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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壬乙诀五黄还位连珠纳水法

坤壬乙诀五黄还位纳水法，只消纳来去水口，不用来消砂。此法纳水只收当元连珠卦水，其法阴逆阳顺，

以地画八卦字看，以坤壬乙诀为数。以坐山为定数论，再以论数在向上起，顺逆飞见五就入中为五黄还

位。例一：一运子山午向一运子山午向，还位法飞星是用后天八卦方位图，此法飞星是天元配天元，地

元配地元，人元配人元。阴阳只分两片，一、二、三、四为上元，收下元六、七、八、九衰水上堂为旺

气。收午、巽、卯三卦一、二、三，当元一运连珠卦水。一运贪狼一局，立子山午向、癸山丁向、甲山

庚向、申山寅向来去之水离不开，子、癸、甲、申水。如地形合法，地运三元不败之局，每山向照此法

推，请看图一。地运运飞星离卦是五，言前面走在五里山发富发贵力量最大，飞星盘飞星相挨宫位，全

盘合先天成数，再看还位五黄飞星，宫位对宫先天合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先后天通气，所以达三元

不败。一运子山午向水从兑卦来至震卦甲字出水或从艮卦来水到坤卦，坤申去水，合此理法。坤壬乙诀

用法出于天玉经，可是天玉经里讲的雾里云里的模糊不清，神仙也难懂此诀。有很多名师讲理气在纸上

讲的津津有味，事实上自己都不懂用法。天玉经上说到壬山丙向，甲门大打开，五百年中产英才；走了

紫阳山乙庚之年损婴孩。此是大迷难解。例二：一运壬山丙向请看图二和图三，如立一运壬山丙向，五

黄还位飞星丙字飞二，辰字飞一。又看五黄还位丁字飞一，巳字飞二，两宫一白星是胎神。胎神忌下水，

名位坤位忌流神。壬山丙向，辰、巽、巳、丁字不能去水，凶祸立至，遇乙庚之年就会损婴儿和小孩。

如一运立壬山丙向，去水口走甲字，五百年中都出英雄豪杰之仕。因辰戍丑未加临到甲庚丙壬头上去了。

天玉经云：乾坤艮巽上御街，四大尊神在内排，神童才子状元来。此五黄还位连珠纳水法，在当运能解

上山下水，双星到坐作用。三元不败之理法是世间不传之密。因我学生和我提过现在世上有很多名师提

及父母三般卦、连珠三般卦、城门诀的用法都有误区，误导很多后学走了弯路。所以我在此公开玄空一

密五黄还位连珠纳水之法让大家研究。希望大家珍惜此诀，不要妄传非人。

常用风水二十问

常用风水 20 问 　　 　 1、问：墓堂放水，应从那个方位流出为吉？ 答：三合派与其它门派都是水从天

干四维流出为吉，地支流去凶，本门的放水法是用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对倒局来放水。例如先天坎卦，

水放后天坎卦，或后天坎卦放先天坎卦水出为吉， 子山：放水坤、庚。 丑山：放水乾、乙。 壬山：放

水坤、庚。 艮山：放水乾、甲。 癸山：放水坤、辛。 寅山：放水乾、甲。 甲山：放水艮、丙。 辰山：

放水坤、庚。 卯山：放水艮、丁。 巽山：放水坤、庚。 乙山：放水艮、丁。 巳山：放水坤、辛。 丙
山：放水乾、甲。 未山：放水巽、癸。 午山：放水乾、甲。 坤山：放水巽、壬。 丁山：放水乾、乙。

