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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的天文历法工作

纪念祖冲之逝世 1500 年

陈 美 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祖冲之的大明历是中国古代最具创新内容的历法之一, 岁差的引入、闰周的革新、回归年长度

的新测以及冬至时刻测量法的确立,是其最重要的贡献。祖冲之注重实测、勤于思考、善于汲取前人成果、

勇于同守旧思想进行斗争的事实,确然载于史籍, 这些正是他多所创新、成绩卓著的重要原因。本文即述此

因与果,以作为对一代科学伟人祖冲之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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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 429 500) , 字文远,范阳道郡(今河北涞水)人。河北是他的祖籍所在, 他实际生长在刘宋都城

建康的一个官宦人家,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东晋或刘宋为官, 这个家庭的几代成员,大都对天文

历法有所研究, 这对祖冲之自然不无影响。从青年时代开始, 神冲之便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 专攻数术, 搜练古今, 博采沈奥, 唐篇夏典, 莫不揆量, 周正汉朔, 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 究疏密之

辩。
1
他对东汉刘洪乾象历、曹魏杨伟景初历、特别是刘宋何承天元嘉历的得失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对刘

歆、张衡、郑玄、阚泽、王蕃、刘徽等前辈学者的工作了如指掌。一方面,他积极汲取先辈学者的学术营养, 同

时驳正他们的错误, 导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成果,显露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才华,为新历法和新数学论著

的面世打下了充实的基础。从刘宋时代开始,祖冲之就在朝廷里担任品位不高的小官,历任南徐州(今江苏

镇江)从事史,公府参军等职,还做过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令,也做过谒者仆射等官。到了肖齐时代,他曾官

至长水校尉 2 ,这是他一生中官阶最高(四品)的官职。在仕途上,祖冲之无多作为,但在科学技术领域则异

彩纷陈。在数学方面,他对圆周率的研究名闻遐迩,还在数学名著 缀术 面世。他制作过诸多奇巧的机械,

如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等等,妙思巧作,冠于当时 3 。在天文历法方面, 祖冲之也成绩卓著,下面,我们拟

就此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以作为对 1500年前逝世的这位科学巨人的纪念。

(一)关于上大明历表:祖冲之论大明历的改革与创新

祖冲之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462)就献上他的大明历, 其时他仅 33岁,堪称雏风发新声。

在上大明历表中( 4) ,祖冲之说: 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 五帝躔次, 三王交分, 春秋 朔气, 纪年 薄

食, (司马)谈、(司马)迁载述, (班)彪、(班)固列志,魏世注历,晋代 起居 ,探异今古, 观要华戎。书契以降,

二千余年, 日月离会之徵,星度疏密之验。专功耽思, 咸可得而言也。加以亲量圭尺, 躬察仪漏, 目尽毫厘,

心穷筹策, 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这是说他的大明历是建立在详尽研究前代天象记录(气朔、交食、五星

运动等)的基础上,又建立在对实际天象(晷影、漏刻、日月五星位置)的认真观测和精心计算的基础上的。

祖冲之又说:何承天所制元嘉历已不准确, 日月所在, 差觉三度,二至晷景,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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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这是说经由他的测验, 发现元嘉历所

定冬至点位置有三度之差,冬至时刻差不多有一日之差,五星见伏时间有差达 40天的,五星发生留或逆行时

所在恒星间的位置有差至两个宿次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误差势必造成节气不正、闰非其月的严重问题,

也势必不能准确予报和观察五星凌犯等现象或其所在的位置。所以,改历势在必行。

关于他所新制的历法的改革和创新之处,在上表文中祖冲之自己说, 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

三 :

改易者一;以旧法一章, 十九岁有七闰, 闰数为多,经二百年则差一日。 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

一百四十四闰。这是继北凉赵之后提出的新闰周值。祖冲之是在对回归年长度值作了全新的测算后(这一

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加讨论) ,满怀信心地提出这一改革方案的。研究表明,祖冲之的新闰周是历代最佳

