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四）

（上接第十一版）

二、两座“王宫”体现了祖先对生
殖崇拜到天地阴阳观念的认识升华

1.大小石庙建筑所蕴含的思想。
从大石庙石屋后面的另一巨石上看，“王宫”整个石屋

是整体一个男根的雕塑（图九），象征着天地阴阳中的阳，
而男根内部掏空为阴，我们的祖先把生殖崇拜构想成“宫”
的功能，是希望族群繁盛生生不息，事业有无限生机和活
力，以致演变为“宫”字。小石庙的石屋，从正面看是一个
石钺形状，屋门上方横向刻出一条深沟，不但看上去美观，
与屋墙有明显的分割线，其实质表达了祖先阴阳理念在建
房上的体现，整个石屋的形状也像男根的形象，如甲骨文
字典中“且”的原形即“ ”，也体现祖先阴阳交合万物生的
思想。

2.在“王宫”的周边区域遍布生殖崇拜的男根女阴的石
雕。

3.阴阳观念影响我国新石器时代先人建房的建筑形式
及现在中原地区农村房屋建筑样式。如甘肃大地湾新石
器时代文化发现的 8000年前先民建造的圆锥形尖顶屋；
西安半坡遗址先民们建造的圆锥形屋；以及南阳市社旗县
毛堂新石器时代遗址先民们构建的圆形房屋基址，都是蕴
含着阴阳和生殖崇拜的观念。20世纪 80年代以前，农村
大多数建造房屋时仍然采用尖顶两面坡的样式。即前坡
为阳，后坡为阴，从侧面看，一座房就像是一个“钺”的形
状，北京故宫从侧面看就是一个“钺”的形状。

三、认定两座石屋为“王宫”的基
本依据

认定石屋是“王宫”，是根据它所处的区域地形、地貌，
以及石屋周边目前发现的遗址遗迹及其相互关系中分析
判断而后得出的结论。首先，鸭河工区发现岩石文（岩画）

的区域分布在浅山丘陵地区，有数十个小石头山组成，“王
宫”所在位置就处在刻有岩石文遗址遗迹的数个山头正中
心位置，视野开阔，向周边看去一览无遗，两座石屋的中心
向南50米处，在一个平坦的巨石上，祖先用石片在巨石上
磨刻有一长6米的龙，是一个典型的“太极龙”。“龙”的标志
说明，两个房子非同一般，是“王”的象征。其次，“王宫”的
正西方向，直线3公里是石柱山，山上几乎每块石头都被雕
凿过，有两米多高的石钺，代表天地的圆形爻窝和代表大
地的巨型四方石台（图十），石台上面刻满了圆形爻窝，山
上还刻有立体“太极图”，分析应当是王登基向天下告示的
地方。“王宫”（图十）向东直线3公里是上潘沟和下潘沟，这
里雕凿有圆形三盘“太极图”，还有“王”问政的场所。从

“王宫”向东北直线 3公里，是孟山，是文化区域，山上刻有
许多字画符号和太极图。从“王宫”向南直线3公里是黑石
寨，是专门研究易经太极的区域。山上刻有巨大的三盘太
极图（图十一），还刻有 5个单排扁圆形爻窝和“易”字。从
黑石寨向南5公里是柳树沟，这个区域是教育区等。其三，

“王宫”周围遍布石钺，钺是王权的象征。我们发现“王宫”
区域很多岩石上均刻有“钺”形符号，《说文解字》曰：“大斧
也，一斧天戎”。《书·硕命》曰：“钺同兵类，脱胎斧。大者
钺，小者钺。一人冕执钺。”《史记》记载的“兵器”上记述，

“君王用钺，象征军事指挥权”。持玉钺者为“首领”，可见
“钺”的符号就是钺，脱胎于劳动工具斧头，旧石器时代就
有了石斧，是劳动工具，也是打仗的工具，因为它刃部为半
圆，下部呈方形，圆为规方为矩，又演变为规矩的符号。圆
代表天（阳），方代表地（阴），也成了代表天地的符号。钺
具有神圣的象征作用，自然演变成王权的象征，王权或首
领的专用符号。在大石庙“王宫”旁的巨石上，有两米多高
的凹状石钺。小石庙的“王宫”屋内墙壁上刻有石钺的符
号，在门外 5米处另一块巨石上刻着近 1米的凹状石钺标
志，在“王宫”西的石柱山上，也刻有 2米多高的两个石钺，
并在巨型四方石台上刻有岩石文，也是王即位宣誓的地
方。围绕“王宫”周边太极图中，黑石寨和下潘沟的太极
图，圆心就是一个很深的钺形“钺”爻窝，居三盘的正中心，
代表着掌握着天地人道的是王，制定天地人规矩的也是
王，石刻太极图把钺和龙融合在一起，是王权的象征，体现
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四，距王宫不远的南阳新石器时代黄

