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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六）
南阳发现远古石刻的“图”“书”

在南阳岩石文的首篇试读中，我们写下了

这样几句话：中国在五千年前即有了成熟的文

字，文字体系的天窗正在打开；岩石文是甲骨

文之前的文字——岩石文→泥陶文→甲骨文，

构成了华夏文字的发展、演变体系……我们期

盼“石破天惊”。（见《河南日报》2020 年 4 月 15

日）

本篇文章已是岩石文试读第六篇。作者

蓝玉献把多年来呕心沥血对古文字古文明的

研究变成这篇力作，分析鞭辟入里，综合研判

铿锵有力。灵石不语，大音希声。至此，南阳

岩石文，刻在岩石上的文字，其蕴含的理论思

想体系活起来了、动起来了、舞起来了、灵起来

了。当然，作为“试读”，我们仍然把它视为一

块引“玉”的“砖”，期盼着引发更深刻、更广泛

的研究、讨论、争鸣，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观

照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毕竟，我们中华文明太

悠久了、太深奥了，华夏祖先太伟大了！

敬请读者和我们一起做个小小实验——

在读这篇文章时五指并拢形成拳头，会出现一

个现象：拇指在外四指在内，拇指在内四指在

外，这个现象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和合包容、

团结拼搏、张弛有度、和谐万邦的大一统思

想。我们再敬请各位读者仔细观察图九那幅

仿佛远古文明旗帜的磨刻图案，在这两者对比

中寻找“中华文明”的真谛与硬核。

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研究基

本昭示了隐藏在南阳岩石文中的中华文明的

奥秘。

——白振国 郭起华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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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石柱寺和孟山岩石上磨刻的△和○

图 二 鸭
河工区和南召
县交界地带岩
石上磨刻的图
案及解读图表

图三 卧龙区安皋镇太清观岩石上磨刻的图案

图四 鸭河工区孟山村岩石上磨刻的图案

图五 南
召县南河店
镇马沟村岩
石上磨刻的
图案

□蓝玉献

人类的早期文明应该诞生在狩猎、采摘到农耕种植
时期，距今一万年左右。远古先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时，
会产生很多思想，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活动及产生的思想，
先是创造了抽象的符号，之后逐渐出现了文字、文章。白
振国带领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
在南阳市鸭河工区、南召县、方城县、唐河县、卧龙区等
县、区发现大量磨刻在裸露岩石上的各种爻窝和符号，经
过分析、破解，发现了汉字产生的字源、字根，并由字源、
字根组合磨刻成为岩石上的“图”“书”。这些“图”“书”所
展示的原始记录，深刻反映着华夏先人们的思想、生活的
广泛信息。

经过对南阳岩石文的考察和研究，我们认为岩石文
是远古时期的“图”和“书”，现将部分研究成果试读如下：

一、南阳“岩石文”（岩画）中的字源

万物皆有源，用以记录思想活动的文字也有其源。
字源即文字产生的源头。文字诞生先产生字源，这个字
源在特定的时空中孕育。万物皆有其根，字源在形成成
熟的文字之前，犹如一颗种子发芽必然要经历一个扎根
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字根的创造过程；万物皆有其生
命历程，由字源、字根组成的符号被人们认识，并表达完
整思想的时候，文字就形成了。万物相连，古人把多种文
字组合到一起共同表达统一思想的时候，“图”和“书”就
产生了。南阳市鸭河工区和南召县交界的山头上的岩石
文就是远古时期的“图”和“书”。

讲字源之前，先简述一下岩石文的表达方式。岩石
文的表达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数相”类表示法，即用1、2、3、4、5、6、7、8、9
等排列的爻窝来代表一定的内容，起到文字作用。这一
种利用数字多少表达思想内容的岩石文我们称之为“数
相”类文字。

第二种是“符相”类表示法，即用各种符号表达思想
内容的岩石文，我们称之为“符相”类文字。

南阳岩石文有很多三角和圆（见图一），这两种符号
在所有岩石文的区域都存在。三角和圆是“符相”类文字
的起源，其中圆也是“数相”类文字的字源。三角代表时
间，圆代表空间。汉字的字源由“△”和“○”两个符号构
成。有了这两个字源，就形成汉字所有笔画的三要素，
点、线、弧，它是创造所有文字的模型。“△”和“○”来组成
各种符号表达天、地、人的客观真相，叫“取相造字”。

三角“△”和圆“○”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我们的祖先
以视野的极限为半径观察天地，天地的形状就是圆，圆是
代表空间的抽象符号。观察时间借助太阳照在物体上产
生影子，影子和被照的物体产生夹角，太阳移动，影子的
夹角跟着发生移动，夹角呈三角形，因此三角是时间的抽
象符号。

