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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神话为欧洲文化之源头，追朔中华文明之源，其滥觞亦为神话。然而，中国的神　　古希腊神话为欧洲文化之源头，追朔中华文明之源，其滥觞亦为神话。然而，中国的神

话似乎不如希腊神话等西方神话那般具有体系性、系统性、连续性及规模性，只是散见于古话似乎不如希腊神话等西方神话那般具有体系性、系统性、连续性及规模性，只是散见于古

籍中的零散的记载；虽然有《山海经》之类的较为系统性的记述，但一般认为，无论是量还籍中的零散的记载；虽然有《山海经》之类的较为系统性的记述，但一般认为，无论是量还

是质皆无法与希腊神话相比，不具备与其并驾齐驱的特质。这是从史料和现象上看。是质皆无法与希腊神话相比，不具备与其并驾齐驱的特质。这是从史料和现象上看。

　　神话在中国没有被重视，还有其另外一个且颇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儒家传统哲学思想　　神话在中国没有被重视，还有其另外一个且颇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儒家传统哲学思想

之长期影响之结果。孔子在《论语之长期影响之结果。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重现实，轻玄理，述而》中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重现实，轻玄理，

对于虚无缥缈之事物大都采取回避态度。故此，对于神话与传说等，亦便形成了与道家分庭对于虚无缥缈之事物大都采取回避态度。故此，对于神话与传说等，亦便形成了与道家分庭

抗礼、各占半边天下之局面。再者，由于道家思想是讲究超越现世的，其着眼点处于生命、抗礼、各占半边天下之局面。再者，由于道家思想是讲究超越现世的，其着眼点处于生命、

天地、宇宙之万事万物，并将得道修道作为人生追求之终极目标，因此其理论与实践也就鲜天地、宇宙之万事万物，并将得道修道作为人生追求之终极目标，因此其理论与实践也就鲜

为一般人所接受，即便是学识渊博之人。为一般人所接受，即便是学识渊博之人。

　　对于中国神话的重视、再认识，是直到近代之后之事。二十世纪初，一些留学日本的中　　对于中国神话的重视、再认识，是直到近代之后之事。二十世纪初，一些留学日本的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接触到了西方神话学，以及其较为成体系的神话学研究方法。这些留学生归国留学生在日本接触到了西方神话学，以及其较为成体系的神话学研究方法。这些留学生归

国后，便将所学的西方神话知识应用与国学研究中，从而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神话研究。国后，便将所学的西方神话知识应用与国学研究中，从而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神话研究。

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将观云、夏曾佑、鲁迅、矛盾、顾颉刚、闻一多、苏雪林、袁珂等学者，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将观云、夏曾佑、鲁迅、矛盾、顾颉刚、闻一多、苏雪林、袁珂等学者，

在近现代中国神话学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史料整理、方法论探究以及学术研究在近现代中国神话学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史料整理、方法论探究以及学术研究

等方面也作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为今日之神话研究做出了颇有价值的基础铺垫。等方面也作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为今日之神话研究做出了颇有价值的基础铺垫。

　　对于中国神话的认识，尤其是对其文化意义上的定义，中国的研究者可谓大同小异。例如，　　对于中国神话的认识，尤其是对其文化意义上的定义，中国的研究者可谓大同小异。例如，

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大众普及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大众普及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①最新版中，对于神话是如此定义最新版中，对于神话是如此定义

的：“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的：“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

释和美丽的向往。”在派生意义中解释为“指荒诞的无稽之谈。”纵观中国近现代之神话研究，释和美丽的向往。”在派生意义中解释为“指荒诞的无稽之谈。”纵观中国近现代之神话研究，

虽然存在着对相关史料的评介，及研究方面言辞表述上的些许差异，但其主旨大抵雷同，上虽然存在着对相关史料的评介，及研究方面言辞表述上的些许差异，但其主旨大抵雷同，上

述关于神话概念之界定，可谓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神化研究的理论现状，颇具代表性。述关于神话概念之界定，可谓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神化研究的理论现状，颇具代表性。

　　然而，仔细阅读、考察古籍中关于神话的种种记载，古人似乎没有丝毫对所谓神话怀疑　　然而，仔细阅读、考察古籍中关于神话的种种记载，古人似乎没有丝毫对所谓神话怀疑

之态度，更没有对其持否定、排斥之任何要素，而是以十分平淡、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记述之态度，更没有对其持否定、排斥之任何要素，而是以十分平淡、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记述

一件件事实，仅此而已。此点，与后来的神化整理与研究，尤其是与近现代以来的神话观形一件件事实，仅此而已。此点，与后来的神化整理与研究，尤其是与近现代以来的神话观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由于时代、史料、文化、世界观等之差异，因而导致对同一事物持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由于时代、史料、文化、世界观等之差异，因而导致对同一事物持

不同见解，予以不同诠释等，无可非议。《国语不同见解，予以不同诠释等，无可非议。《国语・楚语》中言“民神杂糅”，对于远古时代的楚语》中言“民神杂糅”，对于远古时代的

古人来说，当时的社会被认为是人神一世，人神不分，亦即在被称为半神文化时代的当时，古人来说，当时的社会被认为是人神一世，人神不分，亦即在被称为半神文化时代的当时，

人们没有今人的疑虑也就顺理成章了。人们没有今人的疑虑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此般仅为一个逻辑性的推测，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史料等的支持，以及严密而科学　　当然，此般仅为一个逻辑性的推测，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史料等的支持，以及严密而科学

的考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反思、清理一下自中世纪后，尤其是自产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实的考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反思、清理一下自中世纪后，尤其是自产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实

证科学以及唯物史观等之影响，转变一下固有的观念及思维模式等等。诚然，这些实为一项证科学以及唯物史观等之影响，转变一下固有的观念及思维模式等等。诚然，这些实为一项

从古籍中的黄帝神话传说记载管窥古人之宇宙观从古籍中的黄帝神话传说记载管窥古人之宇宙观
——兼论神话的真实性及神话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论神话的真实性及神话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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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而浩繁的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能所为之事。然，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巨大而浩繁的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能所为之事。然，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笔者愿在此仅就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传说的一些片段做一窥视，并力求站在古人与史料的笔者愿在此仅就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传说的一些片段做一窥视，并力求站在古人与史料的

