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技史杂志*第 "+ 卷$第 * 期!'#+# 年"+ "!"(")"

;*2-*(%2,24$+<%".=$<#*2>(,#$<5$=)?(2%?2"%@ ;2?*%$.$&5$ ÀOa"+ 0Aa*!'#+#"

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

探寻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传说时代

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

摘$要$中国古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定季节的方法是观测正午日影和黄昏中

星- 陶寺观象台展示了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古老传统的遗迹- 从认知科学史

的角度看,观测日出入方位确定季节一定早于观测正午日影和昏旦中星,只是这

一段历史已经延伸到文献记载和中华文明的记忆范围之外- 大汶口文化出土有

由太阳2云气和山峰组成的象形文字,考古学上认为大汶口文化为太昊和少昊族

文化- 太昊和少昊属于古史的传说时代,在天文学发展史上,可能正是观测日出

入方位定季节的时代- 越是在早期天文学与文明的其他方面结合越紧密,大汶

口文化出土的符号文字当是既代表日出形象又指#昊&字- 从古文献中还能找

到这一时期宇宙观的若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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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所以

a b

图 +$大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其中最先出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家村

的约 ,### 年前的一种刻画符号文字!封二"受到了最多的重

视- 这个符号基本有两种写法!图 +"-

第一种!图 +:"较第二种!图 +S"下面多出一个山形图案-

这个符号后来也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

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有类似符号出土- 该符

号有时以略加变形的形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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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此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该符号多刻画在

大型陶器上,有的涂成朱红色,无疑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较早对这个符号提出解释的于省吾认为+#这个字上部的2象日形,中间的 2象云

