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国科学院大学孙小淳团
队两到南阳确定“岩画天文台”

2020 年 11 月 7 日，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
淳团队，对卧龙区谢庄乡的一处圆盘状岩石文
（岩画）进行实地考察（图一）。这处岩石文磨刻
在一块稍有坡度的岩石上，南北长约 29米，东
西宽约 27米。最显著的地方是位于北端的圆
盘状磨刻图案，由内外圆组成，内圆面稍高，形
成内外圈之间的凹穴圆环。经测量：圆盘的内
圆直径为1.7米，外圆直径为2.6米，圆盘面东高

西低，坡度角为12度，圆盘中心有明显的圆点，
内圆上有一明显凿刻的缺口。孙小淳现场取一
树枝立在圆盘中间，解释其测时的功能：根据一
天中立杆的影子投在圆环上的位置，即可测定
时刻，因此他推测这是远古先人测日影定时的

“日晷”（图二）。
孙小淳对圆盘外东侧东南和东北方位约 2

米处的“旦”形和“月”形图案，作了角度估算，根
据当地的地理位置（东经 112度，北纬 33度）推
测，认为很可能是冬至、夏至的日出方位，因此
该日晷又具有测量日出方位以定节气的功能。
岩石上还刻有一些成组的凹穴，构成星象图，其
中可以辨认出“北斗”等星象。根据这些初步的
观察与分析，孙小淳认为这处岩画具有明显的
天文观测功能，兼具天文宇宙图的性质，初步推
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2020年 12月 21日，冬至，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教授杨益民、宋国
定，副教授罗武干、张明悟，科研助理周丽晓博
士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副
研究员黎耕、高级工程师何勃亮，北京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宋豫秦等天文学史、天文
学、考古、岩画等多领域专家学者一同来到南
阳，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古天文遗址学术考察。
第一站卧龙区谢庄“岩画天文台”。经专家们现
场精细测量，再次认定是“远古时期的日晷”。
岩画上的星星点点，跟天文有什么样的具体联
系？会不会是古人的某种祭祀活动？或是进行
一些仪式，刻画一些星图？为什么会分布那么
广泛？为什么相隔十公里左右，就会有这类或
大或小的人工磨刻圆盘状类型岩石文（岩画）？
专家学者一行又对分布范围广、数量大、类型齐
全、自成体系的南阳凹穴岩画进行了多地实勘，
鸭河工区皇路店镇、唐河县祁仪镇罗庄村、方城
县古庄店镇等地一路考察，科学求证、探索与研
究，专家学者们最终一致认为“如果经考证谢庄
远古时期的圆盘状星象图、天文台为新石器时
期，那将是重大发现，或将为文明探源提供天文
学答案……”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
文学院史前考古与科技文明南阳研究中心”成
立，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旨在通过发挥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在科技考古与古代
科技史研究领域的优势，深度挖掘南阳盆地史
前考古与文物价值，探索古代科技文明之源，
在开展考古学与天文学等学科交叉的新模式

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无疑，这是一件盛事，
探寻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将开启新的征程。

2021年 1月 24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致函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认为该类
遗迹应为古代天文星象图，尤其是谢庄岩画遗
迹中的天文学内容丰富，是具有定季节和时刻
功能的“日晷”，也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
象图。初步推测其形成年代很可能早到新石
器时代晚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
文台，学术意义重大……同时建议，南阳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
方法和保护手段，制定预防性保护措施，切实
加强天文岩画的保护力度，使得南阳丰富的天
文考古资源在中国上古科技文明及中华文明
探源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南阳发现大量与孙小淳团
队的发现特征相符之“远古圆盘状
天文星象图”