时点上对其做些许解读，以便从中透视出古人对“神话”所持之态度，并提出关于神话的相时点上对其做些许解读，以便从中透视出古人对“神话”所持之态度，并提出关于神话的相

关理论思考，藉此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关理论思考，藉此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古籍中关于黄帝、炎帝等的记载　　一、古籍中关于黄帝、炎帝等的记载

　　中国的古籍中，关于黄帝（皇帝）的记载颇多，下面诸项被认为是较具代表性的。为下　　中国的古籍中，关于黄帝（皇帝）的记载颇多，下面诸项被认为是较具代表性的。为下

文考察之便，在此将其作些基本的分门别类。文考察之便，在此将其作些基本的分门别类。

　　　　1、关于黄帝的身世、地位、人文功绩以及炎帝与黄帝之争及部落的统一、关于黄帝的身世、地位、人文功绩以及炎帝与黄帝之争及部落的统一

　　黄帝，亦作皇帝。自古以来，皇帝者，乃皇天上帝之称谓。《庄子　　黄帝，亦作皇帝。自古以来，皇帝者，乃皇天上帝之称谓。《庄子・齐物论》曰：齐物论》曰：

　　（　　（1）是皇帝之所听荧也。）是皇帝之所听荧也。

　　皇帝，《释文》道：“本又作黄帝。”因此，黄皇相通。　　皇帝，《释文》道：“本又作黄帝。”因此，黄皇相通。②例如，在《风俗演义例如，在《风俗演义・声音》中，声音》中，

则作黄帝。则作黄帝。

　　（　　（2）黄帝，亦称天帝，起初他尽统治半个世界。炎帝古称有焱氏。）黄帝，亦称天帝，起初他尽统治半个世界。炎帝古称有焱氏。③
　　据《说文解字》称：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故此，炎帝之炎，应为炎火之意。炎神，　　据《说文解字》称：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故此，炎帝之炎，应为炎火之意。炎神，

亦即炎帝位南。因此，古称炎帝以火纪而主南方，并称南天为炎天。亦即炎帝位南。因此，古称炎帝以火纪而主南方，并称南天为炎天。④
　　（　　（3）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之谷，以生）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之谷，以生

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⑤
　　据传，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一万个诸侯。而诸侯中，则有七千个为神灵。黄帝是中华　　据传，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一万个诸侯。而诸侯中，则有七千个为神灵。黄帝是中华

的人文始祖。他能种五谷，驯化鸟兽，植桑织布，开采矿山，造 制剑等等。的人文始祖。他能种五谷，驯化鸟兽，植桑织布，开采矿山，造 制剑等等。

　　据《国语　　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语四》记载：

　　（　　（4）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⑥也，异德之故也。也，异德之故也。

　　另，《新书　　另，《新书・治不定》有：治不定》有：

　　（　　（5）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血流標杵。血流標杵。

　　关于炎黄之战，《列子　　关于炎黄之战，《列子・黄帝》写到：黄帝》写到：

　　（　　（6）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

　　　　2、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等记载、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等记载

　　（　　（7）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蚩尤乃逐帝。）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蚩尤乃逐帝。⑦争之涿鹿之河。九隅无遗，争之涿鹿之河。九隅无遗，

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⑧
　　（　　（8）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⑨

　　《史记正史》引《龙鱼河图》言：　　《史记正史》引《龙鱼河图》言：

　　（　　（9）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 戟大弩，）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 戟大弩，

威震天下，诛杀无道。威震天下，诛杀无道。

　　（　　（1010）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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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⑩
　　在《战国策　　在《战国策・秦策》中，亦有类似记载：秦策》中，亦有类似记载：

　　（　　（1111）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

　　自古传说中，例如《国语　　自古传说中，例如《国语・晋语》等，皆言炎帝与黄帝为兄弟。而蚩尤则为炎帝之子。晋语》等，皆言炎帝与黄帝为兄弟。而蚩尤则为炎帝之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道：司马迁在《史记》中记道：

　　（　　（1212）蚩尤畔父，黄帝涉江。）蚩尤畔父，黄帝涉江。

　　（　　（1313）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⑪
　　《龙鱼河图》说：　　《龙鱼河图》说：

　　（　　（1414）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也就是说，蚩尤没有被杀死，而是被降伏了。另，其它的古籍中，还有与《尝麦解》不　　也就是说，蚩尤没有被杀死，而是被降伏了。另，其它的古籍中，还有与《尝麦解》不

同的记述：同的记述：

　　（　　（1515）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⑫
　　（　　（1616）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⑬

　　《淮南　　《淮南・本经训》道：本经训》道：

　　（　　（1717）共工振涛洪水，以薄空桑……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共工振涛洪水，以薄空桑……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孟子　　《孟子・滕文公上》又道：滕文公上》又道：

　　（　　（1818）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启筮》云：　　《启筮》云：

　　（　　（1919）蚩尤出自羊（姜）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蚩尤出自羊（姜）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再者，在《山海经　　再者，在《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述道：大荒东经》记述道：

　　（　　（2020）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

　　在《山海经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写道 ：大荒北经》中写道 ：

　　（　　（2121）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

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

　　此外，《列子　　此外，《列子・汤问篇》等古籍也引用古传说道：汤问篇》等古籍也引用古传说道：

　　（　　（2222）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

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另据《山海经》记载：　　另据《山海经》记载：

　　（　　（2323）后土乃共工之子，夸父与蚩尤同族。）后土乃共工之子，夸父与蚩尤同族。

　　3、关于黄帝传说中之超人神迹　　3、关于黄帝传说中之超人神迹

　　《韩非子　　《韩非子・十过》等中记载：十过》等中记载：

　　（　　（2424）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⑭
　　（　　（2525）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⑮
　　（　　（2626）黄帝之时，天下大雾三日。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醮之。天）黄帝之时，天下大雾三日。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醮之。天

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今《河图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视萌篇》是也。⑯
　　（　　（2727）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即帝以授）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即帝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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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天其授帝图乎？”余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天其授帝图乎？”⑰
　　（　　（2828）黄帝东巡，过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宇。）黄帝东巡，过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宇。

⑱
　　（　　（2929）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图。）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图。⑲

　　4、关于黄帝的访贤求道修炼记载　　4、关于黄帝的访贤求道修炼记载

　　最早记载黄帝访仙求道的是《庄子》。　　最早记载黄帝访仙求道的是《庄子》。

　　（　　（3030）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⑳
　　道教经典中记载 ：　　道教经典中记载 ：

