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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期的一些文明社会已产生
了数学的开端和萌芽，但是数学作为一
门有组织的、独立的和理性的学科，在公
元前600到800年之间古希腊学者登场
之前是不存在的。正因为此，远古人没
有给我们留下可靠的数学资料，在数学
方面达到何种程度还是一个谜。幸而，
我们也能从先贤的著作和远古遗址中，
发现一些无可否认的证据来加以肯定。

石峁遗址，距今已4000多年，成为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被列入
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
田野考古发现”“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
考古发现”。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
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
组成，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规
模最大的城址。内城墙体残长2000
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
长2840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带着古代遗迹远离尘世喧嚣的静
谧，我们第二次站在了发掘现场。出于
对“发掘古代数学文化”的担当和对“远
古社会数学思索”的襟怀，很想对遗迹
本体和周边遗存进行数学方面的考古
调查。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原始人
很早就有了图形的概念，他们已经对数
学有所接触。

端详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
就发现了100余块成层、成片分布的壁
画残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石墙的墙面
上。这些石雕构件其风化程度明显比
其它出土的石块厉害，我们不能断言这
些石头构件比主体建筑早多少年，也不
能说两者之间一定不属于同一时间段，
但是可以做出一个初步判断，石雕并非
为它所在墙体特置的构件，应是由他处
拆解搬运而来，它们也许是前代的神
灵，与石峁主体遗存无干。

可喜的是，以白灰面为底形态各异
的壁画所绘出的几何形图案并不鲜见，
神像的圆圈式眼形最是引人注目。一

件出土的浮雕，中间是牛首，两边相向
站立着两虎形，呈现了“双虎拥牛”的对
称图形。

数学史家曾作过推测，原始人对平
面图形的认识大约晚于立体形状，而把
立体进行投影（不是有意识的）到某一
表面上首先得到的是某种物体（如动
物）原形的轮廓图。上面这个“双虎拥
牛”的对称图形，便是这种表现的一
例。而在一件出土的形目石雕图案中，
除了呈现对称性外，还包含着更多的几
何内容，如棱台、圆弧、角、线段、正方形
和梯形等。

尽管看上去这些图形并不规则，但
参鉴相关文献记载，以理推之，它们是
由某种物体（如动物）原形的轮廓图演
变而来，再变成比较规则的几何图形。
这在认识上和技能上都是一次飞跃，其
演变过程在龙山文化中有较明显的表
现。而且，此种推测在石峁遗址的石雕
上可以较清楚地看到。

时至今日，石峁遗址尚未发现反映
“数目”的雕刻。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
轻易否认这方面的遗存。因为石雕构
件在垒砌时未必没有反置将所雕刻的
画面向内放置的现象，倘若以后一一查
看，也许会有“数目”雕刻方面的发现。
更何况，这个史前最大城址还蕴藏着太
多的秘密。

果然，前些日子与古陶泥塑艺术大
师王红飞先生相约又去石峁遗址查考，
在对散布于425万平方米的大大小小
的石堆一一查看中，终于发现了一块石
碑。除了那个比较规则的圆形外，那些
刻痕初步判断是数目的反应。如果从
石峁遗址中出土的骨质棍儿是用来计
算的工具，或许还是“算筹”的反映。

在传统文化再现复兴之势的今天，
石峁遗址的这些新发现，无疑又一次为
我们研究中国数学史和古代数学文化
开启了一扇亮窗。更重要的是，对于这
些新发现的研究，一定会大大开启我们
对远古数学的认知，扩展我们的视野。

遥想当年，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关于几何
未得到理论认识的程度、已有了某些几
何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初等的直线形和
圆形基本上是熟知的也显而易见。倘
若这些发现真的是“算筹”的反映，那么
就要重新补写数学史迷失的一些片段，
现存文献中所记载“算筹至晚从春秋末
期起……”就要改写为“算筹至晚从夏
代起……”。这样的话，算筹的起源较
之前的论断要提前一千多年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眨眼间，榆林
广播电视台电视开播30周年了。说来，
我听广播、看电视的历史也就四十多年。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单位派我到新
校区基建施工。我悻悻地来到荒无人烟
的西沙农校建设工地。新奇的是，我在这
个荒凉之地看到了高入云端的铁架子。
施工老师告诉我，山上是榆林电视转播
台，那是1977年的春天。