三角和圆就是古人对宇宙的朴素的认识，这个认识
解决了时间和空间两个根本问题。“天地四方为宇，古往
今来为宙”，两个符号把宇宙描绘出来了。这是祖先对时
间和空间客观真相的一次抽象表达，正是这个抽象的表
达，成为文字的源头。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抽象符号，古人就可以用这两个
符号去表达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和各种思想，以及表达
古人认为非时空中的观点和想法。古人思考自己时空的
问题，这是天下观。同时也要考虑天上非自己时空的问
题，这是昊天观。天下观和昊天观是非常朴素而完整的
宇宙认识论，“天下”是自己的时空，所以要平天下，“天
上”是非我的昊天时空，所以要敬畏昊天。

二、南阳“岩石文”（岩画）中的“字根”

“字根”是由字源演变，成为汉字大量产生的根据。
1.“符相”类的字根：因为有了字源的三角和圆，所以

就具备了汉字的点、线、弧等笔画，并能组成汉字。目前，
南阳岩石文已发现了王、人、中、公、心、玄、天、目、真、夏、
文、与等成熟的字（见图二），它们不仅是字，更重要的还

是创造其他汉字的根据，所以笔者称其为“字根”。这些
“字根”和周边空间信息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文字。

2.“数相”类的“字根”：岩石上磨刻的爻窝的数量就是
字根。用数字代表远古时期社会的九大分工，并按照社
会九大分工产生的时间先后和重要性等综合因素进行排
列。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源起于远古人
们对天地宇宙最原始、最朴素的认识。用数代表人和事是
社会发展形成的必然结果，1到9所代表的人和事必然符合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和远古人类对天地的认识
应该是一致的。天地生万物的起点应是始自天地能量的
交换，阴阳交合也是始自交换，所以1代表交换、交流、交
易，就是数字代表社会分工的起点。2、3、4、5、6、7、8、9在
此基础上分别代表其他社会分工，自然递进产生。

所以，我们认为九个数字分别代表的内容如下：
一个爻窝：代表方向、中心、开始、交换、交流、交易、

商、商人、商业、经济等相关内容。人类最初的社会活动
由接触、交换、交流、交易开始，而后这一类行为成为商或
商人。天地之间生育万物，商人交换货物的行为是社会
活动的开始，用一个爻窝代表。古人又将接触、沟通的行
为称呼为“商量”。

两个爻窝：代表天地、父母、家庭、圣贤、阴阳、平衡等
相关内容。古人观察自然现象中的太阳月亮、天和地、男
和女、白天和黑夜等自然现象的两个方面，后来逐渐演化
为阴阳。

三个爻窝：代表孩子、新生命、成长、不成熟、活力、新
生力量等相关内容。三也是由二产生的，反映的是二（即
阴阳结合）必然会产生新的事物。如男女结合就会生孩
子的这种现象。

四个爻窝：代表想法、思想、思想家、社会精英等相关
内容。比如孩子的成长就是伴随思想的变化逐步成熟，
成熟的思想被天下人认同，称为思想家。

五个爻窝：代表文化、文人、文教等相关内容。五个
爻窝单指人和人的行为，思想成熟了才是文化，思想成熟
可以执行文教的人是文人。

六个爻窝：代表干活、劳作、行动、工作等相关内容。
并且六个爻窝也是非农业的人和人的行为，如制造陶器、
弓弩、石器的人等。

七个爻窝：代表武力、军队、强大、力量等相关内容。
祖先为了抵御自然灾害，猛兽攻击，异族入侵，他们需要
保护自己，需要强大，所以七个爻窝是在六个爻窝上的自
然递进。

八个爻窝：代表农民、农业等相关内容。种植业发生
晚于以上人类的行为，所以八个爻窝代表农业和农民是
自然递进关系。

九个爻窝：代表帝王、天等相关内容。帝王和天是统
一管理上述八类人和人的各种行为的最高领导，九作为
极数单指帝王和天。帝王管理天下，昊天管理天上。帝
王管理上述人类和事物。数到九为极，文到五为尊。在
鸭河工区秋冬相交时，上潘沟观日点刚好看到太阳落进
五朵山，九五之尊应该指天子所处“宫城”的范围。

上述九个数字所替代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卧龙区安
皋镇太清观的一处岩石文（见图三），鸭河工区孟山村一
处岩石文（见图四）。图三中一组岩石图案中间有并列九
个爻窝，左边有四个爻窝，右边有两个爻窝，按图中位序
划格排列应是 。图四中一组岩石图案，有两
排。上排有三个爻窝、五个爻窝、七个爻窝，按图中位序
划格排列应是 。下排有八个爻窝、一个爻窝、六
个爻窝，按图中位序划格排列应是 。把这三种
图案按格合在一起，即传世的九宫格的书（见下表）。