闰周值 5 ,所以,祖冲之将其列为改革的首项,真有自知之明。这里所说 19年 7闰的旧闰周 经二百年则差

一日 , 应为 经二百五十年则差一日 之误。因为依 19 年 7 闰计, 250 年则有: 250
19 12+ 7

19
=

3092 105263月;若依 391年 144闰计, 250年则有: 250
391 12+ 144

391 = 3092 071611月。以所得两月数

相减, 再乘以公认的朔望月长度约 29 53059日,得 0 994日,正可以说 差一日 ,若依 200 年计,则得 0 795

日,不与 差一日 符合。

其二,以 尧典 云: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以此推之, 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

即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改立太初历, 冬至日在牛初。后汉四分法,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世姜

岌以月食检日, 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 课以食望, 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 未盈百载, 所差

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 则七曜宿度,渐与舛讹。乖谬既著, 则应改易。 今令冬至所

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 。这又是一项具有真知灼见的改革。先来看他所得的岁差值:

在这里,祖冲之说他所得值为 未盈百年,所差二度 ,准确地说, 他是认为是 45, 92年而差 1度(同 5 ) ,

也就是他在与戴法兴辩论时所说的 45年 11个月差 1度(同 1 )。应该说, 这一数值是比较粗疏的,甚至不

如东晋虞喜值。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他认为 秦历, 冬至日在牵牛六度 , 又认为 太初历, 冬至在牛

初 ,而这二个判断都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前者是为春秋以前的天象, 而后者应是战国时期的天象, 于是,

他据以计算岁差的年距偏小了数百年之巨,此其一;姜岌测值的误差达3度之多,这是祖冲之始料不及的,因

此使祖冲之据以计算岁差的度数偏大了,此其二; 他所得冬至点位置为赤道斗 11度, 较理论值偏小 1 7 度,

其精度水平并不比前人低,可是,前人的测值却均较理论值偏大, 这自然也使祖冲之据以计算岁差的度数偏

大,此其三;他对于 尧典 中星的估算存在同虞喜一样的问题, 此其四。这就是说, 祖冲之在具体推算岁差

值时, 在主、客观上均存在若干失误, 并未获得成功。他在岁差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则在于, 把岁差现象引入

历法的计算中, 这一点却是虞喜或何承天所远远不及的。

祖冲之指出,既然有岁差存在,冬至点所在位置就理当岁岁微差,就不应当永远位地某一 处 ,也就应当在历

法中加进适当的方法去反映冬至点位置的变化。不如此,就必定使以冬至点位置作为基点的太阳位置的推算发生

偏差,又由于在推算月亮及五星的位置时,均以太阳所在位置作为基点,也就势必导致计算月亮及五星位置的偏

差。反过来说,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历法,对于提高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精度是至关重要的,是为一大创举。

接着,我们再来讨论祖冲之所上表中提及的 设法之情有三 :

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 位在北方, 爻应初九升气之端, 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初, 宜在此

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 发自虚一。其二, 以日辰之号, 甲子为先, 历法设元, 应在此岁。

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上元之岁, 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

并应以此为始。 今设法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 群流共源, 庶无乖误。

这是祖冲之对大明历所设历元的阐述。他认为一日时间的开始为子时, 其位在北方, 就爻象而言, 北方

是为阳气肇始之处, 在 28宿北方 7宿中,虚宿居于其中央,所以, 历元冬至点应直始于虚宿 1度。这是为将

岁差引进历法而设置的起算点,是前代历法都未曾有过的历元新要素,不过规定其起于虚宿 1度,则是人为

主观的抉择,祖冲之只是引用虞喜之说为证, 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日度必须发自虚宿 1度的客观依据;他又认