 申山：放水巽、壬。 庚山：放水巽、壬。 戌山：放水艮、丙。 酉山：放水巽、癸。 乾山：放水艮、

丙。 辛山：放水巽、癸。 亥山：放水艮、丙。 以上放水法，主要作用是让家中的财聚而不散。流到地

支上出水为散财，阳宅的放水也同阴宅一样的。 2、 问：风水中的阴宅石碑如何立才吉？ 答：石碑应

与尸灵坐在同一坐线上方吉，如石碑与尸灵的坐向不在同一卦中为大凶亡，不同在一坐山上为小凶亡，

不同在一分金上为偏房。石碑的立法有两种，一种是阴碑立法与阳碑立法，立在尸灵前的为阳碑，立在

尸灵后的为阴碑法，一般坐在龙腰上结穴与明堂归聚可立阴碑，一般群体墓地与在穴星侧面取穴或明堂

散乱的取阳碑法。有的墓碑铡倒在一边去，可以每年清明节这一天去，把石碑修正。 3、 问：有的坟墓

是立有后土龙神的，后土是如何立的？ 答：后土实际上是墓的铺星，让墓不孤独有助，让后代的子孙也

不孤独，一般群体坟地不用立后土，其它坟地可立，如下： 子山：后土立乾。 丑土：后土立甲。 壬山：

后土立戍。 艮土：后土立卯。 癸山：后土立亥。 寅山：后土立乙。 甲山：后土立丑。 辰山：后土立

丙。 卯山：后土立艮。 巽山：后土立午。 乙山：后土立寅。 巳山：后土立丁。 丙山：后土立辰。 
未山：后土立庚。 午山：后土立巽。 坤山：后土立酉。 丁山：后土立巳。 申山：后土立辛。 庚山：

后土立未。 戍山：后土立壬。 酉山：后土立坤。 乾山：后土立子。 辛山：后土立申。 亥山：后土立

癸。 4、问：一般给人修建山坟时，每一坐向与亡灵间是否有不用的作用力？ 答：本人实践多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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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山坟用四维与六干，即乾、坤、巽、艮、甲、乙、丁、庚、壬、 癸、这十个坐山，给人做山坟，发福

最易，一般也比较平稳，丙、辛二山我绝对十用， 二地支坐山，我也比较少用，一般是子孙众多和当大

官的贵人建山坟时才用地支立向，用地支来立向的山坟发福最迟，但作用大，用不当则祸来较深。一般

水平不高的地师与初入门的地师用四维与六干给人修建山坟和建住宅最好，有较高水平的地师才可用十

二地支与丙、辛二山建山坟与修建阳宅。 5、问：坐山与亡灵的男，女是否也有不同作用？ 答：一般坤、

巽、乙、丁、癸这五个坐山对女性亡灵作用最大。乾、艮、甲、庚、壬这五个坐 山对男性亡灵作用最大，

一般的有名古坟绝大多数都合此理，这是我本人的主要用法，其 它坐山可自己去考证。 6、问：是否有

的山坟可修水泥，但有的不可修水泥，是如何区别，那一类可修水 泥，那一类不可修水泥？ 答：在实

际上也常见到一些人因发财后，用水泥重修山坟后即败，一般山坟的尸灵的上方可用青砖，不用水泥较

好，堂前与后背可用水泥修，常有风吹到的山坟，最好不去修水泥，藏风 的山坟，可修水泥。 7、问：

山坟的一方有空口，风从空口吹到山坟上，这是不吉，后天如何修补才好？ 答：遇到一些山坟有一方不

足，可培土来修改，把这方的土培高，或者修一些假山坟挡住这方，遇到有路冲到坟前来，也可修一座

假坟在前挡杀，也可立一个石敢当在前。 8：问：风水中有冲师杀，什么叫冲师杀？ 答：因每位风水师

的属相不同，杀也不同。冲生年的坐山为冲师杀，例如地师属子，子山午向为冲师杀，即这地师一生不

能修子山午向的山坟和住宅，看子山午向的阴宅与阳宅，也不能的，遇到上述情况，千万不要出声，应

立即离开此地。如果观风水时遇上阴邪或伤及眼睛，或伤及身体时，如何化解？凡当地师或爱好风水者，

应当每年春节时，用拜过祖先神的年桔，留下桔皮，收藏好，遇上阴邪时用桔皮浸水洗眼或身体，阴邪

即去。 9、问：阴宅风水对女人的作用如何？是娘家的阴宅作用大？还是夫家阴宅作用大？ 答：从古至

今，也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我实际中给人调解风水时的体会，还是娘家的阴宅风水作用大，占七成。夫

家阴宅风水占三成。 10、问：在修阴宅或阳宅时，有不吉的外应，此地是凶地吗？ 答：一般初去修阴

宅或修住宅，遇到不吉外应，此地为凶地，，最好另择一地。如无法另选择，也应当及时化解此地的凶杀，

先找出主要原因，化解后才能再用。 11、问：斗密法，主要用在阴宅与大风水中，住宅好象不适用？ 
答：斗密实质是一种水法，一般用于阴宅村庄，集体机关建筑等与斗密法有紧密的关系，不可不用。阳

