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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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柱寺山大小石庙山
炎黄结盟之地

（上接第十一版）

（二）大小石庙山头上磨刻的双钺图形

石柱寺山东边直径三公里处，两个山头紧连，名大
小石庙，大小石庙山海拔 230米，外围是百米深沟，宽
150米左右环围着两个山头，环沟远古时期应有深水，
像一幅绿镯紧紧箍着大小石庙。仅有东边一条百米
长、6米宽的路，可通外界，守好出路，两座山固若金汤。

小石庙接近山顶处有一巨石磨刻的石屋，石屋上
尖下宽，成“钺”形。屋内高 1.9 米，内深 2.3 米，内宽
1.96米。屋内后墙有坐凳，上有爻窝组合，屋顶左上有
天窗。石屋门楣刻9个长方形爻窝（图四）。

左前约30米处，有石刻龙长6.7米；右前方约20米
处，有雕刻长2.3米的石龟神兽，右前方5米处一巨石立
面上雕一钺形图案，高 0.6 米，宽 0.4 米，深 0.2 米（图
五）。这个钺形图案也起着门牌的作用，标示为王办公
之地，即“宫殿”。后人在石屋里敬神农，称为药王庙。

大石庙位于东边山头，顶端为巨石。一巨石高 6.3
米，宽 8.8米，厚 5米，外形刻男根状，内刻一石室，石室
面南，内高 2.6 米，内宽 2.65 米，内深 3.2 米，后墙有石
床。外形如男根属阳，石室属阴，这座石室具备了阴阳
两属性，人居住在有阴、有阳的室内，族群繁盛绵延万
代。后人塑送子娘娘，称姥姆庙。

石室东，高 5.2米，宽 12.5米，厚 4米一巨石立面上
刻并列两个钺形图，相隔 0.22 米。西钺高 2.05 米，宽
0.66米，凹深 0.33米；东边钺高 1.6米，宽 0.66米，凹深
0.33米（图六）。

石屋前约 10米处，刻上圆下方两个凹穴。圆凹穴
直径0.3米，方凹穴边长0.26米（图七）。圆代表天，阳，
乾；方代表地，阴，坤。这个地方，是掌管天地、阴阳和
乾坤的神圣之地。

石屋的后边巨石上刻太阳、月亮，住石屋之人与日
月同辉。

石柱寺山和大小石庙山，两个地方均刻有相同的
大双钺，所处的地形独特，山上大量岩石被充分利用，
刻满了爻窝，雕刻成龙、龟、太极图，还有生殖崇拜。这
是5000年前王的主要活动之地，王都之地。

成书于先秦的《逸周书》记载：蚩尤
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
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
冀。这里边说两个问题，一是涿鹿之战
只是炎帝黄帝与蚩尤作战的一个战场；
二是炎帝和黄帝在涿鹿之战前已经结
盟，而不是在涿鹿之战中或者胜利之后
结盟。因此，“合符釜山”之地应该在中
原范围之内，或者应在炎帝、黄帝各自都
城区域内。就地名而言，“中冀”在河南
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涿鹿之野”或“涿
鹿之阿”是指一个大的范围，而不是专指

“涿鹿”特定地点。另外，关于“涿鹿大
战”的发源地说法很多，远古时期指陕西
省潼关隔河相望的风陵渡一带，叫“浊
陆”，现在的河北省涿鹿县，还有江苏省
徐州市彭城县（古时也称涿鹿）。

前面已经介绍了南阳黄山新石器时
期遗址发掘出土情况，又分析了与黄山
遗址相距25公里的南召石柱寺山和大小
石庙山，所磨刻的双钺图案以及在岩石
上磨刻的各种图案，基本可以认为它们
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遗存。所以，我们认
为南阳发现大面积岩石文（岩画）的地
方，是炎帝或黄帝主要活动的地方，大小
石庙的石屋石室是那个时代宫殿，石柱
寺山是炎黄结盟之地、合符之地。有以
下几个理由——

