以抽象去把握，而需要套用現成的認知框架，所以
它不可能是元初的。
學界常認為，最早的祖先崇拜和圖騰神話產生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母系
社會

［1］

初期； 而宇宙起源神話產生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即母系社會後期、父系

社會到來的前夜。
宇宙之思一旦產生，又會與人類本體之思互相融合、互相影響。於是我們
發現，世界各民族的創世大神，往往又同時直接或間接創造了人。自然與社會
同時籠罩在神祇的統治下，“ 神話……使信仰成為（了）典章 ”（馬林諾夫斯基）。
然而，與神話的產生順序相反，當我們試圖為整個神話體系勾勒出一個概
略樣貌時，我們更好的選擇是反過來，從宇宙本體論出發。我們要先聊宇宙的
誕生，再聊萬物與人的誕生。正如雖然蛋生萬物、蛋生人的說法早於蛋生宇宙
（宇宙卵），但在講述上我們仍然要說： 首先，宇宙誕生了……

［1］ 本書無意涉及學界對母系 / 父系、母權 / 父權的討論（母系社會是不是人類普遍的、必經的階段；
母系是否等於母權等等）。本書提到母系社會，基於以下事實： 母系社會的確（至少局部地或階段性
地）存在過。本書假設某些神話故事產生和反映的背景是母系社會，假設（在相關部族中）可能存在過
“ 大女神時代 ”，但並不排除父系社會也存在女神崇拜（比如紅山牛河梁有女神祭壇）。本書議論涉及
女性的權力時，使用“ 女權 ”而非“ 母權 ”一詞，並不否認男權以及複雜的權力傳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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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氣勢恢宏的“ 起霸 ”。
基於以上認識，本書的邏輯結構如下： 分上下兩篇，上篇選說中原系上古
諸神，下篇選說非中原系上古諸神。
上篇五個單元，先說創世（宇宙的誕生），然後說大女神（女媧），然後說
產生時間比大女神晚的男神群體。男神群體又按時序先說“ 三皇 ”中的“ 兩皇 ”
（另一“ 皇 ”是女媧，本章不重複），再說“ 五帝 ”，最後說一個具有劃時代意
義的男神。
下篇六個單元。前四個單元按地域區分： 先說西方（西王母、崑崙山），
然後說東方（東夷諸神），然後說西南方（古巴蜀諸神），然後說南方（南楚
諸神）。接下來專門為前文沒有提及或詳說的女神安排了一個單元（諸女神）。
最後一個單元略說幾個非漢族的神，算是與前文所有章節有一個對照。本書並
不想將視野完全局限在漢族 / 華夏族神話中，何況前面章節諸神也並不都是漢
族 / 華夏族的神。
囿於篇幅，本書所涉神話故事的時間，基本限於上古。“ 上古 ”這個概念
略有歧義［1］，本書界定為創世（洪荒）至先秦。實際上，上篇故事的時間線遠沒
有延伸到先秦，而是止於堯舜以前。但下篇某些篇目會涉及戰國，比如古蜀國
的滅亡時間等。
也因此，本書所涉的神話故事內容很有限，一些很重要的神祇 / 文化英雄，
比如氣象諸神、星神、海神、水神、土神、山神、冥神、花木神、巨神族、堯
舜禹等等，還幾乎沒有談到，希望將來有機會繼續聊。
本書會用到一些神話學研究的概念。比如神話和仙話［2］。本書中的某些故事
來自帶有神話色彩的仙話，或者帶有仙話色彩的神話，比如嫦娥偷吃靈藥奔月

［1］ 上古、中古、近古，在不同學科中分段略有不同。上古的起始點，廣義一般從洪荒（創世）開
始； 狹義一般從書契時代（始有文字的時期，在中國為殷商）開始，而在其前面加上一個“ 太古 / 遠古 ”
時期。上古的下限常為先秦，也有到秦漢的。中古的下限常為唐宋。近古常指元明清。本書的“ 上古 ”
是廣義的，含太古 / 遠古時期。但有時行文中也會使用“ 遠古 ”這個概念，專指書契時代以前的蠻荒
歲月。
［2］ 很難給“仙話”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大致可以認為是講述關於“仙”的故事的總和。潛明兹書中概
括了鄭土有對神 / 仙、神話 / 仙話區別的看法，略為： 第一，神是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的，而仙是肉體和
靈魂同時不滅的； 第二，神是自然為神的，成仙則需要苦修； 第三，神格突出集體性，仙格以自我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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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又如扶桑樹上的小飛仙等等。文獻記錄裡的上古神話中常常雜糅仙話
因素，“ 仙話是對神話的繼承和轉換 ”（潛明兹）。
上古神話是一個多元的系統，本書行文中會提到其中一些子系統的概念［1］，
比如崑崙系（以崑崙山和西王母神話為主體）、中原系（主要產生和流傳在中
原地區，包括盤古神話、女媧伏羲神話、炎黃神話等）、蓬萊系（與蓬萊仙話
相關）、東夷系（以東夷族神話為主體）、南蠻系 / 苗瑤系（以苗族和瑤族等民
族遺存的古老神話為主體，包括蚩尤神話、盤瓠神話）等。