为,甲子是 60干支的第一个干支,所以, 历元年的岁名也应从甲子开始,这自然又是一种人为主观的抉择。

他又以前代历法所取历元也大多用甲子岁为历元年,为其说张目,可是, 祖冲之也不否认前代历法中有不用



甲子岁作为历元年的,而且也说不出不用甲子岁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祖冲之此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 宋书 律历志下 中,也载有祖冲之上大明历表,其中最后数语是为: 悉以上元岁首为始, 则合

璧之曜,信而有徵,连珠之辉晖,于是乎在,群流共源,实精古法。这完全道破了他极力主张和追求令上元法

日、月、五星、月亮近地点、黄白道的升交点、冬至点等共汇于一处, 并俱起于甲子岁十一月甲子日夜半

的主导思想。因为这才可以达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理想的效果。当然, 上元法可使这一系列历法

问题的推算有一个整齐划一的起算点,便于计算的程度化,这大约也是祖冲之的考虑之一。也就是说, 在这

一起算点的天象是令人神往的、十分理想的, 在数学上也是一种完美形态的思考,完全征服了他。

应该说,祖冲之在此对西汉刘歆等人所主张的上元法作了新表述,是对自杨伟景初历、赵玄始历、姜岌三纪甲

子元历到何承天元嘉历似已成风气的多历元法的否定。也就在上表中,祖冲之对于多历元法的批评是 条序纷错,

不及古意 ,是仅为 裁得朔气合而已 ,这前二点批评倒也合符实际,因为,与上元比较而言,多历元法是设立了多

个起算点,远不如上元法的整齐划一,而且多历元法确是古所未有的新法。至于第三点批评,似无道理, 裁得朔气

合 有什么不妥呢? 再说上元法确 及古意 ,可是,祖冲之却未证明用上元法能达到 庶元乖误 的结果(也许,原表

中并无此四个字,而应是 实精古法 四字,即陶醉于对上元古法的赞美之中)。究其实,上元法是以牺牲若干天文

量实测结果的精度为代价,而取得上元时的思想天象的,它又不得不采用十分庞大的上元积年数,使计算复杂化。

对此,祖冲之应有所知,但上元理想化的诱惑,促使祖冲之作顾此失彼的选择。

(二)祖冲之大明历的其他重要贡献

以上, 我们围绕祖冲之的上表对大明历作了初步讨论, 当然这不能替代我们对大明历的全面考察。其

实,祖冲之及其大明历的重要贡献或进展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祖冲之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冬至时刻计算法,已有文章作了详细论述 6 ,此不赘言,这里只想指出,祖冲之所

发明的冬至时刻测算法是相当成功的,它为冬至时刻测算精度的大幅度提高铺平了道路。研究表明,祖冲之测

得元嘉十九年( 442)冬至时刻的误差为 20刻 7 ,较何承天经十余年观测而得的结果好得多,前代绝大多数历法

冬至时刻的准确度,更不得与祖冲之的水平同日而语,这正是冬至时刻新测算法应用的直接成效。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关于回归年长度的测算。也在与戴法兴的辩论中, 祖冲之提到了大明历回归年长

度测算的问题。首先,他指出: 四分志,立冬中影长一丈, 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寻冬至南极, 日晷最长, 二气

去至, 日数既等,则中影应等,二前长后短,顿差四寸,此历景冬至后天之验也。二气中影, 日差九分半弱, 进

退均调,略无盈缩,以率计之, 二其各退二日十二刻, 则晷影之数, 立冬更短, 立春更长,并差二寸, 二气中影

俱长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历置冬至, 后天亦二日十二刻也。熹平三年, 时历丁

丑冬至,加时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减之, 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后三十八刻 (同 1 )。

