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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神话中昆仑山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典著作，为中华最早的神山，相传为大地

的中心，为万山的源头，中华的祖庭，巍峨壮丽无比，让古人与今人都神往不已，更有许多

人孜孜不倦地在地球各个角落不断去考据、探寻、论证昆仑的位置，但却无功而返，或与记

载不符，让人遗憾。

这里以《山海经》关于昆仑的描绘为准绳，结合其它经文古籍关于昆仑的记录，及现今地球

地貌的实际分布形态，来考查上古神山昆仑的全貌。地理上的昆仑山， 一般指昆仑山脉，

由汉武帝赐名，位于西藏与新疆的交界，不是这里考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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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古神山

神话中昆仑山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典著作，为中华最早的神山，传为大地的中

心，为万山的源头，中华的祖庭，巍峨壮丽无比，这里引用众多古籍关于昆仑的描绘，让人

们对昆仑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同时也作为后面论证昆仑结构的参考：

《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

（西周）《穆天子传》卷三：☐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

葬，以诏后世。

（西周）《穆天子传》卷三：“乙丑，天子觞西王母於瑶池之上。”

（战国）屈原《楚辞·天问》曰：“昆仑悬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

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战国）佚名《尔雅·释丘》谓：“三成为昆仑丘”。

（战国）佚名《尔雅》曰：河出昆仑虚。

（战国）佚名《山海经》：“周穆王至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锺山之岭，勒石西王母之

山，纪迹玄圃之上。”

（战国）佚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王母穴处昆仑之丘。”

（战国）佚名《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圆

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昆仑南渊深三百仞。

（战国）佚名《山海经·海内东经》：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战国）佚名《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歧舌东，为虚四方。

（战国）佚名《山海经·大荒南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

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战国）列御寇《列子·周穆王》曰：“天子升于昆仑之丘……先王所谓悬圃。”

（战国）列御寇《列子·周穆王》记：“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

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

日行万里。”



（汉）佚名《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

（汉）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围三千里，员周

如削，铜柱下有屋，壁方百丈。”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昆仑，上通璇玑（北斗星）……是以太上名山，鼎于五方，

镇地理也。号天柱”。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昆仑……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昆仑，号曰昆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

万里。又有弱水周回绕匝。”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昆仑，相去正等，面方各五千里，上层是群龙所聚”、“洲

上多凤麟。”

（汉）佚名《河图括地象》：“龙池之山，四方而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群龙之居。多

五花树（按五花草），群龙食之。去会稽四万五千里。”

（汉）佚名《河图括地象》：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汉）佚名《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之墟，有五城十二楼，河水出焉，四维多玉。”“掘

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北门开以内（纳）不周之风”。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论》：“昆仑……其上有醴泉、瑶池。”

（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有九井九门，弱水环绕四周：“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
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

（汉）刘安《淮南子》：“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

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

（东晋）干宝《搜神记》曰：昆仑之山，是惟帝之下都，环以炎火山。

（北魏）《水经注》：“昆仑墟在西北，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

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去嵩

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唐）释氏《西域记》曰：牢兰海东伏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于，鲜卑山。东流

至金城为大河。河出昆仑，昆仑即阿耨达山也。



二、昆仑掠影

由这些古籍记载可知，昆仑的众口一词的描绘有：以上诸多古籍文献，从不同角度共同描述

了昆仑丘之“悬”、“圃”、“四门（九门）”、“增（层）城”、“木禾”、“九井”、

“开明兽”、“五城十二楼”、“不周山”等地貌形态以及周边有“弱水环绕”，有“炎火

之山”。这里作一个总结：

昆仑处在中国西北方位

《水经注》：“昆仑墟在西北。《楚辞·天问》：西北辟启。《海内十洲记》：“昆仑，号

曰昆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山

海经·海内东经》：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河图括地象》：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

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神州西北有昆仑）。

规模巨大，方圆以千里万里记，高度以万仞记，是大地中心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圆八百里，高万仞。《神异经》曰：围三千里。《海

内十洲记》：“昆仑，方广万里。《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水经注》：

“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四方结构，其侧面是平的，层叠结构

《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河图括地象》：“龙池之山，四方而高。

《海内十洲记》：“昆仑，相去正等（底下边距相等，是正方形的意思）。《神异经》曰：

员周如削。《楚辞·天问》曰：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水经注》：三成为昆仑丘。《昆仑

