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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大河图介绍

大河图-姓张。徐州魏公人士，一个求道易之人的名号。取自《论语》河出图，洛出书，

圣人则之。伏羲画先天，文王演后天及六十四卦，到后来的孔子之《十翼》，三圣演易而成。

河图为体，洛书为用，天地造化，皆在其中，用之大矣。遂得名-大河图。喜爱钻研周易佛

学和道学，喜欢独处。目前在研究易理、梅花、六爻，大六壬，堪舆、奇门、诵道藏。此站

点是作者日常抽捡时间的零星记录。

作者年幼时常听身边老人讲解离我家十里地的下邳圯桥，有一长须老者用拾履考验留

候张良（道家张天师），后黄石公传授其《太公兵法》据说其中包含奇门协助刘邦得天下（后

来看了蔡东藩的前汉和后汉演义，楚汉之争的确是精彩）。后来我经常去观瞻张天师的留侯

祠，寻找那圯桥旧址去怀古，那地方离白门楼（此地我也经常去）旧址也不算远。虽说我也

姓张，我想我绝不是天师的后人，我祖上是清末从安徽因饥荒逃难至此，堂号百忍堂。祖上

没有一人研读周易，或者研究过周易或者参与过道教。只是我的爷爷是个镇上的高中语文教

师，受爷爷的影响对文字颇有兴趣，后来我爷爷到我家看到我藏书周易，他也知道文王演卦，

我想老先生又是语文老师知道文王八卦亦在情理之中。

或许是缘分天注定，我进入大学的旁边就是项羽的故里，里面霸王的蜡像我经常进去观瞻。

暇余时间特意去找兵书战策及诸子百家之书去探究，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用家教赚的钱去当地

新华书店淘清仓的旧书，我现在还保留当时买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等。偶然看

到一本易经，读后犹如天书，但心中似有所得，冥冥窈窈，但是我不固化的认为易经一本算

天地之书，这是我看易经第一遍的切实感受（通俗点说就是迷迷糊糊，似有所悟，却无有得）。

也恰是这个时期，项王故里外的高墙下有一条小路，我一日傍晚入黑路过这里回去，因为可

以抄近路所以我经常走，我记得路边还有一条河，河边有个寺庙，晚钟常响仿佛传入水中。

晚上关灯入睡没 20分钟，我就觉得我的脚头有个人站在那里，我下意识的站了起来，大喊

一声项羽跟我回来了，吓了一身汗，当晚是个不眠之夜-这或许就是读易人的感应道交吧！

自此我只要有闲空，就在城里穿街走巷去找地摊书或者旧书店（因为我穷啊）去找此类的书

籍，也包括古文贤者之书，越发不可收拾。像《孙子兵法》、《兵书战策》、《淮南子》、

《谋略库》、老本《资治通鉴》、《说文解字》、《盐铁论》、《诸子集成》、包括后期我

https://www.dahetu.cn/tags-30.html
https://www.dahetu.cn/tags-29.html
https://www.dahetu.cn/tags-59.html
https://www.dahetu.cn/tags-57.html
https://www.dahetu.cn/tags-27.html


藏的《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等，当然易经五术之书目前多的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但是看的

越多愈发觉得自己知之甚少，越是需要学习。在以后的人生里，在身上发生了诸多难以解释

或者离奇，或者您认为是疯话的事情，以及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等等，越发觉得一生白骏过隙，

一生的宿命，便也坦然去面对，自己也沉浸易学其中，自有自己的乐趣，不求闻达，聊慰一

生。

在民间，特别是乡村，故意将周易神秘化，以至于作易的术士越神秘，村民就愈发信

服。大河图为易拒绝故弄玄虚，以合服易理为宗，专注周易学术研究。

我的心得，学易不能只看易类术，因为答案不是在一本或者一类书中，观览百家，更

容易侦破天机。有和大河图类似学易经历或者对易学痴迷的人，可以共勉了，莫说相公痴，

更有痴似相公者。

大河图微信: zhouyihetuluoshu



大河图于张良留侯祠



（二）平洋龙和山地龙一样有星曜

天星下照，地上成形。

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形丽于天，天有星光，地有星形。在天为星，在地为峰。

峰有形态，星有光芒。

名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

平原上的龙脉都是由高山退卸剥换后，到平地。煞气脱尽，气象阔大，力量强，

龙行脉隐。隐藏的龙脉，形态和星曜完全隐匿，此为阳极阴生的象，形象端严，

与山地的龙脉没有区别。在隐藏的平地之中，高起一突，犹如明月映在万顷湖波

之中，犹如鹤立鸡群。高起之下，若有洼地，则为龙穴。

高山寻龙，看星峰及方位。平地看龙，当寻两侧水流之行。

水有源头，分支支流，然后两水交汇，即有真龙隐身其中。真龙来自干流，与两

水交汇处出脉，然仍需察水之情势，去弓抱，以聚真气。

山逼水夹，山水一体。山反水亦反，水反山亦反。反则气散；砂飞水走，地气泄

尽。

好地：重重包裹，由近而远；近有枝叶周回，锁住堂气。远则百里之外，千回百

转，弯环如城郭，此即平洋宽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8 整理



（三）平洋龙的行龙之阴阳变化 与山水

的变化原理

星峰顿伏落平去，外山隔水来相顾，

平中似掌似回窝，隐隐微微邱阜露，

便从邱阜觅回窝，或有勾夹如旋赢，

勾夹似案赢似穴，山去名堂聚气分，

四旁绕护如城郭，水绕山环聚一窝，

龙从高处而起，生出阴阳变化（体现在形势上），星峰起伏变化，从大到小，从

势高到低微，直到平阳之地。平洋之地名堂宽阔，外山隔水（山水乃龙气阴阳变

化随行），曲曲绕绕。

平原之地，形如仰掌（掌心低洼似窝），四周略高如檐，中间也有回涡（逆行水

涡状）之处，这样就是行龙的阴来阳落（静中来，动中显）。

在大涡中，细看如有圆圆的丘阜（高起的土丘如台），此就是阳中变化出阴。

在丘阜之上若见有砂，如勾夹一样，可以为案，如果有突出的旋涡似螺的则可以

为穴。

水随着山流转，环绕此局，所以说水缠绕山而行，气依靠水而界止，保护其中真

气。

如此反复层层的阴阳变化，阴化阳，阳化阴，才可以见到真穴。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8 整理



（四）平洋龙如何分辨高低之地 和平洋

龙真迹 山水的看法

霜降水涸寻不见，春夏水高龙嵴现，此是平洋看龙法，

过脉如丝或如线，高水一寸即是山，低水一寸水迴环，

平洋龙寻龙方法:看水平面,比水平面高一寸即是山,比水平面低一寸的就是水,全

靠眼力.观察水所流经之处,当霜降水干涸的时候,不好查询。当春夏水涨，有潮水

高涨，出现一片汪洋的时候，不久潮水逐渐退却，最先出水平面的，自然是位置

高的地方。

水缠便是山缠象，缠得真龙如仰掌，窝心掌里或乳头，端然有穴昭天象

如果能根据陆地露出水平面的地貌情况，绘出图样，那么龙脉的痕迹就显现了。

有低一寸的水缠绕，则必有高一寸的山缠绕。水缠和山缠交织，缠出仰掌，便是

真龙所在。穴地就在窝心、掌里、乳头，端庄献瑞，平洋龙形成的真龙和山水也

是星辰下照所形成的象。上应天象：紫微、太微、天市。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8 整理



（五）什么是明堂?明堂形态的吉凶判断

标准

明堂是指：堪舆中,来龙结穴处前面的群山环绕、众水朝贡、生气聚合的地方。

按照距离龙穴的远近可以分为：小明堂、中名堂（内明堂）、大名堂（外明

堂）、凡是大富大贵的龙穴，必然内外明堂俱全。

小明堂：凡是窝、钳、乳、突四种穴形状，在穴的位置四周略低的地段，下

雨的时候，有水从上至下向左右分流，交汇在穴的下部分正中的地方。

中明堂：龙穴前方，左右青龙白虎方环抱之内的平坦的地方。

大明堂：龙穴前方和案山的外部之间，众水聚合的地方。

以下情况名堂为吉：

1、形状完整、曲曲回环。

2、高低分明、四面平稳，中间低洼（水聚天心）、干净而四周略高。

3 横要横的好，竖要竖的直，方要方的好。

以下情况名堂为凶：

1、内明堂太宽，外明堂太窄。

2、明堂处有窟窿、石堆、堵塞、四面山崩缺、界水不明。

3、恶石林立、圆峰内包、山脚射堂、倾斜崩塌陷楼台亭阁。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8整理



（六）真龙穴山缠水绕之道 什么是龙

穴？平洋龙和山地龙的察看方法区别？“四

没神机”是什么?

水绕山缠在平坡，远有围山近有河，

祇爱山来抱身体，不爱水急去从他，

水抱应知山亦抱，水不抱兮山亦倒。

什么是龙穴？

龙穴，即是龙脉之穴，是大地理的经络穴位。地理的生气经过龙脉行走，在穴位

上停留，找到这种能聚合生气的穴位，作为生气最好。好穴，应该势大，形正、

聚气、威风。

平洋龙和山地龙的察看方法区别？

平洋龙无有秀丽耸立的山峰，很难发现起伏，所以，平洋龙对比水平面，高一寸

为山为起，低一寸为水为伏。由此可知，山地龙和平洋龙寻龙的区别。平洋龙的

行和止需要依据水的流动来判断，水的流动没有阻碍，平洋龙即在行走，水止二

逢湖或者水塘，则就平洋龙停止了。

山和水的关系，就是龙行的蛛丝马迹。山水相互缠绕保护，则龙气聚合，山水背

驰则散。

龙脉的藕断丝连

莫道高山龙易识，行到平洋失藕迹，

藕断丝连正好寻，退卸愈多愈有力，

高龙多下低处藏，四没神机便寻得，

祖宗父母数程遥，误得时师皆不识，

凡到平洋莫问踪，祇观水绕是真龙，

平洋龙的真龙察找其实就是查看水绕山，山不易察，则先找水。龙从高山退卸后，

进入平洋。退卸愈多，蛛丝马迹愈容易查看。高山的龙气进入平洋有“四没神机”



的说法；说法有二。

一，没祖、没宗、没父母、没兄弟、意思就是找不到其龙脉的来路。

二、没玄武、没朱雀、没青龙、没白虎，这个意思是难以找准龙穴而来扦穴。

总结：

平洋龙从山地龙千里而来，祖宗父母自然遥远，所以难以辨认。所以杨公说寻水

为依据，别管千里来龙的踪迹啦，只看水绕就可以知道龙脉。

念得龙经无眼力，万卷珍藏也是空。

读书万卷，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找龙也是如此啊，最

重要的是理论学习后，到实践中去，才有大收获。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9 日总结



（七）什么是垣局?山脉山地龙堪舆风水

的龙脉结构图

"垣"本意是指墙、城郭。雄山峻岭的真气舒展行走到平原地区,四周远山环绕抱,

平原中间一马平川。平原地区阳气上浮，根据平原地区大小，建造最适合大小的

建筑城市，堪舆中称为“垣局”。垣局是大龙脉的正结，山水的大会和之处，星

辰分明，气势非凡。

山脉山地龙堪舆风水的龙脉结构图

1、祖山：基址背后的起始山脉。

2、少祖山：祖山前面的山脉。

3、主山（来龙）：少祖山前面的山脉，基址后面的山脉。

4、青龙：基址左侧的山脉。



5、白虎：基址右侧的山脉。

6、护山：青龙白虎上外侧的山脉。

7、案山：基址前隔水的近山。

8、朝山：与案山隔水的基址的远山。

9、水口山：水口去处的左右两山。

10、龙脉：连接祖山、少祖山、主山之间的山脉。

11、龙穴：基址的最佳选择地点。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29 日总结



（八）堪舆中北辰星及北极星帝座星的

重要地位

北辰一星天之尊，

上将上相次上丞。

天乙太乙当门路，

华盖三台相后先。

此星万中不得一，

此星不许时人识。

识得之时不用裁，

留与皇国镇家国。

北辰星在垣局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天上的星垣，本身有一定的方位，垣内的星也

有一定的数量，不多不少，也许正好，此处极难理解，本身宇宙物质就是在变动

中守其恒。那么在天的形象，和在地成形的对应规则，无用定律，但是总体来说，

是大约相等的。

论语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拱卫）。这里的北辰星是星宿里的紫微

垣内的帝座星，因为天上的星垣，只有中元一局的紫微宫在北极圈内，所以紫微

宫里的帝座星就是北极星，也就是北辰星。

另云：堪舆中水口外巨大的高峰，水口上方的水口峰愈高大俊美，则内部的龙穴

的气势也就愈庞大。所以水口处高大的山峰，我们称之为天雄星，遂我们在查看

水口处高大的山峰中，其中有山峰，上出云霄巍然可畏者（言谓高耸），就是北

辰星。

北辰：帝座星。

上将：破军星。

上相：左辅星。

天乙、太乙：帝座星两旁拱卫之星。

华盖、三台：星星聚合之体的形状。



此七星：有的隶属紫微垣、有的属于太微垣。

总结：世间罕有的垣局，是帝王之地，万中不得一。关系国家兴乱更替，百姓安

危的天运盛衰。所以不能随便告诉世俗之人。即使有幸认识，也不能任意使用，

而应该留待承天启运的皇王，来经邦治国，福泽苍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30 日总结



（九）堪舆中九星和山峰形局形状的关

系

请从垣外论九星，北斗星宫系几名，

贪巨武曲并辅弼，禄文廉破地中行。

九星人言有三吉，三吉之余有辅弼。

不知星曜定镏铢，祸福之门教君识。

在紫微垣之外有一个星座，叫做北斗。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

曲、破军，此即北斗七星。在第六颗星的两边有，尊帝二星化为左辅星右弼星，

环绕北斗以斡旋元气，加起来一共九星。

为了寻龙的方便，便以此九星为依据，判断山峰山脉的分类，配合九星之名，

来论吉凶。按照山峰的刑局以贪狼、巨门、武曲三星为吉，左辅星和右弼星亦为

吉。其余的禄存、文曲、廉贞、破军为凶。吉的可以作穴，凶的只能作龙行，不

用来作穴。

九星的变化多端，这里不多赘述，后面会逐渐的详细介绍。在此作特别说明的

是，巨门星与武曲星的形状，记载上有差异。

说法一、巨门为方形（取土论），武曲为圆形（取金论）。

说法二、武曲为方形，巨门为圆形。

以上说法是有争议的说法，读者自己辨别，个人偏向说法一。

张九仪的杨廖《九星之别》云：“廖名天财杨巨门，双脑兼凹平。廖名金水杨

武曲，三脑如金宿“。依次推论杨公所云的巨门应该为方形，武曲为圆形。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9 月 30日总结



（十）贪狼星的正体、变体、破面、乘龙、

带剑、出阵

九星和九星峰的关系

1、龙穴和山峰是天星之气在地表上的表现，是星气的真实反映；地法天。

2、天星下照，地上成形。

3、九星峰就是根据天上九星属性，在地上形成不同形状的结穴的山峰。

4、九星：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

贪狼星的正体和变体 四面圆尖 山顶平坦

贪狼顿起笋生峰，若是斜枝便不同。

贪狼星峰的形状；正形是，如同竹笋突起的样子，大的直上云霄，叫冲天木；

小的尖尖的山峰高起，如贵人卓然而立。

变体：枝脚斜飞。

贪狼峰的破面和乘龙

斜枝侧顶为破面，尖而有脚号乘龙。

山的脚是斜的，而顶部是侧立的，这是破军峰的破面之象。

乘龙：尖尖的有脚趾的样子，如同竹笋突起，而在底部有平开的两只脚，龙脉

从中流出，这是贪狼峰如同贵人高高的乘坐在龙脊的上面，一定是吉利富贵的龙

脉。

贪狼峰的带剑

脚下横拖为带剑，文武功名从此辩。

贪狼峰下面分开的两脚，如果脚下带有横拖的尖山或者石曜，就是贪狼带剑。

带剑有一只脚的，也有两只脚的，都贵。

贪狼主文章，贪狼带剑，出人以文官而兼掌军机。



贪狼峰出阵行龙

横看是顶侧是峰，此是贪狼出阵龙。

侧面为峰身直去，不是为朝便不住。

贪狼峰排队，撞背靠面，多峰连贯，山脉绵亘延长，横着看就是一排尖尖的山

顶，侧面看山顶各自有自己的山峰，这是贪狼峰行龙；龙气宏大，如果遇到大龙

脉融结成的大地，则此出阵贪狼行龙作为融结之地的远朝之山；如果没有没有遇

到，则出阵贪狼行龙继续行走，直到龙的剥换退卸，完成自己的融结之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7 日总结



（十一）四兽融聚之地龙聚峰乃真龙正

穴所在 四兽  不顾无龙之地不可做穴

四兽融聚

莫来此处认高峰，道是玄武在其中。

亦有高峰是玄武，玄武落时四兽聚。

顿起的高峰，不一样是贪狼行龙，也可能是穴后的玄武。当顿起的高峰低垂头，

然后四兽融聚则合局格了。

什么是四兽融聚？

玄武垂头、青龙蜿蜒绕抱而柔顺、白虎低头护穴而驯服、朱雀环拱朝揖而翔举，

四兽有情环抱相聚合局，称为四兽融聚。

什么是龙聚峰？

四兽融聚是真龙正穴所在,周围山峰高耸,处处密聚环拱,山峰团簇，此种地形为

龙聚峰。

什么是四兽不顾?

玄武、朱雀、青龙、白虎不聚合，表现在：青龙摆头向左，白虎蹲踞偏右，朱

雀反背，玄武昂头不下垂，此四兽各自独立东西，相互间不配合相互，此种地为

空亡地。

无龙之地不可做穴

空亡龙上莫寻穴，纵然有穴易歇灭。

四兽不顾的空亡之地，失去四兽的眷顾，不可以在这里做穴，也不可能有穴，

不是好地方，容易散真气，容易丁财耗尽，子孙全无。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7 日总结



（十二）随从之山关夹缠护与贪狼星很

像 容易辨认错

或从关夹是龙形，

正龙潜在夹中行。

时师多向夹龙觅，

不识真龙断续情。

关夹乃真龙行龙的随从之山，行龙中或有关夹一路跟随保护，看起来关夹气

势非凡（矗矗旗枪），容易引起误会以为这个和顿起的贪狼很像，那就误导了很

多地理师傅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仔细观察，从什么地方察看呢？从细节看，关

夹龙不回脱离其本相，这个相很重要。

关夹的相是什么样？

注意矗矗旗枪多为护卫之相，自然是飞峰倒脚的气度，从此处观察。

在干龙行龙的途中，两旁的关夹缠护，关夹的星峰高耸为了遮挡风和气，而

主干龙在关夹的中间，潜伏其中继续前行。没有太多星峰，所以容易混淆。

甄别之法二：

追踪干龙，无所遗漏。因为由干龙到真龙穴地,是需要剥换退卸的,由大大小,

由高到低落,或入平洋龙中,断断续续前行。真穴绝对不会在关夹模样形式结穴。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7 日总结



（十三）贪狼峰十二种类：尖、圆、平、

直、小、欹、斜、侧、石、倒、破、空

贪狼原有十二样，

尖圆平直小为上。

欹斜侧石倒破空，

祸福轻重自不同。

问君王到此如何分？

莫道贪狼一般形。

贪狼峰成格正形的有五种：尖、圆、平、直、小；

贪狼峰



贪狼峰变形不合格局有七种：欹、斜、侧、石、倒、破、空，共七样。

因效用不同，所以各自对应的吉凶祸福轻重也随之不同。知道了贪狼有这十

二样以后，要细细分辨每种山峰是属于哪一样的贪狼，认真追究，而不能以为一

般的顿起的尖峰就是贪狼峰了。所以有下面对这十二样的分述，以助于区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7日总结



（十四）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欹形

和破形

欹是崩崖破是折（折为断的意思）

欹同攲 qi：意思有二：1、倾斜。2、yi 三声 通“倚”，斜靠着。诗中的欹

的意思，倾斜的意思占多数。如果 1和 2 解释都可以，本身这种形体可以形容为

奇形怪状。

贪狼峰的欹形：由贪狼峰正体经过山峰四面都有崩崖，崩的不均匀，奇形怪

状，乍看不出，是何种星体，只是现状看着像贪狼星。

贪狼峰的破形：自峰峦顶上直至山脚有流水沟壑的痕迹，看上去就如人中露

出一样。破者：体有伤痕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7日总结



（十五）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斜形

斜是边有边不同（没边都不一样）。

贪狼峰的斜形：指的是两边明显不对称，一边瘦而陡峭或险如壁立，另一边

是舒缓延展并渐渐低下，呈现厚而有褥，远远望去就只有一边可见贪狼之形，另

一边又与它根本不对称。

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斜形 贪狼 九星 峦头 撼龙经 第 1张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7日总结



（十六）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侧形

侧是面尖身直去。

贪狼峰的侧形：此处论贪狼的侧形，与出阵贪狼其实都是属于同一形类，二

者一是"侧面是尖"，一是"侧面为峰"，不论为"尖"还是为"峰"，都是会"身直去"，

所以二者本质并无分别。

以上观点我不认同，侧是面尖身直去，我的理解是面朝我而尖，属于煞，身

直去为无情不可用，说的都是不合格局的要求。

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侧形 贪狼 九星 撼龙经 峦头 第 1张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7日总结



（十七）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空形

(多山洞的山)和石形(石头多的山)

