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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3月20日， 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的春分。 每年春分，在郴州安仁，群众都
会自发举办民间节令活动“赶分社”，至
今已持续1000多年。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
四节气” 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其中就
包括湖南的“安仁赶分社”和“苗族赶秋”。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
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
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
系和社会实践。 其起源于何时？ 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研究发现，
在怀化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
7000多年前的“八角星图像”，正是高庙
先民对于太阳周年运动的摹写，为历法
的起源找到了依据。

太阳历在距今7000多年
前就已产生

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 先后
于1991年、2004年、2005年进行了3次发
掘。 由该遗址命名的高庙文化，所处年代
为距今7800年至6300年，其后续遗存为
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至5500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庙遗
址发掘领队贺刚介绍，有文字记载的中
国早期历法，是《大戴礼记》所载的“夏
历”，也称《夏小正》。 据古代传说，历法
在夏代以前的唐尧时代就已有之，这在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
到了证实。 那么，中国上古历法的出现
年代是不是还要更早呢？ 考古界和史学
界实际上在上世纪末已有了初步认识，
其重要证据就是在安徽凌家滩墓地出
土、刻有八角星图像的玉版和玉鹰。

史学家饶宗颐、李学勤，考古学家
俞伟超、张忠培及天文学家陈久金等均
认为：这种八角星图像与当时人们的方
位观和天圆地方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
是方位天文学的典型符号；它是观测日
影、测量时节和制定太阳历的仪具或原
始式盘；它印证了古谶纬书所言“河图”

“洛书”的说法，与周易八卦存在渊源关
系。 已公布的安徽凌家滩墓地同期遗存
测年数据表明，那些玉器所处年代不晚
于距今5000年，显然要早于唐尧时代。

贺刚说，据迄今为止已发表的资料
统计，八角星图像在全国史前遗存中发
现了近20例，其中以湖南洪江市高庙遗

址早期遗存（距今7800年至7000年）发
现的年代最早，且已具备了安徽凌家滩
玉器上八角星图像的基本的要素———中
心部位的方框、方框外的圆圈、等分的八
角星， 以及八角星图像外围的圆形天体。
这种图像的构图在高庙文化晚期阶段（距
今7000年至6300年）愈发规整。

据对多幅八角星图像的实测发现，
这种等分八角星图像任意相邻角的顶
点（也正好是与外圆的交点）与该图形
中心点连线的夹角都是45度，而两条连
线的延长线又正好与另两个对应角的
顶点相交。

“这种角对应的关系正是对太阳周
年运动所产生的投影线的摹写。 ”贺刚
说，可以推断出这种八角星图像的最早
出现，是因高庙文化先民在周年性立杆
测日影过程中发现了太阳投影在不同
季节的变化， 并发现了太阳在夏至、冬

至日的投影夹角是45度。 它与现代天文
学研究的结果十分接近。 由此可见，高
庙文化先民首创的这种等分八角星图
像，实际上是表述日投影周年变化过程
的一个缩写符号，可作为测定四时的仪
具来制作太阳历。

贺刚说，可以确认，太阳历在中国
南方沅水中上游地区出现时间，比古代
文献所载中国最早的夏历早了近4000
年，比埃及太阳历足足早了3000年。 这
一发现，是诸多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
始料未及的。

初创八卦和 “天圆地方”
宇宙观

“八角星图像，除了与方位、历法有
关外，还与远古时代的八卦有关。 ”贺刚
表示， 从早期典籍所述八卦的起源来
看，八卦的实质是据时间和空间（方位）
的变化来推衍物象的变化，故这种八角
星图像实际上也就是最原始的八卦图
形。

在贺刚看来， 辰溪县松溪口遗址高
庙文化晚期遗存出土一件白陶盘底部的
八角星图像， 或许是解开八卦起源之谜
的钥匙。最里面的圆，代表圆形天体即太
极。此圆内的“+”形分割，代表两仪，各由
任意两组竖、横线循环互构成阴阳。而两
仪中的四组竖横短线分别指向不同的方
向，构成四象（四方、四时）。 内圆之外的
第一层八角星，代表八卦（八隅、八节）。
此八角星之外又有一圆以及该圆之外的
四个对称小三角形图像与四个“人”形图
像相连成“连山”状的图案，当是圆形天
体与四时八节含义的重复描述。 至于“连
山” 状八角图案外围又分别填有八个小
圆圈， 很可能是为八、 八之数的重复构
设。

中国古代先民的天圆地方宇宙观
在先秦和汉代已很流行。 贺刚说，高庙
文化中早期陶器上的八角星图像，天圆
地方的观念表现得十分明确。 最里层方
框，表示大地四方，方框外被一个圆形
所环绕，表示圆形的天。 在八角星图像
的外围，还有由多条弧线组成的图案来
表示圆形的宇宙，天圆地方宇宙论的观
念在这幅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高庙文化早期陶器上，还见有诸
多类似的写意图像，那些光芒四射的太
阳运行在圆形宇宙空间中。 由此可见，
天圆地方已是高庙文化先民普遍风行
的宇宙观。

