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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您这里读到的，是俞磊所编撰的关于人类文明的史书稿，这本

书还远远没有完成，您读到的仅是一个提前公布的草稿版本。 

因为人们可以见到，今天存在于地球表面的人类文明正在进行

着这样一个过程：地球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化，

正在逐渐地融合，人们正在扩大对别人的了解。一个建立在以前各

种文明的成果之上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其实这样的过程人类早就

经历过，古代有齐国有秦国，但今天都是中国人，古代有雅典有斯

巴达，今天却都是希腊人。这一过程在今天我们的世界也正在发

生。 

所以我觉得就需要这样一本书，要记载下我们人类文明的艰辛

历程，记载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杰出的艺术创造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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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朽的卓越思想，记载下我们对自由不懈的追求，以及对外在世

界永无止境的探索。 

二千多年前，司马迁把他能看到的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撰写了

传世名作《史记》。中国人有着全人类中最为自豪的记史传统，在全

球化的今天，我们理应以一个地球人的立场，去编撰全人类的史

书。 

这就是我努力做这件事情的初衷，1992年的时候，我还是个青

年时已尝试写作，最早编写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部分，在互联

网上可以找到旧文。2011年时，我有位朋友王卫汉希望我不懈努

力，尽快完成此书，不过他等不急我写成全文，所以我开始整理自

己的知识，组织课程，并将视频公布在互联网上。真诚感谢包括他

在内的许多朋友这么多年来的支持，视频课程已经完成了好几个系

列，然后我整理讲稿，修订错误，追加地图和图片，成为您现在所

看到的这个稿本。 

但我自己学识有限，深知要完成这样的著作已经超出我毕生能

力所及。这里仅仅是初步的整理的纪事纲要，以供后世士人参考。 

 

文章说明： 

您所读到的这本书还远远没有完成，稿本的发布日期标识在每

页的左下角。您可以前往 https://home.yulei.org网站，那里有最

新版本提供下载。 

目前已经初步整理了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古代文明 

第二部分：希腊罗马文明（目前尚在整理中） 

https://home.yulei.org/
https://home.yul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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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世纪的世界（目前尚在整理中） 

第四部分：文艺复兴 

即使这几部分，也只是初步整理，谈不上完成。如我在序言中

所述，很多只是对我的视频讲课的初步整理而已。 

读者会发现作为一本讲述全人类文明的书籍中，居然没有系统

地讲述中华文明，这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中国人，所以编写这部分

尤其困难，不过我将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补充进来。 

读者也一定会发现此书包含有大量错误，或者不恰当的文字，

如果您发现了这些，请联系我，因为我仍然在不断修订此书，所以

您的建议非常重要。我的电子邮箱是：yulei.history@gmail.com。 

我没有打算出版印刷此书，因为作品本身仍然在不断修订之

中，通过互联网一样能够提供下载阅读。若您更喜欢纸质书籍，可

以自行打印成册。 

 

关于版权： 

本书使用“CC BY-ND”版权协议，简要来说您可以免费、自由

地取得这本书的电子版本，也能随意复制，传播它，或甚至可以用

作商业用途而不必向我支付任何费用，但是除非得到我的同意，您

不能修改它，不能改变它的文字和其他内容。 

具体条款请参见：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关于体裁、地图、插图和引文的说明： 

mailto:yulei.history@gmail.com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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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书而言，最佳的体裁是纪传体。因为使用纪传体撰写史

书，内容完备，线索清晰，突出重点，同时兼顾了文学性。但我目

前所写的内容属于初步整理，仍然沿用了这些年来视频讲课的记

录。撰写完备的关于全人类的纪传体史书当是非常伟大崇高的事

业，但我清楚知道此事我能力所不及。所以目前我采用的体裁，可

以说是一种倾向于纪传体的叙事体。 

本书附有大量的地图和插图。地图有些由我自己制作，还有些

取自互联网上的公有领域的图片，svg格式的矢量图文件最新版本

可以从 https://gitlab.com/yulei.history/historymaps 下载。

插图主要取自维基百科，我在附件中提供全部插图的文件来源。根

据行文的需要，图片经过了剪裁或其他调整，这些不再一一说明。 

本书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所以很多引文我自己也已无法找到出

处，虽我已尽努力，但仍然无法全部列出。也因为行文需要，特别

为译名统一，很多引文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文字都略有修改，这

些也不再一一说明。 

 

 

https://gitlab.com/yulei.history/history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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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有五个，也就是：埃及，美索不达

米亚，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岛。其中最早的

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文明至少在公元前四千年就出现

了。印度第一次文明在公元前三千以后出现，中国及克里特岛在公

元前二千年左右。 

怎样才算文明的开始，有什么标准，这目前也没有定论。比如

匈奴人，没有文字居无定所，算不算文明？有的人说不算，但也有

人说属于游牧文明。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底线，我的观点是：一是文

字，如果有文字那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进入文明了；二是有城市，城

市就是一个起码有几千人或几万人居住的聚落，有这样城市的地

方，可以认为是进入了文明。这样的话，以目前所知，从时间上

排，大致就是这五个文明。除了这五个文明以外，还有一个奥尔梅

克文明或许也能算比较早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美洲，是玛雅文明的

地图 1 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五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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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玛雅文明本身则比较晚。奥尔梅克文明有城市，但是对奥尔

梅克文明，我们现在了解得很少，所以我这里暂时没把她放进来。 

中国为什么是在公元前2000年呢？大家知道中国目前考古学上

能找到的最早的有文字物品，就是殷墟的甲骨文，另外有一些比如

郑州商城这些遗址。这些遗址都是商朝的，我们考古学上能找到的

明确认为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文明的是商朝。而商朝，从历史记载

上看，是公元前1500年。史书中再往前有一个夏朝，现在所有的正

规的史书上都把夏朝称为“传说中的夏朝”。因为没有任何文字

的，或者考古学上的证明。但商朝文明不可能一下子产生，又因为

假如夏朝存在的话，则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所以，把中国文明的

开始时间定在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在中国传统上有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本

身是不科学的。因为“文明”与“国”不是同一个概念。古代的一

种文明，其中会有许多的“国”。“四大文明古国”，一般称为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其中埃

及、印度和中国，在今天确实是主权国家，这三个古代文明发生的

地方大致就是在这三个今天的主权国家的领土之内（严格说，古印

度文明应该在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至于巴比伦，应该称为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两河流域文明”，其地域在今天伊拉

克境内。只是这个文明的某一时期出现过几个定都于巴比伦城的王

朝。把巴比伦列在四大文明中，就象把春秋时单独的一个齐国与古

埃及、古印度并列在一起一样不妥。 

从时间上看，爱琴海文明并不比中国文明晚，所以也应该列进

去，但确实说不上这个文明是什么“国”，她与后来的希腊文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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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也不能称为“古希腊”。这种情况也类似于印度， “印

度河流域文明”已经消失。而后，印度这片土地上又有了文明。所

以如果把两者合并称作“古印度”的话，也是不妥当。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是希腊语“两条大河”的意思，这是因

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过这一片平原。在这里，苏美尔人开

始了文明的进程。至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地区的文明，哪个

更早些，历史学家们尚无定论。埃及的地理相对封闭。尼罗河定期

泛滥，使她两岸狭长的谷地变得非常肥沃，而谷地两边则是茫茫沙

漠。这样，在这狭长的河谷之内，伟大的埃及文明就保持了四千

地图 2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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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直到公元前后最终消亡。因此，在古希腊人眼里，埃及文明就

已经是古迹了。 

历史学家们把古埃及历史划分为三十一个王朝，在这三十一个

王朝以前，是尚未统一的埃及，称作前王朝时期；而在这三十一个

王朝以后，埃及成为希腊化国家，然后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后

来成为阿拉伯人的土地直到今天。 

整个埃及历史非常长。如果我们统观埃及历史的话大致可以分

为这么几个时期：公元前3100年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发生，那就是美

尼斯统一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有很多小国，最后形成两个上

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把美尼斯统一埃及

之前的历史，称为前王朝时期。从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埃及到

公元前525年波斯军队占领埃及，约有三千年不到的时间，现在把它

称为古埃及或者是法老埃及，从公元前525年开始，埃及被波斯征

插图 1 埃及历史分期以及埃及和中国的历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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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公元前525年之后埃及仍然有过几个独立的小王朝。然后，埃

及变成希腊文化的埃及，也就是进入希腊化时期了。经历了希腊罗

马时期以后，公元639年，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从此埃及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一部分直到今天。 

先概述一下古埃及的历史。这三十一个王朝从公元前3100年埃

及统一起，第一、第二王朝称作早王朝时期。第三至第六王朝称作

古王朝时期，其中第三和第四王朝是埃及的辉煌时期，也就是大量

金字塔建筑的时期。公元前2180年至公元前2040年的第七至第十王

朝时，埃及进入了一个大动乱时期，史称第一衰微期。公元前2055

年第十一王朝结束了动乱，埃及进入中王朝时期，这是埃及又一次

长期稳定繁荣的时期。从公元前1786年第十三王朝起，埃及进入了

第二衰微期，中央政权极度衰落，亚洲来的蛮族喜克索人入侵埃

及，占领了埃及北方。公元前1570年，第十七王朝兴起，赶走了喜

克索人，从此，埃及进入了新王朝时期，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

王朝，是古埃及的鼎盛时期，埃及一下子成了一个大帝国，所以常

称为帝国时期，第十九王朝时，埃及在亚洲同赫梯帝国进行了长期

的争霸战争，双方耗尽国力，以和平条约而结束了战争，战争使两

国都元气大伤，赫梯帝国不久灭亡。从公元前1085年的第二十一王

朝起，埃及进入后王朝时期，也称作第三衰微期，僧侣、利比亚雇

佣兵以及努比亚人相继在埃及建立了王朝，公元前671年，亚述帝国

国王亚述巴尼拔征服埃及。亚述帝国灭亡后，埃及建立了第二十六

王朝，常称作埃及的复兴时期，国王尼科二世努力振兴埃及，同新

巴比伦王国长期争霸，但最终失败。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埃

及，其后，埃及又曾建立过几个独立的小王朝，但最后仍成为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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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一部份。公元前330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也征

服了埃及。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

国，埃及成为希腊化国家。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托勒密王

朝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自杀身亡，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

行省。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代，有一个埃及的祭司名叫

曼涅托。他写了一本书，给当时的希腊人介绍了埃及历史。是他把

埃及划分成第一到第三十王朝，他的划分依据，并不如中国的一家

一姓的王朝制度，而更多是根据政治情况，有时可能也未必合理。

但是这这种划分法却一直沿用了下来。“古王朝”“中王朝”“新

地图 3 上古埃及（约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 



第一部分 古代文明      第二章：埃及历史至新王朝时期 

14 / 150  20190515的未定稿 

王朝”的说法也是由曼涅托提出的。可惜的是，曼涅托本人的书今

天早已失传，只是在古希腊时代和后来基督教学者的著作中保留许

多引文，古埃及的历史的概貌得以流传至今。下面我就详细地叙述

这延绵三千年的古埃及历史。 

埃及统一以前，也就是前王朝时期，从公元前四千年埃及进入

文明时代开始，那时有许小国，称为“诺姆”，有40多个诺姆小

国。就象很多文明一样，埃及这40多个小国之间或许也类似其他文

明早期，有着频繁的战争，并逐渐趋向统一。经过一定时期，埃及

可能一度统一，随后又分裂为南北对峙的两个王国。在尼罗河上游

的称为上埃及王国，在尼罗河下游的称为下埃及王国。 

尼阿马特·伊斯梅尔·阿拉姆著《中东艺术史》里提到公元前

4240年，埃及有过一次统一，我在别的资料上都没看到过这件事

情。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之间，经常有战争。有一个叫做巴

勒莫石碑的遗物。石碑上刻着的埃及文字

讲述了很多埃及统一前的事情，提到了很

多国王的名字。可惜的是这块碑已经摔成

碎片了，最大那块碎片今藏于意大利巴勒

莫的一个博物馆，石碑因此得名。我们无

法还原出上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的历史

情况，甚至不知道哪个国王在前哪个国王

在后。 

前王朝时期有个著名的国王是蝎子

王，他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

是上埃及的国王，因为他头上戴着的王冠
插图 2 巴勒莫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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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埃及的王冠。巴勒莫石碑上没有出现蝎子王的名字，我们甚至

发现了他的墓地，但没有任何一个考古物体上出现过蝎子王的名

字，所以蝎子王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他的

权仗，上面有他英勇地拿着武器的形象，把这个形象放大以后我们

看到这里有个蝎子，蝎子王因此得名。从考古学上发现蝎子王努力

要统一埃及，但是他至死也没有成功，至少没有看到统一的任何证

据。 

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埃及。美尼斯是希腊

人对这位国王的称呼，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则称他为“米

纳”，而他的另一种称法是“纳尔迈”。纳尔迈、美尼斯、米纳，

很多人认为就是同一个人，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 

古埃及统一以前，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王冠是不同的。1898年，

考古发现了“纳尔迈石板”。石板高约0.63米，据测定，所属年代

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最引人注意的，是石板正反两面上面都刻有

插图 4 蝎子王权仗 

插图 3 蝎子王权仗上的蝎子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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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迈”的名字。同时，正反两面上，纳尔迈国王分别戴着上、

下埃及的王冠。这有力地证明了，纳尔迈已经统一了埃及，同时为

上下埃及之国王。 

插图 6 纳尔迈王石板 

插图 5 古埃及王冠式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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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尼斯开始就是埃及的第一王朝，二百年后，则是第二王

朝。第一和第二王朝都定都于提尼斯，所以常称为提尼斯时代，也

称为早王朝时期。历史学家们认为，那时的埃及尚未形成真正的后

来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 第一、第二王朝的变更，情况并不是很

清楚。可能只是曼涅托觉得这个王朝时间太长，所以就划分了一

下。公元前2686年，第三王朝取代了第二王朝 至于第三王朝取代第

二王朝，则可能有战争及革命发生。 

第三王朝的君主左塞王是非常有作为的。他把首都定在北方的

孟菲斯，他使埃及真正统一为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这样，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有秩序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一成就立刻就

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表现就是金字塔的建筑。 

左塞王年轻的宰相，由书吏出生的伊姆荷太普为左塞王设计建

造了埃及第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高达六十米。左塞王以前的埃

插图 7 左塞王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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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诸王采用一种称为“马斯塔巴”的建筑作为墓室，“马斯塔巴”

的外形就如同方形平台，左塞王金字塔实际上就是六个巨大的“马

斯塔巴”叠成的，因此构成了“阶梯形金字塔”。伊姆荷太普还在

金字塔周围建造了许多附属建筑，构成宏伟壮观的建筑群。伊姆荷

太普因为在建筑学上的巨大成就，在后世就被神化了，在古希腊神

话里，他化身为阿斯克勒庇奥斯，也就是医学，科学和工程之神。

甚至在近代，还有历史学家夸大地称他为： 

历史时代的第一个天才，他的思想和创造力超过了他的时代，

并指导了人类文明的行程进入新的途径。 

第三王朝以后诸王没有左塞王的力量，第三王朝逐渐衰弱下

去。约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取代了第三王朝。第四王朝的开创

人斯尼弗鲁是位强有力的国王，他曾远征努比亚和利比亚，并进军

西奈半岛，努比亚就是今天的苏丹。 

斯尼弗鲁一个人就拥有三座金字塔，他首先为自己修建了一座

高九十二米的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未完工却已经塌方。随后，

插图 8 斯尼弗鲁的第一座失败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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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代赫舒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高一百零一米的金字塔，这座金

字塔先以54
o
3斜角修建，到了塔身一半时，改以43

o
21

’
直到塔顶。这

种下陡上缓的就是“弯曲形金字塔”。“弯曲形金字塔”是由“阶

梯形金字塔”发展向“真正的金字塔”的重要一步。斯尼弗鲁.对这

座金字塔仍不满意，最后，他在不远处修建了高九十九米的“真正

的金字塔”。  

插图 10 斯尼弗鲁的“弯

曲型金字塔” 

插图 9 斯尼弗鲁的“真正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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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尼弗鲁以后的几代君王时期，埃及局势稳定，国力昌盛。金

字塔也修建得极其宏伟，斯尼弗鲁之子胡夫以及后来的哈夫拉、孟

卡尔的三座金字塔位于吉萨，是最著名的，而且通常所说的大金字

塔，也就是指这三座。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以及她们周围的一些

小金字塔和许多附属建筑构成了一幅极为和谐、庄严、坚强而又美

丽的群体。事实上，无论谁，无论从远处的任何角度望去，或是身

临其中的任何一处，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插图 12 空中俯瞰吉萨大金字塔群 

插图 11 吉萨大金字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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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字塔中最北面的胡夫王金字塔是最著名的，她高146.6米。

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竖起以前，她是全人类最高的建筑物。全部建

筑用二百三十万块石块彻成，每块平均重2.5吨，最重的则重30吨，

她的斜面夹角为50
o
50'35"。地基边长230米，总占地52000平方米。 

胡夫王金字塔不仅外观上令人吧感叹，她的内部结构也很复

杂。这张图就显示了她的主要结构。①是一个入口，通过斜坡②可

以到达一个废弃的墓室③，以前埃及国王的墓室通常在金字塔的地

下，胡夫王一开始可能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后来他改变了主

意，废弃了地下的墓室。沿通道④和⑤可以到达另一个墓室，这可

能是王后的墓室。通过通道⑥可到达墓室⑧，这是最大的墓室，也

是胡夫王花岗岩石棺所在。墓室高约六米，为了支撑室顶上巨大的

压力，墓室上盖有一块重达四百吨的巨石板，再上去则是五层空间

结构，其中最上一层是用巨石筑成的三角形尖顶以分散重力，整个

插图 13 胡夫王金字塔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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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的设计非常符合力学原理，因此这一结构保存了四千五百年至

今没有任何损坏。 

1789年，拿破仑出于对古代的迷信，也为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势

力，出兵埃及，当他的军队到达吉萨时，巨大的金字塔使全体法国

人惊叹驻步，许多人甚至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通晓历史并善于利用

士兵心理的拿破仑便即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以鼓励士兵去打

胜仗。然而更重要的是，法国人带回欧洲的众多文物引起了考古学

的飞跃，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于自己文明的认识。 

三大座金字塔中间的一座是哈夫拉王的金字塔，高143.5米，底

边长215.5米，塔的顶部有尚未剥落的石灰石层，事实上，大金字塔

的表面都有一层打光的石灰石层，由于年代久远，大都已剥落，只

有哈夫拉王金字塔的顶部还保留了一些。哈夫拉王金字塔前面有一

座高20米，全长57米，用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成的狮身人面像。据说

插图 14 哈夫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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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面容就是哈夫拉王的理想化的肖像。希腊人用自己的神话称之

为“斯芬克斯”，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恐怖之父”。据说，狮身

人面像是用于象征保卫国王墓地的。 

第四王朝的国王顺序依次为：斯尼弗鲁（约前2613年–2589

年）、胡夫（约前2589年–2566年）、雷吉德夫（约前2566年–2558

年）、哈夫拉（约前2558年–2532年）、孟卡尔（约前2532年–2503

年）、谢普塞斯卡弗（约前2503年–2499年）。在胡夫和哈夫拉中间

有一个国王叫雷吉德夫，既然胡夫和哈夫拉都有这么庞大的金字

塔，雷吉德夫应该也有一座。后来人们终于找到了雷吉德夫金字塔

的遗迹。按照英文维基百科，据信雷吉德夫金字塔在罗马帝国时期

被彻底毁坏了，原因可能是那时附近兴起了一座小镇，镇上的居民

大量采用了它石料修建自己建筑，几百年下来，这座金字塔就只剩

下残存的地基了。今天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哈夫拉篡夺了雷

吉德夫的王位。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历史证据，有可能就是因雷吉德

插图 15 狮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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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没有留下大金字塔而产生。今天残存的雷吉德夫金字塔遗迹见

