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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识别真假太岁
Identifying Mysterious Taisui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中国 上海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人类学学会 刘佳星 李 辉
在中草药中有一味特别神秘的药物——“太岁”。传

具有明确而可信的发现报道。统计这些现代太岁的报告，

说服用太岁有返老还童的功效，但是冒犯太岁又会有灾难。

我们发现大部分太岁来自于中国北方，其中 16.1% 太岁被

古代的人们非常偶然才在地底下发现太岁。现代因为大量

发现于山东，14.7% 在辽宁，9.8% 在吉林，9.8% 在黑龙江，

基建工程挖开深厚土层，出土太岁渐渐多了，太岁便进入

7.1% 在内蒙古，6.7% 在新疆 [1]。这些太岁是人们日常的生

了市场，价值连城。罕见而昂贵，人们对其又知之甚少，

产生活中偶然地、重复地发现的，这说明它们是天然的产物，

市场上便出现了大量假冒的太岁，甚至发展出了重大诈骗

而不太可能是人为伪造的。

案件。近年来，复旦大学的实验室接到了多起各地公安系
统提出协助鉴定涉案太岁样本真伪的申请。那么太岁究竟

二、古代太岁和现代太岁的对比

是什么东西？如何识别真假太岁呢？

现代太岁和古代太岁是否同一种东西呢？这一问题目
前是存在争议的。有研究认为，现代太岁和古籍中的描述

一、太岁的发现历史

少有相似之处，因此不是同一物。我们认为这还需要科学

首先要搞清楚太岁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其实，太岁

系统分析。古籍中对太岁的描述，多涉及形态特征和功效

这一概念特别复杂多样，在历史上其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渐

禁忌两方面，功效禁忌需要复杂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形态

渐变化的过程。在古代，太岁一词最初来源于太岁纪年，

特征的分析，则相对容易入手，以此可以初步对比现代太

就是根据岁星（木星）运行到黄道十二宫的位置来命名年份。

岁和古代太岁。古籍中有对太岁直接的描述，
《宣室志》说“状

从地球上看，木星运行的方向与黄道方向相反，到了八十

似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酉阳杂俎》记载“见

年还有很大偏差，所以人们设想出了一个与木星运行方向

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本草纲目 • 兽部》只写

相反而且没有纪年闰余的太岁来方便纪年。这个想象的太

为“撤屋掘土，得一肉块”。这些古籍都确认太岁是肉质

岁，被人们认为隐藏在地底下。随着太岁纪年法在占卜预

的。另外，古代太岁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肉芝，《本草纲目 •

测中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认为，冲撞到太岁运行的方位

菜部》中说“肉芝状如肉”，《抱朴子 • 内篇》说肉芝“小

是会带来灾祸的，从而出现了“避太岁”的禁忌。

人乘车马”。另外，古籍中还有一种类似的生物叫做石芝，

从中国古籍可以发现，唐代之后，太岁已经不仅仅是

也可能与古代太岁是同类。
《抱朴子 • 内篇》中记载石芝“白

岁星对应的虚构物，而开始具有了实体。《宣室志 • 地下

者如截脂”。总结以上古籍中描述的各种太岁和肉芝的共

肉芝》中记载：“后因治屋发地，得物状似类人手，肥而

同之处，我们认为古代太岁多指土壤中的一种肉质物体。

且润，色微红”。《酉阳杂俎》续集卷二中记载：“丰不

对现代太岁的研究分析，已经有了很多科学报告，但

信方位所忌，常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

是我们发现其中对太岁形态特征的描述都非常简略。从质

而动”。《本草纲目 • 兽部》中也有“董表仪撤屋掘土，

地上看，报道中的这些现代太岁，大部分为肉质，少数为

得一肉块。术士云：太岁也”的记载。土壤中的这种特殊实体，

胶质。肉质太岁质感更硬，富有韧性，类似橡胶；胶质太

当然不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岁星对应的太岁。但是民间

岁质感柔软，类似凝胶。这里我们也根据质地对太岁进行

却还是广泛认为这就是太岁实体，相信它会在太岁运行方

了划分，分成肉质太岁和胶质太岁两大类。从形状上看，

位的土壤中出现。这种对太岁实体的认同一直延续至今。

胶质太岁大多是扁圆形的。肉质太岁的形态一般都是圆柱