空是岩穴多玲珑。

空是指山体中多山洞，有洞穿孔，真气泄漏所以不吉。

石头山因为五行之气运行与土壤之中，无土之山不能聚集真气，所以不吉。

贪狼峰的空形与石形。山峰顿起，它的形象应当与贪狼相类，只是山峰本身

有很多崖洞石窟，使得真气流漏，就成为空形，又或者是山峰土少并有石尖嶙峋

粗蠢，看不到一点秀气，就成为石形，这两者虽有贪狼的形状，但并没有贪狼的

吉利，所以属于贪狼形中的不吉之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7日总结



（十八）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倒形

倒是飞峰偏不正。

这一句讲述贪狼峰的倒形。先来了解何谓"飞峰"，在《疑龙经》卷说到："

背斜面直号飞峰"，由此可知"飞峰"的正面是峻直，背部却是倾斜。而贪狼中的

倒形与"飞峰"的区别在于：偏不正，也就是说倒形贪狼是面直而背斜，偏而不正

之形。

贪狼峰之变形不合规格之倒形 贪狼 峦头 撼龙经 九星 第 1张贪狼峰之变

形不合规格之倒形 贪狼 峦头 撼龙经 九星 第 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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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贪狼峰的五种正形 顿起笋尖

高、外圆平顶、平卧蚕、诀矢绳、笔头高塔

平地卓然顿起笋，

此是贪狼本来性。

圆无欹侧四面同，

平若卧蚕在高顶。

直如决矢引绳来，

小似笔头插高塔。

1、贪狼的本性、正体是：顿起如笋、尖峰秀丽、直冲云霄。

2、山峰的外形四面如圆柱、无欹形崩崖、无侧身横去，顶部是平顶的不是圆尖

的、也是贪狼的正形。

3、平行的贪狼：肥大肉厚(土),像睡卧的蚕,肥胖而长,横的在高高的地方，山地和

丘陵小山地区和平原地区都有。

4、诀矢：射箭的意思。暗指贪狼峰的小而有力量。瘦小秀丽的贪狼，就像射出

有绳子的箭一样，直而有力量劲道，可以穿透一切。

5、小似笔头插高塔：言说其贪狼不容易认识，因为他在另一个山峰之上，不易

察觉。高大的山上顿起的贪狼峰，此顿起的贪狼和他身下或者周边的山峰比较起

来，显得小巧，好似小小的毛笔尖插在山岭之上。杨筠松在《论禄存星》里云言：

大行山（言其有基山）上马耳峰（马的耳朵小巧直挺有力），禄存身上贪狼行。

泰山顶上有日观（指泰山，著名的观日出之处，日观锋），上有月亭高一半。此

是禄存上有贪，如此星峰谁能判。

下图网络上查找的月亭和日观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9 日总结



（二十）贪狼峰和廉贞火星的关系 尖、

小是真形

贪狼峰是由廉贞峰剥换而来得

火星焰起廉贞位，生出贪狼由此势。

若见火星动炎时，看他踪迹落何地。

此龙至贵不寻常，生出贪狼别有异。

火星位若廉贞起，落处须寻一百里。

火星焰起廉贞位，生出贪狼由此势。

贪狼峰是由廉贞峰剥换而来得，缘由是星峰有九星，也有五行的五星（根据五行

属性而得）金木水火土。尖峰直耸为火星。言廉贞是以九星为依据。尖而有起火

焰的为廉贞，尖尖的无火焰而且秀丽的为贪狼。五星中火星上尖尖的起火焰的，

为九星中的廉贞。

若见火星焰动时，看他踪迹落何地。

此龙至贵不寻常，生出贪狼别有异。

在大地上有发现廉贞星的时候，要注意寻找，一定有好的地。看的祖宗，南北走

向的山脉，寻找踪迹，找到她落在何处。但凡廉贞作为祖山的地方，气力都异常

的强大，分枝劈脉，生出贪狼、巨门、武曲、辅弼等。但是廉贞生出的贪狼一般

都是以尖小二者为真形。其余的圆、平、直另当别论。

廉贞和火星的关系

火星位若廉贞起，落处须寻一百里。

中有贪狼小小峰，时时回顾火星宫。

廉贞的气力强大，粗旷有力，离得太近杀气太重，所以不可结地，绵延远离，脱

卸剥换，杀气消失，然后生出嫩龙则吉，才能结地。

当遇到廉贞远播后生出的贪狼，耸起秀丽的贪狼，与廉贞遥遥相应的时候，此种



局为回望祖山火星宫，回龙顾祖，为吉。

世人只道贪狼好，不识廉贞是祖宗。

贪狼若非廉贞祖，为官也不到三公。

世人都说秀丽的贪狼是吉，却不知道廉贞是贪狼的祖宗，因为廉贞与尖尖的贪狼

是一脉相承。如果贪狼的祖宗不是廉贞，那就是像是没有根基的贪狼，底气不足，

即使发贵，也达不到三公。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19日总结



（二十一）高山平顶上寻龙的法诀和周

易的关系

高山顶上如平掌，中分细脉似蛇形。

在高山顶上遇到一个广阔的平坦地方，查看平坦中有细细的山脉（也可以是隆起

的土），像一条蛇，那这个蛇形就是贪狼之形了（正形的平）。

重点看平如掌，平占多数，掌心低洼为少数，取其少者为主。我们看易经的八卦

也都是以少者为主，以靜中取动，以动中取静。比如坎卦，砍中满，动其中。

所以我们遇到高山就断定是贪狼，也是不究竟的，应该从龙神显露真形的地方看

其中变化，变化就是阴阳。高山顶上有平原，平原中分出细脉如同蛇形一样，这

就是变化之处，才是龙神真形显现的地方，所以精损就是变化。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19日总结



（二十二）贪狼星峰贵龙和富龙 及真骨

脉气 贪狼的上岭蛇和下岭蛇的区别

贵龙和富龙的区别和特征

贵龙多是穿心出，富龙只从旁上生。

穿心就是正出的山脉，旁生就是偏出的山脉。这个山脉多指的是像蛇形的细脉，

绕着山顶的平地，如果从平地的中心穿过，此龙为贵。如果从山顶平地的旁边走

过来，此龙为富龙不贵。

什么是贪狼峰的真骨脉？

高山如帐后面遮，帐里微微似带斜。

先理解骨脉的意思：骨架和脉络。比喻主干及分支。

看起来像帐幕一样，在来龙的后面保护真龙，而在这个如同帐幕一样的高山里，

有一条微微斜垂的长带样子的脉，就是贪狼峰的真骨脉。

贪狼的上岭蛇和下岭蛇及其区别

带舞下来如鼠尾，此是贪狼上岭蛇。

带舞下来鹤伸颈，此是贪狼下岭蛇。

上岭解生朱紫客，下岭当为腐朽家。

接上面的贪狼峰的真骨脉来讲上岭蛇和下岭蛇。鼠尾细而秀软像带一样，从高山

上斜垂下来，看起来是贪狼蛇正在往山上爬行，气势旺盛。而下岭蛇是从高山上

飘舞带状下来的趋势，如同仙鹤的脖子一样肥而软。

上岭蛇和下岭蛇的区别

上岭蛇和下岭蛇都是贪狼的真气脉的显现，无论是上岭蛇的细软还是下岭蛇的臃

肿，他们都是不会影响贪狼星峰的形成。

上岭蛇真气归龙身，下岭蛇真气不归龙身。上岭蛇的贪狼主生紫衣之贵人；下岭

蛇的贪狼就是主生富足人家，腐朽家就是家里仓谷多腐烂掉了，形容富足。此是

从形体上看的。上升的为轻，轻为贵，下沉的为浊，为富足。朱紫客 “朱紫”



意思：大红大紫；“客”意思：人。朱紫客，代指权贵。

下岭蛇

贪狼行迹与真骨气

大山特跌小为贵，小山忽起大为势。

高低大小断续行，此是贪狼真骨气。

我们从山的变化来寻找贪狼的行踪。如果是绵延一路的大山高山处突然遇到了突

然耸立的像笋一样的贪狼峰，那么这个就是贪狼作为贵人。跌的意思是从高山一

下过渡到低点的山峰，特用跌字。我们细看，这其实就是靜中求动，阳中求阴，

阴中求阳的变化规律。如果绵延都是一律的小山突然耸立一个高大的如笋的星



峰，那一定是贪狼的气势显现了，势为高，高在小山中求。

贪狼的真骨气

如果我们遇到山脉高低起伏，一大一小，断断续续前行，那就是贪狼的真正的骨

气了，只有大小起伏的变化，才能脱卸杀气，才能生出贵气的龙来。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0日整理



（二十三）九星龙脉和祖山的继承关系

剥换脱卸后的真龙寻找要诀和真龙作穴特

点

九星龙脉和祖先的关系

大抵九星有种类，生子生孙巧相似。

相似方知骨脉真，剥换不真皆不是。

九星的真正龙脉和他的祖先有形有继承的关系。从元祖到少祖、父母、胎息（子

孙）的星峰，与龙的祖先种类定有相似之处。

九星的龙他的真脉行走的地方，显现出的形态和他的祖形保持相似的关系，这样

的话骨气的继承才是真。如果龙的剥换后，不能分辨出他与祖相似的形，那么他

一定不是真龙脉。

龙的剥换过程

一剥一换大生细，从大生细最奇异。

剥换退却见真龙，小峰依就贪狼置。

剥换如人剥衣裳，如蝉退壳蚕蜕匡。

或从大山落低小，或从高山落平阳。

真龙是从高大的山峰脱卸剥换后，煞气退卸干净后得来的，我们寻找龙的时候，

如果遇到高大的山峰，要顺着高大山峰去寻找他剥换去掉他的粗大，以展现出他

的嫩细，剥换的过程是反反复复的过程，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剥换到尽头后，就

可以捡到他的真龙出现，细嫩的小山峰与他的祖山形态一致。

九星的剥换顺序是：贪狼入巨门，巨门入禄存，禄存入文曲，文曲入廉贞，廉贞

入武曲，武曲入破军，破军入左辅，左辅入右弼。每类的星峰，都有 9-12节由

大到小的变换。

剥换的九星，就是剥换掉粗旷的祖山的粗老之态，变换出秀丽的细软之形。就好

像人脱掉了衣服，显现出父母赐予身体的本来面貌。就好像蝉退掉壳一样，变成



新生的知了昆虫。就好像蚕推掉老皮壳，变成细嫩的蚕蛹。体现在行龙上就是高

山变小山，或者高山之脉落到平阳之中，找不到龙的踪迹。所以需要智慧的眼睛，

才可以分辨的出。

寻龙的要诀

退却剥换成几段，十条九条乱复乱。

中有一条却是真，若是真时断复断。

从粗旷高大的祖山几经剥换退却，从高山落到低矮的小山，从高峰降落到平阳，

会产生层层分支，十条九条的不计其数，其中多数都是杂乱无章的和真龙混合在

一起，其中有一个必然是真龙。仔细查看这条真龙的行龙，也一定是高低大小变

化、断了又断，然后脱卸干净后融接而成的。

真龙做穴

乱山回抱在面前，不许一条出外边。

只有真龙坐穴后，乱山在外却为缠。

凡是真龙落处，一定有山在真龙的前后左右缠护，回抱环绕。不会有一个山脉是

反背无情的，只要是真龙作穴，即使是垣局外的乱山，也是缠护正穴的，不会反

背外翻。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0日 整理



（二十四）真龙需有罗星镇水口 什么是

罗星、罗城？识别罗星的妙诀（罗星的种类

和正形）?

真龙的面貌

此龙多从腰间落，回转势余作城郭。

城郭弯环生捍门，门外落星当腰着。（两山夹处的中腰）

如果是真龙的话，通常都是被真龙的四周的山脉环绕回环缠抱最近的龙，真龙多

数情况是从腰间脱卸落脉出脉的。而其他的枝脚的山脉，却是回转头来作为真龙

的城郭一样，缠护。弯弯曲曲缠绕有情，把守水口，生成龟蛇、华表、狮子、大

象、日月等来捍卫门口（出口）。在水口的地方，会有罗星兜收关拦。

什么是罗城和什么是罗星？

罗城本意：古时候是指都邑四周作为防御的城垣，一般的城垣有两重。里面的叫

做城，外层的叫郭，在堪舆中罗城是指龙穴四周的山峰。也是指在穴场或者宅基

地四周罗列的山峰。

罗星是指：在水口关拦处，有凸起的石墩或者土墩，在地户的位置，四面环水的

地形。

罗星和罗城

罗星要在罗城外，此与火星常作对。

火星龙始有罗星，若是罗星不居内。

居内名为抱养鳏，又名患眼坠胎山。

罗星是应在罗城之外的水口中，用来关拦镇守地户，锁水口，而罗星的产生是来

自火星龙的气脉生出来的，所以罗星和火星龙会遥遥相对相应。有火星龙然后才

有罗星，若是罗星不居内（这句话似乎看起来不合理，个人理解是罗星是不要居

在罗城内的，否则如果出现在罗城内会出现不好的情况）。如果罗星在罗城内，

就是失去了罗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就不能起到关拦水口锁住地户的作用。



如果罗星出现在罗城内，会主抱养（无子）、堕胎（无子）、患眼疾病（坏眼珠

子）。这些都是取罗星的象。

如果罗星在罗城内明堂左右或者前方会出现主抱养（无子）、堕胎（无子）、患

眼疾病（坏眼珠子）；

我们一 一来看：

抱养山(有子但不是亲生)：抱养山的特点是罗星圆圆的山峰不脱离主山（父母山），

与主山相连接。

堕胎山（有孕但留不住气脉若）堕胎山的特点是圆圆的山峰脱离了主山，但是仍

有细微的脉连接，但是气不足。

患眼山：圆圆的山峰在名堂之内，耀眼之处。

如果罗星在罗城内两肋之间，则主妇人养汉子，主淫乱。

所以：罗城内明堂内四首都不可有罗星，即使是其他龙山随身所带，穴中看不到，

但是如果运势走到此龙的节点，也会发凶。

罗星的势

罗星若生罗城口，城口皆为玉笋班。（玉笋班 ，指英才济济的朝班。）

罗星要似城墙势，龙在城中聚真气。

罗星若在城阙间（城门两旁的瞭望阁楼），时师唤作水口山。

罗星如果生在里罗城的口处，那么城口就叫做玉笋班。这样的罗星就像是罗城的

墙一样的高大势力，锁住罗城内局的龙的真气，让真气不泄漏。

罗星如果生在城门两侧的高高阙台的位置，这样的叫水口山。

辨别罗星的方法

欲识罗星真妙诀，一边枕水一边田。

田中有骨脉相连，或作顽石焦土坚。

此是火星有余气，卓立为星在水边。

认识辨别罗星的妙诀就是：罗星一边有水一边有田（可以是土或者山石陆地），

在田中有火星峰的真骨脉联接着罗星，火星的骨脉在罗城外，穿过田地到了水里

产生罗星（相连），我们在水口附近见到的顽石焦土，都是火星的余气而生。

罗星的各种类形状

贪巨罗星尖与方，武曲辅弼圆扁眠。



禄文廉贞多破碎，破军欹裂却堪嫌。

罗星的形状有：尖的、方的是贪狼。圆的是武曲，扁的是辅弼，破碎的是禄存文

曲廉贞。欹裂的是破军

罗星的正形

只有尖圆方扁星，此是罗星得正形。

忽然四面皆是水，两山环合郁然青。

罗星亦自有种类，细别星峰在水滨。

罗星的正形是：尖、圆、方、扁。如果生在罗城口就像是玉笋班的样子，罗星的

四周环山都是水，两山环合秀丽。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1日 整理



（二十五）巨门星 体方顶平 不生肢脚

巨门星峰的形状特征

巨门星 体方顶平 不生肢脚

巨门星峰的形状

巨门尊星性端庄，才离祖宗即高昂。

星峰自与众星别，不尖不圆其体方。

高起定为顿笏样，但是无脚生两旁。

如此星峰止一二，方冈之下如驱羊。

巨门星尊贵端正庄严，形体整整齐齐，巨门星在行龙的过程中，刚刚离开祖山就

昂起方正高大的山形，很容易辨别，形状方正，不尖不圆方正如同屏障。遇到突

然高起的巨门星一定是像笏一样，高耸卓然而立，而且两边不会生出肢腳。

巨门星的山脉脉络是蝶丝或者蜂腰（特点是中间细小，两头大）。



所以接上面脉络，巨门星蝶丝蜂腰。这样的山脉都是只有一两个，绝对不会很多。

在方冈的下面，有离踪失脉的不相互连接的小山墩，就好像是方冈驱赶着脚下的

羊群一样。

方冈的形状特征

方冈或如四角帐，帐中出带微飞扬。

飞扬要得穿帐去，帐上两角随身张。

方正的山岗就像四角的帐幕一样（想旧时蚊帐状），而且帐中也会有飘扬的带状。

这个飘带一定是从方冈的中心穿帐出去，这是正脉的飞扬的飘带，龙的真气生出

的脉，同时方冈帐幕的两个角也会随着飘带而张扬展开做保护飘带的样子，以显

真气。

龙脉的肢腳（即支脚）

支脚（肢腳）是指龙脉的主体山脉山峰两边生出短小的山峦。这些短小的山是龙

脉的分支气所结而生，根据肢腳山脉的特别来反应龙脉的特征特点。也可以根据

肢腳的情况，来辨别龙脉的吉凶强弱。肢腳均匀通常是吉的。

种类 形状 主 吉凶

梧桐枝 龙脉两侧的肢腳对称均匀 子女各方都有利，家人

团聚和睦。

大吉



芍药枝 龙脉两侧的肢腳长短参差，但是大体上差

不多。

为贵龙，主长寿富贵。 中吉

蒹葭枝 龙脉两侧的肢腳像芦苇叶，而且相间错位

排列，大致均匀。

也是不错的。 小吉

杨柳枝 龙脉两边肢腳一边多一边少，或者一边有

一边无，如人少手脚一样。

子孙贫贱，吉凶不齐。 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2日整理



（二十六）巨门星峰的行龙状态踪迹 巨

门性尊贵少枝叶肢腳 多护卫节旌、刀剑、

圆峰（衣冠吏）

巨门峰有护卫随行

枝叶不多关夹少，却有护卫随身旁。

载旌载节来拥护，旌节之峰多是双。

更有刀剑同护送，刀剑送后前圆冈。

巨门星少有肢腳，也少有关峡，但是他不是孤单无助的，在巨门星两旁总有随身

护卫伴随。护卫有旌旗、节旄（节旌）刀剑。刀剑旌旗好理解，节是什么呢？大

河图推断节就是节旌,节旌就是节旄，连起来节和旄是一体的看下图。





苏武牧羊的汉旌节

旌节的山峰一般多是量量出现，排列巨门峰的左右，而刀剑是跟随在巨门的后面，

巨门的前面脚下是圆圆的小山墩如同羊群，或者如同官吏的的山岗，这些就是巨

门峰的行龙气势图。

巨门星峰行龙的踪迹

离踪断处多失脉，抛梭马迹蛛丝长。

梭中自有丝不断，蜂腰过处多趋枪。

自是此星性尊贵，护卫重重来聚会。

每逢断跌过去时，两旁定有衣冠吏。

衣冠之吏似圆峰，两旁有脚卫真龙。



巨门星很少有生出肢腳枝叶的，所以巨门星的行龙过程过脉都是离踪（找不到和

祖宗的连接处）、断脉（山与山之间脉搏断开）、抛梭（像梭一样跳着走去，找

不到祖宗找不到子孙）、马迹（马足迹间距跳跃还是形如断和跳）、蛛丝（脉搏

稀疏难辨）、草蛇（隐）、灰线（脉络不清晰）、蜂腰(过脉处细小两边大)等等

形状。看起来是山与山之间是断开的，但是又似乎是连续的，断里有接续，续中

有断，让人摸不着头脑。

巨门星性尊贵庄严，虽然行龙没有枝叶，但是护卫重重，护卫好似聚会一样保卫

巨门。当遇到过脉断跌的地方，两旁有圆圆的峰，这种圆圆的峰是衣冠楚楚的官

吏，守护真龙。

独行的巨门星峰

若是独行无护卫，定做神祠佛道宫。

如果独行的巨门星没有左右的护卫，那么此龙就孤独冷寂，不贵，不能用来葬坟，

适合做神佛的庙宇。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3日整理



（二十七）贪狼和巨门行龙的区别？平

贪狼直脉两边出 巨门横身中出脉

平行串珠十数里，忽然又作方峰起。

方峰直出如桥杠，背长颇似平行贪。

平行贪狼如一字，生在山顶如卧蚕。

巨门横身从中出，贪狼直出如僧参。

平行串珠十数里是说巨门星在行龙过程中，会出现离踪断脉、蛛丝、马迹、抛梭、

草蛇、灰线等过脉后，连续绵延数里，然后突然起一个方形的山峰。为什么会起

一个方形山峰，因为方形山峰是巨门，是要秉承祖宗山的气。

贪狼有直立的和平行的（倒的），样子是一样，只是看的角度不同，叫法不同了。

平行的贪狼和巨门形象是一样的，都是如同桥、长背、一字、卧蚕。如何区分是

贪狼还是巨门呢，如下；贪狼是从两端出脉，而巨门是从中横身出脉生出武曲。

贪狼从直头两端出脉，就像礼拜的僧人。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3日 总结



（二十八）巨门星的行龙结穴地方

夹辅卫龙次第转，真龙在内左右函。

此龙住处无高垄，间生窝穴隐深潭。

独在高山夹中出，穴落高冈似草庵。

四卫若高来夹辅，前案朝迎亦高舞。

却作高穴似人形，按剑端严似真武。

龙脉在行龙中会九星次第剥换，夹辅真龙护卫而行，真龙就在护卫中间，护卫在

龙的左右函谷。巨门的行龙，极少在高垄处结穴，偶尔间或有在深潭低处低窝处

结穴。如果在高山峡谷低窝处结穴，那他的窝形穴就好像是草庵的模样。再加之

四周护卫的山都来夹辅，前面的案山也来高高的迎接像跳舞一样（有情）。中间

一座似人形的穴星高高竖起，端然而坐，如同真武神手握一把宝剑，令人不觉肃

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3日总结



（二十九）巨门星的正体（方形） 变体

（长方形）折痕变廉贞 巨门龙脉起峰必端

正

巨门星的正体

此龙若行三十里，内起方峰三四已。

峰峰端正方与长，不肯欹斜失尊体。

巨门星每行龙十数里，就会顿起一个方的山峰，所以若行三十里，则方峰起三四

个方峰了，这些正是巨门祖气的真气的显露。其中方的为正形，长的为巨门的变

形，每个山峰都端庄，要么方，要么长，不会斜，斜了则失去了巨门的尊贵之体

了。

巨门如生折痕为廉贞

峰上忽然生折痕，此与廉贞何以异。

如果巨门星生出折痕，就是廉贞星了。比如：像伞擂或者裂丝的痕迹，像火焰耸

起，应该看做廉贞。

巨门龙脉起峰必端正

凡起星峰不许斜，更嫌生脚照他家。

疑龙经曰：真龙不肯为朝见，凡有星峰去作朝，此龙骨理福浅消。所以说只要是

真龙的正脉起的山峰，一定都会端正，独立，以自己为尊为主，不能倾斜偏倒。

只有护卫或者朝山才会偏斜朝向。如果生有肢腳就是为别人家的山做陪衬照应

的，尊体已失去。所以不管什么星，只要是真龙，都要端正其体。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3日总结



