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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系辞上》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其中以北斗星的指向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和节气，就是这

个哲学思想的体现之一。战国时期（350BC-221BC）的《鹖冠子》曾指出： “斗杓东指，天下皆春；斗杓南指，天下皆
夏；斗杓西指，天下皆秋；斗杓北指，天下皆冬。” 在较《鹖冠子》可能更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亦有“斗柄悬
在下”，“斗柄正向上”等以北斗定春夏秋冬四时记录。今天，我们知道所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就是用北斗中的两
颗星的连线的指向去授时，其实只能够粗略地表达春夏秋冬四季，难以准确地划分出二十四个节气，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东汉末年张仲景 (公元150-219）著书《伤寒论》， 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200-210年，其中的 “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
十二候决病法”， 更进一步提出了以北斗精准地确定二十四个节气，并根据节气的变化，天人相应，去指导人们的防病
治病和养生。然而，张仲景著书《伤寒论》的年代，人们是如何观象授时，以北斗精准地确定二十四个节气的呢？以往
历代学者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用最新的天文软件 Stellarium 0.20.4[1]，去考察东汉末年张仲

景时代的天象，给了上述疑问一个合理的解释。本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去探讨东汉末年张仲景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观
象授时，以斗建确定二十四节气的。

[1] Stellarium 由多位现代天文学专家集体创作的一款开源的天象模拟软件，它以3D形式展示了极为逼真的星空，可以使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能够展

现至公元前一万多年的恒星星图，涵盖了中国古代的二十八星宿和其它星官，并设有高解释度的天球赤道，黄道和地平座标网格。难能可贵的是，它以科学教
育为宗旨，可到stellarium.org 网站免费下载。



图1

图1：
最外圈：为二十四个节气。
由外到内第二圈：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分别表示真地平坐标的
四个正方向卯，午，酉，子；与天球赤道坐标的卯，午，酉，子重合，
下面继续讨论。
由外到内第三圈：为二十四向与相应的节气对应。八天干甲乙丙丁庚
辛壬癸（戊己不在此，因戊己属土，居中而不在外周）；十二地支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与后天八卦的四个偶卦艮巽坤乾，共组成
二十四向，可以用来表达在真地坪坐标，或赤道坐标的二十四个方位。
每向15º，24向共360º一圆周，故每向的范围为 ±7.5º。事实上，这
里的二十四向只适用于天球赤道坐标，不适用于真地平座标，下面继
续讨论。
由外到内第四圈：为后天八卦图，在这里只代表阴阳消长。艮卦-震
卦-巽卦-离卦 = 立春-春分-立夏-夏至,日影渐短至最短；坤卦-兑卦
-乾卦-坎卦 = 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日影渐长至最长。
由外到内第五圈：为太极图，表示冬至过后，阳长阴消，到夏至重阳；
夏至过后，阴长阳消，到冬至重阴；如此周而复始。

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伤寒例》
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立春正月节斗指艮，雨水正月中斗指寅。
惊蛰二月节斗指甲，春分二月中斗指卯。清明三月节斗指乙，谷雨三月中斗指辰。
立夏四月节斗指巽，小满四月中斗指巳。芒种五月节斗指丙，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小暑六月节斗指丁，大暑六月中斗指未。立秋七月节斗指坤，处暑七月中斗指申。
白露八月节斗指庚，秋分八月中斗指酉。寒露九月节斗指辛，霜降九月中斗指戌。
立冬十月节斗指乾，小雪十月中斗指亥。大雪十一月节斗指壬，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
小寒十二月节斗指癸，大寒十二月中斗指丑。
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
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
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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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远古时期开始，人们
就已经懂得在某一特定
的同一时刻，观察北斗
星斗柄的指向或北斗某
星在赤经的位置去确定
四时及节气[2]。

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
任长沙太守，所以我们
选择了介于长沙和河南
之间的武汉作为观察点。
又选择东汉末年的建安
七年（公元202年）作为
观察年份，张仲景时年
五十出头，是写作《伤
寒论》的时候。另外，
古人观星一般以春分日
初昏天刚黑时为观察时
间的定始点。其实现代
天文学也不过如此，也
是以春分日定赤经和黄
经的始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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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年的北极星不是我们今天
的勾陈一，而是小熊星座的北极二。
视场195∘，等积投影。