孙小淳团队的认定，极大鼓舞和推动了南
阳岩石文的发现和研究。近期以白振国为首的
研究团队在对南阳岩石文的探寻中，又陆续发
现20多处圆盘状星象图——

南阳市卧龙区谢庄乡田营村田营组一处、
南阳市卧龙区安皋镇太清观村太清观后边一
处、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乡后庄村和尚坡一处
（图三）、南阳市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柳树沟相连
三处（图四）、南阳市鸭河工区皇路店镇孟山村
下潘沟组一处（图五）和上潘沟一处、南阳市鸭
河工区皇路店镇大新庄村小新庄组一处、南阳
市鸭河工区皇路店镇高嘴坡村一处、南阳市南
召县石门乡黑石寨村黑石寨坡一处（图六）、南
阳市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庄南坡大龄坪两处、
南阳市方城县清河镇杨庄村观音台组一处、南
阳市方城县清河镇霍口村后崔庄组一处、南阳
市方城县古庄店镇库庄村老鸹石沟东岗一处、
南阳市方城县清河镇小谷庄村张庄村西边一
处、南阳市方城县清河镇杨庄村观音台一处、南
阳市方城县清河镇小谷庄村庄一处、南阳市方
城县独树镇代岗村张庙组灵山一处、南阳市方
城县古庄店镇韩岗村一里坡一处（图七）、南阳
市唐河县祁仪镇板仓村组小山200米相连两处
（图八）、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关地村罗湾组两
处。

这些圆盘状天文星象图，有其共同的图案
特征。

第一，这些图案均出现于浅山丘陵，在一块
巨石的平面上或斜面上，由人工磨刻而成。

第二，磨刻的图案呈圆形，有单圆形，双圆
形，或者三个圆盘相套。有的三个盘用磨刻阴
线区分，有的磨刻成高低三个凸面显示，外盘最
大，中盘次之，最中间的小盘凸出。

第三，盘的正中间有一深的凹穴。凹穴呈
圆形、扁圆形、方形或“钺”形，最深 50厘米，最
浅也有 10厘米。另外还有圆盘中间没有凹穴
的。

第四，多个圆盘磨刻有缺口或多个缺口，指
向方位各有不同。

第五，凡有圆盘存在的地方，均有远古时期
的石刻文化伴生。如有成排的或一组一组各种
石刻符号出现。

第六，圆盘最大的直径 7 米，最小的 1.8
米，2-3米居多。

所发现的“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尽管直径大
小不一，但其功能应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测量太
阳、月亮、星星的变化规律来定时、定日、定季
节。但所表示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鉴于圆盘

状天文星象图数量多，这里不一一细述，仅对内
容最为丰富的南召县皇路店镇柳树沟蒸馍石一
处的圆盘状天文星象图作一介绍。

柳树沟圆盘状天文星象图处在海拔 177
米，东经 112°36′16″，北纬 33°14′52″
的地方。

这个圆盘状天文星象图直径2.6米，依斜坡
地形打磨掉 30厘米至 40厘米的岩石，圆盘边
缘低于周边 5厘米至 15厘米，目前看虽不平整
但刻磨光滑。靠近圆盘外壁周围刻有四组凹穴
组成的图案，分布于东北、东方、西南、西北四个
方位。圆盘的西南方还有两组双排磨刻的六联
穴图案，西北方有一组双排磨刻的五联穴和双
排十一联凹穴，圆盘偏南部有两条近平行的相
距 41厘米，打磨的浅沟横贯东西端壁，一条向
西延伸，其间有大小不等的凹穴。大盘外东侧
有一组磨刻的双排七联凹穴和数个凹穴图案，
大盘外南部有数组磨刻的符号图案，自左向右
排列。

星象盘的外壁，推测是象征黄道，即太阳运
行的轨道，它是古人最易发现最明显的天体运
行轨迹。

四个方位接近外壁的四组凹穴代表四象，
四象是在黄道附近与太阳一起运行的四组恒星
天体，后人称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每象有
七宿共二十八宿，是古人观天象得到的完善的

时空观，能够较准确定时节、定方位。古人开始
对星象的观测，应是依太阳、月亮、北极星、北斗
七星、大火星、参星、二十八宿等次序。特别对
天上亮度高的如大火星、昴星、北极星、北斗七
星等星观测较为准确，这幅圆盘状天文星象图
均有所显示。

圆盘西侧一组五联凹穴及二组六联凹穴，
是中原岩石文最常见的图案。星象盘应系记录
特殊重要事件，如大盘是记录某一年夏至的天
象图，或多部落共推的新王上位时，部落认为吉
祥的天象图。据此推测双排六联穴是古代农耕
社会的“图式历法”，每个凹穴代表一个节气点。

