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学人 3

?考古队在埃及考古家族“老大”阿里家做客

荩神庙墙壁

浮雕： 太阳

船头

荨 作 者 在

帝 王 谷 凿

岩 陵 墓 墙

上 的 图 画

与 咒 语 前

留影

一个中心。 从机场到住处很快，

机场到市区开车还不到一刻钟

的路程。 考古队租住卢克索神

庙与卡尔纳克神庙之间的一处

房屋， 推窗可见连接两个神庙

的两公里多长的司芬克斯大

道。 大道现已封起，其上有两座

桥通车通行。 中国考古队租的

两套房子是连接在一起的 ，一

个厅作为考古队的办公室 ，另

一个厅便成了饭厅。 到了驻地

第一件事是吃晚饭， 当地的厨

师，做得还不错。 让我想起三年

前应邀参加美国考古队卡尔纳

克神庙考古时每天为我们做饭

的厨师。 中国考古队领队笑冰

先生已不是头一次见了， 留着

典型的考古人的胡子， 很容易

一眼看出考古人的气质。 队员

有脚步轻盈的慧奇， 中等身材

的上海人； 辫子与胡子相映成

趣的臻臻，清瘦的广州人；伟伟

不用说了，一直保持着联系；子

林早已回国。 队伍不大，却肩负

着重大使命。

房屋很大，每套三个卧室，

我和慧奇住一面。 万没想到的

是，埃及这个热带沙漠国度，居

然晚上会这么冷。 发微信给国

内的妻子，说住处的寒冷，她回

了一句：你老埃及了，这点困难

应不是问题。 埃及考古，第一个

考验居然是对抗寒冷。 好在一

个人一个房间， 每个房间有两

张床，两张床上都有厚毯。 将两

床的毯子与薄毯三层盖在身

上， 用身体的温度很快将被窝

焐热。 晚上室内是冬天的季节，

东北带来的所有衣服都派上了

用场。

考古队每周工作 6 天 ，而

周五是阿拉伯世界的周末 ，我

们就休周五。 对于考古队的中

国成员来说， 这一天的休息是

宝贵的。 我们要利用这一天去

看埃及的遗址，特别是神庙。 因

为我们挖掘的就是一座神庙遗

址， 对比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启

发。 早上吃过早饭，准备出发，

前往尼罗河西岸王后谷与麦地

那遗址。 早餐不能不提的是，热

乎乎的中式早餐出自考古队队

长笑冰“大厨”之手。 有个这样

的队长真好！

上午九点出发， 向新王国

帝王及其家眷们最后安息之地

进发。 新王国都城底比斯（现在

的卢克索）的西岸，是一个神圣

的世界。 三千多年前，西岸就开

始其浩大的工程建设。 法老、王

后、贵族，甚至工匠们都竞相在

此修建安息之所。 随之而建的

是数量与规模皆令人赞叹的葬

祭神庙。 这是个人神共处之地，

两界连接之地，太阳船巡行之地。

下午返回的时候， 跟我们

工作的埃及方面的工头告诉我

们， 他的大哥阿里·法鲁克·赛

义德·胡夫塔威要见我。 此人很

神 ，2016 年参加美国考古队考

古的时候该项目主持人美国孟

菲斯大学埃及学家皮特·布兰

特就跟我介绍过这个人， 私下

里跟我说他是埃及最大考古家

族 的 老 大 ， 埃 及 考 古 界 的

Mafia。黑手党？当时不觉惊出一

身冷汗。 后来经常见面并请他

帮忙将我的美元换成埃镑 ，觉

得这个人非常友善，人很不错。

尤其是我那次离开埃及的最后

一顿饭是在他家吃的， 不仅请

我吃饭， 还亲自开车送我去机

场。 这样好的一位 “黑手党老

大”，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很好

的朋友。 围绕着他的传奇故事

很多， 他先后与三十多个国家

来埃及考古的考古队合作过 ，

且其祖上一直经营着埃及考古

事业。 被誉为现代考古之父的

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

里一百多年前来埃及考古时就

是这个家族协助皮特里挖掘

的。 曾经对阿里最后的名字非

常好奇，胡夫塔威，显然不是阿

拉伯人的名字， 倒非常像古埃

及语：两土地上的胡夫。 好奇了

近一个月， 终于鼓起勇气问了

阿里这位埃及考古界的 “黑手

党老大 ”，果不其然 ，这个名字

是皮特里送给这个家族的。 到

了阿里家，这位老大盛装出迎，

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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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晚上冷， 加之去西岸

走了一天很累， 昨晚早早就上

床睡了。 睡得早醒得早，凌晨两

点半就醒了。 醒了就再睡不着

了， 可能真像一位朋友说的那

样：老了，就那么点觉了。 睡不

着却也没勇气起床， 屋子里太

冷。 躺在被窝里看手机，直到听

到笑冰“大厨”起来做饭的声音

才从床上爬起来， 洗澡吃饭准

备上工。

第一天开始工作还是非常

期待的。

任何一位埃及学学者 ，对

于孟图神都不陌生。 虽然不像

拉神、阿蒙神那么地位崇高，但

也是古埃及众多神祇中的主

神。 孟图神在新王国才开始被

人普遍崇拜， 但中王国时就已

在神中有较高的地位。 第十一

王朝七位法老有四位叫孟图霍

太普 （让孟图神满意之人），可

见孟图神对于王室的重要。 车

从住处拉我们前往工作的遗

址，西门处停车。 这个地方游客

不可以出入， 仅供卡尔纳克神

庙群工作人员进出。 对我来说，

这个门比较熟悉。 几年前应美

国孟菲斯大学卡尔纳克神庙多

柱厅考古项目的邀请参与他们

的考古工作时， 每天清晨就是

从这个入口进入的。

这个入口正对着法国驻卢

克索考古中心， 记得去年带领

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的部分

学生来埃及考察还拜访了这个

法国中心。 遗憾的是我因国内

工作太忙，来迟了，法国考古中

心的人已经回国过圣诞节去

了。下个考古季再见吧。埃及所

有重要遗址都有警察把守 ，这

个入口也不例外。 看到他们，自

然想起三年前每天的问候 ：

Sabah alkhyr！ （早上好！ ）

入门是一块宽敞的广场 ，

这么早的时间， 只有睡在这里

的狗被我们惊起， 似乎世界还

未苏醒。 尼罗河西岸每早为游

人服务的热气球已经升上了天

空，远远地看上去，一边是初升

的太阳，一边是黄色的山丘（帝

王谷就隐藏在山丘中间），热气

球红红绿绿的在蓝蓝的尼罗河

上空慢慢升腾起来， 构成一幅

静谧而美丽的图画。 埃及遗址

一旦成为景点，门禁就多。 这一

点就像埃及的机场安检， 无论

大小， 只要是机场就至少有两

道安检，有的还有三道。 旅客反

复脱衣、脱鞋、解腰带。 进了这

个小门进入的只是广场， 游客

从广场的对面进入， 要有一次

安检。 再次安检我们和游客共

走一门，再次通关。 当然，我们

考古队人员每天上工 ， 都认

识 ，有时象征性地开包检查一

下 ，如果警察的头不在也就免

去开包的麻烦， 打声招呼就过

去 了 。 招 呼 自 然 是 Sabah

alkhyr！ 或 As-Salamu Alaykum!

（愿你平安！ ）

进入这个门之后， 展现在

眼前的就是极其壮观的卡尔纳

克神庙第一塔门 。还记得三年

前与美国考古队在多柱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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