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第 3期 

总第 281期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3 2O16 

Sum No．281 

古埃及黄道 十二宫图像 探 源 

颜 海 英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 要]自拿破仑远征队发现丹德拉神庙的黄道十二宫浮雕之后，对古埃及黄道十二官的研究热度 

一

直持续，部分天文学家坚信这些图像是真实的“星图”，力图找到对应的那个 日期；而主流埃及学家则认为 

这些资料没有天文学的价值，只反映了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本文将综合图像、铭文、仪式中的多重信息， 

探讨古代信仰与天文观测的密切关系，说明古代知识的综合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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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多数出现于希腊罗 

马时期的神庙或者墓室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有丹 

德拉、艾什纳、什胡尔、阿赫米姆神庙的浮雕，底 

比斯等地墓葬出土的 6个棺盖上的，以及部分墓 

室天花板上的，共计十几个。自19世纪以来，学 

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 

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口l2∞ ¨。一些天文学 

背景的学者纽伯格(0．Neaugebauer)、帕克(R． 

A．Parker)等用现代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判断 

这些资料。一些错误的结论传播甚广，却少有人 

纠正。如语 言学家如考维尔 (Sylvie Cauville)虽 

然整理出版了丹德拉神庙的所有铭文，在年代问 

题上 却 完 全依 赖 天 文 学 家 阿 尔 伯 格 (Erik 

Albourg)的判断[2]2。。19世纪法国人把丹德拉神 

庙顶层天花板上的圆形黄道十二宫浮雕切割下 

来，运到了卢浮宫，这似乎是其后一个多世纪学 

者们对它 的研究 状况 的 写照 ：割裂 了材 料 的背 

景，天文学家一味用现代软件搜寻它是哪一天的 

“星图”；埃及学家则往往强调宗教仪式，忽略其 

与自然界的客观联系。除卡纳克的水钟外，与时 

间观测和天文记录相关的所有资料都来 自于葬 

仪相关的场所(墓葬或神庙)，只有再现其时的仪 

式场景，才能正确界定古埃及人的时间概念。本 

文将结合墓葬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黄道十二宫 

图像与古埃及人来世观念中的 12小时之间的传 

承关系，唯有理清黄道十二宫图像在神庙及墓葬 

习俗中的独特作用，才能真正解读其内涵。 

一

、古埃及黄道十二宫的主要资料及研究状况 

19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德萨伊上将 

(g6n6ral Desaix)发现了丹德拉神庙的圆形黄道 

十二宫，由此引发了学者们的狂热兴趣，法国人 

甚至将它从神庙天花板上强行切割下来运到了 

卢浮宫。当时 的天文 学家、数学家 、语言学家纷 

纷卷人研究和争论的热潮。法国在战场上败给 

英国之后，英法两国学者围绕着罗塞达石碑展开 

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激烈竞争，最终法国学者商博 

良胜出，从此法国学术界的“东方热”又多了浪漫 

的想象 ：或许丹德拉 的黄道十二宫 图，是古埃及 

人 留 给 法 国 人 的 密 码 。 巴 拉 维 (Charles 

Hippolyte Paravey)、物 理 学 家 毕 奥 (Jean— 

Baptiste Biot)和天 文 学 家 阿拉 戈 (Francois 

Arag6)等都坚信可以用科学推算的方法找到它 

所指的 日期_3 ，以莱特伦尼 (A．J．Letronne)为 

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它不具天文学的价值。布鲁 

赫(H．Brugsh)依据世俗体文献辨认出了 5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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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一致的，即冬至到夏至期间的天空为“南 

方天空”，对应 19到 16颗旬星；而夏至到冬至期 

间的 天 空 是 “北 方 天 空 ”，对 应 1到 18颗 

旬星 ] 。 

从旬星在黄道图上的出现来看，不管是名称 

还是分布，都与中王国开始 的星表传统是一致 

的。这充分说明了埃及的黄道十二宫尽管有外 

来的元素，但本质上是本土的。 

丹德拉圆形黄道图中，旬星的环绕不是等分 

的，而是根据长形黄道上的内容留出足够的间 

隔，足够圆形内侧对应位置 的图像插 入旬星 

之间。 

三、冬至与夏至 

作为女神哈托尔的圣所，丹德拉神庙建造时 

以天狼星为核准点，而不是正向南北。黄道图所 

在的建筑从图像到铭文完整叙述了荷阿克节的 

过程 ，这个 节 日的核 心是 奥塞 里斯 的复活 和再 

生，在这个背景下，黄道图的作用应该是表达与 

该仪式相关的重要时间概念，整个祠堂的图像和 

文字风格是隐喻式的，那么黄道图在象征什么 

时间? 

