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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北京古城 破「雙龍」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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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景山公園平面圖，酷似一尊盤腿打坐的人像，人們稱其為「景山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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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吉光羽 

鍾輅 ( 生卒年無考 )，唐代

學者，是「定命論」與「輪迴」

學說的堅決主張者。

唐文宗太和年間 (827—835

年 )，鍾輅擔任崇文館校書郎。

常與博聞識廣者共處，徵集奇聞

異事；尤對前定之事，倍加關

注，必弄清來龍去脈，然後記

錄，撰成《前定錄》一卷，收錄人

在生前天定之事二十三則，以筆

記實錄的體裁寫成。

他在思想上融「定命」與「運

命」於一體，認為貴賤貧富、生

死壽夭等等，是上蒼注定的，前

世、今生、來世的循環輪轉，也

是注定的，不可改變的；他勸戒

人們不要在命定之外，再作任何

追求，「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

鍾輅論命 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下

面介紹其中一則：

鍾輅《前定錄‧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擔任廣

文館博士。有一人名叫鄭相如，

年 50 多歲，從隴右來京城，參

加明經科的考試。他以侄子的身

分拜訪鄭虔，鄭虔沒有用特別的

禮節招待他。

過幾天，他又來拜訪，鄭

虔像上次一樣招待他。鄭相如於

是對鄭虔說：「叔父！你很瞭解

我的才能嗎？孔夫子說過：『那

些能繼承周禮的人，即使過了百

代，也會被人瞭解、懷念。』我

差不多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但

假如在孔門弟子中，還不敢和顏

回相比；如果說到子夏這些人，

我就沒甚麼好謙讓的！」

鄭虔聽了這話，十分驚訝，

便認真細問、考查，驗證鄭相如

說的話。他確實對答如流，深刻

《峻嶺溪橋

圖》鄭虔作

品，遼寧省

博物舘藏。 

精要，果然不假！於是，鄭虔關

起門來，連續幾天，和他交談。

鄭虔對他說：「你有這樣的

水平，為甚麼不早來應科舉之

試，而要等到這麼大的年歲？」

鄭相如說：「命中注定，我

明年才當成名，之所以沒早些來

應試，就是時候還沒到啊！」 

鄭虔問：「你命中應當做甚

麼官呢？」他回答說：「以後七

年，我會被提拔授職做衢州信安

縣的縣尉，俸滿即死。」

鄭虔又問：「我的後事，你

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他答：「從現在起，過五年，

國家當改年號；再過十五年，幽

薊地區，將發生大亂，天下有奸

賊造反。叔父你那時，會被叛賊

侮辱自己的名節。假如你能忠誠

國家，就可以免於處死，而只被

貶官外調。若不加檢點、注意，

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第二年春，鄭相如果然考取

了明經。以後七年，調到衢州信

安縣做縣尉。赴任前，同鄭虔作

永遠的訣別，流淚離開了。

過了三年，有衢州監察使來

京，鄭虔向他詢問鄭相如還在不

在？對方回答說：「他離任後幾

個月，就突然去世，葬在千佛寺

附近。」開元二十九年，朝廷改

年號為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

山在洛陽叛亂，派偽署西京留守

張通儒，到達長安京城，把朝廷

官員驅趕到洛陽就職，鄭虔被派

到東平偽署，任水部郎中。

他想起鄭相如的預言，便

假裝得了中風病，拒不就任，同

時暗中寫奏章給肅宗表忠心。肅

宗即位於靈武，率部平定了洛陽

後，便命令御史臺三司，追查接

受叛賊「封命之臣」的罪責。鄭

虔因心不向叛賊，只是被貶遷做

台州司戶，直到老死。鄭虔很感

謝鄭相如早年的提醒，得以善

後。鄭相如和鄭虔的互動、遭

遇，乃前世注定。     

（出自《聖哲論命》）

文︱章閣

城內的寺院廟宇、宮殿廳堂

均按照天象星辰排列，與人間京

城遙相對應。如此精心營建的北

京城，融合著人們對神佛和上天

的信仰，將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

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法天象地」布局都城

歷代開國之君定都建城乃遵

循「法天象地」原則，建築格局

展現的高超智慧，呈現的宏觀視

野，都令後世驚歎。隨著時間的

推移，留下見證，融入數千年的

神傳文化中。

在古代天文體系中，星空被

劃分為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以紫微星（北極帝星）為中心。

