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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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九版）
本篇把管理天下的王称为天子，把各部落的

首领称为王，根据位序排列，解释如下：
图中的“华”字居上，“人”字（这个“人”指的是

各地的王）在“华”字下方，“人”字头顶是“华”字，
“目”字居“人”字的左下方。

“序”字居中心，居“人”字下方。
“口”字居中心，“口”字在“私”字上面。
“人”（下面的“人”指的是百姓）居左下方，

“私”字居下居中，“王”字（钺）紧邻“私”字居右。
“手”字居右上下贯通，上达“华”字，下接“王”

字。
上边解读的第一幅图案（图五）和这一幅图案

（图六）相邻300米，内容是承接关系。这幅图案
表达的是以“中”字为“指导思想”，以“华”字代表
农耕种植而形成的“大政方针”。这幅图案共分五
个层次。它的位序布局十分巧妙，九个字的笔画
除了下方“人”和“私”字笔画不与中间的“口”字连
通外，其余字的笔画均相通并且相互共用笔画。

“华”指草木旺盛，本文指禾苗，指农耕种植，
象征百姓的根本利益，头顶应是昊天的位置。“华”
字在“人”字的头顶，象征天子要求天下的王把百
姓的利益放在昊天的位置。“华”的原则至高无上，
像昊天一样不容亵渎。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观
念出处就在这里。

位于第二层次的“人”代表“王”，“人”字左下
方是“目”字，“目”字的下方又是一个“人”字（百
姓），寓意王的眼光必须向下方看，治理天下必须
看到百姓，不能向上面看，也不能左顾右盼脱离百
姓。百姓是基础，是治理天下的根基，治理天下的
战略眼光是能深入落实到百姓。正对着“人”（王）
字的下方是“序”字，代表王必须立正位，治理天下
的秩序必须是方正的。方形代表法则，三角形代
表秩序，王的眼光盯着百姓，王的格局就是立场、
法则、秩序。

“人”（百姓），居左下方，表明百姓是天下的基
础，紧邻“私”字表明百姓在“私利”上有两面性，有
私欲有私产。天下土地、山川河流是公产，天下之
公产不允许任何人据为私有。天下的土地、山川
河流种植的庄稼、狩猎的动物、捕获的鱼是私产。

“私”字旁边是钺的形状即“王”字，代表王治理天
下要动用王权的力量保护百姓的私产，同时还要
保护天下的公产，不允许百姓的私欲膨胀侵夺公
产。“人”（百姓）字和“私”字上面的笔画不与居中
的“口”字相连，就是警示治理天下百姓不能挑战
的原则是公权、公产。最绝妙的就是这不连通的
部分，居于中心的是“口”字。这个“口”字是河流
的横截面，里面的横线是水平线，外面加一个三角
形代表河流决堤的状态，寓意为若放任百姓的私
欲膨胀，侵占公权、公产，则如决堤的河流泛滥，天
下的治理体系会迅速被颠覆。天子告诫所有的
王，治理天下要用王权的力量保护公产并保护百
姓的私产，这样就好比河流里面有水才能源远流
长，还得要用王权的力量防止百姓私欲膨胀。保
护百姓的私产是善于领导治理天下，防止百姓私
欲膨胀是敢于领导治理天下。王应该学会善于领
导百姓，同时要敢于领导百姓。一个王不能保护
百姓的私产、保护百姓的利益就是违背昊天意志，
需要被流放；一个王不能控制百姓的私欲膨胀而
让社会动荡不安，这个王就是没有水平的，那就是
缺少作为王的基本素质，需要被处置的。图案中
的“手”上下贯通寓意指王权能够上通下达，是一
只无形之手。

综上所述，用白话文把内容贯通一下就是：
“天下的王呀，你们要对天盟誓，你们治理天下以
‘中’为根本，以百姓利益为首位。你们手握公权，
你们要善于领导治理你们的百姓。你们手握公
权，你们要敢于领导治理你们的百姓。你们要亲
近你们的百姓，你们的眼光要看到他们的疾苦。
百姓是天下的基础，你们要保证他们安居乐业，你
们要防止其私欲膨胀。只有你们明白了这些道
理，百姓们被教化，昊天庇佑下的天下才能全部得
到治理。这个治理天下的原则符合天下秩序，符
合昊天秩序亘古不变。”

