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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的黄山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令考古学界震

撼：仰韶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及玉器加工遗址，体

量之大、结构之复杂，国内罕见；出土的一具骷髅骨，左

手持弓箭，右手擎独山玉玉钺，足部放置大量猪颌骨，

随葬玉器、石器、陶器等，为黄帝时期的一位“大王”，

他，或与黄帝有关……

那么，黄山遗址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遗址？其对

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有何重要价值？黄帝时期的

一位“大王”到底是谁……一连串的疑问，成为南阳

和中国考古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著名考古学家、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

为黄山遗址题词“独山古玉 黄山天琢”和“文明在

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学家、中国夏商周断代工

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为黄山遗址题写“中华瑰宝

千年一遇”，对南阳文化给予充分肯定，进一步提升

了南阳的影响力。

□张建国 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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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南阳黄山

公元 2018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北 12公里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山新石器遗址进行第二次
考古发掘（第一次为 1959 年春，只挖了 1000多
平方米，发掘出土了5件玉器，其中有一件独山玉
铲被专家认定为“中华第一铲”，现藏于河南博物
院）。在近 3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仅开挖 1200平
方米就有了惊天的发现，震惊了国内考古界。该
遗址引用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纪要：“南阳黄山遗
址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大
型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遗址时代跨度相当
漫长，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到河
南龙山文化，序列完整。遗址的等级相当高，特
别是发现了目前汉水流域最高等级的屈家岭文
化时期墓葬群”。加之此前在黄山遗址北的丘陵
地带发现了数千处岩画，专家把南阳定位于中华
文明探源的核心区（见中国先秦史学会南阳会议
纪要）。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出了仰韶文化时期两
个大型制玉作坊，距今 7000年-5000年，填补了
中原制玉的空白。

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距今 5000年左右黄帝
同时期等级最高的屈家岭文化墓葬群。在一个
被命名为 F1的探方内，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大
墓，这座大墓后被命名为M18。一副高大的骨架
头枕丰山，脚蹬独山，呈东北西南向安卧墓内。
他生前身高应在 1.86米以上，左手持弓箭，右手
擎独山玉玉钺，脚前约有18个猪下颌骨。探方内
同时发现了木质单棺痕迹及石器、玉器、陶器等
随葬品。文化学者白振国先生首先提出“他”可
能为黄帝时期的一位“大王”，或许与黄帝有关。

在全国多地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原文
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就要变成洼地的关键时
刻，白振国先生在南阳发现的岩画、不见冢东周
大墓、黄山遗址及其对这些古遗迹的判断，使中
原文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这一正确论断更加深
入人心，根深叶茂。南阳是中原人类发祥地，是
中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发祥地再一次在中华大
地上响起。

同时，本着为南阳是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搬
一块砖，添一片瓦，出一份力的想法，笔者运用已
知的线索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华
文明探源的考古研究成果和前人的记述，论证南
阳黄山为什么会成为黄帝生前主要生活地和死
后埋葬地，黄山遗址发现的 M18“大王”应是黄
帝。

首先，我们要从南阳所处的地理环境谈起。
南阳地理坐标为东经110°58′-113°49′、北纬
30°17′-33°48′的区域，南阳地处亚热带向北
温带过渡地带，属于大陆性湿润半湿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也是中国地理坐标的南北与东西
交叉点和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流域的结合点上，
是淮河的发源地。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部环水，
中部为近 3 万平方公里的平原，被称“南襄盆
地”。盆地内形成了平原与丘陵，丘陵与半山区，
半山区与山区相互连接的地形地貌，因而成为动
物的最佳生存地。早在 2.3亿年到 6500万年前，
在盆地西部就生活着 8科 11属 15种恐龙（南阳
恐龙蛋化石发现后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60多
万年前，南召猿人就生活在这个地区，特殊的地
形地貌成为人类从狩猎向农耕过渡的最佳地区，
因而南召猿人的遗址是中原人类的发祥地并且
从这里迁徙到四面八方。而黄山遗址距南召猿
人遗址只有几十公里，地理环境极为优越，更是
南阳盆地的地理圣地（或叫做古人生活的必选之
地）。黄帝选此地生活和统帅华夏，死后埋葬此
地符合逻辑。