图。 

孟卡尔王的金字塔只有66米高，底边长108.5米，她的前面有几

座王妃的小金字塔。与前任的斯尼弗鲁、胡夫和哈夫拉几位国王相

比，孟卡尔金字塔是很小的。同时或许也说明了当时埃及的实力有

所下降。而孟卡尔的继任者谢普塞斯卡弗甚至连金字塔也没造，只

造了一个传统的马斯塔巴。  

插图 16 雷吉德夫金字塔残骸 

插图 17 谢普塞斯卡弗的马斯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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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四王朝辉煌的金字塔相比，第五、第六以及以后的大量金

字塔实在是相形见绌。附图是第五王朝第一位国王乌瑟卡夫（约前

2494-2487在位）的金字塔今天的遗迹： 

第五王朝最高的金字塔是内弗尔卡拉（约前2446~2438年在位）

的金字塔，高度为70米，下图是这座金字塔今天的遗迹： 

插图 18 乌瑟卡夫金字塔 

插图 19 内弗尔卡拉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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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王朝末期的佩皮二世（约前2278年—前2184年在位）的金

字塔。建造时间晚于吉萨大金字塔四百年，但是今天的遗迹仅剩沙

土一堆。佩比统治时间长达九十四年，如果史料记载正确的话，可

能是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不过他的统治却乏善可陈，

埃及的中央权力严重削弱。佩皮二世死后，宫廷开始内乱，国家迅

速陷入内战之中，进入第七王朝。曼涅托说第七王朝只有七十天，

却有七十个国王。此后内乱持续了一百多年。 

第一衰微期，第七、八、九、十、十一王朝相继并立。第十一

王朝是门图荷太普一世于公元前2133年在底比斯建立的。到公元前

2040年前后的门图荷太普二世在位期间，逐渐平定内乱，再度统一

埃及。 

第十一王朝在约公元前2055年开创了埃及的中王朝时期，因为

这是埃及第二次长期稳定的时期。第十一王朝末，埃及又有局部的

动乱，底比斯人阿美涅姆黑特一世平定内乱，建立了第十二王朝。

这时期埃及稳定而且繁荣，但仍远不及古王朝时代，历史学家认

为，总的说来，中王朝时期的埃及是孱弱的。 

插图 20 佩皮二世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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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的建筑也近尾声，在门图荷太普二世王陵中，金字塔是

建在二层台基之上的，台基周围都有柱廊，金字塔本身规模不大，

但整个建筑溶金字塔、祭殿以及她后面凿在山岩壁内的墓室为一

体，是向以后埃及宏伟的享殿和神庙建筑的过渡。 

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人最后建造了几座大金字塔。这几座金

字塔都是用泥砖所造，虽然晚于吉萨大金字塔七八百年，但这几座

金字塔如今都只剩下废墟，附图即为著名的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约

前1842年～前1797年在位）的“黑金字塔”。这时的埃及人也许自

己也不知道古王朝时代那些金字塔是如何建筑的了。国王们既然目

睹了吉萨金字塔的伟大，一心也想为自己也建一座，但他们的努力

没有成功，最后，埃及人放弃了再建造大金字塔的想法。 

第十二王朝末，埃及再次发生动乱。公元前1778年，第十三王

朝取代了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700年左右，亚洲的蛮人入侵埃及，

插图 21 门图荷太普二世王陵想像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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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意为“牧人之王”或“异邦统

治”，他们拥有埃及人没有的马和新式的武器，因而轻而易举地占

领了埃及的北方，迫使第十三王朝迁到南方的底比斯，并和后来的

第十四王朝向他们称臣纳贡，他们自己则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

朝。史称第二衰微期。 

埃及文明出现至此，已过去了二千多年，而距美尼斯统一埃及

也有一千五百年了。虽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的文明

才刚刚开始，埃及文明也许已经苍老。但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埃及

人，猛然醒来，振奋起古时的力量。第十七王朝的塞肯内拉王开始

了反喜克索人的战争，他的儿子卡莫斯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喜克

索人赶出了埃及，从而开始了埃及的新王朝时期，也称为帝国时

代。因为这时，古老的埃及突然变得非常强大，而且建立起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的大帝国。 

插图 22 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黑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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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王朝起初是底比斯地方兴起的政权，在喜克索人统治的

时代，南方的埃及王朝要向北方的喜克索人政权称臣纳贡。有文献

记载有喜克索国王写信给第十七王朝的国王，说底比斯的池塘里河

马的叫声吵得他在北方的首都里也无法入睡，收到信后塞肯内拉国

王觉得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开始了驱逐喜克索人的战争。这战争

进行的详细过程今天已经无法了解，已经找到的塞肯内拉王的木乃

伊头上共有五处伤痕，维基百科上说，“一处为致命棒击，三处为

斧头砍伤，一处为刀剑刺伤”，或许就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塞肯内

拉的儿子卡莫斯继续了他父亲的事业。虽然到卡莫斯死时，喜克索

人仍然占领着埃及的几处据点，这最后的几处最后也被卡莫斯的继

任者雅赫摩斯所清除。 

雅赫摩斯一世是卡莫斯的弟弟，曼涅托划分埃及王朝时，却把

他算作第十八王朝，这种划分方法，应该是因为雅赫摩斯一世彻底

打败喜克索人，开创了埃及的新王国时代。 

公元前1580年，卡莫斯之弟雅赫摩斯一世建立了第十八王朝，

首都在底比斯，他征服了利比亚和努比亚，并把军队开进亚洲，征

服了叙利亚和迦南，迦南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从此，埃

及的历史便溶于亚洲历史之中了。 

那时巴比伦第一王朝已灭亡，赫梯则处于内乱之中，美索不达

米亚的米坦尼王国和加喜特巴比伦都是二流国家，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只有许多小国，亚洲没有力量来与埃及抗衡。从雅赫摩斯一世开

始，历代埃及国王都致力于掠夺亚洲，战争也使埃及繁荣无比。 

有一位也叫做雅赫摩斯的士兵，他的墓地被今天的考古学家在

埃及发现。墓中有壁画及介绍他生平的传记，我们看到士兵雅赫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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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一生追随着国王雅赫摩斯南征北战。因这篇传记的发现，让我们

今天的人们知道了雅赫摩斯一世时代赶走喜克索人、进军亚洲的情

况。 

雅赫摩斯一世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阿蒙荷太普一世。阿蒙荷太

普一世没有后代，所以由当时的军事将领图特摩斯一世继位。但曼

涅托仍然把雅赫摩斯、阿蒙荷太普、和图特摩斯及其继任者算作一

个王朝。图特摩斯一世是位强有力的国王。但他的儿子，图特摩斯

二世身体却不太不好。 

约公元前1512年，图特摩斯二世继位，他的王后是他的异母姐

妹，哈特谢普苏特，一位女强人，掌握了权力。哈特谢普苏特自称

阿蒙神化身为他的父亲图特摩斯一世，所以她是神的女儿。同时，

为了强化她的统治，甚至在一些雕像上使用了带着胡子的男性的面

容。哈特谢普苏特本人并没有生下儿子。所以，继承权理所当然地

落到了图特摩斯二世与另外的女子生下的图特摩斯三世手里。也因

为此，哈特谢普苏特与图特摩斯三世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等到哈

插图 23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 插图 24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雕像（带有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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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谢普苏特死后，图特摩斯三世继位，便大肆发泄对这位后妈的不

满，在所有的铭文上刮去了女王的名字。 

不过，他并没有破坏女王的享殿。这座享殿是埃及为数众多的

伟大建筑之一，位于底比斯附近的代尔巴哈山下。享殿由沿着地势

高低分布的三层建筑构成，一条由低向高铺设的通道把各建筑连在

一起，通道两侧，耸立着两条柱廊。最上面的一层凿在山里，里面

有阿蒙神庙。整个建筑庄严肃穆，宏大的气势与群山相应，足以显

示出这位女强人的力量和埃及帝国的强大。 

图特摩斯三世亲政后，继续对亚洲采取征服政策，甚至占领了

象卡赫美士样远离埃及本土的地方。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的疆域，

东至幼发拉底河，西面占领了利比亚，南达努比亚的第四瀑布，以

后的埃及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图特摩斯三世的武功把埃及带上

插图 25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享殿 



第一部分 古代文明      第二章：埃及历史至新王朝时期 

32 / 150  20190515的未定稿 

了强盛的顶峰时期，也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庞大帝国。可以

恰当地称图特摩斯三世就是埃及的秦皇汉武。 

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埃及的

国王们逐渐采用“法老”作为自己

的尊称。“法老”一词本意为大房

屋，后来指王宫，并逐渐演变为对

国王的尊称。 

图特摩斯三世还加强同僧侣集

团的关系。埃及是一个有强烈宗教

传统的国家，有专门的一些人负责

祭祀神灵。阿蒙神本是底比斯的地

方神，由于中王朝时期的一些王朝

和现在强大的第十八王朝都以底比

斯为首都，使阿蒙神成了全埃及的

神。僧侣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

占有许多土地，人口。而第十八王朝的国王们还源源不断地把财富

送给神庙。国王们也利用神庙使自己神化，形成君权神授的专制统

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就宣称阿蒙神使她母亲怀孕生下了她。而图

特摩斯三世本人年轻时就曾当过阿蒙神庙的僧侣。 

埃及僧侣势力的强大更体现在神庙建筑上，古埃及的建筑都以

骇人的巨大著称，金字塔就象是座山，而神庙建筑也毫不逊色，埃

及人辉煌的建筑才能，早期显示在金字塔上，而晚期则显示在神庙

上。一根直径五米，高二十三米的巨石柱，上面满布着华丽的图画

文字，在你身旁，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卡纳克神庙的圆柱殿，

插图 26 图特摩斯三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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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十二根上述圆柱，再加上一百二十二根高十四米，直径三米半

的巨柱，这就是神庙的宏伟。 

卡纳克神庙在底比斯东北，占地25公顷，有围墙，象大多数古

埃及神庙一样，卡纳克神庙建筑群都座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中轴线

上，西面是主神殿。中轴线上有许多小神殿，她们之间约有十个塔

门和庭院、门楼及上述著名的圆柱殿。塔门也很宏大，比如其中有

一座宽113米，高46米，厚达15米。圆柱殿本身长103米，宽51.8

插图 27 卡纳克神庙的圆柱殿 



第一部分 古代文明      第二章：埃及历史至新王朝时期 

34 / 150  20190515的未定稿 

米，共有前述一百三十四根巨石柱，据说石柱截面上可站立一百

人。在塔门、圆柱和各处墙壁上，通常绘有各色绘画或刻以浮雕作

为装饰，还配以铭文。其题材从奇花异草，各种动物，历史大事乃

至王公贵族和普通人民的生活都有。 

离卡纳克神庙不远处有与之其名的卢克索神庙。她也以宏伟著

称于世。另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在我以后会

讲到的拉美西斯二世时修建的。整个神庙建筑凿在山中，入口处有

四座高达21米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神庙内还有许多雕成人形的支

撑用的石柱。阿斯旺水坝建成后，日益上涨的水位使阿布辛拜勒神

庙受到危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共同努力，采用现代科

学技术，将整座山拆开后移动几百米再拼合。并保持每年拉美西斯

二世生日这天，阳光能照到神庙深处这位不朽帝王的坐像上。 

插图 28 阿布辛拜勒神庙的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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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十八王朝埃及帝国的首都，相传也宏伟无比。后来的古

希腊人见到底比斯的遗迹，誉她为“百门的底比斯”。后来托勒密

王朝时，底比斯彻底毁于战火，当然，建造她的人可比引起战火的

人伟大得多。 

埃及僧侣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开始不把国王放在眼里，结

果国王和僧侣发生了对抗，最终导致了埃赫那吞宗教改革运动。埃

赫那吞本名阿蒙荷太普四世，在公元前1379年登上王位后，便推行

改革，没收阿蒙神庙的财产，否定阿蒙神的地位，推行对太阳神阿

吞的崇拜。阿吞神和其它神不同，它不具有人或兽的形象，而是一

个太阳，和许多放射出来的手，以象征太阳的光茫。阿蒙荷太普四

世把自己改名为埃赫那吞，意即“有益于阿吞神者”，他迁都埃赫

塔吞，改组政府，试图清洗僧侣集团的势力。 

插图 29 埃赫那吞全家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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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埃赫那吞改革影响最大的还是埃及的艺术。在埃赫那吞以

前，埃及的艺术品通常庄严呆板，国王的雕像都是肃穆庄严，眼睛

凝视着前上方，毫无表情。埃赫那吞时的艺术家们一改此态，在他

们的作品中，更多的表现自然。有许多壁画描绘了埃赫那吞的女儿

们的娇柔美丽，她们线条优美，姿势则随于自然。有一幅浮雕描绘

了埃赫那吞全家人，国王、王后在逗引自己孩子的情景，上面则是

阿吞神放射的光茫，这在古埃及过去的艺术作品中是没有的。 

不过，埃赫那吞的改革并未成功。在他死后，阿蒙神庙的僧侣

们又恢复了自己的势力。埃赫那吞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并改名为图

坦卡蒙，表示尊从阿蒙神。首都也迁回了底比斯。可是，这位少年

国王在位九年，年仅十八岁就死了，当然很可能是被僧侣们害死

的。 

关于图坦卡蒙的研究很多，比如也有认为他并不是埃赫那吞的

儿子，或者是他的弟弟。但是肯定是娶了埃赫那吞的女儿。埃及王

室采取兄妹通婚是很普遍的情况。图坦卡蒙本来名字应该叫做图坦

阿吞，意就是“阿吞神的形象”，但是随着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失

败和政权回归对阿蒙神的崇拜，他被迫改名成图坦卡蒙。至于他的

死，是被害死还是因疾而死，并无最后结论，所以我这里只是说可

能被害死。另外有著名的事件便是他死后，他的遗孀安克姗海娜曼

写信给当时与埃及敌对的强大的赫梯王国，希望能够嫁给赫梯的王

子。这也说明了王后的处境堪忧。这场婚姻当然没有结成。法老之

位最终落到了当时的权臣阿伊这里。或者也可以说是阿伊篡夺了王

位。为了使其统治合法，阿伊强行娶了年轻的安克姗海娜曼。此

时，阿伊已经是个垂暮老年人，而安克姗海娜曼还只有十几岁。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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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阿伊去世，军事将领荷伦希布成为新的法老。此后没有任何关

于安克姗海娜曼的史料记录。 

1922年，图坦卡蒙的墓被考古学家们发现，这是古埃及唯一保

存完好未遭盗劫的国王之墓。虽然图坦卡蒙是个悲剧的小法老，但

是从他的墓中无数的珍宝依然能够看到盛世埃及的奢华。考古学家

们发现了令人惊讶的珍品，包括家具，雕像，武器，王仗，包金战

车。家具主要是许多贴金并且装饰华丽的箱子，大小不等，内装有

大量衣物，珠宝，文书等。有一件镶着各种宝石，玻璃的包金木制

宝座，宝座的贴金靠背上刻画了图坦卡蒙坐在宝座上，年轻的王后

安克姗海娜曼站在他面前的温馨场面。墓中壁画描绘着安克姗海娜

曼摘下一朵鲜花送给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的棺材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最内层是纯金人形棺，内

装有图坦卡蒙王的木乃伊。 

插图 31 图坦卡蒙的贴金宝座 

插图 30 图坦卡蒙墓中壁画，王后

摘下一朵鲜花送给图坦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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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是古埃及最著名的东西，他

们把死人尸体的内脏掏出，然后把整个

尸体浸在一种干燥剂中脱水，再把尸体

紧紧捆扎，就制成了能保存数千年的木

乃伊。图坦卡蒙王木乃伊头部，罩着以

他面容制成的纯金面罩。金棺外是二层

贴金的人形木棺，外面是由一整块石英

石雕成的内棺，再往外则是四层木棺。

这样，这个棺材就是由八层构成的。图

坦卡蒙王墓的发现，使现代的人们了解

了古埃及的繁荣与奢华，也解决了许多

考古学和人类学上的难题。 

埃赫那吞以后，图坦卡蒙、阿伊、荷伦希布相继为王。这些国

王在位时间都不长，且伴随着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失败以后国家的动

荡和宫廷的斗争，直到拉美西斯一世继位，终于安定了下来。拉美

西斯一世本非王室成员，在荷伦希布时，他担任一些重要的官职，

荷伦希布最终选择他为继承者。拉美西斯一世继位时年事已高，所

以不久后王位就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塞提一世 

这时，小亚细亚的赫梯开始强大，严重威胁了埃及在亚洲的利益，

于是塞提一世重整埃及的军队，同赫梯争霸亚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几乎所有的文明世界都不同

程度地卷入其中。下面我就要先叙述一下西部亚洲的历史。 

 

 

插图 32 图坦卡蒙王纯金面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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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讲述两河流域历史的历史。两河是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

斯河。美索不达米亚源于希腊语，指两条大河的地方。这里孕育了

这个同埃及文明几乎同时开始的苏美尔文明。同埃及不同的是，美

索不达米亚地理不封闭，外民族入侵并毁灭了原先的民族是常有的

事。 

我先简略叙述一下两河流域文明的大致情况。首先是苏美尔人

的文明，苏美尔城邦在约公元前3000年进入鼎盛时期，如同希腊城

邦和意大利城邦时代一样，许多城市小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约公

元前2350年阿卡德王国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从而结束了苏美尔城

邦时代，在约公元前2110年，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这是苏美尔复兴

时期，但这不是苏美尔城邦的复兴，乌尔第三王朝也是一个统一的

专制国家。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苏美尔人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约公元前1758年，汉穆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第一王朝统一美索

不达米亚，到约公元前1595年为源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所灭。赫

梯经过一次内乱后重新强大，赫梯同埃及展开了长期争霸战争，战

争以两国的和平条约结束，不久赫梯帝国就为“海上民族”所摧

毁，埃及也逐渐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亚述逐渐强大，并形成

了亚述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甚至还于

公元前671年出兵占领埃及。亚述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持久强大的

国家。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为新巴比伦王国和源于伊朗的米底帝

国联军所灭，西亚进入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550年，波斯贵族居鲁

士夺得米底王位，建立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

最后时期。大流士王在位期间，波斯帝国统治了从印度河、中亚细

亚至利比亚和希腊北部的广大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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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波斯对希腊的希波战争以波斯失败告终，波

斯帝国开始衰落，公元前330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灭亡了波斯帝

国。西亚和埃及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对比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历史，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1750年

是印度河城市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印度的第一次文明，公元前2000

年以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了新的文明，吠陀文学产生。公

元前2000年以后，中国出现城市，约公元前1500年，商朝建立。约

公元前1300年，商朝定都于今天人们所称的殷墟的地方，约公元前

1000年，周武王灭商。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

在公元前1300年是迈锡尼的强盛时期，迈锡尼文明毁于约公元前

1100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举行。孔子生于公元

前551年，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大约在公元前323年，月护

王建立印度的孔雀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面我就

来讲述一下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 

公元前5000年以后，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兴修水

利，发展农业，从而开始了文明的进程。苏美尔人同埃及人不同，

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许多城邦，就象希腊人一样。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某时，美索不达米

亚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洪水，苏美尔人在洪水前就建立了许多城

邦，著名的有埃利都，相传她是洪水前最大的城邦。洪水淹没了许

多城市，毁灭了许多国家。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为一个神话，说地上

的人犯了罪，天上的神便决定毁灭人类，于是发动了大洪水，只有

一家人幸免于难。这一神话传说后来又传入印度、波斯、埃及和希

腊，而以犹太人的《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挪亚方舟的一则故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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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著名。中国也有一个洪水的传说，不过，中国人不是乘一只方舟

