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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是“历狱”的执行者，其态度和作法自然尤其关键。从学术层面看， i立场斗
争对清代学人学风亦影 II向报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17、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接纳西

学的程度。

一、清初四次改定历法的出折
清朝入关后承装R月制，子JI那台元年（ 1644）设钦天i缸，分天文、时宪、漏刻三

科6) C 钦天监之贵为奏提天象、气候、七政7）凌挝、日月 1苍蚀、祥异等情8）。钦天监
正、盟副及办事人员尽~~汉人充任。清初钦天览的核心事务是｛！如了历法。清廷首次

颁布历法是在入关之前。崇捂二年（ 1637 ）十月前一日，太宗皇太极沿启明朝大统

历，“以汉文历书顿行满洲、蒙古”？）。定鼎燕京后，滔廷二次重新措订历法，取
“朝廷宪天义民”之；在名曰“时宪历”。“时宪明”运用西洋新法编制陌成。 j；如台元

(1644）七月，摄政玉多尔哀考拴西法最苦，“ IB 历岁久若说，西洋新法屡屡密

“自明！｜院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11 ）。“I台前民月时，
苟延对 t1r 历 1,J页行非常嚣挠，举仔磁盘的进历仪式12）。

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新历编定后，朝中不少官员表示怀疑和反对。
(1644）七月，西入汤若望琐翻将有日食发生， t佳算出“日食分秒时刻，
并各省直见食有多窍，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礼部尚书郎丘等人自请

报宫会 i甜苦中j金13 ）。八月初一日，日食发生。钦天监的测验均有铺盖，“大统历错一
半，因阴历若一时”；惟器人汤若望的剖试结果“时刻分钞，毫厘不爽”。这场测验

使滔廷推 fi!i'fr JJj 的决心更船坚定，“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固不过施仔凡
日，一测部验，扰如合对兵样，真可谓为于lfl 奇者也！叫4）卡月前一日，；需廷姆： (a才

宪书》， F吕西洋新法，“以太宗天聪二年戌辰天正冬至为法元，定周天三百六十度，
每日九十六刻” 15）。西人汤若望自此亦获清廷莫大信任：咋3；天监印倍著汤若望掌

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侠、选择等项，悉昕兰兰：印官举行”16）。
汤若望入钦天监后部着手修订历书。十…月，汤若望主持修订的《时宪书｝完
成。该书以“日心说”为基础，“全以气节交工与太 i：白昼刻为重”，“气节之日时刻

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别在道里远近推算” 17），确定每年需进量民历、七政经纬
踞度、与中历、相距1页、上吉、圭遁六种历目，并将新法内与 1Bi去重复者由！！去 18）。
《时宪书｝订立后，清廷并未马上委汤若望以官职，而是以“远臣翠紊学道，不愿
官职”为名，“最给回房以为安身养据之资” 19) o JI阳台二年（ 1645 ），汤若望修补新

历全书告成，得授钦天监监汪，次年加太常寺少脚，“仍盟监事”20）。此后汤若望仕
( 20)

！！阳台十年（ 1653)

(1655)

/U=J,

凡日月交食及太胡五墨、；交 'JI:.

八月皆｛犬不览，
，又八月二十四 B 夕见。”27)

软天且主内部的数 7.！｛纷争使礼部成为

为动荡的中央机关。！！那台十五年

(1658 ）十一月，礼音i：“混选时展案”
造“辰时” i吴译作“午时”，为弥补过失，又将钦天监移送 fP 文、说堂等文件改动
掠圈。洁延对tit童提异常，令礼部尚书恩格德革职解任，书L部｛寺良f;i患赫罚锻 70 荫，
( 21)

鞭一百，没摇、为兵不等。两位
g 朝克、额勒穰则；也秋后斩决29）。

(1665 ）三月， i朱｛戈汤若望之议再起。
分别指摘汤

一、白 ft1m去，

分一百刻，新；1：去fl i1史为九十六刻；

又在将因

反围棋？这五行，

i扛向 if月俱把居、

E重新沿用大统町，

比利
雨水、太阴、火墨、
建议将明年一应历日交与i有怀仁撞
( 22)

(::':l)

以为政也。人道正，百百万事JI自成。仔L运｝有“播五行于晤时”之说，天下事物统
以五行 V!IJ 无遣，序以四时则归！！｜员。帝王之道，要在敬天到j 民。原管天事难以预知，
然“日月运仔，寒暑物候匹之市变迁，必察之治历，

j革以出政，与之不违”。中国

传统政治制度亦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岁政节气之日，帝王均举祭程大典，行
台书云物等仪式。丹政正船员lj 有听朔朝店之伐。金、木、水、火、土五望之政，

则“法棋禁令2辈子时而布其事”51 ）。可以说，天象；也惰的一举一动，帝王都续作出
i商店。如康熙三年（ 1664）冬，

次年又有地震发生，康熙帝连下数

己诏， i俞曰：
“且关续耳旁鸿绪，抚育群生，既夜兢兢，勤求治理，旦日子阴阳眼序，海字又
之冬里变示？苦，迄今复见，二月初二日又有地震之异，意者所行
更j台不滔，民生弗遂，以及1f1J 狱繁多，入有冤抑，

挠割据笛，只↑具靡？”52）。

天文阴法不｛叉子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有章要影响

其直接关系留“统”之根

一十八亩，步五星臼月，以纪宙的之象，圣王所以参政-IQ ”，“而
费出于律罚之数百在分为…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

其被别无不至”53 ＼至于“天统”之义，西汉董仲舒曾在｛春秋繁露｝中进行详解，
马迁采纳其说。饶宗额先生化约其要有三：第一，朝必于正月，贵首时也；第
居必于中国，内i寄望部外主运也；第二，衣必纯统色，示服色之改易也。如是乃
乃可以统天矣 54）。

可见，请前汤若望以回学外来系统推翻！ El 历，尽管历制先进，却于体制不合，
从“国本”层面动摇了王朝统治之慕。杨光先亦正从此方面与其展开激如交锋。
杨光先认为汤氏“假以｛11 历为名，~月 f于那教”55)

真实白的在于“以夷变革主”：

“若望之跪，开堂于江宁、钱塘、闽、粤实繁，有使 ll于隅引类，往来海上”。修历之
事关系重大，“斯国体之攸关，才在寻常之得失也巧6），“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尧舜
载籍之谬，孔子祖述之非，若望是市孔子才在，孔子将不得为圣入乎”57）？其实，杨
光先并非泥古不化，亦如西法工艺优于中士，然这恰恰令其最为担心。“天下之人

知爱其器具之精工，市ZJ,、其私越之干禁’：“吾正［J、其器之精巧市慎之也”58）。由此
出发，杨光先矫枉过正，认定“宁使中菱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
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市犹享囚百年之国祥；有西洋人吾

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唐火子积薪之下
(24)

而祸发之无自也巧9）。其“保

四、余论

尤豆豆”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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