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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对 1408 年几条短暂星象记录是否为超新星记录存有争议 。
李启斌认为这些记录对应着同一超新星爆发事件 ，而斯蒂芬森认为其更可能是
流星记录。双方各持己见，争议持续至今。本文对此争议进行了初步考察，结合
新发现的史料，部分赞同斯蒂芬森的观点，并对整理和利用古代天象记录提出一
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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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及超新星是恒星演化到晚期的一种高能爆发事件 ，涉及核合成、辐射转移、激波
物理等多种复杂的物理过程，对天体物理学极其重要。然而，新星爆发在银河系内出现的
并不多，达到肉眼能见程度的很少，超新星爆发更是罕见。因此，为了研究新星及超新星，
天文学家转而寻求历史上的记录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观测记录宝库 。
利用某些中国古代新星记录，现代天文学家可以勾勒出爆发过程的光变曲线 ，从而确定其
爆发类型，研究其爆发机制。① 正因此，当今天文学史学者整理出来的中国古代新星及超
新星记录表颇受天文学界关注。现今有三张星表最具影响： 一是 1955 年席泽宗整理的古
［2］
［3］
新星新表， 此表于 1965 年经席泽宗和薄树人修订，共计 97 项； 二是克拉克（ David H．
Clark） 和斯蒂芬森 （ F． Ｒichard Stephenson） 整理的“望远镜发明前银河系新星和超新星
［4］
表”，共计 75 项，载于 1977 年出版的《历史超新星 》（ The Historical Supernovae） ； 三是李
［5］
启斌于 1988 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新星及超新星记录 ”， 基于庄威凤等编的《中

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整理而成，共计 53 项。然而，一方面由于收星原则不一，三张表所
［6］
收条目多有不合。 另一方面，一些天象记录的叙述并不详明，很难确定其是否为新星或
超新星，有些甚至引发争议。本文所论 1408 年几条记录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李启斌最先对 1408 年新星记录予以关注。1978 年，他在《天文学报》上撰文“天鹅座
X-1—1408 年超新星遗迹 ”，列出九条记录，按时间分为两组，分别对应着公元 140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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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关于 1006 星记录，研究者利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确定此客星爆发的光变曲线、爆发机制，进而对其进行了证
认。见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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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和 10 月 24 日。他认为这两组记录对应同一事件 ，即天鹅座附近的一颗超新星的
爆发，并提出天鹅座 X-1 是此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86 年，斯蒂芬森在《天文学史杂志 》
（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上撰文批评李启斌的观点，认为 1408 年的两组记录
更可能是流星或彗星记录。此后，李启斌和斯蒂芬森分别撰文，但各执己见，争议持续至
今。本文试图对此争议的始末进行初步考察 ，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 1408 年的几条记录
提出一些意见。

1

李启斌的解读
“天鹅座 X-1—1408 年超新星遗迹”文中列出九条记录，为便于讨论，详列如下：
1. 永乐六年冬十月庚辰夜，中天辇道东南有星如盏，黄色光润，出而不行。 盖周
伯、德星也。（ 《明实录》）
2. 永乐二年十月庚辰，辇道东南有星如盏，黄色，光润而不行。（ 《明史 · 天文
志》）
3. 永乐六年十月庚辰夜，大星出天辇东南，色黄润，出而不行，盖周伯、德星云。
（ 《国榷》卷十四）
4 － 6. （ 此三条内容相同，出处不同，合并写成一条 ） 永乐六年八月丙申夜，有星
大如盏，色青白有光，出东方。（ 《四川通志》、《雅州府志》、《叙州府志》。）
7 － 9. （ 此三条内容相同，出处不同，合并成一条 ） 永乐六年秋八月，有星大如盏，
［7］
色青白有光，出东方。（ 《内江县志》、《马边厅志略》、《屏州府志》。）