目前发现的十几个黄道 图，很多是对称 出现 

的，丹德拉最为典型，在神庙顶层的奥塞里斯祠 

堂天花板上是圆形黄道图，而同样的内容以两个 

对称的长形黄道 图出现在神庙一层的天花板上 ， 

如果把两个长形的黄道图环城一圈，画面与圆形 

的基本吻合。长形的两个图面对面分布，画面的 

上部和底部各有天空女神努特的身躯环绕着，女 

神的头部在不同的方向。中间一条带翼 日轮的 

装饰带分开两条黄道，太阳运行的图案装饰着西 

侧的黄道图(狮子到摩羯，西侧，秋分，日半球)， 

月亮运行的图案装饰着东侧 的黄道 图(水瓶到巨 

蟹 ，东侧 ，春分 ，夜半球)。西侧黄 道图 的起点是 

夏至，而东侧黄道图的起点是冬至。 

除丹德拉长形黄道图之外，其他长形黄道图 

也多数是以夏至和冬至点划分成对称的两部分， 

而且两部分分别以狮子宫和水瓶宫为起点_1j2 。 

如上所述 ，自中王 国时期 开始 ，古 埃及人就 

把夏至到冬至这半年的天空称为“北方天空”，与 

1到 18颗旬星对应，对应着西边的地平线(秋分 

时太阳在 日落时通过赤道)，而冬至到夏至这半 

年的天空叫作“南方天空”，与 19到 36颗旬星对 

应 ，对应着东边 的地平线 (春分 时太 阳在 日升 时 

通过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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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托勒密 日、夜两半球的划分，从水瓶宫 