關於神話的意義
如果說理性之美美在思辨，美在尖銳，那麼感性之美，在我的心目中，就
美在以下這耳熟能詳的四個字： 詩情畫意。
神話，正是詩情與畫意的完美結合，是共時與歷時的完美混融，是綿長無
盡的時空隧道的驚豔起點。
神話的詩情，是心理衝擊力，是包納萬象的宇宙在遠古先民心中激發的無
限感觸、無限記憶、無限衝動； 神話的畫意，是視覺衝擊力，是包裹在他們身
體髮膚之外的充滿質感的世界，是從他們的感官出發抵達想像力的深淵並流傳
至今的形象與畫面。
我常想，一個人，應該在最美好、最富於想像力的年華與神話相遇。不必
去熟記宇宙的半徑尺寸，不必去了解地球在銀河系懸臂上的位置，不必去探索
喜馬拉雅山的隆起歷程……與神話相遇，把知識放空，把靈魂放空，以敬畏之
心感受時間深淵的壯美，在對神話細節的無窮擁抱中獲得詩性的生存。與神話
相遇，體悟神話與科學在深層血脈中的相通與互補，讓被現代科技的橫暴撕裂
的心靈得到安撫，並保持深醉的寧靜。

［1］ 最初是顧頡剛提出中國古代神話有兩大系統： 崑崙神話系統和蓬萊神話系統。後來隨著學界研
究的深入，又提出更多帶有族群和地域區分的神話子系統概念。關於這些概念的界定和爭論過程比較
複雜，概念之間也可能有交叉、混同、互斥之處，就不詳敘了。本書在學界較具共識的層面上使用這
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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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遠古神話，有古中國獨特的風貌。我們身為這個古文化的後裔，身
處這個古文化恆變而又不絕的傳續中，對這份獨特不可不察。
於一個民族而言，神話不是精神創可貼，不是文化燕窩湯，而是包含一切
本原基因的骨髓幹細胞（楊利慧：“ 最初的文化因子 ”），是所有表達的元表達，是所
有意義的元意義，是所有結構的元結構。身逢一個科技理性至上的時代，即便
我們在與強弱四鄰、與科技暴力的撕咬中傷痕累累，四肢殘缺、五臟衰竭； 即
便我們迷失本心、找不到方向，神話始終“ 為人類提供（著）返歸自身的航向
與能力 ”（葉舒憲）。只要回到神話那裡，我們終將獲得重塑與再造文化筋骨的力
量； 我們終將平心靜氣、修復瘡痍，放下包袱、滿血復活。
本書不敢稱為諸神立傳，不過是在“ 人生的邊上 ”記下自己閱讀神話的小
小心得與思考，與讀者分享而已。斟酌之下，用“ 紀 ”字而不用“ 記 ”，也有
致敬司馬遷“ 紀傳體 ”的意思。
是為“ 諸神紀 ”。
太陽照在古中國的疆域上，風雷劈合，江海如怒，淚與血流了一地。然而
月亮升起來，傷口風乾，萬物重生，碧落深處，依稀難見人煙。數千上萬年的
心靈史，就這麼，三兩步走過來。
開燈，展卷，一杯茶，請君笑看“ 諸神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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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中國古代關於宇宙的認識，目前主要有三
個解釋體系留存： 蓋天說、渾天說、宣夜說。
蓋天說很直觀，如果大地像個平底鍋，天
空就像個鍋蓋，諸如“ 天圓地方 ”“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還有那些疊羅漢般的關於天地結
構的傳說，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渾天說產生於更加認真仔細的天文觀測與
思考，一般認為大大晚於蓋天說—也許要到
戰國時期。能夠想像出“ 天球 ”這個形態，能
夠將天空想像成蛋白，而將大地想像成蛋黃，
需要很高的智慧。目前所知我國關於渾天說的
最早文字記錄見於西漢。兩漢時期落下閎、張
衡等天文學家製作的渾天儀，可視為渾天說在

混沌與創世

實物上的具現。
宣夜說也是產生在漢代之前的宇宙認識
論。在它的體系裡，天空不再是蛋白，而是虛
空（《 晉書．天文志 》：“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
極 ”），或是無邊無際的氣。日月星辰不再是蛋

白上黏附的小渣滓，而是在氣中按照自己的規
律運動。宣夜說是古人邁向科學的另一種努力，
但如果我們用神話的眼光來看，似乎它與“ 陰
陽二神創世 ”的思想也有絲絲縷縷的聯繫。
這三個學說，雖然解決的都是宇宙的常態
問題，但與宇宙的創始也有一些聯繫，所以在
創世神話中也能看到它們的蹤影。