　　（　　（3131）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山。至蘘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童子问途焉。”）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山。至蘘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童子问途焉。”㉑
　　当时，黄帝从牧马童子处得知风后与力牧的处所而拜访，遂得到了两位重臣，为日后黄　　当时，黄帝从牧马童子处得知风后与力牧的处所而拜访，遂得到了两位重臣，为日后黄

帝战胜蚩尤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亦记载道：帝战胜蚩尤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亦记载道：

　　（　　（3232）皇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皇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㉒
　　关于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之传说，史料上都有记载，　　关于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之传说，史料上都有记载，㉓也多具地理等之考证，在此不也多具地理等之考证，在此不

一一赘述。一一赘述。

　　在黄帝传说中，为求道修炼而拜访广成子等也颇为有名，且在其生平事迹中亦十分重要。　　在黄帝传说中，为求道修炼而拜访广成子等也颇为有名，且在其生平事迹中亦十分重要。

一般认为，黄帝拜访广成子是为了长生不死，但也有人认为：一般认为，黄帝拜访广成子是为了长生不死，但也有人认为：

　　（　　（3333）黄帝问道之所于是，而修得以为治平之本。）黄帝问道之所于是，而修得以为治平之本。㉔
　　亦有后学认为：　　亦有后学认为：

　　（　　（3434）（黄帝向广成子求教）以养民人，以遂群生之道。）（黄帝向广成子求教）以养民人，以遂群生之道。㉕
　　首先言及黄帝求道访仙的《庄子》记载到：　　首先言及黄帝求道访仙的《庄子》记载到：

　　（　　（3535）黄帝为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往见之。）黄帝为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往见之。

　　《史记　　《史记・封禅书》载到：封禅书》载到：

　　（　　（3636）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

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

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山海经　　《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记载黄帝在仙山食仙果的情形：西次三经》中，记载黄帝在仙山食仙果的情形：

　　（　　（3737）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饷。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饷。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

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

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但是，仅从上述记述中看，未知其是否得道成仙。道教确立之后，黄帝便被列入道诸神　　但是，仅从上述记述中看，未知其是否得道成仙。道教确立之后，黄帝便被列入道诸神

之行列中。当然，黄帝成仙的过程，也被纳入到道家修炼成仙的体系之中。再者，拜师、炼丹、之行列中。当然，黄帝成仙的过程，也被纳入到道家修炼成仙的体系之中。再者，拜师、炼丹、

修炼等，也自然成为其重要之组成部分。修炼等，也自然成为其重要之组成部分。

　　在华夏远古神话中，能称得起这个世界万物之缔造者与人文始祖的，仅两人。一是黄帝，　　在华夏远古神话中，能称得起这个世界万物之缔造者与人文始祖的，仅两人。一是黄帝，

二是伏羲。而在神迹功德方面，黄帝又比伏羲更胜一筹，可谓华夏文明之始缔造者。二是伏羲。而在神迹功德方面，黄帝又比伏羲更胜一筹，可谓华夏文明之始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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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内容的归纳二、对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内容的归纳

　　上述引用的古籍中关于皇帝等记载，仅为浩瀚史料中之一小部分而已。然而，从迄今为　　上述引用的古籍中关于皇帝等记载，仅为浩瀚史料中之一小部分而已。然而，从迄今为

止所发现的史料中看，上述引用虽然不能称之为准确地把握了皇帝等神话的全貌，但可以说止所发现的史料中看，上述引用虽然不能称之为准确地把握了皇帝等神话的全貌，但可以说

大抵描绘出了关于皇帝等神话传说的基本线条、文化轮廓，以及其思想特征等。更由于本文大抵描绘出了关于皇帝等神话传说的基本线条、文化轮廓，以及其思想特征等。更由于本文

的主旨在于通过古人的记述，审视神话的原始面貌，窥视古人的神话观，探索关于考察神话的主旨在于通过古人的记述，审视神话的原始面貌，窥视古人的神话观，探索关于考察神话

之方法等，因而上述被认为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记述也就可以起到“一叶落知天下秋”之功效。之方法等，因而上述被认为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记述也就可以起到“一叶落知天下秋”之功效。

　　　　1、关于黄帝的身世、地位、人文功绩，以及炎黄之争等，上述从（、关于黄帝的身世、地位、人文功绩，以及炎黄之争等，上述从（1）到（）到（6）引用了《庄）引用了《庄

子》等古籍中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子》等古籍中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一，在古字与古籍中，“黄”与“皇”相通，黄帝乃皇帝。（　　其一，在古字与古籍中，“黄”与“皇”相通，黄帝乃皇帝。（1）“是皇帝之所听荧也。”）“是皇帝之所听荧也。”

但是，黄帝时的皇帝之内涵与外延等与后来则大不相同，乃“皇天上帝之称谓”。《释文》说“黄但是，黄帝时的皇帝之内涵与外延等与后来则大不相同，乃“皇天上帝之称谓”。《释文》说“黄

帝，亦称天帝”，《庄子》也称“黄帝，亦称天帝”。其二，（帝，亦称天帝”，《庄子》也称“黄帝，亦称天帝”。其二，（2）炎帝与黄帝为同胞兄弟。皇帝）炎帝与黄帝为同胞兄弟。皇帝

与炎帝并存，各自统治半壁江山。炎帝与黄帝因成长地域不同，而分为两个氏族，炎帝为姜姓，与炎帝并存，各自统治半壁江山。炎帝与黄帝因成长地域不同，而分为两个氏族，炎帝为姜姓，

黄帝为姬姓。其三，炎帝，古称“有焱氏”，而炎，即“火光上也，从重火”。故此，炎帝之炎，黄帝为姬姓。其三，炎帝，古称“有焱氏”，而炎，即“火光上也，从重火”。故此，炎帝之炎，