山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序列完
整，在全国独一无二，该遗址发掘至目前出土了6个不同时
期手持独山玉钺的“大王”，他们很有可能都在鸭河工区这
个“王宫”中居住过，死后葬在南阳黄山。这，有待专家深
入考察论证。此外，在南阳黄山遗址中发掘出土的泥陶文
与鸭河工区岩石文完全相同。据《南召县志》记载，1956年
南召县石门乡的群众在“王宫”附近捡到一个大型的玉钺，
上交该县文物部门，现藏于南召县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另据南阳地区考古调查，在原南阳地区的十三个
县（市、区）都发掘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手持独山玉钺的古墓
葬，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玉钺在南阳已成为权力的象征，已
经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掘
出有石钺和玉钺的古墓葬很多，但都不能证明所持玉钺作
为王权的来源，唯有南阳鸭河工区发现的“王宫”及周边岩
石文充分证明了钺作为王权的来源以及功能的演变过
程。南阳，应是钺代表王权的发源地、制定地、制作地、授
权地。南阳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两个巨大的仰韶
时期制玉作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曾对此做过专题报道，
证明“王宫”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可信的。从南阳区
域内的考古可以看出，南阳从五六十万年前的南召猿人到
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序列完整，从黄山遗址发掘出土
情况看，一万年以来的人类活动也是序列完整的。我们的
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而且从未中断
过。其序列的完整性，演变的根源性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
前。考古学家马宝光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来
源于中原岩画，在南阳全境范围内，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数量比较集中，尤其在南召县
境内多有分布。在国内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河南舞阳县
贾湖遗址（舞阳原归南阳管辖），出土了 8000多年前的骨
笛，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同时出土龟甲上所刻的字
符（图十二），在鸭河工区的岩石文中都能找到，尤其是贾
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刻有“宫”符号，与岩石文上所刻的龟
甲符号完全一致（图十三）。这些间接证明，鸭河工区的

“王宫”时代应当比舞阳贾湖遗址的年代更早（8600 年~
10000年），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的 4500年。其六，鸭
河工区岩石文分布竟与古文字研究学者蓝玉献经过几十
年研究写成的《通兑自宜》一书的内容完全吻合。“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中华民族
坚韧不拔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创造出“举世文明”的根本动力。

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论文的形式来论证南阳发现远古
时期“王宫”的，但是由于写作过程中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被
感动，不得不打乱文式，抒发一下忍不住的冲动情绪。古
文字研究学者蓝玉献家居苏州，由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
痴迷于对甲骨文、太极的研究，写出了《通兑自宜》一书，坚
信太极、易经、甲骨文这三大中华文明开篇绝学一定有它
的诞生之地，绝不会离开天地客观环境凭空臆想而成。他
踏遍秦岭山山水水，走过伏牛山的几十座山头，最终遇到
了白振国，找到梦寐以求，穷其半生研究成果的鸭河工区
岩石文（岩画）所在地，当他见到鸭河工区岩石文，顿时跪
地痛哭，他翻开《通兑自宜》指出，每座山头上都刻着什么
内容的岩石文，大家前去探寻，竟与从未来过鸭河工区的
蓝玉献五年前出版的书上的内容完全一致。真是“踏破铁
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应验了“心想事成”。他身
背帐篷，住进荒无人烟的山沟，爬冰卧雪，昼夜观察天象地
形，常常啃方便面充饥，废寝忘食，考察每一个山头，每一
块岩画，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考察，一步步揭开了南阳岩石
文的秘密，写出了《南阳市鸭河工区岩石文系统解读》一
书，把整个鸭河工区岩石文（岩画）分为十三个区：即文教
区、政道区、商道区、儿童区、天道区、王道区、人道区、社会
区、太极区、思想区、伦理区、字根区、陵墓区。这些岩石文
都是围绕着大石庙小石庙两个“王宫”分布开来，这只是初
步的研究，还需要专家和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随后我们又
顺着鸭河岩石文的脉络向南一路走来，竟发现岩石文一直
刻到南阳市新石器时代遗址黄山的周边。我们不能不敬
佩我们的祖先，把 8000年前创造的华夏的开篇“文明”刻
在石头上，把创造出华夏文明的第一个“都城”的范围刻在
石头上，让子孙万代去传承、创新、发展，让我们找到华夏
民族之根，华夏文明之源。我们，为中华民族骄傲，为中华

