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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开展保护研究

古代岩画是草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
阔美丽的内蒙古拥有丰
富的岩画资源，有大兴
安岭岩画、赤峰岩画、锡
林郭勒岩画、乌兰察布
岩画、包头岩画、鄂尔多
斯岩画、乌海桌子山岩
画、阴山岩画、阿拉善岩
画等，堪称“草原文明的
神奇画卷”。古老的岩
画绵延数千公里，是草
原 先 民 劳 动 、狩 猎 、畜
牧、征战、祭祀、繁育等
的真实写照，是草原先
民推动草原文明向前的
历史轨迹，是极其珍贵
的文化遗产。本版推出

“草原岩画探秘”系列报
道，探寻古代北方游牧
民族创作的神奇岩画，
挖掘岩画背后鲜为人知
的故事，展示草原文明
的博大恢弘。

——编者

草原华章

流韵

六十棵榆树

□文/图 欣荣

茫茫毛乌素沙地的榆
树壕，六十棵古榆树枝繁
叶茂，千姿百态，苍劲古
朴。

“远望郁郁葱葱的六
十棵榆树哟，虽然年年大旱
还是那样繁茂翠绿⋯⋯”
古老的鄂尔多斯长调民歌

《六十棵榆树》，歌唱着榆树
壕的古榆树。

位于鄂托克前旗巴彦
希里嘎查的榆树壕，东西
宽 2 公里，南北长 5 公里，
东西两侧是绵延起伏的金
色 沙 丘 。 榆 树 壕 非 常 神
奇，长满了古榆树，树洞大
小不同，农历五月初三，清
泉向外溢。榆树壕北侧坐
落着“六十棵榆树庙”，其
周围的榆树或前俯、或昂
首、或斜卧，展示出挺拔与
高傲、坚毅与坦然的风范。

数百年来，每年农历
五月初三，榆树壕就举行
祭树活动，古老的蒙古族
祭 树 礼 俗 在 这 里 代 代 相
传。鄂托克前旗六十棵榆
树祭已列入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每一首蒙古族长调民
歌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相传很久以前，榆树
壕是一片草原，水草丰美，
有古驿站和驿道，由于连
年大旱等原因，往日“风吹
草地见牛羊”“百鸟竟相
飞”的景象不复存在。世
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牧人
踏上遥远的迁徙之路。清
乾隆年间，一对无儿无女
的老年夫妻来到这里，在
此生活了很多年。当他们
要离开这里时，种下了两
粒榆荚，并浇了 81 桶“神
水”。72 天后，两粒榆荚
生根发芽，逐渐长成了参
天大树。这两棵榆树上的
榆荚飞落沙中，待春雨滋
润、阳光抚慰，便欣然破土
萌生。据当地的老人讲，
每年农历五月初三，这里
总要下一场绵绵细雨，滋
润着榆树林。

如今，榆树壕已成为
以榆树林为主的生态旅游
区 ，参 天 的 榆 树 不 计 其
数。每年农历五月初三举
办“六十棵榆树祭”活动，
人们相聚于此，或赛马、或
摔跤、或畅饮清泉，体味美
丽动人的传说，领略大自
然的神奇。

这里的古岩画独具特色、古朴粗
犷，是悠远的神奇画卷。在西辽河完整
而清晰的史前文明系列中，一幅幅古岩
画与那些出土的文物相佐证，诉说着一
段比红山文化更为久远的故事。

翁牛特旗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与七
老图北端山脉截接地带、科尔沁沙地西缘，
处于西辽河史前考古文化核心区域。“在这
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有新石器早期的
兴隆洼文化，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新
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新石器晚期、北方
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中国
北方岩画研究所所长吴甲才说。

