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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石刻的炎帝黄帝“会盟碑”“盟誓台”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八）

当“不见冢”考古“天子

驾六”横空出世，“南阳文明

之光”再次星空闪耀，文旅

界、考古界、学术界、新闻界

及其他各界投来了极大的、

关注的、热切的、激动的目

光……网络关注持续高温，

学习强国、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官微、光明网、南阳发

布 …… 连 连 转 发 ，热 评 感

人、动人、暖人，给考古人以

力量，给“文明在宛”赋予新

的精、气、神！

就 在 此 时 ，此 刻 ，南 阳

岩石文研究专家张建国、蓝

成 云 、张 长 运 又 捧 出 力 作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

（八）——远古石刻的炎帝

黄帝会盟碑、盟誓台》，有厚

度 ，有 深 度 ，有 思 想 ，有 理

念。它揭开了华夏文明的

一个、两个、三个原史之谜：

炎帝、黄帝会盟在哪里，会

盟碑、盟誓台长什么样，会

盟之后的“合符”与玉钺什

么关系……

会 盟 地 就 在 南 阳 一 个

氤氲着远古文明仙气的山

头，“合符”就是黄帝用独玉

雕琢的玉钺！

这一切，刻印在南阳的

岩石文（岩画）上，撰写在南

阳的大地上！

这个论断，为南阳文旅

大发展推开了一扇新窗口，

为文化自信提供一个南阳

新支点！

南阳岩石文研究，呕心

沥血，已是硕果累累：《南阳

“岩石文”(岩画）试读》已在

《河南日报》《南阳晚报》刊

发 7 期；中国科学院专家学

者，已科学推测卧龙区谢庄

岩石文（岩画）是“岩画天文

台”“日晷”，并在南阳找到

一批具有天文星象功能的

岩石文（岩画）。

南 阳 岩 石 文 扛 起 文 化

自信的一面南阳旗帜，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岩石文的高

端解读、认定、认证，也将如

“不见冢”“天子驾六”一样

横空出世！

——白振国 郭起华

2021年 1月21日

寻找岩石文过程中，我们在南召、卧
龙区、鸭河工区、方城、内乡、唐河、桐柏、
泌阳、舞阳、叶县几百公里范围内，发现上
万处岩石上磨刻的爻窝组合、巨石阵和天
文图案及刻画符号。但大型“钺”图案，仅
出现在南召县石门乡的石柱寺山头及与
石柱寺山相邻的大小石庙山。“钺”的图形
是一种标识，标示这个地方是王举行重大
活动的场所——

（一）石柱寺山头的双钺图形和
“盟誓台”

南召县石门乡浅山丘陵区，向北是延
绵的高山，向南逐渐入平原。这里有一座
海拔 230米的石柱寺山，山成圆柱体，面
积约有 3万平方米。山头上环顾四周，峰
峦叠嶂排列成等距离的圆形拱卫着石柱
寺山，石柱寺山像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山
顶之上，石林耸峙，石笋罗列，每块岩石都
经过精心打磨雕刻，一组一组的爻窝排列
有序，如天书等待破解，远古文化的氤氲
扑面而来。

这些石刻最神奇的是“双钺”图和巨
石演讲台。山顶正中有一半圆形石，高
6.4米，厚 8.6米，长 10.7米，北方立面磨刻
两钺。东边钺高2.01米，宽 1.25米，深 0.3
米；西边钺高 1.36米，宽 1米，深 0.7米（图

二①）。研究者张长运、吕应然在做西边
钺的拓片时，发现了三皇石刻雕像。两个
钺相隔0.6米，双钺并立。围绕双钺，还标
示有“王”所独有的文化符号。

其一，双钺石的右边，一龙形石雕附
钺而曲，石龙露出地面 4.04米，头宽 0.36
米，底宽 1.95米。石龙昂首向上，这是龙
图腾（图二②）。“龙”和“钺”一样是王的
象征。

其二，双钺石左前方，约 2米，一块巨
石被刻成一个方形台，石台高 2.8 米，长
3.2 米，宽 2.8 米。台上面左边一角，刻个
突出的石桌，高出石台 0.6米，宽 0.77米，
长0.88米（图二③）。桌面刻两个大爻窝，
象征两位圣贤，或表示阴阳平衡；台面刻
数十个小爻窝，苏州文字学者蓝玉献解读

“一统天下，政通人和”。在生产力极其落
后，没有金属年代，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磨
刻的这座石台，应是王重大活动时所用，
我们称为“盟誓台”。