其次，南阳是中国猿人以及史前文明北上南
下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兴起的核心区。据记载，
中国最早的“夏路”就在南阳的方城县。早在 60
多万年前的远古时期，产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猿人
不论来源于何地，从中国猿人分布图上可以看出
从东北大兴安岭到中部的蓝田、南召，再到云南
元谋猿人，都有他们生活的遗迹，但是南阳地处
中原腹地，是旧石器、新石器文化交汇的重要地
区，南来北往，东播西传都难以越过中原沃野，
尤其是南阳这块沃土。最后，他们都要通过自然
迁徙到达中部的南阳，从而发生自然的碰撞，因
为猿人是沿山、树、水自然缓慢迁移的。考古证
实，在南阳，除了南召猿人外，西峡、淅川、内乡、
镇平、方城这些山区县都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
时代人类生活的遗迹，而邻近的洛阳栾川县，湖
北郧县和郧西县也都发现有远古人类生活的遗
址，许昌市灵井猿人距今有十万年，郑州也发现
了三四万年前的猿人遗址，这说明处于秦岭东部
的南阳盆地是远古时期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
也是猿人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

今年 4月 5日，汤惠生教授在新郑市《关
于岩画的主题演讲》报告中认为：“通天思想
一直是古代文明基石。黄帝是中央之帝，我
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凹穴文化的发现，为我
们探寻整个华夏文明提供了资料。我们可以
看得出来，这个‘黄’就是能够在位居中央这
样一个部族，希望自己通天，这些凹穴，反映
在黄帝时候每个人都可以通天。怎么通？刻
制凹穴一定是通天的手段之一。”

在《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六期汤惠生先
生撰文《河南地区新近发现的岩画、巨石遗迹
及其年代》中，汤先生认为：“方城的凹穴岩画
比具茨山岩画早，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岩画。”另
外，他把中原早期岩画定为距今 11000 年~
6000年。周昆叔对中原岩画鉴定的最低年代
在4000年。根据以上专家的论断，南阳鸭河
工区的岩画群，离南阳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仅
十几公里，该区域岩画的年代应该与黄山遗址
上居住的古人类的活动时期相同，要早于裴李
岗文化时期(距今 8500年～7000年)，最晚的
也应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350年前。

南召县发现的岩画更早，应该在距今
11000年前。南召猿人生活的山洞遗址中的
岩画则会更早，应该在旧石器时代。因此，南
召猿人的遗址是中原人类的发源地，中原岩画
起源于南召岩画。黄山遗址是黄帝时期的一
座“都”城，围绕黄山周边区域发现的凹穴岩画

群，应是在轩辕黄帝的组织领导下的国家行
为，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黄帝去世后，由当时的部落领导集团
将黄帝葬在当时的“都”城中心最显赫的
位置——南阳黄山。近期，又在桐柏山的湖
北随县（古时归南阳管辖）浅山区发现了与中
原地区相同的凹穴岩画，据专家测定，为距今
10000年到 2000年前，属于中原炎黄二帝活
动的遗迹，对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大意
义。这就更加说明在以南阳黄山为中心的周
边区域发现的古代岩画群，起源于南阳。

其五，《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的有关黄帝
活动地区的特征，与南阳和南阳黄山区域特征相
符。《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丹水出焉，西流注
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
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
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
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
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
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自峚山
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
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这说明黄帝生活的地方
出玉石，并且玉石颜色有白有黑，出产玉石的地
方本来就不多，既出白色又出黑色和彩色玉石的
地方就更少。峚山就在现河南省新密市，虽然也
出玉石，但上文中又说黄帝把峚山的玉石投到四

百六十里以外的“钟山之阳”，变成更为精美的玉
石，这就是指南阳独山玉。

南阳黄山距独山只有 2.5 公里，2018 年
考古，在黄山发掘出仰韶晚期两个大型制玉
作坊，独山玉以黑白为主，兼有多色。“是有玉
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中的“玉
膏”应是地下温泉涌出。现在南阳市区附近
仍有很多温泉，从市区往北几十公里鲁山县
就有“上汤、中汤、下汤”等温泉。《河南通志》
载：“温泉在鲁山县，旧名皇泉，商后尝浴处。”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滍水》篇中称，鲁山温
泉“可以疗万疾”。“丹水出焉”，南阳境内有丹
江，亦称丹水，发源于秦岭，注入汉江，全长
384公里，全部为山区河道，是汉江的主要分
支。古时曾称丹江为“丹渊”“丹水”“丹河”