混沌： 神還是獸？

說到宇宙起源，就不能不說到“ 混沌 ”。“ 混沌 ”是很多神話故事中對
“ 元宇宙 ”或曰“ 前宇宙 ”狀態的認知； 而且有趣得很，它居然是具體而有
形的一個神，或者一頭獸。
故事

A．混沌作為一個神
古早古早以前，在西方的天山上有一個混沌神，祂［1］的模樣非常奇特：
通體的顏色像火一樣紅；布口袋一樣的身子上，一共長了六隻腳、四個翅
膀；祂沒有頭臉，一般長在臉上的那些東西—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
祂都沒有。
可是，這樣一位甚麼交流器官都沒有的神，卻精通歌舞。
祂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真夠讓人想破頭的。
人們說，祂是中央的天帝，名字叫作“帝江”，又叫作“帝鴻”。

［1］ “ 祂 ”是西方基督教傳入中國後，專門用來指代上帝、耶穌的第三人稱代詞。在後來的漢語實際
運用中，也以之指代更普遍意義上的神明。本書的議論有一定的性別視點，所以並不籠統以“ 祂 ”指
代所有神。本書的第三人稱使用方式是： 以“ 祂 ”指代性別不明的神，以“ 他 ”指代男神（和男人），
以“ 她 ”指代女神（和女人），以“ 它 ”指代動植物或無生命體； 以“ 他們 ”指代男神（人）們、男
加女神（人）們。

混沌：神還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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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混沌作為一頭獸
古早古早以前，在崑崙山西邊有一頭神獸，名叫混沌。
它看起來有點像狗，又有點像熊，身上披著長長的毛。
它長著眼睛，可是甚麼都看不見，所以走起路來非常不方便；它長著耳
朵，可是甚麼都聽不到，但神奇的是，它對於周遭的動靜卻清清楚楚的；它
長著腿腳，可是沒有爪子；它有肚子，可是裡面沒有心、肝、脾、胃、腎這
樣的內臟；它有腸子，可是腸子不像一般動物那樣彎彎曲曲盤在肚子裡，而
是一根直直的管子，吃下去的東西，一下子就穿過身體排出來了。
但是，混沌獸最怪異的不是長相，而是脾氣。因為，它是一頭不分善
惡、顛倒是非的怪獸。
對於那些有德行的好人，它會過去頂他們、撞他們；對於那些兇惡的壞
人，它卻過去跟隨他們、聽他們的話。後世管人類中的這種壞傢伙叫作“渾
蛋”，大概是從它這裡來的。
不過，混沌獸也有特別天真的地方。
當它一個人待著沒事幹的時候，它會追著自己的尾巴轉圈圈，玩著玩
著，它就被這個遊戲逗得高興極了，仰天大笑起來。
這樣的一頭怪獸，一會兒善惡不分，一會兒天真爛漫，不是很奇特嗎？
這都是源於它的天性。它天生就是這樣，甚麼都分不清楚，所以大家管
它叫混沌，就是糊裡糊塗、模糊不清的意思。有時候，人們也會根據它的外
貌，叫它無耳，或者無心。
有人說，它是中央天帝帝鴻的兒子。

混沌：神還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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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 繪

原文出處

《 山 海 經． 西 山 經 第 二 》 ：「天 山，

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

南 流 注 於 湯 谷， 有 神 焉（『焉』一 作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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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 平 御 覽 》 卷 九 一 三《 獸 部 》 ：

「東方朔《 神異經 》曰，崑崙西有獸，

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

聞， 有 腹 而 無 五 藏， 有 腸 直 而 不 旋，

食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人

有兇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

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

常，咋尾迴轉，向天而笑。」

掰書君曰

遠古先民的三觀非常具體，對於抽象概念，他們需要套用現成認知去理
解。於是混沌不僅是一個概念，更可具象化為一個有形體的神。
混沌神的形象，可能凝縮了先民對於“ 我世界 ”自然神的早期認知。“ 我
世界 ”也就是中央世界，是個體或部族作為物質肉身的存在之所。說混沌神
是中央天帝，意味著創造這一神話的先民已經有了方位觀念，也意味著還有
其他天帝。
這個黃口袋一樣的中央天帝，其形貌是“ 非人 ”的，但也不是任何一個
我們所熟知的獸形，先民對它身體零件的拼插還比較簡單。
如果參看後文“ 倏忽為混沌開七竅 ”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對
照： 中央的“ 我世界 ”充滿了混沌的未知，非中央的“ 他世界 ”在想像中倒
可能是清晰的。
有人因為混沌神是央帝，
“ 其狀如黃囊 ”，便認為混沌神就是黃帝，我以
為這是不妥的。首先，
“ 黃囊 ”之“ 黃 ”是否指顏色，不好論定，因為這句
話的主旨在說“ 其狀 ”，而且如果理解為“ 黃色 ”，就與下文“ 赤如丹火 ”
相衝突了； 其次，黃帝與混沌分屬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 套裝組合 ”。