这篇图案是后世经典中关于治理天下的总
纲。如《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由此可
见，《尚书·尧典》所记录的思想，与这篇图案所述
内容的一脉相承。

古人通过对文字的位序排列，只用“中”和
“公”这两个字就把治理天下的根本指导思想阐述
清楚了，只用九个字就把大政方针说清楚了，这就
是南阳岩石文表达思想的精妙之处。我们认为这
篇岩石文应该就是传说的“图”。

第三幅 对鸭河工区高嘴坡村一幅有“数相”
类文字的解读

这幅图案位于鸭河工区高嘴坡村。海拔180
米，东经112°36′13″，北纬33°17′4″。这
幅图案分别磨刻在相连的三块大的岩石上。岩石
位于呈40°的斜坡之上，从高至下约有30米长，
其内容是治理天下的方法步骤。该岩石文主要用

“数相”类爻窝及平行线构成。
三块岩石并排，其位于左边一块石头刻有密

集爻窝，从高至低共分九层，每层用石沟分开，上
下内容均为递进关系，是讲治理天下制定国策的
九个步骤；其位于中间一块石头所磨刻爻窝讲治
理国家制定国策的核心；其位于右边的石头上磨
刻有三角符号、脚印、平行线，象征立场路线，总之
这幅图案讲治理天下制定国策的要求。

首先，试读其位于左边石头上的岩石文图案，
内容是制定国策的九个步骤：

第一步 决策前提（见图七A）
此处有两个爻窝，意思为平衡。试读为：制定

实施国策方针起点为平衡原则，不平衡的任何国
策都是违背治理核心的。这里的平衡指虽然有人
反对，但是既符合百姓利益，又有能力执行且稳定
的国策。任何不能平衡的国策都将导致国家动
乱，只有能够平衡的国策才具有实施的前提。

第二步 决策开始（见图七B）
一个较大的爻窝是开始的意思。制定实施国

策方针，国策基准要稍微大于现实。一个不大于
现实的新国策是不具备理想中的号召力，治理国
家不敢有新的超越，国策上任何的停滞和缩小都
会导致旧势力的故步自封，新势力没有希望。

第三步 决策争论（见图七C）
新的国策提出就会面临艰难坎坷。这里用平

行线和深沟表示。深沟表示面临了一道坎，很可
能夭折，所以为避免夭折，此阶段应该以守为原
则。跨过这道坎，石头坡度又高了，寓意要上台
阶，上台阶后才能进入一个新高度。上了新高度
后，图案中出现了一个小一点的爻窝。为什么又
小了，是因为象征着国策上了高度，执行力要小一
点，稳一点，不要在国策的争论期就急于扩大执行
实施。接着图案中出现两个爻窝，代表平衡稳定，
象征国策执行的力度小，换来短暂平静。图案中
又出现一道线，没有前面的深，这意味着这个时期
危险降低。旁边三个爻窝，象征国策尚处于不成
熟阶段，不成熟是因为局势还未打破，理论的成熟
不代表国策的成熟，国策的成熟是时局力量的成
熟。跨过一道线，一个小爻窝和一个大爻窝，这两
个爻窝有沟槽连通，代表新的国策再进一步推进
必然遇到旧有国策实质上的较量，在此情况下要
坚持沟通原则，避免因新旧交替的争论陷入混
乱。下面出现三个爻窝、两个爻窝两组图案，三个
爻窝象征新生力量，两个爻窝象征平衡。新旧国
策仍有斗争较量，新国策能否执行决定于新生力
量的加入。又出现一组图案是七个爻窝呈梅花状
围着中间一个爻窝，象征国策进入中心的较量是
激烈而深刻的。

第四步 国策执行（见图七D）
新国策的提出到旧国策的废除，争论是常态，

不能因为有异议有争论就不去执行。衡量国策执
行的标准是争取的力量有多少，而不是争议有多
大。当争取新生力量支持后，必须进入执行阶
段。执行要精细把握，因为当获得支持后一直不
去执行，新生力量的信心会受挫。这个时候图案
出现一个大沟槽，象征万丈深渊大坎坷。任何国
策的形成到执行的前期都极其危险，因为新生力
量不够强大，旧有势力十分顽固，不去执行，新生
力量会丧失斗志，去执行又会遇到旧势力顽强阻
挠，这个时期才是衡量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在
这样的状态下必须走深化路线，要把国策下沉到
百姓。图案又出现两组爻窝，均呈一大一小，大者
浅，小者深。大爻窝代表旧有势力，势力很大且有
追随者；小爻窝代表新的国策势力没有旧势力大
但是变得深刻，同时也有新生力量追随。这个时
期应该稳固成果，深入百姓。新旧国策会再次进