应为炎火之意。再者，炎神，亦即炎帝位南。因此，古称炎帝以火记而主南方，并称南天为应为炎火之意。再者，炎神，亦即炎帝位南。因此，古称炎帝以火记而主南方，并称南天为

炎天。其四，黄帝与炎帝曾各持半壁江山，呈二雄并立之势。并且，早期时炎帝之声望与势炎天。其四，黄帝与炎帝曾各持半壁江山，呈二雄并立之势。并且，早期时炎帝之声望与势

力似乎要高于黄帝。其五，关于炎帝、黄帝之战的原因有二：一是二者治国理念不同，二为力似乎要高于黄帝。其五，关于炎帝、黄帝之战的原因有二：一是二者治国理念不同，二为

炎帝失德而黄帝为了维护推行德政方才与炎帝 兵相向。（炎帝失德而黄帝为了维护推行德政方才与炎帝 兵相向。（4）“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

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

异德之故也。”其六，炎帝与黄帝之战争规模十分宏大，战况也十分惨烈。（异德之故也。”其六，炎帝与黄帝之战争规模十分宏大，战况也十分惨烈。（5）“炎帝者，黄）“炎帝者，黄

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標杵。”（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標杵。”（6）“炎）“炎

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其七，《吕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其七，《吕

氏春秋氏春秋・仲夏纪仲夏纪・古乐》记载到：（古乐》记载到：（3）“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

阴，取竹于嶰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阴，取竹于嶰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

曰舍少。”也就是说，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皇帝，不但实行德政，种五谷，驯化鸟兽，植桑织曰舍少。”也就是说，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皇帝，不但实行德政，种五谷，驯化鸟兽，植桑织

布，开采矿山，造 制剑等，还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布，开采矿山，造 制剑等，还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贡献。

　　　　　　　　图　　　　　　　　图 1 ：黄帝轩辕氏与众臣（《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插图）：黄帝轩辕氏与众臣（《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插图）

　　　　2、古籍中，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记载较多，从（、古籍中，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记载较多，从（7）至（）至（2323）的记载中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的记载中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蚩尤的身世。如《国语　　其一，关于蚩尤的身世。如《国语・晋语》等古籍中，皆言炎帝与黄帝为兄弟。而蚩尤晋语》等古籍中，皆言炎帝与黄帝为兄弟。而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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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炎帝之子。《史记正史》引《龙鱼河图》言：“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则为炎帝之子。《史记正史》引《龙鱼河图》言：“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

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 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其二，关于蚩尤叛乱及其原因。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 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其二，关于蚩尤叛乱及其原因。

（7）“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蚩尤乃逐帝。争之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蚩尤乃逐帝。争之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

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8）“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1212）“蚩尤畔父，黄帝涉）“蚩尤畔父，黄帝涉

江。”天地开辟之后，世上乃由黄帝与炎帝分而治之。但炎帝之子蚩尤作乱，欲驱逐其父，因江。”天地开辟之后，世上乃由黄帝与炎帝分而治之。但炎帝之子蚩尤作乱，欲驱逐其父，因

而取而代之。炎帝战之不胜，只好求救于黄帝。于是就有了黄帝之战。其三，关于黄帝蚩尤而取而代之。炎帝战之不胜，只好求救于黄帝。于是就有了黄帝之战。其三，关于黄帝蚩尤

之战况的描述。（之战况的描述。（1010）“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

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1111）“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1313）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1919）“蚩尤出自羊（姜）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蚩尤出自羊（姜）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

杀之于青邱。”其四，黄帝战胜蚩尤的原因。（杀之于青邱。”其四，黄帝战胜蚩尤的原因。（1414）“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1515）“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1616）“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2020）应龙处）应龙处

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其五，关于由于战事而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其五，关于由于战事而导致自然环境恶化。（1717）“共工振涛洪水，以）“共工振涛洪水，以

薄空桑……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薄空桑……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1818）“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

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在这场争帝之战中，共工和其具有九头而蛇身的水怪振发大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在这场争帝之战中，共工和其具有九头而蛇身的水怪振发大

水，故而发生水灾，使得水浩洋而不息，而百兽莫能处，以致猛兽食百姓，恶鹰啄老弱之结果。水，故而发生水灾，使得水浩洋而不息，而百兽莫能处，以致猛兽食百姓，恶鹰啄老弱之结果。

女娲为了保护她造就的人，因而协助黄帝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才使得淫水涸，女娲为了保护她造就的人，因而协助黄帝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才使得淫水涸，

狡虫死，天下太平。其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神话。（狡虫死，天下太平。其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神话。（2121）“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

夸父。”（夸父。”（2222）“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

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2323）“后土乃共工之子，夸父与蚩尤同族。”）“后土乃共工之子，夸父与蚩尤同族。”

　　《山海经》言：共工乃炎帝之后。《国语》亦说炎帝之后的四岳为共工从孙。古传诸神担　　《山海经》言：共工乃炎帝之后。《国语》亦说炎帝之后的四岳为共工从孙。古传诸神担

忧开辟后的天地再度合起来，故在大地的四面八方立起了八根擎天柱，即八座大山。其中，忧开辟后的天地再度合起来，故在大地的四面八方立起了八根擎天柱，即八座大山。其中，

不周山，乃西北方的擎天柱。共工争帝而败，一怒之下将不周山撞倒，天倾西北，地缺东南，“天不周山，乃西北方的擎天柱。共工争帝而败，一怒之下将不周山撞倒，天倾西北，地缺东南，“天

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炎帝之女的女娲挺身而出，她炼五色石补救苍天，断巨鳌足以代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炎帝之女的女娲挺身而出，她炼五色石补救苍天，断巨鳌足以代

天柱，通过一系列的拯救，方使得这个世界免于灾难，回复如初。天柱，通过一系列的拯救，方使得这个世界免于灾难，回复如初。

　　苍天补，四级正，诸恶消之后，神人又重新获得了生息环境，并且通过炎黄之争，黄帝　　苍天补，四级正，诸恶消之后，神人又重新获得了生息环境，并且通过炎黄之争，黄帝

收复了炎帝的半壁江山，一统天下，方才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人类文明。但是，严格说来，那收复了炎帝的半壁江山，一统天下，方才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人类文明。但是，严格说来，那

场战争并非炎黄二神之间的征战，而是炎帝一系的怪神与黄帝争帝之战。场战争并非炎黄二神之间的征战，而是炎帝一系的怪神与黄帝争帝之战。

　　　　　　　　图　　　　　　　　图 2 ：黄帝战蚩尤（汉代石刻画）：黄帝战蚩尤（汉代石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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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从（2424）至（）至（2929）中，可以窥视到黄帝传说中之神迹。）中，可以窥视到黄帝传说中之神迹。