圆盘中间偏南两条平行的磨刻浅沟横贯圆
盘，应是代表天上的银河。

圆盘中心的那个凹穴虽不是圆的正中心，
但它与盘外正南的刻画纵线在一条直线上，是
该盘的正南正北向，推测此盘是某一年夏至的
天象图，中心凹穴应代表北极星。其东南数个
凹穴应代表北斗七星，这种标示方法同汉代的
二十八宿图的中间也是北极星和北斗七星高度
一致。北极星与黄道中心点形成一个中轴，北
斗七星带领二十八宿及其他众星围绕北极星运
转，周而复始运转的状态就是古人所谓的“天”，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盘沿顺时针运转，与古人

“天”的概念是一致的。
（下转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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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今天在

《河南日报》推出第九篇文章，题目是

《远古石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

是的，第九篇了。但，它与前八篇

乃至此前研究南阳岩石文（岩画）的所

有文章都不同，包括世界岩画主席贝纳

里克、印度岩画主席库马尔、中国岩画

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文章。

为什么？

因为百多年来大家对岩画没法儿

断代，对“天书”没法儿解读，有的也仅

仅是一个一个的猜想而已。

但是，2020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人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天文史学家孙小淳

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来到了南阳，来到

了南阳的田间地头，来到了刻凿在巨石

上的被老百姓称之曰“大碾盘”的岩石

文（岩画）上。他们用先进的仪器、渊博

的学识、广大的情怀、敏锐的洞察、综合

的研判，给出了答案。

虽然在断代方面专家们还要再来

南阳论证，“但初步推测其形成年代很

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结论与南

阳黄山考古发现的“泥陶版”的岩石文

（见《河南日报》2020 年 4 月 15 日第 13

版）惊人的契合。

当 1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向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来

《关于加强对南阳谢庄等地“天文岩书

岩画”等重要天文遗迹现场保护及开展

相关研究的函》后，我们反复阅读、品味

公函，像豪饮了一大碗赊店老酒一样兴

高采烈。

这是中华 5000年文明史的铁证；

这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世界

遗产；

这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传承；

这是南阳南召猿人小空山智人、夏

人一路走过昨天，走向明天的铿锵脚

印。

想起 10 年前我在编著《方城岩书岩

画》一书时做的大胆假设，勇敢判断，

“甲骨文是我们的祖先刻在龟甲和兽骨

上的文字，那么，祖先们还会把文字刻

在哪里呢，刻在石头上。”想到此，我脑

海中不禁跳出两个成语：日月同辉，石

破天惊。

白振国

2021年3月8日

□周付祥 墨语

天文学应源自人类文明之

原史。

远古的人类最关注的是大

自然中天和地的变化，对自然之

威既惊叹又敬畏，逐步开始探索

天地运行的奥秘。日积月累，就

发现天体的变化影响大地的风

雨冷暖四季的变化，这些变化又

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以及渔猎

农耕。掌握了制定时间、方位、

季节的知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是生存的需求。

因此，发现和研究远古人

类的观天遗迹，是寻找中华文

明源头的一条便捷通道。

南阳盆地的浅山丘陵区

域，不仅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

远古太极图、太极龙、石雕蚕、

生殖崇拜、王宫、会盟碑、合釜

台、凹穴文字等文化遗存遗迹，

更是发现了远古时期的日晷、

天文台。

2020年，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

带领专家团队于11月、12月,先

后两次对南阳岩石文(岩画)中

的“圆盘状天文星象图”进行深

入考察研究，经过实地观察和

测量后认定：该类遗迹应为古

代天文星象图，尤其是谢庄岩

画遗迹中的天文学内容丰富，

是具有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

“日晷”，也是具有宇宙论意义

的天文星象图。其年代虽尚难

确定，但初步推测其形成年代

很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天文台，学术意义重大……

截至目前，已发现这类“圆

盘状天文星象图”20多处。

图二，卧龙区谢庄“岩画天文台”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九）
远古石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

图一，孙小淳等专家学者考察南阳区域的
圆盘状星象图

图三，卧龙区潦河坡乡后庄村和尚坡圆盘
状星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