入僵持，在僵持中平衡，然后迈过一道相对安全的
坎。图案中上下两个爻窝沟通相连，象征新旧国
策在僵持中深入沟通。四个爻窝用凹槽连通，象
征新国策在原有国策秩序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秩
序，然后新旧国策进入平衡期。这个时期既不像
原来的万丈深渊危险，又不像平衡僵持的平稳；这
个时期新国策有了基础，但是还立足未稳。横线
表示马上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五步 新旧国策交融（见图七E1）
这一组图案有三个爻窝上下排列，第三个爻

窝位序偏移，下面有一个三角符号，象征新旧国策
有小的共识，并且汇聚成一个新事物，开始出现秩
序。所有的国策经历到第五个阶段的时候都会出
现并不满足双方预定方向的新结果，而这个新结
果却是未来秩序的起点。

第六步 百姓立场（见图七E2）
这一组图案有六个爻窝相连。因为有了新秩

序，象征百姓开始选择立场，寓意开始出现民心向
背，这就是要求新国策的执行在遭遇旧有国策对
抗的时候，不要急于扩大范围而要下沉的原因。
因为新国策的下沉会出现大众的拥护，迅速改变
力量对比。这个是指王要有战略眼光，制定国策
时，眼睛要向下看，赢得百姓支持。爻窝变得密

集，象征新国策开始赢得光明，天下社会各个阶层
开始出现广泛拥护。到了这个时期新国策会出现
强大的号召力，民众热烈拥护。新国策在前五个
阶段会是漫长的较量，进度十分缓慢，危险重重。
当进入第六个阶段民众立场时期，由于前期韬光
养晦，一旦赢得民众认可，深化国策会引发爆发式
进步。外围爻窝象征更多的力量开始归附，这个
归附是具有民心导向性的；中间有一颗大的心（见
图七E3），象征国策具有深入民心的雄厚根基。

第七步 国泰民安时期（见图七E3）
这一组图案中间的方格象征国家，爻窝在方

格里即象征国泰民安。里面的爻窝数相不再区
分，象征商人、家庭、小孩等各类人群在新国策的
秩序中安居乐业。此处岩石文图案充分体现了王
权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只有民众的利益得到保
护，他们安居乐业才是实施国策方针的衡量标准。

第八步 功勋的安排和旧有势力残部以及背
叛者的处置原则（见图七F、图七E4、图七E5）

这一组图案（见图七F）刻在高处的一块石头
上，磨刻两组交错的爻窝，象征国家高度重视奖励
功勋人员，用榜样激励百姓。这幅图案（见图七
E4）讲只要国策深入民心，国泰民安形成秩序，外
围的残部会随着他们的追随者一同被边缘化。岩
石文边缘的爻窝描述的是旧势力残部逐步退出舞
台。在此时期，执政实施新国策的方针对旧势力
要用怀柔政策深入推行教化，将旧势力残部彻底
边缘化。让旧势力的残部分化，分化出来的人逐
步被同化，同化不了的最后走向深渊。图案中右
边一个“回”字，“回”字在下方刻着一个圆圈，圆圈
线上磨刻有一个爻窝，这个爻窝代表要把分化出
来的人仍视为内部人。右边图案（见图七E5）脱
离方格的两个爻窝代表背叛者，施政者在国泰民
安后要用铁腕手段惩治背叛者。（见图七E5）图案
中间两组四个爻窝交错在一起，象征着国泰民安
后，仍有危机。百姓获得利益，习惯奴役百姓的精
英是有意见的，他们会在思想上冲击王权的根基，
要高度警惕这些精英的背叛。只有深化巩固大一
统的思想，才能保证天下长治久安。