《国榷》为明末学者谈迁 （ 1594 ～ 1658） 所著明代编年体史书，多参用明朝历代实录。
3
第 条记录与第 1 条基本相同，推断其源自《明太宗实录》。第 2 条比较特殊，纪年为永乐
二年，换算成现代公历时间是 1404 年。 何以李启斌将这条记录也归入 1408 年呢？ 《明
史·天文志》为清初史官所作，其中有些材料抄自“明实录 ”。 由于除纪年之外的其他信
息与第 1 条《明太宗实录》中的基本相同，李启斌认为这条记录有误，史官错将永乐六年
抄成了永乐二年。第 2 条记录曾收录在席泽宗 1955 年编订的星表中，但在 1965 年修订
的星表中却被删除了。而克拉克和斯蒂芬森编纂于 1977 年的超新星表对此记录也有收
录，并认为其可能是一个新星或超新星记录 。 李启斌对第 2 条记录的判断得到了斯蒂芬
森和席泽宗的认可。所以，总的看来，此条记录源于《明实录》，已成定论。因此，第 1 至 3
条记录对应同一事件，时间为 1408 年 10 月 24 日。
第 4 至 9 条记录源于地方志。关注地方志中的天象记录是李启斌研究的一个主要贡
献。地方志中的天象记录大多由地方史官观测并记录 ，能补正史的缺漏和不足。《四川
通志》是明清两代最大的省份四川省的地方志 ，雅州、叙州、屏州属四川省的州府，内江、
马边厅则为四川省县级行政区。 此 5 条记录与《四川通志 》的基本相同。 八月丙申夜对
应着 1408 年 9 月 10 日。
所以，以上九条记录可归为两组： 《明太宗实录 》中的记录 （ 第 1 条 ） 和《四川通志 》中
的记录（ 第 5 条） 。李启斌认为，这两组记录中都用“如盏 ”来形容，“盏 ”应解释为“灯 ”，
认为此类形容非常罕见。因此，他提出这两组记录对应着同一事件 ，只不过记录的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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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恰可根据时间差推断此事件所持续的时间 ： 最早起始于八月丙申，最晚终了于十月庚
辰，最少持续 44 天。 而后面的“周伯、德星 ”的描述则表明这应该是一次超新星爆发，
［1］
1006 年超新星记录中即如此描述。
因此，李启斌认定此为超新星记录，具有持续时间
长、强度大的特 点。 进 而 他 提 出，由 于 天 鹅 座 位 于 辇 道 东 南，而 天 鹅 座 X － 1 （ α1950 =

19 h 56 m ，δ1950 = 35. 1°） X 射线源恰在这一区域，于是他推断其为此次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
李启斌的论文迅速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关注。1980 年，江涛等在《天文学史期刊》上撰
159］这两条记录其
文， 用《日本天文史料综览》索引的两条日本史料佐证李启斌的观点。［9，
实是一条，
最初源于《教言卿记》，
后来被《续史愚抄》收录。《续史愚抄》中的叙述如下：
［8］

（ 应永十五年六月小） 廿一日戊戌，客星见，天文博士某奏： 凶兆，八个条［教言卿
］
。（
［10］，卷 32，
100 页）
记
天皇应永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对应的公历时间是 1408 年 7 月 14 日，若确实与李启
斌所论为同一颗新星，则其持续爆发的时间就不应是 44 天，而是 102 天。但是，日本的这
条材料没有对这颗星的更具体的描述 ，且没有它所在天区的位置信息。
同年，斯托姆（ Ｒichard G. Strom） 等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认为 1408 年的几条记录应
［11］
该是超新星记录，但他指出，CTB-80 更有可能是此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 1984 年，汪珍如
和谢瓦德（ F. D. Seward） 重新分析了从爱因斯坦卫星上得到的 CTB-80 上的图像，认为其
为如蟹状星云般的超新星遗迹，进而结合李启斌和斯托姆的分析 ，认定 CTB-80 为 1408 年
［12］

超新星遗迹。

如果将席泽宗将永乐二年的记录收入星表考虑在内 ，至汪珍如重新证认此星的遗迹，
前后近 30 年的时间。总的看来，学界对新星及超新星记录的研究逐渐趋于深化，参考的
史料愈加丰富： 从二十四史天文志发展到明实录 、地方志等。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
问题也逐渐浮现了出来，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斯蒂芬森等对李启斌的批评 。