说》曰：昆仑之山三级。《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之墟，有五城十二楼。

上有天柱，天柱之上有悬圃，悬圃可以让人登临，是帝生活的地方

《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海内十洲记》：号天柱。《淮

南子》：“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悬圃。《楚辞·天问》曰：昆仑悬圃，其凥安在？

《列子·周穆王》曰：天子升于昆仑之丘……先王所谓悬圃。

四面环渊，边上有炎火之山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山海经·大荒南经》：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

其外有炎火之山。《淮南子·地形训》：弱水环绕四周；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

之山。《海内十洲记》：“昆仑……又有弱水周回绕匝。”《搜神记》曰：环以炎火山。

是黄河的源头

（战国）佚名《尔雅》曰：河出昆仑虚。《山海经·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

西南又入渤海。《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河图括地象》曰：河水出焉。《西域

记》曰：河出昆仑。



如此，就可以得出昆仑的整体形象：

昆仑处在中国西北方位；规模巨大，方圆以千里万里记，高度以万仞记，是大地中心；四方

结构，其侧面是平的，层叠结构；上有天柱，天柱之上有悬圃，悬圃可以让人登临，是帝生

活的地方；四面环渊，边上有炎火之山；是黄河的源头。

三、不周山

考查《山海经》中昆仑的方位，可以发现，同一位置，存在另一座传说中的神山：不周山。

这里略引一些关于不周山的传说与记录。

据王逸注《离骚》，高周注《淮南子·道原训》均考不周山在（当今的）昆仑山西北。相传

不周山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但不周山终年寒冷，长年飘雪，非凡夫俗子所能徒

步到达。

《列子·汤问》云：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

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

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战国）佚名《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

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

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战国）佚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

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易纬·通卦验》云：立冬，不周风至。《说文》十三云：西北曰不周风。

可以对比不周山与昆仑，两者整体形象几近一致：

不周山与昆仑，都处在西北方位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

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

不周山与昆仑，其上也有天柱，规模巨大，层级结构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

倾西北。天柱上连着天。

——《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淮南子》：“昆仑之丘，……

或上倍之，是谓悬圃。

不周山与昆仑，其结构都是方的

——不周，不是圆周，也是四方的意思。

——《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神异经》曰：员周如削。

不周山与昆仑，都有神兽守护

——《山海经·大荒西经》：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

不周山与昆仑，都是神居住的地方

——相传不周山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百神之所在。

不周山与昆仑，都黄河的源头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虫焉】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



水所潜也。

——《尔雅》曰：河出昆仑虚。《淮南子·览冥训》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

输也。

不周山与昆仑，都是太上名山。昆仑，也算记录颇丰，但这么一座大山就凭空消失，属于有

头无尾的记载，而不周山又有明确记载“不周山崩、天柱折”的过程，只是叙载了了，属于

有尾无头的记载，而两者的其它特征又是如此的接近，由此可断定：

昆仑之虚=不周山，昆仑，就是不周山+天柱+天的整体结构。简略：昆仑=不周山

《山海经》是不同时代的创作集合，对同一地方有不同称谓。昆仑之虚与不周山的关系，就

如南京与金陵的关系。不周山崩，就是昆仑崩。天柱折，就是昆仑的天柱折。这是考证不周

山与昆仑的重要发现之一。

四、昆仑方位

许多人打算在地球上找到昆仑，有说是埃及金字塔的，有说是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峰的，有说

是山西省晋城市析城山，有说是冈底斯山，有说是青藏高原的，甚至有说是云南石林的，等

等。除了这些找到的塔与峰明显与山海经记载的是昆仑规模巨大，方位存在于中国西北，是

黄河源头这些记载完全不匹配之外，也犯一个静态看待事物的错误，即他们以为昆仑从上古

年代到现代是不变化，只静静地处在原地待人们去发现，而忽视了万物是运动的，成住坏空

是万物循环之理，所谓沧海桑田就是如此。昆仑，就是不周山，上有天柱，按山海经记载的

确是存在过，其规模也的确如书上所描绘，但经过上万年的时间到现在让人们找不到方位，

在于现在它只是消失了。

这么一座连着天地的太上神山，在其崩折之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也就是地球地轴

偏向的意思，足可见事件发生时的能量释放之大，也印证其规模之巨大，才能在崩折之时让

地球都要轴偏向。大凡普通山体、大楼在地震之时崩塌，会产生石块碎片等残骸，若是老旧

大楼通过炸药爆破，则会产生更细微的粉尘。昆仑崩塌天柱折断，是被共工这一大神用“头”