宅主要应用玄关诀法就行了，但注意屋前的流水是否合斗密法的颠倒诀就行了。 12、问：听你说到排龙

诀是何法？ 答：本门排龙诀的用法数代前已经流失。也可能流到别派上去。因风水古传有水法、龙法沙

法与穴法四种，各有口诀与用法，穴法即玄关诀的应用，可以单用，如配合斗密诀，应用最好，水法，

即斗密法诀，如水中穴等怪穴都要知斗密诀的应用，龙法即排龙诀内容，古代一般帝王将相，达官贵人

的阴宅风水，才用寻龙，现在已很少用得上，但一些坚穴，如土不粘金等怪穴要用排龙诀，沙法是一种

辅法，每一种诀都要看沙的星辰相助。 13、问：给人调解风水时，有时不知阴宅的原因还是阳宅的原因，

应如何入手判断？ 答：一般从动处入手，如一个人住的房子多年都平发无事，但发生突发的事情，可从

他的阴宅入手，如阴宅修改过，就是阴宅的原因，主要是看阳宅与阴宅之间那样变动过，包括自己修改

过的或周围的环境破坏，动则是原因起处，大约有八成的事情都是阳宅或阴宅变动过后才发生的。 14、
问：相一块阳宅或阴宅用的吉地，应注意那些要点？ 答：⑴前面不能见红（包括开山或破山出现红色的

在前方对照）。 　　⑵前面左右不能见到破物，如山的怪石破头，开矿的破头。 　　⑶前面不能有冲射

物，如路的冲，屋角的冲射，以上几点是重点，如屋前的或墓前有即见凶。 15、问：有的住宅建在不吉

的地上，发生阴邪作乱，如何化解？ 答：有的住宅玄关不通，也会发生这类事，先把玄关方打通，再用

雷击木，（即雷电击中的木头，修成棍形）在屋内拍打一周，送出门外，或用牛把屋内的地面犁耕一次，

这样阴邪即去。 16、问：风水中是否分相法与做法两种？ 答：看风水的法门有很多：如四柱、占人、

六壬、奇门等都可以用来评风水的吉凶，只要有经验就能断得准，做法是一种固定用法，有一定的法规

为依据的，不能随意去变化。有的人断风水断得准；但给人做风水时，大多数失败，而有的人几代专门

给人做风水、绝大多数是平安无事的，但叫他断风水不一定断得准，注意做法与相法不可混为一谈。 
17、问：一般一个家庭都有很多代的祖先阴宅，是否作用都一样的？ 答：以最近的三代为准，以血统直

连的算。其它的作用不大，以最近的占六成，次近的占三成，再次的占一成，我本人给人评风水时只看

最近二代的，其它不评。 18、问：遇到一些阴宅，出现偏房的现象如何调整？ 答：出现偏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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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地局本身与分金都出现偏房，一般是没有调解办法的，如强行把尸灵的坐向分金调整，或石碑的

分金调整，不但无效果，也会立即出现凶到，以前古人一般取另一阴宅补上的所偏的房份上。 19、问：

有高压电线在上方，或附近有变电站的地方，是否可以立山坟？ 答：凡有高压电线在上方的地方及附近

的地方都不可立山坟，靠近变电站的附近，也不能立山坟，否则伤及头部神经。 20、问：观风水时有的

地方下罗庚后，指针乱动，此地是否为凶地？ 答：罗庚乱动，主要是地球的磁场，不断变化，而产生的，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地下有地下流过，地下有矿物，或有阴邪聚居，是大凶之地，一般观风水指针，

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此地一般不吉，给人做风水，在放尸灵时，下罗庚指针不动，可能此死者因别有内

情，用过的罗庚以后不准，应当更换。

七星打劫法

首次披露杨公“七星打劫”的千古不传之秘首次披露《天玉经》中“北斗七星去打劫，离宮要相合”的千古不

传之秘 北斗七星位于天球之北方。壬子癸三山位于地球北方。“打劫”即利用、收纳它卦堂气之意。 杨公

风水术是以七十二龙为中心格龙定向的。北斗有七星，坎卦壬、子、癸三山下的挨星有九个。为什么不

说九星，而说“北斗七星”呢？ 原来，因为天气不入地，天干壬、癸二山的正中乃是空亡龙，所以“北斗”
方——坎卦三山九龙中，只有七龙（即七星）可用，这就是“北斗七星去打劫”的意思。 壬、子、癸三山