2

斯蒂芬森的批评

1986 年，斯蒂芬森等在《皇家天文学会季 刊 》（ Ｒ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Quarterly
Journal） 上撰文，提出 1408 年 9 月 10 日的记录更有可能是流星记录，而 10 月 24 日的记
［13］
录很不确定，很难与 CTB-80 射电源联系起来，不能排除其为彗星的可能。
文中，他们提出四点不同于李启斌等的意见 ：

首先，关于日本的两条记录，由于没有任何关于位置以及其他特征的描述，斯蒂芬森
认为很难将其与中国的官修史书和地方志中的记录联系在一起 。 第二是关于“盏 ”的解
释。李启斌将“盏”解释为“灯”，即大且亮，正是基于此解释将 9 月 10 日和 10 月 24 日的
两条记录联系在一起，认定为超新星爆发。 据本文作者考察，实际上，李启斌关于灯的解
［14］
释可能源于席泽宗于 1957 年发表的英文文章。 斯蒂芬森认为“盏 ”应该解释为“小杯
子”，而非“灯”，认为盏只有在作为量词时才与灯联系起来 ，比如“一盏灯”。另外，斯蒂芬

森指出，许多流星和彗星的天象经常使用“盏”、“鸡蛋”、“碗 ”等普通物体描述其大小。
因此，“盏”是一个不太罕见的形容，靠此建立起来的 9 月 10 日和 10 月 24 日两组记录间
的联系将显得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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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斯蒂芬森等在《古今图书集成中 》找到了一条新记录，可进一步削弱两组记录
之间的联系，表述如下：
按《四川通志》，永乐六年八月丙申夜，有星，如大盏，青白色，尾迹有光，出西方，
2 页）
南行，入游气。（ ［15］，
可见，此条记录明确说是 “按四川通志 ”，且时间、对天体的描述与《四川通志 》中的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末尾提到此星“尾迹有光”，且“南行，入游气”。很显然，这条记录描
述的是一颗流星。他们认为，《古今图书集成 》中的材料与《四川通志 》中的对应同一事
1408 年 9 月 10 日那条记录更可能是一颗
件，李启斌等引用的《四川通志》中的记录有误，
流星记录。
对于 10 月 24 日那条记录，斯蒂芬森等也提出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既然 1408 年的
日本记录与四川省地方志中的记录很难与 10 月 24 日记录联系起来，那么这一记录很可
能只是一个孤证。既然如此，他们认为，很有可能这颗天体只亮了一个晚上 。假若持续亮
了几个晚上，那么天文官肯定会将其持续的天数记录在实录当中 。因此，不能排除其为彗
星记录的可能性。
1989 年，李启斌撰文《历史新星及超新星的最新研究》，列出一张新星及超新星表，收
［5］
录了 54 条记录，这张表主要基于 1988 年庄威凤等编纂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 》，
此书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集全国之力完成的重要成果 ，收录了较全面的地方志天象记

录。文中，李启斌讨论了 1408 年的那些记录，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是，接受了斯
托姆的修正，承认 CTB-80 射电源更有可能是 1408 年超新星遗迹。 文中并未提及斯蒂芬
森的批评。
斯蒂芬森和大卫· 格林 （ David A． Green） 在 2002 年出版的《历史超新星及其遗迹 》
（ Historical Supernovae and their Ｒemnants） 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 1408 年的纪
［16］
录为一伪超新星记录。 2005 年，他们在《天文学史杂志 》上撰文讨论了几颗历史超新
星，
其中提到 1408 年记录，仍然坚持之前的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 10 月 24 日的记录
［17］
更有可能是流星记录。 1996 年，席先生撰文“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 ”，
载于 2009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 》中，倾向于李启斌的观点，认为其
［6］