“文明”自信。

男根雕塑（图九）

黑石寨三盘太极图（图十一）

▲舞阳贾湖文化（图
十二）

▶岩石文上的龟甲
符号拓片（图十三）

石柱寺宣誓台(左侧)和登基台(右侧)(图十)

封丘县科工信局服务发展大局，抓紧关键环节，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

企业服务水平。一是强化宣传。利用学习日，组织干

部职工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增强干部职工廉洁

自律意识，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二是严守制

度。要求全局干部职工严格遵守党的各项规定和国

家法律、法规，以及局机关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

按法定程序办事，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树立科工

信局新形象。三是带好队伍。在最近组织的企业座

谈会上，局党组要求，在服务企业方面，要打造一支纪

律严明的铁军，一心一意服务企业发展，千方百计助

力封丘振兴。如出现“吃拿卡要”为难企业现象，坚决

依规依纪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王俊岭)

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
街道对夺得“服务群众红旗”的杏花营社
区、夺得“治理有效红旗”的百合社区、夺
得“文明新风红旗”的安墩寺社区、夺得

“基层党建红旗”的枣林社区隆重举行了
“四面红旗”70岁以上老人奖金发放仪

式。在为老人发放奖金时，杏花营街道
党工委书记王志英表达了对社区老人
的由衷感谢，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
挥余热，支持社区发展。通过树立榜样，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街
道掀起了干事创业的新热潮。（张汇彪）

为做好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以
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确保节日期间风
清气正，4月 28日，偃师市环境保护局
召开节前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学习会，对
节日期间纪律作风等有关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了《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共偃
师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清明节、五一
劳动节期间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会议要求机关干部职工：

一是强化规矩意识，严格执行各项规
定。时刻牢记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廉洁自律准则》等要求，坚决杜绝“节
日腐败”，增强纪律观念，进一步提高党
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二是严明工作纪
律，强化工作措施。严格执行节假日值
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五一期间主动
拒绝出远门旅游到人流量较集中的地
方，坚决杜绝公车私用，从事违规违纪
活动等。 （任亚军）

今年以来，原阳县统计局严格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保持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严从紧从实
态势。牢记职责，压实责任。局党组充
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与班子
成员签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目标
责任书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常态
教育，入脑入心。坚持把理论学习和党
性教育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绷紧

廉洁自律“警戒线”，筑牢依法统计思想
意识。防控风险，规范权力。排查国有
资产管理、重大统计调查项目实施等重
点领域潜在的廉政风险，从源头上预防
腐败和不廉洁行为。严格管理，追责问
责。强化日常监督，运用警示提醒、告
诫约谈、批评教育等方式，抓早抓小、关
口前移，形成强大震慑效应。

（李宜杰）

新乡红旗区东街街道纪工委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充分发挥纪委职能，强化对疫情防控物资
发放使用的监督，确保社会各界捐赠物资发放
到位。东街街道共有5个社区和两个（村、公司）
全部在主城区，人员密集，防控任务较重，纪工
委高度重视。一是加强对机关及各社区、村落
实疫情防控工作政治责任的监督。由纪工委组

成督查组，检查机关、社区及村在防疫物资发放
中，是否有徇私舞弊现象。东街纪工委还把疫情
防控和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整治相
结合，对人员到岗、值班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
不力造成极坏影响的坚决问责，一名机关干部因
无故脱岗，受到了纪工委通报批评，起到了警示
作用，促进了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孟凡军）