第九步 天下共治时期（见图七G）
这组图案是岩石上一个大的圆坑，圆坑内部

西高东低，象征江山，象征新国策从提出再经历八
个艰难坎坷时期后进入新的阶段。大圆坑象征国
策成熟后，不能故步自封，要对内深化加强，对外
广泛传播，要把自己一国之政推及天下，将一国之
政变成天下之治。天下大治、协和万邦是确保华
夏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任重而道远，既符合天
下王道又符合昊天天道。国策实施要跨越时空的
边界，既要有平天下的格局又要有担负起为万世
立基的历史责任。

这幅“数相”类岩石文图案是治理国家实施国
策的量化标准和具体步骤，九个步骤环环相扣，是
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的具体化。

三块石头中间的那一块岩石上磨刻的爻窝图
案，是一个爻窝，两个爻窝和七个爻窝并列组成
（见图八）。这幅图案象征治理国家的核心是经
济、家庭教化、军事。经济是基础，家庭教化是根
本，军事是保障，要坚持这三个核心不能动摇。

三块石头其右边的那一块岩石上，磨刻的图
案是三角符号、脚印、平行线，表示治理国家和制
定国策的要求，对百姓大众加强立场路线的教育。

五、对南阳“岩石文”中“图”
“书”的认识

亘古洪荒的远古时代，先民们根据生活实践，
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创造了字源、字根，有了
汉字的萌芽，并把“数相”类的爻窝排列成“书”，把

“符相”类的一些常用符号作为基本构件，通过固
定的组合方式创造了早期的文字，并用位序排列
的办法，编成了“图”，形成了能够完整表达人们思
想的篇章。“图”和“书”出现是华夏文明的原点和
肇始，点燃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启了人类从原始
蛮荒迈进文明世界的新时代。

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岩石文是中国远古时期先民们磨刻在岩

石上的“图”“书”
南阳市鸭河工区和南召一带浅山丘陵绵绵相

连的山头上的岩石，刻满了爻窝和各种符号，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数相”类，另一类是“符相”类。
再把它们的位置、大小、深浅等谋划好，磨刻在一
块或几块组合成的岩石上。解读它们，要先分类，
再找位序，均是有规律可循的文字。

远古时代，文字还没有大量出现，用数更方
便，用数谋篇成章，反映出整体的思想内容就是

“书”。用固定的符号，并用位序勾画成图反映着
一定思想内容，就是“图”。南阳岩石文是什么，一
句话岩石文就是远古时期刻在岩石上的“图”

“书”。
（二）南阳岩石文把中国文字历史提升到距今

8600年以前
甲骨文把中国文字起源推及3700年前，南阳

岩石文的发现，可把中国文字推及8600年以前。
因为河南舞阳（1949年3月以前属南阳地区）贾湖
考古遗址，属裴李岗早期文化，《河南文物志》（上
卷 18页）科学认定出土的文物是 8600年以前。
贾湖遗址发现一块龟甲，其刻画的“目”字及图案
位序和南阳岩石文中“目”字图案及位序一致。这
块甲骨上所刻“目”字，内容应在南阳岩石文之
后。因而，佐证南阳岩石文也应是裴李岗早期文
化，距今在8600年以前。

现代汉字是“符相”类的传承延续，而“数相”
类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在远古时期，“数相”
类文字广泛使用。“数相”类爻窝也是字，如果把岩
石上的“数相”类爻窝文字全部破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源、根全部能追溯到，遗失的文化没有传承下
来的文化均有可能得到复原。

我们还认为，南阳岩石文是甲骨文之母。受
当时环境之限，先人们用“数相”、“符相”表达一

定思想内容时，是多么困难。没有纸张，没有笔
墨，可能在树皮上、兽皮上书写，在岩石上、兽骨
上磨刻。光阴如梭，不断地发现创造，符号越来
越多，更多文字出现，“符相”类表达超越“数相”
类，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就出现了。岩
石文是构造汉字的基础，岩石文到甲骨文是载
体的变化，内容是传承关系。

（三）岩石文密集出现的区域，就是远古时
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岩石文是远古时期的“图”“书”，这些“图”
“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为
“王”治理天下服务。古人把智慧发挥到了极
致，用简单的数、最简化的符号，勾画出一篇篇
原典。所解读出的内容，大部分是“王”要治理
天下、管理天下的理论，如本篇解读出的三个地
方“数相”类及“符相”类的文章，这些内容，均以
王道精神出发，教化天下。可以肯定地推测，这
个区域是天子的活动中心，是华夏民族的都城。