（三十）巨门星花假穴的识别方法 巨门

正龙行龙和护龙的形态状貌

巨门星辨识花假穴

端峰若生四花穴，花穴端严君要别。

真龙直出向前行，四向护成龙虎结。

此是巨门钳夹来，闲气从此偶生穴。

此龙误煞多少人，定来此处说真形。

要识真龙穿心过，但看护卫不曾停。

此段是介绍如何识别花假的穴方法。巨门星本性端正庄严的，如果巨门星四周都

生出多个穴形，那么就需要仔细辨别是花假的穴还是真穴。辨别之法就是看是否

端正庄严而且有没有真龙停住。不停止的前行行走的龙是行龙过龙，即使有龙虎

砂也不会结穴。巨门的闲气停止到一个地方然后生出钳夹的穴，这是花假的穴。

真龙已经穿心而过，停留的气很少，如果你看两边的护卫也随着龙前行走，而且

没有停住脚步回头绕抱，就一定是花假的穴了。

总结判断花假的根本是：龙是否停留，龙是否回头绕抱，龙是否端正。

巨门星峰行龙的形态状貌

尊星自由尊星辙，方正如屏将相位。

巨门行龙少鬼劫，华盖两旁多罗列。

巨门星尊贵端严，样子像屏，他在行龙的时候，后面很少有鬼劫（鬼星和劫星，

就是漏气的意思）之气，两边多有华盖在做遮蔽保护。

巨门星随正龙行走的护龙的特征样貌

水界分处夹龙行，不肯单行走空缺。

水界分处乱生枝，枝叶虽多夹水随。

护龙亦自有背面，背后如壁面平夷。

平夷便是贴龙位，龙过之时却怪异。

不管是巨门行龙还是其他的九星行龙的形态，都是有夹护对的，巨门行龙在少祖



山出脉后，龙脉不会自己单独行走不带护卫，一定有分支的护卫在真龙的两边夹

住保护，分支护卫不是一个、可能是两道、三道、四道、伍道，并非固定，并且

夹水而行。护卫越多，龙月贵气，但是护卫多，有可能带来看花眼误判的情况，

这也是自然是妙。

正龙自身都是端严的，不会有背和面，因为有背和面就是护龙了，护龙不是真龙。

护龙的行走，环绕朝贡，就会有自己的背和面，背通常陡峭，面通常有情平夷貼

向真龙，看起来形象怪异。

总结：行龙 必有护龙，真龙性端严、护龙有背和面，真龙无，护龙随水护龙而

行。

正龙行走的形态

不起圆峰即马旗，攒剑蟠龙归此地。

护卫缠绕如打围，重重包裹万山归。

巨门真龙行龙的形态，遇到真龙跌断过脉的地方，两边自由文官或者刀剑节旌护

送。前文说到就像赶着羊群一样，羊群一样的山峰像护卫层层保护缠绕真龙，重

重护卫的那个定是真龙所在。

巨门星少关夹而又护卫

至此巨门少关夹，护送无容左右离。

明堂断定无陡泻，横案重重拜舞低。

巨门星少有关夹（关峡），也少有肢腳，但是护卫重重，从不离开，上文多次提

到。遇到结穴的地方，前面肯定有重重的平案之山横在面前，而且明堂也不会陡

泻掉。

贪狼、巨门、武曲三星峰之形态

平贪方巨圆武曲，尖圆方整不能齐。

三星尖圆方整处，向此辨别无狐疑。

识龙虽识辨疑处，识得真龙是圣师。

这几句是教人如何辨别贪、巨、武三星是形状。贪、巨、武三星顶上都有平坦的

地方，但差别也很明显：虽都是顶平，但贪狼峰身圆高耸如木，巨门星方正如土，

武曲两旁圆属金。可见三星不同处在于整体的形势，按照这个方面去辨识就没有

怀疑了。



此句是对上述巨龙星的总结。对于各类龙行的辨别，主要是能辨别其相似与可疑

之处。如果能正确辨出真龙的面目是哪种星辰，那么这样的人就既是圣人又是明

师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4日总结



（三十一）禄存星正形峰体方顶圆多生

肢腳 禄存星的形象样貌 禄存的吉凶

禄存星 体方顶圆 多生支脚

禄存星的形象样貌

禄存星是气乖张而不柔和，形式款样局促不展，丑陋瘦，无秀气，多生支脚如同

蔓藤，绵延不绝，多数禄存星作为真龙行龙的保护缠护是比较常见的。

禄存星峰的正形

禄存正形如顿鼓，鼓下有脚如瓜瓠（hù ）

瓠瓜，也叫瓠子。一年生攀缘草本植物。葫芦的变种。茎蔓生，果实长圆形，绿

白色，嫩时可食。

顿鼓是如身圆顶部是平的，脚下有支脚像瓠瓜藤蔓一样，枝叶脚蔓延散开。

禄存星吉形

瓜瓠前头有小峰，此是禄存带禄处。

小圆带禄围本身，将相公侯出方虎。

禄存星的禄存是蚩尤主战争，所以，当禄存星的支脚蔓藤的尽头有圆圆的小山峰

生出，这是禄存星气带禄的地方，为贵气。如果是多个带禄的小圆山峰共同围绕

在禄存星的身边，就更贵气了，主出宰相公侯兼有兵权。

禄存星的凶形

大如螃蟹小蜘蛛，此是禄存带杀处。

杀中若有横磨剑，此是权星先出武。

如果禄存星小的像蜘蛛和大的像螃蟹一样，因为蜘蛛和螃蟹的脚有里锐利的刺，

所以取象，这些是禄存星带有杀气的地方。但是这种局面，如果有横山拦截在禄

存星的前面，形象就像是锐利的脚杀之气，磨剑一样，这是杀中显现的威权，主

出武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6日整理



（三十二）什么是龙楼宝殿？

是风水堪舆中术语，是指太祖山因为其高大挺拔而端正庄严的样貌，其中高耸入

云霄的为龙楼，而方圆平整的为宝殿。

如果龙楼宝殿的祖山是廉贞星，廉贞是火星，他的山势高大挺拔，巨石嶙峋嵯峨，

像火焰炎炎燃烧向上照耀天庭，如果楼殿的上面有水池或者水缠绕夹护两边，则

大吉。

当可与春夏之交或者春分秋分之日，夜望云端，在祖山最高的地方，生出微云泛

着红晕似虹彩，就是验证龙楼宝殿，是祖山的标志。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6日整理



（三十三）禄存星的局势 小圆带禄 龙

形美丑之象吉凶 欃枪旌幢 禄存星和武曲

星的区别

禄存星的局势

大龙大夹百程路，宝殿龙楼出无数。

忽逢此等入长垣，万仞打围君莫顾。

痴师偷眼旁睥睨，晓者默尔常不度。

睥睨 这里理解为偷着看。

禄存星本身是九星之一，多数情况是用在九星行龙的时候，作为护龙的势的朝迎

送接的星辰星峰，所以说大龙大夹百程路，意思即使千里行龙的护少不了禄存的，

所以在行龙的过程中会出现龙楼宝殿的崇山高岭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多的，这些

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从远处看无比的壮观，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高山大岭落入

到长大的垣局中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万仞山的包围，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不

能作穴的，痴傻的地理师傅会偷偷的开心以为找到了真龙好地，真正明白其中道

理的人，会头也不回的走开，没有真穴的。

禄存星的小圆带禄之形貌

若然尖脚乱如茅，唤作蚩尤旗瓜瓠。

禄存星下生有小圆的山峰为吉，多个更吉。但是当遇到禄存星的肢腳尖尖的乱入

茅草，代表尖锐有杀气重，不可阻挡，叫做蚩尤或者蚩尤旗，为凶。

禄存星龙形美丑之象

大抵星峰嫌破碎，不抱本身多作怪。

端正之龙无怪形，丑恶之龙多破败。

大体上星峰，都是嫌弃破碎的形貌的，因为破碎本身就带有了杀气，不抱（无情

不朝抱的山，这里是指禄存作为护龙反而不抱无情于主龙），只要是不抱无情反

背的都是不吉的，其实吉和凶是易的两种状态，本身无好坏，只是人为区分好为



吉，坏为凶，道本是一。

端庄的龙是没有怪异的形貌的，奇特秀丽除外，丑恶的龙主破败。

禄存星丑恶之龙主凶

怪形异穴出凶豪，杀戮平民真太坏。

草头作乱因此山，赤族诛夷偿命债。

丑恶的龙，结出的果是怪异不正的穴，他所映的人，多是凶残豪横杀戮百姓的人

或者在此山做草寇，地脉之凶气会感召杀戮，或者同族的亲人也会受到牵连。

禄存星的旗枪之形

只缘龙上有欃枪，贼旗倒侧非旌幢。

旌幢对对端正立，独立欹侧名搀枪。

欃 chán 枪 彗星，如“天上～枪端可落，草间狐兔不须惊。”

根据龙身带有的旗的形状可以判断龙的贵贱吉凶。如果龙有像欃枪（彗星主凶）

一样的形状的，即为凶杀的气。欃枪是倒侧的（联想扫把），不是旌幢的样子为

凶。如果是贵的话，那龙身上的旗枪，一定是端正庄严而立德，凶龙身上的旗枪

是倒侧歪斜的。



禄存星和武曲星的区别

顿鼓微圆似武曲，武曲端正下无足。

有足周围真禄存，圆净端正武曲尊。

禄存和武曲都是微圆之形，本质的区别是 禄存有足，武曲无足，而且足要像瓜

瓠一样圆净才是正禄存，如果是螃蟹蛛丝就另当别论。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6日整理



（三十四）禄存星按星辰寻龙 转移剥换

生子生孙巧相似

禄存星按星辰寻龙

龙家最要仔细辨，疑似乱真分背面。

背是面非岂是真，此是禄存大移转。

凸处是背凹是面，作穴分金过如线。

凡看星峰看转移，转移须教母顾儿。

枝分脉别有真种，勿作瓜蔓无东西。

以上说的总结出来就是:九星行龙转变过程，出现的四不像的情况，是母生子的

过程。下面我们仔细逐句讲解。

寻龙的人要仔细小心的观察龙，寻龙是根据九星星辰来寻龙的，但是当我们遇到

可疑的星峰的时候，心理就打鼓了，拿不定注意，这种可疑的星峰，是真是假，

是不是以假乱真的。比如遇到禄存行龙的某一个山段出现一个高耸的山峰，如果

看她的背面是禄存，而正面不是禄存，看起来就是似是而非的样子，这种情况是

禄存在转移变换生出新形态的过渡的姿态。因为禄存有肢腳啊，所以他能翻身转

移。

九星剥换，生子生孙，繁衍中有形象相似的传承，相似才能体现骨脉相传的真，

如果剥换了不像就是不真了。凸的一面是星辰的背面，凹的一面是星辰的正面，

在分脉的地方，凸凹体现，吉凶分明，这个脉如同一线。在星峰转移的的时候，

就像母亲照顾顾盼自己的孩儿，高起的山峰与祖山遥遥相望（顾盼之情）。

所以不管九星的星峰剥换转移变化，分之别脉，但是总会有和踪迹可以查寻，就

好像禄存正形是顿鼓圆顶，剥换转移后一定是武曲的形态，绝不是瓜蔓一样，随

意生长。

个中的踪迹说白了就是，生子生孙巧相似。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7日整理



（三十五）禄存星平阳行龙 落入平原的

垣局 行龙在平洋的形态

禄存平阳行龙

十里百里无冈岭,平洋砂碛烟尘迷。

到此君须看水势,水势莫问江与溪。

只要源头相夹出,交锁外结重重围。

碛 qì 1.浅水里的沙石。2.沙漠。 这里做 沙石意思

在这里讲到了平洋龙，平洋龙看水是重点，还有一个要诀：高出平面一寸为山，

低出平面一寸水回环。高山须认星峰位，平地两旁看水势。禄存进入平阳之地后，

十里百里看不到山岗高岭，其实任何龙到了平地都是这样，不只是禄存。平阳沙

碛烟尘弥漫，渺渺茫茫，消失踪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查看水，水势有小流溪

水，有大江大河，自然不同。个人感觉水势的不同在于大江水的情势粗糙情激多

杀气，而溪水幽静多生气。溪水经过干流到支流的层层剥换，生出静谧的吉祥之

气。如果遇到两水夹着一脉流出，而后在前方局外交汇锁抱，重重保卫，必是真

龙所在。

禄存星落入平原

禄存好处落坪漫，大作方州小作县。

通常情况禄存星峰是作为行龙的多数，或者行龙真龙护卫龙，禄存落入平原后，

如果禄存的气势大，枝叶肢腳多长，剥换落到平原地区，大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做

州，小一点的可以做显。

禄存行龙在平原

坪中时复乱石生，或起横山或梳面。

此处或如辅弼形，辅弼无枝禄多辨。

禄存进入平原地区，经常会有突出的乱石头，或者一座横山，横山顶部像梳子梳

头样条瀑布状梳面，看起来像辅弼圆木形，但是辅弼无脚，而禄存是有肢腳的，

很明显的辨别出来。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7日整理



（三十六）禄存星有贵气 主文武贵 行

龙俱要禄存

禄存星有贵气

禄存是帝车第三位，也主为文也主兵。

禄存为什么有贵气？因为禄存星在北斗里是第三位的星，他掌握兵权且文学，也

就是说文武都管，所以如果某个地方出禄存的话，当然是吉的禄存不是凶的，就

主文贵兼武贵。

九星行龙俱要禄存

九星行龙俱要禄，中要贪巨武来束。

或者辅弼左右起，此等贵龙看不足。

禄存星多数情况是用在行龙中，作为真龙的护卫的，为什么？因为禄存多肢腳如

同瓜瓠，所以九星行龙离不开禄存的。同时作为护龙的星还有辅弼二星也是不错

的。保护的真龙如果是贪狼、巨门、武曲，那才是把真龙束缚的紧紧的，势力雄

伟，此等龙贵不可言啊。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7日整理



（三十七）禄存星落穴的秘诀 辨识禄存

星的关键点

禄存星落穴的秘诀

若逢此星远寻穴，莫向高山寻局促。

若遇九星相夹行，只分有足与无足。

此句的重点是：禄存行龙一般都在远处，比如十里百里外结穴，因为禄存是行龙

的护龙，大龙大夹的百里行程，不可能在短短的局促内不远处就结穴的。如果禄

存附件有长大的垣局，那一定是万仞高山围绕。如遇到禄存夹护的龙是贪狼巨门

和武曲，就可能会结穴，如果夹的星有脚那仍然是禄存，不能结穴，如果无脚则

可能结穴。

禄存燕山和云山两地寻龙

燕云下岭出九关，中带禄存三吉山。

高山峡里多尖秀，也有圆禄生孱岩。

以燕山和云山两地寻龙做为例子来解说。云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市城南 7.5

公里。燕山是横贯河北北部的山脉，西起张家口万全和怀安境内的洋河，东至山

海关，北接坝上高原，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西南以关沟与太行山相隔。南侧

为河北平原，高差大。滦河切断此山，形成峡口——喜峰口，潮河切割形成古北

口等，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

上面说多了，我们来说寻龙。燕山和云山两个地方都是高山峻岭，在高山峻岭的

山峡关的岭峡，有关口，这是禄存星带有的三吉，因为高山峻岭气势庞大，气束

缚的紧，高山峡谷里多是陡峭尖尖的秀丽山峰，也有顿鼓一样的圆圆的生在微弱

的小山岩中。

辨识禄存星的关键点

君看山须分种类，乱指横山作正班。

禄破二星形无数，也有正形落低处。

也有低形上垄头，杂乱分形君莫误。



形在高岭为高形，山顶上生禄存星。

形在平阳山卓立，顶矮脚手亦横平。

顶上生形顶必正，平地生形脚乱行。

请君看我细排列，祸福皆从龙上生。

禄存星的正形是顿鼓生肢腳如瓜瓠。禄存寻龙看山的时候，需要分别其类来看，

不能看倒横形开帐的山就是禄存正形，肢腳蔓延的才是正形。禄存和破军两星，

行龙的变化情形数不胜数，在高地和地坪的地方，情态也不一样，也有禄存正形

落于低处，也有低形禄存爬到高顶的，杂乱的很，您不要看晕了头。不管他是高

山处还是地坪处，都要看她的顶和脚，从顶到脚的着落处，在高处生支的是手，

在低处生支的是脚。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7日



（三十八）禄存峰第一种形态 顿鼓有肢

腳手 有节、旌、幢、幡 成垣局

禄存峰第一种形

第一禄存如顿鼓，脚手对对随身去。

平行有脚如剑芒，旌节幡幢排次序。

此等星辰出大江，中有小贪并武巨。

辅弼侍从左右生，隔岸山河远相顾。

此是神龙作州县，雄据十州并一路。

忽然诸山作垣局，更求吉水为门户。

若得门户收吉水，万水千山不须做。

禄存的第一种形，顶上端正（顿鼓有脚），左右在下有肢腳，在上有手如瓜蔓一

对对的随身随龙而行。在禄存行龙时，有脚似剑峰一样，身边左右有节、旌、幢、

幡、在身边排序，这样的禄存行龙前方一定有大江大河，并且真龙（贪、巨、武）

在禄存行龙的保护下，辅弼两星也可以在左右护送增加气势，行龙过渡大江大河

后，到水对面，一定会有奇峰、秀水遥遥相顾（阴阳转换后大起必然大落）。这

样的龙形，必定形成可以做州县的地方垣局。如果遇到突然各山形成的垣局，又

有吉水缠绕门户，则是大吉。如果遇到垣局外的山和水兜收门户，那么就不需要

再大起大落的顾情祖上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8日整理





（三十九）禄存峰第二种形态 如覆釜脚

尖如戟 白手成家无威权

第二禄存如覆釜，脚尖如戟周回布。

有脚方为正禄存，无脚名为禄推巨。

此星不是有威权，白手成家积巨富。

第二种禄存星的形态是偏小的，高大的是顿鼓，矮小的像翻盖的锅，高大的顿鼓

和矮小的覆釜，都是有脚的，尖尖的像戟回布四周，所以都是真正的禄存，如果

是没有脚的就是禄存推着巨门，当然是小巨门小墩阜，这种形态也是吉祥的，这

种星主白手起家积攒财富，但是不贵没有权势。

2020年 10 月 28日整理



（四十）禄存峰第三种形态 鹤爪中间肢

腳长两边短

第三禄存鹤爪布，两短中长龙出露。

出露定为低小形，隐隐前行忽蹲踞。

有穴必生龙虎巧，丑陋穴形龙不住。

禄存的第三种形态，样子如仙鹤的爪子，有三个肢腳，两边左右的短，中间的肢

腳比两边的长，龙脉露出在左右肢腳护龙（像护龙而已）之外，这脉一定是低矮

的小山（小峰才能得到前方山的护佑，也是剥换的常态），隐隐的向前行走到尽

头又突然蹲踞一样。如果存在结穴的话，那一定会有龙虎山的巧妙的保护，如果

没有龙虎而且山行丑陋，那么这个地方一定不是真龙结穴的地方，龙还要继续行

龙。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8日整理



（四十一）禄存峰第四种形态 扇肋骨架

脚手垂丝 神坛庙宇之地

第四禄存肋扇具，脚手又似杠丝势。(脚手又似垂丝势)

此龙只好结神坛，别有星峰主秀气。

禄存星的第四种形态，星峰消瘦没有肉（土少）像扇肋骨架，脚和手更是瘦条犹

如垂丝，看起来行龙左右摇晃，没有夹护照拱之态，这种龙只能用来做神坛庙宇，

如果有另生出的秀峰拱照则主秀气。

总结特点就是：禄存骨脊条状外露，多波折。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8日整理



（四十二）禄存峰第五种形态 悬鹑多折

痕 斩关穴骑龙穴

第五禄存如悬鹑，箕帚破碎多折痕。又（破碎箕帚摺无数）摺通折

此星便是行龙星(又：平行星)，星平生枝自顶分。

此龙只去坪中作（又：直去平中落），桡棹回来斩关做（又：作）。

高山大峡开三门（又：三路），一门一穴三停均。

鹑 chún 悬鹑 ，典故名，典出《荀子·大略篇》。“子夏家贫，衣若县鹑。”“县”

