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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書中的創世神話

人甜，

、鬥

11iî

7

神話是人類應史早期甚至是史 IÌÍJ 0;'1期研經歷的一陣整體形式，

、

世界各一出

老民放 1!t月不經歷自己的神話時代.在!Lt 意義 L ，那1 1 司總是屬于 --11草原初的文
化形態中關古代神話的文獻記載極不完備，先秦社會乃至股崗位文獻意義

言，可能并不有在福一個完!弊而成熟的社1llHit 系統.殷商以來講神系統雖然包

含在如《山海經》、《穆天于 W)) 、《楚辭》、心佐南于》等書中，但在中國文明
的突破時期(閏月fJ 宣戰國)甜的被歷史化而如牛一成歷史神話傳說，

而這些歷

史神話傳說直 JE 成為澳代科書蚊治神話的源到活水.
漢人以大量制造科書的形式制造了絆善政治神話.

絆書政治神話又以體

系神話的形式構成 T "1' 閥古代而詞中自《山海經》諸神系統(代表殷周的諸神
系統)、春秋戰國歷 t'. 神話系統以來的又一個神話系統.絆書政治神話這句

神話系統包合若干個神丘吉次系統，

每一個神話次系統都是一個特殊的神話

系列，包含了特殊的思想內容.具體說來，這個政治神話體系分別出“創世

神話"、“聖王神話"、“聖人iiìI l l 話"以及“天人關係神話 "等構成.
科書政治制i 話的 jif /:j二并非偶然

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諸形態發午發展

的內在必然性和 m 律約".凸先，它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

@p 傳統

1&治文化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思想史上，它在先秦聖王(內聖

外王)思想的基礎 L

進一步提出聖王相分

gp 思想上層建築典故治上層建

築的角色分工問題.其次，它也是中國古代宗教文化形態自身建設的初步當

.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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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孔于神話的實質是一種宗教性的神話.最後，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神話
體系自身建設的必然璟節，

在巾國古代神話的發展史上第一次扭出了創世

神話體系，第一次達到了體系神話發展的高度.
在神話中最重要的是創世神話，

但一般認為中國古代雨中話中缺乏創世神

話系統，雖然布些關王創世神話的零星記載見于古書之中，但嚴格說來都算

不上系統的創世神話.

ÜL!海經》中有兩則神話，釵及日月、晝夜﹒凹季等的產午，假有創世神話

的意味.《大荒南J輕》中說:“有女于名t=I義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l 者，情俊
之妻，生十日" ({夫荒西經》中也說:“帝俊妻常義，牛一月十二~，羲和、常羲

均為帝俊之妻，則帝俊或為創世大神.然而是否天地高物均為帝俊所創則不

得而知.又《海外北經》云:“鐘山之神，名日燭陰.神為畫，院為夜，吹為冬，
呼為崖.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于里.在無臂之東.其烏勃，人面，
蛇身，赤色，居鍾扎|下"郭璞住燭陰 ~p 燭龍. {大荒 ~t經》中說:“西北海之

外，赤水之j 七，有章尾山.有神，人)自蛇身而赤，直日正乘，其價乃峙，其視
乃間，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誦.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則燭陰或閱龍的為

化生宇宙之神，

盤古化身fJÎ申請;或如此相類.

<<山海經》中帝俊類為削世大神，

燭龍(燭陰)或額為化身之神，然而均語焉不詳.
在《山海經》和《楚辭》中還記載若女蝸補天與造人的神話.

《大荒西經》載

:“有J神十人，名日女禍之腸，化為神，處東廣之野， tl'~道而處"郭璞住云
:女桶，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天開》中謂:“女蝸有
體，孰制匠之?"王逸注:“傳言女禍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南一多《伏羲

考》論證人首蛇身為夏文化龍圖騰的標志，可見女蝸神來應之悠久‘
造人相天的記載則見 T 漢代.

<(說文》云:“女蝸古之神里女，

由此推測所謂“一日七十化"或 EH 言化生萬物之過程.

i旦女蝸

化萬物者也"

((太平御覽》卷七十子 l

《風俗通義》調:“俗詰天地閉關，未有人民，女捕時黃士作人，劇務力不眶

供，乃引絕于祖泥中，學以為人"這說閉在女禍造人之前，天地早已開闢，
然未著開闢地者為誰{准南于﹒覽異篇》中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辭書中的自l 世: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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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天 F 兼謹，地不周載;火幣;炎而不戚，水浩洋而不必;猛獸食攝氏，鷺

鳥J里老弱.于是女蝸煉五位Ti以補蒼天，斷鱉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
積蘆灰以 11二淫水"這也說現在女蝸煉石補天之前天地早已開闢了.
就以上材料君，
神話.