其三，双钺石后相距0.5米处，四个爻
窝排列成半圆拱卫着中间一个爻窝，四个
爻窝代表四方部落（图三），中间爻窝代表
天下共主，寓意四方部落拱卫天子，四方
有序万邦和谐，一统天下。

其四，双钺石正前方3米处，一方形磨
刻石块，长 1.07 米，宽 0.86 米，高 0.64 米
（图二④）。方形是矩的象征，寓意治理天

下，首要立规矩，用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规
矩管控天下。

其五，在双钺石和石龙雕像右前方
岩石斜面上，刻有两个“人”字，两个“人”
字中间磨刻一浅沟，沟南边紧挨钺形石
刻有个较大的“人”字，“人”字头顶有一
爻窝，代表太阳，“人”字怀中刻三个上下
排列的较大的爻窝。浅沟北面刻一“人”
字，居斜面下方，“人”字下面刻一方形图
案，这个“人”字比沟南边“人”字小，紧跟
着沟南边较大的“人”字。蓝玉献解读：
古人用这幅图案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奋斗
目标——沟北边的人脚下有规矩（方块）
图案，表明他守规矩，正昂首向沟南边大
的人跟进；而沟南边之人，是迈过了沟之
人，头顶爻窝代表太阳，说明这个人光明
正大。怀中三个爻窝，代表天、地、人三
才，说明这个人已掌握了天道、地道、人
之道，是个伟大人物。“人”字的头指向龙
雕像和双钺图，是说他能像龙一样腾飞，
能被授钺立王。

其六，双钺石偏右前方，刻一幅直径2
米的太极图。而在双钺石后约 30米的一
块巨石上，也刻一幅太极图，它告诉人们，
万事万物均有阴阳两个方面，注重阴阳变
化之道；也可能是告诉王，要掌控阴阳平
衡的度。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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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莫过于炎黄结
盟。

炎黄结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里程碑，震古
烁今。

《史记》等书记载，5000 年前华夏有三大部
落首领，一为炎帝，姜姓，是炎帝族部落首领；二
为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是黄帝族首领；其三，
蚩尤，九黎族首领。三个部族在争抢地盘中发
生战争，炎帝族与黄帝族先冲突后结盟，攻杀蚩
尤于“涿鹿”，炎黄结盟、合符，尊黄帝为共主一
统天下，废除各部落及方国图腾，以黄帝族龙图
腾为统一后的图腾。这是开启神州鸿蒙，实现
天下合符，八方一统的鸿篇之开端，史称“合符
釜山”。

炎黄合盟之所以史书记载模糊不清，应是三
皇五帝时期信息传播不畅，缺乏便于传播、记载
的文字体系，后人在有限的口授或典籍的记载里
找，难免误差大。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
保护中心在对南阳岩石文考察、梳理、研判时，认
为位居浅山丘陵区的南召县石门乡石柱寺山，应
为炎黄结盟遗址，并发现双钺图、“会盟碑”“盟誓
台”等远古石刻可兹为证。

那么，为什么认为石柱寺山是炎黄二帝的结
盟地，为什么推断“合符”的“符”是玉钺？

认定石柱寺山为炎黄结盟地，要从找到炎黄
结盟地的钥匙“玉钺”说起……

几年来，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
中心研究团队，在南阳盆地的方城、南召、鸭河工
区、卧龙区、唐河等几个县（区）之浅山丘陵裸露
岩石上，发现了上万处岩石文（岩画），其中在南
召县石门乡石柱寺和相邻的大石庙山、小石庙山
的山头上，发现了刻于巨石上的钺斧图形。这些
图形，沧桑古朴、远古气息激荡。

我们站在时空的纵深，思考人类原史文明的
源起，观百年之考古发现，反复研判、剖析，认为

“钺斧图形”是解开炎黄结盟奥秘之门的钥匙。
石斧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比较先进的打

制石斧叫“阿舍利石斧”，先在欧洲发现，后在我
国发现。在南阳黄山遗址，也发现过石器。进入
新石器时代早期，磨制的石斧出现。这时，人们
发现了玉石。玉石更加坚硬、细密、耐用。但玉
石稀缺，难以加工，加工成的玉斧，自然只有部落
首领才可能使用，成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又演
变为具有礼仪和权力象征的“玉钺”。

许慎《说文解字》曰：“戊，大斧也”。段注：
“俗多金旁，作钺”。《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
立于西堂”。《史记》“兵器”记述：“君王用钺，象征
军事指挥权”。

石器时期，石斧既是劳动工具，又是武器。
伴随着文明的进程，古人在观察自然、认识自然
的过程中，产生了抽象理念和精神层面的思考，
学会了观察自然界的天地、太阳、月亮、白天、黑
夜、男、女等，诞生了阴、阳理念，并把这些抽象理
念和思考、认知，赋予石斧之形上——