幸逃于难的，中国人在一个名叫禹的圣人率领下主动战胜了洪水。 

洪水过后，苏美尔人的主要城邦有乌尔、拉格什、温马，乌鲁

克，基什等。苏美尔人的政治史就是各城邦间和城邦内斗争的历

史，由于年代久远，这部分历史已不能完全为我们所知，我们今天

所知的，只是由考古而得的零碎情况。 

有一份《苏美尔王表》，记录了多个苏美尔城邦的各王朝的国王

名单和在位年数。成为今天研究苏美尔城邦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个

王表发现了好几份，应该是古代时他们相互抄写传播的。图为今天

发现的最完整的《苏美尔王表》。目前明确通过考古遗物确证的最早

的苏美尔国王是基什国王恩美巴拉格西，他约于公元前2800年在

位，考古发现有一个花瓶，上面的文字说这是作为国王的他供奉给

地图 4 苏美尔城邦（公元前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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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的礼物。不过《苏美尔王表》上恩美巴拉格西之前基什已经有

过21位国王，这个城邦国家应该早就有了。 

基什曾在各国中树立了霸权，这一霸权维持了很长时间。公元

前2870年，拉格什和温马由于领土纠纷而几乎导致战争，基什王麦

西里姆便仲裁了这件事，并立碑纪念。基什的强盛给后世造成了深

刻的影响，以后的一千年中，许多强有力的苏美尔君主，甚至并没

有占领基什，也自称“基什之王”。后来基什逐渐衰弱，考古学家

发现的史诗《吉加美士和阿伽》便说明了这件事。 

吉加美士是乌鲁克之王，阿伽是基什之王, 恩美巴拉格西之

子。史诗说阿伽派人前来要求乌鲁克臣服，吉加美士首先询问乌鲁

插图 34 吉加美士雕像 插图 33 苏美尔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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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贵族长老们，贵族长老们摄于基什的实力，竟然准备投降，吉

加美士当然不同意，于是他又召开民众会议，询问民众的意见，下

面就是民众答复吉加美士的话，我还给出了一些注释
1
： 

啊，你们站着的，你们坐着的， 

啊，你们和王子们一起来的， 指各个阶层的人 

啊，你们赶着驴腿子的，  

任何支持它生命的人， （“它”指乌鲁克） 

不要向基什的家族投降， 

我们要用武器打它。 

埃勒克，群神的手制品， （埃勒克就是乌鲁克） 

埃安那，天降之家， （埃安那是乌鲁克城内的神庙） 

是诸神构成它的各部分， （意思是“安努神之家”） 

它的高贵的居地为安努神所建。 

你已经在管理，你是王和英雄， （你指吉加美士） 

头颅的击碎者，安努所爱的王子。 

他们多么怕他到来， 

他们的队伍在缩小，从后方消散， 

他们的人不能面对着他。 

于是吉加美士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对抗基什。正当吉加美士在

积极备战时，阿伽率军包围了乌鲁克城，最后的战斗以乌鲁克胜利

而告终，吉加美士与阿伽会面，两位国王言归于好。 

                                                   
1 节选自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上古部分》1962年初版1974年印刷本

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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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关于吉加美士的叙事诗为有名，不过她是神话而非历史，

并且是写于一千五百年后的巴比伦第四王朝时期(但距今也有三千年

了)，这首长诗在近代为考古学家所发现，是用楔形文字写在十二块

泥版上的，它反映了古美索不达米亚文学所达到的水平。故事说乌

鲁克国王吉加美士年轻率性，对人民做了不少坏事。于是天神制造

了原始人恩启都，并派他前来乌鲁克，不过在大战一场以后，吉加

美士和恩启都人却结成为好友。此后他们打败了一个妖怪，这个妖

怪囚禁了女神伊什塔尔，女神伊什塔尔救后，爱上了吉加美士。但

吉加美士拒绝女神的爱情，于是女神派出复仇的天牛。吉加美士和

恩启都合力杀死复仇的天牛，却因此遭到了惩罚，结果恩启都病

插图 35 吉加美士叙事诗的一块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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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极度悲痛之中，吉加美士决定探究人类永生的方法。他历尽

千辛万险了解到当年大洪水时乌特纳庇什廷到长生草的经过，并潜

入海底，取得了长生草，可是在归途中长生草被蛇吞食，回到乌鲁

克后，在神的帮助下，与恩启都亡灵相会，终于明白了人类不能永

生。整个故事惊险曲折，用词丰富，语言流畅，是古代美索不达米

亚楔形文字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楔形文字以及她被现代人破译出

来的事，我以后会讲到的。 

苏美尔城邦的政治史很长，而且考古所发现的，均为零星碎片

般的记录，所以至今只有拉格什城邦的历史脉络比较清晰。有趣的

是《苏美尔王表》中没有拉格什，今天全靠考古学的发现，对这个

城邦的历史发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目前无法还原公元前

2500年以前的拉格什国王

名单，但是从公元前2500

年开始，国王名单就很清

楚了。约公元前2500年,一

个叫做乌尔南什的人成为

拉格什国王，而且在他的

统治下，拉格什开始强

大。附图为乌尔南什王时

的一块纪念庆典的石碑，今藏法国卢浮宫。 

到约公元前2445年，乌尔南什后面的第三代国王，恩纳铁姆在

位时，相继打败基什、乌尔、乌鲁克等城邦，称霸一时，也打败温

马，迫使温马接收几百年前基什王调停所规定的边界，重新竖立界

插图 36 乌尔南什王时的一块纪念庆典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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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附图是纪念恩纳铁姆的武功的石碑，上面可以看到苏美尔军

队，手持矛和盾，排成方阵，由他们的将领率领前进。 

从乌尔南什开始的王朝，结束于约公元前2385年。这时包括拉

格什在内的苏美尔城邦都经历了动乱。拉格什此后又换过几个国

王，但显然，这些国王并非父子继承，而且都是因动乱产生的。 

约公元前2378年，卢加尔安达国王治国不善。一个名叫乌鲁卡

基那的人推翻了卢加尔安达的统治，在平民的拥护下，自己登上了

王位，并进行了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在留下的关

于这场改革的泥版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拉格什贪官污吏横行

霸道，王室侵占平民的良田，买卖不公，苛捐杂税严重，穷人得不

到任何保障。乌鲁卡基那试图改变这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政治改

革运动，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及政策，保护平民的利益。然而乌鲁卡

基那的改革并未成功。 

插图 37 纪念恩纳铁姆的武功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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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拉格什内乱之时，苏美尔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温马

王卢加尔扎克西征服拉格什，杀死乌鲁卡基那。血屠全城。乌鲁卡

基那在位仅七年，他的改革也因此而废弃。不过拉格什人对这位为

国为民而献身人非常爱戴，痛恨卢加尔扎克西，有一块铬文写道： 

温马，毁灭了拉格什城后，对宁吉尔苏(神名)犯了罪。触犯了

他的手，他要砍断它。吉尔苏(指拉格什)之王乌鲁卡基那没有罪

过。至于温马之王，卢加尔扎克西，愿他的女神尼沙巴使他把他的

罪挂在脖子上。 

卢加尔扎克西从约公元前2325年开始，共在位25年，他南征北

战，几乎统一了大部分苏美尔城邦，自称： 

插图 38 记载有乌鲁卡基那事迹的一块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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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海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而上，至于上海，一条直

路，从日升处到日落处，神恩利尔他没有反对者。 

下海指波斯湾，上海所指不详，可能是地中海或黑海。卢加尔

扎克西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卢加尔扎克西第一次尝试统一整个苏美

尔，他虽然出身温马，却把首都放在乌鲁克，所以《苏美尔王表》

上，他被列为乌鲁克的国王，他的统治时期从约公元前2325年开

始，共在位25年，不过约在公元前2350年，北方阿卡德王国兴起，

阿卡德王萨尔贡打败了卢加尔扎克西，俘虏了他，不清楚他最后是

否被杀。而苏美尔人城邦的历史也就就此结束了。 

阿卡德王国是一个什么国家，这位萨尔贡又是何许人也？我前

面曾经说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不封闭的，外族人可以很容易地

进入，阿卡德人便是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他

们很快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在苏美尔人大规模动乱之机，他们

便在历史上崭露头角。萨尔贡出身微

插图 39 记载关于萨尔贡王身世的泥版 

插图 40 一尊被认为是萨尔贡

王的铜铸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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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是位私生子，出生后被遗弃在河里，由一个工人发现并哺养成

人，当上园丁，后来成为基什王的近臣，在一次平民暴动中，他背

弃了基什王，自己取得了阿卡德的王位。阿卡德城的具体位置至今

未被考古学家找到。经过三十四次战斗，萨尔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

亚，自称“大地之王”，“普天下之王”。萨尔贡虽出生微寒，却

并不缺乏远见卓识，他在美索不达米亚首先确立了专制制度。他的

王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稳定与昌盛。 

阿卡德王国的建立，结束了苏美尔城邦时期。今天留下了大量

关于阿卡德王国的泥版记录。萨尔贡王和他的后继者还远征玛里、

亚述和埃兰。玛里和亚述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亚述后来成为一个

大帝国。埃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之间，后来也曾强大一时。这

插图 41 纳拉姆辛胜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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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都是受苏美尔文明地影响，逐渐进入了文明社会。萨尔贡王

最著名的继承者是纳拉姆辛。纳拉姆辛是萨尔贡的孙子，阿卡德王

国的第四位国王，他在位期间，四处发动战争，使阿卡德王国的疆

域达到鼎盛。不过他死后，阿卡德王国就迅速衰落。 

近代叙利亚考古有个著名的发现，就是古城埃卜拉。埃卜拉位

于今天叙利亚境内，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这里是

一个繁荣的王国，目前已经确认的国王的名字至少有六个。约于公

元前2240年，阿卡德军队摧毁了这个王国。其遗迹在1962年被发

现，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事件。同时在遗迹中也发现了数千片的楔

形文字泥版文书，这些楔形文字不是苏美尔或者阿卡德语，而是叙

利亚当地人使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自己的语言，不过由于发现了苏美

地图 5 阿卡德王国（公元前2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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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语和它对应的词典，使得非常容易就破解了这种语言，也使得这

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完全呈现了出来。 

不过苏美尔人对阿卡德人的统治是不满意的，他们拥有一千多

年的文明，怎么会向刚来的阿卡德人屈服呢。事实上，萨尔贡王在

位末年，就已经暴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些起义都被他镇压了下

去。阿卡德王国在萨尔贡的一些强有力的继承者统治下，昌盛了一

百多年。后来，西北的阿摩列伊人东北的古提人继入侵，而宫廷内

部也屡屡发生政变，在内外困窘之下，约公元前2230年，阿卡德王

国为古提人消灭了。 

古提人强悍，凶残，但不善于治国，这给了苏美尔人以复兴的

机会。在阿卡德王国灭亡后的一百五十年里，昔日的苏美尔城邦相

继恢复。以拉格什为例，考古发现当时拉格什重建了一个王朝，史

称拉格什第二王朝，并且恢复了自己的繁荣，而拉格什的统治者与

库提的统治者之间也保持着某种目前尚不清楚的微妙的关系，使得

城邦的政权能够与库提的统治共存。 

但很快苏美尔人开始了反古提人的斗争。乌鲁克有个渔夫出身

的乌图赫加尔率领苏美尔人赶走了古提人，自己当上了乌鲁克之

王。乌图赫加尔之后，乌尔纳姆把首都定在了乌尔，同时通过战争

继阿卡德王国之后再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称之为乌尔第

三王朝。这一时期，也称苏美尔复兴时期。目前尚不清楚乌尔纳姆

和乌图赫加尔之间的关系。一说乌尔纳姆是乌图赫加尔的弟弟，另

一说乌尔纳姆则是乌图赫加尔的女婿。乌图赫加尔死于一场意外，

也可能就是阴谋，最终乌尔纳姆掌握了政权。公元前2110年,拉格什

也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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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是个古已有之的城邦国家。有过繁荣的乌尔第一王朝，约

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是乌尔第二王朝，公元前2350年为阿卡德王

国所灭。乌尔纳姆在公元前2110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多次

战争，乌尔纳姆消灭了各个恢复的城邦，建立了如同阿卡德王国那

样的集权制大国，自称是“苏美尔·阿卡德之王”。他还编制了人

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 

《苏美尔王表》约在此时编成。王表说洪水过后，王权自天而

降，王权在基什，然后列举了二十三位基什王统治了二万余年，后

来，乌鲁克打败基什，王权转到乌鲁克，以后又是乌尔……苏美尔

王表共列举了前后34位国王。 

把城邦时代想象成中央集权的大统一，把较强大的城邦当成是

统一的王朝，这种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国传统史学把

夏、商都当成统一的王朝。这种思想在西方，在这份《苏美尔王

表》中也出现了雏形，但是西方，由于后来没有持久的统一，这种

思想没有发展下去就消失了。《苏美尔王表》体现了阿卡德和乌尔第

三王朝的集权统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根深蒂固。 

乌尔第三王朝兴盛了一百多年后，逐渐走向衰落，被征服地区

相继反抗，其中最严重的是埃兰。乌尔第三王朝后期，闪米特族阿

摩列伊人大量进入两河流域，有些阿摩列伊人身居高位，甚至掌握

了一定军政大权。伊什比·埃拉就是其中一位，乌尔国王任命他驻

扎在伊新城，囤兵囤粮。因为这时东方的埃兰对乌尔形成严重威

胁。约公元前2004年，埃兰围攻乌尔，乌尔国王伊比辛让伊什

比·埃拉带兵前来勤王，但伊什比·埃拉故意拖延，结果埃兰攻破

乌尔俘虏伊比辛，乌尔第三王朝就此灭亡。这时伊什比·埃拉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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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赶到，将埃兰人驱逐。这样他就自称为王，史称“伊新第一王

朝”。 

乌尔第三王朝的辉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圣经》

还是《古兰经》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

乌尔人，后来迁居到巴勒斯坦。虽然写作《圣经》的时代，距离乌

尔第三王朝已经过去了二千年，乌尔城本身也早已化为废墟。但仍

然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乌尔，这本身大概也是对古老帝国的遥远回

忆。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苏美尔人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苏美尔

民族，这个最早在地球上开始文明进程的伟大民族，在开始文明二

千年之后，就这样从人类历史中消失了。 

不过，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则继续存在着。苏美尔人发明了著

名的楔形文字，字是用针刻在软泥版上，再用火烘干的。她最初也

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到了公元前2500年，形成拼音文字。阿卡德

人、埃兰人、亚述人都用这一文字拼写自己的语言，后来的古巴比

伦人、新巴比伦人以及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波斯人也是如此。这

样，楔形文字被西亚为数众多的民族使用了二千五百年。波斯帝国

灭亡后，这种文字逐渐消亡。楔形文字书写的无数作品埋在地下无

人知晓。后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从古建筑物上看到过这些文字，

但并不认识。直到近代，一些欧洲学者经过不懈努力，才破译成

功，否则的话，今天的人们不会知道有苏美尔、阿卡德存在过，对

巴比伦、亚述也只有如同神话般的概念。 

近代的学者首先从波斯人的楔形文字入手，因为波斯语言至今

存在，只是文字写法不同。在我后面将要提到的伊朗贝希斯顿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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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对照的楔形文字，内容为波斯王大

流士一世平定内乱，重新统一从印度河至利比亚的广大地区的详

情。这篇铭文对破译楔形文字极为重要，正是根据它，英国人 H.C.

罗林森释读成功了波斯楔形文字。学者们又顺藤摸瓜破译了新巴比

伦和亚述时代的楔形文字，然后是古巴比伦、阿卡德的楔形文字，

最后才破译出了最难解但最原始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整个过程从

1802年到本世纪初才完成。 

世界上除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最古老的文字外，埃及的图

画文字也是最古老的。埃及文字主要是拼音文字，也带有表意成

分。大多数丰富的图画，都是表示辅音、双辅音和三辅音的。埃及

文字通常不写出元音，为区别同音词，还有一种加在词尾的限定符

号。 

插图 42 贝希斯顿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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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字的写法有三种，一是圣书体，她完全是由图画构成，

主要用于雕刻及相对正式的场合。有趣的是，这种文字可以自上而

下也可以自左至右，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两旁排开书写，特别讲究美

观，这种文字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同中国的书法不同，埃及人

很少注意个性，因此埃及文字没有形成如中国书法那样的纯艺术

品。但由于它庄严和肃穆，再加本身就是由鱼虫鸟兽构成的图画，

就特别显示出其美学魅力所在。埃及文字的另一种写法是僧侣体，

这种字体是由圣书体快写而成，主要用于抄写宗教文献和文学作

品。还有一种世俗体，比僧侣体更为快写，已完全失去了图画性

质，主要用于商业和日常书写，许多文学作品也用它写成。圣书体

文字由于它的华丽庄严，再加上我后面会讲到的埃及文字同现在世

插图 43 埃及圣书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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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大多数文字之间的关系，在近代破译出来以后，许多欧洲显贵

们都喜欢用它拼写自己的名字。 

埃及为希腊、罗马占领后，上述三种文字就逐渐消亡，大约在

公元400年以后，就没有人认识它了，而随之，四千年的埃及文明，

包括她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也就成了巨大的谜。以

后埃及上层人物讲希腊语，平民百姓则用希腊字母拼写自己的语

言，形成科普特语。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后，阿拉伯语又逐渐取代了

希腊语和科普特语。近代，科普特语也成为无人使用的“死语言”

了。 

但是，埃及文字是埃及人对全人类所作的永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为腓尼基人把埃及文字发展为腓尼基字母，在此基础上，希腊人

发明了希腊字母，二十六个拉丁字母由希腊字母发展而来，而希腊

字母和拉丁字母是全部欧洲文字的基础。腓尼基字母的另一个分支

地图 6 字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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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阿拉米人发展成的阿拉米字母，这种字母比希腊字母流传更

广，从阿拉伯到波斯、印度以至西藏、蒙满的文字均是由阿拉米字

母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的。因此，世界上现存的文字，除了中国和

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以外基本上都源于埃及文字。 

埃及文字消亡后，古希腊学者赫拉波罗仔细研究过它，留下了

一本《象形文字》的书，收录了89个图画符号，但他并没有明白这

些图画的意义。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重新开始认真研究埃及文

字，但大都成效不大，其主要原因不外于认为这些图画是象形文

字。直到1789年，拿破仑出兵埃及他带去了庞大的学者团以负责收

插图 44 罗塞塔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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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埃及古物。他们发现了对破译埃及文字极为重要的一块石

碑，由于其发现地而被称为“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上刻有相互

对照的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希腊文是欧洲学者都能读懂的。

许多学者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是英国学者

托马斯·杨，这位托马斯·杨不仅为破译古埃及文字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同时也有其他诸多成就，在物理学上是他通过实验，确定了

光的波动性，从而否定了牛顿的光粒子说。最后破译成功古埃及的

文字的，是年轻的法国学者商博良。商博良首先确认了几位希腊国

王的名字，证明了埃及文字与希腊字母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出发

他完整地破译了埃及文字。正是由于破译了埃及文字，才使今天的

人们，终于了解了那绵延四千年的埃及文明。上面就是有关人类最

早的两种文字的情况。 

插图 45 乌尔第三王朝神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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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除了发明楔形文字外，在数学和天文学上也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现在人们仍然使用的六十进制计数法就是由苏美尔人首

先采用的。苏美尔人天文观测的数据，有的比后来希腊人还要精

确。虽然在建筑上的规模不及埃及，但苏美尔人仍留下了不少辉煌

的遗迹，最著名的有乌尔第三王朝时的神庙，高约四十米，由三层

巨大的台基构成，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建筑。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苏美尔人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