混沌：神還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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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混沌神構成套裝的是倏、忽這樣的大神，而與黃帝組團
秀神力的是炎帝、太皞等神。在黃帝成為中央天帝之前，
曾經有過一個帝江（帝鴻）時代，還可能有更多其他名字的
中央天帝存在過。雖然我們無法像古希臘神話那樣明確誰
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神王，但毫無疑問，中國上古
神話裡中央天帝這個職位，也呈現出了明顯的代際嬗替。
歌舞對於原始人的重要意義，可能遠遠超乎我們現代
人的想像。人類學家對於當今仍然存在的原始部落的田野
調查表明，對於他們而言，歌舞的神聖性遠遠凌駕於娛樂
性之上。那麼歌舞的性質到底是甚麼呢？說白了，它其實
起源於生殖衝動（參見後文“ 孤獨的大母神 ”章節）。
中央天帝混沌精通歌舞，似乎表明原始人對祂的崇拜
帝江（明代胡文煥編《山海經圖》）

與生殖崇拜有關。那麼進一步問，混沌神是有性別的嗎？
祂是作為男神還是女神受到崇拜的？既然生殖崇拜的早期
階段是女陰崇拜，後來才有男根崇拜，那麼，混沌神有沒
有可能是早期的生殖女神？混沌神那奇怪的口袋形貌，是
否隱喻母體（或者採用更加佛洛伊德式的說法，隱喻子
宮？）—在沒有更多考古發現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可能很
難得到準確答案，我的自由發散，不過是為理解“ 混沌神

帝江（清代汪紱釋《山海經存》）

精通歌舞 ”聊備一說而已，讀者諸君一笑。
以上關於混沌神的記載見於《 山海經 》。而在託名漢
代東方朔所編的《 神異經 》裡，則記載了有關混沌獸的形
貌事跡。混沌究竟是神還是獸，看起來似乎是兩個不同的
神話架構思路。
混沌獸的形貌和性格，帶著原始思維的天真稚拙，同
時也是先民對自然力的直觀感受。當時的蠻荒世界對於他
們，就是一個情緒化、不講理、忽冷忽熱、忽善忽惡、神

帝江（《山海經繪圖廣注》，清代成或因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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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象徵著宇宙的蒙昧狀態。
那麼問題來了： 既然混沌是象徵宇宙的蒙昧狀態，為甚麼混沌之外還有
他物或者他人？
愚見： 混沌獸可能是一個被繼承下來的形象，它可能產生於非常古老的
原始大腦中。在那些大腦裡，關於“ 元宇宙 ”和“ 前宇宙 ”的問題，的確沒
有想透徹，沒有解決好，就像今天的人很難想像“ 奇點 ”之前的宇宙一樣。
於是我們看到在很多神話故事中，創世之前不是甚麼都沒有，而是有點基礎
材料的。比如冰島的混沌世界中就有一頭奶牛； 中國布朗族的開闢神話裡有
一隻巨犀，哈薩克族的虛空裡有頭大青牛，而雲南楚雄彝族的空荒中有隻大
老虎。這些可供創世的“ 元獸 ”一度與神同在，卻又被神所殺，屍體被分解，
化育成日月星辰、山脈江河、花草樹木。
所以很有可能，本故事中的混沌獸就是一隻孤獨的史前巨獸，一頭中原
的“ 元獸 ”，它曾經與某位名號或許已經佚失的創世大神同在，是祂的創世
基材。但隨著神話的演化和整合，後世最終選擇了創世神自身化生萬物的說
法（如盤古垂死化身），而將元獸的功能撂到一旁。接下來，在一代代的口
耳相傳中，混沌獸的形貌事跡進一步發生改變，到了被文字記錄下來的時間
點，它的故事已經與當時的環境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它所產生的思想
基礎卻消失了。於是我們看到，它變成了一隻莫名其妙的山居動物，保留了
一些原始秉性，卻丟掉了造就這些秉性的原始環境因素。
“ 混沌 ”二字的寫法並不很固定，
“ 混沌 ”“ 渾沌 ”“ 渾敦 ”都是一回事，
是同一概念的異體字。後世又將盤古指稱為渾敦氏，這等於將渾敦神（獸）
的開闢特質固定了下來。
此外，與“ 混沌 ”意思差不多的，還有“ 鴻蒙 ”，兩者都是疊韻聯綿詞。
比如後來大禹治水的時候，就在桐柏山附近教訓了一個不配合的“ 鴻蒙氏 ”。
歷史化地看，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夏禹氏族對鴻蒙氏族的征服； 神話地看，我
們未嘗不可將“ 鴻蒙氏 ”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徵，說明當地的自然環境亙
古以來從未有人涉足，尚處於混沌狀態。大禹砍山導水，等於打破了當地的
“ 鴻蒙 ”。—你看，開天闢地這回事，到了那麼晚近再做，也還是可能的。