其一，天地的符号图形。古人认为天是圆
的，地是方的。天似穹隆，是个半圆，画个圆或半
圆就代表天，与地接壤；地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画个四方就代表地，半圆与四方结合，代表天
地。石斧的图形，上边半圆，下边方，以石斧代表
天地。

其二，阴阳的结合。古人对事物的剖析，是
从阴阳开始的，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事物均有阴的
一面和阳的一面，阴阳结合构成事物的变化。石
斧上部圆是天也是阳，下部是地也是阴，石斧足
以代表阴阳。

其三，规和矩的结合。有了族群，有了部落，
就要管理，就要制定法则、规矩。规可画圆，矩可
画线。画的时候不能走样，规矩就是分寸，是底
线，也成了制度的代名词。古人云“无规矩不成
方圆”。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画一个圆和一
个方就代表规矩，石斧上部“圆”，下部“方”，石斧
足以代表规矩。

其四，石斧在那个时代是最先进的工具，可
以破坏一个东西，而制出一个新的东西，可谓能
量巨大，一个王也应具备破坏一切、制造一切的
巨大能量，是以石斧代表王的能量。

其五，从狩猎、农耕时代起，一个首领拥有最
美丽、最稀少、最有力量的玉斧，看到玉斧就等同
于看到了王，玉斧就逐渐成为王或天子的化身。

石斧形状能代表天地、阴阳、规矩、能量。那
么天下之王也是代天管地，也能代表阴阳，更是
规矩的制定者，又有指挥一切的巨大能量。石斧
的抽象含义和王的权力高度一致，玉斧出现后自
然就被赋予了礼仪权杖的功能，成了王权和军事
最高指挥权的象征，成了王所独有的特殊符号，
玉斧也改名叫“钺”或称斧钺。因此，在新石器时
代高等级墓葬中出土“钺”，就顺理成章。

王，生前持“钺”巡视一方，部落族群见“钺”
生畏，俯首听命。死后用“钺”陪葬，期望在另一
个世界能仍然为王。

殷商甲骨文中的“ ”字，就是“钺”的图形。
石斧变成了斧钺，具有了权杖功能，礼器用

途，王的象征，钺的图形标识也就成为王的象
征。那么，石柱寺山发现巨钺图形，基本可以断
定王或天子曾在此。

南阳城北之独山，产玉，质地坚硬，色
泽华丽。独山北 2.5 公里是黄山，黄山北
2.5公里是丰山（古称钟山）。黄山处于独
山之阴丰山之阳。黄山为新石器遗址，
1959年出土一件仰韶早期玉铲，考古界认
定为中华第一铲（现藏在河南博物院）。
近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对黄山
进行发掘，又有重大发现——

其一，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制玉作
坊，出土一批制玉工具及玉钺、玉石料残
次品、陶器、骨器等。由此可以判断，王所
用之钺出于此，制钺之地在这里。黄山紧

邻独山，独山出玉，黄山制玉。考古界认
定这是远古时代长江中游地区唯一发现
的大型制玉工厂，也是制“钺”工厂。考古
至今，其制玉年代已上推至 7000年前，随
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也许还会更早。

其二，黄山遗址出土多个手持玉钺
的“王”。F1探方内发掘出多座“王墓”，
其中，M18“王墓”里，一副高大的骨架头
枕丰山，脚蹬独山，呈东北西南方向安
卧。其身高 1.86 米以上，左手持武力象
征的弓箭和骨质箭镞，右手执权力象征
的独山玉玉钺（图一）；足部放置大量象

征财富的猪下颚骨。M77 号“王墓”，墓
主身体右侧放双独山玉钺，脚前放 400多
个猪下颚骨，头戴象牙梳，前胸放玉璜，
身体左侧放 1米长弓（灰印），弓上有一象
牙握把，还有骨质箭镞和多个陶器，这些
器物造型美观。考古专家初步认定，多
个高等级的墓葬，均是远古时期保存最
为完好，等级最高的墓葬。而这些墓葬
的主人是谁呢？通过综合分析比对，我
们认为很可能是南阳岩石文（岩画）的设
计者和黄山制玉作坊的控制者，也就是
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张建国 蓝成云 张长远

远古玉钺
找到炎黄结盟之地的钥匙

黄山遗址
大型制玉作坊、持钺之王

石柱寺山、大小石庙山
钺形图案集中地

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玉钺（图一）

“会盟碑”“盟誓台”全貌（图二）

“天下共主”(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