“翁牛特”系蒙古语，意为“诸王会盟之
地”。初冬，驱车从乌丹镇出发，至白庙子
山、毛瑙海山、大黑山等，探寻藏于深山、鲜
为人知的古岩画。

白庙子山之北，西辽河北源西拉木伦
河缓缓流淌。在一块形如巨薯的砂岩黑石
上，看到多幅神奇的岩画。新石器时代早
期的神格面岩画，线条流畅、圆润，堪称精
美之作。神格面部中间有一道深深的竖线
槽，其两边为圆心眼，两只眼睛周围各有 4
个凹穴，并对称，下边有 10根放射线条，像
牙齿也像胡须。“已故著名岩画专家盖山林
称这幅岩画为神格面，也有人说是鸱鸮面
孔，还有人说是外星人的相貌。如果它是
以拟人化手法磨制的鸱鸮，应是先民崇拜
的图腾，祈望它能带来福祉。”吴甲才说。

在这块巨薯石的右下角，岩画专家发
现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面岩
画，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猪龙极为相
似；巨薯石上新石器时代的鸟神面岩画以
拟人化的手法创作，其特别之处在于先民
抓住鸟嘴的特征，在嘴中磨出圆眼。

在巨薯石顶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斗
七星岩画，面朝天空，让人叹为观止。顶部
共有19颗磨制的星星，每颗星星大小不等，
最大的直径6厘米、深5厘米，最小的直径3
厘米、深1.5厘米。岩石北部的北斗七星岩
画，总长度为 119厘米，每颗星星形状似倒
放的馒头，外大内小，星体表面圆润、光滑，并
有自然色包浆。根据天文学家测出的10万
年前至今星体的变化轨迹，考古专家推断岩
画中北斗七星属1万年前北斗七星的形态。
北斗七星岩画是先民记载主要星系状态的
岩画，它为验证天体演化、推测北斗七星的
变化轨迹提供了珍贵资料。

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夏家店
下层文化时期的文字符号岩画，是巨薯石
上唯一有文字表象特征的岩画。这幅岩画
面朝东南，创作年代比巨薯石上其他岩画
都晚。其表意符号由一点一横、一横一撇
一捺组成。“这一古文字符号与赤峰市松山
区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
的古文字符号相似。根据这一符号分析，
当时三座店和白庙子山的先民之间有一种
密切的关系。”吴甲才说。

“在这块珍贵的巨薯石上，先民磨制、
錾刻出天空的星系、太阳、月亮，空中的飞
鸟，大地上的动物，拟人化的面体，古文字
符号等，实属罕见。这些岩画有可能是多
人参与创作的结果，它既体现了一个原始
部落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也反映了他们

的一种社会力量。”吴甲
才说。

在白庙子山中段，
一幅新石器时代的发怒
人 面 像 岩 画 ，令 人 注
目。人面像脑门上有 4
道线条，怒目圆瞪，鼻孔
张开，下有7道像胡须的
线条。其附近还有一幅
新石器时代的人面像岩
画，岩画上有一对圆心
眼，中间是像桃形的鼻
子，下边是一张扁圆口，
内有可辨的5颗牙齿。

在白庙子山中段山顶，岩画专家经过
十几次调查发现了 2 幅新石器时代的蛙
面像岩画，均由两个双环同心圆组成。由
于岩画在山顶上，夏季和其他季节的上午
均不显露。“蛙面像岩画与半坡马场新石
器时代的彩陶图案极为相似，这 2 幅岩画
磨刻于山顶上，应是先民的祭祀神灵。”吴
甲才说。

在美丽的毛瑙海山，岩画专家已发现
几十幅红山文化时期的岩画，有些画面形
象十分特别，以人的面部为基础原型进行
刻画。一幅岩画中人面五官清晰，耳戴菱
角，下部似鱼的下半身，但鱼尾处有长方形
框。这幅岩画被称为戴菱角耳饰巫师岩
画；人面鸟纹图岩画是在一块独立的岩石
上磨刻的，面部有一双圆圆的猫头鹰眼睛，
鼻子与嘴相连，实际是一个三角形，身上的
羽毛，巧妙利用了岩石的褶皱磨制而成。
这幅岩画的上边是一对眼睛符号，左上角
有一个“人”字符号；人面鱼纹图岩画线条
流畅、姿态秀美，双耳戴菱角耳饰，头顶纹
饰已无；神鸟纹图岩画为双头、双眼、双嘴
神鸟图案，眼睛较像犬眼；2 幅猫头鹰纹面
岩画相距200米，均有双眉、双眼。