北方的阿摩列伊人大量涌进美索不达米亚。伊什比·埃拉建立了伊

新第一王朝，却并不及乌尔第三王朝强大，无法统一两河流域。另

有一个拉尔沙的国家一直与其对峙。北方的玛里和亚述也重新独

立。这一时期的亚述曾非常强大，向南一直扩张到阿卡德，国王沙

姆希·阿达德一世自称“天下之王”，亚述第一次表露了要建立霸

权的野心。不过，亚述的这种野心，迅速被巴比伦第一王朝所摧

毁。 

巴比伦第一王朝是由阿摩列伊人建立的，阿摩列伊人也因此常

被称为古巴比伦人。巴比伦第一王朝起初只是据守在巴比伦城的一

个城邦小国，在伊新和拉尔沙的对峙中逐渐强大，到国王汉穆拉比

（约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在位）时，国势强盛，占领了伊新和

拉尔沙。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763年，他自称统

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后来又毁灭玛里，征服埃兰，使亚述沦为半

独立国家。巴比伦成了显赫的大帝国。为了区别于一千年以后由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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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底人建立的巴比伦强国，

史学上常称之为古巴比伦王

国，而称后者为新巴比伦王

国。 

汉穆拉比和他的古巴比

伦王国之所以非常有名，主

要是因为下面几个原因。就

那时而言，汉穆拉比确立了

比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

朝更为强大的专制国家，他

在他的国土内建立了稳固和

持久的秩序。自那以后的一

千余年间，巴比伦城成为世

界上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

治中心，以后的新巴比伦王国对那时的世界的影响使巴比伦几乎成

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代名词。亚历山大大帝还决定把巴比伦作为帝国

的首都。自己也病死在那里。在此以后，作为城市的巴比伦逐渐荒

弃，而巴比伦这个名字则被神化而显得虚幻，直到上世纪和本世纪

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才使她的情况大白于世。 

使汉穆拉比有名的还有关于他的文献。现代学者们找到了他的

《年代纪》，详细记载了他一生的活动。考古学家还找到了他和玛里

长官之间的五千余件通信，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最著

名的是《汉穆拉比法典》被完整地发现了。这部法典刻在一根石柱

上，共二百八十二条，前后又有序言和跋。事实上，苏美尔人早就

插图 46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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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完备的法典，但迄今考古所得的只是片言碎语，唯有《汉穆拉

比法典》基本上完整无缺，因而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使我们能见

到当时的社会关系、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情况。 

巴比伦第一王朝并不长久，一百多年后，内忧外患极为严重。

公元前1595年，源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

关于这个赫梯，她的兴起，鼎盛以及灭亡，我将要详细叙述。 

赫梯王国在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后，自己却发生了内乱，无

力插手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强大的埃及第十八王朝控制了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并积极干预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自己则由几

个二流国家统治着。她们是埃兰、巴比伦第三王朝及巴比伦第四王

朝、米坦尼王国和亚述。 

地图 7 巴比伦第一王朝（公元前17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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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梯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上，她的本土同今天的土耳其差不多。

赫梯人是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文明社会的，并且深受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的影响。那时正处于亚述第一次强盛时期，亚述人在赫梯建立

了许多殖民地，后来赫梯逐渐走向强大，逐出了亚述人，建立了统

一的赫梯王国，并开始向外扩张，这就是赫梯的古王朝时代。到了

公元前1630年左右，哈图西利斯一世王在位时，赫梯成了一个能与

巴比伦对抗的强国。公元前1600年，赫梯王穆尔西利斯一世攻灭巴

比伦的盟友和北方的屏障哈尔帕， 

哈尔帕位于今天叙利亚的阿勒颇，当时有阿摩列伊人在此建立

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与巴比伦第一王朝有一定的盟友关系，大约

前1600年,穆尔西利斯一世攻灭了这个国家，此后不久，赫梯军队长

驱直入两河流域并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 

穆尔西利斯一世的辉煌战果并未为赫梯建立一个稳固的帝国，

因为他在一次宫庭阴谋中被杀，此后的一系列宫庭动荡使赫梯的国

力严重受损。考古学家发现了在赫梯首都哈图沙的泥版档案中的一

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了动乱的详情。首先是穆尔西利斯的妹夫汉

奇里杀死了穆尔西利斯，夺取王位；汉奇里死后，一个名叫采坦特

的人杀死汉奇里的儿子，夺取王位；不过采坦特又被自己的儿子杀

死。在一系列的阴谋最后，王族出身的铁列平夺取王位，平定内

乱，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防悲剧重演。铁列平时，赫梯的疆域已

大为缩小，不过，铁列平平定内乱，终于使赫梯国家保存了下来。 

可是到了公元前1400年之后，在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统治

时，赫梯重新强大起来。史称赫梯的新王朝时期或称之为赫梯帝

国。赫梯利用埃及的国王和僧侣内讧之机，进兵占领叙利亚和美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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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达米亚北部。埃及第十九王朝的塞提一世不能容忍赫梯的强大，

便整顿埃及的军队，进入亚洲，同赫梯展开了一场争霸战争。世界

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几乎所有的文明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

场战争。战争的结果给赫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各国以及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迈锡尼文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有米坦尼王国和亚述王国。米坦

尼王国是在巴比伦第一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她同埃及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通过联姻而与埃及成为盟国，因此，米坦尼王国是赫

梯的敌国。米坦尼王国强大之时，南面对抗我下面就要讲到的巴比

伦第三王朝，向北则使亚述臣服。 

亚述是个古老的国家，曾有过兴盛一时的古王朝时期，这我在

前面已讲过了。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亚述沦为巴比伦的附庸，后

来又成为米坦尼王国的附庸。但在公元前1365年，亚述王乌巴利特

一世的统治时，亚述重新强大起来。赫梯和埃及的争霸战争结束之

后，在赫梯帝国崩溃和埃及日趋衰弱之时，亚述一跃成为全美索不

达米亚的霸主，这是亚述的第二次强大，史称亚述的中王朝时期，

这我在后面还要讲到。 

巴比伦第一王朝灭亡以及赫梯内乱之时，加喜特人侵入巴比

伦，并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倾向于赫梯，并

帮助赫梯对付米坦尼王国。巴比伦第三王朝曾征服过埃兰，但后来

竟被埃兰所消灭。 

埃兰的情况我前面已有所介绍，这个地区曾长期为阿卡德王国

和乌尔第三王朝所统治，深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有过一些

城邦。公元前2006年，埃兰的西马什王朝强大起来，竟消灭了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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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王朝。后来埃兰臣服于巴比伦第一和第三王朝，但到了公元前

1157年，安善王朝统治下的埃兰重新强大起来，消灭了巴比伦第三

王朝，在从巴比伦掠走的珍宝中就有汉穆拉比法典石柱。不过埃兰

并没有保持一个大帝国，她很快为巴比伦第四王朝所击败，从此就

再也没有强大过。最终成为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埃兰条目说，埃兰长期保持有母系

社会遗俗，比如，王位传甥不传子，有时为了防止王权落入他族手

地图 8 赫梯与埃及争霸（公元前14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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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甚至采取兄妹通婚的方式，后来才演变为兄终弟及，并且逐渐

向长子代父发展。这使人想起中国在其文明早期的商王朝，也使用

了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方式。 

赫梯同巴比伦第三王朝结盟，两面夹击米坦尼王国，亚述的独

立使米坦尼遭受严重打击，埃及人正在内哄又无暇帮助她，不久以

后，赫梯终于打败了米坦尼，由此长驱直入叙利亚。这时埃及的塞

插图 47 卡迭石战役中的拉美西斯二世(阿布辛拜勒神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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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一世重整埃及的军队，开进亚洲，双方在叙利亚展开了长期的拉

锯战。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发生在公元前1310年的卡迭石战役，拉

美西斯二世率领的埃及军队同赫梯军队互相不分胜负。但这次战役

确立了赫梯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地位。但埃及仍一次又

一次地进兵亚洲，双方相持不下。 

战争给两国和他们之间的许多小国带来了灾难，两大国长期积

累的财富损耗殆尽，各国人民则饱受折磨。在政治形势上，亚述和

埃兰渐渐强大；地中海上又出现了个“海上民族”，利用赫梯和埃

及忙于战争，对海岸疏于戒备之机，大加掠夺。 

签于上述情况，两国政府开始考虑和解，决定确立各自在亚洲

的势力范围。最后在公元前1295年，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同赫梯的

哈图西利斯三世签订了条约，条约原文是用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

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在赫梯的王家档案馆中找到了一些片断，而在

埃及的卡纳克神庙中则找到了完整的圣书体文字译文。这是现存

的，人类国际关系史上最早的条约。条约由十四部分构成，确立了

双方保持永久和平、互不侵犯，划分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明确了

双方的义务，尤其是军事互肋的义务，双方不接纳并且引渡对方的

亡命者。条约签订后，双方就停止了战争。不过对他们各自而言，

真正的危胁已经到来，一个来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毫不留情地

对这些国家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这里说明希腊地区最早的“爱琴海文明”，公元前2000年地中

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上出现了文明。这是希腊的第一次文明，创造这

一文明的人与希腊人没有种族上的联系，但他们天生就有热情洋溢

的生活作风和潇洒自如的行为准则，这些为后来的希腊人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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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上的文明约在公元前1500年被毁灭，原因可能是火山、地

震或是一支希腊人──阿开亚人的入侵。阿开亚人来到希腊后，吸

收了原先克里特文明的成果，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这就是希腊

的第二次文明，也称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是当时希腊的一个军事强

国。迈锡尼文明在约公元前1000年被入侵的另一支希腊人──多利

亚人所摧毁。国家、文字，这些代表了文明的东西消失了，希腊又

退回原始社会。克里特和迈锡尼辉煌的文明只依稀地保留在希腊神

话之中。而同一时期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个“海上民族”，因为阿开

亚人拥有强大的海军，经常向地中海东岸各地发动进攻。所以，一

直以来史学界有认为“海上民族”可能或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

插图 48 埃及卡纳克神庙中保

存的埃及-赫梯和平条约的埃及

文版本 

插图 49 赫梯首都所发现的埃及-

赫梯和平条约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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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阿开亚人，但也有观点认为，“海上民族”并非

阿开亚人，迈锡尼文明的灭亡也是在“海上民族”的打击之下 

在这一打击之下，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终于崩溃，随

之，赫梯文明也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小亚细亚半岛重新回到原始

社会。残余的一些赫梯人逃亡至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几个小国，最后

都被亚述帝国征服。长久以来，唯一关于赫梯人的记载是《圣

经·旧约全书》中犹太人和赫梯人的一些交往，这里的赫梯就是那

些小国。《旧约全书》中的廖廖数语让人觉得赫梯是个未开化的民

族，可是那些犹太人又怎么会知道他们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呢。赫

梯文明和赫梯帝国的情况直到近代考古学兴起后才为世人所知。 

赫梯人用巴比伦楔形文字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他们语言本

身却与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一样，赫梯语是迄今所找到

插图 50 赫梯首都哈图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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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的有文字的印欧语系的语言。美索不达米亚各语言，除了苏

美尔人的语言外，都属于阿非罗-亚细亚语系，埃及人的语言也属于

这个语系。但是苏美尔人语言所属语系至今不详。 

《旧约全书·创世纪》中的传说，洪水过后，只有挪亚一家人

活了下来。挪亚有三个儿子：雅弗、闪、含。后来这三个人散居各

地，形成三大种族，即雅利安人、闪米特人、含米特人。而事实

上，《旧约全书·创世纪》的作者是犹太人，他们一定注意到了波斯

人、赫梯人、希腊人说着相近似的语言，而犹太人、阿拉伯人、巴

比伦人之间的语言也很相似，可能是有相同祖先的缘故，结果产生

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波斯人、赫梯人、希腊人都是雅弗的后裔，

犹太人、巴比伦人等都是闪的后裔，而古埃及人是含的后裔。 

近代，欧洲人来到印度，令他们惊讶的是，印度的各种语言与

欧洲的各种语言有很大的相似。欧洲各语言之间的相似是可以理解

的，但与欧洲相隔如此之远的印度，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呢？唯一

的解释是存在一种原始的母语，欧洲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如果没

有血缘上的关系，至少他们的祖先在某时某地曾使用过这一语言。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史前的里海东岸，那是雅利安人的发源

地，可能也是人类最早驯养马的地方。后来，这些操原始印欧语的

人有的向西到达小亚细亚半岛，就是赫梯人。再有向西就是希腊

人，以及后来欧洲各族人。这些雅利安人有的向南就是伊朗高原的

各族人，还有的向东进入印度，就是印度的雅利安人，他们创造了

印度的第二次文明。 

学者们又研究了属于闪的后代的各民族的语言，结果发现果然

存在一个闪米特语系，它包括现代的阿拉伯语、非洲的许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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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还包括犹太人的希伯莱语以及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的语言。

不过，并不存在独立的含米特语言，含米特人的语言也属于闪米特

语系，因此过去人们常称之为闪-含语系，但由于并不存在能与闪语

言并列的含语言，因而现在常称之为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上面就是

两种语系的情况。现在世界上使用人数仅次于印欧语系的是汉藏语

系，它包括了中国的汉语以及西藏、泰国、缅甸的语言等；还有阿

尔泰语系，它包括了土耳其人、中亚细亚突厥人、蒙古人、满族人

的语言等，分布也较广。世界上总共约有几十个语系。 

“海上民族”摧毁了赫梯帝国，他们也对埃及发动进攻，拉美

西斯二世和他的继承者麦伦普塔，经过几次卓越的战役，击退了

“海上民族”的进攻，使埃及文明幸免于难。尽管如此，埃及还是

走向衰落。第十九王朝末期，发生了一场由亚洲的奴隶伊尔苏领导

的暴乱，几乎遍及埃及全境，公元前1200年，塞特纳赫特镇压了起

义，建立第二十王朝。 

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之下，第二十王朝的埃及帝国一度恢复强

大，并且繁荣和平，不过在公元前1166年，这位法老被宫庭阴谋杀

死，从此以后，直到第二十六王朝兴起的几百年间，埃及十分衰

落。那时僧侣们的势力更加大了，他们不仅参于国家政治，甚至在

公元前1085年，自己建立了第二十一王朝，埃及帝国已徒有虚名。 

有一份“哈里斯大纸草”便说明了当时僧侣们势力的强大。这

是一份官方文件，拉美西斯三世为阴谋所害之后，他的儿子拉美西

斯四世平定阴谋，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他向神庙捐赠了大量财物

和土地以拉拢僧侣阶层。“哈里斯大纸草纸”记载了这些数目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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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这份材料1855年在底比斯附近的一座墓室里被发现，因收藏

者英国人哈里斯而得名。 

纸草纸用一种名为“纸草”的芦苇科植物制成的，纸草生长在

死水之中，古代，尼罗河流域曾生长有大量纸草，而今则不多见。

纸草的茎的横截面是三角形，可以有人的手那么粗，茎的高度约有

二米，只有顶部才有叶子。用纸草造纸，着先，准备好平石板、

布、木槌等工具，把纸草的切成0.5米长的段，剥去茎皮，再平行于

三角面的某一面将它切成长条状的薄片，分两层横直交错地平铺在

石板上，同一层薄片的边缘稍相重叠，然后蒙上一块布，用木槌敲

打一到二小时，纸草的浆液逐渐渗出，把两层薄片粘在一起，然后

是烘干、修边、磨光，这样就制成了一张纸草纸，优质的纸草纸是

雪白色的。通常把许多张纸草纸粘接起来，构成一纸草纸卷，总长

插图 51 哈里斯大纸草纸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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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至三米，目前已发现最长的达40.5米。那个时代，西亚和希腊

通常用泥板写作，即用硬笔在软泥版上刻字，然后烘干之。泥版显

然不如纸草纸方便。 

古代中国相传是把文字写在竹制成的简册上的，可考古学家发

现的公元前6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字，都在甲骨或铜器上，可能是因为

竹制品易腐烂不易保存的缘故。竹简后来为真正的纸所代替，这就

是公元100年左右，一位名叫蔡伦的宦官发明的用树皮、破布造纸的

方法，这比埃及的纸草纸晚了三千年，因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纸

草纸是公元前三千年的。 

插图 52 纸草,用来制件埃

及纸草纸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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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所发明的纸草纸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作品都是写在纸草纸上的，随着罗马帝

国的灭亡，纸草纸也逐渐消声匿迹，欧洲和西亚开始用羊皮写作。

直到公元751年，这一年在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打败了中国唐朝

的军队，俘虏的中国人中就有不少造纸工人，这些人不久以后就在

撒马尔罕开办了中国以外地区的第一个造纸厂，造纸术因此西传，

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造方法就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上面就是有关埃

及纸草纸和中国造纸术的一些事情。 

在僧侣们建立第二十一王朝时，埃及进入了后王朝时期。那时

有许多利比亚雇佣兵，他们的势力逐渐增大，相继建立了第二十

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王朝，利比亚人的王朝又为努比亚人所建

立的第二十五王朝所取代。 

努比亚在尼罗河上游，今天苏丹的地方，长期受埃及的影响，

埃及帝国的极盛时代，努比亚与埃及连在一起，是埃及帝国的一部

分，后来，埃及帝国衰落了，努比亚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公元前

751年，他们侵入埃及，并统一了埃及和努比亚，这就是埃及第二十

五王朝。努比亚人是完全埃及化的，就象满洲人进入中国建立的清

王朝一样。公元前671年，亚述入侵埃及经过几次战役，努比亚人退

出埃及，利用尼罗河上游的地理优势抵抗亚述人。 

努比亚人退出埃及后，就逐渐与世隔绝，尽管她与后来的波斯

帝国乃至希腊罗马人都有交往，被称为库施王国，但关于这个国家

的历史仍很不清楚。他们也有金字塔，但比埃及金字塔小很多。他

们起先使用埃及文字，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至今没

有破译成功。这个国家是怎样灭亡的也不清楚，许多历史学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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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在邻国阿克苏姆的入侵下，努比亚王室放弃了自己的祖国逃

往西非，莫知所终。 

阿克苏姆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前身，这个国家在近代西方

列强的入侵面前，是非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另

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尽管后来的几千年中，他们一直处于阿拉伯

穆斯林的包围之中，尽管他们完全与欧洲的教会隔绝，但他们仍然

奉行基督教至到今天。 

 

 

 

插图 53 库施王国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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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梯帝国崩溃和埃及衰落之后的几百年间，中东没有出现象上

述两国那样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这便给许多弱小国家以兴旺的机

会，许多小国得以繁荣昌盛，这种小国的典例就是以色列和犹太。

在我这篇文章里，除非特别指明，希伯莱、犹太、以色列这三种称

法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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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人的起源，有着许多传说故事，这里我也叙述几