傍晚，不顾劳累，我带几位年轻人上山
看电视。在一个四孔土窑的院子里住着两
位工作人员，两孔窑洞算是机房，一孔住
人，另一孔是电视调控室。在一孔逼仄的
土窑洞里放置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机。见到我们，孤独的工作人员十分热情，
招呼我们进屋、泡热茶、摆凳子，招待我们
看电视。多次看电视，让我熟悉了胡奎生
台长。再一年，新校址搬入三个班和部分
教职工，基建办随即买回一台匈牙利产的
21英寸黑白电视机，也是榆林当时最先进
最大的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安放在小会议
室里，专门有人管理，只供教职工观看。
虽然离转播台很近，但收视效果不佳。我
每天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告抄写出来，
挂在墙上。电视的收看，让我记住了央视
主播赵忠祥、薛飞、邢质斌等名字。

我还常收听榆林县广播，还不时地向
广播站投稿，当收到广播站寄来一两元钱
的稿酬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发展到
后来的“榆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就是
当年的“榆林县广播站”。广播和电视，就
是当年最先进的传媒工具。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
展，榆林电视台应运而生，1989 年，榆林
电视开播！对我这样一位学文科、教文科
的老师来说，不仅喜好文学艺术，而且更
喜欢时事政治，关心国内和国际上所发生
的一切天下大事。榆林电视的开播，让我

的工作如虎添翼。
如果说报纸和广播从静态到动态传

播新闻，传播文化知识和电声信息的话，
那么，电视的播出更能直观地看到和听到
世界各地当前所发生的新鲜事，让我们如
临其境、如见其人。榆林电视台不仅播报
本市各县区的新闻和各类科教文艺节目，
还转播中央和省台的电视节目，我每晚守
着电视机，看我最爱的“新闻联播”。从央
视到省台，再到榆林台的新闻节目，是我
雷打不动的必看节目。每年的春节文艺
联欢晚会不仅是我，已成为全国和世界华
人的年夜大餐。

随着发展，广播电视由原来的一个频
道增加到了两个频道，其节目从内容到形
式都有很大的改进，各栏目的设置，形式
多样，节目都很接地气，极具地方特色。

“点击榆林”“走出家乡的榆林人”等专栏
节目备受欢迎；白奎、常旭峰、王倩、谢丽
华等新闻主播人员受到电视观众的普遍
赞誉。2018 年，榆林传媒中心选送的青
年主播郝冲，荣获全国第五届“好记者讲
好故事”十佳记者大奖，同时荣获陕西省

“好记者讲好故事”一等奖，在央视和全国
各地巡回演讲。当然，还有台前、幕后更
多的工作人员，他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为榆林广播电视的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同样是值得尊敬的人。

榆林广播电视台电视开播 30年来，
为我市党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文化建设诸多方面的宣传报道作出了
贡献，榆林人民不会忘记！

我是榆林广播电视台的一名忠实观
众，从普通观众到为电视台做访谈节目，
亲身见证了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广播
电视台的巨大变化。在纪念榆林广播电
视台电视开播30周年之际，首先表示衷
心的祝贺，愿榆林广播电视台越办越好。

经过榆林城新建路韦则巷院
时，仰望高耸的、灯塔似的新闻大
厦，《榆林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
所在地。岁月膻变，时光如驹，我伫
立着、徘徊着，思绪骤然回溯到近四
十年的时空里游弋穿越……再把这
些记忆的碎片串结起织成我倾心向
往《榆林日报》的一抹情愫。

认识《榆林日报》的时间是在我
参加工作不久，改革开放初始的
1979年秋，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
思想宣传工作正在新闻战线上蓬勃
展开。当时的《榆林报》在全榆新闻
领域万众瞩目，办好党的报纸、编采
鲜活信息、传播党的声音、唤起人民
大众、助力改革开放是报社的追求
与宗旨，而紧随时代的脚步，积极踊
跃投稿，又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热
心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义务。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与
《榆林日报》结缘。