　　其一，黄帝与神鬼同在一处。（　　其一，黄帝与神鬼同在一处。（2424）“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其二，得天神助。）“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其二，得天神助。

（2525）“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2626）“黄帝之时，天下大雾三日。黄帝出游洛水之）“黄帝之时，天下大雾三日。黄帝出游洛水之

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今《河图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视萌篇》

是也。”（是也。”（2828）“黄帝东巡，过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宇。”）“黄帝东巡，过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宇。”

其三，以德治天下，感动天神。（其三，以德治天下，感动天神。（2727）“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

两龙挺白图，即帝以授余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两龙挺白图，即帝以授余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

天其授帝图乎？’”（天其授帝图乎？’”（2929）“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图。”）“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图。”

　　4、关于黄帝的访贤求道以及修炼记载，可从（　　4、关于黄帝的访贤求道以及修炼记载，可从（3030）至（）至（3737）中窥见一斑。）中窥见一斑。

　　其一，关于黄帝求贤。（　　其一，关于黄帝求贤。（3131）“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山。至蘘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山。至蘘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

童子问途焉。”当时，黄帝从牧马童子处得知风后与力牧的处所而拜访，遂得到了两位重臣，童子问途焉。”当时，黄帝从牧马童子处得知风后与力牧的处所而拜访，遂得到了两位重臣，

为日后黄帝战胜蚩尤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日后黄帝战胜蚩尤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232）“皇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皇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其二，关于黄帝求道以及求道之目的。（其二，关于黄帝求道以及求道之目的。（3535）“黄帝为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黄帝为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

峒山上，往见之。”（峒山上，往见之。”（3333）“黄帝问道之所于是，而修得以为治平之本。”（）“黄帝问道之所于是，而修得以为治平之本。”（3434）黄帝向广成子求）黄帝向广成子求

教“欲养民人，以遂群生”之道。其三，关于黄帝修炼得道。（教“欲养民人，以遂群生”之道。其三，关于黄帝修炼得道。（3636）“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

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3737）“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

食是饷。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山之食是饷。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山之

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三、对上述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的文化解析：管窥古人之神话观　　三、对上述古籍中关于黄帝等神话的文化解析：管窥古人之神话观

　　上述古籍虽然记载年代、记述者不同，其中的内容存在大相径庭之处，但从宏观对其进　　上述古籍虽然记载年代、记述者不同，其中的内容存在大相径庭之处，但从宏观对其进

行文化解析的话，便会看出：虽然事迹之记述与年代等存在差异，但其中折射出来的哲学思行文化解析的话，便会看出：虽然事迹之记述与年代等存在差异，但其中折射出来的哲学思

想基本是相同的，保守的说亦是大同小异。从这些共性中，可以大体看到以下几点重要的文想基本是相同的，保守的说亦是大同小异。从这些共性中，可以大体看到以下几点重要的文

化信息与思想密码。化信息与思想密码。

　　其一，人皇、天帝一体化，天人合一思想。　　其一，人皇、天帝一体化，天人合一思想。

　　关于帝，《说文解字》如此解释：諦也。王天下之号也。这种解释该是来自有关黄帝的传　　关于帝，《说文解字》如此解释：諦也。王天下之号也。这种解释该是来自有关黄帝的传

说与古籍记载。如前所说，在古籍中，“黄帝，亦称天帝”，“皇天上帝之称谓”也。这种表述，说与古籍记载。如前所说，在古籍中，“黄帝，亦称天帝”，“皇天上帝之称谓”也。这种表述，

既是上古之民对黄帝的认识与对待，亦可视为后来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始形态之一种体现。既是上古之民对黄帝的认识与对待，亦可视为后来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始形态之一种体现。

在此，人皇既是天帝，人君与天神乃一体，亦即人神一体。这种原始的界定与诠释，与其说在此，人皇既是天帝，人君与天神乃一体，亦即人神一体。这种原始的界定与诠释，与其说

是对后来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莫若说是这正是中华文化之一种具体体现，乃天人合是对后来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莫若说是这正是中华文化之一种具体体现，乃天人合

一思想之一个具体表象。一思想之一个具体表象。

　　其二，阴阳相生相克之理与五行对应关系。　　其二，阴阳相生相克之理与五行对应关系。

　　天地开辟之后，并非黄帝的大一统天下，而是炎帝与黄帝的共存。黄帝属土德，而炎帝　　天地开辟之后，并非黄帝的大一统天下，而是炎帝与黄帝的共存。黄帝属土德，而炎帝

属火德；黄帝居北，炎帝守南。因此，二者乃对立统一关系，达到了一定范围之内的阴阳对属火德；黄帝居北，炎帝守南。因此，二者乃对立统一关系，达到了一定范围之内的阴阳对

应与平衡。并且，二者的关系又并非单纯的相对相克，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二者则体现出一应与平衡。并且，二者的关系又并非单纯的相对相克，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二者则体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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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机的相生的序列关系。依照五行法则，乃是火生土。因此，如图种有机的相生的序列关系。依照五行法则，乃是火生土。因此，如图 3 所示，黄帝与炎帝既所示，黄帝与炎帝既

是相生关系，是炎帝之火生成了黄帝之土。这一点，从上述古籍的记载中，展现得十分明确，是相生关系，是炎帝之火生成了黄帝之土。这一点，从上述古籍的记载中，展现得十分明确，

炎帝在客观上成就了黄帝之伟业，以间接的方式帮助其统一了天下大业。再者，蚩尤属水德（参炎帝在客观上成就了黄帝之伟业，以间接的方式帮助其统一了天下大业。再者，蚩尤属水德（参

见下图见下图 3），因此方才善于弄水而兴风作浪，而水与火相克，因此蚩尤方才起来反炎帝；而水），因此方才善于弄水而兴风作浪，而水与火相克，因此蚩尤方才起来反炎帝；而水

与土乃相克关系，所以属土德的黄帝最终击溃了属水德的蚩尤，平息了战乱与由此带来的失衡，与土乃相克关系，所以属土德的黄帝最终击溃了属水德的蚩尤，平息了战乱与由此带来的失衡，

达到天下统一，使得阴阳平衡，万物和谐，天下太平。达到天下统一，使得阴阳平衡，万物和谐，天下太平。

　　　　　　　　图　　　　　　　　图 3 ：黄帝、炎帝、蚩尤之相生相克关系图。：黄帝、炎帝、蚩尤之相生相克关系图。

　　其三，半神文化与多时空同在之展现。　　其三，半神文化与多时空同在之展现。

　　“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　　“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

