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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 年，在山西省臨汾地區陶寺鎮附近，發掘出大量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碳十四測年確定這個遺址為距今 4100~4000 年。2001 年，又發掘出大型城址、
宮殿、王陵、宗廟、城墻等王都必備的要素。被確認為五帝之一的帝堯都城。2003
年，又發掘解剖了大城祭祀區夯土建築遺址，發現了一組弧形夯土柱和對應的觀
測中心，被確認為堯都觀象台。本文謹就堯都觀象台的天文曆法功能試做分析。
關鍵詞：陶寺、堯都、觀象遺址、夯土柱、十日。
一、

陶寺遺址可能就是當年的堯都
陶寺遺址出土有大量的彩繪陶盆、石璇璣、玉環、石鏃、石鉞等，表
明它是新石器晚期的遺址。還出土有大量人骨、獸骨和其它含碳物質，可
以用於碳十四測年，得到這個祭祀平台的始建年代距今 4100~4000 年。用
同樣的方法測得陶寺文化的晚期距今 4000~3900 年，這是這個遺址最後被
廢棄平毀的年代。陶寺文化的早期，即早期城址的始建年代還要更早一
些，大約距今 4300~4100 年之間。可見這個遺址當在夏代以前，不屬於夏
文化的範圍。從歷史年代的分析表明，它大致含於夏以前的堯舜時代。
古代文獻有關於堯都的記載。
《帝王世紀》就說堯〝都平陽〞
。
《漢書．
地理誌》說：
〝河東本唐堯所居〞
。應邵云：
〝平陽，堯都也。在平河之陽。〞
《魏土地記》說：〝平陽城東十里，汾水東原有小墓，台上有堯神石屋、
石碑。〞故壺渭《禹貢錐指》等說：〝臨汾有堯陵。〞平陽即今臨汾，這
些記載說明當時的堯都，可能就是在臨汾一帶。只是由於堯都早已被夷為
平地，後人無法判定具體地界。陶寺遺址，正合於古平陽地界的範圍之內。
從出土的物品、碳十四測年，和古代帝都城址的地界文獻記載進行綜合分
析來看，都將陶寺遺址定為堯都是大致合適的。
提起帝堯，人們就會聯想起他的號陶唐氏，考其來歷，按通常的說法，
帝堯初居陶，後徙唐。或稱封於唐，故號陶唐氏。因此，陶唐氏就是這個
家支的稱號，也是地名。考其陶字來歷，每當這個家支擅長製陶技術有關。
在原始社會，製作陶器，也是一項了不起的發明，時人視陶器十分珍貴。
正是帝堯先民發明或擅長製作陶器，才被人們稱之為陶唐氏。以後陶唐氏
知名便演變成氏族名兼地名。
遺址附近的鎮名，如果叫陶鎮、陶村等都可以理解，但這個鎮名為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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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叫陶寺？據今人的通常理解，寺就是佛寺。但佛教傳入中國則是東漢以
後的事，那麼，寺的本意是什麼？據《說文解字》曰：〝寺，廷也。有法
度者也。〞又《廣雅,釋宮》曰：〝寺，官也。〞王念孫疏証曰：〝皆為
官舍也。〞官舍就是官府。因此，陶寺的名稱當十分古老，它的含義就是
陶這個地方的宮廷，或陶這個地方的官舍。那麼，就陶寺這個名稱，也可
推斷為與堯都有關。

圖１､考古隊描繪的觀象台三層台基和土柱、狹縫（尹字《2003 年發掘簡
報》刪除了台下無關部分）
二、 陶寺觀象遺址的構造
陶寺觀象遺址是 2003 年被發掘出來的。它以中期大城的南城牆為依
託，向東南方向接出一個大半圓形建築。建築基址由生土台芯和夯土台基
組成，外包半圓形環道。這個觀象台共有三層台基組成，三層各高 40 厘
米。外圈夯土牆距圓心 25 米，弧長 38 米，牆寬 1.5~2 米。第二道夯土牆
距圓心 22 米，弧長 40 米，牆寬 1~1.5 米。內圈夯土牆半徑 12 米，弧長
25 米，呈大半環形，寬 1.1 米。（見圖１）
在內圈台基平面上，在夯土牆與台芯之間，距台芯 10.5 米處，築
有一排夯土柱。這段由夯土柱組成的圓弧，長約 19.5 米。夯土柱與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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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之間相隔 0.2~0.8 米。夯土柱的平面形狀，大多為長方形，個別為梯形、