个。相传，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乌尔人，后来移居迦南，也

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亚伯拉罕的儿子名叫以撒，以撒的妻子名叫

利百加，他们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以扫是位猎人，浑身有

毛，雅各则喜欢文静地呆在家中，他皮肤光滑。以撒喜欢以扫，因

为以扫常打一些野味给他吃，但利百加则十分疼爱雅各。有一天，

以扫打猎回来，又累又渴，雅各正在做红豆汤，以扫就向雅各要红

豆汤吃，雅各则对他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份买给我罢。”以扫

想：“我都要渴死，这长子的名份于我有何益处呢。”于是他就发

誓把长子的名份让给雅各，喝下红豆汤后就走了。后来以撒年老将

死，目不能视，决定立以扫为继承人，让以扫出外打猎，做些野味

给他吃，然后为他祝福，立他为继承人，这话让利百加听见了，他

让雅各立刻拿出现成的野味，披上皮毛去见以撒，以撒误认雅各为

以扫，为他祝了福。事后以扫和以撒才知道了真相，但为时已晚。

在西方典故中，红豆汤的故事便告诫人们不要因小失大。 

雅各娶妻的故事也很有名。雅各爱上了其舅拉班的女儿拉结，

但拉班要求雅各为他工作七年，于是雅各为他工作了七年，然而拉

班却给了雅各一个他不喜欢的女儿，这样雅各又为拉班工作了七

年，才得到了拉结，而后拉班又让雅各为他工作七年才放他回家。

在回家途中，雅各与上帝派来的天使搏斗取得胜利，但被天使摸了

大腿窝的筋，因而腿瘸，所以以后犹太人就不吃动物的大腿筋，到

今天也是如此。天使还赐给雅各另一个名字“以色列”，这就是以

色列人名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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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所疼爱的妻子拉结不能生育，所以雅各起先所得的十个儿

子都是由他的另一些妻妾所生，可后来拉结突然怀孕了，生下了约

瑟。由于雅各老年得子，就非常喜欢约瑟，再加上约瑟天资聪明，

便引起了十位兄长的妒嫉，终于，他们决定杀害约瑟，不过，后来

他们把约瑟买给奴隶贩子，却把他的衣服留下，撕碎，涂上血迹，

回来向父亲慌称约瑟为野兽所害，雅各因此痛苦万分。这样，约瑟

就被买到埃及当奴隶，由于他天资聪明，很快当上一家人的管家，

不料女主人勾引约瑟，为约瑟所拒绝，女主人反诬约瑟，结果约瑟

被关入牢中。那时，埃及法老的酒政和膳长犯了法恰与约瑟关在同

一间牢房，一天晚上，酒政与膳长各作一梦，醒来后让约瑟为他们

解梦，约瑟断言酒政会官复原职而膳长则会被吊死。这个说法果然

应然了，在酒政的推荐下，约瑟又为埃及法老解梦，结果大受法老

赞赏，被封为宰相。约瑟又预言天下会有饥荒，便在埃及大量储备

粮食，后来果然发生了大饥荒，天下的人纷纷前往埃及买粮，雅各

也派自己的十个儿子来到埃及，《旧约·创世纪》中的这段故事是最

感人的，约瑟看见了自己的哥哥们，却装作不认识，十位哥哥当然

也认不出这位宰相。经过一番由约瑟安排的曲折事件后，约瑟宽恕

的自己的哥哥们，兄弟相认，抱头痛哭。在埃及法老的建议下，雅

各一家人移居埃及，过着快乐的生活。雅各的后裔在埃及繁衍，也

就形成了犹太民族。 

几代人过去后，犹太人在埃及越来越多，引起了埃及人的妒

嫉，犹太人在埃及的地位下降，成了埃及人的奴仆。新法老竟下今

把犹太人所生的男孩全都扔到河里。这时有位犹太妇人生了个男

孩，不忍扔掉他，藏匿了三个月后，不得不用一个蒲草箱装着这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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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抛在河里，河上飘着蒲草箱向远方流去，恰巧法老的女儿来到河

边洗澡，看见了这孩子，出于可怜，救起了他，取名为摩西，并把

他扶养成人，摩西就是水的意思。摩西长大后，看到了犹太人的悲

惨境遇，就决定把犹太人带出埃及，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艰险，犹太

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居地：迦南。 

上面就是《旧约·创世纪》和《旧约·出埃及纪》中关于犹太

人祖先的故事。根据现在的历史学家们的判断，约瑟应该在喜克索

人占领埃及时来到埃及的，喜克索人来自亚洲，当然欢迎亚洲的同

胞，约瑟能当上一国之宰相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喜克索人被赶

出了埃及，希伯莱人在埃及的境况是可想而知了，所以他们才会千

方百计逃离埃及。 

犹太人来到迦南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因为最早提到犹

太人的文物是公元前1230年的一块埃及石碑。犹太人来到迦南后，

当地的迦南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抵抗，但他们的抵抗不强，不久以

后，希伯莱人就占领了不少地方。 

那个时候，希伯莱人没有王，主要由一些所谓的“士师”掌管

各种事务。最后一位大士师名叫撒母耳，有相当大的权势。“海上

民族”向地中海东岸各国发动的进攻也波及到了希伯莱人，并给希

伯莱人以重大打击。希伯莱人称他们为“非利士人”，非利士是巴

勒斯坦这个词的词源。非利士人几乎每战必胜，引起了希伯莱人的

恐慌，他们聚集在撒母耳那里，对他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就象列国一样。”撒母耳起初不愿意，但民意难违，他就挑选了一

位年轻武士。公元前1025年，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王登

基了。次年，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率军在密抹战役中打败非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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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确立了王权的优越性，在以后的战役中，扫罗屡建战功，但却

与撒母耳非常不和。这样撒母耳就开始物色新的国王人选。 

撒母耳所物色的人名叫大卫。据说大卫勇猛善战，而且善长音

乐和诗歌，《旧约·诗篇》中的大部分作品，相传就是他作的。还有

一个有名的传说说他用投石器打死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后来许多

艺术家都以些为题材创作过许多优秀的作品。 

大卫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结成好友，又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为

妻。大卫在几次战役中的名声越来越大，再加上他和撒母耳的关

系，这不能不引起扫罗的猜疑。后来扫罗便试图杀死大卫，为此，

大卫东躲西藏了许多年。公元前1005年的基利波战役，以色列人被

非利士人打败，扫罗的儿子全部阵亡，扫罗也被弓剪射伤，为了不

受曲辱，他拨剑自刎而死。大卫曾作了一首《弓歌》来悼念此事，

这首《弓歌》是早期希伯莱文学的杰作。 

扫罗死后，大卫就登基作了犹太的国王。在他在位的四十年

间，他率领犹太人奋力争战，终于最终击败了非利士人，并且为这

块土地带来了和平与昌盛。 

不过大卫也不乏做坏事。有一次他看中了有夫之妇拔示巴，竟

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往最危险的前线，置他于死地。乌利亚死

后，大卫就占有了拔示巴。扫罗的女儿米甲没有为大卫生下儿女，

拔示巴，则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所罗门。 

公元前975年，大卫去世，所罗门继承王位。所罗门作王时，以

色列人的小王国的地位已经稳固，境内一片和平繁荣景象。那时埃

及、亚述、巴比伦这些大国正处于衰落之时，没有强国能压迫以色

列，所以，以色列人的国家便进入了黄金时代。所罗门在境内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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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尤其使首都耶路撒冷成了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在我看来，所

罗门本人并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君主，他的国家之所以能繁荣昌

盛，只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可就是这短暂的盛景，却在犹太民

族心目中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千年里，犹太民族在遭受

着如此不公平的悲惨待遇之下，所罗门的王国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寄

托。 

关于所罗门王还有着许多传说。比如说他智慧非凡，才能出

众，《旧约·列王记上》说“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话。”所罗门王

曾裁决了真假母亲争夺一个孩子的纷争。他还有不少风流故事。他

有妃七百，嫔三百，连埃及法老都把女儿嫁给他。又有一位示巴女

王，来到耶路撒冷，向所罗门问了许多疑难问题，所罗门都一一回

答，示巴女王非常满意，赠送给所罗门王一百二十塔连特的金子。

塔连特是中东地区长期通的金银单位。所罗门也赠送给示巴女王不

少礼品，并派人护送她回国。埃塞俄比亚传说所罗门与示巴女王还

生有一子，此人相传为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皇帝孟尼利克一世。 

关于所罗门，还有一件保存在《旧约·雅歌》中的一段爱情故

事。故事说，所罗门王在行猎时邂逅牧女书拉密，并一见倾心，牧

女却隐入山林，拒绝了所罗门的爱情，于是所罗门乔装牧童，入山

歌唱，终于打动了书拉密的心，所罗门就迎娶她入宫。《雅歌》在处

理这一故事时，巧妙地采用了倒叙的方法，首先叙述结婚，再叙述

恋爱。相传《雅歌》是所罗门写的，这是因为它开头有“所罗门的

歌，是歌中的雅歌。”一句。现代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雅歌》其实

是广泛流传于迦南地区的民间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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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古代希伯

莱人的文学天才。下面这一段是所罗门向书拉密求爱时所说的话：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

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班鸠的声

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已经成熟，葡萄树开花

放香。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下面这段话表达了如火的爱情：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

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

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下面这段是最著名的，表达了新娘对新郎的思念： 

我身虽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

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为我开门，因我头

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

再穿上，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我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

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

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上，我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

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

城墙的人夺去了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

遇见了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恋成病。 

历史总是严肃的，任何想象和美化都改变不了所罗门治下的这

个小国的命运。事实上，所罗门在位期间，大兴土木，滥用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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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怨声四起。公元前935年，在一片抱怨声中，所罗门去世，他

的儿子罗波安即位。 

所罗门一死，北方十个部落发动

暴动，拥立耶罗波安为王，拒不服从

罗波安，只有南方两个部落还效忠于

他。这样，希伯莱人的国家分裂为两

个，历史上常称北方的那个为以色列

王国，又由于她定都于撒玛利亚，所

以常称之为撒玛利亚王国。南方则是

定都于耶路撒冷的继承所罗门国统的

犹太王国。一开始，两国争战不已，

可后来，就象国际关系史上常有的那

样，为了一些目的，两国甚至能结成

友好盟邦。总之，那时的犹太王国和

以色列王国还是相对平静的。可是在

公元前750年，亚述开始复兴，中东再

次出现大帝国和许多大国争霸的局面，象以色列和犹太这样的小国

的黄金时代也就过去了。 

亚述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最完整的国家，从公元前2006

年至公元前612年的一千五百年间，亚述虽然有时强盛，有时衰落甚

至沦为别国的臣属，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或地区仍然存在

着。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甚至能完整地列出这一千五百年来的每位亚

述国王的名字。当然这一切都是近代考古学成果。 

地图 9 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

国（约公元前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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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的历史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亚述的三次强盛作为标

志。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亚述国家至公元前1366年为古亚述时期，

这一时期的亚述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个不很先进的二流国家，奴

隶制不发达，国王的权力也很有限。这一时期有公元前1815年至公

元前1783年沙姆希·阿达德一世在位期间的强大。但汉穆拉比的巴

比伦第一王朝摧毁了亚述人刚刚开始萌生的霸权念头，亚述成为巴

比伦的藩属，后来又是米坦尼王国的藩属。在赫梯和埃及战争之

时，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控制，获得独立，后来米坦尼为赫梯打败

后不久。亚述进而占据了米坦尼地区。 

公元前1365年，国王亚述乌巴立特一世继位，开始复兴亚述，

史称中亚述时期，以后的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公然对在“海上

民族”打击之下日薄西山的赫梯开战。他还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

巴比伦第四王朝发动了进攻。 

刚才说过，巴比伦第三王朝为埃兰所灭，巴比伦第四王朝建

立。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大举反攻埃兰，致使埃兰国力大衰。尼布

甲尼撒一世统治时期，巴比伦一度和平繁荣。著名的《吉加美士叙

事诗》，即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关于乌鲁克国王吉加美士寻求长生草

的故事，就是在这时写成的，不过这时距吉加美士生活的时代已有

一千七百年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吉加美士成了半人半神。 

亚述在这时时运亨通，对巴比伦第四王朝的战争取得了胜利，

毁灭巴比伦城，统一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又出现了。不过好景不长，中亚述的辉煌为阿拉米人所摧毁。阿拉

米人来自阿拉伯半岛，他们涌入美索不达米亚，就象后来的蛮族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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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罗马帝国一样，他们使中亚述帝国崩溃。不过亚述并没有被完全

摧毁，她龟缩于自己的本土，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国家。 

阿拉米人后来主要定居于叙利亚，形成许多小国，最著名的是

大马士革王国。这个国家同犹太、以色列都有交往。后来，当亚述

人再次强大起来时，大马士革王国就同犹太和色列结盟反对亚述，

当然最终为亚述所灭。大马士革城后来由于是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

朝的首都而闻名于世。 

阿拉米人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字，阿拉米人定居

于叙利亚后，阿拉米语便流行起来，到了波斯帝国时，成了官方语

言。阿拉米的文字也是由埃及文字发展而来的，波斯帝国以后，它

竟逐渐取代了楔形文字，成了中世纪、近现代东方除了中国、日本

等远东国家以外几乎所有文字的始祖。 

亚述人用了一千年时间，屡次试图称霸世界而未果。不过在阿

拉米人浪潮过去后，在公元前934年，亚述第三次强大起来，开始了

新亚述时期，或称为亚述帝国时期，因为这时亚述成了一个庞大的

世界帝国。这一时期，亚述以惊人的力量，席卷了中东原先一切国

家，他们主动出战，包围敌城，围困不下就挖地道，对敌人凶残屠

杀。这样，古老文明的亚述给人以残酷无情的形象。当时的文献就

大量描述了亚述军队的残暴，每位亚述王的年代记上都记载着“屠

杀和毁灭的丰功伟绩”。在以后的年代里，亚述简直成了残忍的代

插图 54 阿拉米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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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亚述人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也引起了各地人民激烈地反

抗。 

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亚述帝国出现了一次危机，被征服的地

区相继反抗，国家内部也政局不稳。反抗亚述帝国最顽强的是小亚

细亚东部的乌拉尔图王国，这个国家完全是当地人民在反抗亚述统

治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建立起了类似亚述的国家组织和军队。乌拉

尔图同亚述的战争在军事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两国都配备了完整

的军事机构，阵地战和围城战以及先进的作战工具都出现在战争中

了。 

公元前741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夺取亚述王位，他开始对亚

述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他完善了原先亚述的行省制度，缩小行省规

模，共设立了八十个行省。还进一步发展了军事制度，区分了各种

不同的兵种，建立了常备军。经过他的改革，亚述重新强大起来，

镇压了各地的反抗，击败乌拉尔图王国，使其沦为附庸。提格

拉·帕拉萨三世还改变过去的屠杀政策，改之以把被征服地区的居

民迁往它处，使各民族混杂而居，不再反抗亚述。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后亚述越发强大。公元前732年灭大马士

革王国。萨尔贡二世位时，公元前722年灭以色列王国迁走以色列

人，至使以色列人的十个部落从历史上消失。犹太王国虽幸免于

难，但也沦为亚述的附庸。亚述人甚至还远征了塞浦路斯。 

元前671年，亚述军队占领埃及赶走了努比亚人。对埃及而言，

这是她头一次遭到比她强的文明的入侵，过去的喜克索人也好，努

比亚人也好，一进入埃及就被埃及同化了，这次可不同，埃及竟成

了一个大帝国，亚述帝国的一部份。埃及文明衰老了，从美尼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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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至此，已过去了二千五百多

年，五百年以后，秦始皇一了中国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距我写这篇文章

也只有二千二百年。不过，埃及文

明还要挣扎一番，这就是我后面还

要提到的埃及第二十六王朝。 

亚述帝国在萨尔贡二世、辛那

赫里布、伊撒哈顿统治时期，达到

了她的顶峰。这个帝国统治了从埃

及直至埃兰的整个的连成一片的文

明地区。 

公元前668年，亚述最后一位

强有力的国王亚述巴尼拔继位，他

在位期间同他的弟弟进行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这场战争损耗了

帝国的国力，不过亚述巴尼拔平定了一切叛乱。 

亚述虽然在政治上凶残至极，但他们不是文化的摧残者，亚述

列王很重视文化典籍的保存。1894年，英国学者发现了亚述的首都

插图 55 萨尔贡二世和辛那赫里布 

插图 56 亚述巴尼拔和王后的宴席(浮雕，右边树上挂着战败的埃兰王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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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微，并发掘出了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其中收藏有四万多件泥

版文书，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医学、文学、数学和巫术等各种

书籍，我们今天得以能对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有所了

解，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这个图书馆。亚述巴尼拔还和以前亚述各

王一样，大兴土木，建造宏伟宫殿，这些都在近代为考古学所发掘

出来，帝国都城尼尼微已重现了当年的雄姿。 

亚述巴尼拔时的亚述帝好象如日中天，可其实不然，亚述帝国

的灭亡比她的建立要快得多。公元前631年，亚述巴尼拔死后，帝国

地图 10 亚述帝国（公元前7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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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崩溃，这和长期以来，所有的民族对亚述的憎恨有关。公元前

612年，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帝国联军攻占了尼尼微，公元前605

年，亚述残军同她的埃及盟友在卡赫美士战役中一起被新巴比伦军

队所击败，亚述帝国彻底灭亡，亚述这个名字也从历史中消失了。

取代亚述的，就是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 

在亚述帝国灭亡以后的中东历史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一个

可以称为新巴比伦时期，另一个是波斯帝国时期。新巴比伦时期重

要的国家有新巴比伦王国、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吕底亚王国、米底

帝国等，这时希腊的第三次文明也已开始，斯巴达已成了强国。这

些国家除了希腊以外，最后都为波斯帝国所统一，而波斯试图征服

希腊时，就爆发了希波战争，希腊人的胜利成了人类文明史上重要

的转折，因为在此以后，人类文明中心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转到

了希腊。 

埃及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亚述帝国崩溃之时，埃及重获独立，

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首都在北方的舍易斯。似乎如同赶走喜克索

人时一样，在经历了外族入侵之后，古老的埃及重新强大起来。公

元前609年第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二世一即位，就雄心勃勃，力图恢

复古代的埃及帝国，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埃及的复兴时期。 

尼科二世进兵亚洲，与亚述残军联合，不料在卡赫美士战役中

为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帝国联军所败。此后尼科二世又屡次出兵亚

洲，但都为新巴比伦所击败。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甚

至准备进军埃及，但尼科二世终究守住了西奈半岛。埃及同新巴比

伦王国的争霸争最终以埃及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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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霸战争中失败的尼科二世，转而经营埃及内部，努力振兴

埃及。关于他最著名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命人开凿了地中海到红海

的运河，这是苏伊士运河的前身，但与目前的苏伊士运河的位置不

同，由于工程浩大，据说有十五万人死于这场工程，尼科二世在世

时并没有完成它，这条运河在波斯帝国时才最后完工。 

另一件事是他出资派遣腓尼基水手环绕非洲航行。腓尼基人居

住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他们只建立了一些依附于其他大

国的城邦。腓尼基人以商业和航海著称于世，他们出色的航海技术

地图 11 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6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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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非洲航行的壮举，在此以后，

直到1497年葡萄牙的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间的两千年中没人那么

做过。 

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记载： 

当他（指尼科二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挖掘完毕时,

他便派遣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

斯柱（指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最后进入北海（指地中海）,再回

到埃及。于是腓尼基人便从红海出发而航行到南海上面去,而在秋天

到来的时候,他们不管航行到利比亚（希腊人用利比亚称呼整个非

洲）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

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而在两年之后到第三年

的时候,他们便绕过了海拉克列斯柱而回到了埃及。在回来之后他们

说,在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的。 

这段非常原始而简单的记录证实了腓尼基水手环绕非洲航行的

事迹。 

腓尼基人还在地中海、黑海甚至波斯湾沿岸建立殖民地，其中

以位于今天突尼斯地方的迦太基最为著名，这个国家后来非常强

大，征服了西班牙、西西里和除埃及以外的整个北非，成为一个能

长期与罗马对抗的强国。这我在以后还要讲到。 

尼科二世大力恢复古埃及的传统，无论从意识形态、艺术品、

乃至生活方式上。第二十六王朝都遵循古代的习惯。但是，世界改

变了，世界同几千年前不同了，尼罗河谷不再封闭。第二十六王朝

就在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中逐渐衰落，而古埃及文明也逐渐衰落最

终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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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比伦王国是由迦勒底人建立的。迦勒底人在约公元前900年