“翁牛特旗人面像岩画的突出特征是
圆形或同心圆眼睛，这是中国人面像岩画
中最原始、最简约的岩画，也是基本的形式
结构，这种岩画很可能源于一种原始的‘眼
睛崇拜’。”吴甲才说。

毛瑙海山分布着较多青铜时代的岩
画。戴菱角高帽与菱角耳饰的人面像岩画
是先民仿红山文化人面鱼纹像岩画而作，

“也许这幅岩画中的头饰耳饰，就是青铜时
代这里人们的形象、装扮的真实写照。”吴
甲才说。狼眼波纹面岩画非常简洁，咋看
像扑克牌中的人面像。岩画中只有一对狼
眼，无鼻、口、耳，脸部上下为水波纹。这种
纹饰在红山文化的彩陶中经常出现。人鹿
符号图岩画有 3 个图形，一个是向西奔跑
的人，随后是一只回头观望的小鹿，小鹿下
面是一个未知的符号。

毛瑙海山的舞动人像和人鸟符号图
岩画，非常生动。其中舞动人像是红山文
化时期岩画，与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的
玉人像姿势相似，双手上举，双腿叉开。其
右边是一幅精美的故事岩画，一人头作旋
圈状，赤身男子倾身拉拽一只大鸟。

在毛瑙海山东面半坡石崖上，看到青
铜至铁器时代的未知文字符号岩画。文字
符号从上而下纵书，文字在雨天比较清
晰。据岩画专家介绍，此文字既有中原殷
商时期甲骨文的特征，又有夏商周金文的
遗风。

在大黑山，红山文化时期的天地人间
符号图岩画非常独特，画面时空感很强，岩
画中的个体有方向感，动感十足，是先民对
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的记录。这幅岩画中
可辨 3 个人形，他们的姿态、位置不同，都
朝着天上飞行物体的方向跑。左侧有 3个
向下俯冲的物体，有 3 个向天空飞行的物
体。在两个符号中间，有一块“陨石”。这
块“陨石”震惊了所有的人和动物。

大黑山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公主像岩
画，为一幅俊秀女子图，公主头戴高顶帽，
耳戴大耳环，面部丰满，秀眉，大眼，嘴含
笑。“关于这幅岩画人物的身份，有的岩画
专家说是公主，有的专家认为是可敦，可敦
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柔然、突
厥、回鹘等对皇后的称呼。”吴甲才说。

大黑山龙虎人像图岩画属红山文化
晚期至青铜时代，岩画左边图案像一条龙，
中间图案像一只虎，右边图案像一个射箭
的猎人。猎人刻画得十分简单。“三个图案
不是一个时代所为，应是先民两次添加图
案构成一幅完整的岩画。另有一种猜测，
那时先民已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概
念。”吴甲才说。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的古岩画见证
了文明的交融、北方游牧民族的繁衍生息。

翁牛特旗岩画资源丰富，是赤峰岩画
的重要组成部分。岩画因受到当地自然和
人文环境影响，具有独特性。岩画主要分
布于大山和巨石上，附近均有河流。有关
专家根据各岩画点岩画数量等推断，1 万年
前这里的环境适宜人类生存，岩画点为原
始部落聚集地。毛瑙海山岩画和大黑山岩
画基本都是位于山的南侧，岩画朝东、朝南
或朝天。白庙子山岩画处于沙漠中的岩石
带，岩画朝向较多。可以看出翁牛特旗岩
画大多朝着太阳的方向。