南阳岩石文这种“符相+数相”的文字结构，“符相”主

要表达思想观点、“数相”主要表达可量化的事物。“符相”和
“数相”的位序排列表达内容的属性。

三、“位序”排列 在远古“岩石文”中的
重要性

“位序”对解读岩石文（岩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
面，因为远古时期刻在岩石上爻窝的数和符号都有自己
的位置。现在的字不管排在什么地方，位置如何变换，表
达内容是相同的。但岩石文的初创期，每个字的位置处
在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前边、后边，放在不同位置，表
达内容是不一样的。如人字，放在图案的上边是一个高
尚的人，光明的人，代表“王”的位置。人字放在图案的下
边，代表百姓。我们把古人这种对数或文字放到一定位
置上表达一定内容的排序方法称为文字的位序。

一个字就代表几种思想，将其放在不同位置上，人们
根据位序一看就知道了文字所表达的具体指向，扩大了字
所反映的内容，甚至一个爻窝磨的深与浅、大与小都有讲
究。深代表深刻、重要，浅代表次要。大代表发展、实力，小
代表初期、次要，等等。解读岩石文要根据不同环境不同位
序综合分析。

位序在现代的文章中已经没有了，但在远古时期是非
常常见的，是远古时期先人们使用文字符号的一种高度智
慧。破解岩石文首先要弄懂符号和数字所处的不同位置，
即位序。现在文字没有位序了，但“位”的意思仍传承下来，
如官位、职位、学位、地位等。

四、对“岩石文”中出现的“符相”类、“数
相”类文字的解读

由字源逐渐发展成为字根，由字根产生了“数相”类和
“符相”类的字，由字组成文章，反映祖先的思想。剖析南阳
市鸭河工区和南召县一带的岩石上的符号和爻窝，并判断它
们所处的位序，就是解读远古先人们的文章。“数相”类所构
成的文章图案可以称之为“书”。“符相”类所构成的文章图案
可以称之为“图”，“图”和“书”是祖先承载文明的两种形式。

下面对岩石文中的三幅图案的文章内容进行解读。
第一幅 对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一幅由“符相”类文

字和“数相”类文字共同构成的图案的解读
这幅图案位于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海拔210米、北

纬33°19′58″，东经112°27′2″的一座小山头的一
块大岩石上（见图五）。

这幅图案由“符相”类的两个“公”字，一个“中”字，“数
相”类两组两个爻窝组成。这块石头中间磨刻一个“中”字，

“中”字是一个横刻的扁圆中间竖刻一道沟槽的图形。“中”
字旁边还有两组两个爻窝代表平衡。“中”字两边分别磨刻

“公”字，远古时期的“公”字是指天地为公。圆代表天，方代
表地，方和圆结合在一起，即是“公”字。“公”字是上面一个
圆形，下面一个方形。“中”字在两个“公”字的中间，在一块
石头紧挨着的另一块石头上也磨刻一个“公”字。三个“公”
字除了上面的圆相同，下面的方形都不同，一个长方形、一
个正方形、一个是不规则形。它的含义是指治理好的地方，
是方方正正的正方形、长方形，治理不好的地方仍需要纠偏
加强管理，符号用不规则形。“中”刻在一个上为圆形下为长
方形的“公”字和一个上为圆形下为正方形的“公”字的中
间。上为圆形下为不规则形的“公”字在紧邻的另一块石头
上。这样的一组图案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即“天下为
公”。决定其内容属性的是它们之间的位序排列，如果位序
打乱了，“天下为公”一词就解读不出来了。这个就是“天地
位焉、万物生焉”的中道、中位思想，也是天子治理天下的指
导思想。圆代表天，方代表地。治理天下要根据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不同地域去进行治理。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治
理天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是“中道”；同一时间不同空间
治理原则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中位”。长方形和正方形的

“公”字，代表华夏区域的治理方式；不规则形的“公”字代表
未被华夏统治区域的治理方式。

南阳岩石文的“中”是古时治理天下的根本指导思想，以
“天下为公”治理天下，符合中道、中位，符合昊天，就是“中”。

第二幅 对位于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龟背石上“符
相”类图案的解读

这幅图案位于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一座海拔200
米、北纬33°19′49″、东经112°27′8″的一座山包
上，是在裸露的岩石上所刻的

“符相”类图案。石头形如龟
背，龟背上磨刻出九个符号，
即九个字。九个字的位序排
列构成了有极其丰富内容的
文章。这九个字分别是华、
人、目、序、口、人、私、王、手
（见图六）。它们的排列位序
如右表：

（下转第十版）

图六
南召县南河
店镇马沟村
龟背石上磨
刻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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