触之后的结果，因此这一结果除了符合碎片化、粉尘化的一般物理过程与结果之外，也是一

个人为（神为）事件。

就如航母要在大海中才能正常游弋，小池塘太小是不行的，对于昆仑这种方圆八百上千里高

万仞的大山，也要更大的范围才能容纳的。昆仑在中国西北，但中国西北有平地形态的，又

是巨大范围的区域，只有一个：塔里木盆地，盆地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周边沙漠。沙漠的沙

子，其实是粉尘的另一种说法，住在北方的人们在经受沙尘暴的折磨之后更有感触。

有没有可能沙子就是昆仑天柱崩析后的残骸呢？这里就有一个沙漠疑云的问题。

沙漠，主要成因按现代科学说法是副热带高压导致控制区域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及形成沙

漠，并写在地理科教书中，被认为是科学结论。至于副热带高压是如何导致控制区域的石头

化成沙子的，则没有可理解的物理过程描绘。而用风化来解释，一般人们看到的风化结果是

如戈壁那样的碎石石片存在，能形成大规模细沙的，只是雨水冲刷山体或地表汇集粉尘再沉

淀到河床或海岸而形成。塔里木盆地，怎么能存在这么巨量的沙子呢？

要理解这一问题，就要区分什么是现象，什么是理论。这里沙漠，在科教书上被认为是副热

带高压所控制导致气候干燥，雨水稀少。显然，沙漠存在、副热带高压存在，气候干燥，雨

水稀少，这些都是现象，是客观事实。而认为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及形

成沙漠，其实是人为主观推论的结果，而非事实。为何不可以是沙漠存在，导致气候干燥，

雨水稀少，并在其区域上空表达副热带高压呢？

对比与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同 40 纬度左右的中国华北、美国中部、欧洲南部，同

为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何以看不到沙漠？有说理由是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季风吹入。但问题

是季风为何吹不到沙漠地区？是季风太弱了吹不到呢，还是由于沙漠的存在让季风吹到了也

造不成影响？现实的地理环境中，有很多沙漠就在海边的，无数的水汽从沙漠上空飘过却无

法形成降雨，就在于是沙漠的存在的结果，更有沙漠本身就处在水里。且察看历年的全球卫

星云图影像可知，每年都有无数的水汽云团从塔里木盆地上方经过，但此地就是雨水稀少。

因此用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沙漠成因，是一个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于是可以反过来理解，



即沙漠存在，导致气候干燥，雨水稀少，植被不能覆盖，并在其区域上空表达为副热带高压。

这里带来的问题就是沙漠基于什么原因存在？

可以先看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般数据：整个沙漠东西长约 1000 公里，南北宽约 400 公

里，面积达 33 万平方公里。平均年降水不超过 100 毫米，最低只有四五毫米；而平均蒸发

量却高达 2500～3400毫米。这个数据带来的疑问之一是平均年降水量只有 100 毫米的沙漠，

何以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 2500~3400 毫米？按质量守恒定律，这数据说明一个事实：每年除

了上方少量降水之外，其它地方汇集入沙漠的水占比重更多。这些水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周边

高山雨水向低洼地汇集的结果。

这一结果又带来一个推论：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之前，每年这么巨量的水汇集的结果，必会

带来塔里木盆地成为海洋。于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之前，塔里木盆地会一直是海洋，没

有任何地质构造来说明塔里木盆地海洋向沙漠自然转变的可能，在于这每年汇集的水量在沙

漠形成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的巨量，根本不能用地壳上升、海洋干涸之类的地质活动来说

明。如此可知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是自然形成的，那可以考虑另一种情况：非自然形成的。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一个超乎人们意料之外又合乎记载的结论：

昆仑，也即不周山，曾坐落于塔里木盆地中心。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昆仑崩塌化成粉尘所致。

崩塌过程还填埋塔里木盆地曾有过的海洋，致其消失。这个消失的海洋，就是西北海。

五、昆仑形态

昆仑，也即不周山，曾坐落在塔里木盆地曾托存的广阔水域，即西北海，于是可以简单理解

其方位就在中国西北部，也是黄河的源头。这就与山海经记录的完全一致，也与塔克拉玛干

沙漠形成相契合，且没有科学界沙漠成因与事实不符的现象。这里可以继续考查昆仑的规模

与结构。

昆仑的规模与结构，在《山海经》及众古籍若隐若现地描绘：高万仞，悬圃，增城九重，四



方之门，有铜柱，高入天，围三千里，员周如削，铜柱下有屋，壁方百丈，虚四方。方广万

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相去正等（底下边距相等，是正方形的意思），员周如削。昆仑

