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每天来到这里时都是太阳

刚刚升起。 太阳罩住塔门正中

的缺口， 正好形成古埃及文字

中特别神圣的一个文字 。 理

论上讲， 古埃及每座神庙都是

一个创世之岛的模仿， 而世界

的创造正是首先出现在东方地

平线上的创世之岛上完成的 。

走向古埃及最大的一座创世之

岛， 数千年上下相通的感觉立

刻从心底里油然而生。 进去是

有名的“公羊大道”，即神路。神

路是连接神庙与神庙的神行之

路， 神与神的互相拜会就是通

过神路完成的。可以想象，数千

年前， 当祭司的队伍浩浩荡荡

从一座神庙中出现， 神前的仪

仗，神后的队伍，沿着两侧都是

公羊神像的道路前行， 一路夹

道欢呼的百姓， 这样的景象该

是怎样的壮观神圣！

走进塔门， 是卡尔纳克神

庙的第一院落。 左侧的三个神

室，右侧的拉美西斯三世之庙，

中间的巨大石柱， 与之对称而

立的巨大雕像， 一切都是那么

熟悉。 第一院落的左侧是在卡

尔纳克神庙上过厕所的人都熟

悉的北门， 我们就穿过这个门

从神庙的外侧沿墙向东而行 。

塞提一世驾战车打击敌人的浮

雕就在身旁掠过，无暇细看，因

为目的地就在不远的前方。

再向前走到达多柱厅的北

外墙，一条沙土路通向远处。尽

头是很高的泥砖墙，我知道，泥

砖墙的这一头是法国人正在做

的考古项目， 普塔赫神庙的挖

掘整理修复。 墙的另一面就是

我们考古之地———孟图神庙建

筑群了。 泥砖墙将包括普塔赫

神在内的阿蒙-拉神神庙区与

孟图神庙区分割开来， 进入孟

图神庙区需要穿过泥砖墙上的

一个木门。 木门前面一株老树

还在那里屹立， 三年前在多柱

厅考古的时候曾带着与我一起

来考古的学生观看普塔赫神

庙，就在这株无花果树下，让学

生与这里负责看管的埃及人合

影。今天又来到这里，无花果老

树仍在，木门就在前面，走过去

就是我要考察工作的地方了。

孟图神庙在我过去的想象

中不过是卡尔纳克神庙群中的

一个小部分，过来发现，这个小

部分实在并不那么小。 四周用

泥砖墙围拢起来的区域恐怕足

有四个足球场大小，面向阿蒙-

拉神神庙区域就有七个门 ，各

自通向什么院落或者什么神殿

早已无人知晓， 但仅凭这七个

门的遗存， 就足以让人想象其

当初神庙建筑群的结构复杂程

度。 神庙群中间自然是最为恢

弘的部分，残基仍在。南北纵轴

一线贯通， 最北面高高矗立着

门楼， 似乎用不肯倒下的坚强

告诉后人孟图神庙当年的高

度。左侧是一处坍塌了的庙室，

从残留部分可见其整个结构应

为泥砖与石头混合而建的殿

室。左侧近处是搜罗来的石头，

整齐地摆成四排， 应该是几十

年前法国人考古的结果。

头一天上工， 高伟带着我

把整个神庙区转了一圈， 介绍

了工作进展及法国人当年考古

的成果。 接下来要做的是两件

事：搜寻王名圈，以推测神庙历

史；细拍那四排残垣断石，以确

定其归属并看看哪些残石可以

拼合起来。相隔不远，可泥砖墙

这面的工作环境竟与墙那边卡

尔纳克神庙多柱厅相差甚远 。

三年前的工作在多柱厅， 干净

舒适遮风挡雨 （如果有雨的

话）。 有 129 根巨柱遮蔽，太阳

再毒都有阴凉护佑。因此，一个

考古季下来并没有晒黑多少 。

这次不一样了，没有一棵树，没

有遮蔽处，逃不出太阳的亲吻。

虽然有工棚，但要工作，就一无

遮蔽。 更有趣的是这儿的地面

都是很厚的浮土， 很快就分不

清各位都是穿着什么颜色的鞋

了，这才是考古的真实面貌。

一天工作，上蹿下跳的，有

些累。回程走的是阿蒙-拉神神

庙多柱厅的北门， 熟悉的南北

轴线， 每一根柱子都整理过其

上的铭文与浮雕。 与东西轴线

相交处向出口处右转， 照例是

早上来时的小门， 照例是跟守

卫的警察打招呼：Mae alsalama!