图2 张仲景时代的春分日
酉时天刚黑全天星图
北京时间18:38:10
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图2：公元202年3
月21日北京时间
18时38分10秒，
东汉末年张仲景
时代春分日，日
落后29分钟天刚
黑，在北纬31∘

中国武汉地区的
北斗星。此时北
斗的第七星瑶光
的赤经度在图中
由虚线表示，正
落在真地坪坐标
的正东方卯位，
也在赤道坐标的
卯位，符合春分
二月中斗指卯。

[2] 李勇, 北斗观象授时系统,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1, (04), 654-659



公元202年的北极星不是我们今天的勾陈一，而是小熊星座的北极二。

图3 张仲景时代的春分日酉时天刚黑
观察者在地平面面对北方所见星图

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图3：公元202年3月21日
北京时间18时38分10秒，
东汉末年张仲景时代春
分日，日落后29分钟天
刚黑，在中国武汉地区
面向正北方所见的北斗
星。此时北斗的第七星

瑶光的赤经度在图中由虚线表示，
正落在真地坪坐标的正东方卯位，
也在赤道坐标的卯位，符合春分

二月中斗指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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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场 134∘立体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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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公元202年6月23日北
京时间18时38分10秒，东
汉末年张仲景时代夏至日，
在中国武汉地区的北斗星。
此时北斗的第七星瑶光的
赤经度与子午线相差不超
过2º，而午位的范围是
±7.5∘, 所以正落在真地坪
坐标的正东方的午位，也
在赤道坐标的午位，符合
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在北半球的夏至日，此时
刻的太阳还未落山，故星
宿是看不见的。然而， 汉
代的天文观察已经相当发
达，计算赤道或真地坪坐
标的精确度已经不大于1º，
而且时间的计算也相当准
确，完全可以推算出夏至
日与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
刚黑的同一时刻北斗星的
位置。

张仲景时代的夏至日全星图
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时间定点

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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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北斗七星斗柄的
指向，就是用北斗中
的两颗星的连线的指
向去授时，难以准确
地划分出二十四个节
气。例如：以开阳与
瑶光的连线做一延长
线如图4白色箭头虚
线所示，其投影到真
地平坐标或赤道坐标
或黄道坐标均都明显
地远离范围只有
±7.5º的午位。斗柄
的指向实际上只能够
粗略的表达东南西北
四个大方向，因为每
个大方向的范围是
±45º，所以容许比
较大的偏差。但是，
用斗柄所指却不能够
表达更为精准的24向
去确定二十四个节气。

视场195∘，等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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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张仲景时代的夏至日
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时间定点

观察者在地平面面对北方，视场 121∘，立体投影，所推算星图

北斗的第七星瑶光的赤经度符合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在北半球的夏至日，此时刻的太阳还未落山，
故星宿是看不见的。然而， 汉代的天文观
察已经相当发达，计算赤道或真地坪坐标的
精确度已经不大于1º，而且时间的计算也相
当准确，完全可以推算出夏至日与同时代春
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北斗星的位置。



图6

图6：公元202年9月
24日北京时间18时38
分10秒，东汉末年张
仲景时代秋分日，日
落后29分钟天刚黑，
在中国武汉地区的北
斗星。此时北斗的第
七星瑶光的赤经度在
图中由虚线表示，正
落在真地坪坐标的正
西方酉位，也在赤道
坐标的酉位，符合秋
分八月中斗指酉。

张仲景时代的秋分日全星图
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时间定点

秋分八月中斗指酉

瑶光

卯酉线 西酉卯东

子
午
线

202年北极星-北极二

开阳
玉衡

天权

天玑

天璇

天枢

秋分日和春分日在同一地区
的天黑时间是一致的。视场195∘，等积投影。



图7
图7：公元
202年12月21
日北京时间
18时38分10
秒，东汉末
年张仲景时
代冬至日，
在中国武汉
地区的北斗
星。此时北
斗的第七星
瑶光虽然恰
在地平线下
看不见，但
是，其赤经
度正落在真
地坪坐标子
午线正北方
子位正中，
也在赤道坐
标的子位正
中，符合冬
至十一月中
斗指子。

