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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學巳經証明地球在)j(川末期， 隨著氣候轉暖曾經有過世界性的大洪求

這次大洪J]\.巳成為世界各民族的遠古記憶而流傳在各種神話，傳統之中.希臘神

話曾載主神宙斯因對人類不滿，降洪水為害，普羅米修斯的見于社卡里翁得到父

絨的指示，造了一座方舟，與他的妻于]7I!兀E

i親且「均，骨旦頭丘(不石i頭)拋向身后， 創造了新的人類. ((聖E經﹒削世記》所載希伯來神話

關T挪亞方舟的傳說與此類似，只是 L:.'市，看中了 個名 nJ十挪間的人，讓他造了

只方舟，將全家和成雙的動物都載入舟內.四十晝夜的傍沱大Fïj淹沒了 切，直

到第十個月， 山頂才露出水面， 挪研和方舟中的動物成了人類罪11其他動物的祖

先.東方的洪水神話一般不大強調神的懲罰和神的指示，而是強調人如何得到一

種神力去征服自然. 例立口印度并關T洪水的傳說講述一個名叫摩自叉的人由于救

了一條小魚的命，小魚為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就預先告訴他洪J]\.1巴濫的ìi日JU. 摩

蚊造了一支船，又用大麻造了一條繩于.大雨如注，地球變成一片汪洋時，摩蚊

就將繩子系在魚的尾巴上， il二水天相拉中熬過了數不清的日子 1) 中固的族，壯

族等少數民族神話傳說都強調滔天洪水是一場悲劇性的人神|割爭的結果. 例如

壯族廣為流傳的《布伯的故事))， 傳說民族英雄布伯與雷王相|詞， 被雷王辟JE變

作啟明犀.他的一對兒女躲在大甜苦里，逃過水灰.洪J]\.退后，兄妹結婚，牛一

慢胎?兄妹把它切成1碎片，撒在郊野，重新變成人類 2) 苗族《古歌》中的洪水神

話與此相鎖，英雄姜央與雷公關法，引起洪水的天，他的一對兒女在葫育中度過

一方年，終于洪J]\.jH去，他倆“拿出千樣種，掏出百樣板"重新綠化了大地 3)

.北京大學

1) ((印度訓訊傳說))，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年)跤，第 125-126頁-

2) ((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3R

3) (( I卸的古歌))，去一洲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50-2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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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漠族的洪JJ\.兩11話并不強調洪Jj(是神的懲罰， 雖然((íbj書﹒大禹直是》中也有

一半:“ 1年本做于"的記載，但“做"是輯做戒，自IJ警告之;自;并非懲罰.絕大部分

典籍都只是把洪JJ\.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記載， 如(<íd，j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

混混懷山襄1墅，浩浩j倚天". <(孟子際文公f)) :“對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祟，上者為營窟"中固漢族洪水神話強調的也

不只是逃避這一災難，得u牛存下來，而是迎面戰勝洪水，制服洪JJ\. ; 大禹的父

親縣和大禹治本的神話都是以制服洪水為核，心的.

相傳縣是哉，市的孫子， <(山海經﹒海內經》說:“黃帝牛-駱闕，駱問牛白馬，白

馬是為無芳:'，.縣是一個聰明能干，車主仁造福人群的英雄.他創造了治用至今的基

本農具柔箱(即型碎，木柄阱菜，鐵錚p.Lf組) :他馴服駕騏了耕牛，教導人民播

種五谷，創建城郭，特別是竭草鞋令:力，帶領人民鋪泥主持求，築提防洪.他辦事果

斷，剛強正宜，為人民所信服 4)