有可能是一条超新星记录，且 CTB-80 是其遗迹。

3

本文的观点

本文部分赞同斯蒂芬森的观点。关于日本的两条史料，由于缺少对该天体更详细的
描述，确实很难将其与中国的记录联系起来 。其实，江涛等之所以将它们与中国记录联系
起来，主要是出于对李启斌判断的信任。 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在 1408 年出现了这么一
颗超新星，同年日本的这两条疑似的记录应与此先关 。而一旦质疑李氏的判断，则势必对
此日本记录和几条中国记录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 。
关于“盏”的解释，本文作者查阅了当今比较权威的《古代汉语词典 》，其中关于“盏 ”
字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基本含义，为名词，杯； 另一为引申义，为量词，用于灯或酒等，如
“一盏灯”。（ ［18］，
1994 页） 而之所以用“盏 ”作为“灯 ”的量词，是由于古代的灯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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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盛有灯油的碗或杯状容器中，故有“灯盏”、“一盏灯”、“一碗灯 ”等说法。 故“大如
盏”之类的措词，其实也有“一只杯大小”的意思。
表面看来，斯蒂芬森关于 9 月 10 日记录的推理存在问题。 他基于的史料源于《古今
图书集成》，明确说“按《四川通志 》”，所以《四川通志 》是此记录的原始出处。 而当援引
史料和原史料发生冲突时，应以原始出处为根据，这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规范。斯蒂芬森却
反其道而行之，且未作任何说明，这有悖于研究规范。 但是，由于《四川通志 》和《古今图
书集成》所引史料错综复杂，直接根据其字面所述很难断定其叙述的真伪 ，而这一问题最
终还要找到史料的源头或其他佐证方可解决 。 据本文作者考察，李启斌等所引《四川通
志》最早成书于雍正十一年，此书由黄廷桂（ 1690 ～ 1753） 根据《四川总志》编纂。《四川通
志》的编纂主要依据明代编订的《四川总志 》。 而鉴于明修《四川总志 》谬误处甚多，黄氏
曾试图肆力搜讨，尽补其遗，校订其误。《古今图书集成 》最初由陈梦雷 （ 1650 ～ 1741） 于
康熙中期开始编纂，后改由蒋廷锡 （ 1669 ～ 1732） 重新编校，成书于雍正四年。 因此，“集
成”成书在前，故其所述“按《四川通志 》”很可能不是根据雍正朝成书的《四川通志 》，更
有可能是明修《四川总志》。《四川总志》原为嘉靖朝编纂，后虞怀忠、郭裴 （ 1529 ～ 1605）
于万历九年重新纂成三十四卷本《四川总志 》。 嘉靖本和万历本的《四川总志 》现均存于
世，本文作者在万历本中找到一条相关的史料 ：
成祖永乐六年八月丙申夜，有星大如盏，青白色，尾迹有光，出西方，西南行，入游
68 页）
气。（ ［19］，
由此可以推断，《古今图书集成 》中的史料实源于《四川总志 》而非《四川通志 》。 而根据
时间以及相应的描述来看，雍正朝《四川通志 》中的应该与《四川总志 》中的相同，只不过
编者抄录时遗漏了后面的一些内容。 如若加上后面的描述，很显然这是一条流星记录。
另外，本文作者在《陇州志》中找到一史料可作为佐证：
成祖永乐六年八月丙申夜，有星大如盏，青白色，尾迹有光，出西方，游行井度。
（ ［20］，
2 页）
陇州在明清两代位于陕西省，毗邻四川省。《陇州志 》成书于康熙朝，比《四川通志 》成书
要早，故此条记录更为可信。
而十月的那次事件，本文认为并不能排除这是一条新星或超新星记录的可能 。首先，
如“盏”大，尽管应理解为如杯子大小，但并不能认为此星的亮度和大小未达到超新星的
级别。王玉民曾对中国古天文记录比拟物体的目视直径进行过系统研究 ，指出“盏 ”的目
115 ～ 116 页） 而明实
视直径在 6cm 至 10cm，是弹丸 （ 目视直径 3cm） 的两倍还多，（ ［21］，
录中所载第谷超新星（ 1572 年 11 月 8 日，明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 比拟为弹丸大小，
可见，如盏大并不能作为否定超新星记录的证据，反而表明天象是非常特殊的。 另外，
“周伯、德星”特指明亮的星，而且记录明确说是“出而不行 ”，至于亮了多长时间，记录没
有给出，也确实难下定论。史蒂芬森据此认为只亮了一天，或去别处去了，并基于此认定
其为流星或彗星记录，此论有臆断之嫌。另外，现代天文观测也表明辇道东南的确是一个
比较活跃的区域，历史上很有可能有一颗超新星在此爆发。 这就增加了 10 月 24 日记录
为超新星记录的可能性。
总的看来，本文认为，将日本的两条记录与中国的几条记录联系起来确实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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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两条记录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弱 ，本文找到的《四川总志》和《陇州志 》当中的史料
更可表明 9 月 10 日的记录应属流星记录。关于“盏”，认为应解释为“杯子 ”，但杯子的直
径也是相当大的，比《明实录 》中第谷超新星的比拟物“弹丸 ”大，加上后面有“周伯、德
星”的描述，本文认为不能排除 10 月 24 日为新星或超新星记录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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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短暂星象记录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古