翁牛特旗岩画多采用磨刻法、錾磨法
等。“磨刻法即用坚硬的石器等，在岩石上
经过分段反复一点一点磨制，线条由浅变
深，由窄变宽，由点变穴。磨出的线条、点
穴表面流畅光滑，有凹凸感。白庙子山、大
黑山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多用
此种方法。”吴甲才说。

“翁牛特旗岩画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
产，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护和研究，应
对岩画进行普查，并立档建卡，建立岩画数
据库。”吴甲才说。

近年我国岩画专家学者对翁牛特旗岩
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翁牛特旗
多次邀请专家对岩画进行勘察研究。古岩
画所在之地人烟稀少、道路崎岖，为了探明
翁牛特旗岩画，专家们攀悬崖、过深沟、走
沙漠，对岩画进行测量、拍照、线描。在调
查中，记录了 75 处 109 幅画面 376 个单体
图像，其中人面像岩画所占比例约 60%，从
我国人面像岩画分布区域来看，这里属于
相当密集的区域之一。

建立岩画数据库，需要严谨精确的数
据记录。岩画断代信息作为岩画数据中最
重要的信息之一，要足够精准，为此岩画专
家学者多次考察，运用微腐蚀断代法，对这
些岩画进行断代研究。“微腐蚀断代法通过
对岩石的细小颗粒进行观察、分析和计算，
推断出岩石在自然界中的腐蚀程度，从而
达到岩画断代目的。”吴甲才说。

在白庙子山看到，一幅岩画的边缘已
经风化、剥落。岩画经历漫长的风雨侵蚀、
自然风化，其辨识度已经不高，古岩画的保
护迫在眉睫。有关专家认为，保存于大自
然中的岩画濒临消失，最好的保护就是研
究，只有准确测定岩画的作画时间，古岩画
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让更多的人保护、研究古岩画，近年内
蒙古鸿德文理学院等开设岩画研究的课
程，现已有 100 余名学生参与古岩画保护和
研究。

（图片均由吴甲才 摄）

□本报记者

阿荣

独特神奇，见证文明交融

枝繁叶茂。

在这块巨薯石上在这块巨薯石上，，有天空的星系有天空的星系、、太阳太阳、、月亮月亮、、
飞鸟飞鸟、、动物等岩画动物等岩画。。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斗七星岩画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斗七星岩画。。

古老的西拉木伦河古老的西拉木伦河

。。

新石器时代的太阳神岩画新石器时代的太阳神岩画。。

新石器时代的月亮神岩画新石器时代的月亮神岩画。。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
的玉猪龙面岩画的玉猪龙面岩画。。

新 石新 石
器 时 代 的器 时 代 的
鸟 神 面 岩鸟 神 面 岩
画画。。

树干挺拔。

小河沿文化时期的七环立行符号小河沿文化时期的七环立行符号
图岩画图岩画。。

新石器时代的发怒人面像岩画新石器时代的发怒人面像岩画。。

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公主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公主
像岩画描摹图像岩画描摹图。。

红山文化时期的天地人间符号图红山文化时期的天地人间符号图
岩画岩画。。

红山文红山文
化时期至青化时期至青
铜器早期的铜器早期的
太 阳太 阳 、、动 植动 植
物物 、、人 面 像人 面 像
岩画岩画。。

红山文化时期的人面鱼红山文化时期的人面鱼
纹图岩画纹图岩画。。

新 石 器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的时 代 早 期 的
神格面岩画神格面岩画。。—

—
草原岩画探秘

③

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壮丽，草原、沙
漠、湖泊、奇山、怪石、松林相互映衬。戈壁
沙漠浩瀚无垠，低山丘陵绵延起伏，平畴沃
野溪水清澈。

这里历史文化悠久灿烂，为新石器
中晚期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享有“玉
龙之乡”的美誉，是商、东胡、匈奴、乌桓、鲜
卑、库莫奚、契丹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繁衍
生息之地。

人类文明的人
类
文
明
的

痕迹痕
迹

珍珍
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