混沌：神還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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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二神開了竅

這個故事是莊子老先生留給咱們的。學界一般認為，這並非莊老師的創
意寫作，而有古老的神話做依憑。可惜莊老師寫這個只是為了講道理，挑著
神話的皮和筋就把道理講完了，神話的瓤卻留得不多。“ 無為 ”思想真是害
死人啊。
故事

古早古早以前，世界由幾個不同方位的天帝統治著。其中，統治南海
的天帝叫作倏，倏就是非常快的意思； 統治北海的天帝叫作忽，忽就是突
然、很快的意思； 統治中央的天帝叫作混沌，混沌，就是模糊不分的意思。
中央天帝為甚麼叫混沌呢？因為祂的面目是一團模糊，沒有五官七竅之
分，也就是說，混沌沒有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經常相會，祂們一個從南來，一個從北來，相
會的地點，自然就在中途，也就是中央天帝混沌的地界。
中央天帝混沌非常友善，不僅慷慨地讓祂們在自己的地盤上相會，而
且還盡地主之誼款待祂們，令倏和忽非常感動。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商量：“ 我們為混沌做點甚麼，來報答祂待我
們的深情厚誼吧。”兩位天帝想來想去，中央天地混沌甚麼都不缺，只缺七
竅，所以祂不能像一般人那樣看、聽、吃飯和呼吸。兩位天帝說：“ 讓我們
來試著為混沌鑿出這七竅吧。”
南海天帝倏和北海天帝忽立刻就動手了，倏忽嘛，可以想見，祂們的
行動能力是非常強大、非常迅猛的。祂們每天替混沌鑿出一竅來，到第七
天，七竅都鑿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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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二神為混沌開竅

七小 繪

原文出處

《 莊 子 內 篇． 應 帝 王 第 七 》 ：「南

海 之 帝 為 倏， 北 海 之 帝 為 忽， 中 央

之 帝 為 渾 沌。 倏 與 忽 時 相 與 遇 於 渾

沌 之 地， 渾 沌 待 之 甚 善。 倏 與 忽 謀

報 渾 沌 之 德， 曰 ：『人 皆 有 七 竅，

以 視 聽 食 息， 此 獨 無 有， 嘗 試 鑿

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從一團模糊中得到了五官七竅的中央天帝混沌，就在七竅俱備的時刻死
去了。
掰書君曰

《 莊子 》大約成書於戰國時代，裡面保留了不少神話。從這個“ 鑿七竅 ”
故事中，我們可以印證前文提及的“ 中央天帝為混沌 ”的說法，我們還了
解了非中央天帝的一種命名方式（南海、北海，而不是南方、北方），並且
了解到了祂們的具體名稱（倏、忽）。
本故事中的非中央天帝稱謂，應該不是莊子杜撰的，而是古老的遺存。
參考《 五藏山經 》傳遞出來的先民地理觀，可知他們認為這個世界的平面
結構大致為： 中間（我世界）是土地、是大陸，而東南西北四面都有海。這
一認知應該說有著相當準確的地理支撐： 東方的殷人居山東半島，知道有
東海、北海（渤海）； 南方的楚人居長江流域，由大澤也可想像南海； 西
方的戎羌來自高山高原，見過炎火流沙，文獻中多次出現的西海，可能是
指大湖（海子）。所以，除中央天帝的其他天帝都來自“ 海 ”外，“ 南海天
帝 ”“ 北海天帝 ”這種稱謂是非常地道的上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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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怪名字“ 倏 ”與“ 忽 ”，其實一點也不怪。將它們與地理概念組
合成“ 南海之帝倏 ”以及“ 北海之帝忽 ”，我們就發現了其中的秘密： 祂
們是時空同體的神！或者說，這兩個神的命名，既包含時間性，又包含空
間性。南北海表明空間，倏忽表明時間。空間與時間同時誕生、同步擴散，
這是宇宙發生論的哲思。［1］將時間配入空間，以南方優於北方，倏先於忽，
這是地處北半球溫帶 / 亞熱帶先民的實用選擇。
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施特勞斯說，古人把他們想傳遞到未來的信息編
織到各種神話中，就像譜寫了一個複雜的交響樂譜。現在我們識完了莊老
師這則神話的譜，也就大致能發現它傳達了哪些關於宇宙生成的重要信
息了：
第一，有時候，保持一個事物的原始自然狀態就很好，即便它看上去
沒那麼理想。所以，莊老師大概認為元宇宙狀態是一個美妙的狀態；
第二，時間的力量非常強大，它甚至能夠改變空間；
第三，宇宙的鴻蒙狀態（混沌），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倏忽）被打破
的。 —這跟今天物理學界的“ 宇宙大爆炸 ”理論實在太接近了。大概，
這才是莊老師最想傳遞給後世的驚天大秘密吧，莊老師一定是咱們中華上
帝的“ 選民 ”。
可惜，後來吾國搞占星望氣宇宙學的那幫傢伙不好好順著科學的階梯
往上爬，反而紛紛鑽入玄學的框框裡去，弄甚麼“ 虛靜渾化 ”的“ 玄冥工
夫 ”，所以，發現宇宙大爆炸證據的諾貝爾獎就落到美國人彭齊亞斯和威爾
遜手裡了。

