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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orks of ancient Chinese,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awareness of the “universe” is studied.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pace-time is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organic blend together much earlier than in the West,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treatment of when
space is a time-based, and space-times, is revealed. Consequently, it explains why there exists huge difference about th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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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中国古代经典哲学著作，研究了古代先哲对“宇宙”的认识，阐述了古人的时空观，证

实了中国古人对时空是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认识远远早于西方，揭示了中国古人对待时空时是以时间
为主、空间为次的，并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东西方在人性和文化方面会有巨大的差异。
关键词：宇宙；古人的时空观；时间主控

1. 引言
在一般人看来，“宇宙”一词的意思是比较狭窄

本文将从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古人的时间主
控观和古人对宇宙的时空性等成就的态度等三个方

的，就表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及其它一切天体的无

面来阐述。

限空间，有时甚至仅仅表示前者。这种认识观念是把

2. 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理解

时间排斥在外的。西方科学界认为，对宇宙的时空性
解释起源于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庞加莱被公认是十九

《辞海》[1]对宇宙的解释是：“宇，空间的总称；

世纪后四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的领袖数学家，是对于

宙，时间的总称。”这样的解释来自何处呢？先来解

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之后物

释下“宇”和“宙”这两个字本身。
《说文》曰：宇，

理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相对论，抛弃了牛顿的绝对时

屋边也。即宇的本义为屋檐，如：

空观点，这样就完全把时空糅合在一起了。
但是根据中国古代文献可知，远在庞加莱和爱因

1)《易·系辞》：上栋下宇。
2)《楚辞·招魂》：高堂邃宇。

斯坦之前，中国的先哲们就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3)《一切经音义》：宇，屋檐也。引自《说文》
。

*

4)《仪礼·士丧礼》
：置于宇西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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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郊祀志》
：五帝庙同宇。

《庄子》和《淮南子》中对宇宙的解释都有可能是引

6)《资治通鉴》：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

自于《尸子》
。

7)《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前 179~前 121 年，汉

8)《三苍》：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高祖刘邦之孙，汉武帝刘彻之叔父)及门客李尚、苏飞、

9)《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

伍被等共同编著。《淮南子》应该成书不迟于公元前

下谓之宇。

120 年。而《庄子》成书更早，作者庄子约生活于纪

10)张衡《东京赋》：威振八宇。注：
“八方区宇也。”

元前 369 年~前 286 年。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

11)《楚辞·屈原·涉江》
：云霏霏而承宇。

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后世学者不计其

不难看出，1)~6)表示的都是本义即屋檐的意思，

数，如其中第一流文学家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

而 7)~11)表示空间，表示上下四方、天地之间，又如
词语“寰宇”
、
“宇内”等。另外，还有如下的其他解
释：

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从这些著作来看，至少在 2300 年前，我国就已
经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掌握了宇宙的真实含义，即

12)《左传·昭公四年》：复周公之宇。

它不仅包括无限扩展的空间，还包括无限延续的时

13)《左传·昭公四年》
：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

间。这一点在西方世界的文献里缺乏记载。

疆土；或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14)《马王堆汉墓帛书》
：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
人之宇。
15)《国语·周语》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宁宇。

3. 中国古人的时间主控观
在中国的版图内，北极星是长年可见的，因此中
国古人利用北极星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就使得北极
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至关重要，有“帝星”之称。

16)《世说新语·雅量》：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中国的海岸线大都是南北走向的，这就意味着航海线

从 12)~15)，都可以引申为疆土、国家的意思，

路也多是南北走向，而南北走向基本上只要知道纬度

而 16)中的宇则被引申为风度、仪容，又如词语“器

就可以了，因此观测北极星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坐

宇轩昂”等。

标，是极为重要的方法。而在确定时间的时候，古人

宙，本义为栋梁，
《说文》曰：
“宙，舟舆所极覆

采用了观测北斗七星的方法。当斗柄指向东方的时

也。”由于覆在屋极上的栋梁是长而直的，因此被引

候，天下皆春；当斗柄指向南方的时候，天下皆夏；

申为时间，如：

当斗柄指向西方的时候，天下皆秋；当斗柄指向北方

17)《淮南子·览冥》：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
之争于宇宙之间。

的时候，天下皆冬。北斗七星，本来是个空间物体，
但中国古人却极具神奇色彩地利用这个空间物体来

18)《南齐书》
：功烛上宙，德耀中天。

描述时间。这一点很鲜明地说明了中国古人对于时间

19)《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

和空间是不可分的统一整体的高度认识。

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20)《淮南子·齐俗训》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
上下谓之宇。
21)《三苍》：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充满了对时空是有机地糅
合在一起的文字描述。除了像《庄子》这种哲学典籍
外，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如：用时间
的跨度来描述空间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唐·王昌