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

天市垣。每一垣包含數個星座，

都有東、西二藩星環列左右，

形如牆垣，所以稱為「垣」。四

象，也叫四宮，即東方蒼龍、西

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四宮各有七顆星星，共計二十八

宿。星辰排列方向不同，從整體

的布局來看，它們就像北極帝星

的藩屏，雖異向而同心。

其中，太微垣是南宮，即朝

廷的意思，天帝在此聽政。群星

多以官職命名。紫微垣位於北

天中央，天帝居所所在地。天市

垣象徵聚眾貿易之所，這一垣的

星星，多以貨物、經營的市場命

名。北極星代表帝王，二十八星

宿代表封侯任命的官吏，滿天的

小星星代表芸芸庶民。太史公司

馬遷所著《史記‧天官書》記錄

了五百五十八顆星星，完整地介

紹了全天星官的職責，以及各星

宿對應到人間的體現。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每一

個新的王朝建立後，營建都城都

將天象模式與人間政治、百官官

衙相比附。人間皇城布局，儼然

是天象在人間的再現，宮殿、城

垣、官署、壇廟、街市、水道等

均是法天而成，「必上合天星垣

局，下鐘正龍王氣」。國都，也

稱京師，這一說法從周朝開始沿

用，表示天子所居之地。京，大

也；師，眾也。所以天子居住之

地，必能率領大眾。一國之都是

萬國表率，也是首善之區。法天

象地修建都城，表示天子秉承天

象，以此作為教化之本，星宿之

間尊卑分明、秩序井然，人間皇

城遵循天文排列，建築群陰陽有

序、尊卑有別，各在其位，各司

其職。王都先正，繼而正萬邦。

歷史上，譬如吳都闔閭大

城（蘇州城前身）、秦都咸陽、

漢都長安、隋朝大興城、唐朝兩

京（長安城及洛陽城）、宋朝開

封、元朝大都、明清紫禁城等，

均是模擬宇宙構造，象天而建，

以示皇者尊貴。

元朝營建北京城，明清時期

在此基礎上修建紫禁城，將天上

星象排列在人間表現得淋漓盡

致。天上紫微垣，北極帝星東西

兩側排列著十五顆藩星。在北京

城中軸線上分布，象徵乾陽的乾

清宮、象徵坤陰的坤寧宮、象徵

陰陽交匯的交泰殿，左右還分布

東西六宮，共十五宮。

北京都城南、北、東、西

四個方位建有天壇、地壇、日壇

北京城乃元世祖忽必烈命奇

人劉秉忠按天宮布局，取乾

坤之象修建而成，城門、各

大殿名稱多出自於《周易》。

和月壇郊祀場所。北京城置於

四郊中央位置。一條長長的中

軸線自北而南穿越宮城、皇城

和內城。由上而觀，形成巨大的

「中」字，體現居「天下之中」的

理念。皇權至高，帝都至尊。以

天象為指導，通過模擬星象規劃

城池，營建帝都，溝通天地人三

才，感通神明。

北京古城深藏玄機

近代科學家利用遙感技術拍

攝了全北京城鳥瞰圖，在翻閱大

量史料後驚奇地發現，明朝人設

計的北京城是「雙龍」布局，即

一條「水龍」和一條「陸龍」，

衡山環水，蔚為奇觀。其中，「水

龍」以南海為龍頭，湖心島為龍

眼，中南海和北海構成龍身，什

剎海是龍尾。整條「水龍」擺向

西北方向。「陸龍」則俯臥在北

京中軸線上。天安門宛若龍吻，

金水橋為龍頷虯，東、西長安街

如同兩條龍鬚，從天安門到午門

則是龍鼻，太廟與社稷壇如同龍

眼，故宮恰似龍骨龍身，四座角

樓宛如龍的四爪，伸向八方，而

景山、地安門大街與鐘鼓樓構成

龍尾。正陽門酷似一顆寶珠。陳

列於北京中軸線的古代建築群，

呈現出巨龍鎖珠的氣勢，營建精

巧，極富匠心。

1987 年 3 月，在北京航空

遙感成果展覽會上，曾發表一個

驚人消息。通過遙感衛星拍攝

的北京景山公園平面圖，酷似一

尊盤腿打坐的人像，人們稱其為

「景山坐像」。

從衛星照片上看，頤和園的

昆明湖像是一個壽桃，萬壽山像

是展翅的蝙蝠，十七孔橋則成為

一隻長長的龜頸圖。所以頤和園

設計體現著「福、祿、壽」三層

寓意。據《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一書所述：「整個北京城浸透了

儒、道、佛之思想與文化，大都

城門和大殿名稱多出自《周易》乾

坤之象，廟宇、寺院、殿堂皆按

天象安排所建。」

文化浩劫毀古城布局

毛澤東指示：「舊北京就等

於舊世界，我們就是要善於破壞

它，城牆要拆，城門要拆，牌樓

要拆，胡同要拆，四合院要拆，

舊的東西就是封建的東西，統統

必須破壞。」劉少奇訪問蘇聯，

向史達林請示有關市政建設問

題。前蘇聯提供了市政改建計

畫，於 1950 年獲得毛澤東的批

准。自此，一場建築文化浩劫降

臨北京古城。

北京市建設局孔慶普主持拆

除了歷代帝王廟景德坊和東交民

巷牌樓。據他所述：「從 1952 年

拆除西便門開始，到 1958 年拆

完永定門，我先後主持拆除甕城

9 座、城樓 11 座、城台 12 座、

城門箭樓 9 座、箭台 12 座、城

門閘樓 1 座、城角箭樓 3 座。共

拆除城牆 23.3 公里，占全部城

牆 34.4 公里的 67.7%。」精妙的

古城布局，在這場建築文化浩劫

中，遭到肆無忌憚地破壞，並設

置了三座建築，毛澤東紀念堂、

「大墳包」大劇院，以及央視大

樓，風水亂局，貽害子孫。

天壇建築具有中國傳統文

化特有象徵的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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