之山三级。有五城十二楼。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相去正等，面

方各五千里，上层是群龙所聚，有九井九门，四维多玉，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

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

一是昆仑极其高，以万仞万里记，远远高于地球上自然形成的山峰，喜马拉雅山的 8848 米

高度，这说明昆仑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个人造或神造建筑。

二是昆仑有层级结构，有“增城九重”，就是一层一层的城叠加到九重，也说有五城十二楼，

这仍说明昆仑是建筑而非自然山峰。

三是昆仑是正四方结构，侧面是削平。这种形态在地球上能找到对应的建筑，那就是金字塔。

也即，昆仑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巨大金字塔，是一个神造物。

四是昆仑即不周山，按不周山传说，是上方有天柱，天柱上方还有天。因此昆仑三层可能说

的就是这不周山、天柱、天的三层结构，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

按李卫东先生著作《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考证，天就是神的宇宙飞船，今人叫月亮。这也

与天帝居住在天的描绘是契合的，在于能居住的地方，必是一个实体，而非当下人们抬到头

看到的虚无天空。

古人的尺度与今人的尺度有所出入，古代的“里”据称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一般考证是

周秦汉，一里＝415.8 米，清光绪，一里＝576 米，1929 年，一里＝500 米右。由于这里无

法确定古籍中描绘昆仑尺度“方圆八百里”、“三千里”等等巨大数据的“里”是具体哪一

个标准，因此这里选择周秦汉的标准：一里=415.8 米，同时选择“八百里”作为规模数据，

即长八百里，宽八百里，“围三千里”折算成正方形边长是 750 里，也是很接近。如此折算

成如今的尺度就是 333*333 平方公里，如此就可以计算昆仑的体积，这些数据都只是估算值，

是用来参考之用。



昆仑是一座金字塔，参照埃及金字塔结构，其斜面角度是 52 度，底是 333*333 平方公里，

如此可得塔尖高度在 213 公里，由于昆仑上面还有天柱，因此这金字塔并不是纯锥形结构，

而是梯锥形结构，更象玛雅金字塔——甚至就可以认为玛雅金字塔就是昆仑的微缩模型，因

此可以取 3/4 高度，即 160 公里高。这就是昆仑的规模：底是 333*333 平方公里，高 160
公里。如此就可以还原昆仑的整体结构：

下面基座是金字塔，即昆仑之虚，中间是天柱，上方是天（月球）；金字塔有九层城叠加，

塔顶有屋，壁方百丈，等等。

确定了昆仑的位置，勾勒出昆仑的整体形象，以昆仑为地理坐标基点，再根据《山海经》及

其它古籍记录，就可以考查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几个主要的地理地质概念，如西北海、西海、

大荒、泑泽，等等，会有更多的惊奇发现。

六、西北海与西海

塔里木盆地曾托存的广阔水域，就是西北海。

后人们根据《山海经》记录，找不到西北海，于是对西北海感到莫明其妙，这是用静止的观

点看待万物状态的结果，以为上古时期西北海存过，今天也必然不变可以在地球上找得到的，

这是人们观念的问题，而非西北海必然到现在也应存在。上古时期这片海域真的存在过，只

是随昆仑崩塌时被填埋后消失了。

由上面例举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降水量与蒸发量对比可知，塔里木盆地产生之后，塔克拉玛

干沙漠诞生之前，塔里木盆地由于周边山脉不断的水量汇集，必会形成一个广阔的水域，按

有人对这个水量的比喻，相当于每年有 0.7 个渤海的水量流入塔里木盆地，因此产生海洋是

必然的。当下人们只看到一片沙漠形态，在于昆仑崩塌后所致。沙漠，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