气形,下部的 2象山有五峰形- ''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

景象,宛然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

0+1

- 邵望平基本同意#旦&字说,认为下面不带#山&

的是#旦&字,下面带#山&的或许是从旦的另一个字0'1

-

唐兰认为这是#炅&字,#两个较繁,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

而另一个字却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0"1唐兰

又认为#炅&字即#热&字,它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

0*1

- 李学勤基本认同唐兰的

观点,认为表示#日&的圆圈下面的符号为#火&

0,1

-

田昌五认为这是一个族徽+#明显地是一个氏族部落标志,完整地作日月山,山上有

明月,月上有太阳.简单地作日月而省去山,其意应是太?和少?之?字,有如后来铜器上

的族徽&,他进一步指出,#在古代传说中,除金2木2水2火2土诸神外,唯有夷人有日月

神-&

0(1饶宗颐也认为这是太?和少?族的族徽0!1

-

王树明认为,这个符号上面的圆圈无疑表示太阳,中间的符号是#火&的形状,而不是

表示云气,字的下部的符号是对当地地理环境的描绘+#陵阳河遗址东面,为一丘陵起伏

的山区- 正东五华里,有山五峰并联,中间一峰突起,名曰寺?山- 春秋两季,早晨八2九

点钟,太阳从正东升起,高悬于主峰之上,由$日%2$火%2五个山峰组成的陶尊$文字%

$ %应是人们对这一景象长期观察的摹画&,认为这个字应该是#糑&字的祖型,是#依山

头纪历的图画文字&

0)1

-

杜癉云和苏兆庆认为符号 +:是#春&字,反映了#少昊时期人们决定春分秋分所使用

的方法&,符号 +S是#昃&字,反映了少昊氏的职官伯赵氏测量太阳中天高度以决定二至

来临的时间-

0-1后来苏兆庆又对此观点略有修正,认为下面有#山&的字是#旦&字,是#莒

人长期观察日出发现了春秋二分奥妙的见证&.而下面没有#山&的字仍释为#昃&-

0+#1

刘斌认为中间的图形为月牙,#以月牙的内弧接近于太阳的这种日月形图案,则应是

对日月合朔之际的天文历象的一种记录,亦即历法的一种反映-&

0++1

1 2

1

1

2

3 4

$图 '$# &字形的演化过程0+"1

王震中认为中间的符号表示火,但#它是天象中大火星之火而非山上或地上燃烧的

柴火&- #整个图形表达了当时的$火正%对

于大火星的观察2祭祀和观象授时-&

0+'1

陈五云和刘民钢认为#此字即后代的

$昊%亦即$?%字&,他们认为这个字与大

汶口出土的另一个符号是#昊&字早期不同

的写法,并给出了这个字字形的演化过程

!图 '"-

以上各家说法或认为这个符号是表示

某种天象的符号文字,或认为是族徽,主张

天象符号者完全不提族徽,主张族徽者则

完全忽略天象- 本文认为+这个符号既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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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天象,也是#昊&即#?&字,是东夷部落的族徽,它与#昊&这个古老部族的天文观测传

统有关,代表了中国早期天文观测与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

=@文献中的太昊与少昊

太昊与少昊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两个部落首领- 先秦两汉文献中对太昊与少昊有

多处记载,其中太昊的记载相对较少,少昊则明显多一些-

=A9@文献中的太昊

太昊,在古文献中也作#太?&2#太鮥&2#大?&2#太皓&等- 先秦经史政论类的文献

中,有关太昊的记载有+

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0)左传/昭公十七年*!0+*1, +*'# 页"1

陈%太?之虚也$ 0)左传/昭公十七年*!0+*1, +*'* 页"1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邾人灭须句%须

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

也$ 若封须句%是崇?&济而修祀纾祸也$) 0)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0+*1,"'+

页"1

自太?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 !)逸周书/太子晋

解*

0+,1

"

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琐%自太?&燧人莫不有也$ !)荀子/正论篇*

0+(1

"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先秦时代的观念中,太昊在中国古史上并非神话人

物,而是有自己地望的历史人物,是一个部族首领的名字或该部族首领世代沿用的称号-

在春秋时代有任2宿2须句2颛臾四个小国为太昊的后裔- 从)逸周书*#自太?以下,至于

尧2舜2禹&以及)荀子*#自太?燧人莫不有也&之语可以看出,太?是当时人们认为的最

早的帝王-

太昊也见于传说系统,)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两段记载+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

叶如芒%大?爰过%黄帝所为$ !0+!1,'-) 页"

太?生咸鸟%咸鸟生乘矨%乘矨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0+!1,'-) 页"

)楚辞/远游*也提到太皓+

历大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

)山海经/海内经*提到的#建木&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也有特殊意义,)淮南子/?形

训*有+#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 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0+)1,,!

页")吕氏春秋/有始览*有+#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0+-1 , +'( 页"两种文献都认为建木之下日中无影,是为天地之中-

太昊在五行说中占有重要位置,秦汉之际的文献多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孟春

纪*有+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其神句芒$ !0+-1,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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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处于五行方位中东方之帝的位置,主春-

=A=@文献中的少昊

少昊在古文献中也作#少?&2#少鮥&,在先秦到两汉的文献中记载较太昊多,)左

传*中有 * 段记载,分别在昭公十七年2昭公二十九年2文公十八年2定公四年,)国语a楚

语*中有一段,)逸周书*有两段,)山海经*有多处- 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内容与

天文学关系很大+

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 玄

鸟氏%司分者也$ 伯赵氏%司至者也$ 青鸟氏%司启者也$ 丹鸟氏%司闭者也$ 祝鸠

氏%司徒也$

"

鸠氏%司马也$ 豥鸠氏%司空也$ 爽鸠氏%司寇也$ 鹘鸠氏%司事也$

五鸠%鸠民者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

无淫者也$ !0+*1, +*'# 页"

记载少昊氏的职官系统中,有了专司历法以及分2至2启2闭的官员-

)国语/楚语*中有一段讲述了历史上的两次#绝地天通&,第一次发生在少昊之衰

后,)史记/历书*也有记载,下面还将论及-

少昊在五行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他与太昊相对,位居西方,主秋-

少昊同样出现于传说系统中,)山海经*有多条关于少昊的记载-

但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并没有太昊和少昊,其中的五帝是黄帝!姓公孙,

名曰轩辕",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并未言及太昊和少昊-

关于黄帝之前,司马迁简单记了一句#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0'#1, " 页"- )史记/历