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成为占据巴比伦的主要民族。他们长期受

亚述统治，多次起兵反抗，但都被镇压下去。公元前630年，即亚述

国王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巴比伦在将领那波帕拉萨领导下独立成

功，打败亚述军队，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又与米底帝国联盟，不

久以后，竟颠覆了亚述帝国。 

公元前609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继承王位，新巴比伦王国进入了最

强盛的时代。尼布甲尼撒二世以继承亚述帝国自居，他肃清了亚述

的残余力量，又同埃及第二十六王朝长期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并且获得了胜利，这场战争同七百年前埃及与赫梯的战争一样，也

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公元前586年，犹太

王国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所灭。 

插图 57 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的复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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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二世还使巴比伦城成为一座宏伟的城市，也就是这

个原因，在以后几千年直到今天，在人类文明几乎每一处都流传着

巴比伦神话。幼发拉底河从这座城市中流过，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

份，主要部份在东城。全城由两道厚城墙围住，城墙各处都设有高

高的塔楼。各个城门都以巴比伦的神名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

什塔尔门。 

尼布甲尼撒二世有好几座宫殿：夏宫、北宫和南宫。南宫东北

角有闻名世界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尼布甲尼撒二世迎娶来自米

底的公主，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而这位公主十分怀念米

底的山区生活，为了取悦她，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命人修建了这座花

园。花园共有十四个拱顶房间，房顶覆土，栽以各种花木，以模仿

山中景象。 

插图 58 艺术家想像中的巴别塔和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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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城中心有一座马尔杜克神庙，神庙中有一座由七层台基

筑成的高塔，据认为这就是《旧约·创世纪》中的巴别塔的原型。

来自偏僻小国的犹太人，见到了这样高大的建筑物，自然会产生通

天塔的神话。这个神话说，人们为了见到上帝，就修建一座通天

塔，为此，上帝变乱了人类的口音。相传马尔杜克神庙中还有一尊

重22吨的黄金神像，但由于技术原因，对巴比伦城的发掘至今仍很

不充分。不过，考古学的发展已使几千年来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巴比

伦城重见了天日。 

巴比伦人还以生活腐化闻名，由于国家的强大和昌盛，由于对

各被征服民族的剥削和压榨，巴比伦人过着豪华与腐化的生活。在

后期，王室和僧侣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公元前539年波斯

帝国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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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说说希伯莱人国家的命运。前面曾经说过，在所罗门死

后，犹太王国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和南方的犹太王国。起初北

方以色列王国相对强大，两国争战不已。大约在公元前800以 后，

由于亚述开始复兴，以色列和犹太就与许多附近的国家结成联盟，

共同抵抗亚述，可是在公元前722年，亚述消灭了以色列王国，迁走

以色列人，至使以色列人的十个部落从历史上消失。犹太王国贡奉

大量赎金后，又由于亚述军中恰发生了瘟疫，才得以残存。 

公元前631年以后，亚述帝国衰亡。犹太王国得以自强。国王约

西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律法，使国势复兴。可是不久以后，

埃及和巴比伦展开争霸战争，犹太王国正好夹在两大国之间，成了

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公元前609年，埃及法老尼科二世进兵亚洲，要

求巴勒斯坦各国臣服，按《旧约全书》上的说法，尼科二世并不想

同犹太开战，但约西亚主动出击，小国又怎能同大国抗争，美吉多

一战，犹太王国全军覆灭，约西亚战死。犹太国民立其子约哈斯为

王，不过尼科二世废了约哈斯，立约哈斯之兄约雅敬为王，使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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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埃及的附庸。不久以后，埃及为巴比伦打败，约雅敬慌忙向巴

比伦投降。后来又因埃及声势复出，约雅敬再次投向埃及，结果遭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大军攻击，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抢劫

财物，锁走约雅敬君臣以及各种勇士工匠一万人。立约雅敬的兄弟

西底家为犹太王。西底家还想依靠埃及人抵抗巴比伦，公元前589

年，他公然反叛巴比伦，但埃及也被打败，无力帮助犹太人。二年

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犹太王国至此灭亡。

尼布甲尼撒二世当着西底家的面，命人逐一杀死他的儿子，最后挖

去了他的双眼。巴比伦人还将耶路撒冷，包括她伟大的宫殿，付之

一炬，掠走一切金银财宝，并把犹太的贵族迁往巴比伦，成为奴

隶，这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剩下的一些贫民，后来逃往埃

及去了。 

尽管犹太王国的命运不幸，但这些灾难却激励了一批伟大的希

伯莱先知。这些先知，他们虽然可以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但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国爱民，忠于自己的信念，对邪恶毫不屈服，甚

至以生命作代价。《旧约全书》中的许多篇幅就是记载了他们的言

行。著名的先知有以赛亚、以西结和耶利米等。这里我仅举耶利米

为例。 

耶利米大约生于公元前650年，早年他支持国王约西亚的事业，

成为约西亚的朋友。约西亚死后，他与犹太贵族们十分不和，人们

不理解他，甚至他最亲近的朋友也猜疑他，以至寻机将他关入监

牢。巴比伦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时，国王希西家请他出策，他为保全

耶路撒冷，认为埃及救不了犹太，只有投降巴比伦。他的建议遭到

了拒绝。可他的预见是真的，耶路撒冷被毁灭，犹太国家灭亡。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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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逃往埃及，耶利米反对此事，但他说服不了众人，只好随人们

来到埃及，最后竟被自己的同胞用石头砸死。耶利米的言行，保存

在《旧约全书·耶利米书》中。耶利米的作品有保存在《旧约全

书》中的《耶利米哀歌》、保存在《次经》中的《耶利米书信》，另

外，还有他的秘书巴录奉他之命所作的四篇演讲，保存在《次

经·巴录书》中。 

耶利米虽不被自己的同胞理解，但他仍那么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和人民。在《耶利米哀歌》中，他哭诉到： 

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我眼中流泪，以致失

明，我心肠扰乱，肝胆涂地。却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

的在城内街上发昏，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象受伤的，在母亲怀

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 

耶利米甚至抱怨天上的神耶和华： 

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

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么，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

么，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倒，我和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

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 

耶利米痛恨给犹太带来灾难的巴比伦： 

耶和华啊，你要按着他们手中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

应。......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 

这首哀歌共五篇，上面这些分另节选自第一、第二和第三篇。

《耶利米哀歌》后来在犹太人中广泛流传，他们一直用她来悼念自

己的亡国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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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哀歌还让我想起写于三百年后的屈原的《九章·哀郢》，不

过屈原最终对未来失去希望，他感叹：“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起远

而逾迈。”最后投河自尽。而耶利米却从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耶

利米书信》是在犹太人被解往巴比伦前夕，耶利米写给他们的，耶

利米说：“在这以后，上帝领你们离开巴比伦，平平安安地返回家

园。”耶利米劝告人们坚持本民族的信仰，不要去崇拜巴比伦的

神。在《巴录书》中,耶利米的秘书巴录向“巴比伦之囚”作的演讲

中讲到： 

同胞们，鼓起勇气，你们就是使以色列之名得以延续生存的

人......我的孩子们，鼓起勇气吧，向上帝呼救，他会把你们从压

迫之下，从敌人的势力之下解救出来。 

希伯莱先知们，尽管时时托上帝之名说话，总是努力劝导人们

只信上帝，但透过那层浓浓的宗教围幕，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那

不屈不挠的正义之心。耶利米虽幽于缧绁之中，遭受家破国亡之

祸，又不被人们理解，甚至屡遭迫害，但仍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放

弃对未来的热情。 

和新巴比伦王国同时的西方重要国家，还有位于小亚细亚的吕

底亚王国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米底帝国。赫梯帝国的灭亡结束了小亚

细亚的文明。几百年后，这一地区逐渐又形成三个国家：东部的乌

拉尔图王国、中部的弗里基亚王国和西部的吕底亚王国。乌拉尔图

王国我在前面已经有过详述，这个国家曾是亚述的劲敌，后来被打

败，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最终被米底帝国所灭。 

弗里基亚王国不曾强大。却因希腊神话中的几个故事而闻名。

相传，古时弗里基亚没有国王，有个神谕说，国王将坐车前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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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思索这个神谕的含义时，一位名叫戈尔迪斯的贫苦农民，带

着一家人坐车进城，于是人们就立他为国王。戈尔迪斯作了国王之

后，把车子献给神庙，并用一个牢牢的结拴住，这就是“戈尔迪斯

之结”。后来不知怎么又产生了一个传说，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

就能统治全部亚洲。许多人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亚历山大大

帝远征时来到弗里基亚，他也试图解开这个结，但怎么也解不开，

在不耐烦之中，他用刀砍开了它。以后，亚历山大果然征服了远达

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戈尔迪斯的儿子名叫弥达斯，他在戈尔迪斯之后继承了王位。

神话故事中他以点金术而闻名。故事说酒神的老师因喝醉了酒而走

失，被弥达斯找回，为感谢他，酒神允诺说将满足弥达斯所提出的

一个要求。弥达斯提出要使他手所触及的物体都变成金子，虽然酒

神觉得这个要求是危险的，但还是答应了他。弥达斯高兴地试验着

他的法术。他摘下一段树枝，树枝变成金树枝。他捡起地上的石

头，石头就成了金块。他手触宫墙，他的宫殿立刻金碧辉煌。可是

不久，他就发现他无法食用仆人送来的食物，因为他一碰到食物，

食物就变成了金子。他想喝酒，可是酒一流出酒瓶就好象成了熔化

的金子。弥达斯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苦难，他明白了自己贪财所带来

的结果，于是他苦苦哀求酒神，求他收回这不幸的法术。酒神听到

了弥达斯的哀求，就撤去了加在弥达斯身上的点金术。 

从此，弥达斯放弃了对财富的追求，隐于山林之中，成了牧神

潘的崇拜者。有一次，潘与阿波罗比赛音乐，众人都判定阿波罗获

胜，而弥达斯因崇拜潘，就硬说潘应当获胜，恼怒的阿波罗不能容

忍这样一副低劣的耳朵，就把弥达斯的耳朵变成了驴耳朵。弥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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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整天在头上包着布以免被人发现，只有他的理发师知道此事，

弥达斯不允许他说出去。后来理发师实在忍不住，就跑到效外，在

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对小坑说出了这个秘密，然后又盖上一块土。

很久以后，这块土上长出了芦苇，每当一阵风吹过，芦苇就轻轻地

向人们叙说着这个故事。 

关于弗里基亚王国的故事虽然很有名，但对这个国家本身，今

天的历史学家却了解很少。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以后，弗里基亚的大

部份地区已为正在走向强盛的吕底亚王国所统治。吕底亚王国位于

小亚细亚西部，这时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60年，克罗伊斯继承吕

底亚王位时吕底亚王国已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首都在萨迪斯。

吕底亚位于东西要冲，商业十分繁荣，所以克罗伊斯以富裕闻名，

西方人传说就是这个克罗伊斯发明了货币。 

现在我要说一下希腊人的一些情况。在多利亚人入侵希腊时，

希腊的第二次文明——迈锡尼文明也就被摧毁了，国家、文字，这

些代表了文明的东西消失了，希腊退回到了原始的氏族社会，历史

学家们称之为希腊的黑暗时代。不过，迈锡尼文明的辉煌历史在希

腊人心中不是没有留下任何影响，希腊神话主要是由对迈锡尼文明

的模糊记忆所形成的。黑暗时代末期写成的《荷马史诗》便是反映

了迈锡尼在其强盛的末期对特洛伊的一次远征。在《荷马史诗》出

现之后，希腊出现了一些著名人物，有诗人、哲学家、戏剧家。立

法家等，希腊开始复兴。希腊各地，城邦林立，较大的城邦有：斯

巴达、科林斯、阿尔戈斯和忒拜等，雅典在那时还是个二流城邦。

希腊人还广泛在海外殖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希腊本土耕地狭小，资

源贫乏，供养不起日益增长的人口。希腊人的殖民地遍布于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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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海沿岸各地，今天的马赛就是那时叫做“马赛利亚”的希腊殖

民地。小亚细亚西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部分已完全希腊化，

被称为“大希腊”，是希腊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在人类文明

史上占地重要地位，希腊哲学最早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希腊本土上

产生的。吕底亚王国强盛起来后，迫使小亚细亚沿岸的各希腊城邦

臣服，当我后面就要讲到的波斯帝国征服吕底亚王国之后，这些希

腊城邦就成了希波战争的导火线。 

吕底亚王国与米底帝国以哈律斯河为界，两国保持着友好的关

系，这友好关系来自一场日食。因为起初两国都以武力扩张，并在

哈律斯河发生了战斗，战斗正在进行时，突然发生了日食，两国都

以为这场战斗得罪了天上的神，就停了下来，在巴比伦的调停下，

两国以哈律斯河为界，永远保持和平。据说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预

言了这次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对于这位哲学家，由

于他实际上是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所以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这个米底帝国是这样建立的。米底人是一支印欧语系人，他们

生活在伊朗高原上。亚述帝国入侵这一地区，试图征服他们。亚述

的入侵促使米底各部落走向联合，从而形成了米底国家。相传迪奥

塞斯是米底的第一位国王，他因为善良忠诚，常为人们解决争端而

在大约公元前700年左右被举为国王。实际开创米底国家的是弗拉欧

尔特斯，他领导米底人反抗亚述军队。公元前625年，他的儿子基亚

克萨雷斯继位，把厄克巴丹作为米底的首都，并与新巴比伦联合，

竟消灭了亚述帝国。基亚克萨雷斯还攻灭了乌拉尔图王国，进兵小

亚细亚，在哈律斯河同吕底亚人作战，由于日食，两国就结束了战

斗，结为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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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鲁士统率他的波斯军队夺取米底帝国之后，苏美尔人和埃

及人所创造的文明的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来到了。波斯帝国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帝国，她统治着从印度河一直

到利比亚的广大地区，她融合了那些地区几千年来的文明成果。波

斯帝国的统治者们，宣称自己按照神的旨意，要把文明和正义带给

天下的每一个民族。 

人们总把伊朗称作波斯，其原因是这样的。伊朗西南部有个地

区至今仍叫做法尔斯，法尔斯是波斯一词的来源。伊朗历史上两个

最伟大的帝国，一个是我现在所述说这个波斯帝国，她的统治者都

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人，另一个是公元224年至651年的新波斯帝

国，她的统治者是萨珊家族的人，由于这两个家族都源于法尔斯，

而这两个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使得各地的人们都

把伊朗称作波斯。 

居鲁士大约出生在公元前600年。法尔斯地区当时是米底帝国的

一部份，当时的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法尔斯

贵族冈比西斯一世，居鲁士便是冈比西斯一世和阿斯提阿格斯的女

儿所生的儿子。关于居鲁士的出生和他的少年时代，留传下来许多

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大都不可信，但无疑，他的家族，也就是

阿契美尼德家族，世代是波斯地方的统治者，而他又是阿斯提阿格

斯的外孙，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显赫的人物。后来，阿斯提阿格斯与

一些贵族不和，这些贵族就密谋废除他。他们写信给居鲁士，要他

在法尔斯地区造反。居鲁士趁此机组建了波斯的军队，公然反叛米

底。阿斯提阿格斯竟命令一位密谋废除他的贵族率军前往镇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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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米底军队反而倒戈。不久以后，在公元前550年，富有军事才能的

居鲁士就消灭米底，创建了波斯帝国。 

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见到居鲁士夺取了米底帝国之后，以为可

以趁此机出兵消灭居鲁士，以根除来自伊朗高原的后患。于是他出

兵进攻波斯，在一次未分胜负的战役之后，克罗伊斯退回吕底亚首

都萨迪斯，准备组织一支更大的军队。当他满以为自己可以征服波

斯时，机智的居鲁士出奇不意地进入吕底亚，直趋萨迪斯，克伊罗

斯还来不及调集军队，就作波斯人的俘虏。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就

征服了吕底亚，同时也征服了那些本来附属于吕底亚的小亚细亚希

腊城邦。 

继吕底亚之后，居鲁士就把目标放在巴比伦。新巴比伦王国统

治着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的广大地区，尼布甲尼撒二世之

后，就不曾出现强有力的国王。国家的富强反而使人民生活腐败，

最终使国力受损。最后一位国王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却遭到僧侣们

的反对。居鲁士的军队包围了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完善的防御系统

使波斯军队无力攻破她，但是与国王不和的僧侣们竟打开城门投

降。就这样，居鲁士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巴比伦，如居鲁士自己所

宣称： 

我和平地进入巴比伦，并在万众欢腾之中，在王宫里立下我的

家。 

居鲁士得到了整个新巴比伦王国，从西奈半岛到亚述，从腓尼

基直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庄严地宣称： 

我是居鲁士，宇宙的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的

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世界四方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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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的政策同以前大帝国的统治者不同，他从不以武力强迫

各民族，他悉心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他说： 

我不许整个苏美尔和阿卡德有敌人，我好意地注意了巴比伦的

内政以及它的一切圣地，巴比伦的居民，从其不当的束缚下被解放

出来。 

居鲁士还把那些“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放回巴勒斯坦，重建

他们的家园。因此，他受到犹太人的爱戴。 

公元前529年，居鲁士在进攻居住在中亚细亚的马萨格泰人时，

受创而死，他的儿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后第一件

事就是远征埃及，这时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不堪一击，波斯人经过几

次战役之后，就征服了全部埃及，又迫使利比亚的许多地方臣服，

这样，按当时人的地理观念，波斯帝国已统治了大部分亚洲和东部

非洲，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帝国。 

冈比西斯在埃及时，波斯宫廷却发生了动乱。公元前522年，冈

比西斯秘密处死了自己的一位兄弟，因为他做了一个象征着这位兄

弟将会夺取自己王位的梦。由于冈比西斯性格暴烈，治国不善，酝

酿已久的动乱终于发生。一位名叫高马达的僧侣自称就是被冈比西

插图 59 居鲁士圆柱 

上面的铭文写着“我是居鲁士，宇宙

的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

伦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世界

四方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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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处死的那位兄弟，宣称继承居鲁士的王位，命令天下的军队都要

服从他而不是冈比西斯，冈比西斯闻迅后，仓促赶回波斯，在叙利

亚被自己的剑误伤，感染而死，不过也有人说冈比西斯是自杀而死

的。这时波斯帝国全境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但最后，这些动乱

都为大流士国王所平定。 

大流士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一个旁支成员。他的父亲希斯塔斯

帕是地位显赫的贵族，曾任帕提亚或法尔斯的总督，是居鲁士的亲

信。据考证，他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查拉图士特拉的政治保护

者，关于这个宗教的情况，我以后还会谈到。大流士是波斯万人不

死军的指挥官，万人不死军是波斯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由一万

人组成，一旦有人阵亡，就挑选年轻英勇的波斯人填充，所以人数

不会减少。 

当冈比西斯死去，天下发生大乱之时，大流士赶回波斯，并同

另外六位青年军官密谋，他们潜入高马达的王宫，杀死高马达。就

这样，在公元前521年，大流士夺取了波斯王位。在以后的几年里，

大流士四处用兵，终于平定了帝国的内乱。 

在伊朗贝希斯顿地方的高岩上，刻有许多古怪的文字，几千年

来，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都不认识它。直到1835年英国语言

学家 H.C.罗林森认出其中有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波斯语，后来发现这

是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三种楔形文字对照的铭文，内容就是

大流士平定高马达政变，平定帝国全境各处的动乱的详情。正是从

这篇铭文入手，欧洲学者们才破译了那曾经在地球上流行了两千五

百年的楔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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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是位出色的君主，他不仅统一度量衡、币制。税收，还

