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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光启修历思想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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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徐光启认为历法的发展是一个从粗入精的过程,修订历法应该超胜前人, 会通中西, 既要重视科学理论,

也要重视科学观测。分析徐光启修历思想之特点, 对当今学习引进西方科技, 消化创新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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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为改革历法, 徐光启主持编撰《祟祯历书》,

从多方面引进欧洲天文学知识,该丛书在清初由政府

颁行,这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高潮,是明清之

际欧洲科学传入中国最有成效的事件之一。分析徐光

启修历思想之特点, 对于在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

学习、引进国外科学技术,无疑可提供借鉴。

徐光启的修历思想,有三个较突出的特点:

1. 徐光启认为, 历法的发展是一个从粗入精的过

程

基于农本思想和天人感应观念, 中国历代统治者

皆重视天文历法, 形成了不断改历的传统, 正如徐光启

所言:“历法大典, 唐虞以来咸所隆重,故无百年不改之

历。”[ 1]徐光启“诵习”过“汉唐宋元史册之所纪载”, [ 2]

熟知历法千百年来不断修改的历史, 从而十分清楚地

认识到,历法的发展是一个从粗入精的过程。他指出:

“天之高, 星辰之远, 而先期布算, 使时刻分秒,毫发不

差,非积久测验,累经修改, 其势不能”
[ 3]
,所以“自古圣

吉吉皆不能为一定之法”
[ 4]
, “历自汉迄元一千三百五十

年,凡六十八改而后有《授时》之法, 是皆从粗入精, 先

迷后得,谓古法良是,后来失传误改者,皆谬论也。”[ 5]

他以日食为例来说明这种“从粗入精”的过程:“臣

尝历考古今疏密之致矣,月食诸史不载,所载日食, 自

汉至隋凡二百九十三, 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

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 而

食于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

一百四十八, 则无晦食,更密矣; 犹有推食而不食者一,

食而失推者一 夜食而书昼者一。至加时先后至四五刻

者,当其时已然 [ ]凿凿有据,很有说服力。

徐光启的这一思想,十分明确, 也十分成熟, 他以

此看待《授时历》和当时传入的西方历学, 将二者皆视

为这种从粗入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认为

它们都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比以前的历法好, 又存

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这种认识对明末改历起了重

要的积极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徐光启认为,《授时历》的精良仅具有历史

的相对意义, 因而有改进的必要。

由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1281)起实行的郭守敬等人

编制的《授时历》, 是一部很精良的历法。明代立国后,

将其更名为《大统历》沿用, 至明末, 300多年的误差积

累,舛误频出。徐光启并不因当时出现的历法危机而轻

率地贬低《授时历》,而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到“守敬之

法,今日之所谓差,当时之所谓密也”
[ 7]
, 认为《授时历》

是在前代历法的基础上完成的,达到了历法发展史上

空前的高度。他说:“高远无穷之事,必积时累世乃稍见

其端倪,故汉至今千五百岁,立法者仅十有三家, 盖于

数十百年间一较工拙,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黾勉者

也。”
[ 8]
“如时差等术,盖非一人一世之聪明所能揣测,

必因千百年之积候, 而后智者会通立法;若前无绪业,

即守敬不能骤得之”[ 9]。“守敬集前古之大成,加以精思

广测,故所差仅四五刻,比于前代询为密矣”[ 10]。

但徐光启认为《授时历》的精良只是相对的:“守敬

之法加胜于前多矣,而谓其至竟无差,亦不能也”[ 11]当

时日月食预报不准确,人们多责怪钦天监官员擅改历

法,而徐光启一再为历官辩解:“该监请臣所最苦者, 惟

从来议历之人低为擅改 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

法 [ ]。日月食推算有误,其 所以然者,《授时历》本元



初郭守敬诸人所造,而《大统历》因之,比于汉唐宋诸家

诚为密近,尚未能确与天合。加以年远数盈,至今三百

五十年未经修改故也。”[ 13]明确指出问题主要出在《大

统历》亦即《授时历》本身,因而必须修改。

另一方面,徐光启既认可当时吸收西洋历法修成

的新历的优越,又指出它并非历法发展的终端。

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历学知识, 徐光启在了解的

基础上十分推崇, 极力主张翻译引进,他认为:“《大统》

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所定,

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 随时异

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 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

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

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 14]

这里不论其所说“二三百年不易”是否确当, 值得

注意的是,如同对《授时历》的评价一样,徐光启心目中

的西法的优越, 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虽则“目前必

验”,甚至可以“二三百年不易”, 但二三百年后仍须“测

审差数因而更改”,以求“更胜于今”。

徐光启主持历局, 积极引进西法,但他并不认为新

法就可以达到“至竟无差”的地步,微小的误差仍不可

避免, 需要分析其原因, 进行改正,他在给朝廷的奏疏

中说:“即臣等新法遂成,似可悉无前代之误,乃食限或

差半分上下, 加时或差半刻上下, 虑所不免,惟是臣等

不敢以差自安,亦不敢以差自废, 正须缘此微差, 溯厥

因起,别求新意,据理改定。”
[ 15]
即便这样,修成的历法

也仍然只能达到历法发展史上一个相对的高度:“汉以

前差以日计, 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 今

则差以分计; 必求分数不差, 宜待后之作者”[ 16]。这里

体现了他以中国科学传统的视觉来看待当时传人的西

方科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盲目崇洋的错误。

2. 徐光启主张超胜前代,必须会通中西

徐光启在主持修历时, 强调“欲求超胜, 必须会

通”
[ 17]
。就是说,要想修成一部比前代更好的历法, 在

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做好会通中西的工作。

明洪武十五年( 1382) , 政府令吴伯宗等合译波斯

人阔识牙耳的《天文宝书》,
[ 18]
此事为明末修历之议的

依据之一。徐光启曾指出其不足之处:“所惜者翻译既

少,又绝无论说,是以一时词臣历师, 无能用彼之法, 参

入《大统》,会通归一者。”[ 19]