张仲景时代的冬至日去地面全星图
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时间定点

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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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除去了地
平面，可见天
球的大部分。

东汉末年张仲
景时代，如果
在春分日，用
初昏酉时天刚
黑的时刻作为
时间的观察定
点和各个坐标
的起始点，赤
经作为投影线，
那么北斗的第
七星瑶光，在
赤道和真地坪
的二十四向方
位坐标上，春
分均在卯位，
夏至午位，秋
分酉位和冬至
子位。

勾陈一，现代的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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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场195∘，等积投影。



图8：公元202年5月7
日北京时间18时38分
10秒，东汉末年张仲
景时代立夏日，在中
国武汉地区的北斗星。
此时北斗的第七星瑶
光的赤经度正落在赤
道坐标的巽位，但是，
却在真地平坐标的巳
位。由此可见，张仲
景时代人们斗建授时
定二十四节气用的是
赤道坐标，才符合立
夏四月节斗指巽。

图8 张仲景时代的立夏日全星图
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时间定点

立夏四月节斗指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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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半球的立夏日，此时
刻的太阳刚落下地平线，
天还亮，故星宿还未出现。
然而， 汉代的天文观察
已经相当发达，计算赤道
坐标的精确度已经不大于
1º，而且时间的计算也相
当准确，完全可以推算出
立夏日与同时代春分日酉
时天刚黑的同一时刻北斗

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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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东汉末年张仲景时
代，用同时代春分日酉时天刚
黑的同一时刻作观察定点，以
北斗的第七星瑶光观象授时去
确定二十四节气，使用北斗的
单一星宿瑶光的赤经度和天球
赤道坐标的二十四向最为准确。
然而，如果使用赤经在真地平
坐标的投影去确定二十四个节
气的话，除了卯酉子午等四向
对应二分二至还可以接受，真
地平坐标二十四向的巽坤乾艮
对应四立均有明显的误差。所
以，我们认为，张仲景著书
《伤寒论》， 在其 “四时八
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
里，以北斗确定二十四个节气，
他当时使用的坐标系应当是天
球赤道座标，而不是真地平坐
标。事实上，由于北斗七星的
每一颗星都是围绕着北天极轴
旋转的，而不是围绕天顶轴或
北黄极轴去旋转，所以只有用
赤经和天球赤道坐标去斗建授
时才准确，而黄经或真地平的
经度方位角均不可靠，至少在
北纬31º的武汉或长江流域地
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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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红色的天干地支与后天八卦的偶卦
为天球赤道坐标的二十四向；而绿色的
为真地平坐标的二十四向

视场195∘，等积投影。



上图摘自：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广忠。《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创立和依据，《发展研究》
（准印证号：皖L04-005）2017年第1期

http://www.huainan.gov.cn/wap/content/article/12838230

比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早三百几十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在
斗建定二十四节气方面，亦有类似的论述，见图7：

“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
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加
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
曰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
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加十五日
指巳，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
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
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
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绳，则故曰秋
分，雷戒蛰虫北向，……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戍，则霜
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
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

可见，自西汉初期到东汉末年的四百年历史，斗建定二十四节
气已经相当炉火纯青。《淮南子》在斗建定二十四节气上，把
张仲景的二十四向里的后天八卦的四个偶卦艮巽坤乾分别换成
了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和蹄通之维，分别应立春，
立夏，立秋和立冬。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张仲景是用春分
日酉时初昏天刚黑时为时间的观察始定点，而《淮南子·天文
训》却以冬至夜的某时刻作为观察始定点，为什么？

