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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
与保护中心主任白振国等一批地方学者跋
涉在南阳的山水和荆棘中，走进荒山野岭，
穿越草木与风声，一次次凝神注视那些远
古的凹穴、刻符、形象图、生殖巨石、巨石遗
迹等不同形态的岩画，一遍遍感受远古祖
先超群的智慧和文明的先声，一遍遍聆听
远古祖先无声胜有声的话语和声音……发
现一处处“岩石文”并精心拓制，忘我地投
身到文明探源的考察、研究、论证、发掘、宣
传中去。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地名地
望、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文献记载、天文星
象、考古发掘中综合研判，认定认证，取得
了累累硕果，至今，已在《学习强国》、人民
日报客户端、《河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刊发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系列文章。分
别以《“南阳‘岩石文’（岩画）中发现‘太极
龙’”》《南阳石刻的远古太极图》《南阳发现
远古石刻的“王宫”》《南阳远古石刻的生殖
图腾》《南阳发现远古石刻的“图”“书”》《远
古石刻的“三皇”》《远古石刻的炎帝黄帝

“会盟碑”“盟誓台”》为题，发表多篇研究、
释读性文章，研究和破解这些可能承载汉
字起源的历史信息神秘刻符，试图窥视古
代人类劳动方式、经济活动、社会实践、审
美倾向、哲学思想、原始思维和自然环境
等，解读着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疑问，
为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开辟新的路径，提供
实物例证，从而解开中原文明起源发展的
奥秘……这次中国科学院大学认定的日
晷（岩画天文台）及其上面的天文星象图，
是岩石文（岩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昭示着南阳古人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
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

南阳发现的古天文台，之所以数量大、
分布广、内容丰富，是有多层原因的。

其一，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南阳就
是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人类活动留下了大
量的遗址和遗存。从遗址考古上看，南阳不
仅发现有50万年前的南召猿人，还有1.5万
年前的南召小空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
石器。南阳理工学院孙保瑞教授收藏一批
打制石器, 尤其在南召小空山遗址周围捡
到的“阿舍利石斧”，是旧石器的标志性工
具，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南阳人类文明已走
在同时代的前列。

南阳区域已发现的黄山遗址、方城大
张庄遗址都有 8000年前裴里岗文化层；
黄山遗址发掘出7000年前的独玉加工作
坊,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玉作坊；邓州
八里岗，有仰韶文化层和屈家岭文化层多
层相互叠压分布，说明中原的仰韶文化与
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两大不同文化部落在
南阳发生交流融合。

4000年前的人类遗址遍布南阳。正
在挖掘的黄山遗址已发掘出的史前遗址文
化层清晰,深度6米之多。从裴里岗文化、
仰韶早中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龙
山文化到4000年左右二里头夏文化连绵
不断。

南阳古代封国林立。尧的儿子丹朱
被封在淅川的丹水，四岳之一的吕氏封于
卧龙区的吕国，仲康之子封于邓地，夏时
少康王的次子曲列封于方城八里桥的缯
国……

从以上简单罗列可以看出,从50万年
前南召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原史，南阳
一直是人类活动的宜居地。

其二，南阳居中国南北分界、东西交
界之地，是东西、南北交汇的地理枢纽位
置。南阳的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部开
阔、直达荆襄，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带，四季
分明，藏风纳气,是古人天文观测的理想
地。

南阳是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远
古时期，人类随气候环境的变化而迁徙，气
候变暖往北部迁，气候变冷向南迁徙，南阳
盆地就成了南北部落迁徙的必经地、宜居

地。北方粟黍和南方的水稻均能在南阳种
植。远古平原还是泥泽国时南阳盆地同时
有丘陵和大量的浅山高地。这样的地理地
貌成为部落族群栖息的最佳场所，也成为东
西部落迁徙的理想之地。

天文历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
上古时代王权的合理合法性的最重要基
础。《太乙金镜式经》：“昔燧人氏仰视斗极而
定方名，东西南北也。”燧人氏不仅是当时部
落的大首领，也被后人尊为三皇之一。他依
靠观测北斗星辨东南西北，并制立原始历
法，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大步，标志着观天
定历走进人类的生活。