“西江”“粉青江”“丹阳川水”。因尧的儿子丹
朱封于此地，死后葬在此地而改为丹水。现
在叫丹江，建有丹江水库，是我国南水北调工
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

由此可以看出，黄帝主要是在南阳黄山为
中心的区域活动。相传尧、舜、禹、皋陶、伯益、
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封为中华民
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去世后，黄帝的继任者和
当时的部落领导集团一方面为了纪念黄帝，另
一方面为了稳定天下人心，对外宣称黄帝乘龙
升天。然后把为华夏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天下共主黄帝，安葬在他生前最喜欢的居住和

生活之地——南阳黄山。并且在黄帝手中随
葬代表王权的独山玉钺一件，弓箭一把，随葬
的箭头是用骨料加工而成，保存完好，箭挺（箭
杆）箭弓均为木质，从朽痕看出弓长约 60厘
米，箭挺残长约35厘米。“大王”脚骨之上放置
18个成年猪下颌骨。让“黄帝”头枕丰山，脚
蹬独山，呈东北西南向（呈52度）安卧墓内。

南阳理工学院教授孙保瑞多方考证，尧
帝的接班人舜帝在南阳方城历山接受帝位，
并在此从事耕种活动。《尚书·虞书》说：“帝
（舜）初于历山（据考证历山在今河南方城县）
往于田。”《竹书纪年》也说“舜耕于历山”，说
明尧帝之后，舜帝在南阳方城历山接受帝
位。证明尧帝生前也在南阳，不然他又怎么
会把自己的儿子丹朱封于淅川葬于淅川，又
在方城的历山把帝位禅让给舜帝呢？现在淅
川县仍有丹朱墓，方城县有很多新石器时代
的遗址，近年又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凹穴岩画，
应当与舜帝活动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不但黄帝在南阳黄
山，而且尧帝、舜帝都活动在南阳黄山。根据
白振国先生的考察，大禹也在南阳活动，南阳
黄山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核心区当之无
愧。还有许多隐藏在南阳的奥秘终会被专家
逐渐破译，通过中原和以南阳为代表的远古
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将中华文明史推进到
8000年，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据考古调查，仅南阳境内就有旧石器时
代遗址 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40多处，考
古还发现南阳区域内的古人类从 1万年前至
60万年前都有分布。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
同种群的古人类在此碰撞导致两个结果，一
是不同种群之间发生争斗和相互兼并，二是
种群之间的杂交。争斗会促使古人使用武器
等，从而促进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以及技术
水平的提高。杂交能使后代更为强壮和优
秀，促进人类自身不断优化进化。因此，南召
猿人是中原人类的发源地。从南阳走向中
原，辐射全国。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时
期，由于南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态
环境，黄帝必然会选择南阳黄山作为自己的
统治中心。

其三，从黄山遗址发现的仰韶晚期两处
大型玉器作坊看，玉器应该是黄帝亲自控制
的稀缺战略资源，玉文化是贯穿中华文明始
终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玉能通神，因而把
玉作为最高礼器崇尚。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是
神权、军权、王权的象征。南阳师范学院环境
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华夏玉文化研究院院
长、河南省玉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江富建教
授，在《宛玉春秋》一书中认为，“早在新石器
时代裴李岗文化晚期（公元前 5900 年-前
5500年有高精度的校正平均数），仰韶文化
早期（前5000年-前 3000年），生活于南阳独
山脚下的黄山先民们就开始了采独山之玉，
琢磨玉斧、铲、镰、刀、凿、锛、楔、锤球等生产
生活用具的历史，并将其制品交于其他民族、