然而，洪JJ\.太嚴重了，他東;上拉西防，填了九年，洪水仍然鋪天蓋且還是:“涓

涓洪求，無所立極.“縣真是憂心去11咬." ((楚辭﹒天間》中有一↑i且是:“臨貓皮銜，

縣何聽焉?"支王可認為這是指，只描IIf()控和一只烏龜告訴縣天在中有一草草ι長不

心的土壤，取一立投向大地就能積成111，堆成堤 5) 斗壤是古代人民根掃地殼變

化而產牛一一種幻想，中國古書中有假多地層突然增高的記載:例如《竹書紀年》

載有:“(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余，高一尺." {山海經﹒海內經郭注》也

有，“漠元，品，時臨惟徐縣地浦長五，六里，高二丈"的記錄"縣為了制服洪水，置

個人安危T不顱，不待天dtU允許，私自 Ir::z了也壤去救黎民百性.縣的行為觸怒了

天咐，他終于-壯志未酬，被天，市種殺于羽山之野.羽山就是“委羽之|I'，按(<111

海經﹒海內經》所載，這座山在北極之陰，終日不見太陽，只有一條名吽燭龍的

神龍，口銜一支蠟燭，照亮北極的荒涼和陰暗.

個系雖然被殺，但是精魂不死，他的身体三年不胸.天帝怕他復活，就令一位神

人用“吳刀"把他的肚子剖開.這時，從縣的肚于襄跳出一條自L龍， ~IJ長著雙角的

龍.自L龍盤曲騰醒，升上天空，這就是穌的見于大禹.大禹出生后，糕的屁体化

4) 以 l三關于縣的描述Jt ((仕本))， <<短辭、天問))， <<楚辭、九章、怕誦}.
t一oT訂 II...-h 臨時也三三r:_li計，品1 市民開且問什莉 I~J 叫司 1- 1 QRA 平F!~盯 佇r ，<?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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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條黃龍， 示遠沉入了幽深的羽淵. 縣示j主iiEft人民心中， 相(每一羽淵的;J久，

“終年常清，淵上多細柳，烏獸不敢踐"人民一乏必二 111 1i之中“修立縣廟，問時以

致祭祖 "6 ) 偉大詩人屈原在《離騷》中熱烈贊美了縣IFJR便宜和志在k; “絃昨直以

亡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弋亡與忘過，志身就是芯:rK.

關于禹的lil牛A還有另一種傳說，就縣的妻于，有莘氏的女見名女阱，因Jb、念而

懷孕，在石鈕地方剖協而牛大禹;或說大禹水是女禍十九代孫， 一三百六十成叫.

從九攏山7f~升，三千六百歲時，同情人民的社~/](之災，就化正主為司1紐山泉，女 1火

j及水，“得不i子如珠，愛而吞之，受孕，十四月 2千于.及長，能生日泉源，代父縣J1日

洪水" 7) 布組在四川省西川-4117. 《/Mgj土. 1末/]())曾記載“廣柔縣有71紐鄉，禹

所主t=也"“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r~盜肘，捕之者不逼，能械工:年，不;為人悴，

則共j京之，言大禹神估所何1." 對于一大禹lTU司三日，人民也假重視，偽、東坡曾記誠

:“ i佐南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司已是日，數商人全(涂)山[二 "g j 這弓之也成

了後|企 A些水j帥的主|三打.

大禹面臨的是洪水桶天，民不明叫如何才能救民'T/](火呢?他利沒有拋棄

穌的經驗，而是在縣已取得的基礎上前逛， <<國語﹒科語》載禹“修縣之功"就是

此;章、.大禹治水的方法是一方面填堉築堤，一方面疏通導引 iiilf!訶仰視中說 flt\

“導川夷岩， 其龍曳尾于前， 玄龜負育泥于後" “青泥"就是縣直年用過的“心

壤弋玄龜也是助縣治水的老部下;其龍又名應龍，它長若兩只美麗的翅﹒和非

常強有力的尾巴.它幫助大禹勘察地彤，用尾巴剖開地面，引導拱永流向應當去

的地方.除應龍和玄龜外，大禹還得到假多方面的幫助，例如白臉魚身的其河河

精從翻騰的水05<:中旱給大禹一塊/](淋淋的大青莉而上還是 4幅治求地關;人

面蛇身的伏羲送給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長的玉筒，使他能以度量大地，馬甘心龍身的

汶川神曾幫助大禹推倒兩座大IJI ，讓洪水流往荒速地區.