祖冲之发现于汉灵帝熹平三年( 173)所测定的、载于 续汉书 律历志下 的 24节气晷长表中,立冬、立春

影长相差四寸, 这一发现可能受到何承天已指出的其 24节气漏刻表二分漏刻不等同的启示。祖冲之认为

二气去至,日数既等,则中影应等 ,而且影长的日差 进退均调, 略无盈缩 ,这二点正是前已提及的两项假

设。于是,祖冲之认为熹平三年真正的冬至时刻应等于: 11 月丁丑日 50刻
2

0 94375
= 11月乙亥日夜半后

38 079刻(半弱=
7

16
= 0 4375) ,祖冲之取其整数 38刻。他十分机智和巧妙地利用了前人的观测成果,并对

之作合理的处理,得出熹平三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经如上所述的对元嘉十九年冬至时刻的测算, 于是得到

这两二年间的时距: ( 288 365. 25 2 07)日,再除以年距 288,而得回归年长度为 365 2428125日。由大明

历知, 其所用回归年长度为 365又
9589
39491

日=
14432804

39491
日= 365 2428148日(以下称之为 H)。由此看来, 祖

冲之还是把实测结果作了微小的调整。又, 其所用朔望月长度为
116321
3939

日 (以下称之为 S)。由
H
S

=

14423804 3939
39491 116321

=
4836
391

,这分数式的分母 391, 即为大明历的章岁, 分子 4836即章月, ( 4836 391 12) =

144, 即为章闰(同 1 )。这就是大明历新闰周的真正由来。祖冲之之所以把实测得的回归年长度值作微小

的调整,也正基于能给出以整数形式表示的章岁、章月、章闰等值的考虑。若与理论值比较,祖冲之回归年



长度实测值的误差为 45 4秒,而 S值的误差为 45 6秒。这就是说, 因这一调整还是造成了精度的损失, 好

在其损失很小。总的说来,祖冲之对回归年长度的测算,从方法到结果都是十分成功的,其所取回归年长度

值是中国历代的最佳值之一, 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大明历 24节气漏刻表亦取何承天相类似的方法, 从东汉四分历演变而来。不过, 祖冲之采用了与何承

天稍异的舍取方法(清明和白露,及谷雨和处暑取 0 05舍去法,其余均与何承天同)。此外,祖冲之也采用类

似的方法来编制他的 24节气晷长表,即在东汉四分历 24节气晷长表的基础上,除冬、夏二至晷长值不动之

外,取与冬、夏二至相对称的两节气晷长的平均值,作为该二节气的晷长值。而且, 凡遇 0 005尺则一律舍

去。这说明,祖冲之并未应用他的新测值,但他所取的处理方法大体上也还是合理的。

在大明历中,祖冲之还给出了其他若干相当准确的天文数据。如交点月长度值为: 27 21223 日,与理论

值之差为 1 3秒 8 。还要指出的是,这是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最先明确给出的交点月长度值, 固然, 从东汉

刘洪乾象历开始,就隐含有交点月长度的数据,可是, 给它以明确无误的表述者,亦功不可没。又如,五星会

合周期值的测定, 大明历得火、金、水三星分别为: 780 0308日、583 9309 日、115 8797日, 其误差依次为:

63 9分、13 7分、3 2分 9 。这些都比前代的精度有较大提高。

综上所述, 大明历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历法,其多有创新之处, 其中包括新思想、新方法、新数据的给出。

可是,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后,大明历才得以正式颁用,其间曲折, 不能不予讨论。

(三)祖冲之同戴法兴的历法辩论

在以上叙述中,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祖冲之与戴法兴的辩论。此事发生在祖冲之献上大明历之后, 历时

约两年。刘宋孝武帝见到大明历以后, 下之有司,使内外博议, 时人少解历数, 竟五异同之辩。唯太子旅中

郎将戴法兴 激烈反之。戴法兴的意见大约有以下六点:

其一, 不同意有岁差之说, 以为 冬至所在 万世不易 ,无视西汉以来, 冬至点变化的事实, 给祖冲之扣

上 诬天背经 的罪名。

其二,以为 19年 7闰法乃 古人制章,立为中格 , 此不可革 , 批评祖冲之推出新闰周是 削闰坏章 ,

嘲讽闰周之事 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

其三, 认为若有岁差的存在,虚宿就不应当居于 28宿北方七宿之中, 而且 分至屡迁, 而星次不改 是不

可想象的。所以, 命上元日度发自虚一 是妥当的。

其四, 以为 置元设纪,各有所尚,或据文于图谶,或取效于当时。历元年不一定非始自甲子岁不可, 昔

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 景初壬辰, 晦无差光, 元嘉庚辰, 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