［1］ 葉舒憲在《 人日之謎： 中國上古創世神話發掘 》中提到，這個神話屬於“ 以七天為結構順序的
創世神話轉換群 ”，宇宙發生論是一切哲學思考的基點。其文收錄於《 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 》
（中國廣
播電視出版社 1994 年版）。

倏忽二神開了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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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每提到漢語傳承下來的創世神話，總是從盤古說起。有了前面的
鋪墊，讀者諸君可以看出，盤古開闢故事是基於“ 渾天說 ”的宇宙觀，是比
較後起的。但是它相當乾脆利落而自圓其說地解決了一個問題： 宇宙在最初
是甚麼樣子的。在這個體系中，可再也沒有大奶牛大犀牛大青牛之類的“ 元
獸 ”來攪擾視線了。
故事

最初，整個世界是一團不大的混沌，大致像雞蛋那樣，是接近橢球狀的。
時間開始了。
不知經過了多長時間，從這團混沌中孕育出了一個神，叫作盤古。
盤古在混沌中生長。混沌中的精華逐漸凝聚在他身上，他的使命也隨之
形成。
經過一萬八千年，盤古在混沌中成熟了，再也不耐煩被禁錮在這團狹小
的空間中。他開始執行第一項使命：劈開混沌。
混沌中無所依恃，除了他自己，一切都是無形的。盤古便拔下一顆牙齒
變作了一柄利斧。盤古用力揮出巨斧，混沌就這麼一下子被劈成了兩半。
混沌中那些清澈的、輕靈的、陽剛的物質往上升，變成了天；那些混濁
的、沉厚的、陰柔的物質往下沉，變成了地。身居其間的盤古每日與天地之
中的精華交流、碰撞，自身也在急劇發生著各種變化，越來越強大。
剛剛分離的天和地很不穩定，看起來隨時有重新合為混沌的危險。於是
盤古開始執行自己的第二項使命：撐開天地。
他站在天地之間，雙腳踏著大地、雙手托住天空，做起了天地間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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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天每天向上升高一丈，地每天向下增厚一丈，盤古的身體也每天長高一
丈。就這樣一日不停歇地過了一萬八千年，天變得極高，地變得極厚，盤古
的身體變得極長。天地間的距離，達到了九萬里，再也不會合攏了。
創世大神盤古活著完成了自己開天闢地的使命，雖然勞累，但非常欣
慰。於是，他放下雙手，倒在地上死去了。
神的死去不是徹底的消亡，而是從物質到精神的轉化。所以，盤古其實
是要通過死亡來完成他的第三項使命：垂死化身，創造萬物。
說來真是奇妙，倒在地上的盤古的身體，立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
呼吸變成了風雲，聲音變成了雷霆，目光變成了閃電；他的左眼化為太陽，
右眼化為月亮；他的頭和四肢化為了巍峨的山嶽，血液變成了江河；他的筋
脈變成了道路和各種地貌，肌肉變成了田土；他的頭髮和鬍鬚非常多，全部
化作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膚和汗毛變成了地上的草木；他的牙齒和骨頭
化為金屬和玉石；他的精髓化為珠寶；他的汗水化為了雨水和湖澤……甚
至，盤古的精氣神還留在世間，化為了不同的天氣：當他高興的時候，天空
就會晴朗無雲，當他發怒的時候，天空就會陰雲密佈。
更神奇的是，就連盤古身上的那些蝨子跳蚤蟎蟲之類的小蟲子，被風一
吹也變化了。它們變成了—嗯—人類。你沒有看錯，就是你我所屬的物種。
就這樣，整個宇宙的混沌物質，經過盤古身體的重新組合與分解，變成
了一個壯闊、浩渺而美麗的世界。盤古是不朽的。
掰書君曰

這是我們目前能找到的最早關於盤古與混沌關係的記錄。更早的《 山海
經 》等文本裡，並沒有出現過盤古的名字。
學界一般認為，盤古這個大神是三國時期的徐整根據遠古傳說和當時流
行的“ 雞蛋宇宙觀 ”
（喜歡這個富含人間煙火氣的詞兒麼？張衡《 渾儀注 》
有“ 渾天如雞子 ”之說），再模仿當時在南方諸民族（“ 吳楚 ”等區域）中
地位顯赫的“ 盤瓠 ”神的名字而“ 定 ”下來的。換言之，中原的創世神的確
有過，但他的姓名和事跡到三國時可能已經散佚不全了，那麼徐整為了彌補