（一）优越的客观环境，4500
年至10000年文化遗址序列完整

炎帝、黄帝在南阳活动是客观条件
与自然条件决定的。南阳盆地所处位置
是国土板块的核心部位，是地理中心，是
中国南北交界之地，又是东西聚拢的中
央之地，亚热带温润区。北部伏牛山挡
住了北方风尘和冷空气，南部武当山、荆
山、大洪山隔离了炎热和潮湿。四季分
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物产丰厚。有
深山，有浅山丘陵，又有平原。为原始人
类生存生息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客观环境
和生存条件。（南阳发现的 100多处新石
器时期遗址，均在浅山丘陵之中。）

考古专家马宝光对南阳岩石文考察
后曾讲：“南阳数千年以前就是最适宜人
类居住的地方之一，盆地内形成了平原
与丘陵，丘陵和半山区，半山区和山区相

互连接的地形地貌，因而成为人类从狩
猎向农耕过渡的最佳地区之一。”故而考
古发现距今50万年南召猿人，距今1.5万
年的小空山智人，黄山遗址考古探方发
现，仅黄山这个地方就有裴李岗文化层、
仰韶文化层、屈家岭文化层和龙山文化
层，也就是说 4500年至 10000年均有文
化层，且序列完整，中华民族在这里赓
续，文脉在这里生根。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世界岩画委员会执委、中国岩画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汤惠生 2019年 4月 5日关
于中原岩画的演讲中说：“黄帝是中央之
帝，是位居中央这样一个部族。”南阳位
居华夏的核心腹地，必为黄帝所选中，会
盟之地必选中央之地。直到如今，“中
央”仍指国家的核心。河南大学历史学
家王立群为《中国核心腹地》一书序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南阳好像杠杆一个
支点，只要得到这个支点，就能撬动历史
的进程。”南阳盆地中部有釜山和历山。
釜山位居镇平县、内乡县、邓州市交界
处，而历山位居方城县。炎帝主要活动
的中心在釜山和历山、黄山、石柱寺山一
带，地理位置优越，史书记载的“合符釜
山”指的是位居中心腹地的南阳釜山。

（二）《山海经》记载黄帝种玉南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所史前文化专业
委员会会长朱乃诚，在《五帝时代与中华
文明的形成》一文中说：“黄帝之时，以玉
为兵，在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的最早的
兵器为玉钺。”《山海经·西山经》有黄帝
在南阳独山种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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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不详。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
其间尽泽也。”峚山，今河南新密市；钟
山，今南阳丰山，钟山之阳就是独山。是
说黄帝从密县到独山四百六十里，中间
有很多沼泽地，把密县玉种到独山，变成
更加精美的五色彩玉。其实是说黄帝直
接控制了独山出玉和黄山制玉。

独山玉为黑白和五彩之玉，质地坚
硬，这种稀有的战略资源，必为以玉为兵
时代的王所掌控。黄帝从峚山到独山，

掌握挖玉、制玉、用玉之权，《山海经》记
述了黄帝到南阳种玉制玉这一历史过
程。黄山遗址发掘出制玉作坊，“天子”
或“王”之墓就埋在制玉作坊之旁。充分
说明当时执掌天下之王的黄帝对玉的重
视程度。

（三）远古文化遗存聚集南阳，
这里是炎帝黄帝活动之地

南阳发现大量的岩石文（岩画），可
以证明它是天下之王的活动地、居住地、
都城地。5000年以前的文化遗存具有序
列完整性，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单一
的，是互相依附联系的。岩石文（岩画）
在南阳浅山丘陵区域已发现上万处，有
石屋、石室、王的宫殿类；有神兽龙、龟
类；有观象台、日冕、祭坛类；有男根、女
阴生殖崇拜类；有多处太极图，有三皇神
像，有马、蚕塑像；有重要仪式所用的“盟
誓台”；有那个时代的文字（爻窝组合和
符像组合图形）。这些文化遗存有抽象
的，也有具象的，分布广，面积大，在生产
力十分落后的时代，能有如此规模的石
刻文化符号，说明是王的行为，是国家行
为，是国家意志的表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创建人、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
国际岩画学术权威陈兆复在《南阳是中
原岩画的重要篇章》中说：“鸭河工区及
周边区域岩画群，不仅仅是发现地理层
次的空白，丰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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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重大
问题与疑问。”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正是炎黄二帝的活动中心，执政中心。