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

其五,认为月行 迟疾之际,非凡夫所测 ,其 疏密之数,莫究其极。又认为岁星年移一辰,无超辰之理。

还认为杨伟、何承天等人用多历元法,是 并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

其六, 以为近点月和交点月长度的 日数宜同 ,而祖冲之将两者别而为二, 势必造成月行 当缩反盈, 应

损更益 的问题。

第一、二点是针对祖冲之的 改易之意有二 而发的。显然, 戴法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站在极其

保守的立场上, 一味强调旧法之神圣,却提不出任何一条旧法是而新法非的像样的理由,更以居高临下的傲

慢态度,讽刺挖苦,横加罪名,可谓气势汹汹。这对年青的祖冲之而言,无异逢着了暴风骤雨。看来,由于祖

冲之对于这二项改易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分析了戴法兴的反对意见之后,他的反映之一是 浮辞虚贬, 窃

非所惧 , 保持了镇定自若的心态。

他针对戴法兴不能 刊古革今 的主要论点,历数古六历为黄帝、颛顼等圣贤所作的观念是缺乏依据的,

一口气提出其 可疑之据 有六。祖冲之以古六历中的周历和鲁历推 春秋 日食,证明 二历并乖 , 以古六

历校 春秋 朔日,则 并先天,此则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 ; 他以古六历 课今 ,指出 其甚疏者,朔后天过二

日有余 ;他又以纬书所载古六历彼此矛盾,莫衷一是的状况, 说明 谶记多虚 和古六历的可疑; 他还引刘

向、桓谭、贾逵、杜预等大儒对纬书 矮妄 的论断和对古六历的怀疑,作为旁证。他的结论是: 周秦之际, 畴

人丧业,曲技竞设,图纬实繁, 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 古术之作,皆在汉初周末, 理不



得远。这既是关于古六历制成年代的合理论述,自然也推翻了古六历为圣贤所作、神圣不可改易的观念。

祖冲之又着重列举近测冬至点位置的事实以驳之。他指出: 月盈则食,必在日冲, 以检日则宿度可辩,

请据效以课疏密。接着,他举出元嘉十三年( 436)、十四年( 437)、二十八年( 451)和大明三年( 459)四次 太

史注记 的月食宿度值,并以月食冲法计之。结果证明 凡此四食,皆与臣法符同,纤毫不爽, 而法兴所据, 顿

差十茺,违冲移宿,显然易睹。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 祖冲之理直气壮地申言: 故知天数渐差, 则

当式遵以为典, 事验昭皙,岂得信古而疑今。

对于戴法兴所列几条似是而非的证明冬至点永恒不动的史料,祖冲之也一一加以分析,指出其错误之

所在: 或史料不可靠, 乃是 自信之谈,非有明文可据也 ; 或是戴法兴对史料的误解; 或是以纬书的记载为

准,而祖冲之认为纬书非经, 谶记碎言, 不敢依述。又认为 寻臣所执, 必据经史, 远考唐典,近徵汉籍 , 完

全是 循经之论 ,何得 背经 之名!