大禹毫不密情地鎮壓那些典風f'r:浪的惡神.首先是驅逐了狂暴的水神共工.按

說他對時“振洞"洪水，直通今Xi'I''.i山東 äll 亭，中原地帶已是一斤汪洋.禹大會諸

神τ 會稽山，將與共工決一死戰.出時大禹軍令十分成巔，相傳身高二亡丈多的防

6)~M述其記》，《路史後記-1 二》羅注

7) ~在《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 ~經史卷 I--'~ 'j [ ((遁叩開山世1 )) 
趴在在 ij3防: (( 1-戶 Rt且一丰滿油游)，，'111 的 111 言戶 fih: !;il 汁 3 向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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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氏無故來遲，大禹即將他斬首示眾.按說為了砍掉這位高漢子的大函，還專門

築了一道堤，讓防風民站在堤下，會Ij于于才能移:看他的朋. ((會稽記》還記載了這

座堤就是後來稱為“刑叭"的地方. 軍威大振後， 大禹白先就擒殺了共工的重回

相柳氏.這個柏村|閃身為長蛇，有九個jJß就食于九座山，他所到之地，立刻變為

溪澤.大禹殺了相柳氏，他的血腺臭難間， lÍn流所到之處五穀不午，大禹填了三

次， 才把這塊地築成“眾d市F之台內 看來這場驅逐共工的惡械進行得十分猛烈，

最後終于獲得勝利. ((苟子﹒成相篇》說:“禹有功，抑 f鴻，辟1)余民害逐共工"

就是記載了對時的傳說.

大禹治理准河，二玉 l二桐柏山，每次都是“驚風走宮，而弩木鳴.禹大怒，把各路

山神土地拘來審間，弄清了原來是准河，渦水之神之祁在作亂. 1!告之祁“形若猿

猴，給弄高額，背軀白首，金目雪牙，頭伸百尺，力逾九象"不斷地搏擊﹒跳躍

飛奔，一刻也不安靜，聽而見都不能持久.他非常狡狷機麓，善于應對言語，又懂

得長江准河的深淺，各處高原低谷的遠近咽大禹集合眾神，用了假大力氣才把王

之祁抓住用大鐵練鎖住他的脖頸， 給他鼻于上卦一個金鈴， 把他拉去壓在准陰

龜山的腳下，使j佐J.K可以平安流入海中.

大禹治理長江，必須鑿通=1峽.他先用斧頭辟，辟不閉，又叫3神牛用角攏，也

JEV不聞，倒是牛角挂替了，至今牛角也是臂的.後來用巨大的聲于開I-U，轟鳴之

聲，震天動地，大禹又命火神|可祿燒起熊熊烈火，把I-U干1燒得粉絲，至今寸草不

牛一﹒在群龍開|峽導水時，有一條龍開錯7水道，大禹立刻將其斷首.至今在莎白山

縣西南八十里有-塊突入的大莉，就叫，斬龍台，台下就是錯開11Ek.

大禹又從青海睛盯山開始疏導黃河.揖論對時龍門山與日按山相J去，主持住了黃

河去路，河J.K倒流氾濫成灰.大禹用神力把龍門山辟為兩半，讓河J.K從峭壁間流

過，這就是龍門.著名的“鯽魚眺龍們"揖說江海的大鯉魚在每年三月郁金聚集

在這且，狠命一醒，醒過者自IJ-"學成龍，躍不過去就仍然是魚.李白《贈崔待

御》詩說:“黃河三尺牌，4;在孟津居，立在台;不成龍，歸來卡lò凡魚"用的就是這個

傳說.龍們往下几百里就是著名的三門|峽.這里原是一座巨柱山，禹擊之山，使

河山繞山分流，盯-像二三道門.今人華山描寫三門111;)己的氣勢說:“大河從上游浩浩

。、 1111r Vfn~局mit芸芸單1 叫但士主;r fI"', ~而 1" 1 Q陌生EI! r， 也川n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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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湯地奔流過來，越結束， Jj(勢越急，剛剛訝:進三門l快，便被兩座石島迎面劈閒

劈成警心動魄的三股急流，這三股急流又被兩岸突出的J巖不I緊緊卡住，瞬時間三

股急流:叉摔成一股， 一起從一百二十公尺的小豁口硬J中出去， 直震得滿峽谷一

斤雷戶 10) 今天，在三門峽上游還有禹王廟，渡船的船公們誦，會在這襄燒香許願，

以求平安.山崖上兩個井口大的園坑，相傳正是大禹躍馬二三門時留下的馬蹄印.