部族或部落，从而创造了灿烂的独山玉文
化”。他还认为，约7500年前，黄山出现了双
弧刃鞋底状打制的独山玉铲。

调查研究表明，南阳盆地13个县（市）区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独山玉器，多以生产
工具为主，数量极大，分布范围甚广，且以黄
山玉铲为标志。证明南阳是中国中部玉文化
的摇篮和发祥地。南阳独山玉自旧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起一直是居住在南阳的史前
先民们作为工具使用的，逐渐发展为装饰品，
直到作为神权和王权的象征。由于独山玉有
摩氏 6°-7°的硬度，同时多达 7种颜色，用
独山玉制成的工具和装饰品既好用又好看，
引起先民们的追捧。又由于独山玉欲看不透
的朦胧感和引人遐思的特点，让当时的人们
觉得玉有灵性，是可以让人与神沟通的桥
梁。从而，逐渐使独山玉及其制品成为神权
和王权的象征。还有学者认为黄山遗址发现
两个面积超大的仰韶晚期玉器作坊，说明这
里曾是“都”城，因为除了部落联盟首领在其

“都”城可以有这种大规模的玉器加工作坊之
外，其他人、其他组织、其他地点完全不可能
达到这种程度。黄帝就生活在 5000年前左
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他不可能允许其他人
控制这么稀有的战略资源，所以黄帝应当是
生活在南阳黄山。

其四，南阳黄山周边区域发现大量古代
岩画（岩石文），可以证明黄帝生活在南阳。
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岩画的专家学者都认
为，中国岩画出现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原无

岩画。自从河南新郑具茨山发现岩画以来，
在河南平顶山、驻马店、南阳等地的浅山丘陵
地区，陆续发现了三万多处古代岩画，引起了
国内外考古界的极大震惊，从具茨山向西至
舞阳县、舞钢市、南阳市的方城、南召、淅川、
西峡、内乡、镇平、唐河，尤其是河南南阳市鸭
河工区发现的规模巨大的岩画群分布集中，
规模巨大，种类最多，是中原岩画的典型代
表，被国内外专家一致命名为“鸭河岩画”。
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会长罗伯特·贝纳里克
为鸭河岩画题词“世界岩画博物馆”。并且，
这些岩画集中分布在距新石器时代黄山遗址
仅十几公里的丘陵地带。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岩画委员会执
委《世界岩画艺术委员会会刊》编委，中国岩
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汤惠生在《在南阳岩画
中探寻华夏文明传奇》中说：“谈到中原岩画，
我首先想到的是黄帝时期的华夏文明。黄帝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他领导下的文
明社会留下了哪些遗迹遗存？迄今为止的考
古发现尚不能给予解答。中原凹穴岩画是不
是黄帝时期留下的文化记忆？如果能通过年
代断定证明中原岩画创作于 5000 年前，那
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鸭河工区及周
边区域发现的岩画群，体量巨大、内容丰富，
而且分布的集中与密集都是前所未有的，是
世界级的。通过南阳地区的岩画考察，或许
将为我们解读史前文明提供实物例证，解决
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疑问，解开中原文明
起源发展的奥秘。”他还认为：“中原岩画与华

夏文明起源有关，应该是史前文字时期的产
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认
为：“南阳岩画与新郑具茨山岩画形态一致，
为同时期遗留的史前文明遗迹，同属中原岩
画带的重要遗存，且南阳岩画分布集中，体量
巨大，内容丰富，在世界范围内较为罕见。”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创始
人、中心第一任主任、国际岩画学会权威专家
陈兆复认为：“鸭河工区及周边区域岩画群，
填补的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发现层次的空白，
其丰富的内涵与内容也将填补相关领域的空
白。从中原岩画的一系列大发现可知，凹穴
岩画是成熟的民族以国家意志进行的集体创
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解读，有望解决中国文
化史上的相关重大问题与疑问。”

陈兆复还认为：“中原岩画是人类社会早
期的文化现象，是比甲骨文更为年代久远的
原始文字，是人类先民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
化遗产。”

已故中国环境考古学奠基人、中科院地
质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认为：“具茨
山岩画虽然不是文字，但它有数表达和逻辑
思维，这为甲骨文出现创造了前提。”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
员、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认为：“舞钢市‘龟
背书岩画’镌刻符号，印记画面有序性，应该
是古人类记录生活、复杂思想信息的图示语
言，通过科学发掘具有可破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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