现代也有很多太岁发现的确切报告。第一个报道的现

体，从下往上有数个分层节理，顶部有毡帽状顶部。顶部

代太岁被发现于 1963 年，截至今年已经有超过 240 个太岁

有的较平缓（图 1A），有的较尖（图 1B）。从颜色上看，

【北斗卫星·科技名词】 标准测距码（standard range code）定义：导航卫星发播的、在公开服务中使用的伪随机测距码。

47

大学科普·特约专稿

Invited Manuscript

2020 年第 4 期

太岁一般为白色、乳白色、褐色或黄色（表 1）。从尺寸上看，

认为现代太岁和古代太岁存在相似之处，相比于胶质太岁，

对于现代太岁的大小目前的研究中少有提及。根据我们对

肉质太岁跟古籍中的描述更加相符。由于太岁自古就是一

大量标本的观察测量，无论多大的太岁，其圆柱形的直径

种少见且神秘的物体，古籍对其描述也并不确切，因此想

一般都在一尺以上，高度从不足 10 厘米到超过一米。

要明确回答现代太岁是不是古代太岁是非常困难的。对于

对比古籍，“状如肉”和“状似类人手”的描述与肉

现代太岁最初为何会被称为太岁，我们目前并没有得出结

质的现代太岁是相符的；“撤屋掘土，得一肉块”和《续

果，但是由于现代肉质太岁和古代太岁有相似之处，我们

夷坚志》中“土中血肉”的描述与现代太岁多发现于土壤

依然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称它们为太岁。

中这一特点是吻合的。另外，“状似类人手”和“白者如

但是，仅仅从外形鉴定太岁的真假是不够的，因为外形

截肢”的描述可能暗示太岁为白色或者肤色；“肥而且润”

是很容易仿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天然太岁的显微结构。

的描述可能与现代太岁含水量高相对应

[2,3]

。因此，我们

表 1 科研文献中若干太岁样本的形态特征总结
样本编号
无 [4]
LNUT002 ～ 004[2]
LNUT001,005[2]
LNUT007[2]
LNUT006[2]
LNUT008[5]
4[6]
TS5[3]
TS6[3]
TS7[3]
9[7–9]
2[7–9]
8[7–9]
TS1 ～ TS4[3]

产地
不明
不明
辽宁阜新
辽宁铁岭
辽宁沈阳
辽宁沈阳
吉林长春
北京房山
河北石家庄
河北石家庄
河南三门峡
山东青岛
新疆伊犁
新疆

质地
肉质
肉质
肉质
肉质
肉质
肉质
肉质
胶质
胶质
胶质
肉质
胶质
肉质
肉质

颜色
乳白色
白 / 乳白 / 黄
白 / 乳白 / 黄
白 / 乳白 / 黄
白 / 乳白 / 黄
黄白色
白色

形状
不规则

直径
约 1m

重量

乳白色
褐色
白色

具尖圆柱体
长椭圆体
扁枕头状

20kg
350kg
15kg

三、太岁的显微结构

特征的太岁称为具尖肉质太岁。具尖肉质太岁不同位置的形

中国收藏家协会太岁收藏专业委员会收集了大量天然太

态和质地不同，内部组织结构也有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分别

岁。从中，我们选取代表样本对现代太岁进行了显微结构观

采集了锦州三号的顶部、中部和底部的样本进行显微观察。

察，其中锦州一号和锦州三号为来自辽宁省锦州市的肉质太

其他太岁样本均采集自表皮及皮下约 1 厘米处。压片观察的

岁样本（图 1），五常一号为来自黑龙江五常市的胶质太岁

结果显示，具尖肉质太岁内部均为排列的丝状结构，而胶质

样本。

太岁五常一号内部为凝胶状，内部有类似气泡的结构存在，

总结太岁整体形态特征，我们可以确定，天然肉质太岁

靠近表皮处杂质较多（图 2）。

的个体多为带有略尖形帽盖的圆柱体，我们将具有这种形态

图 1 肉质太岁样本的个体图及内部丝状结构。（A 为锦州一号个体图 B 为锦州三号个体图，其在被挖掘过程中受损 C 为锦州三号内部丝状结构）

48 【北斗卫星·科技名词】 精密测距码（precision range code）定义：导航卫星发播的、供授权用户使用的伪随机测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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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岁样本内部组织压片的光学显微镜图（A-C 为锦州三号的顶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D 和 E 为锦州三号中间部分组织的结构展示 F 和 G 为锦州
三号底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H 和 I 为锦州一号靠近表皮处内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J 为胶质太岁五常一号的表皮处显微结构展示；K 和 L 为胶质太岁五
常一号内部的显微结构展示）