塔里木盆地的成因并非科学界所言的“地质构造隆升”，而是小行星坠地撞击后形成超级史

前火山口，火山停止喷发后冷却内缩所致，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表。



《山海经》记录了西海，同样今人们找不到其方位，有考证其是广西桂林曾存在的一片湖。

也有考证青海湖，也曾叫西海，但这个海与青海湖的水量是不匹配的，如当下叫湖更适合，

青海湖古时被叫作西海，很可能与当今的昆仑山这名称由来一样，是先有“昆仑”这一传说，

后人（即汉武帝）将塔里木盆地南边的山脉命名为“昆仑山”，同样先有西海的古籍记录，

后人将青海湖叫作“西海”。

塔里木盆地曾有过海洋，后来消失，形成当下状态。于是可以放眼中国的另一个盆地：四川

盆地。也可以判断其曾是海洋，其形成海洋环境的过程也是一样的，都是汇集周边高山雨水

而成。

即四川盆地曾托存一片广阔水域，是为西海。

全览四川盆地底部区域的地貌可以看存在无数多的蕨叶状小山丘，这些山丘，其实是海水退

却剩下的底部淤泥干燥收缩后的凝结形态。由于西海水域广阔，海底淤泥层也厚，于是形成



的淤泥小山丘形态相对生活中盆底杯底的条状污垢形态也是巨大。

四川盆地的成因也并非科学界所言的“地质构造隆升”，也是小行星坠地撞击后形成超级史

前火山口，火山停止喷发后冷却内缩所致，只是这个年代比塔里木盆地形成时期还要久远，

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表。

西海的水是如何消失而成为当下四川盆地的形态的呢？这有另一个事件记录来符合四川盆

地的海洋消失的原因：大禹治水。

七、大禹治水

人们通常理解大禹治水治的是黄河泛滥水患，但这其实与古籍记录及上古神话传说不符的。

由昆仑（即不周山）崩塌的结果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这一规模宏大的事件可知，这

其实是地球地轴向东南偏向所致。由于地轴剧烈偏向，导致海水巨量倒灌。想象地轴剧烈偏

向时，那几百几千米高的海水向陆地高原奔袭，真是当时人类的世界末日。这是整个地球的

运动形态剧变，于是这大洪水是全球性，这与世界各族人民都有的大洪水传说是相契合的。

而大禹治水，就是在“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传说之后，因此可以断定大禹治水，不仅仅

是治理黄河一条水道，而治理整个华夏大地的所有影响水流动的河道，这里也包括长江。

一般水流在群山高峰中前进，是沿山谷走向由高向低流动的，这符合人们的常识。但长江水

道的三峡段，却并不完全是如此，而是穿过很多高峰断崖，带来的问题提这些高峰断崖的形

成原因是什么。自然人们可以说是地震滑坡、风蚀雨浸所致。若只一个山体形成自然塌陷形

态，当然可以这么去解释，而若是一排山体形成切几近垂直的切削面，这种解释就很牵强了，

因为大规模塌陷更容易形成堰塞湖，是堵塞水道而不是疏道水道。基于这种认识，打开谷歌

地球查看长江三峡水道及其周边山峰地貌，除了今人的普通水泥建筑之外，可以发现其它明

显的人为印迹。比如长江三峡巫山县附近的水道，两边的山崖，过于明显的劈削印迹与开凿

沟痕，绝不能用自然形成来解释，且这种印迹还很多。



就算用现代人造机械开挖山峰或炸药爆破在山中开路也是很艰难，何以大禹治水时的农民们

拿着铁镐铁锹能劈削如此高大的山峰及挖开花刚岩基质的三峡水道？

这同样是人们观念的问题，而不是上古时期的先民们没有这种能力。在于当下人们接受的流

传广泛的大禹治水场景，大略是一个叫大禹的原始农耕部落的首领，因黄河泛滥，为保证族

人生存与粮食生产，领导一群土陶粗衣的泥腿子拿着铁镐铁锹不断地疏通河道，加固河堤的

故事。

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有《尚书》中的《禹贡》一篇，说的是大禹“禹

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确定九州，沿着山脉来疏浚开挖水道，让“江、汉朝宗

于海”，让长江与汉水都流向大海。从《禹贡》篇章描写大禹治水的规模来看，也是非常宏

大的一个事件，治理对象是九州九河九山九泽，面积涉及上百万平方公里。这里可以先引用

《禹贡》篇章几段文字让今人感受一下大禹治水的宏伟场景：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 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

至 于碣石，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 桐柏至于陪尾。

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 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

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 河，入于海。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 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

蠡， 东，为北江，入于海。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 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

于海。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 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

北， 东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 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 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若按大禹时代是原始社会部落这一说法，那么对应的是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根本是没有能力

去治理这么广阔的区域。即便是刚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我国，面对长江黄河的泛滥，也经常

是无能为力，象九八年的长江洪水更是让人心有余悸。现代工业能力也不过是能在这些大川

大河之上建些水坝发个电，远不如大禹治水这个“导”字体现出来的能力与自信：导，就是

疏导、疏通的意思。原本堵塞的河道，给疏通，原本没有连通的地方，给挖开。对于小江小

河或许可以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招些人力对河道挖挖淤泥加加宽加加深，但《禹贡》记

录的是长江、黄河、岷江、渭水、洛水等等很多著名大川，这些大川几乎都是河面极为宽广，

且河道穿梭在高山俊岭之中，治水的先民们面对的是湍急的水流与坚硬的山石，只有铁镐铁

锹的原始社会时代怎么可能有远超现代的能力去改造这些大川，只会是蚂蚁撼树才对。



又比如“江、汉朝宗于海”这一条记录，让长江与汉水都流向大海。只有在长江、汉水都不

曾流入大海，然后大禹领导先民们通过治理让长江、汉长流入大海，这条记录才有意义。否

则若是长江、汉水本就流入大海，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去记录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记