到巨蟹宫在夜半球，从狮子宫到摩羯宫在 日半 

球。夜半球对应着长形黄道 图的“南方 天空”和 

东方，日半球对应着长形黄道图的“北方天空”和 

西方。 

因此 ，无论是 天空 的南北或者 日夜两分 ，还 

是旬星的两组对应，黄道图与传统的埃及天空概 

念是一致的。 

古埃及人同时使用几种历法，并且 以天狼星 

偕日升的日期来推算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的 

日期 。公元前 1世纪的一份纸草文献描述 了以这 

些节点来推算特定 Et期(Parker，1981)，如“最长 

的一天，收获季第 3个月的第 1O天⋯⋯最短的一 

天，泛滥季第 1个月的第 16天往后 9O天⋯⋯最短 

的一天 ，泛滥季第 4个月的第 16天⋯⋯”̈8J4 。 

俄罗斯学 派的诺索斯基最早提 出古埃及黄 

道图上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象征画面，并 

且做了细致的归纳分析，他的判断主要依据图像 

的位置以及天文数据的计算。比如，他认为在公 

元 2世纪后，双鱼宫旁会有与春分相关的图像；公 

元后，双子宫旁会有与夏至相关的图像；公元前 1 

世纪后，处女宫旁会有与秋分相关的图像；公元 

后，人马宫旁会有与冬至相关的图像 ]5卜弱。本 

文在他的数据基础上，结合墓葬图像中的图像资 

料 ，选择出几种典型，值得进一步考证 ： 

夏至：右手上扬 的男子形 象，通 常 出现在芦 

苇船上 ，同时出现的还有芦苇船上的牛。 

冬至 ：持矛 刺 牛，牛 的形象 永 远 是缺 一 条 

前腿。 

春分：湖，面对面牵手。 

秋分：双面人或神，多头动物，面对面牵手。 

这些形象中，如缺前腿的牛、双头或者四头 

动物，双面神等等，在墓葬图像及文献中是频繁 

出现的主题 ，尤其是牛 的形象 ，自中王 国开始直 

到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在墓葬画面中出现，是核心 

母题，中王国时期一直是直观 的牛前 腿 ，新 王国 

时期开始有 了变 化，有时是 牛前腿加 上牛头 ，有 

时是缺了前腿的牛，这个形象读作“msxtyw”，在 

神话中，它是塞特 的前腿，在与荷鲁斯 的争斗中， 

被荷鲁斯撕掉扔向天空。以纽伯格和帕克等为 

代表的学者长期认定这是北斗七星，但 目前此观 

点受到质疑 。牛腿形象 的另一个词是 “hpS”，一 

种词义是“强壮的手臂”，是国王力量的象征，还 

有一个词义是“牛腿供品”，是古埃及最高等级的 

供品，墓室壁画中常常细致地表现宰牛、呈奉等 





为神圣时空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冥世之书》中 

反复出现“此为良方，百万次灵验”的话。 

古埃及的墓葬文学是高度隐喻的文本，《亡 

灵书》、《冥世之书》等都已经翻译发表，学者们从 

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种角度对其内涵进 

行阐发，但至今仍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认识。如 

来世 12小时的标题为“以西方之角开始，以浑浊 

的黑暗终结”，开篇是： 

“密室里的文章， 

巴的驻足之 处 ， 

神灵们， 

影子们， 

阿赫的灵魂们 ， 

还有那些已发生之事。 

以西方的号角为开始， 

西地平线的大门， 

以浑浊的黑暗作终结， 

认识杜阿特的巴， 

认识 已发生之事 ， 

认识他们为拉净化灵魂 ， 

认识神秘的巴， 

认识时间的奥秘和他们 的神灵们 ， 

认识他怎样呼唤他们 ， 

认 识 那些 大 门 

和那 些路 ， 

这位伟 大的神 灵从路上通过 ， 

认 识 时 间的轨迹 

和他们 的神 ， 

认识繁盛的和被 消灭的。” 

结语 ： 

“以光 明开始 ， 

以黑暗终 结 。 

拉在西方的旅程， 

这位伟大神灵展示的秘密计划中， 

这杰出的引导 ，用杜 阿特书写的秘密， 

不被 任何 人知 晓 ，拯 救 少数 的人 。 

这个形象如此完成 ， 

在杜 阿特的秘密 中， 

既看不见也无法察觉。 

任何知道这个神秘形象的人将成为一个被 

妥善供养的阿赫灵魂。 

他将 总是再次出入杜阿特。 

并且说与生者听。 

一 副真正的良药，已经百万次证明!”[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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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个部分 中，有些固定的表达反复出现 ， 