书*在叙述天文学起源的时候也说+#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0'#1, +',(

页"可见在司马迁心中黄帝之前是神农氏- 不过)史记*确实提到过少昊氏,也是在)历

书*中,关于#绝地天通&一事+#少?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荐至,

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

渎-&!0'#1, +',! 页"此处司马迁认为少?在黄帝之后2颛顼之前,但)五帝本纪*又不载

少?- 因为#少?之衰2九黎乱德&一段也见于)国语/楚语*,而)国语/楚语*并未言及

黄帝,可见司马迁一方面认为这一段记载应属可信,另一方面又无法把少?排入五帝的顺

序中,就只好在)历书*中作这种模糊的安排-

总的来说,按照文献中的记载,少昊应该晚于太昊,在黄帝之后,帝尧之前-

关于太昊与少昊的先后,近代也多有论及,多主张太昊早于少昊或二者同时并存,已

有学者对此作过综述0'+1

-

=A8@太昊与伏羲

汉以后的文献中论及太昊渐多,主要是因为将太昊等同于伏羲-

在各种文献中,伏羲都是文明的创始者- 最著名的当属)易/系辞下*中的一段

记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

以佃以渔$

文明是从建立起八卦这种符号系统开始的,这套符号系统的建立取象于天地万物,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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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能与神明和万物相通- 在)易/系辞*的叙述中包牺氏是首位#王天下&者,其后才是

神农氏和黄帝尧舜-

)尚书序*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文明起源发展的顺序+#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

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牺2神农2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2颛顼2高辛2唐2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0''1

,也是将伏羲放在文明之始的位置-

其后是神农和黄帝,再后是少昊2颛顼2高辛2尧2舜- 楚帛书的神话系统中也是以伏羲和

女娲为人的先祖- 因此,伏羲在中国文明史中是一个创世的人物- 各种文献的记载中,黄

帝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创始者,而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者,#垂衣裳而天下治& !)易/系辞

下*",而伏羲是文明的创始者- 本文前引)荀子*和)逸周书*则是将太?作为文明的创

始者- 应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被等同于伏羲-

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等同的是汉代的刘歆在)三统历*的)世经*中+#炮

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

0'"1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进一步

将刘歆的论说和)易/系辞下*以及)易/说卦*相结合+#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

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 象日之明,是称太

昊&

0'*1

,其中#帝出于震&语出)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

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之位也-&

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中,东方是万物所出的方位,也是四季所始的方位,同时也是

日出的方位,所以东方#主春,象日之明&- 太昊在五行中本就为东方之帝,伏羲#出乎

震&2#未有所因&2#为百王先&,即他是一个位居东方的起始者,因而伏羲和太昊可以等同

起来- 至于太昊与伏羲究竟是在先秦时代的观念中本就是同一个人,还是由于二者都位

居东方2主春而逐渐被混同为一个人,现在已难于判断-

8@关于大汶口文化属性的讨论

出土所论刻画符号文字的莒县陵阳河遗址2大朱家村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都

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考古学界关于大汶口文化与古史记载的关系的讨论已经有近 "#

年了- 唐兰认为,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文化- #太昊的都在陈,是现在河南省淮阳县地- 少

昊的都在鲁,是现在山东省曲阜县地- 太昊大概在少昊前,所以关于少昊的文献比较多-

''大汶口文化遗址很广''这个文化区域正是文献上的少昊文化区域-&

0*1

严文明认为,大汶口文化是#远古夷人的文化&,#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

和少昊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和九黎集团-& #少昊集团及其后人实已遍布汶泗2沂沭2

潍淄流域各小区&,今曲阜即少昊之虚,莒县也是少昊族后裔所居之地- #太昊集团活动

的地方似略偏西偏南&,#太昊的时代就应在大汶口文化晚期&

0',1

-

杜金鹏作了更详细的考古器物分析,结合之前研究者的观点,得出#根据他们的研究

似可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古代东夷族(((主要是?族!太?2少?"(((的文化遗存- 颖