同“悬”，鹌鹑毛斑尾秃，似披敝衣，因以“悬鹑”比喻衣服破烂。

桡棹 ráo náo 枝脚---树的枝叶，桡棹---船桨。主龙脉是树干或是船，那么从它

的枝叶或船桨（即枝脚桡棹）

禄存第五种形态，就像悬鹑。破裂有褶皱，如同破衣烂衫，这样的星煞气重，所

以还需要继续行龙，这样的星行龙是直着前行的（直行脱卸的比较快速干净），

而且行龙前行的时候，是从悬鹑的星的顶部分处肢脉前行的，直着出去分脉脱卸

在相对平地中，到了远处后，再桡棹回来（抱祖的姿态，蓄积力量）落到枝干上，

等到力量蓄积龙气驻留，就开始斩关扦穴。

三路和三门都是指腰间山脊上的三停，上中下，每停都可以做穴。

在龙身上腰脊上，端有止结，是斩关穴，也是骑龙穴，骑龙穴是假多真少，需要

很深厚的功力去查看。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8日整理



（四十三）禄存峰第六种形态 黄黑巨石

浪砥柱 护龙转落龙穴也转同向 鬼形如头

披发风掠草

第六禄存落平洋，势如巨浪横开张。

他星也有落平者，此星平地也飞扬。

脚摆时复生巨石，石色只是黑与黄。

两旁请看随龙峡，长短大小宜消详。

护龙转时看他落，落处当随水斟酌。

右转皆右不参差，左转皆左无驳杂。

朝迎指点真穴形，左右高低君莫错，

禄存鬼形如披发，虽曰众多势如掠。

禄存星峰的第六种形态，我来总结一下：禄存落入平阳，生出黄黑巨石如浪中砥

柱。主龙在中，护龙夹护左右，当主龙左转，右侧护龙也随之左转，而左侧护龙

不会右转来掺杂，当主龙右转的时候，左侧护龙右转，右侧护龙不能左转掺杂。

护龙也是肢腳手转的时候，也是即将结穴的时候。接下来我详细解读。

禄存星峰落入平洋后，他的肢腳和手横摆摇曳，就像层层波浪，在脚手摆动时候，

也会生出巨大的石头，有黄色和黑色两种，看起来大石头就像在浪中砥柱一样，

在龙脉行走的左右有护龙，有大小长短不一样，仔细端详，当这些大小长短不同

的护龙发生转落的时候，我们要看转落的地方水是否有环绕的情况，通常情况是

有水缠绕的，因为转落就是即将结穴了，结穴有水环绕为佐证。

护龙转落的情况是根据主龙脉形成的结穴也发生转向而一致的，比如当左边护龙

向右侧转的时候，那左右的条条护龙都要向右侧转，穴也要右转而结，这个时候

的右侧护龙不会向左侧转和左侧的护龙的右侧转交叉参差，反之亦然。至于把点

穴的地方点在何处，我们应该以朝山的迎接和右侧护龙的情况来判定。

禄存之穴的鬼形是指禄存的肢腳和手比较多，看起来就像人头披着长发，情形事



态多顺着一个方向，就好似风吹过草地，斜斜的掠过一样。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9日整理



（四十四）禄存峰第七种形态 如长蛇

无护无拦遮 当作贵龙的随从

第七禄存如长蛇，左右无护无拦遮。

此龙目作贵龙从，枕在水边自横斜。

禄存星峰第七种形态，形如长长的蛇，左右没有保护，也没有遮拦，所以这个龙

无生气脉，只有和龟山一样当作贵龙的的随从，停留横截在水边作为水口的捍门

来使用。说白了就是门卫。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9日整理



（四十五）禄存峰第八种形态 头戴兜鍪

有肩领章 窝钳端正八贵龙

第八禄存在高岭，如戴兜鍪有肩领。

渐低渐小去作穴，定右窝钳极端正。

此龙号为八贵龙，捉穴真时最昌盛。

兜鍪 dōu móu，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称为兜鍪。种类多以形象

设定，有虎头兜鍪、凤翅兜鍪，狻猊兜鍪，等。

禄存星峰第八种形态，此种禄存生在高山高岭之上，身圆形顶平的，看起来威武

秀丽，下边有高山的肩章领，远远看去就像是人带着头盔甲胄，威武雄壮。这个

就是禄存上面有武曲（圆的），这个大山之势往后走渐渐的山变得低矮，有禄存

变破军的象（剥换的太快），到前方作了窝形和钳形的穴，端端正正。如果能找

到这样的地，这样的龙就是八贵龙，很少见的。这样的地是发富发贵的比一般的

地更好，多出武贵。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9日整理。



（四十六）禄存峰第九种形态 如落花片

片段段 为绝嗣的鬼穴 可以作水口星

第九禄存如落花，片片段段水夹砂。

不是蛟潭为鬼穴，定作罗星水口遮。

禄存星峰的第九种形态，这种禄存本身没有气脉，不会结地成穴，不可以扦穴。

他的样子就如同花朵落到地面，瓣瓣花朵，片片断断，有水夹护砂石。这种叫做

蛟龙的深潭，是为鬼穴，绝嗣之地，不可以扦，可以作为水口的罗星来使用。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9日整理。



（四十七）山山有禄存星峰 禄破参错

马耳峰日观峰 禄中贪狼

天下山山有禄存，或凶或吉要君分。

莫道禄存全不善，大为将相公侯门。

要知五岳真龙落，半是禄破相参错。

太行顶上马耳峰，禄存身上贪狼龙，

泰山顶上有日观，上有月亭高一半。

此是禄存上有贪，如此星峰谁能判。

这些是对九种禄存星峰形态的综合论述；

天下的山都是有禄存的星峰的，有的是吉有的是凶，需要详细辨别。并不是禄存

都是凶煞不好的星峰，因为有很多将相公侯的地，是有禄存演变的而成的局，看

前面我们总结的兜鍪等等八贵之地。

五岳名山也很多是禄存和破军两星参差交叉，剥换而成真龙。比如泰山顶上的日

观峰，和太行山上的马耳峰，都是主生贵秀之气，此地出了不少伟大的人物。比

如泰山上的日观就是禄存上的贪狼，所以说禄存未必都是不好的，需要仔细辨别。



马耳峰

参考阅读日观峰：https://www.dahetu.cn/2020/10/558.html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 月 29日整理



（四十八）禄存星峰的九种形态吉凶 平

洋寻找禄存星峰 寻找禄存的龙

海上洲渚亦有山，君如论脉应难言。

不知地脉联中国，远出山形在海间。

东出青齐为东岳，过尽平洋大江壑。

地脉连延随势生，涧水止龙君莫错。

我观破禄满天下，九等分星无识者。

君如识得禄存星，珍宝连城贵无价。

以上是对寻找禄存星峰和禄存龙的总结和告诫的话；

地下的脉气都是相互联接的，不管是陆地、山地、大海。大海中的洲滩，大海中

的渚（水中的小块陆地）和山，大海底下的水中，都是有山的。所以禄存行龙，

气脉庞大，可以再水底石山，千沟万壑的海底，过脉过海，也可以在山涧过渡，

所以无所阻挡。包括中国东部的朝鲜、西南的台湾省，虽然与祖国隔着海洋，但

是气脉必是连接的，所以气脉上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再比如古中国

的青州（主要是山东胶州半岛）的泰山和西部的太行山，隔着千里之遥，但是定

是连接着气脉的。

凡是大星辰，必然同时有多个星体（形体）。特别是禄存和破军，随处可见，因

为这些星辰是剥换脱卸护龙行龙中必然不能少的星辰，只要你认清楚其中的变

化，那到处可以找到宝地了。



禄存星峰上体圆如鼓，下体肥大像葫芦

禄存星峰有吉也有凶，常有以下九种

种类 形态 吉凶 点击链接了解详细

第一

种

顿鼓有肢腳似人四肢，旁边山有节旌幡幢如

仪仗队

吉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0.html

第二

种

倒锅如覆釜脚尖如戟 白手成家无威权 吉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1.html

第三

种

鹤爪中间肢腳长两边短 可吉

可凶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2.html

第四

种

扇肋骨架 脚手垂丝 神坛庙宇之地 凶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3.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0.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0.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1.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1.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2.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2.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3.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3.html


第五

种

悬鹑多折痕如同破衣烂衫 凶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4.html

第六

种

进入平地生黄黑巨石浪砥柱 护龙转落龙穴

也转同向 鬼形如头披发风掠草

可吉

可凶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5.html

第七

种

如长蛇 无护无拦遮 当作贵龙的随从 半吉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6.html

第八

种

头戴兜鍪有肩领章 窝钳端正八贵龙 吉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7.html

第九

种

如落花片片段段 为绝嗣的鬼穴 可以作水口

星

可吉

可凶

https://www.dahetu.cn/

2020/10/588.html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29日整理。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4.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4.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5.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5.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6.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0/5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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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文曲星峰 形长顶曲 生枝如

蛇 文曲星的正形和变形 吉凶

文曲星峰 形长顶曲 生枝如蛇

文曲星形状，支脚脉延伸，其身后没有随从，前方没有迎接，可以特大，也可以

特小，威猛则整体都是威武的姿态，趋缓则整体也缓慢慵懒，无尊卑、无序列先

后，所以此种龙只可以作为接引龙或者延伸支脉的作用，很少能用来结穴的。





文曲星山形长顶部有起伏，像行走的蛇，运动幅度不大的时候比较温柔像鳝鱼。

文曲星通常生在廉贞的山上，如果山形优美爬行，主女人出贵， 王妃等。如果

山形散漫慵懒，即使有穴也只能建庙，如果用来修坟墓或者阳宅，主男人好色，

女人内乱，痨病家败之象。

文曲星的正形

文曲正形蛇行像，若作淫邪如撒网。

此星柔顺少高情，形神恰似死鳝样。

文曲星的正形如同死的鳝鱼，蛇行走的样子，曲曲活动之貌。如果是文曲星的变

形呢则是像捕鱼撒网状，主邪淫。文曲星很少有高雅之情的，所以单独遇到不做

吉论述，如果遇到其他的吉形辅助等，可以另当别论。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30日整理。



（五十）文曲星宝殿之下初出龙 廉贞败

绝生文曲 火绝生水出真龙

问君如何生此山，定出廉贞绝体上。

问君如何寻绝体，本宫山上败绝气。

问君如何寻本宫，宝殿之下初出龙。

认得星峰初出面，看得何星细推辨。

这段是介绍文曲是从哪里产生的，文曲又产生后又生出什么星辰。下面详细解说。

廉贞星高大尖形，当廉贞星顶部高耸地方生出平顶，即是廉贞的火气将尽，要败

绝火气了，败绝后生出平顶方形的如同宝殿，前面我们介绍龙楼宝殿的时候说过，

宝殿是方形的。在宝殿里生出文曲星引出真龙脉，在文曲星产生新的星峰之前，

这个在宝殿里的文曲星就是宝殿的初出之龙，因为宝殿之下的廉贞火星活性绝

了，然后生出文曲水来，这是火绝生水，然后生出新的星辰之龙。只有知道初出

的龙，我们才能推断之后的星辰是为何。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30日整理



（五十一）文曲星的作用是什么 ？九星

行龙须文曲引渡 辨主龙知贵贱

九星皆挟文曲行，若无文曲星无变。

变星便看何星多，多者为主分恶善（贵贱）。

文曲星在九星行龙中的作用注意是起到引渡过渡中介的作用。因为九星的行龙过

程是脱卸跌断过脉的剥换过程，都是需要文曲作为过渡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文曲过渡，那么行龙就显得僵硬，没有大道的变化多端的美，所以没有

引渡变换的龙多是四龙。

我们查看龙的贵贱的时候，可以通过查看父母龙，也就是主龙即生出子龙的龙的

贵贱来判别。主龙经过文曲星过渡到新生龙的星辰形态不一，如果不能识别主龙

是何星，就不可以判断出新龙的贵贱。这个时候我们仔细看形象是何星辰，我们

很多时候就看哪个形象占的比重大而多，因为主龙也可能一体多星辰，那少的部

分是吉凶，也是判断的吉凶因素的重要条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30日整理



（五十二）文曲星性本柔软 生旺金星侧

成峰 不离文曲本多生丝线柔本性 峨眉文

曲最为吉

文曲星柔最易见，每遇旺方生侧面。

侧面成峰身直行，直去多如丝杂线。

此星山骨少星峰，若有星峰辅弼同。

平地蛇行最为吉，半顶娥眉最得力。

文曲星性质柔软，当于某个方位遇到生旺金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文曲和金星

身边（即侧面）生出一个山峰，而身体直去意为接着往前行龙，其肢腳多如丝线。

为什么直去而多肢腳如丝呢？侧边新生的山峰后，接着走，说明龙是活的，他文

曲的肢腳如丝如线多是文曲的正形，不脱离本体。

文曲星的行龙中，骨脉上很少有星峰，即使有也会变成辅弼星（护龙）。

如果文曲像峨眉一样，无论是在平地还是在半山岭中，都是吉的，半山岭力量更

强些。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0月 30日整理



（五十三）文曲星峰峨眉形山峰 女作宫

嫔后妃职 男家因妇得高官

若有此星连接生，女作宫嫔后妃职。

男家因妇得高官，又得资财并美色。

如果有遇到文曲星像峨眉形山峰，接连而来，是大吉祥的。这样情况会女人做后

宫的嫔妃，这个仅仅是形容的，不是一定是皇帝的嫔妃。男人会借着女人而发贵，

或者女人嫁个贵的男人。如果是家里男人则取到贵妇人，因此而得官进爵，人财

两得。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整理



（五十四）文曲行龙无突起为死龙 有情

峨眉为吉 如死鳝样为凶

凡起星峰必有情，自然连接左右生。

若是无峰如鳝样，死龙散漫空纵横。

纵饶住处有穴形，社稷神庙血食腥。

若是作坟并建宅，女插花枝逐客行。

男人破家因酒色，女人内乱公讼兴。

变出瘵痨鬼怪病，令人冷退绝人丁。

文曲星行龙变化出有情的山峰，并且左右的山峰自然的连接衔接发生出，有情的

如峨眉的都是吉祥的，这样才是活龙，说白了，有情就是变化而且山峰秀丽，有

变化才有阴阳，才是活的龙。

反之如果文曲星像死的鳝鱼一样僵硬不变化，无突起的秀峰，那这样的行龙就是

散漫纵横的死龙。这样的死龙即使有穴，如果用来葬坟是凶的。只可做为神堂或

者庙宇之地。因为文曲柔弱无峰，不可以藏风聚气。主男人沉溺酒色，女人内乱，

惹官司，痨病，人丁退绝。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整理



（五十五）文曲死龙盘活之法 卓立星峰

左右前后忽逢迎 贪巨武辅弼峨眉为吉

困龙平行数十里，忽然卓立星峰起。

左右前后忽逢迎，贪巨武辅依次生。

只得一峰龙便活，娥眉也变辅弼星。

文曲星行龙僵硬平直行走数十里，突然在前方耸起一个星峰，注意这时候就起了

变化，有变化才有生气，同时有左右前后四象护龙朝会迎送，而且又生出贪狼巨

门武曲辅弼等星，那么此地定时贵地。即使没有这些贪狼巨门武曲辅弼等星，如

果有变化一个小小的峨眉山形，此时也就有了辅弼吉的力道，也是不错的。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整理



（五十六）文曲峰突起的为吉兆 文曲星

峰突起为峨眉为吉力道浅

平行虽云变辅弼，只是低平少威力。

若得尊星生一峰，便使柔星为长雄。

男人端貌取科第，女人主家权胜翁。

上文说到文曲星峰突起为峨眉，化为辅弼虽为吉，但是力道还是不够的，只是不

凶，至多算小吉，因为辅弼低平少了威势，发福的力量不是很强。如果文曲行龙

中遇到一个突起的秀峰比如是贪狼巨门武曲等吉星，可以论为吉，这样就是让低

平软弱的文曲可以变为雄势一方的贵地。主男人品貌端正，科甲及第，主女人善

理家务，勇敢魄力。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整理



（五十七）龙家间星之法剥换三吉五吉

凶龙也可以变成吉龙 九星行龙杂揉而行

九星皆为杂揉而行

大抵寻龙少全格，杂出星峰多变易。

弼星似巨辅似文，长短高低细辨识。

大体上九星的行龙多是掺杂交揉一起的，变化多端，需要仔细的辨别。若想整体

看他们的全貌很困难，行龙一路杂星剥换而出，变化莫测，吉凶杂出，容易混乱。

比如说辅星经常和禄存相似难辨，弼星和文曲相似难辨，这个时候要辨认他们的

长短高低的形式，然后判断他们的吉凶力量。因为九星行龙中，文曲星的主要作

用就是起到变化的过渡引导的作用，如果没有文曲的过渡则龙无力量，不可变化，

就不能结穴了。

凶龙也可以变成吉龙

莫道凶龙不可裁，也有凶龙起家国，盖缘未识间星龙。

禄存、文曲、廉贞、破军是四个凶龙，通常是用来做行龙的过渡剥换脱卸，所以

要想结地大富大贵的地方，必须要用此等凶龙间行其中，说白了就是穿插其中。

当遇到贪巨武曲生出突起，有一个凶龙间行其中，那么这个小的凶龙，也会变成

大干之龙，凶的小龙也会变成雄伟气势，这样的凶龙也可以祖荫出家国之地，关

键的点是要从凶中生出吉星。

龙家间星之法

贪中有廉文有弼，或有破军间断生。

禄存或有巨辅力，十里之中卓一峰。



小者成大弱成雄，此是龙家间星法。

大顿小跌为真踪，一山便断为一代。

看在何代生间龙，便向此星定富贵。

此段是说行龙中不是只有一个星是九星剥换穿间的。具体说就是廉贞行龙中必有

贪狼，因为贪狼形和廉贞酷似，廉贞是贪狼的祖。文曲行龙其中必有弼星。破军

行龙，则有武曲间其中。禄存行龙则有左辅和巨门行其间，这些行龙要仔细辨识，

常规是在行龙中起伏顿跌中露出痕迹，只要我们见到有一个星峰突然卓然耸立，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卓然而立的效果，就会让间其中的星变的气势雄伟庞大，变成

雄伟的龙。

一个山峰，这个山峰是指顿起小跌倒的地方，一个山峰代为一节，一节就是映在

人世为一代。一节龙管一代，我们判断这一节龙的强弱生旺，就可以知道他的富

贵的大小和盛衰。若在第几节出现间星，那么对应人世，就是第几代的人的富贵

吉凶的查看地方。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



（五十八）乡村间寻龙的秘诀间星龙 困

弱之龙的行龙之象

困弱之龙的行龙之象

困弱生旺随星峰，困弱之龙无气力。

死鳝烟炮入砂砾，千里百里无从山。

独自单行少收拾。

困弱龙和生旺龙的区别，都是和行龙中是否有无星峰突起密切。如果行龙数十里

一直是平直而去，没有贪巨武辅弼其一，那一定是困弱之龙，无力量。就如同死

的鳝鱼一样僵硬，如果烟雾的包状一样臃肿无骨气，龙气进入到砂砾干枯之地，

没有气力。再或者千里百里独行行龙，没有护送朝迎，没有跟随，那龙气更加散

漫无力，不能作穴和建宅，只能作神堂庙宇。

乡村间寻龙的秘诀

君如识得间星龙，到处乡村可寻觅。

龙非久远少全气，易盛易衰非人力。

间星龙以贪狼巨门武曲为三吉星，在乡间寻龙，如果看到一座耸立高大的秀丽山，

和其他的山迥然不同，如果没有结穴，那一定是间星。也可能是靠近主山的，一

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出现，这个就是望星寻龙的秘诀。

如果这个星是间星，那么这个星的左右各有两侧护山，就是为尊贵之星，楼台屏

障台座的形状都是耸立的贵人。

千里来龙，就有千里大气势的堂局；百里来龙就有百里龙的气势的堂局。所以龙

来的越是久远，到尽头结穴的真气就越足，其力量于越强大久远。如果是来龙短



促，则结穴就浅薄无力，福利浅薄，子孙易败。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日整理



（五十九）廉贞星峰形象特点 尖顶高耸

刚而不柔 独火火星嵯峨 伞摺犁头裂丝破

红旗曜气乃阳精形成赤黑峰

廉贞星峰 尖顶高耸 刚而不柔

廉贞星属于火星，气势捍然形象尖瘦，刚猛不柔和，焦灼不温润，势力雄伟形质

恶然，只能用来做龙的祖山，我们说的三吉贪巨武都是从此星剥换而来的。

廉贞星属火

廉贞如何号独火，此星得形最高大。

高山顶上石嵯峨，伞摺犁头裂丝破。

只缘尖焰耸天庭，其性炎炎号火星。

起作龙楼并宝殿，贪巨武曲因此生。

廉贞的五行属性是火，一般在九星行龙中廉贞是作为祖山的，因为廉贞的气势高

远，无与伦比，所以说是独火。因为廉贞巍峨高大，火焰威猛刚烈，高高耸立，

可以照应千里之外。廉贞星峰的山峰，乱世林立嵯峨威猛，直直的耸向天空，样

子有的如同伞的折痕，或者如同犁头的尖尖，身体也如裂开的线状如丝破碎样，

令人望而生畏。廉贞的火星，山尖如火炎焱燃烧直达高空。廉贞在行龙中，形成

的龙楼和宝殿的局势，而三吉的贪巨武也是有他而生。

廉贞星峰形体

古人深识廉贞体，唤作红旗并曜气。

此星威烈属阳精，高焰赤黑峰头起。



廉贞星为什么能作为古代军事军队的旗帜呢？注要是因为廉贞的尖尖山峰高耸

卓立像旗，廉贞属火为红，所以是红旗。刚猛的红旗就有了讨伐的气势，所以军

队中用廉贞足为军队旗帜。廉贞的山峰飞扬高耸如枪头，其底部眠于平地，高峰

处有红色或者黑色的石头产生如果火焰，属于阳精之体。

廉贞星峰的龙楼宝殿

高尖是楼平是殿，请君来此细推辨。

若遇到龙楼宝殿一定要仔细的辨认。廉贞星的外形是尖尖耸立的高大山峰，看到

尖的是山峰，平而方的是宝殿，遇到龙楼宝典的时候，廉贞就已经开始行龙了。

所以说造作龙楼并宝殿，贪巨武辅因此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4日整理



（六十）廉贞星峰聚讲山的形状？ 寻龙

顶上聚讲山分宗拜祖辞楼下殿

乱峰顶上乱石间，此处名为聚讲山。

聚讲既成即分去，分宗拜祖迢迢路。

寻踪寻迹更寻儿，龙来此处最堪疑。

什么是聚讲山？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喻寻龙到祖山廉贞的顶上，见到乱石嶙

峋、气象万千、富贵之龙数不胜数。就如同诸侯聚集开大会一般聚集一堂，在受

到帝王训讲之后，分分辞别而去，辞楼下殿，各依尊卑大小，分宗拜祖，千里百

里，行向前去。

所以当我们寻龙到祖山顶上，看到高山林立，磅礴气势护，就很 难分辨什么是

关夹什么是真龙，什么是主庶。

聚讲山就是上图围绕祖山的周围山，祖山被聚讲山环抱，龙气才能吉地结穴。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4日整理