如 “此 地 的 名 字 是 ⋯⋯”“此 地 的 门 的 名 字 

是⋯⋯”“引导此地的神是⋯⋯”有些小时还有地 

理范围的描述 ：“此 地有 ⋯⋯腕 尺长 ，⋯⋯腕 尺 

宽”等等。这类宗教文本有着独特的背景，是复 

杂的墓葬仪式的一个环节，如不了解葬仪的完整 

过程及背后的理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停留在假 

设的层面。 

黄道图与《冥世之书》的关联，引导我们思考 

古埃及人来世观念的核心问题：时间的概念。古 

埃及人对来世的想象，是以其宇宙观为基础的， 

对天象的观测与他们对生死的思考密不可分。 

公元 2世纪的卡斯伯格纸草是罕见的古埃及人对 

其宇宙观的解释。在古埃及，这类宗教知识是封 

闭在少数社会精英阶层，不对大众公开的，我们 

将在下文分析为何到古代晚期会出现这种直接 

的解说 。 

卡斯伯格文献的作者在纸草上以拉美西斯 

四世等墓中的《努特之书》为原型画出了努特女 

神的形象，然后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虽然写作该 

纸草文献的书吏生活在拉美西斯时代的千年之 

后，但他的注解仍然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作 

者如此描述天空女神努特的形象：“她的头部是 

西方，后部是东方，北方天空⋯⋯”太阳神从努特 

的嘴里进入 ，经历 12个小 时的旅程，最后从她 的 

双腿之间重新 诞生。努特女神 头的前方有鹰神 

荷鲁斯(象征北部埃及)，身体后方则是秃鹫女神 

(象征南部埃及)，当描绘太阳神的起源时，作者 

写到“这个伟大的神在蓬特(今非洲最南边的索 

马里)后面的最南方”。最可贵的是，作者在努特 

图上标出了36颗旬星的位置，并且明确说明这些 

旬星跟随着太阳的轨迹完成它们在天空的巡行： 

“这位伟大的神去往‘dwAt’，在‘msqt’区域众星 

跟随着他前往；这位伟大的神自‘dwAt’升起，在 

‘msqt’区域众星随他升起”-6j3 。 

由此我们看到，古埃及人对夏至的观察在其 

宇宙观中至关 重要 ，夏 至时太 阳在天空最南端 ， 

这被看成是太阳的起源地，这也说明了为何黄道 

图以夏至为起点 。 

对旬星与太阳轨迹的描述，更明确了古埃及 

人是从黎明和傍晚的地平线两个起点来观察旬 

星的。日升日落，星起星灭，都与他们对生命轮 

回的思考结合在一起。新王国时期，墓葬文学对 

来世的描绘以太阳神 的复活为主题 ，在黑 暗的夜 

空太阳神与死神奥塞里斯结合，完成复活后太阳 



重新升起而奥塞里斯 留在冥界 。对 此过程最 经 

典的表达是 19王朝尼弗尔塔丽墓里的壁画：木乃 

伊身躯、羊头的奥塞里斯头顶 日轮，旁边的文字 

是“太阳神拉在奥塞里斯之中，奥塞里斯在太阳 

神拉之中”，表现二神的合体[1 2]" 。新王国时期 

墓葬壁画及文本反复描绘的来世之旅，太阳神与 

奥塞里斯永远是主角。 

从古埃及人的角度去思考 ，出现在墓 室和神 

庙中的黄道图、旬星，必定关乎他们的来世。塞 

蒙斯指出，观测旬星的主要 目的是计算死者去世 

后下葬的日子[】。]4 。 们，如果 7O天是天狼 星以及 

36旬星在夜空“消失”的日子，只需在死者去世后 

7O天举行葬礼即可，观测及记录的必要何在呢? 

精细的星表以及不定期的调整，都说明还有更深 

层 的原 因。 

按照卡斯伯格纸草的描述，每个夜晚可以看 

见 29颗旬星(其他 7颗在黑暗的“dwAt”中)，其 

中东边 8颗“出生”的，西边 9颗“居上”的，中间的 

12颗才是“工作”的，意思是以中间的 12颗来记 

录120天的轨迹，当它们到达天空的最高点，就成 

为“居上”星，不再“工作”。每 1O天一颗旬星消 

失，一颗旬星出现，星表在移动中。 

当有人去世，需要发现在那 天消失 的“旬 

星”，目的是追寻它的再次出现，对于笃信复活的 

古埃及人来说，这颗旬星是复活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也许它是死者灵魂的寄托，也许它是死者与 

宇宙之间联系的纽带，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可 

以确定的是，葬仪中的咒语，繁琐的仪式，都需要 

它的名字。旬星的观测、星表的制定，以及这种 

古老知识的千年传承，不是计算夜晚的时间，而 

是要根据旬星在夜空中出现的序列，锁定那些伴 

随死者“消失”的旬星。 

因此，古埃及的黄道十二宫不是为了预测和 

防范灾祸，而是通过仪式激活与宇宙的联系，确 

保复活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埃及黄道十 

二宫的确与两河和希腊的不是一个系统。 

五、丹德拉黄道图的仪式环境 

诺索斯基总结出古埃及黄道图的一些图像 

提示 ： 

1．图像有两个层次，主要图像及次要辅助提 

示性的图像，辅助性的图像以在船上、在蛇上或 

者在纸草、柱子上等来标识； 

2．以星星来标识可以看得见的星体，以日轮 

标识看不见 的[4] -1 。 

在这个结论 的基础上，对照丹德拉圆形和长 

形黄道图，我们发现两点： 

1．圆形黄道图的图像并没有严格按照同心 

圆的结构布置画面，中间的图像没有按照由外及 

内的层次安排 ； 

2．36旬星环绕着圆形黄道图，而在长形黄道 

图中，它们每3颗一组穿插进 12宫及行星等的图 

像 中； 

3．圆形黄道图外环的 36旬星的排列有稀有 

密，是根据长形黄道图的顺序来与里面的十二宫 

图像对应 ； 

4．在长形黄道图中出现了刺杀公牛的画面， 

公牛没有前腿；而圆形黄道图中出现的是公牛前 

腿，没有持矛人；长形黄道图有无头人的形象，圆 

形黄道图中则是无头动物。长形黄道图在秋分 

位置出现长方形中的环形蛇，而圆形黄道图则是 

坐在椅子上的女子手托婴儿。 

对比之下，长形黄道图更像是详细的说明， 

或者说是选择性的答案，圆形黄道图则完全可以 

用来作为学习天文知识的辅助。那么，为何只有 

托勒密时期的神庙中才出现这种传授天文知识 

的“模型”呢? 