在中國古u 仕神請在西漢以前的文獻中均未見完整的創世

一般認為中圍上古神話中色彩比較鮮明的創世神話是出現 T 去元三

世紀的二三國時代的“盤古闊天地"的神話.

在徐整 1 1':.11{三五歷紀》牛有立 II-r 一

段.

天地混沌立~I難于，幣占 4 其中.萬八于葳，天地開闢，陽育為天，陰涓涓 iu.
點古拉其中，

→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 J世日厚一丈，推古|士|長

一丈，立u 比方八千載.天數極高，士也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戶皇.量立起于

立 1 二玉，成于五.悅于七，處于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徐整這一段“鞍古闊天 1世'， |FjUGU 世神話如此完整，

神話的本來面目 1 臣遠，

無疑它已經離開了原始

正直仁魯迅在《中團小說史時》中說:“天地間區有之說，

在中國所宿存者，口設想較高，而個民之本色不可見"但是，實際上」仁《三
五歷帝的大約早一二百年的神書中巳有較為完整的創世神話了.

《乾鑿度》開

立11 一段故:

黃帝，叫:太古百皇，闢基y:筒，邊互徵萌，始右熊氏 1} 知在化眩， II吾土主天，心 2

屆念虞思慷跤，慮萬海無成 1)

i'L't然物的，始，(，♀太易者也 4)

太易始著，太極成.

太極bIi:.乾坤行 5 )

這段話可注意者有三:其一，此段話為“黃帝"所說，以示其權威性，合某
種以治意義;其二，黃帝所說的主要內容是，太古之時，百且開闢宇宙，拓

破洪蒙，

始有有熊氏( i'L PI直犧氏).

@攝氏知天德立了牛，

故造化萬源;其二:三

1) 有熊氏、后義民亦名蒼芽也
2) 與天同心，知 ft 之本低;日吾，時也.天芷萬化立，心，令群物不息. t丘，本也
3) 草人知化，萬源不)或其流，慷;反E缸里與智，設幾教頭，源流之性大行.

4) 太易，天地未分tI吃坤三相信也.
5) 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國大易從無入有，聖人生日太易有.L~三jkL 形，故仁l 太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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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乾聖度》為易牌，故講象數.因此，以象!數語言說，開闢立先1=1 ~k.易，由

無生有日太極，太極午兩儀，天j:J2乾坤怕立;乾坤旺立，太極(有、萬源)大
成.

接上述，這襄以“ E 皇" }，:耳閉關宇宙，創造天地萬物之造物主.“百里"或為
“柏皇"

{太平御覽拐|《河間洛書﹒遁日「謂山圓》中有“柏皇民"

前這段話可能是中調古代文獻中的白Ij世主觀念的最早記載.

世主“百豆"(或柏皇氏)當時一位聖王，

(~乾鑿度 }I

這襄所說的創

末日西士神話中的訓世大而$觀念不同.

這或是認為神書神話不是原始神話，而是產生在歷史神話之後的原故，這個

問題教們後直再討論.

聖王(或聖人)是開闊天地的造物主還可以從《乾鑿

度》末日《坤鑿度》的題名解釋中看出:“乾鑿度，聖人頤，乾道浩大，以天門為

名.乾者，天也， ) 11 也~\鑿者，間也，聖人聞作;度者，度路，又道，
聖人鑿闊天路，顯彰 1t 掠

-是 L~ 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

之道不滲九"頤者，皇之也.這個學王造天地的過程和《老子》書中的所謂“道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土三
三‘牛
J
牛之萬物" 此的
q
11 J弘川寸寸
J77:?一
又官不相同， <<:老子》所謂的是宇宙自然化中的過程，而《乾警告度》講的是聖人
創世的過程.

如果說上面引耳的關 j(( 乾鑿度》題名的解釋是說聖人闊天的

過程;那麼《坤擊度》|吭l 題名解釋則說的是聖人闢 1世以後的過程:“坤鑿度

者，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韻委，81
然成地們.按:按前文《乾鑿度 jy ，

聖人斷元，偶

聖人當指“百皇"或“有熊.EfJ阻設"但接

下文《士中鑿度》，聖人則指女娟、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等.《坤幸言度》謂:
“天有太極，地有太壇 10) 黃 F市日:天地宜毒品出(按:地于疑應 fl 這一 7) ，地

道自巨水澈(天地盡有合敵之所，聖人不能做度地道，以水吉幸福澈， 1散者， Jj(
窮也).女蝸斷定足，其品一址(其干[]氣散，出址不及，t)天氣;青輕，自然逐
6) 里智直卦為三，三象川形，.111倚立其 JK 亦為天:川，浩蕩者，天之用.