汤惠生在《南阳岩画中探寻华夏文
明传奇》中说：“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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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社会留下哪些遗存遗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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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分布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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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原文
明起源发展的‘奥秘’。”

传炎帝很早在南阳活动。据考证，
小石庙内的爻窝和钺形图案标示是王的
宫殿，小石庙山下当地人传说是神农尝
百草之地。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南阳历
史地位研究》说：“史前文明的神话传说
时代，神农氏在这里教人耕作种地，教民
采 集 。”这 部 书 还 讲 到 南 阳 史 前 即 称

“宛”，沿用至今，神农氏所命。

（四）黄山王墓：可能是黄帝家族墓

黄山遗址发掘出土多为持单玉钺、双
玉钺的“王”。这些玉钺由杂色独玉打磨
而成，呈“风”形，刃部是折刃，上部有圆形
钻孔，这是最高军事指挥权，王权的象
征。这些“王”是谁？黄山是一座土山，为
什么叫黄山？持钺的“王”可能是黄帝，至
今已经发掘出土了六位持钺的“王”，可能
黄帝是一个时代掌管天下的王氏家族，黄
山因埋葬了黄帝家族而称黄山。

（五）石柱寺山：炎黄结盟之地

上文已说道“钺”形图案是抽象礼
器，玉钺是具象礼器，但性质是一样的，
均代表王。石柱寺山和大小石庙山磨刻
的双钺代表两个王。双钺前磨刻有具备
天、地、人三才的人的符号，有规矩石，更
有石台，有三皇像，场面宏大，且选择具
有自然形状的天、地、人三盘的石柱寺
山，应是为炎帝黄帝结盟而准备，为黄帝
成为天下共主宣誓所用。两个钺刻于一
起，指代两个王结盟，“以钺为符，华夏一
统”；也起到这一重大事件纪念碑作用。
因而我们认为石柱寺山是炎黄结盟之
地，双钺石为结盟之碑。

结盟之地的石柱寺山双钺石刻的右
边，石龙附钺而立，这是结盟之后统一了
的图腾。龙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一条
石龙昂首伸向双钺，是告诉天下，两个族
群结盟成一体，奉祀的图腾是龙，龙也是
统一的象征。

石柱寺山是炎黄合符之地，合符所
选择的信物就是玉钺，石柱寺山也是授
钺之地。炎黄结盟，如何统帅天下部落，
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符，就是制作信物，作
为符。符又称符节、符信，远古人们常用
于重大的政治、行政、庆典、军事等活
动。多以竹、木、玉、骨、石为材料，制成

后一分为二，或多方共同持有，需要的时
候，对方或多方拿出信物相互印证，即

“合符”。
为什么“合符”信物是玉钺呢？古

人认为玉能通天、通灵、通神，玉是至
高无上的宝物。玉又极其稀少，尤其
是五彩之玉仅南阳独山独有，为黄帝

掌管。玉钺制作艰难，不容损坏，他人
难以仿制，代表王的符自然选择珍贵
玉钺。结盟之后天下有了共主黄帝，
由黄帝通过石柱寺山石台举行仪式，
授钺给各路首领。各路首领携钺管理
一方。

人类的诞生就是文化的诞生，人类

的活动就是文化的反映。古老的传说，
隐现着模糊的历史投影，岩石上的各种
图案、文化符号的雪泥鸿爪，满载着远古
人类的智慧，全方位地再现了曾被时光
掠走的一幕幕历史。

精美的岩石，记录了“炎黄合盟”，
“玉钺合符”。

炎黄合符信物
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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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石刻的“王宫”（图四）

小石庙“石钺”（图五）

大石庙“石钺”（图六）

“天圆地方”石（图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