水类型很可能就是古代太?族之文化遗存-&

0'(1

栾丰实认为,太昊和少昊#应是同源的- ''两大部族时代相若&,#豫东2皖北和鲁

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可以和古史传说记载的太昊系部族相联系&,#少昊系部族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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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动区!或者说中心分布区",大约是在自泰安到徐州一线的汶泗流域地区-&

0'+1

总的来说,大汶口文化是太昊和少昊的文化,太昊和少昊都是东夷族,之间有着很近

的亲缘关系,具体细分,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可能是少昊族,而河南和安徽地区的大汶

口文化可能是太昊族-

大汶口刻画符号文字在山东多地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都有发现,也即古文献记载

的太昊氏和少昊氏活动的区域,都有这种符号-

:@中国早期天文学观测与文献记载

中国最早的天文学文献是)尚书/尧典*中的有关段落,记载了帝尧时代的天文学观

测和历法状况- 帝尧时代大约距今 *### 年前,这时中华文明的历史即将进入国家阶

段(((夏王朝- 关于帝尧以前的天文学状况,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模糊的记载中

可以推断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

:A9@"尚书$尧典#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天文学文献毫无疑问是)尚书/尧典*中有关段落,李约瑟认为这是近三

千年中国天文学的基本宪章0'!1

- )尧典*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段记载所反应的天文学状况已经具备了后世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基本形态- 历法

采用阴阳合历,以闰月调整月份与季节的对应,分一年为四季,观测四季的中星- 有了中

星观测就一定有了正南正北方位的概念,因此无疑有了将空间划分为四方的观念- )尧

典*还记述了观测四仲中星分别在夷曰古2南交2西曰昧谷2朔方曰幽都- 这 * 个地

方分别在东方2南方2西方和北方- 本来观测昏旦中星只要选择一个南方开阔的位置可以

在任何季节观测,但是)尧典*的记载却表明当时四个季节的中星要在不同方位的位置观

测,因此当时四方与四时对应的观念无疑也已经形成- 应该说,到这个时代,中国天文学

中的宇宙观与历法已经基本成型,走上了正轨-

:A=@关于"尧典#之前的记忆

中国天文学是如何走上)尧典*所记载的形态的,文献无明确记载- )史记/历书*

说+#神农以前尚矣-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癨物类

之官,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民神异业,敬而

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0'#1, +'(, 页"认为神农以前的

历史无从可考,从黄帝开始建立了历法体系- 但可以看出,)史记/历书*这一段记载本

身已很模糊,即使这样,司马迁还是用了#盖&字以表示其不确定性- 司马贞索隐引)系

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

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0'#1, +',( 页"认为历法始创于黄帝之时,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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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星2律吕2甲子2算数六项是同时完成的,至于具体如何形成的也是语焉不详- 可以说,

这套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建立过程已经延伸到中华民族的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按照古文献的记载,可以将起源时期的天文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太昊

到黄帝之间,黄帝到帝尧之间,帝尧之后- 太昊或伏羲在黄帝之前,是第一位带领部族从

蒙昧走向文明的首领- 太昊的天文学观测已经没有记载了- 黄帝是系统的历法和礼制的

创立者,黄帝到帝尧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天文学状况还剩下一些模糊的推测- 到了帝尧时

文献明确记载当时有了四时2四正方位等时空观念,中国的宇宙观和天文历法的基本形态

已经具备- 对于已经习惯于这种宇宙观的人们来说,要推测这种宇宙观的形成过程2甚至

推测其形成之前的观念,就像一个成年人要回忆起婴儿期的记忆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正

如)庄子*所感叹的+#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4&

0')1

:A8@陶寺观象台的启示

'##" 年山西襄汾陶寺观象台的发现0'-,"#1

,向世人揭示了我们的文明已经基本遗忘了

的一段天文观测的历史,这就是观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的历史- 陶寺观象台的年代在公