关于西方历学的引进方式, 万历四十年( 1612)时,

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监正周子愚建议,欲得参用,

务令会通归一”另一种是主张“修历译书 分曹治

事 ,即像以前设立回回科那样。徐光启主持修历时

赞同前者,主张“今亦宜仿其说, 参用西法。果得会通归

一,即本朝之历, 可以远迈前代矣。”[ 21] “他认为西法

“术业既精,积验复久, 若以《大统》旧法与之会通归一,

则事半而功倍矣。”
[ 22]
对于后一种意见,他指出: “夫使

分曹各治,事毕而止。《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 西法又

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 23]

徐光启所讲的“会通”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

看他自己的解释: “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

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

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譬如作室者, 规范尺寸一

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百千万年必无敝坏, 即

尊制同文,合之双美”[ 24]。

笔者对所谓“尊制同文”的理解是:

“尊制”, 即修成之历要遵循中国历法的传统。例

如,欧洲使用的儒略历、公历等, 都属阳历, 而中国传统

使用的农历, 属阴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不单纯是计

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和安置闰月等编排日历的工作, 还

包括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一系列方位天文的课

题,类似编算现在的天文年历。”[ 25]这个历法体系还是

要遵从的。所以徐光启强调这种会通工作要由懂得中

国历法传统、即“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来做。

“同文”, 即要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知

识。“《崇祯历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最显著的不同

是:采用第谷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 引入地

球和地理经纬度概念; 应用球面三角学;采用欧洲通行

的度量单位,分圆周为 360°, 分一日为 96刻, 24小时,

度和时以下采用 60进位制。”[ 26]

徐光启曾在一份奏疏中提到:“旧用测圆术求距度

一率, 即须展转乘除,穷日之力;而臣等翻译原文二万

一千六百率, 又改从《大统》,加减演算为三万六千率,

用之推步,展卷即得”
[ 27]

,当是这种“会通”工作的一个

具体例子。

3. 徐光启修历既重视实测, 又重视理论

对于历法,徐光启认为:“若欲辨术业之巧拙,课立

法之亲疏,则以日月交食,五星凌犯, 豫令推算, 临时候

验, 时刻分秒, 合即是, 不合即非, 若数一二, 安可欺

乎?”[ 28]其实, 这种认识不是徐光启所特有的, 在当时

大约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如明初元统、李德芳争官历

事, 洪武皇帝便说: “但以七政行度交会无差者为

是。”
[ 29]
崇祯皇帝的圣旨里,也常有“考验历法,全在交

食”[ 30]一类的话。笔者在这里所要说的,是徐光启在行

动上确实高度重视实测工作。

当时,《大统历》、《回回历》和新法对于日月食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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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往往互异, 徐光启“每交食时”都向朝廷“题请身往测

候”,目的是“必得其真时刻、真分数。少有参错, 又因而

究其所以然。然后目前辩难可据以剖晰,异时推步可用

以寻求”
[ 31]
崇祯五年( 1632)九月十四日夜里月食, 徐

光启“例当于中府衙门随班救护”,但他向皇帝上疏说:

“如此则本局督视无人, 虽有远臣台官等依法测验, 不

至乖舛,然非臣目所亲见,而即凭以上闻,且勒以垂后,

实臣心所未安也。”请求照前登台实验。
[ 32]
可见其对于

实测之认真程度。

在当时西法与《大统历》、《回回历》的比较过程中,

徐光启有意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测的情况, 所以他在强

调“一切立法定数, 务求与天相合”之外,“又求与众共

见”。[ 33]这一点,在关于崇祯四年( 1631)十月朔日食观

测的奏疏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本月辛丑朔仍该日食, 为是二分以上, 未及三分,例不救

护, 止应具本题知, 然臣窃思之: 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

正宜详加测验。盖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 如日月之食皆天验之

大者, 而月食在夜, 加时早晚, 苦无定据, 壶漏迟速, 自昔以为难

凭, 星算切准, 台官业已传习, 又独谙者知之, 不能共见也; 惟日

食明白易晓 ,按晷定时, 无可迁就, 无容隐匿, 故历法疏密, 独此

最为的证。况臣等翻译纂辑,渐次就绪,而向后交食, 为期尚远,

此时不一指实, 与该监诸臣明白共见, 即历成之后, 臣等之术无

凭取验, 诸臣在事,何以强其必信而安意习之? 谚曰: ‘千闻不如

一见’, 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 以书数传, 虽目焦笔秃, 无益

也, ”[ 34]

徐光启不仅重视实测, 也十分重视改历工作的理

论基础,他曾经批评过前人改历的一种作法: “前史改

历之人⋯⋯不过截前至后, 通计所差度分, 立一加减乘

除,均派各岁之下,诏之改矣,实未究其所以然也。”[ 35]

他主张:“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
[ 36]
“今

所求者,每遇一差,必寻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论

其所以不差之故。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

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又须究原极本, 著

为明白简易之说, 使一览了然。百世之后, 人人可以从

事,遇有少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 37]

从上述徐光启修历思想之特点可以看出,徐光启

修历思想植根于中国科学文化传统的深厚土壤, 汲取

了中国历法发展历史经验, 这是当时中国在吸收外来

科学文化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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