诬天背经 ,在时人看来自然是莫大的罪名, 祖冲之不能对此置若罔闻。祖冲之的这些申述,以验天实

据为证,兼引经史为据,既以论证岁差的存在为核心,又表明了遵天循经的立场, 还隐含真正诬天背经者乃

是戴法兴自己之意。可谓古来辩论的妙文。

关于闰周问题, 祖冲之则详述他新发明的冬至时刻测算法,说明新闰周的提出是以此为据, 并非 浅虑

之举、穿凿 之作。而且,他还指出: 臣考影弥年,穷察毫微, 课验以前, 合若符契。表明他依其法所定回归

年长度和闰周确当有验。他又反问道: 议云此法(指 19年 7闰法)自古,数不可移。若古法虽疏,永当循用,

谬论诚立,则法兴复欲施四分(历)于当今矣, 理容然乎? 此论此问,铿锵有力,戴法兴恐难应对。

上述第三、四、五点,是针对祖冲之的 设计之情有三 而发的。对于其中第三点,祖冲之指出戴法兴显然并未

明了岁差的真正含义,而虚发一通议论, 求术意误,横生嫌贬 。至于第四、五点,戴法兴之说并非一无是处。如历

元年不宜 苟存甲子 ,而以 取效于当时 为是;又如多历元法 并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些原本是有识

之见。可是,戴法兴在论述中却横生枝节,难怪祖冲之要施加砍伐: 夫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谶乖说,训义非所

取,虽验当时,不能通远,有臣所未安也。这是就戴法兴历元年的设置可 据文于图谶 而发的。至此,我们已经多

次引及祖冲之对于图谶之说的不信任、蔑视以至批评,可见他对图谶的虚妄深信不疑。而对于戴法兴所说 迟疾之

际,非凡夫所测 等,祖冲之也不以为然,他说: 迟疾之际,非出神怪,有行可验,有数可推,刘(洪)、贾(逵)能述,则可

累功以求密矣。这又是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又说: 夫甄耀测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验来,准以实见,据以经

史。这则是批驳戴法兴岁星无超辰说而言的。它正是祖冲之对其历法思想的极好概括。

关于上元法,祖冲之则固守自己的观念。他承认多历元法有 以从省易 的特点, 可是, 这是以 奇偶不

协,故数不尽同,为遗前设后 为代价的,而 建言倡论, 岂尚矫异 。他认为 历上元年甲子, 术体明整 , 元

值始名,体明理正 。他又认为 稽元襄岁, 群数咸始, 斯诚术体, 理不可容讥。由此看业,在历元问题上, 祖

冲之强调的是体例明皙、整齐划一, 认为这才是 建言倡论 的正理所在,而计算的省易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祖冲之的这一理念, 为隋代以后的大多数历学所推崇, 使上元法成为被普遍采用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 我

们实不敢恭维祖冲之所起的作用。

最后来讨论戴法兴提及的第六点意见。祖冲之指出: 迟疾阴阳,法兴所未解 , 法兴云日数同,窃谓议

者未晓此意,乖谬自著,无假骤辩。事情确实如此。在戴法兴对大明历的诸多责难中,还不乏同类弊病, 真

令人啼笑皆非。而在另一些大明历并不占有明显优势的问题上, 戴法兴也多不得要领, 反显露不少破绽。

这大约便是盛气凌人、不学无术的官僚共同的历史悲剧。

这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祖冲之与戴法兴历法辩论的大体情况。由中我们可见祖冲之尊重实践、实事求是、敢

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因势利导、就实避虚的辩论技巧;亦可见戴法兴妄自尊大、食古不化、

不知虚实的嘴脸。这场辩论的实质,是革新与守旧之争,是真理对权势的挑战。祖冲之在这场历争中,继承并发展

了前代许多历学坚持实践、首重验天的历法思想,表现了不畏权势、敢干坚持真理的极大勇气。自然,我们也不必

为贤者讳,祖冲之所坚持的上元法并非无懈可击,他所认定的赤道岁差值也远非佳值。应该说,在中国历代诸多历

法论争中,这是一场最令人回味的历争之一,它对于后世历家以至今天的读者都会有所教益。

这场历争的最初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时法兴为世祖所宠, 天下畏其权,既立异议, 论者皆附之。唯中

书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术,执据宜用。上爱奇慕古,欲用冲之新法, 时大明八年( 464)也。故须明年改元, 因

