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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颖涛坐在秋风吹拂的

金桂树下，环顾四周，告诉我：

“34年了，这地方，没看烦。”

他今年 63岁，是登封市

观星台文管所原副所长，从

1982 年到 2014 年，一直守

在这个院子里，白天工作，晚

上住在院落门房里，闭着眼

也能摸遍全院。他收集了很

多与观星台相关的资料，长

期为游客及来访专家们讲

解，深获好评。

观星台文管所，院落不

大，最重要的建筑是此地的

唐表、元台。唐表是唐代复

建的天文观测台，元台是元

代郭守敬建的观星台。此

地，把浩瀚的中国天文学史

浓缩在一起，是世界天文历

史上的圣地。

2010 年 8 月 1 日，中国

申报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在巴西首都巴

西利亚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包含 8处 11 项建筑内容，与

“天地之中”宇宙观联系最直

接的，就是唐表、元台。“因为

不论从历代文献记载还是从

建筑本体功能等方面看，唐

表、元台都和‘天地之中’传统

宇宙观、天文仪表改革、新的

历法制定等，关系最密切。”河

南省古建研究所原所长张家

泰说。

此地，还在持续收获新

的关注。

2016 年 11 月 30 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

亚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将“二

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

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

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定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观星

台，则被定为二十四节气发

祥地。从此，它拥有了“双遗

产”的荣誉。

站在高处看观星台，它位于登封城东
南 15公里告成镇镇北高地上。这里北望
嵩岳，南依箕山，自西北向东南有古五渡
河、颍河等水流贯境，土地宜农作，地上地
下文化遗产丰厚。

今观星台以东，有东周“阳城遗址”，也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城遗址”以
东，还有石淙河，而石淙河摩崖题记，是河
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夏至周，延及盛唐，此地政治文化
发达。告成古称阳城，春秋称郑邑，秦朝置
县，武则天封禅嵩山后将嵩阳县易为登封
县，将阳城更名告成，意为登临封禅嵩山，
大功告成之意。”申颖涛说。

地灵则人杰，此地吸引着诸多政治家、
科学家、文学家为探索华夏文明、改革天文
历法，来此朝圣或科考，此地从而成为古人
心目中的“天地之中”。

现在的观星台，是一组保存完整的中
小型建筑群。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建筑，
依次有照壁、大门、戟门、周公测景台（即唐
表）、周公祠、观星台、帝尧殿等。院内保存
的 17通明清碑刻，是一批有研究价值的石
刻资料。

踏访之时，正值院内金桂盛放，立于桂
树下，略有微风，“揉碎黄金万点轻”，花落
满身。清郁郁的桂花香，像拂动的云笼罩
着古建筑群，软化了它的晦涩坚硬。

绕过照壁，踏进大门，一路向北走，穿
过戟门，就是唐表了。木栅栏圈起一个简
单灰白石制建筑，石面上到处是斑驳之痕。

唐表又名周公测景（影）台，始建者是
周公（姬旦），他营建东都洛阳时，为求地
中、验四时季节变化，在此地立木表土圭观
测日影。

公元 723年，唐玄宗派僧一行等人修
订历法。僧一行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他
又派南宫说来到此地。

南宫说为纪念周公测影旧制，将以前
测影的木表土圭换成石表石圭。

唐表为青石凿成，分上下两部分。上
部是长方形石柱，叫“表”，高约 1.96米，合
唐尺八尺。表上端有石雕顶脊。表下是方
形石基座，上小下大，呈 15 度方锥体，称
圭。方锥体四底边，每边长度合唐尺一尺
五寸，这就是圭的尺寸。

唐表正面刻“周公测景台”，以纪念它
和周公的渊源。

公元 723年建了唐表，公元 724年，唐
王朝就搞了一次天文大地测验，明确以此
台为十三处测景点的中心坐标地。“足见此
石表在我国古代天文测影历程中，确实具
有承前启后之重大意义。”张家泰分析。

现在的唐表两侧，各生长一棵数百年古柏，
浓密柏枝如两只温柔手掌，笼罩着唐表上方。

“2003年下大雪，雪压折古柏树枝,也
把唐表的石帽子（顶脊）压掉了，我们找来
石头黏合剂，又找来几个工匠，一起抬起粘
上。”申所长回忆说。

唐表历代有名。清朝诗人李来章写
道：“片石饱风雨，残台阅古今。谁从千载
后，圭影识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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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表之后是周公祠，紧邻周公祠后墙，就是观星台。
不巧的是，它正在维修，整座高台，被脚手架和防护

网严密包围着。申所长也上不去。
整个建筑群是坐北朝南，观星台是坐南朝北。
观星台创建于1276年—1279年，由覆斗状台体和台

体下方石圭构成，砖石砌筑，是保存完好的元代天文建筑
设施。台体高大，高9.46米（合古代四十尺），台体平面近
正方形。台体东西两侧有对称踏道可登台，台上设短墙，
台上北沿还建了小屋。台阶、小屋都是观星台附件。

台体核心部件，是台体北部正中凹槽直壁——高
表，以及凹槽直壁下方那条长长尺状物——圭。它长
31.196米，又叫量天尺，由 36个石块拼接而成。圭面上
刻两条平行双股流水渠，这是测石圭水平之用。渠南
侧，是注水池。渠北头，是泄水池。

台体加石圭，事实上是唐表的放大版，唐表高八尺，
它修了四十尺“高表”，测量精度大大提升。

升级版的观星台，先进性何在？
表加高了 5 倍，投射在石圭上的表影，也增长了 5

倍。这样按比例推算各节气时刻误差，大大缩小。
郭守敬在高表顶端安装一根横梁，日光通过横梁的

投影细而实，比旧圭表的投影更易于测量。郭守敬还在
石圭上加了“景符”，利用“小孔成像”原理，精确量出太
阳光在每个节气投射到石圭面上的影长刻度。新仪器
加新方法，使测量结果更为精准，这是我国天文史上很
大的进步。