录，是与长江三峡水道的形态是相契合的，这个水道及周边山形地貌存在太多人工劈削挖凿

的痕迹。问现代化的我国，敢夸大口说要去改变长江、汉水的水道？敢说在三峡这种地貌下

大规模劈山斩石？显然是不敢的。

同时原始部落由于生产力极落后，导致人口只停留在几千上万的规模，相对现代城市动辄百

万千万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少的，如此即组织不了足够的人口去实施这么大规模的治水活动，

也没有必要去治理这么广阔的区域，这么点人口随便找块没水淹过的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平

原就可以很好地生产粮食以满足要求，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么方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复杂大地

上折腾与治理大水。

而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还有是大禹用挖出来的山石在黄河某处边上堆出一个叫“积石”的山，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更是画蛇添足之举。按现代人的操作方式，河道、山谷里挖出来的

土石方，直接堆在边上更省时省力，没有必千里迢迢去运送到某个点堆放。要知道大禹治水

的范围是整个华夏大地，是九州区域，每一条水道挖出来的土石方都送去堆积石山，除了费

时费力之外，还涉及面对巨大土石方时要用到的运输工具、交通路径、驱动能源等等配套设

施。大禹治水、积石成山这些事件与原始社会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

因此说这种大禹治水是原始社会状态下的事件判定，根本是与记录及客观条件不符的。大禹

治水事件展现的场景，无不体现着远超现代科技水平的能力。大禹治水事件即已记录在案，

成为华夏一族的信仰，而说是原始社会时代发生的事件，则是今人的猜测，在记录与猜测两

者之间，必有一个是错的，显然是今人猜错了，在于原始社会下的生产力不能支撑大禹治水

这一行为。于是必另有合理的逻辑去支撑事件的描绘，由此就可以用反面的场景来推断，即

大禹治水，其实是远超于现代科技水平的能力对华夏地形地貌及水道的改造。

这在于“昆仑”这一记录其考查所能拓展出来的另类场景。这另类场景的源头就是昆仑，是

方圆八百里、高上百公里的宏伟建筑，是神造物。巨大的建筑，需要巨量材料及巨大机械，



这是当下建筑业的常识，同样对于这么一个比现代建筑更要大无数倍规模的昆仑，那所需的

机械，也会比当下最大的人工机械要大无数倍，想象无数比如今的大型航空母舰还要大很多

倍的陆地挖掘机在华夏大地上来回驰骋，操控这样的巨型机械之力，开挖如长江、黄河这种

宽阔的水道及三峡之类的高山岩石地形，都是相对要轻松的。

也即，大禹治水，是先民们操控着远比现代挖掘机还要先进的巨型机械，破谷开河，削峰凿

崖，治理神州大地各条水道与大泽的场景。

这么描绘远超今人的想象力，比科幻片还要科幻，让人绝难接受，根源是西方科学那种粗浅

的考古发现先入为主地误导人们所致。西方人凭借几块简陋的骨头化石考证上古时期人类只

处于猿人形态或原始社会，而忽视了更广泛的古籍文字记录与神话故事传承的上古人类历史

是一个比当下还要高不知几个层次的超发达科技文明存在的可能。这里描绘的长江三峡水道

的地形地貌印证，与古籍记录相契合，并符合上古神话的逻辑线。西海，即四川盆地曾托曾

的广阔水域，就是大禹治水过程中先民疏浚开挖长江三峡其周边地貌，然后慢慢流尽，成为



当今的盆地形态。

这里也有另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推论：整个长江水道的中下游部分，主体都是挖出来的，而非

完全天然而成，这里就不继续探究了。

八、沙漠

昆仑与天柱崩折后，形成粉尘碎片散落在周边，就形成广袤无垠的沙漠。自塔克拉玛干沙漠

向西偏南方向延伸路径上的中东阿拉伯沙漠、西北非撒哈拉沙漠都是如此成因。这种认识没

有科学界关于沙漠成因的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并可以为治理沙漠提供正确的科学依

据。

一般理解是，昆仑崩塌后形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周边沙漠，如我国最著名的八大沙漠分别是：