三角形或平形四邊形。長度 1.3 米左右，寬度 1 米左右。夯土柱殘高約
2.7 米左右（估計原高 4 米）
。經過最終清理，遠排夯土柱共有 13 個，相
鄰夯土柱之間的狹縫寬度，平均為 15~20 厘米。這些柱間狹縫，呈正對圓
心的放射狀［4］。
原本在第三層台基中心的堆土沒有鏟除，中間的夯土層尚未出現，
考古人員曾依據夯土柱弧面的狀況，人為地推測出一個觀象基點，並利
用這個基點，對準狹縫做出觀測。鏟除掉台基中心的堆積土之後，在第
三層生土台芯中部，發現了陶寺觀測點的夯土標誌。這個標誌共有四到
同心圓。內圈夯土層的直徑 25 厘米,二圈同心圓的直徑為 42 厘米，三圈
直徑約 86 厘米，外圈同心圓的直徑約 145 厘米。有了這個夯土層圈做標
誌，觀測人站立的位置即可充分確定。因為內圈夯土層的直徑 25 厘米，
能容納下一對成年男子的腳。由這四組夯土層圈可以明確找到觀測中心
點，它的位置，與原先據夯土柱弧推得的觀測中心差 2.3 厘米。可以說
基本重金，可見當時建造夯土柱圓弧是很嚴謹的。
三、 帝堯天文曆法傳說辨証
在中國古代文明中，真正留下文字記載是從商代開始的，那就是流傳至今
的十餘萬片甲骨卜辭。在此之前只有傳說而無信史。傳說往往帶有十餘萬片甲骨
卜辭。在此之前只有傳說而無信史。傳說往往帶有神話色彩，但神話又是歷史的
影子，遠古和上古的歷史，正是通過神話傳說的形式將真實的歷史流傳下來。將
神話作為歷史來研究，有一個方法問題。在史前神話中，往往將歷史人物描繪出
超人的能力。這從科學上來說是不可能的，但不能就此簡單地加以否定，而應該
正確地利用科學研究分析的手段和眼光加以識別和論定，堯射十日的神話就是典
型的事例。上古時有關帝堯天文曆法的內容有兩類，今分別予以介紹和論定。
1、《堯典》四仲中星記事剖析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若昊天，曆象日月星辰，敬授人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昂，以正仲冬。…期三百有六旬有六日，以潤月定四時成歲。〞
按照這段記載，堯時天文曆法具有如下將征：堯時的天文觀為羲和；羲和以
鳥星、大火星、虛星、昂星昏中來確定四季；堯時的回歸年長度約為 366
日左右；堯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人們大致將其理解為傳用傳統的農曆。
《堯典》是僞古文《尚書》中的一篇，它是后代追記當是沒有問題的。問題
在於所述天文曆法內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度。於此前人做過很多研究，大致
上是否定的，因為其中三個昏/中星大火、虛星和鳥星都是春秋戰國時的天
象，與昂星的四季星象並不協調，由此可証它大致是春秋至西漢人的偽造。
以暗星虛星和鳥星作為昏中星，也與三代實際習慣不合［5］
。尤其是陶寺觀
象台呈現出只以太陽出入方位是季節，更說明《堯典》定季節與堯都的方法
完全不合。另外，
《堯典》中說羲和以四仲中呈定季節，也與神話中的日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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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御羲和的身份不相對應，而正與陶寺觀象遺址以觀測太陽出入方位定季節
相合。
2、堯上射十日和羲和占日的天文含義
《淮南子‧本經訓》說：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殺草木，而民無所食。…
堯乃史羿…上射十日。〞又王充《論衡‧感虛》曰：〝儒者傳書言，堯
之時，十日并出，…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外，
《庄子‧
齊物論》和《楚辭‧天問》中均有十日并出的記載，這實在是一條十
分重要的堯時天文曆法記事，但由於人們對這一科學記事並不理解，
當作純粹的神話迷信而被天文史家所忽略。那麼，堯時的十日并出傳
說，應該如何理解呢？難道天空中真的同時出現了十個太陽嗎？中國
最具神話色彩的奇書《山海經》則透漏了其中的秘密。
《大荒東經》說：