北极星和北斗七星，中原地区的古人
常年都可以观测到其活动轨迹，斗柄运行轨
迹可以对应方位及四时，但一年的天数只是
大概，方位和四时不准确，必须引入其他恒
星作为观察对象。二十八宿中亮度最高、
最便于观察的是大火星（心星2）。对它的
观测所制定的历法，也就是历史上的大火
历。随着农业发展，人们对时间的准确度
要求更高，为了更准确观测天象，就需引入
测量星座的稳定坐标系统，最易想到且最
方便的就是以地平面作为坐标系，以每次
日出或者日没入地平面的周期为依据而制
定历法，观测每天太阳刚要升出时恰好位
于地平面之上刚刚出现的恒星，并观测每
天太阳落入地平面后在同一方向跟随太阳
落入地平面的恒星，利用地平面为坐标系
观测日出、日没位于黄道附近的恒星活动规
律。因日出或日落在地平面以下，仍有晨光
或余晖，对恒星的亮度要求很高，大火星是
二十八宿中最亮的恒星，对大火星的观测，
从而认识苍龙系的角、亢、氐、房、心、尾、箕
七宿。通过参星的观测进而对白虎象系的
奎、娄、胃、昴、毕、参、觜七宿的规律认识，逐
渐掌握四象二十八宿的规律。

其三，南阳在远古农耕时期就是农业
发达地区。从而发明和推动圆盘状星象图
的大量使用。

南阳至今是河南省的粮食主产区。
这里青山碧水环抱、四季分明、风调雨
顺。南来的干热风被南边的大洪山、武当
山、荆山阻隔，进入南阳盆地变为春潮带
水。北来的寒流和沙尘被北边的伏牛山
阻隔成为强弩之末，进入南阳盆地成为惠
风和畅。温润宜人这种天然条件正是古
人生存的最佳之地。

农耕生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生和发
展。远古人类从渔猎、采集走向从农耕为
主的原始农业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
时间，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古人对时间
的确立唯一途径只能从天上寻找。农耕
文明只能在四季分明的地区产生，需要掌
握“年”这个周期，因要春播、夏耕、秋收、
冬储，农事活动要和季节变化相互配合，
而季节变化就是一年。播种的时间窗口
最短只有几天，种早、种晚都面临减产或
绝收。所以，古人必须面对苍茫天际观日
月星辰斗转星移，探寻天体的运行规律，
以此指导部落民众播种、收获。可见南阳
大量圆盘状星象图的出现于农耕生产是
相关联的。

其四，南阳发现 5000年前的很多文
化遗存以及黄山遗址挖掘出5000年前的

“王”墓。“王”出于政治需要，最关注奇异
天象的发生。如日食的发生象征着吉凶
和危机，月食的发生警示着诸侯或大臣的
过失等。一旦奇异天象出现，“王”就要根
据星象并结合时势做出决断或处理军国
大事，并采取措施整治社会问题，甚至举
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敬天法祖。因而天象
的观测不单是记时、记月、记年的问题，还
有通过天象观察了解皇天对人间事物是
否惩罚的大事。这样，也促使“王”要建立
多个古天文台用于观察星象。这也是圆
盘状星象图在南阳区域密集遗存的主要
原因之一。

其一，通过解读岩石文（岩画），从中窥
见古代人类的原始思维和社会实践，再现远
古先人们渔猎到农耕社会的场景。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会长许嘉璐曾说过，“（岩画）中很可能
蕴含着古代天文历法的丰富内涵，还可能承
载汉字起源的历史信息，研究和破解这些神
秘刻符将具有划时代意义”。南阳区域发现
的岩石文（岩画）是世界级的，所有岩石文都
具有清晰统一的脉络传承，每个区域皆有主
题。每一处遗迹都是上古人类在此耕耘播
种、繁衍生息的真实例证，反映了原始人类
的精神世界。它像一个观测古代人类智慧
技能和生存方式的万花筒，从中可以窥见古
代人类的工作劳动方式、经济活动、社会实
践、审美倾向、哲学思想、原始思维和自然环
境。

其二，通过进一步对圆盘状星象图的解
读和认识，让我们了解远古时期很多天文星
象变化，通过现在的天文计算，从而测定岩
石文（岩画）大量遗存、遗址的断代和时间问
题，为远古时期的很多未解之谜找到答案。

世界岩画委员会执委、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汤惠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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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分布集
中与密集都前所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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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南阳区域发现的远古圆盘状的星
象图充分证明中国古历法均最早诞生在南
阳。