（六十一）廉贞星峰的开帐出脉形态 嶂

山如帐幕 中心出脉似仙带 层层帐幕如巨

浪

却来此处横生嶂，形如帐幕开张样。

二重入帐一重出，四重五重如巨浪。

嶂中有线穿心行，帐不穿心不入相。

帐幕多时贵亦多，一重只是富豪样。

两帐两幕是真龙，帐里贵人最为上。

帐中隐隐仙带飞，带舞低垂主兴旺。

此段讲廉贞开帐后的美态，说美态不为过，诗文写的如展现在眼前的一幅电影一

般，飘然目里。好了，言归正传，下面我详细做解释。

廉贞星出脉开帐的形态，出脉也即是输出一根气流，即将结穴。帐幕展开的样子

就像横在眼前生出一个张开手臂的帐幕，我们称之为嶂（高险像屏障的山，山峰

如同屏幕而立）。帐后面的山峰是入帐的，是入帐峰，从帐前去走的山峰为出帐。

这样开帐的山犹如大鹏展翅，而且山带有波浪状的是为真，再加之有四五重的帐

幕，那来势必然强盛，我们称之为巨浪。

龙脉出脉的线是从帐的中心穿心而出为贵龙，帐幕的层数多，龙越贵气，一层帐

幕只能出个富豪，两层和两层以上就可以称之为贵龙了。如果帐里有个卓然端立

的贪狼是为帐里贵人，吉上加吉。

我们看出脉的样子，从帐中心出，飘扬隐隐，犹如仙人的丝带，低垂飞舞，如上

文说过的鼠尾、鹤颈，就像文曲的脉剥换，则龙气愈加旺盛。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4日整理





（六十二）廉贞星峰异形 天关（天门、

三门、玄关）地轴（地户、五户）龟蛇四者

天关地轴两边迎，异石龟蛇过处往。

在行龙过峡处或者行龙的左右跌断处，两边有把守水口之贵气的四种星曜，分别

是天关、地轴、异石、龟蛇。天关是指秀峰，地轴是指小的丘陵。在堪舆中流入

水的地方为天关也叫天门，流出水的地方叫地轴也叫地户。

天门宜开通顺畅通为吉，地户以多山等关拦为吉。

天关也叫天门、三门、玄关，通常是指龙脉分支随龙行走的水的发源处。

地轴也叫地户、五户，把守出水口多关拦为吉。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4日整理



（六十三）祖山、干龙龙脉和水的关系

天池 井洞蒙泉如镜 天汉天潢入阁道

高山顶上有池渍，两边夹起真龙行。

问君高顶何生水？此是真龙顶上气。

楼殿之上水泉生，水还两处两边迎。

真龙却从泉中过，也有单池在傍抱。

单池终不及双池，池若倾崩反生祸。

池平两水夹又清，此处名为天汉星，

天汉天潢入阁道，此星入相居天庭。

更有卫龙在高顶，水贴龙身入深井。

更无水出可追寻，或有蒙泉如小镜。

这里讲的是祖山或者大干龙龙脉和水的关系；水是山的血液，如果龙脉边的水倾

倒泄流，那么龙脉的龙气也就倾泻而去，龙的身边水聚，那么龙气也必然是相聚

和的。龙水是组合的关系，无水之龙，不能腾，是枯死之龙，无真气也。

如果在高山顶上有天池之水，在龙脉身旁，那么此龙的龙气必然是昌隆，因为高

山之上，水行之上本身就比较的困难，能有天池之水福荫龙脉，那龙的力量本身

就一定很强大丰沛。如果有两个天池夹护龙脉，龙脉居中而出，那是最吉的，有

一个也不错。还有一点天池水要深而清澈，龙气愈旺。反之如果水倾泻而去，那

么龙就失去了荫，反凶。

天汉星、阁道星、天庭星，皆是星曜名称。我们把天池比作天汉和天潢，天庭星

是帝座星。潢是沟渠渡济，用龙行水中比喻为潢和阁道。天汉入阁道是入相如龙

的格局样貌。是天庭出将入相的格局。



在大干龙高处的水，有天池、天井、细泉、这些水都是护荫卫护龙脉的水，远远

的都太祖山而来，水贴龙身行走，最终流入山洞或者山泉或者井中，也很难发现

他最终去了哪里，地户的收紧是吉。可见蒙泉之水如同小小的镜面，入井如洞的

水也是深幽，都是卫护龙脉的水，方显龙脉的大贵气。这些水就像皇帝身边隐藏

的保镖，看不见其方位真踪迹。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5日整理



（六十四）廉贞星的辞楼下殿 分枝劈脉

开帐生主星和帐下的应星

看他辞楼并下殿，出帐耸起何星见。

应星生出别立形，此是分枝劈脉证。

祖宗分了分兄弟，来此分贪试真髓。

分贪之处莫令差，差谬一毫适千里。

辞楼下殿是众多龙脉在聚讲山被帝王训导之后，分别辞别老板，用老板通俗易懂，

开帐而去，开帐的作用是准备分枝劈脉。在开帐后出帐处耸起的山峰是主星，在

帐下再耸起一个山就是回顾祖的应星。

应星的生出，是祖宗到主星再从祖星分枝劈脉的证据，这时候要和出帐的主星区

别看，不要混淆，他只是证主星要开帐分枝劈脉了。

祖山分枝劈脉后生出的山我们暂且称之为兄弟山，这些兄弟山会继续分。大多数

的大的干龙分支后，分支的干龙继续行龙，千里百里，分支到各地，然后在各地

祖山再分枝劈脉，这些各地的祖山叫兄弟。这些兄弟的枝龙，如果遇到生成贪狼

的，那这个贪狼就是廉贞的真气所结。遇到这样的贪狼，我们一定要仔细辨别，

不能出现一丝差错，否则就找不到正统的脉了，就是找不到他的祖山了。



看上图辞楼下殿，一定先下殿而后辞别。要降低才能是下殿。有山起才有辞楼，

降到底的是应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5日整理



（六十五）廉贞星发脉生出五吉星的形

态

廉贞星五吉星的形

笋尖贪狼从此出，钟釜相随武辅弼。

方峰是为巨门程，最要来辩嫡庶行。（庶：指旁支）

嫡庶不失出账形，便是龙家五吉星。

这段是讲从廉贞发脉生出的五种吉星的形状。

贪狼是笋尖的形态，武曲和辅弼是像钟和古代的锅的形态，巨门是方形山峰的形

态。最关紧要的是，来脉是不是穿心的，还是旁边出脉的，应星和主星是否相似，

差别越小越吉。

大的干龙分枝劈脉很多条，其中自有嫡出和庶出，但是只要在出帐处所生的星峰

和他相似就是吉。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5日整理



（六十六）廉贞行龙的山水 北向南落

众山畏惧朝拱 独火冲天为贵 应星龙威严

如将鼓角铮

廉贞恶石众所畏，不失真阳火里精。

此龙多向南方落，北上众星多错愕。

低头敛衽出朝来，不向他方妄参错。

凡是山峰皆有石，若是土山全无力。

廉贞独火气冲天，石骨棱层平处觅。

廉贞不生吉星峰，定隔江河作应龙，

朝迎必应数百里，远望鼓角声冬冬。

廉贞行龙和山水皆来环抱。廉贞行龙的时候，因为廉贞的特小是气势威严，怪石

林立，气焰嚣张威武，让人畏惧。这才是廉贞的本质，他是真阳之龙，火里之精，

多数都是从北向南而行走，而南部的众山面对廉贞都会俯首称臣，低头来朝廉贞，

不会反向反背而畏惧廉贞的威力。

多数的星峰都有土和石头的，而廉贞是怪石嶙峋，如果廉贞星峰是纯粹的土壤，

或者为红色或者是枯山，这样的廉贞是无力气的。最贵气的廉贞是火气冲天，峰

头带焰，这样刚猛的廉贞如果结穴，那穴一定是在很远的地方，而且穴也是怪石

棱层。

廉贞行龙如果没有剥换成贪巨武辅弼等吉星而去结穴的话，那只能在气势比较大

的江河湖泊沼泽之外，相隔千里百里去做结穴，而且是廉贞的应星龙。这样的穴

必然是远看秀峰庄严，贵气无边，一派大将入堂鼓角铮铮的气象。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5日整理



（六十七）廉贞行龙要诀 华盖三峰品字

立 雌雄正龙和护龙的形态

凡见廉贞高耸石，便上顶头看远迹。

细认真龙此处生，华盖穿心正龙出。

此龙尊贵最难寻，五吉要从华盖觅。

此等真龙不易逢，华盖三峰品字立。

两层分作两护龙，此是兄弟同祖宗。

兄弟别为护龙去，前迎后送分雌雄。

雌若为龙雄作应，雄若为龙雌听命。

此段是说辨别廉贞行龙的特点要诀；

廉贞的根本特点是高耸而且顶部有石头凌立。我们寻龙的时候，就要到廉贞顶上

去看山脉的远行的踪迹，看真龙会在哪里生出。

当有华盖星出现，而且在中心出脉，那必然是最为尊贵的正龙，这样的龙是很难

被找到的，因为廉贞险峻，变化多。

贪巨武辅弼五吉之星，基本都是从华盖中心出脉而生成的。此龙难得。

若华盖有三个山峰组成一个品字形，是最贵的，如果不是品字 比如横排、竖排、

斜排则为三台。

分枝劈脉分处两条护龙，如果两条护龙中间有龙，而且朝向中间，则是真护龙；

如果反背中间的龙，则就不是真护龙。真护龙一定是和中间的真龙同行的，必然

朝。如果护龙跑到正龙前方则是迎龙，如果在正龙后方则是送龙，而且正龙和送

迎之龙也有雌雄之分。

雄做主龙的时候，雌则听命（随行主龙绕抱低头拜伏），雌为主龙的时候，雄则

为护龙趋前回头做正龙的朝应；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6日整理



（六十八）廉贞行龙辨别龙脉的雌雄的

方法 根据对比龙的形态 高矮 肥脊

廉贞行龙辨别龙脉的雌雄

问君如何辨雌雄，高低肥瘠形不同。

低肥为雌雄高瘠，只来此处识真踪。

这段是介绍如何根据龙形态来辨别雌雄龙。我们对比看，高的、脊梁明显的为雄；

低矮、肥胖的为雌。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6日整理



（六十九）廉贞行龙护龙的朝拱形态 龙

盘守护 虎踞朝迎

廉贞行龙护龙的朝拱

真龙身上有正峰，时作星峰拜祖宗。

但看护送似龙盘，又有迎送如虎踞。

随龙山水皆朝揖，来此狐疑失踪迹。

这里是说廉贞行龙真龙行龙的形态和护龙朝拱的情形。

正峰是真龙的身上生出的峰，端正独立。真龙生的正峰看起来有像回顾祖山朝拜

的样子。真龙的随行护送的护龙山脉，如同龙盘绕抱真龙，而且前方迎接的山脉，

也个个朝耸相迎接真龙像老虎蹲在那里抬头。所以凡事真龙的护龙，都是对真龙

朝向拜伏，如果看到这样的情景，任何怀疑的心都打消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6日整理



（七十）廉贞水口罗星 关山异石罗星

生水滨 尖圆方扁端正者为真

廉贞水口罗星

水口重重异石生，定有罗星当水立。

罗星外而有关山，上生下生细寻觅。

盖缘罗星有真假，真假天然非人力。

罗星傍水便生石，星体端正最高职。

此段介绍真龙落处有水口罗星的形态特征；

只要是大地高山结穴，水口的地方一定有罗星、异石、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天门地

户的地户处，而且罗星一般不止是一个。罗星的外面门关之山也一定有是作为阙

楼。

上生和下生，个人理解是根据阙楼来说的，阙楼内的，也有外的。一般罗星生在

天然水滨，有尖圆方扁四种形状，都必须要端正，否则就是假的罗星。



尖形

方形

圆形



扁形

常言道：一个罗星抵万山，可见守住气口的重要性。水口山如同咽喉要道，罗星

就像人的舌气。常规的罗星是巨石、沙洲、土墩、小山突起、于水中央、或者一

面水一面田；罗星以山石为最吉、土墩次之，但是必须都要端正秀美为吉；破碎

倾斜为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6日整理



（七十一）廉贞星峰回龙顾祖形态局 鬼

山脚托护 护托山、送山、缠山 十全十美 世

之罕见

廉贞星峰回龙顾祖

廉贞多生顾祖龙，祖宗遥远是朝峰。

更看鬼脚回转处，护托虽生数十重。

送龙之山短在后，托山不抱左右手。

缠龙缠过龙虎前，三重五重福绵延。

缠多不许山外走，那堪长远作水口。

护送托龙若十全，富贵双全真罕有。

此段是讲廉贞行龙到尽头形成回龙顾祖的刑局，廉贞星多生回龙顾祖的龙。因为

廉贞行龙形成的龙一定是远的，也不能近，近了杀力太大，所以都是千里百里后

回龙顾祖朝拜廉贞祖山。

在形成回龙顾祖的山峰的时候，这个山峰的后面是有个鬼山的，这个鬼山的脚一

定是绕抱这个星峰的，如果不绕抱的话，这个鬼山就会夺去此龙的真气，是不吉

的。而且在此回龙顾祖的山峰后面一定会有重重的保护托护的山脉，当然护托越

多越好，因为多龙气就足。

送龙的山是在护龙的外层的，所以是短在后，而且托山也不是靠近真龙左右的，

所以这个时候缠护的龙山就要保护在龙虎山前面，越多越好，越多气越足；缠多

不许山外走 意思是 缠护的山不反背外行，不仅缠护龙虎，还直达远处的水口，

那可真是吉上吉。

护托山、送山、缠山都如意，则富贵双全，世之罕见。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6日整理



（七十二）廉贞寻龙的关键 一重缠护一

重关 结穴遥远 凶怪出武贵人

廉贞寻龙的关键

寻龙千里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

关门若有千重锁，定有王侯居其间。

廉贞已具贪狼内，更述此篇为详载。

有人晓得红旗星，远有威权近凶怪。

权星斩斫得自由，不统兵权不肯休。

廉贞寻龙的关键点还是老生常谈的缠绕护卫和龙穴的关系。寻龙千里关键要看缠

绕的山峦，一重的缠绕保护的山，就是一重的关。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好的龙都是

要缠绕保护，才是好的龙。缠绕愈多，贵气愈大，如果有千万重的关，那必定就

有王侯将相居在其中。

廉贞行龙有个要求就是必须结穴要遥远才算好，廉贞刚猛好煞，远了贵而有力，

近了粗莽凶恶；廉贞主人好杀，出統兵的武贵人。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9日整理



（七十三）廉贞星峰剥换的形态 贪巨武

辅弼 公侯将相之地

廉贞星峰的剥换

若遇廉贞不起石，脚下也须生石壁。

石壁是背面土平，平处寻龙出踪迹。

贪巨武辅弼星行，出身生处是真形。

剥龙换骨若几段，此是公侯将相庭。

廉贞星形体剥换的样子，下面详述；廉贞星峰是有怪石嶙峋的，如果是都是土山，

那么这个廉贞就无力。如果在廉贞峰没有石头，那他的山脚就必须有石头，作为

他的根基。在平坦的面部，可以在此处寻找龙脉的踪迹，他所生的是贪巨武辅弼,

哪一种呢?是需要具体看廉贞剥换的星峰,如果剥换的是吉穴,也一定是好的贵穴,

公侯将相之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9日整理



（七十四）廉贞星峰的威力 红旗曜气

骇人如妖怪 剥换生三吉 文武全才 不剥换

出乱臣贼子

廉贞星峰的威力

红旗曜气威灵在，愚妄时师骇妖怪。

权星威福得自专，纵入文阶亦武拜。

廉贞一变贪巨武，文武全才登宰辅。

廉贞不作变换星，臣子乱伦弑君父。

廉贞星的威力和荫生之人。廉贞是权星，主权利，又像尖角红旗，发出曜气，火

焰猛烈，威力大，容易误认为是让人惧怕的妖怪；主生的人即是是文职，也会挂

职武功；如果廉贞剥换脱卸变成三吉或者五吉，才能出文武全才的显官。如果不

剥换，就结穴，那么煞气重，出乱臣贼子，弑君杀父的坏种。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9日整理



（七十五）武曲星峰与左辅星峰的区别

覆钟釡 高圆顶 左辅顶圆略低方

武曲星峰 顶圆体方 形式钟釡

武曲星峰是五吉的一种，只要是武曲的行龙结穴，一定是吉祥的，小的是富豪，

大的公卿。

武曲星峰与左辅星峰的区别

武曲左辅覆钟釡，钟釡两般当分剖。

钟高釡矮事不同，高者为武矮为辅。

二者虽云皆吉星，金土不容有差误。

武曲端严富贵牢，辅弼随龙厚薄取。

这里是讲武曲和左辅的区别；

武曲星和左辅从外观看都是像盖着的钟或者锅。而武曲星五行是金，主圆而且顶

高带水（金生水 一体多相），像盖者的钟，也像顿鼓；左辅五行是土，外形也

是圆但是不同是顶部略方而且整体略低，也像盖着的锅，或者盖者的斗笠。所以

武曲星和左辅的区别是高矮和左辅略低方。

武曲星气聚合高耸圆顶部，是金星之相。左辅是气足而凸显出土之外。

武曲星行龙特点是形象比较好，端庄威严，壮丽，有一派大富贵的气象。而左辅

的很少用来结穴，他的贵气是由随龙的贵气决定。



图上为武曲星

图上为左辅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0日整理



（七十六）武曲星峰行龙的情态 剥换辅

星如印如列 关夹相拱

武曲星峰行龙

真龙若行五六程，临落之时剥辅星。

如梭如印如列月，三三两两牵速行。

前关后夹来相拱，夹若多时龙勇猛。

剥到辅星三四重，仔细来此认龙踪。

这里是讲武曲星行龙真龙出现的样貌；

五六程这个程是指一个段落或者一个剥换或者一个退卸。意思是武曲星行龙经过

五六程的剥换脱卸，就会结穴了。在将要结穴的时候，会剥换出辅星出来，而辅

星和武曲星相似，这也印证了生子生孙巧相似的说法。

如梭如印如列月，三三两两牵速行。这个极言剥换出辅星的形态。另外武曲星剥

换出辅星耀三四重后，我们这个时候要仔细观察龙脉了，可能会结穴。

前面我们学习巨门的时候知道，巨门行龙结穴一般很少有枝叶关夹跟随，而武曲

星就不同了，武曲星关夹很多，越多越贵，龙越猛。

程：道路的段落。古代驿站间的一段为一程。

在堪舆中是指山脉行龙走向的距离。古代的一程和现在高速上两个服务区间距离

的为一程是同意思，但是里数多少，无从考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0日整理



（七十七）贪狼武曲之穴 辅弼作为剥换

脱卸的产物 贪狼生乳穴 武曲生钳穴

贪狼武曲之穴

贪武若无辅弼落，高岭如何住得龙。

辅弼虽云是入穴，作穴随龙又不同。

穴随龙星作钳乳，形神大小随龙踪。

只要是贪狼和武曲的主要干龙，一般都是高山峻岭，贪狼是有冲天木的气势，武

曲是肥圆气势；当贪和武剥换脱卸后，变得低小，就生出辅弼星了，这些辅弼看

起来像武曲生出的孩子，又像是他们的肢腳，准备降落，准备结穴。

贪狼行龙落地生辅弼后会有乳穴，武曲会有钳穴；注意这些贪武所出的辅弼不是

贪武的本形，只是他们脱卸中的一个生出之物；他们所生的乳和钳还是要从贪武

自身上去生出，所以乳和钳的大小是有贪武自身的大小决定。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七十八）破军星峰 前高后低 斜飞破