人在书写这些记录时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现代科学标准 ，其中不乏模糊不清的语句，这就
给试图去解释它们的现代人带来很大的困难 。 本文讨论的 1408 年的记录就是这样一个
案例。1408 年的那些记录是否是一个超新星，
现在看来，由于记录本身语焉不详，争议双方
至今还未有定论。双方的分歧究竟出现在哪里，总的看来，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判
各执己见，
定新星记录所持标准不同。李启斌和江涛等采用了比较宽松的判定标准，李氏基于“如盏 ”
这样一种并不稀罕的天象描述将两类记录联系起来 ，而江涛的结论更多是基于对李氏的
10 月 24 日的记录由于仅
信任。斯蒂芬森等则采用了比较严格的批判标准 ，在他们看来，
有一晚上的记录，就排除了其为新星或超新星的可能性。 他们甚至基于援引的一条二手
文献否定原来记录的真实性，这一判断看来过于严格，甚至有违学术研究规范之嫌。
本文认为，争论双方代表了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这两个学术研究的取向 。 李启斌和
江涛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 ，而斯蒂芬森则采取了一种小心求证、批判的路径。
但是，两种治学倾向走之极端则不可取 ： 大胆假设容易导致主观臆断，而小心求证则易失
之片面。本文认为，关于天象记录的研究应该将此两取向综合起来 ，唯有通过大胆的假设
才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记录之中发现头绪和问题 ，而唯有通过小心求证才能使判断更加准
确。而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研究者摆脱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的偏见，对历史记录予以
客观的评价和使用。
另外，对古代短暂星象记录搜集和整理工作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近年来相继发行的
一些古文献电子数据库可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最初通过《中国古代基本古籍库 》和
《中国方志库》找到《四川总志》和《陇州志》中两条记录。后来发现这两条记录均已收录
792 页 ） 这些记录对判别
在庄威凤整理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流星类 ”中，（ ［22］，
1408 年 9 月 10 日那条记录的性质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对于已经确定类别的天象记
录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另外，1988 年李启斌整理的新星及超新星记录表声称基于《总
集》，如若他当时发现了这两条记录，并予以充分重视，或许会对后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
结论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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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ernova of AD 1408
WANG Guangchao
（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likelihood of a supernova occurring in AD 1408 has aroused a

controversy in Chinese astronomy． The initial suggestion was made by Li Qi-bin，who discussed several Chinese records of temporary stars seen during the year and suggested that these records related
to the same object，a supernova appearing in Cygnus． Stephenson considered that these records might
be possible as meteor． Until now，the two sides still differ with each other over the question of these
recor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rovers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ernva of AD 1408． Based
on some fresh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article partially supports F． Ｒichard Stephenson's viewpoi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of identifying historical novae or supernova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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