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库木塔格沙漠、柴达木

盆地沙漠、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

象库木库里沙漠，是我国存在的世界上最高的沙漠。当下的任何地质构造都无法解说这么高

的沙漠形成原因，而用昆仑崩塌后粉尘散落在这青藏高原的边北角上，就可以简单解说这一

沙漠的成因。同样，柴达木盆地沙漠，也是如此由粉尘从极高处散落所致。

天柱折断后，由于位置更高，能在地球上飘浮更长时间，受自身惯性与地球自转影响也就能

落得更远，落在地表后就形成中东阿拉伯沙漠、西北非撒哈拉沙漠。

有记录称 1983 年，一队法国士兵进入撒哈拉，在撒哈拉的恩阿哲尔和塔西利台高原上发现

了大型壁画群，后经各方考古学家们对这个壁画研究，得出结果是表明撒哈拉沙漠在 4000
年前（一说是 8000 年前），是气候适宜有人类生活的绿洲，并推断撒哈拉沙漠是由于绿洲

逐渐变得干旱所致。同样这里要区分现象描绘，与理论推导。即存在大型壁画群，存在沙漠，

壁画时间有 4000 年多的历史，都是现象。推断撒哈拉沙漠曾经存在广阔的绿洲是理论，说



撒哈拉沙漠是由于绿洲逐渐变得干旱所致，也是猜想。

说撒哈啦沙漠是由绿洲干旱变成所致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于绿洲存在的前提本就是先有

沙漠，然后在沙漠之中有很少的一块绿地，被称为绿洲。而撒哈拉沙漠是有 900 万平方公里，

那绿洲面积也可以有这么大，就不是很小的绿地。于是这样的“绿洲”，就是草原、森林的

意思了。如此广阔地域的草原环境，就算是干旱，也无法说明这么多沙子从何而来，更多会

象非洲的中南部等地方，是草原性地形而留传至今。同样与撒哈拉沙漠对称纬度的南部非洲

根本就没有大面积的沙漠，因此说是气候干旱导致撒哈拉沙漠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于是可以

反过来理解，是这撒哈拉沙漠的存在，导致了气候干旱，这一认识逻辑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对

气候的影响是一致的，两者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地点的产物。

这里的沙漠，就是天柱折断化为粉尘后散落在西北非地区与中东阿拉伯地区所至，才能在极

短的时间内形成这么广阔的沙漠。

九、泑泽与岳崇之山

确定了昆仑就是不周山，坐落在塔里木盆地中心，高百公里以上，塔里木盆地曾托存的广阔

水域就是西北海，就可以以此为坐标，来考查昆仑周边地理名词的实际指代，比如泑泽、岳

崇之山等等。可以先引用《山海经·西山经》里关于泑泽、岳崇之山的记录：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虫焉】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

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泑泽在《山海经》的通行释译版本里，被认为是罗布泊水域。查看如塔里木盆地与罗布泊的

地理位置就可以知道，在于西北海未被填埋之前，罗布泊水域，只是西北海东边末端部分，

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高地来间隔，因此两者是一体的。记录此景的古人只能观察到西北海茫

茫一片水域的情形，不能象今人一般看到当下一沙一水的明显差异。因此说罗布泊虽然位在

塔里木盆地的东边，与《山海经·西山经》记录的泑泽有相近的指向，但这种判定是不对的。



若说泑泽是罗布泊，也与“河水所潜也”这一记录完全不相符，在于罗布泊相对黄河，过于

遥远，无法达成一体的水域形态。造成这一错误认识的原因，仍在于以静态的角度看待古籍

中记录的这些地形地貌，以为这些地形地貌是完全不动不变的，可以让人们轻轻松松找到原

样形态，而忘了先民们沧海桑田的教诲。

于是，就可以考查塔里木盆地东边的其它地方，就可以发现另一块盆地状地形：阿拉善盟区

域的凹陷区域，包含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为主体的区域。这些沙漠的成因，也是与塔

克拉玛干沙漠成因一样，都是昆仑崩塌之后粉尘散落周边后填埋所致。这一凹陷区域，在未

被填埋之前，由于其地势略高，又通过河西走廊北侧的低洼通道与西北海相连，就能承受西

北海溢出的海水，成为一片大泽。

即泑泽，是阿拉善盟区域凹陷地带曾托存的一片广阔水泽。

这么推断，与《山海经·西山经》里关于泑泽的除方向之外的其它记录是一致的，比如“河

水所潜也”，就是黄河经过但看不到河段，在于黄河在此区域与之连成一体，成一个水面。

泑泽之于黄河，就如鄱阳湖之于长江。黄河中上游这一带，在上古时期，也是郁郁葱葱，一

片生机。而就算是这一区域已经成为沙漠，但人们当下仍能发现在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