除了黄道图上之外，36旬星以及夜晚 12小 

时的名称，在丹德拉顶层的奥塞里斯祠堂几次出 

现，配合着关于仪式内容的图像及文字说明。下 

面通过对丹德拉“荷阿克节”的介绍，分析其中时 

间概念的表达和运用。 

现存的丹德拉神庙建于公元前 52年，到公元 

前47年举行了完工庆典。是供奉女神哈托尔的， 

与南方艾德福的荷鲁斯神庙遥遥相对。神话中， 

哈托尔是荷鲁斯的配偶，每年历时 15天的“美丽 

相会之节”，哈托尔神像要到 60公里外的艾德富 

与荷鲁斯“相会”，是当时的盛会。哈托尔神庙顶 

层的奥塞里斯祠堂，保存了最为完整的纪念奥塞 

里斯复活的“荷阿克节”的图像和铭文。 

在古埃及语中，“荷阿克节”的意思是“卡在 

卡之上”，从泛滥季第 4个月 的第 12天开始，延续 

18天。主要内容是重现奥塞里斯复活的过程。 

这个仪式在新王 国之后逐渐成 为最 为盛行的仪 

式，各地的神庙都会举行。具体过程由“谷物奥 

塞里斯”的制作展开，由祭司用谷物和泥在模具 

中制作两个完整的奥塞里斯神像，再制作 42个碎 

片，象征神话中奥塞里斯被分解的尸体。这些都 

放人石制的容器中，每天浇水，直到第 22天取出 

晒干，把碎片拼合包裹起来。其后，要在神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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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湖中举行由34个船的船队组成的航行仪式，点 

燃 365盏灯。最后，为完成的谷物奥塞里斯举行 

“开口仪式”，把去年的谷物奥塞里斯取出，把刚 

完成的埋葬。再举行“竖起杰德柱”(象征奥塞里 

斯的脊椎)以及宰杀象征塞特的红色公牛的仪 

式 。整个节 日就结束 了[2]68--75。 

上述过程在奥塞里斯祠 堂的六个配殿里 细 

致完整地展现出来：浮雕表现了仪式的全过程， 

铭文说明每个小时应该念诵的咒语，参与的神祗 

的名称、对话，置身其间，就如观看一场浩大的神 

话剧 。按照科维利的编号 ，祠堂分为东 1、东 2、东 

3，以及西 1、西 2、西 3，仪式的内容由东 1开始， 

到西 1结束。东1配殿系统介绍了“荷阿克节”的 

日程以及具体要求，包括参与的神祗的名称，所 

需物品的清单，雕像的制作方法、标准尺寸。 

东 2配殿的天花板是圆形黄道图所在，这里 

是制作谷物奥塞里斯 、每 日浇水 、最 后拼合 的地 

方，浮雕的内容表现的是女神取种子，众人抬大 

麦、油膏等场景，最底层有 77个神祗保护着这个 

过程。顶层刻有 24小时念诵的咒语 ，白天 12小 

时的在西侧，夜晚的在东侧。 

东 3配殿表现 的是奥塞里斯 的复活，画面中 

有存放奥塞里斯尸身的圣柜及 8位哀悼中的女 

神，34个船、365盏灯的航行仪式，这个配殿最特 

别的是天花板的中间开出一个天窗，其内侧四面 

刻着平躺的奥塞里斯，铭文描述的是太阳神拉与 

奥塞里斯的结合。每年的春分，阳光直射到奥塞 

里斯身上，是“复活”的最好象征。天窗东侧的天 

花板是天空女神努特的身躯，太阳神在其中穿 

过，头部上方是 18颗旬星、猎户座和天狼星，天窗 

西侧的天花板是另外 18颗旬 星、五颗行星 ，以及 

象征满月前的 14天的14个神祗。东 3配殿天花 

板上的天空与东 2的黄道图互相呼应，产生浩渺 

夜空无限延伸的视觉效果l_2]6。 。 

西 3配殿的主题是制作木乃伊 ，阿努 比斯在 

制作木乃伊，伊西斯与奈芙西斯在哀哭，还列出 

了制作木乃伊的各种材料，104护身符等。天花 

板的西侧是天空女神努特的三个逐渐升高的形 

象，东侧是 14个神祗攀登台阶走向满月的画面， 

与东 3配殿天花板西侧的类似画面对应。 

西 2配殿是存放谷物奥塞里斯之处 ，也是举 

行“开口仪式”的地方，浮雕和铭文大量出现《亡 

灵书》第 144—147及 149节的内 容，如通往来世 

的21个通道、7道门、14个土丘等等神话地理方 

面的内容，以及来世 12个小时的名称，每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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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护神的名字。 