碎 败军之旗 两侧险峻陡峭 伤痕累累

破军星峰 前高后低 斜飞破碎

破军星，销瘦如柴枯槁，或者臃肿肥腻像瓠瓜，粗旷险峻，没有水滋润土地，没

有草木繁荣，所以只能用来行龙中作为护卫水口用。

破军星峰如走旗，前头高卓尾后低。

两旁失险落埪陷，壁立侧裂形倾欹。

破军星峰如同败军的旗帜，奄奄一息的样子，俗语是蔫了。前面是高高的，尾部

低垂；山体两旁陡峭险峻崩塌如站立的墙壁，还有伤痕累累的裂痕。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七十九）破军星峰三台六星 远为祖

生出贪巨禄文廉武辅

破军星峰三台六星

不知此星出六府，上有三台远为祖。

然后生出六曜星，贪巨禄文廉武辅。

三台星峰号玉阶，六星两两鱼目挨。

双尖双圆如贪武，却在绝顶双安排。

双尖定出贪狼去，方圆生出巨武来。

破军是从三台六府星所处，那么如破军发祖的地方，一定会有三台星剥换而出。

三台星每台有两颗，三台合计六颗，每两颗为一阶梯，所以又称呼为三阶，是天

地足下的阶梯。三台六星，如同鱼的眼睛一样，并列在高顶，每台的两颗星如果

都是尖形，那么他就生出贪狼来，如果每台两星都是圆形，那么他前去生的就是

武曲星，如果每台两星都是方形，那么前去所生的就是巨门星，不一而足，其他

亦然。可以生出贪巨禄文廉武辅。

补注:三台亦称三能。共 6星，属太微垣。分上台、中台、下台，按上、中、下

三台各 2星。

三台星六颗，两两排列，从文昌星开始，排列到太微垣。一种观点认为叫天柱，

是三公的职位。在人间叫三公，在天上叫三台，掌管开拓德行宣扬政令。西边靠

近文昌的两颗星，叫上台，是司命，掌管寿命；接下来的两颗星叫中台，是司中，

掌管宗族家室；东边的两颗星叫下台，是司禄，掌管军队：这些都是用来昭显德

行堵塞邪恶的。又认为三台是天阶，太一大帝踩着它用来上下。一种观点认为是



泰阶，上阶的上星是天子，下星是女王；中阶的上星是诸侯三公，下星是卿大夫；

下阶的上星士，是庶人：这些都是用来调和阴阳治理万物的。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八十）破军星峰三台六府 三阶到文昌

成六府 如半月金星 如环玦各不相同

破军星峰三台六府

上台中台下台去，行到六府文昌台。

文星六星如偃月，穿排六星如环玦。

玦 jué ：古时佩带的玉器，半环形，有缺口。“满者为环，缺者玦”

三台，从上台到中台再到下台，三阶，每阶两星，合计六星。再到文昌星，也有

六颗星，就是六府。文昌台顶平如张开的手掌，圆环绕像环和玦。环和玦上，有

微起的六个堆，看起来像微微不显著的六星。总结就是三台之下生文昌六星，每

个星体的排列和形象脉络，都不一样。

破军之上有三台六府，就好像廉贞之上有宝殿，六府之上有三台，就好像宝殿之

上有龙楼，此谓龙楼宝殿。

有三台六府的是起祖龙，没有的是行龙的星。

文昌星的形状是半月形金星，也像峨眉文曲星，他的山行脉络行走，从三台而下，

每两台为一阶，都不一样，如同环和玦。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八十一）破军星三台生九星 凹凸其中

微起似六星 文昌星后生九星排列

破军星三台生九星 凹凸其中微起似六星 文昌星后生九星排列

平顶上头出六星，六处为堆作凹凸。

凹中微起似六星，生出九星如排列。

此段是说三台六星生出九星的地形情状；

若是在平顶之上有六个星分别在六处堆起，这个六处星是凹的或者凸的。如果在

凹中，那么在凹中有微微凸起的堆，就是和六星相似的六处。而在三台之后的文

昌星之后，会排列九种星，这样的变换才能完成行龙。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八十二）破军星为尊星之缠护 三吉星

随尊星而变

破军星尊星之缠护

破军皆受九星麾，逐位生峰形象奇。

山形在地星在天，星气下感福禄依。

尊星顿起真形露，枝叶皆是破禄随。

尊星虽云有三吉，三吉之余有辅弼。

不知三吉不常生，百处观来无一实。

破军常用为行龙的缠护，所以他是九星的麾下缠护星，受到九星的指挥和驱使。

破军星形体如败军之旗，而且形象奇异。地上的山峰和天上的星是对应的关系，

我们知道上应天星，下照地形，所以福禄都在星气的感召和庇护下的，山峰山形

只是天上星气的体现。

破军行龙是作尊星的缠护保卫的。当尊星龙顿起高大雄伟，尊星显露出真形，而

尊星周围的枝叶，仍然是破军和禄存。通常尊星是三吉，贪巨武，或者小吉的辅

弼也有高起的尊星。

我们是很难发现三吉的，百里求不得一。

破军星随尊星而变

盖缘不识破军星，只说走旗拖尾是。

走旗拖尾是正形，若出尊星形变生。

与君细论破军体，逐一随星种类名。



破军星不容易辨识的缘由是破军形体会随尊星而发生变化。破军星的正体是如同

败军的旗，高起带拖尾。但是正形不是常见的。当遇到破军行龙遇到尊星顿起，

那么他的破军形体也随尊星发生变化的，所以需要根据尊星的形体仔细辨认破

军。

下文我们会逐一介绍九星混合破军之形。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1日整理



（八十三）贪狼破军之形情态 行龙垂带

如蛛丝 如梭 同三吉行龙一样

贪狼破军之形

贪狼破军如顿旗，一层一级名天梯。

顶尖冲前有岩穴，伸颈犹如鸡作啼。

破军和贪狼相互兼并的形。贪狼是尖尖顶而且顿起；破军是如同败军的旗。那么

贪狼和破军相融合后样子就是，顿旗高大的山峰，一层一层如天梯。

贪狼破军星形作为干龙祖龙时，其山顶冲起尖尖的，而且山上有岩石带有窟窿，

样子如同雄鸡高唱，气势昂然。

贪狼破军的行龙

顶头有带下岩去，引到平处如蛛丝。

欲断不断马蹄过，东西隐显梭中丝。

三吉之星总如此，此处名为吉破地。

过坪过水皆如是，定有泉塘水夹随。

贪狼破军巨门去，去为垣局不须疑。

贪狼破军落脉行龙是从山顶而下，为什么是山顶，因贪狼的顿起的高，他的顶头

脉垂落而下如同飘带，然后落到平处，越是往下越是脱卸干净最后如同蛛丝一样，

要断不断，如果马蹄的印，断断续续；隐藏和显现如同木梭抛起降落。所以贪狼

破军行龙落脉和三吉的落脉基本上是一样的。三吉的行龙落脉以前我们都已经介

绍过，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

贪狼行龙，是整体由大到小落入低处，从高山落到平阳。



巨门行龙，是离踪断处多失脉，抛梭马迹蛛丝长。平行串珠数十里，内有方峰三

四已。

武曲星行龙，如梭如印如列月，三三两两相互牵行。

所以贪狼破军行龙脱卸到平地处，就有三吉的蛛丝马迹，如梭中丝等情状，所以

叫吉破地。他的落脉可以穿过平地，可以渡过河水，也可以水夹龙而行。

贪狼破军行龙时候会有台、帐、盖、座所以看形象如作中军帐，所以贪狼破军也

是御伞，是干龙的盖帐，帐里出的垂带落入平地，过田过水，又起巨门，看起来

像把椅子，这样下去的垣局必然呈现无疑。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2日整理



（八十四）巨门破军的形兼并体 破柜臃

肿鹤颈 象鼻 作乳穴

巨门破军的形兼并体

巨门破军如破柜，身形臃肿摧崩势。

前途走出鹤伸颈，岭上垂下如象鼻。

一高一下脚不尖，作穴乳头出富贵。

巨门和破军的兼并之体形。

巨门是方形顶平，厚实，和柜子形像。破军形侧裂崎，臃肿崩塌破败。如果破军

和巨门合体后，就兼并有破军和巨门的两种体制，如柜子方臃肿崩裂。

贪狼破军和巨门破军的行龙落脉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巨门臃肿，贪狼高瘦。贪狼

如鸡伸颈啼叫，而巨门臃肿些，如鹤伸颈。贪狼破军的脉如同垂带，而巨门的脉

如同大象的鼻子。

贪狼破军高处顶端，有贪狼之气，而巨门是顶部略方，有巨门气。贪狼破军的脉

垂带如蛛丝马迹而后脱卸作穴，而巨门破军是垂下脉后作乳头的形穴，主生富贵。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2日整理



（八十五）禄存破军之兼并体的情状和

禄存破军行龙结穴

禄存破军之兼并体

禄存破军顶平布，两肋蛇行肋微露。

前如大木倒悬崖，独干生枝叶无数。

禄存和破军的合并之体形状。禄存的形象是顿鼓、多枝叶脚。破军的形象是侧裂，

都峭壁。诗中说顶平是指禄存的顿鼓样，肋蛇行是指如此的枝叶脚多。大木是说

老木，老木皴裂，悬崖是说破军的陡峭，枝叶无数。

禄存破军的结穴

叶中生出嫩枝条，又作高峰下平去。

当知为穴亦不远，护送不来神宇据。

禄存破军也可以结穴。禄存和破军的合体也要经过剥换脱卸，然后生出嫩的枝叶，

只有嫩才能体现龙气的真。然后又起高山，最后延伸到平地，那么此地不远，就

是少祖山和祖山，因为再往下就要结穴了。如果禄存的枝叶脚行龙有护送，那么

可算是可用的穴，如果是孤独没有护卫，只可以做为神庙用地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3日整理



（八十六）廉贞破军星峰的并兼体 崔巍

水龙关夹 声如雷 有穴亦不可为

廉贞破军的并兼体

廉贞破军高崔巍，水龙关夹声如雷。

池清水泻气不住，纵有穴形不可为。

廉贞破军的合并之体，看起来高大崔巍，因为有廉贞的气势。水龙关夹声音如同

打雷的响，水冲泻流，会把山体波痕，显露出破军的情态。因为廉贞气势强大，

而且水流粗糙，气不滞留，所以即是有穴结，也不能用。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3日整理



（八十七）武曲破军的兼并之体 十字体

欹侧如啄木鸟 嘴尖趾脚尖射 出王侯宰辅

武曲破军的兼并之体

武曲破军十字体，顶上微圆欹侧起。

势如啄木上高枝，直上高岩露石嘴。

此星出龙生鼎足，爪甲巉岩若鸡距。

此龙富贵生王侯，五换六移出宰辅。

武曲星是顶圆，欹侧、高岩、石嘴外露、爪甲巉岩是破军的形。chán yán，意思

是指一种陡而隆起的岩石，如悬崖或崖、孤立突出的岩石。武曲破军行龙像十字，

如脚趾，远看像啄木鸟，鸟嘴高尖，脚抓山体，看起来也算秀气，经过五六次的

剥换，也可以出贵穴。主出富贵王侯，宰辅之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3日整理



（八十八）左辅破军的兼并之体 幞头有

脚如抛球

左辅破军的兼并之体

辅星破军如幞头，两旁有脚如抛球。

此龙亦出小富贵，端赖缠山密抱头。

我们先看看古人说的幞头 fútóu是什么？

又名折上巾、软裹，是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起始于汉代。因幞头所用纱罗

通常为青黑色，也称“乌纱”，俗称为“乌纱帽”。

辅星的本形如幞头，脚如抛球是比拟破军的形，有种拉开架势抛出球的姿势，需

要有脚步的支撑。遇到这样的龙，需要有护卫层层缠绕，方可使用，否则只能作

神庙之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3日整理



（八十九）右弼破军的兼并之体的形态

行龙的富贵看法

右弼破军的兼并之体

弼星破军如鲤跃，行到平中一堆卓。

三三两两平中行，直出身来横布脚。

右弼破军兼并之体的行龙

为神为庙为富贵，只看缠护细斟酌。

缠多便是富贵龙，缠少只为钟鼓阁。

三三两两是说弼星多是在八星断处气脉隐匿的踪迹，因为隐匿有弼星作为跟随，

一顿顿卓然而立，如同鲤鱼跳龙门一般，藏在水中，伺机而起。偶尔跳起，显露

真形，两边有像翅膀一样的横着分布在脚边。

当弼星破军行龙落在平地的时候，三三两两卓然而立的山峰，如鲤鱼跃起，然后

到前方结穴，这种地，可以做神庙之地，也可以做宅使用，是富贵地。缠护的越

多，越富贵，三层五层算是富贵地，两层只能做钟鼓神庙之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6日整理



（九十）龙脉行龙的真假和吉凶辨别 破

军开帐正龙入首结穴

龙脉的吉凶真假

九星皆有破禄文，三吉之形辅弼尊。

平行串珠巨门禄，关棹尖拖是破军。

吉星之下无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

况是凶龙为不穴，只是闲行引过身。

纵然有穴必是假，假穴如何保久存。

时师却来寻龙脉，来此峡内认低蹲。

便指缠护为真气，或有远秀出他村。

便说朝山朝水好，下了凶事自人门。

只缘不识真龙出，前面必出星辰尊。

尊星活了死龙骨，换了破军廉禄文。

破军忽然横开张，帐里戈旗出生旺。

此龙出作将军形，前遇溪流为甲仗。

龙有九种即九星，行龙中作为行龙过渡的以破军、禄存、文曲为主。结穴的时候

以贪、巨、武、辅、弼，而廉贞通常做为祖山，而且是大龙祖。

平行串珠巨门禄是说巨门行龙要结穴的，往往是会出现离踪断脉、蛛丝、马迹、

抛梭、草蛇、灰线等过脉后，连续绵延数里，然后突然起一个方形的山峰。为什

么会起一个方形山峰，因为方形山峰是巨门，是要秉承祖宗山的气。这个行龙中

间会反反复复出现巨门和禄存的形态间或其间。

关棹尖拖是破军行龙的情态，所以吉龙下都是吉的情态，凶龙下方都是凶的情态。



况是凶龙为不穴，只是闲行引过身。

纵然有穴必是假，假穴如何保久存。

时师却来寻龙脉，来此峡内认低蹲。

便指缠护为真气，或有远秀出他村。

这些极言凶龙不可结穴，即使有穴也是假穴。

只缘不识真龙出，前面必出星辰尊。

尊星活了死龙骨，换了破军廉禄文。

这些是说真龙初发脉，前面必有尊贵的星辰，让死龙变活龙。死龙其实就是破军

廉贞禄存文曲这些丑陋无情的星，活龙就是贪巨武辅弼。活龙有生气。一言以概

之，五吉龙必然间隔四凶龙，而后凶龙必然转换成吉龙结穴。这是寻龙的大概。

破军忽然横开张，帐里戈旗出生旺。

此龙出作将军形，前遇溪流为甲仗。

这里说破军也可以开帐结穴，正龙入首横开大帐，而且结穴后仍然不离破军星的

属性，从帐里戈旗和前遇溪流为甲仗看出，因为甲仗和戈旗是破军的主要特征。

破军结穴必然是结将军的地。还是破军的本性。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6日整理



（九十一）破军禄存最常见的行龙 破军

行龙和结穴的形态

破军禄存最常见

破禄形象最为多，枝叶蔓延气少和。

不为尖刀即剑戟，不是蛇行即投梭。

破军禄存两个星兼并之体形，是最为常见而且多的，都是枝叶蔓延，粗旷难合，

他们的行龙不是尖尖的刀，就是横的剑戟，不是蛇行走，就是抛出的梭样。

破军行龙和结穴

出逢六秀方位上，上与六气横天河。

六气变而生六秀，凶星到此亦消磨。

凶气消磨生吉气，定有吉峰巨浪波。

此是神仙绝妙法，不比寻常格地罗。

破军行龙和结穴，出逢是指破军的发祖是从六秀方位而来，六秀是指三台六府，

什么是三台六府，前文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做赘述，请看下方链接了解三台六

府；

https://www.dahetu.cn/2020/11/622.html

https://www.dahetu.cn/2020/11/621.html

六气和六秀都是指的是三台六府，横天河极言气发祖的高大。破军行龙多是大而



烈的龙，多数是从三台六府上发祖，然后变出文昌六星，然后破军孕育而出破军

真形。破军的穴峰的势是，横开帐幕，然后帐里变化，如挥舞的剑戟、如高举的

战旗、抛出去的刀、横着的剑、如蛇行走、如抛出的梭连串的过程，反复剥换，

凶气消磨光，生出吉气。而且可以生出如武曲星峰一样的层层巨浪的星峰。

所以神仙绝妙变换，不是寻常的格龙可以勘测出的。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7日整理



（九十二）中国龙脉的形式图 昆仑山发

祖 分三大干龙

中国龙脉的形式

与君略论大形势，举目一望皆山河。

天下江山几万里，我见破军到处是。

禄存文曲辅弼位，低小山形总相类。

只有高山形象殊，略举大纲与君议。

昆仑山脚出阗颜，只只都是破军山。

联绵走出瀚海北，风俗强悍人凶顽。

生儿三岁学骑射，骨硬刚方是此间。

山来陇右尖如削，尽是贪狼俱高卓。

此处如何不出文？只为峰多反成浊。

高山大垄峰多尖，不似平原一堆卓。

行行退卸大散关，百二山河在彼间。

大缠大护到函谷，水出黄河如玦环。

低平渐渐出熊耳，千里平阳渐如砥。

大梁形势亦无山，到此寻龙何处是？

识得星峰是等闲，平处寻龙最是难。

若无江流与淮水，渺渺茫茫不见山。

河流冲决山断绝，又无石骨又无脉。

君若到此说星峰，一句不容三寸舌。

黄河在北大江南，两水夹行势不绝。

行到青徐忽起峰，衮州东岳插天雄。

分枝劈脉钟灵秀，圣贤多在鲁邦中。

自古英雄出西北，西北龙神少人知。



紫薇垣局太微宫，天市天苑太行东。

南龙高枝过葱岭，黑铁二山雪峰景。

分出秦川及漠川，五岭分星入桂连。

山行有断脉不断，直至江阴大海边。

海门旺气连闽越，两水两夹相交接。

此是海门南脉落，货财文武相交错。

何处是贪何处文，何处认辩武曲尊？

以上讲的是中国发起的龙脉和走势。

于阗：亦作“于窴”。古 西域 国名，在今 新疆 和田 一带。

瀚海：也作翰海。含义随时代而变。汉魏六朝时指北方的海名。唐代指蒙古高原

大沙漠以北及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元代指古金山（今阿尔泰山）。明以

来用以指戈壁沙漠。一说是杭爱（山）的音译。

大散关：为周朝散国之关隘，故称散关。中国关中四关之一。位于宝鸡市南郊秦

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

百二山河：此文里指长安，天苑星。

葱岭：帕米尔高原，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地处中亚东南部、中国的最西端，横

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帕米尔高原地跨中国新疆西南部、塔吉克斯坦东

南部、阿富汗东北部，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交会的巨大山

结。

雪峰：是雪山，中国西部地区，次昆仑。

五岭：原指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五岭。

中国龙的高山祖脉，从昆仑发脉，分南方，中方，北方三个大干龙行龙结作走势。

龙中以黄河长江两大水为界。具体看图



甘肃：山形尖利如刀，文不昌盛。

陕西：山势稍微缓和，有缠绕和水护。

河北：地势稍微平缓，找气脉困难。

昆山山：中国的气脉的祖山，肢腳多是破军，人强悍粗野，骨气方。

浙江吴越之地：多商贾，文武兼备。

山东：东岳雄，有长江黄河缠护，出圣人。

西北：出英雄。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7日整理



（九十三）望气寻龙的方法 云雾多生是

龙脊 春夏之交春分秋分夜望云雾识别正龙

望气寻龙的方法

寻龙望气先寻脉，云雾多生是龙脊。

春夏之交与二分，夜望云雾生处觅。

云雾先生绝高岭，龙楼宝殿此为准。

大脊巍岩云雾生，云雾山多反难认。

先寻云雾识正龙，却望枝龙远相应。

此是神仙寻地法，百里罗城不为回。

这里是讲我们遇到不易攀爬的高山峻岭的时候，如何看龙。可以通过望气的方法

找龙脉。龙脉山峰多，那山脊上的云雾就越多，而且云雾多是生出在龙脊上。当

在春夏之交或者春分秋分的夜间看那云雾所生的地方，最先出现云雾的地方一定

是龙楼宝殿的祖山。但是呢云雾都是生在高山峻岭，那如何辨别是正龙还是干龙，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但是我们有个原则就是从云雾处寻找正龙是不会错的，然后