陶芳芳

东晋文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传诵
千年， 依然为今人苦苦寻觅的神秘神往境地。
而位于长沙南城天心区的兴马洲，或许正符合
人们对世外桃源的想象吧。

兴马洲，方圆3公里，长约4000米，洲最宽
处约600米，最窄处约200米，远在唐代即已开
发，古时又称作南津洲、橘洲，因五代十国时期
楚王马殷在此放养御马得名。为了让子孙免于
天然灾害安居于此，兴马洲先人在洲上建起两
座古庙，洲头为关圣殿，洲尾为狮王庙，兴马洲
人及这片土地也从未经受打扰，即便在“大开
发”的今天，依然原汁原味矗立于江心。

江中岛，原生态，零污染……渐渐地，在都
市人加剧向往宁静、朴实之地的今天，兴马洲
开始被人知晓、被人关注，也被来此游玩鉴赏
过的人们加上了“世外桃源”的标签。

还是前年深夏，有人说到一个真正吃鱼的

好地方，于是我与同事一行驱车前往。 这好地
方就是兴马洲。还未到达，即心生喜悦。暮色之
下，湘水缓流，漾起层层波涛。 河风吹起衣角，
苦重炎热的夏夜一时变得柔和清爽。踏上一艘
载人也载车的船，轰轰烈烈驶在江面，后方笼
起轻烟，如入仙境。

踏上岸，清新的空气立刻袭来。 在仅可容
纳一辆车单向行走的环岛公路上小心翼翼地
行驶，生怕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不知道从哪个角
落里蹿出来的鸡鸭鹅，和左跳右蹿汪汪叫着的
小狗。只有那一只只咩咩叫着的黑山羊悠然闲
步，见车来了也不闪躲。 正是这条相对逼窄的
公路， 在一定程度上打响了兴马洲的知名度，
成了许多骑行爱好者的佳选……

吃饭的地点，是由两层民房改建的“农家
乐”。院子里有棵参天大树。围坐在院子的大树
下，让清凉的河风带走汗珠，一碟花生米、一碟
瓜子，就着一杯茶、一杯酒，我们悠然自得地聊
着天，听蝉声在夏夜散开。

村上1400多位居民大多以务农和外出务
工为生。 务农主要种植水稻和西瓜，喂养黑山
羊。 黑山羊是兴马洲特产，以纯天然的青草为
食料，肉质清香鲜美。 这里的生活贵在自给自
足，贵在能与山水为伴；洲上有36口山塘，90%
以上农户日常用水是深井取水；村民除了使用
液化气，也会捡拾河边枯柴枝煮上一锅香喷喷
的柴火饭； 这里有个袖珍小学———兴马小学，
一度只有5个老师、6名学生，在不断的存废之
争中被政府强留下来。为了方便洲上的孩子读
书，就算只剩一个学生，它也会办下去……

兴马洲不如橘子洲那么规整，却同样清新
怡人；不会给人惊鸿一瞥之感，却能读出独有
的味道。 我想，暖春，它会是山花烂漫，香气袭
人；深秋，它会以果蔬的芳香引人采摘；寒冬，
它会定格成一幅村民围着炉火等待家人团圆
的温暖画面。“世外桃源”的境地莫不如此———
从容安定的内心，真实自然的景物。 用从容的
心看自然的景，所见即是“桃源”。

彭亮

“冷雨扑面心犹热， 花香袭
人情愈浓。 壮志终把新天换， 春
暖韶山年味红。”

2017年， 初春。 在一位老
同学的“撺掇” 下， 我们从汨罗
老家驱车100多公里， 自驾去韶
山。 而开篇这首七绝， 记录的正
是此次韶山之行的所见所闻、 所
思所感。

鲜花更比烟花美

虽然气温已经走低， 韶山市
区却热闹非凡。 到处可见挂有

“鄂”“粤”“桂”“贵”“赣”等地车牌
的车辆。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来此缅怀伟人功绩。 近年来，到
毛泽东铜像前祈福成为韶山一
道特别年俗。 抬头看到10多米
高的毛泽东铜像， 面带沉思的
微笑， 正视前方， 显得格外和
蔼。 广场上人头攒动， 摩肩接
踵， 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
笑容， 空气中也涌动着喜悦的
暖流。 在耳熟能详的《东方红》
歌声中， 我和老同学一道向毛
泽东铜像敬献鲜花、鞠躬致意，
表达对伟人的无限敬仰和怀
念。

刚献完花， 就听到旁边一个
中年妇女用外地口音抱怨： “我
们每年来给毛主席老人家拜年，
都是要放鞭炮的， 今年规定不让
放鞭炮， 太不近人情了嘛。” 她
身边十来岁的儿子却欣喜道 ：