《淮南子·天文训·第十七部分》
大约公元前141年

图9



图10：

西汉早期淮南王刘
安著《淮南子》时
代，公元前141年12
月23日冬至，北京
时间18时22分10秒，
在中国武汉地区的
北斗星。此时北斗
的第七星瑶光正在
真地坪坐标子午线
的子位正中，也在
天球赤道坐标子位
正中，更符合“斗
指子则冬至”。

图10瑶光

开阳
玉衡

天权

天玑

天璇

天枢

141BC《淮南子》时代
武汉地区冬至日18时22分

斗指子则冬至

如果象张仲景时代那样，
以当年春分日酉时天刚黑
时，就是相当于北京时间
18时38分10秒作为时间的
观察始定点，由于岁差的
缘故，瑶光在冬至时就会
偏离子午线和天球赤道子
位正中超过+4º；在夏至
日偏离天球赤道午位正中
近+6º；在秋分日更甚，
偏离天球赤道坐标的酉位
正中近+7.5º，几乎在天
球赤道的酉辛之间；这就
是为什么《淮南子·天文
训》不以春分日酉时天刚
黑的时刻作为时间观察的
始定点，却以冬至夜较上
述时刻早了16分钟的时刻
做时间观察的始定点的最
可能的原因。

子
午
线

子
午
线

子
北

南

卯东 西酉

视场217∘，等积投影。



图11：也是公元202
年3月21日北京时间
18时38分10秒，东汉
末年张仲景时代的春
分日，酉时，日落后
29分钟天刚黑，在中
国武汉地区的北斗星，
只不过加上了其它各
个星座的连线和名称。
此时北斗的第七星瑶
光的赤经度用虚线表
示，正落在真地坪坐
标的正东方卯位，也
在赤道坐标的卯位，
符合春分二月中斗指
卯。

公元202年的北极星
不是我们今天的勾陈
一，而是小熊星座的
北极二。

瑶光

202年北极星 -北极二

青龙

星宿

昴宿角宿

图11：亦可见二
十八宿的青龙的
七宿大部分还在
东方的地平线下
面，只有其角宿
刚从东方地平线
上升起。朱雀的
七宿轸翼张星柳
鬼井较偏东南，
其中间宿 - 星宿
离正南方的子午
线向东偏移了大
约23∘- 29∘.白

虎的七宿可见参
觜毕昴胃娄六宿，
而奎宿已经落到
西方地平线下。

图 11

卯 酉

子
午
线

张仲景时代的春分日
酉时天刚黑

视场195∘，等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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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12：

公元前2001年尧舜禹时代的
春分日，酉时天刚黑，在中
国郑州地区的北斗星和二十
八宿。
北斗的瑶光远离卯位，较近
于东南。朱雀的中间宿 - 星
宿正位于正南方的子午线上，
故朱雀在南方。青龙在东方，
其中间宿 - 房宿正从东方地
平线升起。而白虎在西方，
其中间宿昴宿正从西方地平
线落下。

2001BC尧舜禹时代
春分日，酉时天刚黑
黄河流域一带

图12：
这时，玄武七宿在地平
线下，其中间宿 - 虚宿
刚好在天球的赤道坐标
与星宿对调了180∘。东

汉以前盖天说占主导地
位，故古人认为玄武仍
然在地平线上，只不过
距离太远了而看不见，
虚宿则在真地坪坐标的
正北方。于是，古人按
此时此刻二十八星宿在
真地坪坐标的投影，形
成了这样的概念：东方
青龙应春季，南方朱雀
应夏季，西方白虎应秋
季和北方玄武冬季。其
实，这种某时某刻的四
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
四季的关系只不过是一
种像意性的表达，与观
像授时无关。古人用二
十八宿去观像授时，确
定四季和二十四节气，
一般依据日在宿，即日
躔，就是太阳在二十八
宿天球赤道或黄道坐标
的周年视运动；或者依
据北斗星在某一固定时
刻于天球赤道坐标的二
十四向的位置，即斗建
授时。