为不断提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积极营造
党风正、政风廉、作风清的良好氛围，近日，郑州
市中牟县刘集镇召开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会上，刘集镇党委书记
与分管领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签订了《刘集镇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目标责任
书》《刘集镇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
书》；分管领导与科室股级干部签订了《刘集镇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目标责任
书》，共计 82份，责任书明确了责任主体、责任
目标、责任内容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内容，通过
签订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站所长的

目标任务，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最后，刘集镇党
委书记李恒要求：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
切实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记在心上、抓在
手上、扛在肩上。二是加强党风党性党纪教育，
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
风险的能力。三是深刻理解实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的重要意义，班子成员、站所负责人要强
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职责。四是把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结
果，作为机关干部评定、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对于违反和未能履行职责的站所或个人将按照
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李阳）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街道信
访办接到了金康苑小区一业主的投诉，称由于
开封市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施工中对其女儿墙及
雨搭造成损坏，与施工方发生了言语冲突。信
访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金康社区网格员前去
实地了解情况。前期调解中，双方各执一词，一

度陷入僵局。信访办多次劝说先让双方冷静下
来，后又邀请金明池派出所指导员和调节中心
主任及社区网格员共同参与调解。经过信访办
工作人员与大家的共同努力和耐心劝解，最终
双方和解，各让一步。由此整个工程才得以顺
利施工，此举受到群众好评。 （付斌）

封丘县城管局在全局范围内推行《干部职工百分

制积分考核办法》，为各项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提供纪律监督保障。监督考核对象包括局班子成员

在内的全体干部职工，根据岗位职责全部纳入监督考

核；将规章制度、纪律作风、管理绩效等事关干部职工

生活、工作、学习多个方面纳入监督考核内容，结合实

际定期进行动态调整；采取“一个局纪检监察检查组+

5个班子成员检查组+不定时检查”模式监督考核工作

人员纪律作风、履职尽责和工作绩效完成情况，对问题

进行实名通报和百分制扣分；监督考核结果作为干部

使用、绩效工资发放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对脱

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疫情防控等工作实行重点监督

考核。 （陈波）

“四面红旗”创建成果惠及老人

召开专题学习会 强化节日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压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强化对疫情防控物资的发放监督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压实主体责任

做好矛盾调解员 圆满解决受赞誉

抓廉政建设 促工作发展

封丘县城管局织密监督网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检
察工作如何更好服务大局？辉县市人
民检察院代检察长张保国不断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守初心、担使命的情怀，坚
持当好企业的复工复产助推员和法律
问题解答员。他强调在依法办理涉疫
案件、适时发布涉疫典型案例指导办
案、立足检察职能助力复工复产等方
面严格落实责任，深入了解企业的困
难和问题，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

境。张保国放弃休息日，多次深入企
业一线，来到作为包联民营企业联系
点的河南米多奇食品有限公司，走进
生产车间、食堂、办公场所，听企业负
责人介绍目前复工复产情况，了解员
工返岗、原材料供应、产品订单等生产
运营情况。在企业为员工建立档案、
制定复工复产的详细防疫规划方面给
予切实可行的指导和意见，对企业负
责人担心因疫情造成订单延迟交付、

产品运输延迟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复工复产是大事，有什么难题或需要
帮助的，尽管和我说。”一句句朴实的
话语，表达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企业
的诚心和力量。企业负责人动情地
说：“不瞒您说，受疫情防控影响，我们
还真遇到了不少难题。现在好了，有了
检察院和各部门的支持，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尽快
让企业生产步入正轨。”（裴晓霞 侯琪）

日前，为护航疫情防控期间辖
区分批次复学复课，濮阳市华龙区
纪委监委联合该区教育局成立专
项督查组，深入各个中小学对疫情
防控、开学复课准备工作开展监督
检查，积极协助学校购置疫情防控
物资，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做好开学

复课准备工作。“今天有没有体温
异常学生？”“学校是否制订了防疫
应急预案？”“防疫物资筹备和发放
是否到位？”这是近日华龙区纪委
监委专项督查组来到学校，对学校
负责人就复学复课开展督查时询
问的问题。开学之后，该区纪委监

委还将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紧
盯各校应急机制建立、防疫物资筹
备、校园清洁消杀等关键环节，全
方位无死角排查疫情隐患，确保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最大限度为师生
的安全保驾护航。

（王志辉）

强化监督检查 护航中小学校复学复课
深入企业倾情帮扶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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