漠一带，存在大量的盐渍池，数量很多，面积很广，这也表明这一带存在大量的水，由此在

未成沙漠之前，也必然存在大量的水，即为大泽，与实际一致。

同样，由昆仑方位与“彼临岳崇之山”记录可知：岳崇之山，就是青藏高原，或是今天的昆

仑山脉。

岳，从山，从丘，象两座高大的山峰形，表示连绵高山大岭，崇，也是高山峻岭意思，岳崇

之山，就是高山峻岭连绵不断的山脉的意思。结合《山海经·大荒西经》的不周山另一条记

录，是“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

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放在昆仑的边上的山脉，又不在东，

东边有幕山与泑泽；又不西，西边有湿山；又不在北，北边有诸【虫焉】之山；那只有在南

边的青藏高原，即符合这一方位，又符合这一结构特征。



这种古地理名词考查可以有更多，这里只略举一二。有兴趣的人可以以昆仑坐落在塔里木盆

地中心这一核心方位判定，结合《山海经》相关记录，继续考查更多的古地理名词所指代的

地形地貌。

十、神的逍遥

这里结合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山海经》、《淮南子》的上古时期记录，用一条逻辑线将各

事件串联起来，还原上古时期的人类历史发生的主体事件：

一万年前，神（帝），即更高科技水平的文明族类，驾驶巨型宇宙飞船（天）来到地球，造

人当劳力。人是神的基因工程下的产品，华夏一族更是融合了神的基因，才那么地充满灵秀

之气（女娲造人）。在环太平洋沿岸挖渠采沙，于塔里木盆地曾托存的广阔水域，即西北海

中心区域，建立不周山与天柱（昆仑，山海经），以作能源供应站及连接地面与飞船之间的

运输通道，开采青藏高原底下的钻石矿（五彩石），改造地球地貌，并教导处于蒙昧状态的

人类以文化与知识，飞船（天，悬圃，圆）停留在不周山（地，金字塔，方）上空几千公里

高处的近地球轨道（天圆地方）。

后神魔之间的冲突发生星际与全球战争（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圣经中上帝与撒旦之战。

看白人的基因，应是撒旦盗取神的基因库后的产品，片断不完整，才象兽，浑身长毛，体味

重），结果导致不周山与天柱损毁，并在人类中留下不周山崩、天柱折的神话传说（不周山

崩、天柱折）。其中有巨人族被核武烧死（夸父追日）、（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印度史诗《薄

迦梵歌》），核武过后一片焦土（旱魃）。宇宙飞船（天）受损后脱离地球（天开一口），

导致地轴倾斜海水倒灌（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整个人类文明毁于一旦，从而有后来的大

禹治水半信史记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大洪水传说，及圣经的上帝造人、大洪水、方舟等

等记载（大洪水传说，挪亚方舟）。

不周山粉碎后形成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准噶尔沙漠及周边沙漠等，坠落粉尘导致

全球沙尘暴（太阳消失，黄帝造指南车），同时填埋了西北海，导致西北海消失并形成盆地

沉积层（西北海）。天柱粉碎并坠落后形成中东阿拉伯拉沙漠与北非撒哈拉沙漠等。飞船（天）



在控制之下上升到远地球轨道，后有其它飞船过来修复（女娲补天），众多飞船在天空中反

射阳光，从而有“十日并出”的神话传说（十日并出）。众多飞船完成修复任务后离开（后

羿射日），飞船修复后神离开地球，回到飞船（嫦娥奔月），最后飞船（天）停留在远地球

轨道守护人类文明，现代人称之为月亮。

大洪水发生后，华夏一族在大禹领导下治水（大禹治水），操控巨型机械开挖长江三峡疏导

西海，治理黄河，等等。在一切神的伟业归于太虚，尘埃落定之后，神离开人类，由人类自

主演化，人类文明也从神话时期进入半信史时期。华夏子民是神的后裔，华夏大地有“神州”

称号是名副其实。

十一、结束语

本文考证的昆仑形态及相关记录的还原，是探究人类文明上古历史的一大步，希望对后来者

有帮助。

人是神的后裔，虽不能如神那般永生，但也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灵性生命，不容亵渎。人类文

明的不断发展，在展现着神的荣光的同时，人类个体前赴后继，谱写着自身奋斗的文明篇章，

于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如流星般耀眼的光芒，感悟人生体悟天道，以大道为邻。

独占潇洒

愿生命化做那朵莲花

功名利禄全抛下

让百世传颂神的逍遥

我辈只需独占世间潇洒

告别，无休的征战

告别，不息的厮杀

用血泪换一个千古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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