岩书、岩图密集出现在南阳市鸭河工区及
南召一带，并且伴有太极图，方形的矩，圆形的
规，生殖图腾等文化符号；南阳黄山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出仰韶时期的制玉作坊和手持玉钺、
弓箭的多个“王”，足以证明这一带是“王”长期
活动区，这一带是远古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
经济中心。

（四）现在的汉字是岩石文中“符相”类文字
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块汉字，其源头正是岩
石文中“符相”类文字的发展和传承。但远古时
期的文字与现在汉字使用方法上、笔画区分上
还有不同。其一，现在汉字写出一篇文章每个
字的大小是一致的，但岩石文的字根据图案内
容安排，有的字很大，有的字很小，大有内涵，小
有寓意。其二，现代汉字由点、横、竖、钩等笔画
组成，每个字都呈方块，字字之间不能连笔，但
岩石文图案中出现的字笔画可以借用，可以相
连，挨着的字，中间如有一竖道，允许两边相连
的字互相都能用这一竖道。其三，岩石文中文
字放在不同位置有不同意思，即讲究位序（前章
已经作过细述）。

岩石文中表达思想的文章，是“数相”类和
“符相”类文字并用，用的“数相”类（即爻窝）更
多一些，而现在汉字已经没有“数相”类，只有

“符相”类，这是因为文明发展、历史演变的结
果。甲骨文中的书还有“数相”类，到了周朝以
后，竹简代替了甲骨，周朝竹简就不再用“数相”
类文字，也不再用“位序”的排列。甲骨文发现
至今已有 120多年了，重点是以“符相”类文字
为研究对象，而对“数相”类文字很少关注。

（五）从岩石文内容上分析，岩石文时代治
理天下的体系已经成熟

南阳岩石文分布面积很大，但仔细辩证，
“数相”类文字（爻窝），“符相”类文字（文字符
号），所表达的“书”和“图”的内容非常丰富，有
规律，分区域表达。一个山包就是一个区域，一
个区域集中表达一个主题内容。我们按主题内
容相同的岩石文为标准，划分出多个区域，孟山
村区主要讲社会分工；湖滨村区主要讲商业经
济交往；柳树沟村区主要讲文化教育；高嘴坡村
区讲治理国家的步骤、家庭的治理、个人的修
养；上潘沟区主要讲选拔人才、议政程序、民本
思想、土地公有等；大小石庙区讲天子之责；石
柱寺区讲王权禅让及大一统思想；黑石寨区讲
天人合一思想；渭临河区讲执政指导思想和大
政方针。上述区域的主题内容，说明远古时期
已经有了成熟且完整的天下治理体系。

（六）从发现的岩石文分布看，远古时期中华
文明大一统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现已发现的岩石文分布区域很广，河
南、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等地均发现了与南阳
的岩石文相同的文化符号，反映的内容是相似
的。我们分析认为岩石文分布区域以南阳为核
心，并以南阳为中心，向西辐射到甘肃大地湾文
化，向北辐射到辽宁兴隆洼文化，向东辐射到山
东临淄后李文化，向南辐射到浙江良渚文化，湖
南澧县彭头山文化。

从岩石文的分布来看，华夏文明呈现“一元
多支”的大一统文明形态，这个文明形态在黄帝
以前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天下一统体系。炎黄
子孙以秦岭、伏牛山天然屏障作为安全保障，以
黄河、淮河、长江为繁衍生息的基础，上五千年
奠定基础，下五千年传承至今。其文明传播之
远、之深、之长世界上绝无仅有。远古时期，尚
属蛮荒状态，文明传播到哪里即意味着版图到
哪里。从各地出土的相同的文化符号看，这些
文化符号，均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治理体系的集
中反映。

南召县石门乡石柱寺山的远古“天子”登基
台的岩石上，磨刻了一组爻窝图案，这幅图案
（见图九），四个小爻窝呈弧形，拱卫着一个较大
处于中心位置的爻窝，像远古文明的一面旗帜，
是“天子”大一统思想的直接体现。

大一统思想的观念深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
灵魂之中，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有赖于大一统思
想从文明之始的坚守和传承。

图七 鸭河工区高嘴坡村岩石上磨刻的图案

图八 鸭河工区高嘴坡村岩石上磨刻的图案

图九 石柱寺登基台上磨刻的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