西 1配殿是仪式的最高潮，奥塞里斯复活化 

身为鹰神荷鲁斯，与此同时象征塞特的红牛被宰 

杀分割，头部奉献给奈芙西斯，其余部分分给7个 

守门人；这里还有图特手持“保护圣船之书”的画 

面，确保仪式最后阶段的圣船航行的完成。天花 

板上是图特守护荷鲁斯之眼、满月及14个神祗的 

形象 ] 。 

6间配殿的天花板都有天空、星辰、月亮盈亏 

的画面，36旬星的名称 出现在东 2、东 3配殿 ，整 

个“荷 阿克”节 日的过程 中，时 间的概 念贯穿 始 

终。此外，大量的地名、神名、诺姆名称，多达上 

千，每个画面都有对应的铭文，整个祠堂犹如一 

部浩大的百科全书。 

位于东 2配殿的圆形黄道 12宫浮雕环绕的 

文字 内容是 ： 

(诵读的话)“奥塞里斯的高贵灵魂， 

在月初出现在天空，他的身躯变得年轻， 

他的名字在天空众神中最为显贵，他拥有 

全 国的权威。天空 中的猎 户座 ，每 天活 

着，从不在天空深处消失。你的面容在新 

月之 日复新，你在月亮中是年轻的。塞麦 

德星(Smd)跟随着你 ，你以奥塞里斯 一猎 

户星 的 名 义 成 为 众 星 之 主。你 的 妹 

妹—— 闪亮的天狼星掌控你的步伐 ，驱赶 

你的敌人。请你把 天狼星之年赐予你的 

儿子，上 下埃 及 之 王，永 恒 的 (荷 鲁 

斯)。’’[ ] 

开篇这句“诵读的话”，已然说明了丹德拉黄 

道图的仪式功能，其后围绕着奥塞里斯的复活、 

荷鲁斯诞生的祈祷，完全吻合“荷阿克”节的内 

容。埃及的黄道 12宫图，无关占 卜，是古埃及复 

活仪式的重要环节。 

托勒密时期，古埃及文化领域进入了独特的 

“正典化”阶段 ，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古 埃及祭 

司开始大量整理汇编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种方式 

是把各种文集收藏在特定的图书馆中，如太布图 

尼斯(Tebtunis)等，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是把神庙 

当作文化记忆的载体，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 

刻写在神庙墙上，如各种仪式、节 日表、名录等 

等，正因如此，传统文化的最后壁垒——南部埃 

及的各大神庙的墙壁上几乎没有留白之处。这 

种历史背景下，我们才会有丹德拉神庙这种繁琐 

冗长的仪式记录，上文提到的解释古埃及天文的 

卡斯伯格纸草，也是这种动机下的作品——该纸 



草发现于太布图尼斯图书馆，该图书馆即是出于 

保存传统文化目的建成的。 

丹德拉神庙的黄道图，是保存传统知识过程 

中的产物，古埃及祭司在离开历史舞台之前 ，把 

原来口口相传的技艺，费尽心机地表述出来。黄 

道图展现的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春 

分、秋分、夏至、冬至，他们相信人与宇宙密切联 

系着，每个时辰都有着主导的力量，上千的神祗、 

离奇的神话，蕴含着古埃及人眼中的星辰及其彼 

此的联系，通过繁琐的仪式，他们过着心灵充实、 

充满秩序感的生活 。 

法老时代的古埃及社会一直有着封闭“高级 

知识”的传统，其中最核心的是来世观念中的“复 

活”与“再生”，甚至 同时代 的希腊人也无 法 了解 

其真谛。通过黄道 12宫图的考证，一方面可以说 

明古埃及的黄道图传承自本土的旬星观测及宗 

教仪式 ，另一方面可以揭示古埃及人 的复活观念 

是在对日月星辰等宇宙现象观测、思考基础上发 

展出来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是个庞大严密的知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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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Egyptian Zodi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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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blem of deciphering ancient Egyptian astronomical zodiacs has a long history． After Napoleonic 

expedition to Egypt，the discovery of Dendera Zodiacs provoked a hot debate between astronomers who believed the zodiacs 

are real“star map”and scholars who thought they are j ust religious fantancy．The debate lasted till nOW．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astronomical method with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odiacs based on both texts and images，create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Egyptian religion and its rituals，in order to be closer to the special knowledge that 

built on rituals in ancient hig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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