盤古與雞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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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化身

七小 繪

原文出處
《 太平御覽 》 卷二引徐整《 三五曆紀 》 ：「天地渾沌如雞子， 盤
古生其中。 萬八千歲， 天地開闢， 陽清為天， 陰濁為地。 盤古在
其 中， 一 日 九 變， 神 於 天， 聖 於 地。 天 日 高 一 丈， 地 日 厚 一 丈，
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後乃有三皇， 數起於一， 立於三， 成於五， 盛於七， 處於九。 故
天去地九萬里。」
《 繹史 》 卷一引《 五運曆年紀 》 ：「元氣蒙鴻， 萌芽兹始， 遂分
天 地， 肇 立 乾 坤， 啟 陰 感 陽， 分 佈 元 氣， 乃 孕 中 和， 是 為 人 也。
首生盤古， 垂死化身。 氣成風雲， 聲為雷霆， 左眼為日， 右眼為
月， 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 血液為江河， 筋脈為地里， 肌肉為田
土， 髮髭為星辰， 皮毛為草木， 齒骨為金石， 精髓為珠玉， 汗流
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氓。」
《 述 異 記 》 卷 上 ：「昔 盤 古 氏 之 死 也， 頭 為 四 嶽， 目 為 日 月， 脂
膏為江海， 毛髮為草木。 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嶽， 腹為中
嶽， 左臂為南嶽， 右臂為北嶽， 足為西嶽。 先儒說：盤古氏泣為
江河， 氣為風， 聲為雷， 目瞳為電。 古說：盤古氏喜為晴， 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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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吳 楚 間 說 ： 盤 古 氏 夫 妻， 陰 陽 之 始 也。 今 南 海 有 盤 古 氏 墓，
亙三百餘里， 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 桂林有盤古氏廟， 今
人祝祀。」
《 述異記 》：「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

這個缺失，就勉一己之力再“ 造 ”了一個創世大神： 賦予名號，細化事跡。

尤其是其中對盤古事跡的條理化，應該是基於當時散存在民間的神話片段的。

總而言之，徐整先生這種保全文化信息的努力真是可歌可泣。

盤古的形貌，除了人形，也有“ 蛇身 ”之說（《 五運歷年紀 》：“ 盤古之君，龍

首蛇身 ”），感覺像是與燭龍神話的混融，或者與當時盛行的羲媧神話（伏羲女

媧神話，下同）的混融。
“ 龍首 ”肯定是比較晚近的，
“ 蛇身 ”卻頗可玩味。

如果盤古的形貌是一條蛇，那麼整個“ 宇宙卵 ”其實成了蛇卵，與“ 元獸 ”

一樣，是“ 原始肉體 ”。至於無手無腳的蛇形神如何開天闢地，則是需要另

外考慮的問題—反正，肯定沒有斧子啊、原始冶金術啊甚麼事兒了。而且，

這還會讓我們聯想到印度的蛇宇宙觀（一條巨蛇包裹了一切），讓思維往中

華文明外來說那邊偏一偏。
有學人認為，在盤古之前，燭龍是最接近創世者的神
（袁珂等），其形貌（人首龍身或蛇身）也顯得荒遠神秘，只是
其創世神的地位不為後世所傳罷了。愚見，燭龍的確是個神
秘的大神，但相比創世神，也許祂更符合冥神的氣質。
比盤古更早的中原創世神，也有可能曾經是女神，畢
竟人類有可能是從母系社會過來的。考之全球，可見世界
各地遺存著大量關於創世大母神的信仰； 而考之中國疆域
之內，至今一些少數民族還保留著女神創世的故事（參見後
文“ 創世勞模密洛陀 ”章節）。其實，至今國人耳熟能詳的女媧，
盤 古 抱 伏 羲 女 媧 像（漢 畫 像 石，
山東沂南北寨）山東沂南北寨）

就是一個具有創世氣質的大母神。很可能在她更早的“ 切
片形象 ”裡，就包括創世女神這麼一張。可惜“ 照片 ”遺
失了，我們看不到了。
現在來聊聊盤古所由誕生的“ 元宇宙 ”吧。很顯然，
那是“ 渾天說 ”的宇宙，而不是更早的“ 蓋天說 ”的宇宙。
“ 混沌如雞子 ”是個甚麼狀態，歷來含混。愚見如下：
第一，這個雞子肯定不是熟的，它既然混沌，就不會
具備蛋黃—蛋清—蛋膜—蛋殼等固態分層結構；
第二，這個雞子肯定也不是生的，因為生雞蛋雖然是
半凝固和流質狀態，看起來有混融的餘地，但它同樣具有
結構；
第三，在盤古之前，雞蛋宇宙是無核的，盤古生其中，
就成了宇宙蛋的核（類似於星際物質在引力漩渦的作用下
凝聚為星球）
；
第四，
“ 如雞子 ”這個表述，有可能是在說體積 —
“ 元宇宙 ”的體積很小，像雞蛋那麼小，算是宇宙“ 奇點 ”
的形象化表述吧；
第五，
“ 如雞子 ”這個表述，也有可能是在說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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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之前的“疑似”創世神—燭龍（《山海經》明代蔣應鎬繪圖本）