〝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女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海外東經》又補充說：〝湯谷上有扶
桑，十日所浴，在黑齒北，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大荒東經》又說：〝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
載於烏。〞原來遠古人們所說得十日并出，並非是十個太陽同時在天
空出現，這十個太陽是由烏載著在天空輪流值日的。不當值得太陽，
則都在神木下之上息著，因此，所謂〝十日并出〞、〝焦禾稼、殺草木
而民無所食〞等等，都是春秋戰國和兩漢文人對神話的任意想像和胡
編亂造。按《山海經》的記載，所謂十日并出，其巡行的秩序也是很
正常的。那麼，這十日并出的十日是什麼呢？《左傳‧昭公七年》載
〝天有十日。〞《淮南子‧天文訓》曰：〝日之數十。〞〝凡日，甲剛、
乙柔、 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周禮‧春官》曰：
〝馮相氏掌十有
二多，十有二月，十有二辰，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由此可見，
這個十日是與十二月、二十八宿等天文曆法相類似的天文觀念，是指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記載十日的數。十日
再天文學上就是天干紀時週期。
《史記‧曆書》有月雄、月雌之說。
《爾
雅‧釋天》將月雄稱為月陽，即陽曆月；將月雌稱為月名，即陰曆月
的名：〝月，在甲曰華，在乙曰桔，在丙曰修，在丁曰圍，在物曰厲，
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塞，在壬曰終，在曰极：月陽。〞
〝正月
為掫，二月為如，三月為□，四月為餘，五月為皋， 六月且，七月為
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月
名。〞只知道中國古代有陰曆，而不懂得也有十月太陽曆的人，讀到
以上文獻時會感到莫名其妙，但相信中國上古也有十月曆的人，就會
一目了然［6］。所謂十日，就是將一歲分為十個陰曆月，每個月為 36
天的十個月名。
三.陶寺觀象遺址的天文曆法功能
人們對堯時傳用的曆法既有不同的認識，就該接受時代的考驗，讓歷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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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來加以證實。現今陶寺發掘出的被證明可能是堯都觀象遺址的功能，便是檢驗
堯時究竟傳用何種曆法的最好時機。一切真偽都將通過這個觀象台遺址提供的信
息來得到檢驗。自 2003 年至 2005 年以來，考古工作者對這個遺址不斷加以發掘、
探索和摹擬觀測，尤其是找到了四圈夯土層組成的觀測點之後，它與夯土柱和觀
測狹縫之間的關係也就很明確了。2005 年 10 月 22～2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組織了 13 位天文學家參觀了陶寺觀象遺址，並由王位所長主持了 3 天
天文觀測遺址功能討論會。考古雜誌於 2006 年第 11 期發表了 18 位專家發言的
摘要。伊世同、孫小淳、李東生等一致認為是一座觀象台遺址，它同時具有觀象、
演示和祭祀的功能。陳美東在發言中指出，考古學家何駑己對陶寺觀象遺址作了
四點證明：一是冬至觀測狹縫的發現，冬至那一天從觀測點看過去，太陽剛好從
2 號縫通過，與對應的山頭相切，這不可能是一般的巧合。二是夏至觀測狹縫的
發現。夏至那一天，太陽剛好從 12 號狹縫，與對應的山脊相切，同理也更加證
實其夏至觀測的功能。第三是 7 號狹縫為春秋分觀測縫的發現，與《堯典》二至
二分概念相吻合。第四是觀測點的發現，這更加扎實地證實了該遺址的天文學觀
測功能。通過該點，能觀測到所有狹縫相對應的山頭或山脊的日出，從而構成觀
測點，觀測縫與相對應山頭或山脊的相當嚴格的觀測系統。這些都是客觀的發現
而不是巧合。陶寺人可以利用這個建築觀測日出，將一年分為 20 個節點，是可