元前 '+##(前 '### 年之间,当为帝尧时代的遗迹-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根漆杆,应该是

观测正午日影用的圭尺0"+1

,因此陶寺时代应该已有了正午日影的观测,由此推测,日出方

位的观测在当时只是对一种更加古老的传统的保留- 事实上,从陶寺观象台东 ' 号缝和

东 +' 号缝能够准确地观测当时的冬至和夏至日出这一事实0"'1来推测,当时已经完全掌

握了二至日日出方位,人们可以自己建造一系列柱缝系统来观测日出方位的变化,而不再

依靠观测日出的山头,此时观测方位定季节绝非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

另一方面,抛开文献记载,从人类认知的发展顺序看,观测日出日入方位定季节一定

早于观测昏旦中星和正午日影- 观测昏旦中星和正午日影的前提是已经建立起来了正南

正北的方位观念,并且对于一年四季星空的变化也有了基本的认识- 正南正北方位的观

念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毫无疑问,最初人类面对自然界时是没有

抽象的空间方位概念的,抽象的空间方位概念是经过漫长岁月对星空变化的观察才建立

起来的- 要在大地上建立起东西南北的坐标系,一是通过观测日出入方位,二是通过观测

北极星以及赤道附近的星- 由于太阳在天空中的显著地位以及它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重

要性,日出入方位的观测应该是第一步的,正南正北的观念正是通过长期对日出日入方位

的观测形成的- 这套空间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对于早期相对来说处于混沌状态的宇宙观

就遗忘了,只是在一些神话化的记载中还能隐约辨别出从混沌的时空观走向理性的时空

观的痕迹-

:A:@早期日出方位观测寻踪

在文献中还能找到对早期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模糊记载-

首先,)山海经*记载了日月所出之山和日月所入之山各 ! 座,! 座日月所出之山是+

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2东极2离瞀,孽摇 羝,猗天苏门,壑明俊疾!)山海经/大荒

东经*".! 座日月所入之山是+方山,丰沮玉门,龙山,日月山,鏖鏊钜,常阳之山,大荒之

山- 这应是上古时代观测日出入方位遗留的记载,当时观测日出方位应是在固定的位置

以自然的山头为标志点,而没有类似陶寺遗址这样人工建造的观测柱缝-

其次,太昊在五行中的位置也透露了早期宇宙观的意味- 在五行说中,东南西北中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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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位各自有其帝2其佐神2其对应的季节等,太昊在五行中处于东方,主春,这在秦汉之

际的文献中是没有异议的- 如)礼记/月令*中,孟春2仲春2季春三月,都有#其日甲乙,

其帝太?,其神句芒&.孟夏2仲夏2季夏三月,都有#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

之后有#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2仲秋2季秋三个月都有#其日庚

辛,其帝少?,其神蓐收&.孟冬2仲冬2季冬三月都有#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也有与此一致的叙述-

在古人的观念中,东方是万物之始的方位,五行的叙述中也总是把东方2太昊放在最

前面,隐约可见太昊是最早的帝王,也是位居东方2与东方有关的帝王- )淮南子/时则

训*记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国,东至日出之次,?木之地,青土树木之

野,太?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0+)1, )"()* 页"太昊所司之地位在东方,又特言

#东至日出之次&,也可隐约看出太昊与观测日出的关系-

再次,)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五方之帝各执一神器以治相应的季节+

东方木也%其帝太?%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

明%执衡而治夏$ **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 **西方金

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 **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

冬$ !0+)1, "! 页"

太昊所执之规透露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规在天文学上的作用,从)周礼/考工记*中

可以察知+

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

$

即规在天文学上的作用是用来观测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 在平地上画一个圆,圆心处垂