远古先人在农耕社会的实践中，用聪明
智慧掌握了太阳、月亮、星系的运动变化周
期，发明了用日晷测影法来测定时间及季节
变化。掌握了一年中太阳的直射点在南北
回归线之间作周期变化。目前已经发现南
阳二十多处的圆盘状星象图是远古时期先
人们测时、定季、用于农耕生产和日常劳作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晷测影是用直立的
杆子，通过观察期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
判断节气的变化。如：当太阳直射点在北回
归线，正午太阳高角度最大，杆子的影子最
短，这一天定位夏至；当太阳直射点在南回
归线，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小，杆子的影子最
长，这一天就定位冬至。而春分和秋分的杆
的影子长短相同，都是夏至、冬至影子长度
之和的二分之一。在确立“两分”“两至”的
基础上，又清晰的形成四季。随着农耕社会
逐步发达，人们观察天象更为精确。

在解读岩石文（岩画）当中，大量圆盘状
星象图的发现，充分证明，一年四季的划分、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每年十二个月份的界
定、每天十二个时辰认定，均诞生在南阳的
远古农耕时期。

其四，圆盘状星象图的密布，从一个侧
面证明南阳是当时王居住之处，是文明源头
之地，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

地上，大量岩石文（岩画）遗存；地下，南
阳黄山发掘出土仰韶时期的玉作坊和5000
年前的几座大王墓可以分析认为，南阳是三
皇时期天下最高王的活动地带、王都之地，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聚集和繁盛之地。

上古时代王权重要的基础是观天授时，
教化百姓，观天制定历法权掌握在帝王手中
或直系血缘儿孙手中。《尚书·尧典》记载：日
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
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尧
典不长，但大部分叙述尧派大臣到四方观天
授时，说明观天授时是“帝”“王”直接主宰的
大事。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
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意思是：舜，天文历法你一定要亲自操作实
践，把测日影的表控制在手中，掌握中正治
理天下。这些典籍也告诉我们，当时只有王
掌握观天授时，并把观天授时当成统治天下
的一种有效办法。

在远古时代，测量日影是一项严肃、神
秘、神圣的工作，是由部落首领或王亲自掌
控，要么与自己有直系血缘的贵族成员去掌
控。它的程序步骤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
多，日晷中间所立木杆上面还要刻上文字符
号以示王权。把特殊事件的天象刻到星象
盘上，定期由王召集各部落祭祀上天，并对
臣民授时和教化。

观天授时是古代王权直接掌握的，而南
阳浅山丘陵所发现的20多处远古圆盘状天
文星象图，应是一种国家行为，非一帮一族之
力能完成。而圆盘状星象图存在的地方，均
与大量磨刻的凹穴为伍，与其他远古文明遗
存相邻。特别是南召县石门乡黑石寨村的凸
形三个圆盘，与巨石磨刻的王宫（石室石屋），
只有几百米距离。王宫的门前有巨大的“钺”
形石刻图案，表示“王”所居住。而黑石寨凸
形圆盘正中所磨刻的大凹穴，外形呈“钺”形
（见图六），告诉人们这个圆盘的天文台正是
“王”要亲自操作使用的。岩石文系列解读中
其他文明遗存现象证明天下“王”所活动在南
阳，黄帝炎帝会盟在南阳，合釜“玉钺”之处在
南阳。而大量远古石刻的圆盘状星象图的发
现，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掌握天文、阴阳理
论、天人合一思想文化的最大载体，是凝固
在石头上的远古天文史、文明史。正如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会长宋
镇豪在南阳考察岩石文时题写的“中国南
阳，文明先声”“南阳原史，文明之光”；更验
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学部委
员王巍“文明在宛”的科学研判。

摄像：张长运 郑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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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阳区域遗存大批“远古圆盘状天文星
象图”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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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阳发现“中国最早的天文台”，对中华
文明探源之重大价值

图四，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柳树沟圆盘状星象图

图五，鸭河工区皇路店镇孟山村下潘沟组圆盘状星象图

图六，南召县石门乡黑石寨村黑石寨坡圆盘状星象图

图七，方城县古庄店镇韩岗村一里坡圆盘状星象图

图八，唐河县祁仪镇板仓村组圆盘状星象图

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九）
远古石刻“圆盘状天文星象图”

附图四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