以肯定的。而當時沒有二十四節氣［7］。（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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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考古隊描繪的從陶寺觀象台觀測點通過夯土柱狹縫和對應山頭測得的
天象結果。
專家們的發言，尤其是陳美東的發言已經很好，地概括和描述了陶寺觀象遺
址的天文特點和功能，並為諸多天文學家所認同，這裡需要進一步加以論正和說
明的就是陳美東已經指出的陶寺人的一歲二十節氣觀念。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
代表冬至日出方位的第 2 條狹縫，與代表春秋分日出方位的第 7 條狹縫之間，包
含有 5 個夯土柱。代表夏至日出方位的第 12 條狹縫，與代表春秋分方位的第 7

- 19 -

條狹縫之間，也包含有 5 個夯土柱。由此可知，從第 2 條冬至狹縫到第 12 條夏
至狹縫之間，共有 10 個夯土柱。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理，每兩個狹縫
之間，象徵看一個節氣，一個土柱就是一個節氣。那麼，冬至到夏至之間有 10
個土柱，象徵 10 個節氣。從冬至經夏至又回到冬至，為一回□年，計有 20 個節
氣。陶寺觀象遺址 10 個夯土柱的含義表明,當時的曆法,一定具有一歲包含有 20
個節氣的內容。由於日出太陽方位在不同季節移動一個土柱所需日數差異頻大，
時人不可能按土柱夾角兼太陽所經過的具體日數來確定各季節的日數，實際傳用
的，是中國古代習慣傳用的平均日數是季節的方法，它相當於後世曆法中的平
氣。即將一個回□年按 20 個節氣平均分配，每個節氣為 18 天，共計 360 天，餘
下的 5-6 天作為過年日處理，不計在月內。這樣，陶寺觀象台遺址所傳用的曆法
特性就呈現在我們面前：這種曆法，將一歲分為 20 個節氣，每個節氣為 18 天，
每兩個節氣組成一個陽曆月，每個陽曆月為 36 天。故十個夯土柱在觀象台兼具
觀測和曆法上的演變性質。堯帝時沒有文字，以土柱和狹縫來演示當時曆法的特
性是很有必要的。這種將一歲分為 20 個節氣的曆法，雖然與後世的農曆不合，
卻含於中國上古的陰陽五行曆，也即十月太陽曆。五行分陰陽、十干分剛柔就正
與其相對應。這一認識和推論，難免會引起一些人的懷疑和否定。因為前人從來
未提及過一歲為 20 個節氣的曆法，不但古代文獻沒有記載，即傳以往研究十月
太陽曆的人，也未涉及此說。這種懷疑和否定的意見是可以理解的。但是，一項
新的發現，一種新的觀念，應該等待時間的考驗，讓其慢慢發展和完善。十月太
陽曆的發現和研究歷程，正反映出這種規律。
最近我們注意到，貴州民族出版社 1998 年出版的彝文經典譯著〝曆法篇〞
《土魯□吉》一書中，就載有一歲十個月，一月分兩節的陳述。齊前言中說：
〝一
年分為五季，兩個月為一季。一年分為二十個節氣，18 日為一個節氣。〞其原
文中也說：〝定年三百六十日，定月有三十六日。〞〝一年十個月，十生五成。〞
〝一月分兩節，一年二十節。〞〝陰陽定年節，陰年節五日，陽年節六日。〞［8］
此書譯者王子國先生，其先父王興友，是貴州赫章地區彝族世□華摩。保存了許
多彝文古籍。王子國先生先後參加了《西南彝志》、《宇宙人文說》、《彝族源流》
等彝文經典的翻譯，是翻譯功底深厚、成就卓著的學者。《土魯□吉》共分三卷
三十四章。全書專門記載介紹 族古代傳用的十月太陽曆和農曆兩種曆法。它不
但保存了彝古代的珍貴文獻，同時也為華夏文化的探源研究，提供了許多先為人
知的新線索。由《土魯 吉》的記載可以確定，中國古代確實傳用過一歲分為
20 個節氣的曆法。春秋戰國以後被中央王朝廢去十月太陽曆，終於可以在古西
羌文化的保存者，彝族文獻中尋找到線索和依據。這是十分珍貴和難得的。同時，
也可從《山海經》等〝堯射十日〞的神話中找到科學合理的解釋。黃帝、帝堯和
彝族，同源於古西羌民族。這是大多數史學家和民族史家認同的歷史事實。他們
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徵十月太陽曆，最終由彝族保存和流傳下來，也是可以理解的。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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