对这一记述，有不同的读解。“熊、罴、狼、豹、虎”等或可被看作军队之编号代称等，但从对这一记述，有不同的读解。“熊、罴、狼、豹、虎”等或可被看作军队之编号代称等，但从

其他的相关记载中查找不到相关的确凿证据，而在古籍中，这些“熊、罴、狼、豹、虎”似其他的相关记载中查找不到相关的确凿证据，而在古籍中，这些“熊、罴、狼、豹、虎”似

乎就是真切的存在，并成为黄帝运用自如之勇兵猛将。并且，这些与其他相关的描述亦可以乎就是真切的存在，并成为黄帝运用自如之勇兵猛将。并且，这些与其他相关的描述亦可以

达成完美的匹配，从古籍中，人们看不到任何人工雕琢之痕，更丝毫没有生硬牵强附会之感。达成完美的匹配，从古籍中，人们看不到任何人工雕琢之痕，更丝毫没有生硬牵强附会之感。

换言之，这种超常表象可视为上古半神文化之一种具体展现，抑或是神化的动物，抑或是动换言之，这种超常表象可视为上古半神文化之一种具体展现，抑或是神化的动物，抑或是动

物化的诸神之体现。物化的诸神之体现。

　　关于蚩尤，古籍中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　　关于蚩尤，古籍中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

杖 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在今人看来，蚩尤无疑是个古人虚构出来的兴风作浪之杖 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在今人看来，蚩尤无疑是个古人虚构出来的兴风作浪之

妖魔鬼怪。然而，从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古人眼里，蚩尤似乎乃真实存在的一介生命体，妖魔鬼怪。然而，从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古人眼里，蚩尤似乎乃真实存在的一介生命体，

只不过其形象怪异，半人半妖罢了。此种人兽一体、半人半神之形象，在古籍中，在传统文只不过其形象怪异，半人半妖罢了。此种人兽一体、半人半神之形象，在古籍中，在传统文

化中亦较多见，尤其在《山海经》中更是屡见不鲜，达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与性向。因此，化中亦较多见，尤其在《山海经》中更是屡见不鲜，达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与性向。因此，

对“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之类的表述，人们也就不觉得陌生以及持有任何怀疑了。对“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之类的表述，人们也就不觉得陌生以及持有任何怀疑了。

　　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蚩尤战败，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蚩尤战败，

一怒之下撞倒不周山，以及后来女娲补天，炼五色石补救苍天，断巨鳌足以代天柱，再有“夸一怒之下撞倒不周山，以及后来女娲补天，炼五色石补救苍天，断巨鳌足以代天柱，再有“夸

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等等描述，一般皆被看作是超越现实的极度艺术夸张。在这里登场的，不但有人化为邓林。”等等描述，一般皆被看作是超越现实的极度艺术夸张。在这里登场的，不但有人

化、神化了的动物，还有名门正道的诸天神，可谓人、神、妖、怪处于同处一时一世之怪异化、神化了的动物，还有名门正道的诸天神，可谓人、神、妖、怪处于同处一时一世之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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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古籍中，在相关神话传说中乃屡见不鲜，并且，是人类文化史上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古籍中，在相关神话传说中乃屡见不鲜，并且，是人类文化史上

一个共同现象。在此所彰显的并非某一时代、关于某一事相、某一人物之个例，抑或零散的 一个共同现象。在此所彰显的并非某一时代、关于某一事相、某一人物之个例，抑或零散的 

断片，而是一个具足相当规模并形成一个模式的定式化了的文化现象。在这里，不是一个单断片，而是一个具足相当规模并形成一个模式的定式化了的文化现象。在这里，不是一个单

一的世界构成，而是一个全息的、立体的、交叉的多时空、多生命形态的全息图。故此，我一的世界构成，而是一个全息的、立体的、交叉的多时空、多生命形态的全息图。故此，我

们可以做如此逻辑推断：因为古人不具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与科学观念，从而使其得以认知们可以做如此逻辑推断：因为古人不具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与科学观念，从而使其得以认知

多元世界的存在，乃古人之宇宙观与生命观之真实体现，是古人半神文化思想的一种折射反应。多元世界的存在，乃古人之宇宙观与生命观之真实体现，是古人半神文化思想的一种折射反应。

再者，这些看似不尽合理的怪异的多重组合与交叉重叠，或许恰恰反映了当时世界的真实存再者，这些看似不尽合理的怪异的多重组合与交叉重叠，或许恰恰反映了当时世界的真实存

在，而这种存在模式是目前人类尚未能认知的、多元世界一体化的复杂的构成与交叉的展现。在，而这种存在模式是目前人类尚未能认知的、多元世界一体化的复杂的构成与交叉的展现。

或许正因为远古的人们身处于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之中，神、人、魔、鬼、怪同在一世也就或许正因为远古的人们身处于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之中，神、人、魔、鬼、怪同在一世也就

没有任何值得疑虑的了。没有任何值得疑虑的了。

　　其四，天地之间，唯道为大；求道、守道、悟道、得道。　　其四，天地之间，唯道为大；求道、守道、悟道、得道。

　　由于炎帝与黄帝之治国理念不同，亦即炎帝背离了天理仁德，方才对黄帝发动战争，而　　由于炎帝与黄帝之治国理念不同，亦即炎帝背离了天理仁德，方才对黄帝发动战争，而

黄帝则处于维护德政天道而反击，与炎帝 兵相向。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的“异德”，在黄帝则处于维护德政天道而反击，与炎帝 兵相向。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的“异德”，在

于“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在于对天道所持的不同态度，换言之：是维护天道还是破坏天道于“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在于对天道所持的不同态度，换言之 ：是维护天道还是破坏天道

的根本问题。这是上述神话中所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在古人看来这更是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的根本问题。这是上述神话中所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在古人看来这更是上至国君下至庶民都

必须认真对待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必须认真对待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

　　黄帝战蚩尤，也是出于因其离道叛道从而奋反击，“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乃乱之根本。　　黄帝战蚩尤，也是出于因其离道叛道从而奋反击，“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乃乱之根本。