根据太岁组织的 HE 染色切片结果，我们发现具尖肉质
太岁的内部结构与压片结果基本一致，其内部可以观察到排

HE 染色切片显示，其内部结构与压片结果基本一致，没有丝
状结构（图 4）。

列的、直径约为 1 微米的丝状结构。在丝状结构之间，我们
也观察到了压片结果中没有的网络状结构。对比锦州三号不

四、天然肉质太岁的辨别

同部位的切片结果，我们认为其顶部、底部和中部的内部结

对比天然太岁和案件中侦破的人工假造肉质太岁，我

构一致，它们的纵切片中均存在排列整齐的丝状结构，而横

们发现假造肉质太岁个体的外形容易模仿，一般形状近似

切片呈现多孔网络状结构，这可能切片方向造成的影响（图

圆柱体，但是顶部为斜面、平面或不规则，帽状结构与天

3）。但是，在纵切的中部组织中，我们即观察到了丝状结

然太岁不一致。另外，假太岁直径一般较小，有的还不足

构又观察到了网络状结构（图 3C 和 D），因此我们猜测，太

20 厘米。部分棕色的假太岁样本甚至掉色严重（图 5 和 6）。

岁内部丝状结构的排列方向可能并不一致。胶质太岁样本的

更重要的是，假造肉质太岁内部没有肉眼可见的丝状结构。

【北斗卫星·科技名词】 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Radio Navigation Satellite Service 缩写：RNSS) 定义：由用户接收卫星无线电导航信号，自 49
主完成至少 4 颗卫星的距离测量，进行用户位置，速度及时间参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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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具尖肉质太岁样本染色切片的光学显微镜图（A 和 B 为锦州三号顶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A 为横切，
B 为纵切 C 和 D 为锦州三号中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E 和 F 为锦州三号底部组织的结构展示 E 为横切，
F 为纵切 G 和 H 为锦州一号靠近表皮处组织的结构展示）

对比天然肉质太岁样本和假造肉质太岁样本的显微结

结构，以及显微结构中是否存在致密的且孔隙直径多小于

构，假造肉质太岁结构大多更加松散，内部分布有直径超

50 微米的网络状结构为判断标准，通过形态特征及显微结

过 50 微米的孔洞或大范围空白（图 5）。少部分假造肉质

构进行综合判断。

太岁结构比其他假造太岁致密，甚至有类似天然肉质太岁

我们在宏基因组分析中发现，太岁是一种由黏菌、细菌、

的网络状结构和排列的丝状结构，但是这些样本中的丝状

真菌、古菌的特定物种以大致固定比例结合的共生生物体。

结构方向杂乱（图 6）。对于这部分结构更为致密的假造太岁，

一般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缓慢生长，并从下而上生长，生

结合其整体形态特征将有利于对其的辨别。

长过程中产生独特的代谢物，因此累积成特定的丝状结构。

总结我们对于具尖肉质太岁样本和假造太岁样本的观

这些丝状结构，目前人工假造无法实现，故而可以作为判

察结果，天然肉质太岁的判别可以依据：内部结构是否呈

断真假太岁的科学依据。当然，进一步通过基因组分析或

现肉眼可见丝状，显微结构中是否有方向整齐排列的丝状

者严密的化学成分分析，也可以准确判断太岁真假。科学

50 【北斗卫星·科技名词】 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Radio Determination Satellite Service 缩写：RDSS) 定义：用户至卫星的距离测量和位置计
算不是由用户自身独立完成，而是由外部系统通过用户应答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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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发展，可以解决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维护正常社
会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新问题出现。真假太岁
的科学鉴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刑侦科学方向。
致谢：本文研究得到上海自然而然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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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胶质太岁样本五常一号染色切片的光学显微镜图。

图 5 内部结构松散的人工太岁的个体图
及 HE 染色切片图

图 6 内部结构相对致密的人工太岁的个体图及 HE 染色切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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