總之，如《庄于﹒天下篇》所說，大禹“陸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洲"治

理了“名川三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的成功固然是由于他的神威神力，但幾乎所有神話傳說，無不突出他的難苦

卓施，無私志、王x:精神. ((庄于﹒天下前》說:“禹親自操稟耙，而九雜天下之川，

耕無11世，腔王毛，沐甚雨，柵疾風，置萬固"他的帥指甲磨光了，得了“偏枯"的

毛病，走起路來十會艱難，後腳向前時跨不過前腳，他就邁著這樣的“禹步"走遍

了中固的IU河大地，而且時常是“畫不暇食俊不暇寢"總是憂慮若治之l立的事，

四處奔忙.傳說中，他“勞身it思，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封不顱，版j豈不

攝"

特別是關于大禹婚姻家庭生活的傳說， 更是始終貫穿著這種堅不盼的志找當

關精神.相傳大禹一直忙到J三十歲還沒有結婚，一天，大禹來到徐山附近，見到

一支美麗的九尾白狐.民歌Q)& :“緩棋白狐，九尾龐龐“.她是幸福和權力的象

征.大禹于是愛上一位涂山的姑娘，但沒有結婚就到南方治水去了.這f立姑娘一

直在等他，還作了一首歌，反復吟唱著“等候著心中的人啊"揖說這就是南

方詩歌的起源. 大禹終于娶了名ITl[，女婿的涂山姑娘， 但四天之後又出發繼積治

水.後來每年中的這四天就成為江准一帶婊娶的去了日子.按《史記~Á'J追述，“禹

抑洪水十三年， 過家不入尸門可，

聖蜘類屆頁、的傅說，附會若涂山女兒對大禹的思念.古本《准南子》中還有一段美麗的

神話，說大禹在打通河南的轅轅山時，非常艱苦，大禹化身為~.ITßí巨熊，奮力開

鑿.他不愿妻子君見自己變成巨熊的樣子，就和妻子說好，每天聽到鼓聲再送(jIj

來.不料有一天，大雨在奮力挖掘時，踩若一塊石頭，因用力過缸，干:;llJ'(飛彈起

來，正好擊中了鼓{芳:山氏一聽鼓聲就來送i缸，恰好見到大禹的熊身.她又羞又

1川桔I11 • ((二們 I1心直在雪月屯 的主:;:~~內可 lQ r:;r:;~ 1 且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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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I 百1身就跑， -E胞到河南登卦峙的嵩山駒下.這時涂山代已經懷孕，大禹一

直追到她的身劣，大叫“請歸還致的兒于 1" 涂山氏已經化為行人，聽到大禹的

呼聲，而人的北面做裂，牛晶7大禹的見于普.現在登封縣崇福宮東面還有一塊

巨干 1 ，人f門稱為“啟母布“:《徐霞客記)I中也有“嵩山啟母盯犬的教間犀"的記載.

大禹終于制服了供求，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他的忘政奮斗精神話里功偉績得

到中區人民千秋萬代的傳頌<左傳》說:“美哉禹功，胡德遠矣!敞禹，吾主;魚

乎，\《漢書》說﹒“昔禹治水，百姓罷勞;成功旺立，萬世賴立"代雄主l吉太

宗到三門峽勘查，;j(路時，曾在盯壁上刻下一首頌詩:“{Jp登E[柱，北望龍門，芒

芒禹渣，浩浩長春!“李白游覽黃河峙，也曾寫下了槍ßN人口的《公無渡河))，贊

嘆說:“黃河回來給昆侖， r也呼萬里觸龍們.泄向天，堯啟J且大禹理百川.見啼

不說家，殺揣埋洪水，九州怡桑J祝"偉大的現代文學家魯迅也在他的《故事新編

理水》中荊造了“面貌黑瘦，像鐵站的一樣的"大禹的形象.魯迅把從古以來“埋

到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稱為“中國

肘脊梁，\大禹治水的神話伸說世世代代鑄造若中華民族的“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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