再从正龙看枝龙干龙的走势。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7日整理



（九十四）破军禄存为正龙肢腳 正龙的

正形九星存其间 破军禄存为关拦的形式

识九星要观察正形

知此然后论九星，要识九星观正形。

因就正龙行脚处，认取破禄中间星。

我们通过望气也就是云雾生处而得知正龙所在，正龙中间会有正形的九星。破军

和禄存多是用来做正龙的肢腳的，由破军禄存肢腳缠护正龙。在禄存破军的两脚

的正中的龙身上，我们来观察他的正龙的正形星辰。

水口关拦

天下山山有破禄，破禄交横为地轴。

禄存无禄只为关，破军不破只为阑。

关拦之山作水口，必有罗星在其间。

破军和禄存行龙和做关拦的不同状态。禄存无禄破军不破是言破军和禄存都不生

支脚和手脚。破军和禄存交叉横行的地方为地轴。禄存肢腳的地方生出小的山峰

为带禄，破军倾斜剥换出脚下的吉星为带破。破军和禄存行龙有禄和破，是行龙

的正常形态。如果没有禄和破的时候，代表禄存和破军顽劣，只能用来作水口的

关拦。如果水口有禄存破军的关拦，那么水口的边就一定有罗星生出。

中国各省的水口样式

大河中有砥柱据，四川之口生滟滪。



大姑小姑彭蠡前，采石金山作门户。

更有焦山罗刹石，虽是罗星门不固。

此是大寻罗星法，识者便知愚未悟。

彭蠡：彭蠡湖，一说为鄱阳湖古称。鄱阳湖在古代有过彭蠡湖、彭蠡泽、彭泽、

彭湖、扬澜、宫亭湖等多种称谓，还有认为是星子县东南鄱阳湖的一部分。鄱阳

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世界六大

湿地之一。

滟滪： 即滟滪堆。是指水中的大石块、大石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8日整理



（九十五）破军禄存星峰的肢腳有无 用

途不同

吾若论及破军星，多是引龙兼作护。

大龙须论大破军，小龙夹乱破禄文。

廉贞多是作龙祖，辅弼随龙富贵分。

廉贞若高龙不出，只是为应兼为门。

请君看此州县间，何处不生水口山。

水口关拦皆破禄，无脚交牙如叠环。

或有横山如卧虎，或作重重如瓜瓠。

此段说星峰的有脚和无脚的区别。

我如来论述破军星的话，这里的破军是指有脚的正形破军，多是作为引龙，护龙

或者祖龙。大龙脉多是主龙或者大干龙，多数情况是大的破军正形，小的肢龙呢，

样子就是像破军禄存和文曲一样行龙过脉，看起来杂乱肢腳。而廉贞呢多是作为

发祖的山脉，有辅弼二星的夹护随龙的一定是富贵龙。如果廉贞非常高大通常是

祖来那个看不到分出龙脉，那么其下的破军禄存多是没肢腳的，为应龙。

请你看一下各地的州县的城镇，都有水口山，作为水口关拦的山多是破军和禄存

而且都是没有肢腳的，此处的关拦的破军禄存如同卧虎，或者如同瓜瓠重重。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8日整理



（九十六）中国水口山的形势描述 大关

大锁 十拦十锁百十里，定有王侯居此间

禹整龙门透大河，便是当年关水处。

太行走出河中府，河北河南关两所。

大河北来曲射东，西山枕水如眠龙。

马耳山枕大江口，绝无脚手为神妙。

灵壁山来截淮河，更无一脚如横戈。

海门二山锁二浙，两山相合如环玦。

文廉生脚锁溜流，横在水中为两截。

大关大锁数十重，定有罗星横截气。

截在江河不许流，关内不知多少地。

小罗小锁及小关，一州一县须有拦。

十拦十锁百十里，定有王侯居此间。

乡罗罗星小关锁，枕水如戈石横卧。

这段大概概述中国地理山川的重要水口处，大关大锁与小关小锁。大关大锁内局

面很大，吉地多，凶地亦多，人才出的对应也多。而小局小关锁，相对吉地少。

只要关锁十重以上，百里千里，定能生出王侯。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8日整理



（九十七）破军禄存破脚之形为天戈 无

肢腳为关拦山横山如卧虎

但看无脚是关拦，重数多少分将佐。

君如能识水口山，并识天戈并禄破。

此处是介绍关拦的星辰和行龙正龙星辰的区别。

只要是关拦的山一定是没有肢腳的。如果关拦的层重数量多，那么就会出将军，

如果少就出佐辅之才。

天戈:1.帝王的军队。2.星名。在这里是星名，是禄存破军破脚的变形之体。破军

做祖龙行龙，他的肢腳箭射为天戈。如果没有没有肢腳，就是水口关拦山，如果

卧虎一样的横山，这里老生常谈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8日整理



（九十八）左辅星正形的形状如头巾幞

头帽子样 前低后高

左辅星 形状如头巾 前高后低

左辅星是天上的佐斗星，类比人间的宰相职责，在地理形象乌龟和蛇游水，在天

如龙凤腾云，在水如果游动的鱼儿露出脊背，类比像船舶行飘水上，降落的姿势

如同彩虹落山涧，在天像宝剑横空而飞翔；所以大凡大的垣局的大的龙行，必然

有辅弼星落脉才能形成垣局。

左辅正形

左辅正形如幞头，前低后高大小球。

身舒腰长如杖鼓，后大前小驼峰侔。

侔mou：等；齐。

左辅星正形，正面看像幞头帽子一样，头圆如球，两边有翅；从侧面看前低后高；

从中间看身腰如同击鼓的杖，短的像骆驼背一样的两个前后一大一小的山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9日整理



（九十九）左辅星与武曲星区别 真左辅

行龙正形和武曲辅星不同

区别左辅星与武曲星

下有两脚平行去，或在武曲左右游。

此龙如何似武曲，自昔分宗为伯叔。

分宗定做两贵龙，此与他星事不同。

武曲两傍必有辅，不似他星变形去。

左辅自有左辅形，方峰之下如卓釜。

此是武曲辅星形，若是真辅不如此。

武曲星和左辅星的区别，在于左右有两支脚平行而去，有时候在武曲星的左右。

要问为什么左辅星和武曲星如此的相似，那是因为自干龙辞楼下殿后，分枝劈脉，

形成的左辅和武曲星都是五吉星之一，他们之间如同伯叔关系，兄弟同行。

当武曲星行龙的时候，武曲星的两边有左辅右弼二星，这两个辅星是专门为武曲

星而用的，这个时候的辅星不会像其他星龙一样继续脱卸去做其他护卫或者主

龙。

左辅星自有左辅星的形，武曲星两边的辅星，就像方峰抛下一脚如同卓立的斧头

形，这个形状是武曲辅星，注意这是武曲辅星和真左辅行龙的时候辅星不同哦。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9日整理



（一百）真辅星正形和左辅的珍贵之处

如同帝王侍卫入垣局为贵

真辅星正形

真辅自作贵龙身，幞头横脚高低去。

高顶高峰圆落肩，低处低落肩顶圆。

真辅星的正形是，真辅星自己就是为贵龙之体，像古代的幞头帽子，左右的翅膀

像脚横出，而且头部是前低后高。如果在高山顶上有高峰为圆的，有两个横出的

山像落在肩膀上。如果是落在低处的辅星，头还是圆的，横出的两山高出平地，

像是肩膀。

左辅的珍贵之处

要知此星名侍卫，如到垣中最为贵。

左辅就是如同帝王的侍卫，只有龙结垣局后，才能显露出侍卫的贵气。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9日整理



（一百〇一）辅星垣局结穴 紫微垣、太

微垣与天市垣局和水与明堂的关系

垣局中结穴

忽然堆起如赢卵，又如梨栗堆簇繁。

岭上累累山结顶，断定前头深如垣。

即将要入垣局结穴的形势，就好像忽然堆起的赢弱的卵泡，又像梨树与栗树扎堆

簇拥繁芜。山岭层层扎堆，前方深入下去定结垣局。

左辅的垣局



东华西华门水横，水外四围列峰位。

辅是垣前执法星，却分左右为兵卫。

左辅星的垣局形式大致如下介绍。从地理垣局概念讲华门是垣局前面的广场前

面，类似集合地方，分东西两门，东华门和西华门。而辅星在垣局之内，在帝王

的两边，分别是左右执法。垣局前方有水缠绕保护，水的外侧有罗列的山峰作为

垣局的保护卫士的星峰。

太微垣与天市垣

方正之垣号太微，垣有四门号天市。

太微垣是四方方正的形状，有一水绕抱。天市垣是有四个门，四个门都有水缠绕。

紫微垣

紫微垣外前后门，华盖三台前后卫。

中有过水名御沟，抱城屈曲中间流。

紫薇垣内星辰足，天市太微少全局。

紫微垣的形势局，紫微垣外前后都有门，帝星后有华盖三台和护卫，紫微垣有一

条从中间而过的蜿蜒水流叫御沟，抱城屈曲中间流，个人猜想垣局外也是与水缠

护，而且水绕经过中间的御沟形成回环，形式完备。所以紫微垣内的星辰气很足，

和水少不了关系。而太微垣与天市垣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完备的气，星辰也不是足

够，和水还是有关系。

三垣局的水城



朝迎未必皆真形，朝海拱辰势如簇。

千山万水皆大朝，入到怀中九回曲。

三垣局周围都是有山峰相迎接的，但是紫微垣、太微垣与天市垣的水局却是不同

的。千山万水皆大朝，入到怀中九回曲，这两句话是极言紫微垣的水环抱有情九

曲入怀，怀是帝王星的怀。所以紫微垣的水真而且九曲，所以明堂有九曲水最吉。

太微垣是四方形只有一水绕抱，所以明堂水是入太微垣的眠弓水绕抱，次吉。天

市垣是有四个门，似水绕抱汇聚，也叫众水汇聚，所以明堂是是天市垣水也是大

会水亦吉。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19日整理



（一百〇二）辅弼二星进入垣局的情形

辅星为真龙的护 弼为隐曜星

辅弼二星进入垣局的情形

入垣辅弼形微细，隐隐微微生平地。

左拱右卫星旁罗，辅在垣中为近侍。

右弼一星本无形，是以名为隐曜星。

随龙剥换隐迹去，脉迹便是隐曜形。

只缘飞宫有九曜，因此强名右弼星。

此段是讲述辅星和弼星进入垣局后的情形变化。辅星和弼星都是帝王的护卫之

星，在他们入垣局的时候，行迹很微细，隐隐约约的从平地中行过，而且一定是

在真龙帝王的作用作为护卫，并且护卫边的罗星也很多。而弼星因为其常常是隐

藏在平地之下，很难发现他的峰起，但是即使在平地之下，他们还是有曜星的，

只是在平地而且，所以说他无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如果在过

峡处，有见束气如鲤鱼的脊背，那多数是左辅之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0日整理



（一百〇三）全国各地的辅星 辅星进入

垣局在各地的情形

全国各地的辅星

天下寻辅知几处，河北河南只三四。

更有终南泰华龙，出没为垣尽如此。

南龙莫错认南岳，虽有辅星垣气弱。

却有回龙 护大江，水口三峰卓如削。

北冀燕云多辅星，又随寨垣入沙漠。

两京嵩山最难寻，已被前人曾妄作。

东西垣局并长江，中有黄河曲水长。

后山屏障如负扆，下瞰秦淮枕水乡。

辅弼隐曜入大梁，却是英雄古战场。

大河九曲之中有，辅弼二曲分入首。

出没为垣尽堪议。

在天下寻找辅星，整个河北、河南及由恒山、嵩山出脉而变辅星入垣 的，也不

过三四处而已。而只有在陕西方面，由泰华山和终南山两大山脉 出脉而变辅星

入垣者较多于他处。在南方五岭山，不要错认为只是南岳， 由衡山出脉变辅星

入垣的，它的垣气虽然不够盛旺，但有江西的庐山山脉 和湖北的大别山脉直抵

江边，那山峰同样耸秀可观。另在北部的冀州、燕 州等地区，辅星入垣龙虽然

算是比较多，但到头多在塞外沙漠地结作。中 原西部由中岳嵩山出脉，落在广

大平原中以后，就很难捉摸寻找，这种情 况已被前人揣摩做过了。“东西垣局

并长江，中有黄河曲水长。后山屏帐 如负康，下瞰秦淮枕水乡。”这几句并未

说明来龙，未知其详，但能知道长 江、黄河两水应该与来龙有关，很可能是夹

龙之水。在结穴处后山屏帐如 同皇宫之员屡一样，前面俯瞰着秦淮河的流水，



好像是昆仑中脉，即大别 山脉，到达尽头处的情形。大梁为历代战争之地，是

今天的山西、河北、 河南三省交关平地；大河，就是黄河，辅星隐曜到此，进

入大梁，在九曲 黄河的曲弯中，多有入垣结局之形，辅弼二星分入其首。

附：

妄作，指的是凿灭秦淮，秦始皇凿山断垄而成。凡垄到头，就叫做 入首，入首

落脉收气入穴之星，叫做辅弼，所以叫二星分入首。



（一百〇四）辅星的祖龙情形 天门池水

夹拱龙脊

辅星之地为天机

有人识得左辅星，识得之时莫开口。

如何识得左辅星，次第生峰无杂情。

如果有人能识得左辅星进入垣局，不要开口告诉他人，应该保留天机。真龙从左

辅进入垣局结大地，其中的星峰变化一定是次第的，这个次第是由贪巨禄文廉武

破，如此才是真辅。

辅星的祖龙

天门头上生宝殿，宝殿引出龙楼横。

楼上千万寻池水，水是真龙楼上气。

两池夹来龙脊高，池若倾崩非大地。

池中石是辅弼星，无迹便是隐曜行。

纵然不大也节铉，巨浪重重不尽说。

巨浪有帐帐有杠，杠曲生峰巧如玦。

铉 xuàn：古代横贯鼎耳以举鼎的器具。

这里说的辅星在次第生峰之前（结大垣局之前）他的祖龙识别情况。天门是指水

的源头，地户一般是水的出口。这里也是说龙的发祖的源头龙起之地。这种发源

的地方，一般都是龙楼宝殿的地方，龙楼宝殿是什么，具体在我们网站里搜索龙



楼宝殿，有专门介绍。在宝殿之下，引出干龙横出。而水源就要在龙楼宝殿里去

寻找，龙楼宝殿里的天池水才是真龙之气。如果是大的干龙，他一定有两个天池

山夹拱，抬高龙脊，但是如果天池水崩塌，则此龙坏矣，不可结地。

天池中如果发现有石头如笋，那就是真辅星，如果有石隐藏在水中则是右弼，无

论是高出的辅和隐匿的弼，都是同样为真，拥有节铉，手握重权。

再往前就有层层重重的如巨浪的山，巨浪的山峰开帐展翅，结出大垣局。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0日整理



（一百〇五）真龙出天门 华盖曲柄起峰

次第生贪巨禄文廉武破

龙出天门的顺序

杠星便是华盖柄，曲处生峰来作证。

证出贪巨禄文廉，武破周而复始定。

天门直指破军路，此是天门龙出序。

若出天门是正龙，不出天门形不真。

一形不真便减力，次第排来君莫误。

自贪至破为次第，颠倒乱行为失序。

这里说的龙出天门的时候情形。天门是华盖中星，在华盖星的柄曲的地方，生出

山峰，然后接着生出贪巨禄文廉武破,然后周而复始再生。从天门而出的龙才是

真龙，然后一路生到破军，这个顺序是不会变的。

若是龙不从天门而出，而且从次第生出的山峰也不按照顺序，那么这个龙就减掉

了很多真气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0日整理



（一百〇六）正龙脱卸剥换的情形 入垣

局与星垣吻合

正龙的剥换

一剥一换断处寻，断处两旁生拥护。

旗幢行处盖天旗，旗似破军或斜去，

看他横带如巨浪，浪滚一峰名出帐。

帐中过出中央行，不出中央不入相，

星形尽具入垣时，怪怪奇奇合天象。

正龙的剥换情形；龙从天门出发远去，从大到小，从高到低，不换的剥换脱卸，

特别是在剥换跌断的处，会在龙的两边生出拥护的山脉，有的像是盖天的旗帜，

旗子高耸像破军斜飞而去。正龙行龙，又出现重重的横着的巨浪一样的开帐的山

峰，开帐中突出一个山峰，从中央处出脉，这才是正脉，如果不是从中间出脉，

则贵气减少。

只有符合各种脱卸剥换的星形的行龙，才能进入垣局之中，而垣局中的各种星辰

的星峰和天上的星垣的星辰，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3日整理



（一百〇七）唐洛阳城皇都的地理之形

我到京师验前说，帝垣果有星罗列。

南北虽短东西长，东华水远西华冈。

水从阙口多潴折，九曲九回朝帝阙，

前星俨然在南上，周召到此观天象。

上了南冈望北冈，圣人卜宅分阴阳，

北冈峙立天门上，分作长垣在两旁。

垣上两边分九个，两垣夹帝中央座。

要识垣中有帝星，皇都坐定甚分明。

此段是作者以唐人身份来介绍，唐洛阳京城的垣局。

洛阳南北虽然短，但是东西向很厂，其中东边有水缠绕，西边有山环绕。水流的

缺口的地方有潭池聚合之水而且回环曲折，而且主干流的水会九曲朝向垣局内的

地座星。前朝的星辰也就是案，星辰端庄排列在南方，远古时候周公召公曾到洛

阳查勘地形，卜宅分阴阳。他们先上了南山看北山，北山高耸天门之上，分开两

个臂膀在两边保护长长的垣局。垣局的两边各有九星，两垣夹着帝座星，当时皇

都城的所在就是帝座星的位置。

洛阳古时候的地形和现在已经差别非常大了，因为地理是会动的，变化的。



洛阳为九朝古都，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詹洛邑。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3日整理



（一百〇八）如何认识皇都城垣局中的

辅星

如何认识皇都城的辅星

君若要识左铺宿，请入皇都辨垣局，

重重围绕八九重，九重之外尤重复。

重山复锁看铺星，高山顶上幞头形，

地处恰似千官入，戴弁横班如覆笠。

仔细观来真不同，应是帝垣皆倔屈。

要想认识皇城的辅星，请您进入到皇城里去看垣局。垣局有层层重重的高山围绕，

有八九重之多。九重之外的山也是重重又层层。在垣局重重包围之外还有水口交

锁，在垣局的周围有一个最高的山，像幞头，这个就是辅星。在辅星的底下的地

方，有大大小小的官员，用横班戴笠俯首而拜比作官，仔细看就可以看出不同来，

与其他的山的气概是不同的，这是帝垣局的不同倔强的地方。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4日整理