可用的“七星”—— 七龙中，有水龙二、金龙二、火龙、土龙、木龙各一，“离宫要相合”是指丙午丁方的砂

水要与所用的龙相配，例如，戊子来龙入首，立子山正针火龙坐度，丙午是火龙的帝旺宫，丁是衰宫，

丙午二方有秀砂高耸，或有秀水朝来，丁方平伏，这就叫相合；丙子水龙入首，立子山兼壬水龙坐度，

丙午丁是水龙的胎养之位，是六秀之吉位之一，有秀丽之砂水，也是相合。但如果是甲子金龙入首，立

壬山兼子金龙坐度，丙午是沐浴之位，有水朝来是谓桃花水上堂，主后代嫖赌败家，此即为不相合。如

果是壬子木龙入首，立癸山兼子木龙坐度，丙午是木龙的死宫，丁是木龙的墓库，如果丙午丁三方有水

朝来是为死墓水上堂，大凶，也是不相合。 举一而反三，东斗、西斗、南斗同样存在“七星去打劫”，对

宫要相合的问题。“七星打劫”的意思就是指对宫的砂水要临禄、旺二宫，与“乾山乾向水流乾，乾宫出状元；

......”是一致的。 “北斗七星去打劫”一句，争论了几百年，玄空的各个不同流派中也争吵不休，张三说李

四流派的七星打劫是错的，李四又说张三流派的七星打劫是错的，没有一个定论。其实所有玄空学派都

因为与杨公风水术之间没有师承，不知道杨公风水术七十二龙的奥妙，对《天玉经》七星打劫的理解根

本上就是错的！ 补充：“七星打劫”是在来龙不真的情况之下，利用旺盛的对宫堂气立向的一种特殊方法。

在龙真穴的的地方，就不叫“打劫”。 二十四山中，并非山山都有“七星打劫”。因为只有对宫是禄、旺宫

才可使用“七星打劫”之法。有真打劫和假打劫的区别。 “七星打劫”是一种脱龙就局的做法，见效虽快，

但地运不长久，需每隔一定的时间修缮一次，否则衰败甚快。 大论七星打劫(妙文转贴)。 大风兄的斗柄

所指有一定见解。救贫居士兄的说法，思路极正。陈政儒兄的见解很不错。我所从师的七星打劫有几点

以大家一样，但又有所不同，我认为是比较完善的真打劫之法，我以此法考证过不少现在还在发达的古

墓，很合乎其理。最明显的就是大军阀杨森家的祖坟，是前三运丁山癸向至今已 260 年，代代出能人与

大发之人。现在还有做省军级以上干部的好几人，发财的就更多了，大家知晓的就是“西安杨森制医厂”了。

 北斗七星打劫，必须从天星历法入首，才能明白三般卦、城门决、经四位起父母三般卦的真意，在这基

础上才能悟通《天玉经》几句真决所指。为了感谢 niu 版主的赠书，我在此略说几句我所从师之法，以此

来抛砖引玉。 首先要明白玄空学的旺山旺向，其实这就是以一卦纯清为主的运用技法，做到零正合局，

纯而不杂的收山出煞，首重三般卦（当元旺气与未来生气），但是这在一卦中只占一爻的空间，为专旺之

正法，是玄空学最基础之法门。在此法中唯一变化应用的另一端，那就是城门一决的变化，其实这只是

一卦纯清中的借宫旺相之决，故有阴逆阳顺之分，有真假之别。此城门不只是在向的两旁借气，而是七

宫借气（除向宫外）。而《天玉经》云“八卦只有一卦通，而不是一爻通，所以就有了父母三般卦的运用，

它是每宫均合成一四七、三六九等或单宫形成这种结构，经过四位而立点，这就是历法中的斗罡三合，

如申子辰、亥卯未等合，其运用之决在现有的书中没有一书言明道清。我们可以看看，在一宫中出现一

四七，三数，一为坎卦，中有壬子癸，四为巽卦中有辰巽巳，庚酉辛，如用一卦纯清来看，用天元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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