此改历。未及施用, 而宫车宴驾也。 10



戴法兴和巢尚之同为世祖的心腹红人。可是两人在祖冲之大明历问题上, 却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主

张。这大约与世祖个人的喜恶有关,巢尚之因知世祖 爱奇慕古 的心态,而投其所好, 才有肯定和主张采用

大明历的举措; 又与巢尚之为人比较宽容有关, 与戴法兴等人颐指气使不同, 尚之每临事解释, 多得全免,

殿省甚赖之 ,在大明历问题上,巢尚之也许也给予解释, 遂使原本 爱奇慕古 的世祖 欲用(祖)冲之新法 。

可是,因为刘宋孝武帝于大明八年( 464)去世,不及颁用新历。废帝继位( 465) ,因戴法兴 威行内外 , 恐生

变故,遂 免法兴官, 遣还田里, 寻又于家赐死。 11 巢尚之也被贬出京。改历之事更被搁置一旁,无人问

津。大明历被戴法兴一通抹黑,祖冲之大约也去了娄县当县令, 竟刘宋一代,大明历似被人遗忘。

到萧齐武帝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文惠太子(萧长懋)在东宫,见(祖)冲之历法,启武帝施行。文惠寻毙有

寝。 12文惠太子卒于萧武帝永明十一年( 493) ( 17) ,这说明识真金者还是有人在,可惜,事有不济,未能如愿以偿。

直到萧梁时,经由祖冲之之子祖日恒的努力,一代名历 大明历在历成 47年后终得颁用,以服务于社会百姓,这

真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后人更不会忘记祖冲之为之付出的心血,他的工作与精神至今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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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refore, the thesis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 een Zhuxi. s points in science and Taoism. The thesis analyses cos2

mology,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meteorology, etc. , and points out that Zhuxi. s points in these subjects are

T aoism by origin. Taoism. s organic nature theory guided Zhuxi studied these subjects af fect European and Chi2

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u Chongzhi. s Works o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Making

) ) ) in Memorial of the 1500th Anniversary of Z u. s Death ( p. 68)

CHEN Mei2dong

T he Daming Calendar made by Zu Chongzhi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 ive calendar in ancient China, w 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recession, the reform on the cycle of intercalary months, the newly measurement of length

of t ropical yea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time of w inter solst ice being the most im2

portant cont ribut ions. The facts that he looked high on actual measurement , w as industrious at thinking, good

at using predecessor. s achievements and brave to struggle against fogeyish thought, all of w hich are all recorded

in historical books, are important cause for his m aking a lot of innovat ion and obtaining so m any achievements.

In memorial of the g reat man of science, this art icle gives accounts on the causes and results of all that stated

above.

Annotating His Words by His Ideas and Actions: A Study on / Needham. s Puzzle0( p. 74)

SHANG Z hi2cong

T hrough the analyses of Needham. s idea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cience,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ontent of / Needham. s Puzzle0is the follow ing three questions: 1. What caused the t ranscur2

rence of Chinese science in some certain periods? 2. What caused the fusion of modern science w ith Chinese t ra2

dit ional science? And 3. What delayed the fusion? Needham focused on the 1st and 3rd quest ions, but gave lit tle

at tent ion on the 2nd ones. To resolve the 2nd quest ion is the task left by Needham.

Ehrenfest ) A Great Master of Modern Physics Quintessence ( p. 78)

YANG Qing2yu

Ehrenfest w as a g reat physicist of the 20th century . H e mad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to appraising, compre2

hending and creat ing fundamental concept ion of the modern physics and acquired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2

cal physics. He built the Ehrenfest U rn model, completed the appraisable works about stat istical physics, found2

ed the adiabat ic principle, advanced the concept ion of two level phase t ransit ion and formed his characteristic

mode in scientif ic research. H e had talkative abilit ies like Socrates also. By integrating all of those abilit ies w ith

his humane characterist ic, he had become w orthy of the name of a g reat teacher f 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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