7) 滲者，息、絕8) 頹者濁，委顏而不能 I二也9) 聖者有巢之先，不知何氏-

10)

無極高速， t世極短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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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頃者群物，扯不能 υ. 坤母 i軍車ili. ll ，而設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立

工申元，或萬物，度推其理，釋譯士申牲，午有百意，若(j去之道矣戶"按，“百旱，.
(或自11 “柏 !:1 氏")當局闇天之聖人(聖王) ;“蝸豆叫叫“女皇民叮當為辟地之
乎人(聖王) .按此，絲害的刮肚制l 諾在《乾鑿度》的題名解釋中站在“聖人.， f
且以元氣(混沌之氣)造了天之後司兀氣中有

部分重濁之氣不能 L 天，于是

又有“哩人"把它與天分間， .1月然作或大地.接《坤鑿度》後之“聖人"當拍禍豆
(自 11 女禍)，因女蝸 II 是“斷地足，玉立極，練五位氣"者.接《 id佐南于﹒覽兵司l;;〉
說

"1+ 古之時，

四極廣

水池洋而不必..... .于是女禍煉五色盯以闊

天，斷絮1 足以立凹極..... .蒼天訓，四極立，注水啊，冀小|、|平，豆豆;蟲死，相 E

J*." 由于女蝸煉訂本HT 天，對i 足立極，這樣大地就種間的形成了，此後.大 4::
氏，百l在氏，大元民又收按坤 j草的柯:質正仁向百霧，成就其物.由此可見，的;
科書神話中正是聖人(聖王)創造了于白天地萬物.

除了在易絆《乾坤擊度》中載千三削 1世神話外，
一段關于于街的閉關神話

在春秋抖的《命力!宇:}中也有

J英文謂:“自闖關至獲麟二 E二十匕萬六千鼠，

分為卡車己，市己為二十六肉匕千年"云云.這就是說，由天地問闢以來至孔于
西拉獲麟共分寸紀

~p 十個階段.

接云，

寸弓宙閒闢之初|的?叮削甘叫1狀
t伏
R 態是 H 鹿萬J 物 Jf
沛市軍中:1Ii;
渾
草『卓
'rf

無知究蚵無
FEJ 識，陰陽所也.'， 7P 南開拍時是混沌狀態，無人所物，只有 EEJ易二氧的
運動.後有天豆、地芷1 、人旦依次出，是為人文之始，文明之怡.但《命力
序 :hM 言

“開闢"而未羽維說到最初閉關天地者為誰，推測起夾或亦為 1t;

“聖人"(聖王).

因語焉不詳，站于“此不論.總之，在《三王厚產品己》“點古開夫

地"之前， -j 綽書中已有較為明性的自l 世神話了.
為什 l要任l 漠朝的科書中會出現創世神話?

這是款們應該討論的一個重要

問題.技 IF: 知道，在西方創世神話早在公元前八世紀赫西俄德的《神話》中已
詳識，而在中國完整的叫世Íjir司長百蚓出現恨晚.前面在們已經說過，中國神話

11) 女禍氏，
~: j:也足

~伯母從》云:女禍姓風名禍國又!一 |:jit 凶華黑水，有孕.女研羊J 神.
J't 極，練五色氣.拓、者.志也.科i 天們(訣，宮的一l 女皇氏.

12) 三氏積 Þ/ii: 星(七萬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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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上說沒有一完整成熟的神話系統，

中國的原始 ~rtl 語大都是零原散見

'1'((山海經》、《楚辭》、《穆夫子傳》、《惟南于》等書中的諸神神話.白春秋
戰國以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又出現了把歷史人物神話化的情形，例如有關

黃帝、炎帝、擷珀、甘于馨、堯、拜、禹等等歷史人物的神話故事.那時雖
然有種種關于這些歷史人物的神話，

但并沒有明正在的文獻材料記載這些“聖

王"的創世神話.但是，說們卸可以看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在中國的歷史
文獻中已右系統成熟的宇宙牛成論的哲學，
論的哲學.