不难看出，17)~21)中的宙都表示古往今来的时

龄·出塞)，用空间的跨度来描述离别时的时间“孤帆

间，即时间的无限延伸，又如词语宙始(远古)、上宙(上

远影碧空尽”(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古)、宙合(囊括上下古今之道)等。

还有：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

若将“宇”和“宙”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那么

面桃花相印红；唐·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

就表示时间和空间的总称，我们今天称之为时空。这

只是近黄昏；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

种对宇宙的时空解释在中国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元·马致远·天净沙·秋

“宇”和“宙”两观念的简明界说，起源于《尸子》。

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例子俯首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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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李白的《长相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柳

中国古代把对时间的研究深深地植根于“阴阳”
，

永的《雨霖淋·寒蝉凄切》，元稹的《离思》等多数

那到底什么才叫阴阳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描写情谊的作品，都是时空对偶观的优秀作品。顺便

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

说一声，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写作时，不仅大量地采用

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

了时空的对偶变换手法，还大量地采用了分形几何的

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

自相似迭代手法，如：南宋·陆游·游山西村：山重

阳化气，阴成形。”即古人认为，阴阳就是天地间的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唐·柳宗元·登柳州

自然规律，万事万物的纲常准则，大自然演变、造化

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

的根本动力，万物生长收藏的根本原因。

似九回肠；唐·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阳生阴长”主要讲上半年的春夏两季。此时阳

疑是银河落九天；明·杨慎·临江仙·廿一史弹词：

气渐生，阴气渐收，阴形渐长。春日以后，白日渐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北宋·潘阆·酒泉

气温渐高，阳气的增长随处可见。阳化气，阴成形。

子·长忆观潮：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属阴的万物也随着阳气的增长慢慢成形并不断地繁

中国古人对空间的理解远没有对时间的理解深

茂壮大起来。
“阳杀阴藏”主要讲下半年的秋冬两季。

刻。古代空间被称为六合，即天、地、东、南、西、

杀，指的是收敛。此时阳气渐收，阴气渐生，阴形渐

北。
《庄子·齐物论》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藏。白日渐短，气温渐低，阳气的收藏日愈明显。此

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由此可见古人对于空间

时，天地间的能量收藏起来，属阴的万物也随之收藏。

的研究是持保守态度的，这可能跟当时盛行鬼神之说

田野里的物种要收藏，山林间的野兽要收藏，人类也

有关。

要收藏。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正是很生动的

时间，是中国最深刻的哲学研究之一。先来看看

收藏状态。

时间的“时”到底什么意思。时，繁体为“時”，日

随着阳气的生或杀，万物的阴形也在长或藏，

形寺声。形部的意义很明确，就是太阳，说明时的产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

生与太阳的运行相关。声部为“寺”
，
《说文》曰：
“(寺,)

阳而始终。……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

廷也，有法度者也。”太阳加上法度就表示时，其涵

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

义耐人寻味。寺上有土，表示地；寺下有寸，表示度

而改正。”

量，这个造字的内涵完全体现了时的产生和确定过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思想，即他们认