亦即黄帝乃是出于守法护道而大战蚩尤的。也正因为黄帝的正义性与道义性，使其得到天助，亦即黄帝乃是出于守法护道而大战蚩尤的。也正因为黄帝的正义性与道义性，使其得到天助，

最终击败蚩尤。黄帝战蚩尤与黄炎之战模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实质乃是殊途同归的。最终击败蚩尤。黄帝战蚩尤与黄炎之战模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实质乃是殊途同归的。

　　“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等记载，则证明了黄帝乃仁德之君，乃得道之士，因　　“黄帝巡河洛，龟书赤文成字象轩”等记载，则证明了黄帝乃仁德之君，乃得道之士，因

此才得到天助的。正因为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才会有“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此才得到天助的。正因为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才会有“至德之世，河出丹书，洛出绿

图。”之神迹显现。这看似一段段颇为平淡的记载，却也可以看出其中隐隐地折射出古人业已图。”之神迹显现。这看似一段段颇为平淡的记载，却也可以看出其中隐隐地折射出古人业已

洞彻到了宇宙深邃之道理。洞彻到了宇宙深邃之道理。

　　黄帝不但重德守道，更是积极访贤拜仙求道。这一点在黄帝神话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黄帝不但重德守道，更是积极访贤拜仙求道。这一点在黄帝神话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及其哲学意义。黄帝的登具茨山访大隗，往崆峒山拜广成子等的，其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及其哲学意义。黄帝的登具茨山访大隗，往崆峒山拜广成子等的，其

目的就在于得以实施德政，得以“养民人”、“遂群生”。在古人看来，黄帝之品行无疑是高尚目的就在于得以实施德政，得以“养民人”、“遂群生”。在古人看来，黄帝之品行无疑是高尚

的，当然这也是作为仁德之君所必须具备的。这一点，也成为后世仁德之君仿效的楷模。更的，当然这也是作为仁德之君所必须具备的。这一点，也成为后世仁德之君仿效的楷模。更

为重要的是，黄帝不但重视治世，也注重修己，访仙求道，刻苦修行。古籍中有关黄帝神话为重要的是，黄帝不但重视治世，也注重修己，访仙求道，刻苦修行。古籍中有关黄帝神话

中关于黄帝乘龙而去的描述，正是古人对其求道、守道、悟道、得道之最为明确的称颂，同中关于黄帝乘龙而去的描述，正是古人对其求道、守道、悟道、得道之最为明确的称颂，同

时也是古人人生观、宇宙观之真实而深刻的体现，也是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源流的道家思想之时也是古人人生观、宇宙观之真实而深刻的体现，也是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源流的道家思想之

深刻展现。深刻展现。

　　四、几个值得思考及有待探究的问题　　四、几个值得思考及有待探究的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的上古史乃是一部神话史。亦即，上古历史中所记载一应事迹无不出自　　一般认为，中国的上古史乃是一部神话史。亦即，上古历史中所记载一应事迹无不出自

于传说，而这等传说皆具有超越于后世常识理念的神化性。亦有人认为，中国的上古史，不于传说，而这等传说皆具有超越于后世常识理念的神化性。亦有人认为，中国的上古史，不

是神话传说的历史化，而是历史传说的神话化。诚然，上述两种观点只是表述不同，并非存是神话传说的历史化，而是历史传说的神话化。诚然，上述两种观点只是表述不同，并非存

在实质性的差异。在实质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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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先有上古传说，而后这些传说被仙化、神化了的学者们，是不承认有先殷神话存在的。　　认为先有上古传说，而后这些传说被仙化、神化了的学者们，是不承认有先殷神话存在的。

㉖故此，不能将黄帝视为上古历史人物，如部落酋长，抑或华夏始祖等。而只承认有上古神故此，不能将黄帝视为上古历史人物，如部落酋长，抑或华夏始祖等。而只承认有上古神

话的学者，对上古神话亦持否定态度。之所以得出这等判断，其原因在于：华夏自商代才有话的学者，对上古神话亦持否定态度。之所以得出这等判断，其原因在于：华夏自商代才有

文字，而这种只局限于依据古籍文字记载的判断，是与神话产生及传播的规律相违背的。文字，而这种只局限于依据古籍文字记载的判断，是与神话产生及传播的规律相违背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古神话因为过早地被诸子百家们从文字上给予过度的润色，从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古神话因为过早地被诸子百家们从文字上给予过度的润色，从而

导致其人性化，使得后人很难看出其原始形态了。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并没导致其人性化，使得后人很难看出其原始形态了。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并没

有对神话与传说、历史的关系等作出任何判断，而仅指出了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个技有对神话与传说、历史的关系等作出任何判断，而仅指出了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个技

术性问题。术性问题。

　　上述对于神话所存在的争议与分歧，其根本问题在于神话与传说、神话与史实的关系问题。　　上述对于神话所存在的争议与分歧，其根本问题在于神话与传说、神话与史实的关系问题。

从上述这些观点看，对神话内容的真实性或曰相对历史真实性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受近代从上述这些观点看，对神话内容的真实性或曰相对历史真实性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受近代

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冲击，世界近现代文化日趋大同化，世界整体被实证科学理念所垄断，尤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冲击，世界近现代文化日趋大同化，世界整体被实证科学理念所垄断，尤

其是在受唯物史观统治了百余年之时，中国的学者们得出上述结论亦不足为怪，可谓是一种其是在受唯物史观统治了百余年之时，中国的学者们得出上述结论亦不足为怪，可谓是一种

隐性的历史必然。然而，通过上述对黄帝等神话的简单解析便不难发现，中国神话中存在诸隐性的历史必然。然而，通过上述对黄帝等神话的简单解析便不难发现，中国神话中存在诸

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有待我们思考与研究。譬如，古籍中记载的神话人物、神话事迹等，在历史、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有待我们思考与研究。譬如，古籍中记载的神话人物、神话事迹等，在历史、

地理、传说、考古等方面都可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印证，而被称之为“神化”“仙化”了的地理、传说、考古等方面都可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印证，而被称之为“神化”“仙化”了的

部分却恰恰是中华思想之精髓所在，是华夏文化中最为璀璨耀眼之明珠。换言之，如果完全部分却恰恰是中华思想之精髓所在，是华夏文化中最为璀璨耀眼之明珠。换言之，如果完全

否定神话的真实性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深邃道理的话，那则是彻底否定了迄今为止的中否定神话的真实性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深邃道理的话，那则是彻底否定了迄今为止的中

