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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引：天地开华夏（Tiāndì kāi huáxià） 

 

混沌初分盘古先，太极两仪四象悬。 

子天丑地人寅出，避除兽患有巢贤。 

燧人取火免鲜食，伏羲画卦阴阳前。 

神农治世尝百草，轩辕礼乐婚姻联。 

 少昊五帝民物阜，禹王治水洪波蠲(juān)。 

承平享国至四百，桀王无道乾坤颠。 

日纵妹喜荒酒色，成汤造亳洗腥羶。 

放桀南巢拯暴虐，云霓如愿后苏全。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一天，两位天神共工和颛顼(zhuān xū)争夺

帝位，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西北角的一条撑天柱子和东南角的一条

系地大绳，结果，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神女娲采集五色石，炼石

补天。远古史前，三皇之后，尧帝在位，那个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

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

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帝召开

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

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但大家说：“现在

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 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

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zhù 

bà)，结果洪水冲塌(tā)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尧帝老去，舜接替尧成为天子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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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

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

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ruò)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

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

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

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

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

大山，叫龙门山。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xiá 

zhǎi)。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

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

(záo)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

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jì chéng)人。因为大禹治水

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成为天子。 

 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天子位子。 

这样一来，天子的禅让制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制度。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家天下王朝——夏朝出现了。这个天子叫“启(qǐ)”，就是大禹

的儿子。从此，中国人的语言里就有了“开启”新纪元的说法。 

 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经历了四百年，直到最后出

了个暴君夏桀(jié)。元年乙未，成汤领人造反，天下人都顺应成汤，

推翻了夏桀的虐(nüè)政，建立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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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夏桀无道的结果，天下大旱了七年，成汤祈祷(qí dǎo)桑林，天

降大雨，又用庄山的金子铸(zhù)币，发钱拯救人民。当时，有人作

曲音乐“大濩(huò)”，濩也就是保护的意思，用来歌颂汤王宽仁大德，

能救护生民。汤王在位十三年后逝世，享年一百岁。 商朝共存了有

六百四十年，从汤王一直传到纣王，共计有 28 个商朝帝王，列在下

面： 

成汤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

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

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纣王 

 

纣王是帝乙的第三个儿子。帝乙王生有三个儿子：老大微子启，

老二微子衍，老三寿王。有一天，帝乙到御(yù)园游玩，领众文武一

起玩赏牡丹花。刚走进御园的飞云阁，突然飞云阁上一根横梁断塌

(tā)，危急之际，寿王挺身而出，托梁换柱，力大无比，救下了父王

和文武随从。为此，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赵启等向第乙王上本建

议，立寿王为太子。帝乙王在位三十年去世，托孤给太师闻仲，立寿

王为天子，称为纣王，把朝歌建都为京城。 

当时，文官有太师闻仲，武将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足以安邦，

武足以定国。中宫元配夫人皇后姜氏，西宫妃子黄氏，馨庆宫妃子杨

氏。三宫后妃，都德性贞静，柔和贤淑。纣王坐享太平，万民乐业；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 

商朝有八百镇。有四路大诸侯：东伯侯姜桓楚，居于东鲁，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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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鄂崇禹(È chóng yǔ)，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镇诸侯领

二百镇小诸侯，共八百镇诸侯。 

纣王七年，早春三月的一天，纣王早朝登殿(diàn)，召集文武百

官。天子问当驾官：“有奏章出班，无事朝散。”问完后，只见右班中

出来一位宰相商容，俯伏在金阶向纣王奏说：“我王天子陛下，明天

是三月十五日，女娲娘娘的圣诞节，请陛下驾临女娲宫降香。” 纣王

问：“女娲有什么功德啊，朕(zhèn)要亲自去降香？”商容回奏：“女

娲娘娘是上古神女，天生有圣德。那时共工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

地陷东南。女娲娘娘采集五色石，炼之以补青天，所以有功于百姓，

大家立寺纪念她。陛下应当前去祭祀(jì sì)烧香，以求女神娘娘施福

国家。” 纣王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说：“好，朕同意了，传朕旨意：

明天乘辇(niǎn)，两班文武随同，一起去女娲宫进香。”只是这一回纣

王不去还好，这一去女娲宫烧香，结果惹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

荡风雷激，天下从此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