1975年冬，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投资 2.4万元全面整
修观星台，恢复石圭，扶正加固测影台。

修复过程中，张家泰依古法多次实地观测实践，以
木制横梁架置于高表顶端，将复制“景符”放在石圭两水
渠间中线上，清晰地再现了正午太阳倒像（日影）通过

“景符”针孔时，投在石圭上的光点。“多次实测，我们可
以认定《元史·天文志》记述的高表测景方法切实可行，
其观测精度之分析，也是真实可信的。”张家泰撰文回
忆。

郭守敬为何要费尽心机，升级观星台呢？
公元 1275年，蒙古政权（1279年才改国号为元）用

的是《大明历》(南北朝科学家祖冲之创制的历法)，“岁久
见疏”，甚至“失误国家大事”。忽必烈发现，初一晚上看
见了本该初三、初四才看见的新月。二十四节气的日
期，也有偏误。

公元1276年，南宋接近灭亡。忽必烈开始腾出手来
搞建设，他设了太史局，这是编订新历法的机构。

太史局新机构新气象，主官是以“算术冠一时”的王
恂，王恂调来一批业务精英，包括“通晓历理”的许衡，还
有46岁的郭守敬，郭因精通天文历算，被调来做了副职。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府邢台县（今河北邢台）人，中
国古代杰出科学家，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水利工
程建设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治水，人称“习知水利，巧
思绝人”，其声名不亚于天文学。

太史局改历之初，郭守敬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
测验之器，莫先仪表。”这种思想实践是元初天文改革取
得重要成就的基础。

郭守敬坚持简要实用原则，创制了简历、高表、浑天
像、玲珑仪、景符等十几种仪器。简仪配高表“互可参
证”。高表配景符，大大降低了测影误差。

郭守敬又向忽必烈建议说，唐朝僧一行为改革历
法曾派南宫说到十三个地区测验，现在国土面积比唐朝
更大，更要扩大测验范围。他请求在大都（北京）建立新
的司天台。

忽必烈听从建议，在 1279年设了十四员监侯官，分
几路出发，到全国进行天文观测，这次行动被后世史家
称为“四海测验”。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在全国各地
设立了 27个观测站，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川滇和河西走
廊，北到西伯利亚，其测量内容之多、地域之广、精度之
高、参加人员之众，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天文史上都
是空前的，比西方进行同样的大地测量早了 620年。这
年3月，郭守敬由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开始，
经河南，转抵南海，行程数千里，亲自参与了艰苦的实际
测验。

告城，是此次活动中一个重要观测所。
元朝政府从1276年下令改历，创制仪器，到1279年

“四海测验”，经历四年时间，到了1281年，颁行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新历法《授时历》。

《授时历》求得的回归年周期为365.2425日，与当今
世界通行的阳历一秒不差，阳历的出现，比《授时历》晚
了300年。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周期，仅差26秒。

《授时历》施行了 364年，是我国施行时间最长的历
法，还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被直接或间接地长期使用。

观星台，作为元代《授时历》和“四海测验”存留的唯
一见证物，在天文史上极具价值。

曾有日本科技史代表团前来参观，还于正午模仿古
法“立竿测影”。有个日本专家塞给张家泰一张纸条，上
写：“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心中震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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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3世纪，登封观星台无疑是
一件规模很大的天文“仪器”。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中分析，郭守敬制作巨表，“是在
具有阿拉伯传统的天文学家参加之
下，并且是在传入波斯马拉加天文台
的模型或仪象后完成的，他的表是中
国天文学的一种发展，但看来确实受
到了阿拉伯仪器巨型化倾向的激励”。

郭守敬之后，1424 年，在撒马尔
罕（中亚丝绸之路上重要枢纽城市）建
造的兀鲁伯天文台，成为古代天文台
之“巨无霸”。

“郭守敬建造登封观星台的工作，
可以视为世界范围内建造大型天文台
潮流的一部分。”上海交大教授关增建
称。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向西方
介绍中国时，对观星台给予特别关
注。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对
观星台有准确描述，显示出 17世纪西
方学者对它的浓厚兴趣。登封观星台
的身上，“还体现了中国和阿拉伯乃至
西方世界之间，在天文学上的交流”。

张家泰曾言，登封“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中，与“天地之中”传统宇宙
观联系最直接的，即是观星台。

对此，古人早有认知。清代《登封
县志》称“台名测景，只数尺耳。天地
之中，乃定于此”。

古之阳城，有地中、土中及天下之
中等多种说法，随后，嵩山一带有了天
中村、天中阁、天中街等地名。“天地之
中”宇宙观代代相传，学者、天文学家、
诗人往来于嵩洛间，测影于古台下，筑
台树表，建祠祭祀，形成独特文化精
神，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家泰说，唐表、元台是中国人智
慧和天才创造力的体现，充分验证了

“天地之中”的信仰，是科学、宗教与政
治相互作用的产物，代表着世界天文
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多位外国专
家惊叹，认为它们是世界上少有的保
存完整的科技实物。

“天地之中”学说，认为嵩山是天
地中心，中国早期王朝将此地作为建
都之地，以象征皇权神授。据统计，
从周武王开始至清末，历史上有史可
查的巡狩、祭祀、封禅嵩山的帝王有
72位。以“天地之中”理念为动力，中
国古代礼制、天文、儒教、佛教、道教
等文化流派均热衷于在嵩山建立核
心基地，嵩山，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核
心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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