国内学者王胜利对上述问题早有结论：中国古代
把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 所根据的是某一时刻二
十八宿排列在空中的地平方位, 而不是根据四季
天象。因此, 只有四象与四方的对应关系, 而不
存在四象与四季的对应关系。那种认为二十八宿
的四象划分与中国古代的四季天象有关的观点是
错误的。五行学说中规定的对应关系不符合太阳
周年视运动的实际。

王胜利. 二十八宿的四象划分与四季天象无关, 
《天文学报》 1984年03期,304-308页

视场155∘，等积投影。



图11与图12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将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后的讲座里进一步讨论。

现在，让我们对第一讲做个小结：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里的 “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的斗建授时，是以当时的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时
刻为时间的观察始定点，以北斗的瑶光的赤经为标度，在天球赤道坐标上用八天干十二地支和后天八卦的四偶卦组成的二十四向为单位刻度，精准地确定二十
四节气。其中天球赤道坐标上的卯，午，酉，子与真地平坐标上的卯，午，酉，子，也就是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相重合。但是，真地平坐标经度方位角和
黄道坐标的黄经度并不适合于以斗建精准地确定二十四个节气。如果按照上述的观星方法，最大的偏差是在当年的秋分日瑶光偏离了天球赤道的酉位正中点
+3.5∘；所以，在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时刻， 相当于北京时间18:38:10为时间的观察始定点，至少有15分钟，就是一刻的时间，北斗瑶光的赤经度符合《伤寒
论》里的 “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的斗建定二十四节气。另外，我们以公元202年，即建安七年为观察年度。由于岁差的缘故，节气点每71.6 
年在恒星星座上西移1∘，也就是在每 71.6 年后，瑶光于秋分日在天球赤道酉位正中点最大的偏差反而会减少 +1∘而在春分日卯位中点的偏差却增加 -1∘。
又由于北斗的瑶光是一颗 1.85 等级星，而北斗其它星的等级大多在 1.75-2.4 之间，在没有灯光污染的古代，夜幕一下降时北斗七星已经相当明亮易辨认，甚至

在当时的春分日，较上述时间观察始定点早两分半钟，西方地平线上还有少许亮光时也可以辨认出北斗，特别是其第七星瑶光。综合上述， 我们推算张仲景
（约公元150～154年 — 约公元215～219年）在他的整个生活年代直到西晋太医王叔和（公元201？-280）的年代，都会有上述相同的观察结果。王叔和重新整
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亦有人认为是王叔和将曾经离散丢失的“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增补入《伤寒
论》的章节里。我们今天所见的通本《伤寒论》，实际上是再经过唐宋明的历代医家们的整改编次。但是，如果以春分日酉时天刚黑的时刻为时间的观察始定
点去斗建授时确定二十四节气的话， 那么，《伤寒论》里的 “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决病法”应当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时代不会晚于西晋的作品。

中国今年的春分日是2021年3月20日，美国西海岸夏季时间较北京时间早了15个小时，所以三藩市的今天3月19日晚上21时前后是春分，相当于北京时间的3月
20日中午12时，该时刻太阳在黄经与赤经交界的0∘。我们今晚能看到“春分二月中斗指卯”吗？当然能够，只要把观察时间调一调, 见图13与下表。

美国西太平洋标准时间的观星时间 节气 标度 24向地坪坐标和方位 24向天球赤道坐标

2021-3-19,   20:59 春分 瑶光赤经 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 正东方 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2021-6-20,   20:59 夏至 瑶光赤经 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 正南方 夏至五月中斗指午

2021-9-22,   20:59 秋分 瑶光赤经 秋分八月中斗指酉 – 正西方 秋分八月中斗指酉

2021-12-20, 19:59 冬至 瑶光赤经 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 – 正北方 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

美国三藩市湾区斗建授时表



图13：公元2021年3月19
日，为三藩市湾区的春
分日，美西太平洋时间
20时59分 – 21时7分的
北斗星。此时北斗的第
七星瑶光的赤经度正落
在真地坪坐标的正东方
卯位，也在赤道坐标的
卯位，符合春分二月中
斗指卯。

卯

三藩市湾区的春分日
美西时间 20:59-21:07

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图13

瑶光

视场201∘，等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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