国文明与文化思想、道德理念等的神髓。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物考古的客观存国文明与文化思想、道德理念等的神髓。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物考古的客观存

在看，皆为荒谬的，是难圆其说的。在看，皆为荒谬的，是难圆其说的。

　　故此，在此仅就中国神话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提出几个问题，以期与同道们共同思考。　　故此，在此仅就中国神话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提出几个问题，以期与同道们共同思考。

其一，以实证科学为研究基础，以有限的（单一性、片面性等）宇宙观为理论，以现代文明其一，以实证科学为研究基础，以有限的（单一性、片面性等）宇宙观为理论，以现代文明

为基础的近现代式的神话研究，应该说是很难捕捉到本来就颇为零散的神话之真实、本质与为基础的近现代式的神话研究，应该说是很难捕捉到本来就颇为零散的神话之真实、本质与

意义的。这是文明、时代、科学、观念以及知识之局限性所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意义的。这是文明、时代、科学、观念以及知识之局限性所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与理论

业已证实了这一点。其二，一般而言，在上古时代，受文明形态之限制，东西方的人们几乎不业已证实了这一点。其二，一般而言，在上古时代，受文明形态之限制，东西方的人们几乎不

可能相互往来，发生文化交流。然而，在开天辟地、造人、大洪水以及人神共世等神话传说可能相互往来，发生文化交流。然而，在开天辟地、造人、大洪水以及人神共世等神话传说

方面，东西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乃至几乎如出一辙。这些神话传说等，皆具有半神文化方面，东西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乃至几乎如出一辙。这些神话传说等，皆具有半神文化

的共同特质。这是一个十分奇怪却又非常有趣的问题，更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与揭示的历史的共同特质。这是一个十分奇怪却又非常有趣的问题，更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与揭示的历史

性研究课题。其三，迄今的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前，还存在过史前文明。性研究课题。其三，迄今的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前，还存在过史前文明。

从诸多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史前文明所处时期各异，文明形态亦迥然不同。例如，目前外从诸多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史前文明所处时期各异，文明形态亦迥然不同。例如，目前外

星人的存在渐次被认识与承认，而外星人的文明与行为等，完全是与人类当今的文明形态格星人的存在渐次被认识与承认，而外星人的文明与行为等，完全是与人类当今的文明形态格

格不入的，是不可思议与不可理喻的。但是其作为生命却已其特定的方式存在着。因此，只格不入的，是不可思议与不可理喻的。但是其作为生命却已其特定的方式存在着。因此，只

有跳出人类固有的观念与常识，站在超越人类文明的更为宏观的视点上，才能真正理解神话有跳出人类固有的观念与常识，站在超越人类文明的更为宏观的视点上，才能真正理解神话

的内容与其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义，才能揭示与还原其历史之真实。其四，不应该将神话的内容与其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义，才能揭示与还原其历史之真实。其四，不应该将神话

与道教等宗教信仰混为一谈。在神话传播史上，不排除人为地将神话宗教化了的因素，但在与道教等宗教信仰混为一谈。在神话传播史上，不排除人为地将神话宗教化了的因素，但在

道教等尚未诞生的上古时代所流传的神话该是不会具备宗教色彩的。反而，中华神话的内容道教等尚未诞生的上古时代所流传的神话该是不会具备宗教色彩的。反而，中华神话的内容

与思想，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道之原始形态。并且，二者也绝非单纯的影响与派生与思想，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道之原始形态。并且，二者也绝非单纯的影响与派生

的关系，而是无法切割的统一整体，只是不同时期所反映出的不同形态而已。的关系，而是无法切割的统一整体，只是不同时期所反映出的不同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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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考察与思考，就神话与神话研究中所存在的疑惑与盲点等，大抵可作如此推论：　　基于上述考察与思考，就神话与神话研究中所存在的疑惑与盲点等，大抵可作如此推论：

其一，神话或许就是史前文明历史之真实（相对真实），抑或相对真实的一种折射形态。其二，其一，神话或许就是史前文明历史之真实（相对真实），抑或相对真实的一种折射形态。其二，

神话中的确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譬如同一人同一故事在不同的古籍中有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神话中的确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譬如同一人同一故事在不同的古籍中有不同乃至相互矛盾

的记述等等。关于这一点，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在流传过程中有误，当然也不排除人为润的记述等等。关于这一点，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在流传过程中有误，当然也不排除人为润

色之嫌；二是由于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在文字表述上出现了差异。但无论出于何色之嫌；二是由于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在文字表述上出现了差异。但无论出于何

等原因，都不能成其为否定神话历史真实性的佐证。而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因为神话中一应等原因，都不能成其为否定神话历史真实性的佐证。而更大的可能性则是 ：因为神话中一应

事迹是被历次文明毁灭时所留下来的人们分别记载与承传下来的，因此便表现出其跳跃性与事迹是被历次文明毁灭时所留下来的人们分别记载与承传下来的，因此便表现出其跳跃性与

不具统合性等矛盾来。其三，在皇帝神话中，皇帝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十分广大，上至仙界，不具统合性等矛盾来。其三，在皇帝神话中，皇帝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十分广大，上至仙界，

中达人世，下抵鬼域，时间跨度也是十分巨大。对于这一点，排除流传中的人为失真等因素外，中达人世，下抵鬼域，时间跨度也是十分巨大。对于这一点，排除流传中的人为失真等因素外，

仅存此种可能：因为当时是被称之为人神同在的时期，所以神话中所记述的时空就表现出超仅存此种可能：因为当时是被称之为人神同在的时期，所以神话中所记述的时空就表现出超

越性、多元性等。也正因为当时是不同后来的特殊的人神同在时期，所以使许多人具有超凡越性、多元性等。也正因为当时是不同后来的特殊的人神同在时期，所以使许多人具有超凡

能力，而具有超能力的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中所展现出的行为也就体现出了其超常规的特性来。能力，而具有超能力的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中所展现出的行为也就体现出了其超常规的特性来。

正如此前所考察的那样，古人对那些被后人称之为神迹之事相等，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与正如此前所考察的那样，古人对那些被后人称之为神迹之事相等，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与

惊愕，一应的反应都是那般自然而然，这也反证了上述推论的合理性。惊愕，一应的反应都是那般自然而然，这也反证了上述推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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