程。简体的时声部为寸，虽然失去了声韵，但也有一

为，时间是用来统摄空间的。刘长林老师在研究易、

定的意义。寸是古人用来度量的基本单位，所谓一寸

道时认为，时间性虚，一维，不可分割，只能共享，

光阴一寸金，表示的是对太阳运动的度量。这个造字

不能占有，也无从争夺。因此，以时间为主立论，会

似乎更为简单明了。

看到事物之间的协调性、共生性、统一性。而空间性

由整个字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门学科，甚至可以

实，多维，可以分割占有，不能共享，而且只有通过

看到这门学科的内涵和分支。中国汉字所具有的这种

分解方能显示空间的存在。所以，以空间为主立论，

独特的魅力，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难以比拟的。

会多看到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排斥性、竞争性[2]。

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
“咬文嚼字”
。这个论断，笔者深表赞同。
年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禾，下面是人，表示禾
谷成熟，人在负禾。故《说文》曰：“年，谷孰也。
”
《谷梁传·桓公三年》曰：
“五谷皆熟为有年也。”可
见，年作为时间，表示的是农作物的丰收。中国古代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列强都具有强
烈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而儒教文化圈的人却相对喜爱
和平。因为欧洲人以空间为主，而我们以时间为主。

4. 中国古人的态度评述
在现代，几乎所有学者都知道，宇宙不单单是指

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空间，还要纳入时间，由此一个新名词“时空”产生

由于中原和北方地区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

了，这个词在以前是没有记载可查的。我们之所以知

便被引申为岁名。

道，这得益于 20 世纪初期伟大的物理学家 Einstein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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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Einstein 用确定性的

庖厨”的风度，如果某项研究还需要自己动手做实验

数学公式推导出了这个世界真实的运动形象，并指出

甚至做些苦力什么的，那该研究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Newton 的物理定律是相对论运动定律在物体速度远

然而，大多数的科学研究是需要实验来支持的。由此

远低于光速时的近似。由于相对论的推广，今天的知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学者的古希腊式的理性

识分子大多都知道，时间是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思考比较少。更有甚者，还有些古代学者认为，如果

虽然它仅仅占有一个维度。

为了研究鹦鹉的生活习性而天天与鹦鹉为伴的话，那

我国的地质学发轫于 20 世纪上半叶，在翻译地

是玩物丧志！

质学的名词时，学者们恐怕多少是受到了《庄子》等

几千年来同样遭受中国学者冷落的除了宇宙的

典籍的影响，而把地质年代表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第一

时空性外，还有现代数学、编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

级地质年代单位称为“宙”
，这相当于一个“宇”(一

础：二进制。如果伏羲氏初创《易经》是真的的话，

级地层单位)形成的时间。根据动物化石出现的情况，

那么我们中国人使用二进制垂 5000 之久；如果伏羲

将整个地质埋藏分为动物化石稀少的隐生宙和动物

氏只是先秦学者杜撰出来的话，那即使从周文王算

化石大量出现的显生宙；而宙再分为代，隐生宙分为

起，中国人使用二进制也有 3000 多年。但是，很奇

太古代和元古代；显生宙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

怪也很遗憾的是，老祖宗们仅仅把二进制局限于八卦

代。

的阴、阳爻之中，而没有在纯数学上加以发展。在这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些知识分子早在 2000 多年前
就能够把宇宙解释成时间和空间的融合是一个耐人

几千年里，中国的学者们硬是没有把阴阳转换成二进
制。

寻味的问题，没有记载可以说明，这些智者掌握了运

更可悲的是，由于《易经》的义理深奥，大众无

动中的物体的时间相对性。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为

法深刻理解，渐渐地从卜卦“沦落”为算命。学术悲

什么这 2000 多年来，中国几乎再也没有学者去研究

哀乎？学者悲哀乎？我们的老祖宗把那些东西都拿

宇宙的时空融合性？这一点从以上列举的一些典籍

来休闲，火药是如此，二进制是如此，对宇宙的解释

的撰写年代可以看出来。古籍中有关时间相对性的记

也是如此。我们的火药只做鞭炮，愣是没做成火炮；

述仅仅局限于某些个人的心情感受，如描述时间很难

我们的二进制拿来算卦，就是没拿来发明计算机；我

熬的“度日如年”
、“生不如死”等。

们对宇宙的时空性解释早在数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就

林语堂先生认为，即使像《庄子》
、
《淮南子》等

已经形成，但神神鬼鬼的一直没有提出相对论。

典籍，学者们也不是以一种现在所谓的科学态度来讨
论时间和空间的融合性的，其实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
“卖弄”博学的口吻来解释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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