我投给《榆林日报》的第一篇稿
件在1979年10月，体裁是通讯报
道，内容是法制宣传，不足千字。自
此，我走上了写消息报道、写榆林人
文、写审判业务、写人物传记、写史
事纪实文稿的投递之路。从三五百
字的“豆腐块”到五分之一、之二版，
甚至二分之一版和一个整版的稿件
获得采用，又让我的欢畅之情溢于
言表。迄今近四十年，刊出文稿近
百篇，即使置身于繁重的审判工作
之中也未停笔。

我的稿件内容侧重榆林党史革
命史长河中的红色记忆，如刊登了
《大革命时期榆林党史人物简述》
《红军东征西征时之榆林经程》《榆
林中学绥德四师是陕北早期革命的
摇篮》和以纪念毛主席在清涧袁家
沟挥毫写下的《沁园春·雪》名词为
背景素材的散文《一个小山村铸就
一座诗词丰碑》《毛主席、党中央转
战陕北的榆林历程》、纪念榆林解放的《大地
重光——红旗插上榆林城》以及纪念革命先
辈的《慕生忠与青藏公路》、《从榆林走出的
开国将军》和《清涧女子十红军》等。

党的光荣传统要代代传承，革命英烈要
永远铭记。在幸福安宁的日子里，勿忘初
心，勿忘中国共产党人为榆林解放、榆林新
生而抛洒的热血。榆林是陕北党史革命史
和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的一座富矿。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先到陕北与陕北
红军红26军、红27军整合为红15军团期
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红军东征西征时段内相继组建的红
28、29、30军（含早期陕北红军各支队、游击
队、赤卫队基本人员）中走出五分之三以上
的开国将军；共和国建立初期有三分之二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战斗脚步、光辉足迹刻印
在榆林大地；神木、佳县、米脂、绥德、清涧、

吴堡、子洲和横山、靖边、府谷南部
山区等地走出的老红军非常多，所
以大力淘掘、推出、书写红色经典是
本土文史学人的使命担当。

《榆林日报》的许多编辑记者和
我有过接触，在报纸改版和电子版
投稿模式之前，我的文稿都是打印
件，为了快捷，我经常上门投送，久
而久之，自然接触到编辑部各版面
的人。最让我在意的是，大约在
1992年前后，榆林日报社颁给我一
个冠以“榆林报通讯员”名称的小红
本，这是党报对我劳动成果的认可
与鼓励。

需要一提的还有我与印刷厂的
一段交往。由于审判机关赋予我的
特殊职责，我还经常往印刷厂跑，也
见证了印刷人员的辛苦付出。报纸
的时间性、责任性、规范性又要求印
刷工友们不时加班加点，没明没黑
地去干。他们也是《榆林日报》默默
无闻的劳动者、奉献者。

我向《榆林日报》写稿是一个学
习提高的历练过程，从中受益良
多。过去和现在，《榆林日报》每张
我都必读必览，特别文艺部的各个
栏目，如刘仲平、龙云、单振国、毕华
勇等人的妙章，又深深地感染了我、
唤起了我。文学文艺依然神圣，《榆
林日报》的魅力展示于塞上。记得榆
林日报社庆五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
纪念短文，标题借《陕西日报》张光先
生对该报的题词：高原号角。以赞美
《榆林日报》让党的声音、人民的声
音、改革开放发展建设的声音响彻大
地。我于十几年前曾在该报登出一
篇散文诗《榆林赋》，就是以全榆人文
景观、志士仁人精神为背景衬托，以
表白我讴歌当前党领导人民奋发向
上、建设榆林的一瓣心香。

还有，我记得是2002年夏初的
一天，榆阳区政协需要几篇张季鸾

史实的纪念文章寄往省上，商议让我将以前
在《榆林日报》刊登过的专稿进行整理。后
来得知，那年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纪念
年，新闻界特别是陕西新闻界同声缅怀。张
季鸾是榆林人，但季鸾先生几次回榆的史料
记载当时鲜有，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随即
将留存的四篇文稿原件复印，经人带往西
安。张季鸾先生是榆林骄子，他与后世的柳
青、路遥永为榆林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史上的
丰碑。