“ 元宇宙 ”的形狀是近似橢球體的。這倒是與星系演化史不
謀而合。今天的天文學家告訴我們，所有的星系演進到最
後都會變成橢圓形，而按照“ 毀滅—重生—毀滅 ”的循環
理論，最後就等於最初。天曉得先民們是怎麼知道這件事
的呢。
不管怎麼說，總之，只有當混沌被劈開後，清揚濁沉，
宇宙才具有了完整的結構，才終於可以被視為一個真正的

明代胡文煥編《山海經圖》中的燭陰
（燭龍）像

超級大雞蛋了。
關於盤古是如何實施開闢行為的，古文原文並沒有提
供細節。劈開混沌需要用工具，而且要用到最具力度的砍
削器（“ 斧子 ”或“ 鑿子 ”
），這顯然來自先民開山墾荒的
生產實踐，並且要到原始冶金術發明之後，這一細節才可
能被添加進故事中。至於利斧的來歷，就算《 開闢演義 》
這種無釐頭的古典洪荒小說也沒有涉及，但在民間口傳的
活文本中倒有交代，那就是—牙變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

盤古與雞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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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合情合理的解釋。有些文本說“ 不知從哪裡抓來一
把斧子 ”，是不對的。混沌裡的精華既然都給了盤古，
就沒必要囉裡囉唆遺留下一把具有開闢神力的巨斧了。
簡潔的才是有力的。根據大神的“ 化身 ”原則，拔牙
變斧是最可靠的途徑。
盤古開闢時拔的是哪顆牙呢？我以為應該是虎牙。
因為虎牙最具攻擊力，符合開闢神斧的特性。當然如
果一定要說是門牙，因為門牙切斷功能最強，也不是
不可以。
順便說一句，在各民族的口承神話中，另有創世
神“ 手撕 ”天地的例子。
關於“ 盤古身蟲化為人 ”，通俗點說，就是“ 人
明代《三才圖會》中的盤古像

類是由盤古身上的蝨子跳蚤蟎蟲微粒細菌之類的小可
愛被風一吹變成的 ”這個說法，簡直就是孫猴子一抖
身上蝨子變出千萬個小悟空的太古版，想必讀者諸君
都感到甚是酸爽，激突冷凝的雞皮疙瘩抖落了一地吧。
其實呢，除了這些小微生物和大家耳熟能詳的泥巴，
造人的候選素材還很多，種種草木、禽獸、礦物，都
曾經拿到大神們的實驗室裡做原料。
再順便說一句，其實盤古也未必總是“ 一個神在
戰鬥 ”。在某些異文裡，盤古有妻子，或者有兄弟（盤
生），他們一起創造了世界。在這類故事中，盤古夫妻
或者兄弟的形象比較“ 文明 ”（相對於蠻荒時期的原始
粗糙），其神聖指數，勉強能給雞蛋裡的原始大神提提
鞋吧。

元代蒙學讀物《金璧故事》中手持斧鑿
開天闢地的盤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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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二元神

這個故事有著比較明顯的原始道家思維特點。以陰陽二氣為神，以二神
相交而造世界，是“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的玄幻版視覺化呈現。
故事

最初，沒有天也沒有地，宇宙間只有一片混沌，昏暗幽深、無邊無際，
沒有任何形狀。
在這一片混沌之中，有兩個神同時誕生了，祂們就是陰神和陽神，祂們
誕生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營造出天和地來。由於祂們的本性是相對的，所以
順著這兩個相反的方向，祂們造出了深遠得不知盡頭的天空，以及廣闊得不
知邊界的大地。祂們以天為陽，以地為陰，在這個基礎上，又分出了四方和
八極，每個方位也各有自己的陰陽屬性。
在柔和的陰氣和剛強的陽氣的相互作用下，世間萬物也逐漸誕生了。從
那些繁雜的氣息中產生出了鳥獸蟲魚等動物，而從那些精純的氣息中，則產
生出了人類。
掰書君曰

這個故事，見於西漢劉安主持編輯的《 淮南子．精神訓 》以及《 楚帛書
甲篇 》。故事講的是陰陽交合而創世的過程。根據其主旨，這一創世工程完
成之後的宇宙常態，可能就比較接近“ 宣夜說 ”的描述了： 氣，無邊無際、
無所不在的氣； 宇宙萬物在氣中生存與運動。
陰神與陽神是誰，原文並沒有提及。陰陽交合生世界的思想在當時的民
間是有的，但未必形成了流傳有序的神話，所以淮南王團隊編撰此文時，也

陰陽二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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