（再见! ）

回到住处， 第一件事本应

洗澡，可是屋子里面太冷，鼓了

好几鼓勇气， 还是只洗了把脸

就上桌吃饭了。也确实饿了。埃

及厨师做得还算丰盛， 有面有

肉 （牛肉 ），埃及的百姓应该不

会每天都能吃到。 虽不及国内

的大餐， 在埃及就算是上流社

会的饮食了。饭后移师另一厅，

打开电脑整理一天的照片 ，直

到此时才发现， 照相机读卡器

没有带来，电脑亦无法读取移动

硬盘。 愚蠢啊，你的名字叫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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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照例两点半钟就醒

了，倒不是时差没有倒过来，过

去数次出国似乎对于时差没有

那么敏感， 从来没有人们常常

抱怨的一周都倒不过来的感

觉，而是上床太早的缘故。躲避

寒冷，早进被窝。不进被窝又能

怎么样，除了读读带来的闲书，

照片整理不了， 移动硬盘读取

不了，什么都干不成，原因都出

在换电脑上。 本学期为中山大

学历史学 （珠海） 讲两个月的

课，恰巧这一年事情又多，各地

讲座十几场， 外加意大利都灵

博物馆与国内五省博物院联合

的古埃及文物展， 都被聘为学

术顾问，开幕式、公共讲座是少

不了的。 外加安徽博物馆与宁

波博物馆展出的意大利佛罗伦

萨借展古埃及藏品应邀前往 ，

更有应邀去英国访问， 飞得我

晕头转向。俗话说远道无轻载，

越来越觉得背着的笔记本电脑

太大太沉。 于是决定这次来埃

及不带那个新的笔记本电脑 ，

而是把十几年前用的旧本子拿

出来重新装了个系统便带来

了。没经测试，结果装满我所有

工作所需材料的新的移动硬盘

无法连接到这个旧电脑上 ，尴

尬了。

早饭照例是 “贾大厨 ”作

品，很是可口。回想昨天第一天

上工，一天吃了四顿饭。早上我

们五个人自己的早餐吃完上

工， 上午十点钟， 埃及人的早

餐。 大家围站在工棚的桌子周

围， 抓着埃及最大众的阿依士

（一种烤出来的类似中国春饼

的饼），蘸着埃及的各种豆酱与

看着像我们的大豆腐一样的奶

酪，又吃一顿。埃及的饮食虽不

及国内的好吃和丰富， 但也还

算适应。 除了奶酪、豆酱，还有

一种油炸的素丸子， 阿拉伯语

叫妲酶娅， 这也是我喜欢吃的

一种食物。

昨天拍了那四排摆放整齐

的残石断柱，拍得比较细。本想

晚上整理，却不料电脑不给力。

今天再到这四排残石断柱这儿

来， 细查上边刻有的文字与浮

雕， 发现该遗址的修建历史至

少持续一千多年之久。 这些石

头残片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也

不属于同一期的神庙建筑。 因

残破严重， 几乎没有一块石头

是可以和另一块拼起来的 ，文

字就更是残破， 除一些短语尚

可读出， 几乎没有一个完整句

子。但是，只要在这些文字中能

够找到法老的王名圈， 断代就

是个简单的问题了。 仔细阅读

这些石头上的文字， 发现 9 个

王名圈。 分别为阿蒙霍太普二

世、 阿蒙霍泰普三世、 塞提一

世、 拉美西斯六世及五个托勒

密王朝法老的王名圈。 阿蒙霍

泰普一世是第十八王朝的第二

位法老， 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

在位， 而托勒密王朝无论哪位

国王都在公元前三百年之后 。

仅凭这四排残石断柱就可以判

断， 该神庙区的修建至少持续

了接近一千五百年。真难想象，

三千年前的这里每天都发生着

什么。 这些残石断柱与最北面

高高的门楼之间有一处洼地 ，

旁边一个土丘。 这个洼地应该

是孟图神庙的圣湖了。 圣湖的

水来自尼罗河， 所以应该有暗

渠相连。 湖水供这里的神祇每

天洗漱及祭司们洒扫庭院之

用，此外，僧侣们的生活用水也

全靠圣湖提供。 现在这个凄凉

之地， 过去曾经是多么烟火旺

盛，庄严神圣，生机勃勃！

这片残石断柱拍完了 ，待

以后细细研读。 吃过埃及的早

饭（第二顿饭）后 ，移师孟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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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石头上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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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残石断柱

王名：赫坡瑞卡拉 王名：内克塔内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