（一百〇九）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垣

局中各星的形态

垣局中各星的形态

辅为上相弼次相，破禄侍卫廉次将。

文曲分明是后宫，巨门贪狼帝星样。

更有巨门最尊贵，唤作极星事非妄。

三垣各有垣内星，凡是星峰皆内向。

此处介绍垣局内各星的形象。垣局内的星分有上相辅星和次相弼星；上卫破军，

少卫卫禄存；上将和次将为廉贞；居在中间的星为后宫和帝星。后宫为文曲，帝

星为武曲星、贪狼和巨门星。所以说三垣局（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内的星

辰，都是要向朝中间的帝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4日整理



（一百一十）垣局的形为天机 不许人知

留与皇朝镇家国

垣局的形为天机

垣星本不许人知，若不明言疑是诳。

只到京师君便明，重重外围内垣平。

此龙不许时人识，留与皇朝镇家国。

垣星是天机，不能让世人知晓。即使说出去，不明白的其中道理的人，也会以为

是假的，不以为真。只要你到过京师皇城的地方，你就明白垣局的形势，垣局居

内，外面层层重重包围。星峰列阵，上合天象。

如果您能认识，请务必不要告诉他人，因为这些地方是留给贤能镇守国家的风水

宝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4日整理



（一百一十一）真辅星和自作龙的辅星

的区别分别方法

真辅星和自作龙的辅星

请从九曜寻剥龙，剥尽粗龙寻细迹，

要识真龙真铺星，只看高低幞头样。

若是辅星自作龙，隐行不是真气象，

若还三吉去作龙，随龙变形却不同。

贪狼卓尖品字立，武巨方圆三个峰。

三峰节节随身转，中有一峰是正面。

两旁夹者是铺弼，大小尖圆要君辨。

寻找辅星和作龙辅星的方法；首先要区别真辅星和自作龙辅星的区别。如果要认

识辅星，要从九星次序剥换后，从高到低，从大到小，剥换脱卸，粗龙变细嫩之

龙，就变出辅星的真形了。辅星的真形是高低幞头状形，前文已经多次介绍，回

看过往文章。

如果是辅星做自行的龙，那么变出贪巨武三吉去做龙，他们的形就随龙而变了，

不是全部一样。若随贪狼做龙，那么是三个尖形山峰。如果是巨门作龙，那么是

三个方形的山峰。如果是武曲作龙，那么是三个圆形的山峰。

三个山峰每一节都随这龙身而都转开面，山峰从正龙中间而出，两边有保护的是

辅和弼星。所以以上种种要仔细分辨。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4日整理



（一百一十二）辅星下落的形象 辞楼下

殿 节节剥换 生峰多瓣 滚球如平阳

辅星下落的形

此龙初发在高山，高处生峰亦多瓣。

有瓣须明是幞头，滚滚低来是辊球，

平行鲤鱼露背脊，有脚横排如覆笠。

若是辞楼并下殿，节节于楼下剥换。

这里介绍辅星行龙从天门出发向平地结穴下落这个过程的行龙形象；这种龙是从

高山开始出发的，在高处生出山峰，峰左右下方有形如花瓣的包裹，须知道有瓣

的才正式辅星正形幞头的样子，龙行从幞头开始下落来，犹如一个个球一样滚将

下来。

当脉落入平地后，脉在地下露出像鲤鱼的脊背一样的垄，而且有两只脚横排在两

边，看起来又像是斗笠一样。

如果以上的情景是辅星龙由天门下落到平阳，那像辞楼下殿的画，那么他这个龙

一定是节节剥换的，依次会出现很多星辰。

辊 gǔn机器上能转动的圆柱形机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6日整理



（一百一十三）七星从天门行龙剥换脱

卸的形象

七星剥换的情形

贪狼剥换如抛球，尖处带脚如龟浮。

此是下岭方如此，上岭逆行推覆舟。

尖圆方是品字立。世人误作三台觅。

禄存剥换蜈蚣节，微微短脚身边列。

文曲梭中戴线行。曲曲飞梭巧藏迹。

廉下变为梳齿形，梳齿中央引龙出。

武曲幞头如改换，行到平中断复断。

破军两枪相夹见，若作天戈如走电。

这里介绍龙从天门开始起高峰剥换到平洋之后，出现的各种七星的变换脱卸的情

形样貌；

当贪狼下岭的时候，贪狼无脚的情况下，剥换如同抛球圆的没有脚。如果贪狼剥

换的尖尖的有脚样子像漂浮的龟。如果是上岭的贪狼剥换变化，就是逆行的，如

推这漂浮的翻覆的船。

若是巨门剥换脱卸，如品字（尖圆方）突起样，世人多误以为是三台。

如是禄存剥换脱卸，其形象如蜈蚣的身节，身下有短短的微小的脚。

若是文曲剥换脱卸，形如梭中带线，曲曲微隐。

若是廉贞剥换脱卸，下方犹如梳齿样的形，真龙从梳齿中间而出。

若是形如幞头的武曲剥换脱卸，行龙到平洋后，抛梭马蹄痕迹，断了又断。

若是破军剥换脱卸，那么其两旁有形如枪相互夹拱，中间露出天戈一样的秀丽长

枪，像电光展现。



缠多是贵龙

乱行失序出头来，又似虎狼行带剑。

缠多便作吉龙断，若是无缠为道院。

从贪狼到破军的剥换脱卸过程，如果出现倒乱形粗猛裂如虎狼带剑的话，就不会

入垣局了。如果其缠护多，可看做是贵龙行龙，如果是无缠护，这个地方只能做

道观使用啦。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6日整理



（一百一十四）右弼星的特征 其无正形

随龙而变 多吉地

右弼星的特征 其无正形 随龙而变

右弼金星，隐藏曜形，吉多凶少，藏匿在平地之中，很难的辨认。若要识得，需

要凭借界水和水夹护，才能找到右弼的真迹。右弼星和文曲星很相像，区别是文

曲大而且有形体可以独自的行龙，而弼星小而且涣散没有踪迹，一般都是随着龙

身而产生变化。比如高山和平地上有窝而且凹的或者像毛毡和被褥的地方容易找

到弼星踪迹。

所以我们日常观察，一些大的都邑垣局，落在平地后，弼星过脉的地方能查看到

弼星。

右弼本来无正形，形随八曜高低生。

要识弼星正形处，八星断处隐藏形。

隐藏是形名隐曜，此是弼星最要妙。

右弼原本是没有形的，如果在吉龙的身边就是弼星，如果在凶龙的身边就是破禄

文。如果要认识弼星，他是在八星龙行的脱卸剥换跌断入穴的地方，有出现引渡

星曜的气脉穿过，这些引渡的星曜就是弼星。

所以弼星没有正形，他是随着八星的高低大小变化而变化，弼星的气是隐藏在地

下的，气的真机的表现在外，就是显露于外的引渡变化。所以虽然变化无形无常，

但是他这个变化确是气的凝聚的表现，这就是右弼的奥妙的地方。



右弼星没有正形

抛梭马迹线如丝，蜘蛛过水上滩鱼。

惊蛇入草失行迹，断派断迹寻来无。

每每随星作过脉，脉是尊星名右弼。

右弼星虽然隐匿无形但是还是可以通过痕迹察观到的。比如：像抛梭、马蹄的痕

迹、或者两个突起的之间有气脉相接但是形不相接。以上形象如丝线，没有通过

一个脉而贯穿。像蜘蛛游过水面产生的波纹；像往高滩上游的鱼儿水面的震动的

细微波浪；像蛇窜如草丛而产生草路。这些景象都是弼星过脉断处的，虽然无形，

却还是可以看到踪迹。这些景象多是八星断处出现。

辅弼星随行龙而变化

左为辅星右弼星，左右随龙身上行。

行龙之时有辅弼，变化随龙看踪迹。

辅弼星在龙行中，在左侧的为左辅，右侧的是右弼星，行龙中左辅右弼的变化是

随着八曜行龙自身的变化不同而变化。

右弼星吉多

君如识得右弼星，每到垣中多失迹。

剥龙失脉失迹时，地上丝弦琴背觅。

若识弼星隐曜宫，处处观来皆是吉。

此星多吉少顽凶，盖为藏形本无实。

右弼星的隐藏之形的地多是吉地。每遇到垣局中，右弼会消失踪迹，每到龙剥换

入垣局将要失脉时候，右弼就会藏到地中，此时地中只有一片秀气，却看不到形



的痕迹。所以只要我们能发现右弼星的所在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多数是吉地，因

为他总是隐匿踪迹，而其实有真气在其中。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9日整理



（一百一十五）右弼星常隐蔽在平阳地

中 平阳地也有九曜行龙踪迹

右弼星常隐蔽

藏形之时神杀藏，却是地中暗夹脉。

彼地平阳千百程，不然其中却有弼。

平中凡有流水波，高水一寸即是阿。

只为时师眼力浅，到此茫然无奈何。

便云无处寻踪迹，直到有山方认得。

如此之人岂可言？有穴在坪原自失。

只来山上觅龙虎，又要圆头始云吉。

不知山穷落平处，穴在坪中贵无敌。

痴师误了几多人，又道葬埋畏卑湿。

不知穴在水中者，如此难凭山泉滦。

盖缘水涨在中央，水退即同干地方。

这里讲述了平阳寻龙的关键；右弼星在平阳中藏匿形，而神杀也隐藏无踪了，但

是在地下右弼星是在暗地里夹拱龙脉前行的。所以看见千里平阳地，弼星夹拱龙

行。

当我们看到平洋中有流水，看见高水一寸的就是山阿，而且这个地方较低的地方

土质坚硬。这个地方一定要有眼力，不能茫然不知。

虽然平阳地中，水患频发，但是我们要看水退去后的情形，不是看水涨。所以我

们不能因为惧怕穴低和潮湿而误判好地。形如仰掌窝中求。



平洋之地

且如两淮平似掌，也有军州落洼沥。

也有英雄在彼中，岂无坟墓与宫室？

只将水注与水流，两水夹流是龙脊。

以两淮之地，江淮地区多平原。其中洼湿的地方也有军州都邑，也有英雄辈出在

其中，难道湿洼之地就不能葬穴或者住宅宫殿吗？肯定不是。平阳之地，我们之

看来水涨水和去水后水流方向的踪迹，只要有两水夹送的中间，必然有龙脊显露

出来。

平阳地九曜踪迹

非唯弼曜在其中，九曜入坪皆有踪。

前篇有时说平地，平里贪廉一样同。

形家识尽真龙脉，方知富贵与丰隆。

平阳之地寻龙，并不只有右弼星隐藏其中，实际上九曜入平地都有踪迹。只是平

阳地的九星要倒地看，就是山倒下入地的看法。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9日整理



（一百一十六）官星和鬼星 山形覆箕、

覆掌、履杓皆是鬼龙

官星和鬼星

不独九曜宜分别，前官后鬼亦应穷。

要识前官后鬼山，官鬼全凭眼力看。

不仅仅有九星的分别，还有穴前的官星和穴后的鬼星。如何识别这千变万化的官

鬼，只靠眼力。

山形的假象

圆龙忽然长拖脚，恐是鬼龙如履杓。

覆箕覆掌皆鬼龙，莫来此处认真踪。

请君细认前途穴，弗使差前失后踪。

覆箕、覆掌、履杓、形都如圆面而不开面，所以缺少化气，为假龙，为鬼龙。遇

到这样的，不要继续用这个寻龙，要回头找真穴。

官鬼的形态和吉凶

问君何以知我落，看他尾后星峰作。

问君何以知我行，尾星摇动不会停。

前官后鬼须细辨，鬼克我身居后面。

官星克我在前朝，此是龙家官鬼见。



真龙落处阴阳变，五行官鬼天相战。

水龙剥换火龙出，鬼在后头官出面。

坎山来龙作午丁，却把罗经差使转。

此是阴阳辨五行，不是龙家官鬼辨。

龙家不要论五行，只从龙上看分明。

争龙夺脉是鬼气，鬼气不归龙上行。

这里讲的是官鬼从五行和阴阳的角度是辨识。疑为后人伪造之处，不多解释。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9日整理



（一百一十七）鬼星的结穴和吉凶的形

状 什么是空亡歇灭地 仰瓦穴

鬼星的结穴和吉凶的形状

大抵正龙无鬼山，有鬼不出半里间。

横龙出穴必有鬼，逆跳翻身穴后边。

鬼星若长夺我气，鬼短贴身如抱阑。

问君如何谓之鬼，主星背后撑者是。

分枝劈脉不回头，多我正身少全美。

只要是正龙行龙都不会有鬼星，即使有鬼星，那么龙的结穴一定在半里之内。

横龙结穴，穴后必有鬼星，没有不可用。逆跳翻身到穴山后面，才能兜收真气，

才能稳定。

鬼星短为吉，肢腳回头绕抱，让气聚于穴中，吉。如果是鬼星过长，肢腳不回抱

而是继续顺水而走的话，那气也被带走了，为凶。

空亡歇灭地

真龙穴后如有鬼，山短枝多为雉尾。

此是真龙穴后星，星峰亦有尖圆体。

真龙穴后若有鬼，只只回头来护龙。

若不回头卫本身，此是空亡歇灭地。

问君何者是空亡，穴后卷空仰瓦势。



便从鬼山细寻觅，鬼山星峰少收拾。

遇到真龙结穴有鬼山的情况，如果背后的鬼山肢腳短而且多，每个肢腳都回头抱

穴，可以判断此地是真龙穴地。反之如果不回头绕抱护卫本身，那就是空亡歇灭

之地。什么是空亡呢，就是穴后面的地势如同仰瓦形状，鬼山肢腳散去，没有收

拾。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29日整理



（一百一十八）山水缠护为真龙 缠护越

多越富贵

山水缠护为真龙

真龙身上护卫多，山山多情来拱揖。

既有缠龙不敢离，中有泉池暗流入。

要识真龙鬼山短，缘有缠龙在后段。

有了缠龙贴护来，不许鬼来空散漫。

鬼山直去投江河，此龙护缠散漫多。

如戈如矛乱走去，包裹无山怎奈何！

真龙行龙，一定是护卫重重，而且每重山多情有意，都来拱位作揖。真龙的前后

左右都是护卫，而且有隐暗的泉水河流流入，让鬼山无处伸张，变的短。如果龙

身没有山水缠护，那么结穴的穴后一片空空，鬼山便有生长的空间，变的很长，

顺水而去，龙气不收，这样的话，穴的气就漏掉了，不吉。

缠护越多越富贵

龙若无缠又无送，纵有真龙不堪用。

护龙多爱到穴前，三重五重福绵延。

一重缠护一代贵，护卫十重宰相地。

两重亦作典专城，一重只出丞薄尉。

真龙是必须要有缠护，如果没有缠护即是是真龙也不能用来作阴宅或者阳宅，只

能做道观。缠护最好要到穴的前方，三重到五重缠护才能显贵。一层缠护一代贵，



如果有十层缠护，一定可以出宰相，如果两层只能出个典司，一层也就是个薄尉

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30里整理



（一百一十九）什么是官星和鬼星 九星

的鬼山形状各有其形

什么是官星和鬼星

每个九星的鬼星有四种形态，合计三十六种形态。

官星在主山前面的朝山的后面，鬼星在主山的后面，官星的山形要回头，鬼星的

山形要往前靠，才是吉。

官星是穴山前方朝山后面的反拖的小山，是大地余气所结成，所以气力越大，穴

地越鬼，官星也越大。

鬼星是主山背后支撑的小山，属于是辅弼护卫之山，成双对，蜿蜒曲折为好，如

果横长分脉分支，会夺去龙气，不吉。如果分支回头顾穴，也是吉。

鬼山各有其形

鬼山亦有真形状，形随三吉辅弼样。

九星皆有鬼星形，不类本身不入相。

九星行龙各有自己的鬼星形状，如果是三吉龙，则鬼山是辅弼护卫样。如果鬼星

和各自九星形象不一致，那么此龙定是假龙，不能视为贵。

九星的鬼星



贪狼鬼星必尖小，武曲鬼星枝叶少。

多作圆峰覆杓星，撑住在后诚最好。

巨为坠珠玉枕形，贪作天梯背后生。

一层一级渐低小，虽然有脚不横行。

巨门多为小横岭，托后如屏玉凡正。

弼星之鬼如围屏，或从龙虎后横生。

横生瓜瓠抱穴后，金斗玉印蟠龙形。

独节鬼为辅星气，三对平如写壬字。

三对两对相并行，曲转护身皆有意。

破禄廉文本是鬼，不必问他穴后尾。

贪狼鬼星，尖小无脚或者如天梯；

武曲鬼星，如覆杓，杓枝叶，乃金星带柄之形；

巨门鬼星，生在山岗后面横着，如坠珠，玉枕，玉儿，玉屏；

弼星鬼星，如金斗玉印，如瓜瓠围绕如屏，似蟠龙；

辅星鬼星，又名独节鬼，多数是两边对等或者三对或者两对，如壬字形状；

破军廉贞文曲行龙用的龙很少结鬼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1月 30日整理



（一百二十）水口关拦的山多是鬼山 廉

贞文曲是内关 破军禄存是外关锁

水口关拦

破禄廉文多作关，近关太阔为散关。

关门是局有大小，破禄二星多外阑。

禄存无禄作神坛，破军不破为近关。

善论大地论关局，关局大小水口山。

破禄廉文很少结穴多是鬼山，作为水口的关拦，关拦水口的时候要关的紧，不要

散，散的是大散关，龙气不足。

关拦也分大小和内外；廉贞和文曲多是做内关拦，破军和禄存多作外关拦，也有

特殊情况，当破军不开面变换，他也不能结地也做内关拦。

禄存如果脚上不带禄，只能作水口的神坛之山。

但凡是大地，必有大的关锁，必是大富贵地，若只有一重关锁，则力量微弱，小

富贵地也。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1里整理



（一百二十一）真龙落穴的情形 正龙入

平阳如蜈蚣 桡棹能判断龙的行和止

真龙落穴

鬼山多向横龙作，正龙多是平地落。

平地势如蜈蚣形，脚长便如桡棹形。

桡棹向前穴即逝，桡棹向后龙未停。

桡棹向前峰忽起，定有真龙落于此。

只看护托回转来，朝揖在前拜有礼。

此段可谓论龙落穴的经典了，需反复揣摩。

龙落穴有正落，正落的时候不需要有鬼山。也有横落，横落多数情况是必须有鬼

山的。正龙多落在平阳之地，他的龙脉两边有枝脚像蜈蚣短而直，如果脚很长的

如桡棹。当桡棹向前的时候，就好似刹车，所以穴即将停了。单桡棹向后的时候，

说明这个龙还要继续行走，脚向后用力。又当桡棹向前而且忽然起个高峰，说明

这个时候真龙要落穴了，必有穴落于此峰下。

当见到护龙回头转向真龙时，这个时候表示形成朝拜，也要结地了。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1日整理



（一百二十二）九星的三十六种鬼星 什

么样的官星和鬼星才是吉

三十六种鬼形

大抵九星鬼有类，鬼星相似各有四。

四九三十六鬼形，识鬼便是识龙精。

九星各自有自己的四种样式的鬼山，所以有三十六中鬼山，如果能辨认清楚鬼形

的形态，就可以推出九星的真龙。

官鬼都需肢脚环抱

问君鬼星是何义，主山背后有余气。

问君官星如何看，朝山背后逆拖山。

官是朝山有余气，与我穴后鬼一般。

官星在前鬼在后，官要回头鬼要就。

官不回头鬼不就，只是虚抛无真秀。

鬼山是主山背后的余气，官星山是朝山的背后余气，官和鬼都需要肢脚回头环抱

才吉，如果肢脚前去不回头，就可以知道这些官和贵都是虚假的，穴中的真气也

会被带走，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1日整理



（一百二十三）离乡砂主吉 什么是离乡

砂？

离乡砂主吉

龙虎背后有依据，此是关拦拜舞袖。

虽然有袖穴不见，官不离乡怎得授。

龙虎背后的离乡砂是指龙虎山后面的带有曜气的，犹如衣袂飘飘临风而舞，关拦

拜舞袖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虽然能看到飘然的袖，但是从这里看不到结穴的地，

所以名叫离乡砂。个人觉得犹如官贵人华服手臂上的点缀珠宝，乃真气所化，主

福荫子孙显达。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3日整理



（一百二十四）明堂的吉凶如何判断？

真气汇聚之地宜宽大平坦 忌斜崩水射身

明堂的吉凶

真气聚处看明堂，明堂内面要平阳。

明堂内面水簇积，第一宽平始为贵。

侧裂倾摧撞射身，急泻崩腾非吉地。

真气是要汇聚到明堂之处，明堂的里面是平阳之地，宽阔平坦才能储蓄真气，才

是吉。如果明堂有歪斜，破损不平坦，或者有水在前面直射而来，如果如山洪崩

泻，或者奔腾而去，都是不吉。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3日整理



（一百二十五）如何区分明堂的公位（官

位）？

如何区分公位

明堂内面分公位，公位真在明堂内。

请君来看左右山，先就明堂观水势。

明堂亦有如锅底，横号金船龙虎裹。

直号天心曲玉阶，马蹄直过迹曲徒。

明堂要似莲花水，荡归左位长公起。

荡归右位少公兴，若居中心诸公美。

此处公位是指官位，主要位置。那么明堂如何区分官位呢，公位一定是在明堂之

内的，在明堂左右龙虎山内，看明堂水的形势。

有的明堂像锅底一样，有水储蓄停留，如果水像横长木，那么这个明堂就是金船

形。如果水是直长形，那么明堂就是天心形。如果有如马蹄痕迹一样直过而且行

迹弯弯曲曲的行走，那么明堂就是玉阶形。

如果明堂水如莲花一样，有水角如花瓣伸向四周，那九要看水归属什么地方，归

左方就是利于长房，归右方利小房，归中心，各房都均匀发展。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3日整理



（一百二十六）明堂水以关拦为贵 以无

关锁水直去风吹为凶

明堂以关拦为贵

大抵明堂横为贵，其次之玄关锁利。

荡荡直去不回头，虽似天心非吉地。

明堂要如衣领会，左纽右䙌方为美。

或为田垄与山脚，如此关拦方可喜。

忽然前面无关锁，水劫风吹非吉利。

䙌 kuì,huì ㈠①衣纽。②拴。③用绳子等拴成的结 ㈡同绘。此文中意思应该为

②拴，取交锁的意思。

有关拦交锁的明堂才是吉的贵明堂。大抵上明堂横着的为贵，其次是像之字玄字

或者是眠弓样，有锁才是吉。如果是水荡然直去没有回头的迹象，即使是像天心

水样，也不能称之为吉。

明堂的水口形式如果像衣服领子交汇一样，左面的纽子和右面的挂槽交合锁住衣

服，才是吉。

不官是田垄或者山脚，水都要关拦交锁弯曲，才能吉。如果前面忽然水口处，门

户大口，交锁关拦顿失去，水直去，风直吹而来，凶。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4日整理



（一百二十七）寻龙找穴真穴的地形之

貌

真穴之地形貌

请君来此细消详，更分前官后鬼位。

左肋生来揞笏样，右肋生来鱼袋形。

方长象笏短鱼袋，小巧是金肥是银。

看此样形寻局势，中间乳头穴是真。

揞ǎn 用手指把药面按在伤口上：快在伤口上～些消炎粉。 用手掩盖，藏。

寻龙找穴的方法；接上文我们看清楚分辨明堂之后，还需要看穴的四周，前面朝

山后面有官砂，主山后面有鬼山，左侧是青龙主文为揞笏砂，右侧主武为鱼袋砂。

长的像笏砂，短的像鱼袋砂，小的是堆金砂，肥大的是堆银砂，如果中间有像乳

头一样的穴，则一定是真穴无疑。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4日整理



（一百二十八）赐带鬼的形貌特征和吉

凶发福文武

赐带鬼的形

赐带鬼星如瓜瓠，二条三条回转去。

回头贴身侍从官，前案横交金玉盘。

玉盘赐相金盘将，左右在人心眼上。

重数多时赐亦多，一重未许金犀么。

二重是犀三金带，回转穴前官转大。

子孙三代垂鱼袋，右上三重虎身外。

三代子孙赐金玉，三重横盘龙外寻。

四重即是赐金玉，重数多时福最深。

此是龙家赐带鬼，莫将龙向右边临。

这里是介绍赐带鬼的贵。赐带鬼形也如同瓜瓠，蔓延肢腳，如果赐带鬼二条三条

的回转抱穴，贴着穴身，如同腰带，越是绕到穴前越贵气。

若赐带鬼从左右绕到穴前形成案山，就像双手捧着玉盘，左侧的主文主宰相，右

侧的主武主武将，至于左右怎么看全在穴之向首。金玉无非是文武而已。

赐带鬼的层数越多，得到贵气的赏赐也越多，其实是表达贵气的持久度的。

二重是犀三金带，回转穴前官转大。

子孙三代垂鱼袋，右上三重虎身外。

三代子孙赐金玉，三重横盘龙外寻。

四重即是赐金玉，重数多时福最深。

这里无非介绍左侧和右侧的层数多少和查看方法以及发福的主文武，不做赘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4日整理



（一百二十九）巨门鬼形的玉几鬼和方

屏鬼吉凶判断

玉几鬼和方屏鬼

玉几方屏巨门形，身后是几几后屏。

几屏须要间前后，未有屏先几后生。

几屏如在后头托，定是公侯将相庭。

这里介绍的是几和屏的鬼山的两种形态。几是低矮的长形，比如像茶几。几为平

冈，屏为立峰。屏是相对几是高的，几和屏都是巨门的鬼形。这两种鬼星都可以

在穴的后面。正常的情况下，几在前面屏在后面，所以有前后之分，如果屏在前

几在后，我们只做屏来论。如果几和屏按照正常的几前屏后的次序在穴的后面，

则此处一定是王侯将相之地。

作者：大河图 2020年 12月 4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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