喜逢《榆林日报》创刊70华诞，不由感
慨万千，是报纸这座平台让我青春季节的文
思之花得以绽放，是我永远的至爱。我将

“初心不改，求索不止”。
凝望《榆林日报》新址——高新区朝阳路

新闻大厦，我想来想去，还是用著名诗人艾青
的那段名句作为本文的结尾：为什么我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走上这样的高度，目睹史前人类遗
存，除了深深的震撼你还能有什么感觉？

面对这庄严而苍茫，用石头围成的
一座城池遗迹，再乐观再豁达者恐怕也
要想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了。我当时
想的是：4300年究竟有多长？一个人
的寿命有多长？我甚至不忍心一下就
看完眼前所呈现的一切，久久打量着石
峁人所生存的环境：峁塬、沟壑、凄风、
荒草、碎石。我更关注的是做为人类或
牲畜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阳光、空
气是有的，可水呢？水从何来？还有火、
木柴、粮食等。我甚至眼前出现幻觉，仿
佛看到石墙后面一群群穿着兽皮、拿着
石斧的先民，正瞪着眼睛，探头探脑地像
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们身边的一众小汽
车，我们手里的摄像机、手机和矿泉水，

他们该有何感想？再过若干年后，当我
们的生命也像微尘一样被一阵风吹得四
处漂散，后人们注视着我们这些先民时，
他们又该有何举止和念想？

这样的一阵胡思乱想后，就觉得当
下什么都不太重要，一切都简单明了。
我们只是这个地球上的过客，而且是匆
匆的，像一道闪电一阵微风那样，转瞬
即逝，微不足道。所以日谋夜算为种种
欲望所累的人是多么的愚蠢。重要的
是，我们如何利用生命中所剩余的时
间，认真享受空气和阳光、水和食物，畅
快地呼吸，大胆而酣畅地做自己所喜欢
做的事情，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对这个美
好大自然的热爱，或舞之蹈之，或亮开
喉咙歌之颂之。

我还想，一个浩大非凡的古代城郭

为何出现在这里？这看似普通的地方
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才使得先祖不遗余
力地在此呕心沥血，构建家园？他们的
生存状况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哦，石
峁，石峁，迷一样的石城，有多少秘密有
待专家和学者去一层层揭开。

石峁山上的风很硬很凶，把人们的
头发吹得张牙舞爪，像先民们粗糙而亲
切的大手在抚摸……

石峁山上的石头同样很硬很冰凉，
只有它才能传递远古的信息，记录石城
的一切故事，叙说着宇宙沧桑和历史风
云……轻轻抚摸一块块石头，仿佛能感
觉到那个时代微热的体温。

只是，石峁的天空依然碧蓝，云彩
依然飘逸，四周依然寂静，史前的风依
然吹着，没完没了……

石峁走笔
耿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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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广播电视情结
王志强

石峁遗址中的石峁遗址中的数学发现数学发现
马飞马飞

本报记者安娜报道 近日，呼立
涛编著的《追寻大夏的荣光——匈
奴王赫连勃勃》由三晋出版社出版
发行。

早在1600多年前，在榆林这片广
袤的大地上，赫连勃勃曾在这里建立

过盛极一时的大夏王国，如今，大夏
国都统万城等遗迹，已经成为重要的
文化遗产。但大夏王朝的消亡及赫
连勃勃陵寝所在地，像是一个谜，一
直困扰着史学家和考古学界。呼立
涛，现任榆林市大夏嘉平陵研究会会

长。他及其团队，出于兴趣和对家乡
的热爱，20多年来倾力研究大夏的皇
家陵寝所在地，经过实地考察、周边
采访，以及文献收集与整理，形成了
一系列的佐证材料和研究认识，并汇
编成册出版发行。

《追寻大夏的荣光》出版发行

骨质棍儿

形目石雕图案

石雕图案

墙体垒砌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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