完善了行政区划制度，他把帝国划分成数十个行省进行治理，这一

制度在几百年后，在印度和中国都得到运用。大流士还把琐罗亚斯

德教作为国家宗教，这一做法为后来的许多大帝国所采用。 

在平定了各处的动乱之后，大流士还积极地开拓他的帝国。他

征服了中亚细亚的许多地区，如果大流士再深一步的话，他就能进

入中国人常称为“西域”的地方。大流士还进军欧洲，这我在后面

还要详述，我要谈到马其顿、色雷斯和希腊大部分城邦向大流士臣

服，而斯巴达和雅典是怎样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大流士还征服了印

度河流域，掀开了印度和世界历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此以后，欧

洲、西亚、北非和印度各处的文明连成了一片，直到罗马帝国时，

印度才又和西方隔绝开。不过在近代以前，中国却和那个世界基本

上是隔绝的。 

地图 12 波斯帝国（公元前5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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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要离开西方，转而叙述印度的历史了，不过作为间

奏，我还要顺带地讲一些古埃及的天文、历法和文学。由于我在后

面还要通俗地叙述天文和历法的知识，所以对这方面不太熟悉的读

者不用深究细节。 

古埃及人认识天上主要的星。他们把赤道附近的星分为三十六

组，当某组星黎明时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便是一旬的开始。一旬有

十天。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不过白天和夜晚都严格地是十二小

时，由于季节不同，白天和夜晚的长度都在变化，所以古埃及人的

“小时”的长度是不固定的。一月为三旬，四月为一季，三季为一

年。古埃及人对今天人类所做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这套纯阳历

了。每月三十天，一年十二个月，又有五天为节日。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古埃及人是地球上首先抛弃用月球运动作为“一月”的标准

的，这一做法，现在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的农业和日常事务的，而

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比如中国，直到近代还在为调协月球运动和

太阳运动对历法作艰苦而又收效甚微的工作，不过这些工作反而推

动了中国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一太阳年实际上有365.2422天，这

样埃及历法约每四年就与太阳实际运行相差一天，埃及人为此又采

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那天为标志，每隔四年，天狼星与太阳

同时升起的日子就要与历法相差一天，日积月累，直到1461年后，

才恢复原状。这1461年就是古埃及历法中的天狼星周。 

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根据古埃及的这套历法制定了儒略历，

在罗马全境实施。儒略历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大小月相

间，每四年为闰年，闰年的二月为三十天而平年的为二十九天。凯

撒的侄子屋大维统治罗马时，因为屋大维的生日在八月，所以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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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改为大月，九月改为小月，余类推，又在二月份中减去一天。儒

略历平均一年为365.25天，比实际的太阳年365.2422天多了一点，

这在一千年后形成了严重的问题，欧洲由于普遍采用了这一历法，

到了1582年，春分的日子已相差十天，于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按

照天文学家的意见实施改历，一方面移回春分点，另一方面，对世

纪年，即能整除100的年份不置闰，但对于能整除400的年分仍置

闰，所以，1600年、2000年是闰年，而1700年、1800年、1900年都

不是闰年。格列高利历一年为365.2425天，极为精确，又由于她简

单实用，因而逐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被称为“公历”。上面所述

的就是今天公历的由来。 

古埃及文明持续了四千年，她的文学当然也十分发达。埃及人

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使人成为国家的奴隶，但文学却成了表现

人个性的手段。由于现今的材料几乎全为考古学所得，不能很全面

地反映她的情况，但就是在这凤毛麟角之中，埃及文学也显露出了

她的辉煌。古埃及在其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问

世。 

古埃及的历史作品十分丰富，他们象中国人一样重视历史，所

以在埃及文字破译后，人们根据丰富的历史作品，迅速了解了埃及

历史。埃及也有不少人物传记，现在发现的主要是在墓中记述墓主

人生前事迹的传记。埃及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教谕文学。教谕文

学主要是一些长辈对年轻人，统治者对继承者或臣民训诫的文章。 

埃及神话丰富多彩，并且在各个时期都有发展变化，可是这里

篇幅有限，我将在后面叙述世界各国的神话传统时，再提及埃及神

话。埃及宗教文学中最主要的就是颂诗，他们用华丽庄严的语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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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神明，我还听说过一首《尼罗河颂》，是赞颂尼罗河的。考古学发

掘的主要对象是坟墓，所以在坟墓中的文学作品为今天的人们见到

的最多。有一种《死者之书》，其内容是一些咒语、祷告和颂歌，供

死者的亡灵阅读。 

新王朝时期是古埃及小说的繁荣时期，小说大多是纪实性的，

但也有不少描写水手们的冒险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也不

少。埃及的寓言故事令人惊讶的丰富，多讽刺人的虚伪狡诈。有一

则寓言讲述了森林之王狮子和人斗智却屡遭失败，其中有一段为今

天人们家喻户晓，也就是老鼠从罗网中救出狮子的那段故事。 

埃及的诗歌也很多，除了我刚才提到过的颂诗外，也有不少反

映个人心情的诗歌。古埃及的情诗尤为美丽。下面这一段表达了诗

人对自己爱人的赞美，最后一句极具动人。诗人称他的爱人为妹

妹，事实上古埃及情诗中的恋人都以兄妹相称，而且也确有不少就

是兄妹，古埃及人并不视为乱伦，而视为保持血统的方法，所以在

王族或贵族中，有不少都是兄妹结婚。 

 妹妹，举世无双的妹妹，无可媲美的人， 

 她象一颗晨星，升起在幸福的年华之初， 

 她肤色白皙，闪光明亮， 

 两腿走路美无比， 

 高雅的步子踩着地，步步踩着我的心。 

 有一首写情郎在女方门前犹豫不决，竟对门产生了如此的遐

想： 

 入夜，我路过她的房间，我敲门，没有人开。 

 晚安，我的守门人，我将去打开门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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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啊，你是我的命运，是我的灵魂； 

 为了你，我在这里杀死一头公牛， 

 门啊，不要炫耀你的力量， 

 我奉献一只长牛角给门闩， 

 一只短牛角给门锁， 

 一只野鹅给门柱， 

 它的油脂给钥匙， 

 最好的牛肉给木匠的儿子，他将用芦杆为我做一根门闩， 

 用草编一扇门。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埃及文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今

天人们对埃及文学的了解几乎全来自考古学的成果。如果有一天，

我们中国文明消失了，又过了几千年，学者们偶然挖掘出了一本残

缺不全的《李太白全集》并破译出了其中的内容，那会是一种什么

样的感觉呢。好了，我对于西方文明——我这里的西方是广义的，

她包括从西亚一直到北非和欧洲的地区——的叙述就要告一段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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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介绍完了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三千年历史，如果继续讲下

去，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希腊历史。但是为了同步一下，我要把世界

上别的文明也要给介绍一下，先介绍印度。 

概述一下整个印度历史的时间表，印度历史首先从公元前3000

年开始，有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文明是个城市文明，在印度河流

域。但是后来消失了，与后来的印度文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从公

元前2000年，也有人说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

此后到公元前七世纪，叫做吠陀时代，为什么叫吠陀时代等下我会

介绍，吠陀时代是后来的印度雅利安文明发起的时代。从公元前七

世纪到公元前320年，叫做列国时代，当时印度分裂为很多国家，这

时候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波斯帝国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给印度人

带来了阿拉米字母，演变成了印度后来的文字，就是梵语，印度的

各种文字都是阿拉米字母发展而来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也经过印

度，至少名义上他把整个印度河流域，纳入了帝国的范围，所以印

度历史上有个希腊化时期。到公元前320年出现孔雀王朝，孔雀王朝

也是佛教历史上佛教最鼎盛的时期。大致是这段时间，印度历史上

真正达到过一定程度的统一，只有一个孔雀王朝和后来莫卧儿帝

国，才到达过这样的统一程度，印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是分裂的。

孔雀王朝灭亡以后，印度出现了几百年的动乱时期，以后有笈多王

朝，笈多王朝是公元后320年到550年，中国差不多是南北朝的时

代，笈多王朝也是个统一的王朝，但没有象孔雀王朝这么大，只统

一印度北方而已。笈多王朝后有后笈多王朝，这两个王朝没有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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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关系。然后是拉其普特时期，印度分裂成很多国家。也是在这

个时期，印度的佛教彻底衰落了。到十三世纪，穆斯林入侵印度，

建立了德里苏丹国，此后北印度的官方政权都是伊斯兰教政权，一

直到英国的殖民者到来。1526年莫卧儿帝国建立，莫卧儿的名字来

源于蒙古，意思是蒙古人来到了印度建立的王朝。莫卧儿帝国一直

存在到了1857年，实际这几百年的后半期，莫卧儿就已经衰落，很

多印度地方的政权挟持着莫卧儿皇帝。西方人开始来到印度，最早

是葡萄牙殖民者，然后是法国和英国。英国、法国争夺印度，最后

英国获得胜利，完全占领印度。英国完全占领印度时还是莫卧儿帝

国，莫卧儿皇帝还是一直在德里这个地方住着，他还是皇帝，只不

过英国人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1856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

废除了莫卧儿最后一个皇帝，英国国王直接兼任印度皇帝，直到

1947年印度独立。这就是整个印度时间表。 

印度文明与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者世界上别的文明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我们研究印度古代史比较困难的原因。这

就是印度人非常不重视历史，这是世界上别的民族或国家没有的现

象。中国人，很早开始，国王的年代表就非常完整。但印度人不讲

究这些，所以研究印度古代史很难，我们对印度早期的历史，居然

要靠遥远的希腊和中国的历史记载。印度人可以留下大量的神话、

文学的作品，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说一个阿拉伯人来到印度，希望印度人给

他讲一段自己的历史，结果印度人讲了一通神话故事。阿拉伯人问

到，你总得告诉我哪个国王在先，哪个国王在后，印度人就说不清

楚了。印度的神话书上有的国王，中国翻译成超日王、戒日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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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这些神话书上的超日王，戒日王究竟是历史上的谁则需要

考证。比如中国唐朝的玄奘去印度时的那个国王，今天研究认为就

是印度书上所说的那个戒日王，但还有可能别的国王也被后来说成

戒日王。 

印度历史从中世纪以后才开始清晰，这多少要感谢伊斯兰教进

入印度。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来到印度，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

他们带着自己习惯，能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历史，就有了国王们的年

代表。 

所以要了解印度上古历史，第一，考古资料是最重要的，第二

是外国的记载，比如孔雀王朝时，希腊的塞琉古王国向印度派遣了

使节，返回希腊后留下了一些见闻录，佛教鼎盛时孔雀王朝的印度

历史主要就是依靠希腊方面的记载。中国的唐僧玄奘也在印度生活

了十几年，回中国后写下不少文章，是当时的印度历史的最重要史

料。 

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往南岛国斯里兰卡，却有着自

己持续的详尽的历史记载系统。 

首先介绍公元前3000年就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位置主要在

印度河流域遗址大都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这个文明是通过考古学

发现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有很多城市，所以是个城市文明，

而且他们也有文字。 

从考古角度看，这个文明可能是城邦式的，不象有统一的大政

权。城市的规模也很大，从一些城市的粮仓来看，人口可能达到了

五万人，要注意这是公元前3000年，大概要一千五百年后才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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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这样的城市规模。因为这是个繁荣的城邦文明，我们可以想像

他们也有政治冲突、经济交往、文化艺术创作等。可惜他们的文字

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被破译出来，所以这个文明到底是怎么

回事，都不太清楚。 

今天所发现的印度河流域文字都多数出现在印章之上，这种印

章可能是代表人或家族的名号，用来商业贸易时使用。有些学者主

张这并非真正的文字，只是代表家族或人物的徽号，但后来发现了

有城门上硕大的招牌，以及一些较长的文字样本 ，再加上通过计算

机对其信息熵的分析结果与人类其他文字相近，所以总体上今天多

数学者仍然相信这是一种文字。 

公元前3000年的时代，两河流域已经进入了苏美尔文明，从今

天考古发掘来看，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

来，两边互相发现了对方的物品，但没有发现过苏美尔文字和印度

地图 13 考古发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城市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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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文字之间对照物。我听说有些研究团队，正在阿拉伯半岛的

阿曼那里挖掘，因为这个地方是从印度河流域到两河流域的中转

地，当地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墓葬，有些

墓中物品有着苏美尔文字或印度河流域的文字。这些研究团队希望

发现古代某位文化人物，墓葬中能够有一本两种文字对照的词典，

那印度河流域的文字的破解就指日可待。 

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衰亡，到公元前1500

年彻底消失。至于这场浩劫的原因是什么，目前无法得知。有些历

史书上说今天仍然生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的祖先，创造了印

度河流域文明。这种假说也认为那种文字是达罗毗荼语的文字。不

过这只是诸多假说之一，甚至谈不上在学界公认。所以至今，印度

河流域文明仍然是个巨大的迷团。 

公元前2000年或者至迟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有一个民族，雅

利安人进入印度，雅利安人是印欧语系，他们进入印度，印度进入

了吠陀时代，吠陀时代是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七世纪，一千多

插图 60 带有文字的印度河

流域文明出土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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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这个是整个后来印度文明奠基的时期。至于是不是雅利

安人进入印度，摧毁了印度河流域的城邦文明，雅利安人和印度河

流域文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吠陀

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他们战胜南方的敌对民族的记载，但这并

不能说明他们打败的一定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特别要提一下，印度

古代所说的“雅利安人”与犹太人《圣经》上所提到的雅弗的后代

形成的“雅利安人”，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个词在古代印欧语

中，本来就是指高贵的人，然后成为一些印欧语系民族的自称。由

此，当时犹太人把自己所看到说着比较接近语言的希腊人、米底

人、波斯人，统称雅利安人。而公元前2000年这批进入印度的民

族，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也自称“雅利安人”。 

吠陀时代，得名于当时留下的大量叫做吠陀文学的作品，吠陀

这个词是“知识”的意思，今天管那些书叫做吠陀经。这个时候也

产生了宗教——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在此

时产生。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一直到今天都有。我们一般书上说印

度的种姓制度，说把人分为四大种姓，种姓之间不能通婚。第一个

级别叫婆罗门，是祭司，第二个级别叫刹帝利，是国王，官员这

类，第三个种姓是吠舍，是一般的自由劳动者。第四种姓是首陀

罗，是奴仆一层。实际上还有个阶层叫贱民，不归入四大种姓之

中，地位比上述种姓还要低。 

实际上印度种姓制度主要在印度农村的基层里，而不是印度社

会的上层。印度历史上的大王朝，作为中央政府，都是反对种姓制

度的。比如早期的孔雀王朝，崇尚佛教，而佛教本身就反对种姓制

度，主张人生来平等。中世纪以后伊斯兰教政权长期占据印度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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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这些王朝与本地的印度教常常水火不容，更反对种姓制度。不

过几千年来印度基层抵触上层的佛教和外来的伊斯兰教，使得印度

教和种姓制度更加顽强地存在。 

介绍一下吠陀经。迄今为止没看到哪本吠陀书翻译成中文，所

以我也只是间接的了解。吠陀书是一大类书籍的统称，它们分为四

类：“吠陀本集”，又分为《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

陀》、《阿闼婆吠陀》，其中《梨俱吠陀》反映的是最早的雅利安人进

入印度时的社会情况，成书最早，也最有史料价值。“梵书”，是

解释吠陀里面那些宗教仪式的一大批书籍。“森林书”，据说是老

年人去森林里隐居，他们不可能搞象“梵书”那样搞复杂的宗教仪

式，所以宗教仪式相对简单，“森林书”就是讲这种宗教仪式的一

类书籍。最后一类，“奥义书”是讲述哲学的书籍。“奥义书”顾

名思义就是含有深奥含义的书，这是中国古代大量翻译印度佛教文

献时，翻译过来的名称。“奥义书”本应解说吠陀经背后的含义，

并且由此发展成印度古典哲学的著作。不过印度后来也有人不断编

订新的“奥义书”。甚至中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义也会被写成《安

拉奥义书》。 

上古印度还流传下两部规模宏大的神话史诗《罗摩衍那》和

《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都是鸿篇巨制，据说把《摩诃婆罗多》

念一遍，不吃饭不睡觉要二十八天。而《罗摩衍那》的规模，则是

《摩诃婆罗多》的四分之一，但仍然是《荷马史诗》的规模的十

倍。古代民族史诗里规模最大的是西藏的《格萨尔王》，规模比《摩

诃婆罗多》还要大数倍，到了近代，西藏还有专业的诗人，能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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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完整背诵出来。今天的人们或许不能想象，这样的篇幅的诗歌也

能完整背诵，但这些人以此为职业，终其一生只是反复诵读。 

关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内容，我这里暂时略去不

说，容我以后整理，并以简洁的方式叙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

国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学者季羡林，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整

个《罗摩衍那》翻译成中文，成就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伟业。我

写这篇文章的不久以前，听说《摩诃婆罗多》也被完整地翻译了过

来。 

无论是吠陀书，或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在吠陀时

代都只是口头传诵，没有文字记录。考古发现的最早印度文明文字

实物，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现的婆罗米字母。印度后来各种文字

都源于这种婆罗米字母，与西亚的阿拉米字母之间似乎有着一定的

关系，所以今天学界主流认为，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就是源于阿拉米

字母，因此也是源于古埃及文字。是波斯帝国曾经统治印度河流

域，作为波斯的官方文字，由此进入印度，或者在波斯帝国建立起

来以前，通过各种商业交流，阿拉米文字已经流传进来。不过也有

人认为，婆罗米字母可能并不源于阿拉米字母，而是源于印度河流

域的文字，但从公元前1500年以后近一千年里，这种文字怎么演变

的，完全没有任何实物证据，所以这种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公元前七世纪，印度进入了列国时代，分成许多国家。留存的

佛教文献中有“十六大国”的清单，中文不同的文献，翻译成不同

的名称，我列于下表，后面我的讲述中将采取《印度通史》中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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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2
。十六大国的地理位置见地图，可以看到，并没能包括全部印度

领土，中间还有很多缺失，这是因为这十六个国家只能代表当时的

一些大国，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列入。 

梵语 英语 中阿含经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印度通史 

अंग Anga 鸯迦 泱伽 安伽 

मगध Magadha 摩竭陀 摩揭陀 摩揭陀 

काशी Kashi 迦尸 迦尸 迦尸 

कोसल Kosala 拘萨罗 憍萨罗 拘萨罗 

कुरु Kuru 拘楼 俱卢 俱卢 

पञ्चाल Panchala 般阇罗 般遮罗 旁查拉 

अश्मक Assaka 阿摄贝 頞湿缚迦 阿萨卡 

अवन्ति Avanti 阿和檀提 頞饭底 阿槃底 

चेदि Chetiya 技提 叶筏那 车底 

वन्जि Vajji 跋耆 佛栗氏 瓦吉联盟 

वत्स Vatsa 跋蹉 筏蹉 梵萨 

मल्ल Malla 跋罗 末罗 末罗 

मत््य Matsya 苏摩 苏西噏摩 摩差耶 

शूरसेन Shurasena 苏罗咤 戍洛西那 苏罗森那 

गतधार Gandhara 喻尼 奔哒罗 健陀罗 

                                                   
2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商务

印书馆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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कम्बोि Kamboja/Camboja 剑浮 剑跋阇 甘谟惹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第一页的时候，中国的所

有国家都有君王，但印度却有几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另外，十六

大国最强大的是摩揭陀，后来是摩揭陀统一了整个印度。 

也就在这列国时代，印度出现了象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

家，或者古希腊哲学那样各种思想流派
3
。正统的哲学，仍然是婆罗

门教。婆罗门教本身也分为六种派别：弥曼差派、数论派、胜论

派、正理派、瑜伽派、吠檀多派。而非正统的哲学，除了佛教以

                                                   
3本文中印度哲学流派的名称依据黄心川著《印度哲学史》1989年版，

ISBN7100008042 

地图 14 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大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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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六大类，佛教文献上把他们称作“沙门”，是修道者的意