“老师说了， 放鞭炮不环保！ 妈，
你看这些花篮多好看， 我还能闻
到花香味呢！” 清风吹过， 在几
分凛冽的春寒中， 我闻到了空中
飘浮的幽幽花香。 没有震耳欲聋
的爆炸声和刺鼻难闻的硝烟味，
放眼是娇艳欲滴的鲜花， 呼吸着
沁人心脾的花香， 这应该是毛主
席他老人家更乐意见到的吧。

壮“志”终把新天换

铜像广场献完花， 便直奔
毛泽东故居。 故居门口早就排
起了首尾不相见的长龙， 在寒风
细雨中缓缓挪动， 却没听到任何
人的抱怨和喧闹， 仿佛排队也有
了几分仪式般的庄重感。

进到故居堂屋， 就看到墙壁
上挂着的毛主席全家照。 年深日
久， 照片也随岁月的流逝日益泛
黄， 照片中的每个人看上去也是
那么平凡、 质朴， 甚至有点儿拘
谨。 为什么这个平凡无奇的普通
人家， 能走出毛泽东这样的开国
领袖、 一代伟人？ 其中缘由众说
纷纭， 对此， 毛泽东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

1910年秋天， 少年毛泽东
走出韶山冲之际， 曾经写了一首
七绝 《出乡关》： “孩儿立志出
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
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字里行间， 跳荡一股“天下之
大、 尽可去得” 的冲天豪气。
1959年6月， 已经成为国家主席
的毛泽东重返故园， 抚今追昔，
挥毫写下诗词 《回韶山》。 其中
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
月换新天” 的豪迈宣言， 与当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
不还” 的蓬勃英气遥相呼应。 两
首诗都强调的一个“志” 字， 将
历史脉络清晰勾勒了出来。

功崇唯志， 业广唯勤。 最令
人感佩的是， 毛泽东这个“志”
与升官发财、 飞黄腾达的封建传
统观念的“志” 完全不同。 毛泽东
同志一家为中国革命贡献了6位

英烈， 他曾在名篇 《为人民服
务》 中对此进行过深刻阐述：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
重， 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
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比鸿毛
还轻。” 这段话不但表明了毛泽东
同志为之奋斗一生的根本动力，
揭示了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的根
本原因， 更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应当具备的崇高信仰和精神境
界。

人无志不立， 国无志不强。
一个“志” 字， 不但对个人至关
重要， 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来
说， 何尝不更是如此？ 战争年
代， 我们能够压倒一切强敌， 实
现国家民族独立， 离不开革命先
烈们“拎着脑袋干革命” 的牺牲
之“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
们由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
夫” 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离不开“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的
创业之“志”； 展望未来， 要实
现“两个一百年” 的伟大目标，
更加离不开“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赶超之“志”。

特别支部见“初心”

从毛泽东故居出来， 老同学
提议我去看看中共韶山特别党支
部陈列馆。 韶山村党总支书记兼
特别党支部书记毛春山担任义务
讲解员， 他说， 这个特别党支部
是中国农村最早、 最坚强的党支
部之一， 它的成立， “在韶山点
燃了革命火种， 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特别党支部陈列馆以毛泽东
1925年亲自创建中共韶山特别
支部及其组织发展为线索， 分为

“率领乡亲闹翻身” “带领群众
走大道” “引领人民奔小康” 三
大部分， 反映了韶山特别支部从
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史。 在
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领导下， 这
片红色热土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故事， 特别支部首批成员毛福
轩、 毛新梅、 李耿侯、 钟志申、
庞叔侃5人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
成为名垂千古的“韶山五杰”。
其实， 韶山特别支部并不“特
殊”， 它只是中国成千上万党支
部中的普通一个。 但正是有了成
千上万个这样扎根人民、 服务人
民的基层党组织， 有了无数“韶
山五杰” 这样的革命先烈， 中国
共产党的旗帜才能猎猎飘扬， 永
不褪色。

让我感触最深的， 是记录在
一块展示牌上的一首题为 《金花
籽开红花》 的民歌。 据记载， 这
首民歌是1925年杨开慧办夜校
期间， 亲自教唱韶山民众： “金
花籽 （那个） 开红花， 一开开到
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
像话。 今天望 （那个） 明天望，
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
方， 大家喜洋洋。” 自创建之日
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所在，
更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人民的
拥戴与追随根本原因。 2016年

“七一讲话” 中， 习近平总书记
发出“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的
号召， 不仅是对“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这一宗旨的继承发扬，
更是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铿锵誓言。

走出特别支部陈列馆， 一路
只见毛泽东遗物馆、滴水洞、毛
泽东纪念园等景点人潮滚滚，无
不展现出广大人民对伟人的缅
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对国家民
族的挚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
情此景，使我禁不住心潮澎湃。

春暖韶山

兴马洲，
我心中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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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溪松溪口遗址高庙文化晚期白陶盘
外底八角星图案。 （翻拍）

高庙遗址发现的八角星图像。
贺刚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