這些思想包含在老于哲學思想中，

甚至有相當高水平的于宙本體
關于于宙之宇成論的思想見于

《老子》第四十章、四十二章等等立中，如說:道Lþ'一，

一牛二，三牛..---，三

生萬物"而《老子》的第一章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可以說是討論宇宙本
體的問題.關于本體論問題在《莊于》書中就有更為明確的記載，如說:“泰

初有無，無有知名，一之所起，有 A 而未形，物得以正主謂之德國"(((天地》)“泰
初有無，無有無名"就是“道"“道"不僅是“無名"而 f::L 11:“無有"

~p “道"

是沒有任何現定性的抽象的存在.這個“道"是未分化的統一于宙存在的根
接，萬物都是從統一狀態分化出來.從這里看，在四世紀前後中國哲學已達
到了假高的水平.

但是到漢代的哲學并沒有繼承和發展老莊哲學中的~體

論思想，而只是繼承若先秦哲學中的宇宙牛成論思想，并使之具體化.如在

《准南于﹒做買訓》中用“元氣說"解釋《莊子﹒齊物論》中關于“有怕也者，

, ，有無也者"

一段話，把莊于的思辨哲學變成描述下宙的牛成過程.不

僅如此，漢代哲學中還包含著相當量宮附于自構成的學說，如《准南于﹒天
文古11)) 中就有對宇宙構成的具體描述;董仲舒的《春耿繁露陰陽出入》中別提
出了一更為拉維續密的于宙運動結構圖.這樣就產牛了一個問題，于宙如此
生成有沒有一個造物主?

這個問題本來在《准南-于》和《春秋繁露》都用哲學

的語言或不甚明確的語言有所 I司答.例如，在《准南于 '7乏文自 11))中有如下

→歧:“古未有天地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至百漠間. iJF!蒙鴻皮，其知
其門.有二神;但生，經天營地"高誘注:“二神，陰喝之神也， ~且在，俱正f::
也"吾吾此“二神"當指陰陽二氣，不過把“氣"加以神秘化了.而在《春秋繁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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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命》中說:“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午，末之有也.天者
萬物之而且，萬物非夫不牛弋; <<郊語》中說:“天才有百神之大君"可見“天"是

最高的神，它可以往萬物，支配人世的一切方面，從而把“天"神秘化了.
這也是?由構成論的一種表現形式，

這種天神造|宜說是用哲學的形式表現

出來，而不是用神話的形式表現出來.

先奈的歷史神話到兩漠也有 1巨大發展，例如在 <<ìtt 南子》中就有不少炎 TU 、
站，舟、

1品巨頭、堯、拜、禹等等“聖王"的神話故事，而且這些歷史人物的神

話故事在漢代各精書中如《禮記》、《大載禮》、《說苑》、《論衡》、《白虎通》、
《風俗通義》等等書中反覆出現，甚至也包含在正史如《史記》之中.在《史記
﹒封禪書》就記載有其你升仙的神話故事.為什麼要把歷史人物神話化?正1(;
認為，這是由二J 中國古代都希望社會由“聖王"來統治，把“聖王"ìfì$ fì吉化才能

顯示其權威性與神聖性.漢王朝為一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要集權就必須
造就俑，王的權威和l 神聖，廣泛地宣揚和利用歷史神話故事，正是其政治上的

需要.從這方面君，“理王"既然無所不能，那麼也應能創造世界，并由“聖
王叮們向世人宣告是由“聖王"創造了世界，這樣“聖王"才可以是具有絕對權
威者.
這種為政治所需要的歷史神話所要求的“聖王"和當時在論證于宙生成時

所引入的諸神神話相結合，就為產生系統的創世神話墊定了基礎，這就是當
時絆書創世神話出現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絆書創世神話雖具有其

時代特點: (1)“創世神話叮1: 往都是由“聖王"說出的; (2) 創世英雄也必

定是“聖一王"

; (3) 在綽書神話中的削世過程又往往與《周易》和先秦以來哲

學?宙構成的理論相附會.

中國系統的創世神話是產牛在哲學的?宙生成

論之後，這府和l 古希臘假不相同.從古希臘文化的發展看，是先有創世神話，

如赫西俄德的《神譜)) ，然後才有?宙生成的哲學學說，去日泰勒斯認為“;j("是
萬物的基始，德說克里特的原于論等等;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才討論本體

論問題.而在 1'1立國則是先有?由 "1 'J或學誼和本體論!思想，然後在漢代宇宙生
)文學說得到發脹而本體論學說反而消失，正是在?宙作一成論相當成熟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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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社會的需要而產生了結書的創世神話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