思。沙门哲学六派分别是：富兰迦叶的无因无缘论，散惹毗罗梨子

的不可知论，末伽梨瞿舍利的生活派，彼浮陀伽旃延的七原素说，

阿夷陀翅舍钦婆罗创立的顺世论和大雄创立的耆那教。沙门各派的

出现，说明了当时印度文化人思想潮流，六派沙门互不相同，但都

反对传统的婆罗门正统。我对印度哲学了解不深入，所以这里无法

深入介绍，希望我以后有时间好好学习。 

除六派沙门以外，最大的思想流派当属于佛教，佛教的创立者

叫乔达摩·悉达多，今天大家熟知的名字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

公元前六世纪的人，生卒年份多有考证，1950年的世界佛教大会把

公元前543年定为他去世的年份，并以此年为佛历的元年。佛经有很

多关于释迦牟尼的故事，我这里也不详述。早期佛教我觉得主要更

是一种哲学，认为人生有四谛。佛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男

女平等的一个哲学。佛教是多神教，不象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是一

神教，早期佛教与今天我们看到的佛教可能并不太一样。比如今天

中国和尚都是素食，这是中国佛教徒约公元七世纪后才开始兴起的

戒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和尚并不素食。释迦牟尼本人甚至批评过

那些主张素食的人，而历史上真实的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也是可以吃

肉的，与今天常人从小说中看到的截然不同。 

释迦牟尼去世后不久，弟子们聚焦在一起，把释迦牟尼所讲的

道理整理归纳，这叫做第一次集结。一百多年以后，产生了很多不

同的教派，各地的教徒再次聚焦讨论，这是第二次集结。可能就在

第二次集结或者之后佛教就分裂成大众部和上座部，双方都自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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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后来大众部北传成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日本的就是这一流

派。上座部则南传进入斯里兰卡，然后流传至东南亚。大乘佛教把

南传的上座部贬称为小乘佛教，今天为尊重各个派别，已经不再使

用小乘的名称。 

十六国里有个摩揭陀的后来一统印度。摩揭陀的诃黎王朝从公

元前世纪年到公元前410年，有位国王名叫叫频毗娑罗（约前500年

时在位）和他的儿子阿阇世相继为王，也就是在频毗娑罗时代摩揭

陀开始强大。他们也和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据说阿阇世发动叛

乱，囚禁了频毗娑罗后篡位。频毗娑罗忧愤自杀，按佛教文献的记

载则是在囚禁中悟道。父王自杀后，阿阇世深感自责，寝食不安，

最终也皈依佛教，成为较早支持佛教的君主。 

约公元前410年，诃黎王朝被幼龙王朝取代，佛教第二次集结可

能就发生于这个时候，幼龙王朝很短，又被难陀王朝所取代，难陀

王朝时，亚历山大大帝灭波斯帝国，希腊军队进入印度河流域。难

陀王朝时的摩揭陀已经统治大部分恒河流域，但印度河流域仍然诸

多强国存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击溃了印度河流域的列国后，仍想

要向东方进军，但别人告诉他，在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二十万大军

已经集结准备迎击，亚历山大终究放弃继续东征，返回了巴比伦。 

根据希腊史书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时遇到一个年轻的

印度人，名叫旃陀罗笈多，他言辞激烈冲撞亚历山大，被卫士拿

下，本来即将处死，但亚历山大大帝还是饶了他一命放他离去。 

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以后不久去世，他的庞大帝国也迅速分

裂，印度河流域再次陷入战乱。就在这样的动乱之中，旃陀罗笈多

组织起了自己的军队。公元前424年，他推翻了难陀王朝，建立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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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陀帝国的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在很多中国的书籍上也被称为月

护王。之所以称为孔雀王朝，可能是因为月护王出身于一个饲养孔

雀的卑微家族。也因此印度历史上这些强大王朝本身也都反对种姓

制度。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几个希腊化国家中，他的部

将塞琉古在亚洲建立起统治，所以很快，塞琉古与月护王为争夺印

度河流域展开多年大战。但塞琉古的政治重心仍然在希腊，看到无

法战胜摩揭陀，最终放弃了印度河流域。塞琉古与孔雀王朝交好，

将公主嫁于月护王，月护王则回赠五百头战象的部队。这批战象从

此进入西方世界，成为后来塞琉古与希腊诸军阀战争中的重要力

量。 

月护王后来皈依耆那教，传说他老年时进入森林苦苦修行，绝

食而死，在位时间是约前321年至约前297年。月护王的儿子宾头沙

罗（约前297年-前272年）继位。宾头沙罗时期，印度与希腊交往密

切，塞硫古王国和埃及托勒密王朝均向印度派遣过使节，由此在古

希腊的史籍中留下了许多孔雀王朝时代印度的记载。 

宾头沙罗之后的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阿育王（公元前272年至

232年在位），据说阿育王是在打败他的哥哥之后夺取的政权。继承

孔雀王朝以前的扩张，阿育王继位后也发动了大量的战争，使得孔

雀王朝的领土达到最大，只有印度最南端一小块未纳入他的帝国，

以后印度，直到莫卧儿帝国和英国殖民统治时，都不曾达到这样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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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部的羯陵伽地区，早在难陀王朝时就臣属摩揭陀，不过

后来又独立。月护王曾经对此地用兵，却被击退。阿育王大约在公

元前261年发动羯陵伽战争，最终征服此地。这场战争伤亡重大，阿

育王石柱铭文上说双方都死亡了十万人。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惨状，

阿育王内心开始反省并皈依了佛教。从此孔雀王朝所统治的广大领

土上，战鼓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是对佛法的颂扬。 

阿育王向各地颁布的诏书，有很多因为是石刻，在近代在印度

各地被发现。通过这些铭文，我们了解了阿育王的治国政策，他一

直对羯陵伽战争痛心疾首，决心不再通过战争扩张，改而向世界各

方派遣佛教传教士。真实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印度与希腊化世界交

地图 15 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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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频繁，不少佛教教徒来到西方，对希腊的哲学和文化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插图 61 现存于毘舍离的一根阿育王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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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颁布的诏书，有很多刻

在一种石柱上。不知道当年这样的

石柱有多少，但是今天通过考古发

现尚存19根。释迦牟尼最初传教的

地方中文称作鹿野苑。1904年在鹿

野苑旧址的考古发现了阿育王石柱

头上著名的四面狮，石刻精美无

比。四面狮的图样今天已经成为印

度和佛教的标志，印度把这种图样

放进了自己的国徽中。而世界各地

的许多佛寺现在也竖立起阿育王石柱的现代复制品。 

印度半岛最南端的土地，以及斯里兰卡，并没有纳入阿育王的

统治范围，可能是他真的已经放弃了战争扩张。阿育王派遣他的儿

子摩哂陀率领的传教团来到斯里兰卡，这是斯里兰卡的历史，也是

南传佛教的开端。 

阿育王在位41年，公元前232年去世。此后孔雀王朝仍然维持了

一段时间的稳定，信仰佛教并没有维持帝国的强盛，实际的军事力

量却已经开始衰落，目前并不清楚孔雀王朝后期的印度情况，可肯

定的是，统一的中央大帝国开始分崩瓦解。阿育王之后的约五十年

间，有六位国王相继继位，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前185年被杀。一位

军事将领登基为王，中文译作华友王（公元前185年-149年在位），

开始了巽伽王朝，此时其领土面积已经远远小于孔雀王朝早期。巽

伽王朝结束于公元前75年，此后是甘婆王朝，只存在了几十年。这

时印度已经分裂成许多小国。而西北方向，定居于中亚细亚的希腊

插图 62 阿育王出巡 

公元前一世纪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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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家开始强盛起来，很快进入印度北部建立起希腊化政权。希腊

人之后，中亚细亚被从中国西部迁徙来的月支人占领，月支人建立

起了强大的贵霜帝国，一度统治印度北方。印度本土，则要等到公

元四世纪笈多王朝时，印度本土才再次接近统一。这些事情我以后

在讲希腊化时代和中世纪的部分再详细叙述。 

我的写作计划，这里之后要讲述中国的古代文明，但是我还没

有完成这部分。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站在地球人的立场上去

写中国文明，相信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所以我将继续努力。 

 

插图 63 鹿野苑考古发现的四面

狮，1905年老照片 

插图 64 今天的印度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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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Afroasiatic 

languages 

阿伽 Aga 

阿开亚人 Achaeans 

阿克苏姆 Aksum 

阿拉米人 Arameans 

阿拉米语 Aramaic language 

阿勒颇 Aleppo 

阿曼 Oman 

阿美涅姆黑特三世 Amenemhat III 

阿美涅姆黑特一世 Amenemhat I 

阿蒙 Amun 

阿蒙荷太普四世 Amenhotep IV 

阿蒙荷太普一世 Amenhotep I 

阿摩列伊人 Amorite 

阿槃底 Avanti 

阿契美尼德 Achaemenes 

阿卡德 Akk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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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卡 Assaka 

阿斯克勒庇奥斯 Asclepius 

阿斯提阿格斯 Astyages 

阿斯旺 Aswan 

阿闼婆吠陀 Atharvaveda 

阿吞 Aten 

阿伊 Ay 

阿夷陀翅舍钦婆罗 Ajita Kesakambali 

阿育王 Ashoka 

埃卜拉 Ebla 

埃菲尔铁塔 Eiffel Tower 

埃赫那吞 Akhenaten 

埃赫塔吞 Akhetaten 

埃及 Egypt 

埃兰 Elam 

埃利都 Eridu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爱琴海 Aegean Sea 

安伽 Anga 

安那叶姆 Eannatum 

安善 Anshan 

奥尔梅克 Olmec 

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奥义书 Upanishads 

巴比伦 Babylon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巴勒莫石碑 Palermo stone 

巴录 Baruch 

拔示巴 Bathsheba 

贝希斯顿铭文 Behistun Inscription 

彼浮陀伽旃延 Pakudha Kaccayana 

宾头沙罗 Bindusara 

波斯 Persia 

查拉图士特拉 Zoroaster 

刹帝利 Kshatriya 

超日王 Vikramāditya 

车底 Chetiya 

怛罗斯战役 Battle of Talas 

达·伽马 Vasco da Gama 

达罗毗荼人 Dravidians 

大流士 Darius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卫 David 

大雄(耆那教创始人） Mahavira 

代尔巴哈 Deir el-Bahari 

代赫舒尔 Dahshur 

德里苏丹国 Delhi Sultanate 

迪奥塞斯 Deioces 

底比斯 Thebes 

底格里斯河 Tigris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多利亚人 Dorians 

厄克巴丹 Ecbatana 

恩利尔 Enlil 

恩启都 Enkidu 

恩铁美那 Enmetena 

法尔斯 Fars 

法老 Phar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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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萨 Vatsa 

梵书 Brahmana 

梵语 Sanskrit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腓尼基 Phoenicia 

吠舍 Vaishya 

吠檀多派 Vedanta 

吠陀 Vedas 

佛教 Buddhism 

弗拉欧尔特斯 Phraortes 

弗里基亚 Phrygia 

富兰迦叶 Purana Kassapa 

甘谟惹 Kamboja/Camboja 

甘婆王朝 Kanva dynasty 

冈比西斯二世 Cambyses II 

冈比西斯一世 Cambyses I 

高马达 Gaumata 

哥利亚 Goliath 

戈尔迪斯之结 Gordian Knot 

格列高利十三世 Gregorius XIII 

格萨尔王 King Gesar 

弓歌 the bow 

古提人 Gutian 

贵霜帝国 Kushan Empire 

哈尔帕 Halab 

哈夫拉 Khafra 

哈拉帕 Harappa 

哈里斯大纸草 Great Harris Papyrus 

哈律斯河 Halys River 

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哈图沙 Hattusa 

哈图西利斯三世 Hattusili III 

哈图西利斯一世 Hattusili I 

海上民族 Sea Peoples 

含 Ham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languages 

汉穆拉比 Hammurabi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诃黎王朝 Haryanka dynasty 

荷伦希布 Horemheb 

荷马史诗 Homeric Hymns 

赫拉波罗 Horapollo 

赫梯 Hittite 

胡夫 Khufu 

华氏城 Pataliputra 

华友王 Pushyamitra Shunga 

基利波 Gilboa 

基什 Kish 

基亚克萨雷斯 Cyaxares 

吉加美士 Gilgamesh 

吉萨 Giza 

笈多王朝 Gupta dynasty 

加喜特人 Kassites 

迦勒底人 Chaldean 

迦南 Canaan 

迦尸 Kashi 

迦太基 Carthage 

健陀罗 Gand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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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陵伽 Kalinga 

戒日王 Harsha 

金字塔 Pyramid 

居鲁士 Cyrus 

拘萨罗 Kosala 

俱卢 Kuru 

卡迭石 Kadesh 

卡赫美士 Carchemish 

卡莫斯 Kamose 

卡纳克神庙 karnak 

凯撒 Caesar 

科普特语 Coptic language 

克里特岛 Crete 

克罗伊斯 Croesus 

孔雀王朝 Maurya dynasty 

库施王国 Kush 

拉班 Laban 

拉尔沙 Larsa 

拉格什 Lagash 

拉结 Rachel 

拉美西斯二世 Ramesses II 

拉美西斯三世 Ramesses III 

拉美西斯四世 Ramesses IV 

拉美西斯一世 Ramesses I 

拉其普特 Rajput 

雷吉德夫 Radjedef 

梨俱吠陀 Rigveda 

里海 Caspian Sea 

利百加 Rebecca 

卢加尔安达 Lugalanda 

卢加尔扎克西 Lugalzagesi 

卢克索 Luxor 

吕底亚 Lydia 

鹿野苑 Sarnath 

罗波安 Rehoboam 

罗林森,H.C. 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罗马 Rome 

罗摩衍那 Ramayana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玛里 Mari 

玛雅 Maya 

马尔杜克 Marduk 

马萨格泰人 Massagetae 

马赛 Marseille 

马斯塔巴 Mastaba 

迈锡尼 Mycenae 

麦伦普塔 Merneptah 

麦西里姆 Mesilim 

曼涅托 Manetho 

美吉多 Megiddo 

美尼斯 Menes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门图荷太普二世 Mentuhotep II 

门图荷太普一世 Mentuhotep I 

孟菲斯 Memphis 

孟尼利克一世 Menelek I 

孟卡尔 Menka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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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达斯 Midas 

弥曼差派 Mimansa 

米底 Medes 

米甲 Michal 

米开朗其罗 Michelangelo 

米纳 Min 

米坦尼 Mitanni 

摩差耶 Matsya 

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摩亨约达罗 Mohenjo-daro 

摩揭陀 Magadha 

摩哂陀 Mahinda 

摩西 Moses 

末伽梨瞿舍利 Makkhali Gosala 

末罗 Malla 

莫卧儿帝国 Mughal Empire 

木乃伊 Mummy 

穆尔西利斯一世 Mursili I 

穆斯林 Muslim 

拿破仑 Napoleon 

纳尔迈 Narmer 

纳拉姆辛 Naram-Sin 

那波帕拉萨 Nabopolassar 

难陀王朝 Nanda dynasty 

内弗尔卡拉 Neferirkare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II 

尼布甲尼撒一世 Nebuchadnezzar I 

尼科二世 Necho II 

尼罗河 Nile 

尼尼微 Nineveh 

尼沙巴 Nisaba 

宁吉尔苏 Ningirsu 

努比亚 Nubia 

挪亚 Noah 

诺姆 Nome 

帕提亚 Parthia 

潘 Pan 

旁查拉 Panchala 

佩皮二世 Pepi II 

频毗娑罗 Bimbisara 

婆罗门 Brahmin 

婆罗米字母 Brahmi 

耆那教 Jainism 

乔达摩·悉达多 Siddhāttha Gotama 

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撒玛利亚 Samaria 

撒马尔罕 Samarkand 

撒母耳 Samuel 

萨迪斯 Sardis 

萨尔贡 Sargon 

萨尔贡二世 Sargon II 

萨珊 Sassanid 

塞肯内拉 Seqenenre 

塞琉古 Seleucid 

塞浦路斯 Cyprus 

塞特纳赫特 Setnakhte 

塞提一世 Seti I 

散惹毗罗梨子 Sanjaya Belatthip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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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 Saul 

森林书 Aranyaka 

沙姆希·阿达德一世 Shamshi-Adad I 

闪 Shem 

商博良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胜论派（印度哲学） Vaisheshika 

示巴 Sheba 

释迦牟尼 Shakyamuni 

首陀罗 Shudra 

书拉密 Shulamite 

数论派（印度哲学） Samkhya 

顺世论（印度哲学） Charvaka 

斯芬克斯 Sphinx 

斯里兰卡 Sri Lanka 

斯尼弗鲁 Sneferu 

苏庇路里乌玛一世 Suppiluliuma I 

苏罗森那 Shurasena 

苏美尔 Sumer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宿命论（印度哲学） Ajivika 

娑摩吠陀 Samaveda 

所罗门 Solomon 

塔连特 Talent 

泰勒斯 Thales 

特洛伊 Troy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 Tiglath-Pileser 

III 

提尼斯 Thinis 

天狼星 Sirius 

铁列平 Telipinu 

图坦卡蒙 Tutankhamun 

图特摩斯二世 Thutmose II 

图特摩斯三世 Thutmose III 

图特摩斯一世 Thutmose I 

托勒密王朝 Ptolemaic dynasty 

托马斯·杨 Thomas Young 

瓦吉联盟 Vajji 

温马 Umma 

倭马亚 Umayyad 

乌尔 Ur 

乌尔纳姆 Ur-Nammu 

乌尔南什 Ur-Nanshe 

乌拉尔图 Urartu 

乌利亚 Uriah 

乌鲁克 Uruk 

乌鲁卡基那 Urukagina 

乌瑟卡夫 Userkaf 

乌特纳庇什廷 Utnapishtim 

乌图赫加尔 Utu-hengal 

屋大维 Octavius 

邬达罗迦 Uddalaka Aruni 

无因论（印度哲学） akiriyavada 

希伯莱 Hebrew 

希斯塔斯帕 Hystaspes 

西底家 Zedekiah 

西马什王朝 Simashki 

西西里 Sicily 

喜克索人 Hyk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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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文字 Cuneiform 

谢普塞斯卡弗 Shepseskaf 

辛那赫里布 Sennacherib 

巽伽王朝 Shunga  dynasty 

雅弗 Japheth 

雅各 Jacob 

雅赫摩斯一世 Ahmose I 

雅利安人 Aryan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亚述 Assyria 

亚述巴尼拔 Ashurbanipal 

亚述乌巴立特一世 Ashur-uballit I 

耶和华 Jehovah 

耶利米 Jeremiah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罗波安 Jeroboam 

夜柔吠陀 Yajurveda 

伊比辛 Ibbi-Sin 

伊尔苏 Irsu 

伊姆荷太普 Imhotep 

伊撒哈顿 Esarhaddon 

伊什塔尔 Ishtar 

伊新 Isin 

以撒 Isaac 

以扫 Esau 

以色列 Israel 

印度 India 

印度 India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s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幼龙王朝 Shishunaga dynasty 

瑜伽派（印度哲学） Yoga 

约哈斯 Jehoahaz 

约拿单 Jonathan 

约瑟 Joseph 

约西亚 Josiah 

约雅敬 Jehoiakim 

月护王 Chandragupta Maurya 

月支人 Yuezhi 

旃陀罗笈多 Chandragupta Maurya 

正理派（印度哲学） Nyaya 

左塞 Djoser 

恩美巴拉格西 Enmebaragesi 

伊什比·埃拉 Ishbi-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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