直竖立一根表,记下表端的影子在早晨日出后和傍晚日落前与圆周相交的点,将两点连接

起来,就是正东西方向,从圆心到连线的中点就是正南北方向,这是历代沿用的测定正南

正北方位的方法- 从陶寺观象台的弧形推断,早期人们在观测日出山头的同时,应该逐渐

学会了画出圆弧来观测日出方位的变化- 日出于东方,东方对应春季,这应该就是#执规

而治春&的原始含义-

可见,作为文明创始者的太昊也是最初的天文观测者,所观测的对象正是东方的日

出- 邵望平曾提出+#尧典所载,正是对文明时代之初的追忆- 无论帝尧2羲和有无其人,

这一历史的进程是必定发生过的-&

0'1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再往前追溯一步,即无论太昊

和少昊是否确有其人,或者谁略早一些谁略晚一些,但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历史进程是

必定发生过的- 日出2日入的观测是以理性整理时间和空间概念进而发展文明的第一步-

只有在人类能够理性地认识时间和空间之后,文明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司马迁对此的认

识是很深刻的+#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3&!0'#1,+"*' 页"

C@大汶口刻画符号及其余论

因此,大汶口文化的符号既是对日出山头的描绘,也是太昊或少昊本人之名和其部族

的族徽- 如贾公彦所说+#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征- 颛顼以来,天下

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

0"*1

#昊&之名号正是其观测日出之德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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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327:3

$图 "$肖家屋脊遗址中的

$类似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中,也出

土了类似的符号!图 ""- 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绝对年

代的上限为距今 *(## 年,下限距今约 *### 年左右,前后延续了

大约 (## 年-

0",1即肖家屋脊这类符号较大汶口文化略晚-

在此有必要重提文献中记载的两次绝地天通- )国语/楚

语*和)史记/历书*都记载了这两次绝地天通,两种文献的记载

有所不同- )国语*中是观射父在回答楚昭王#)周书*所谓重2黎

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3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3&之问时,讲了

绝地天通的历史,篇幅较长,涉及更多的巫觋文化.而)史记/历

书*是在叙述历法之起源时讲到绝地天通之事,记载更加简洁,

下面引)史记/历书*+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

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民是以

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

所求不匮$

少?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荐至%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

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尧复遂重黎

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 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

无夭疫$

两次绝地天通,第一次是由于九黎之乱,结束这次混乱的是颛顼,第二次是由于三苗

之乱,结束这次混乱的是帝尧- 考古学上一般认为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属于三苗文化,不同的部族之间在侵伐战争中,无疑会促进天文学观念的传播和交融- 大

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也见于石家河文化,也许正是这种交融留下的痕迹- 当然,某种符号

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其含义可能已经发生改变-

近年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在公元前 ,### 年前中国文明开始迅速发展,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征多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因而中国天文学的源头也应该在这期间的文明中去寻找-

把天文学史2古文献和考古发掘结合起来思考,将会发现更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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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丰实a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0Z1a中国史研究,'###,!'"+"(+)a

''$尚书正义0&1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a,((a

'"$!汉"班固a汉书0&1a北京+中华书局, +-('a+#++(+#+'a

'*$!晋"皇甫谧a帝王世纪0Q1a新世纪万有文库0l1a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a'a

',$严文明a东夷文化的探索0Z1a文物,+-)-, !-"++(+'a

'($杜金鹏a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0Z1a考古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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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知北?0Q1a诸子集成/庄子集解0&1a上海+上海书店, +-)(a+"!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a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

'##" 年发掘简报0Z17考古,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a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 %%W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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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驽a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 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0Z1a自然科学史研究, '##-, =B!""+

'(+('!(a

"'$武家璧, 陈美东, 刘次沅a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0Z1a中国科学, '##),8B!-"++'(,(+'!'a

""$周礼注疏0Q1a十三经注疏0&1a北京+中华书局,+-)#a-'!a

"*$!唐"贾公彦a周礼正义序0Q1a十三经注疏0&1a北京+中华书局,+-)#a(""a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a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

一/肖家屋脊0&1a北京+文物出版社,+---a"*), 图版 +#, !+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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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徐凤先+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寻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传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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