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埃及遇上古希腊：一场对话跨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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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古埃及文明，你一定会想到木乃伊、金字塔。为什么古埃及文明会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
与外来文明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中，它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请听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海英在中欧深
圳校区“人文中欧·博约讲堂”上，以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交融为例，为我们解读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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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下一个地球

语录言

徐光启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
讲座听

■ 李天纲

埃及艳后为何讲希腊语
很多人看《埃及艳后》这部影片时，都会有

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埃及艳后在和两位罗马
统帅恺撒大帝、马克·安东尼谈情说爱的时候，

不是说埃及语，而是说希腊语？

其实，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隐藏着一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 古埃及和古希腊两个风格迥异
的文明，跨越千年，不断地碰撞和交融，留下了
很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线索， 留待后人去探索和
发现。埃及艳后讲希腊语，就是历史线索之一。

通常认为，古代文明分为青铜时代的文明和
铁器时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前后相距 1000年左
右。古埃及文明属于前者，古希腊文明属于后者。

两者都位于地中海文明圈，所以很早就产
生了密切的来往。例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
勒斯、毕达哥拉斯等都曾到访埃及；古希腊“梭
伦改革” 时曾让工匠集体到埃及学习先进工
艺。 希腊早期的雕像在造型上主要模仿埃及，

希腊的很多地名也来自埃及。

进入铁器时代后，埃及国力日衰，一度沦
为波斯帝国的行省，而古希腊则进入高速发展
期。公元前 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

埃及被并入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埃及文明和
希腊文明之间不再是原来的学习与借鉴的关
系，而是在同一个帝国疆域内直接地融合。

当然， 这种融合是一个漫长而递进的过程。

整体来看，两个文明的融合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希腊文化压倒式地覆盖了原来
的埃及文化；第二阶段，古埃及进入“双面社会”，

两种文化逐渐深度融合；第三阶段，古埃及传统
文化强烈地回流，对西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将分析每个阶段的特征，并
探讨其对我们的启发。

两个文明，一个外向一个内敛

第一阶段：希腊文化覆盖埃及。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战十余载，在打仗之
余，他还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情———

重建被波斯人摧毁的希腊城市，以及在重要的
地点新建希腊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他重建和
新建的城市共有 70余座。

征服埃及后，他新建了亚历山大港，其直
到今天依然是埃及最重要的海港城市。

为什么要建设城市？因为城市是一种传播生活
方式的有效载体，亚历山大大帝希望借此传播希腊
人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历来信奉“健康的心灵一定
要寄居于健康的体魄中”， 所以希腊式的城市非常
标准化，一定会有体育馆、运动场，也会有剧场。

除了城市化，教育组织化也是传播希腊文
化的手段之一。

亚历山大大帝因病去世后，他的部将三分其
帝国，托勒密统治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大
力推广希腊语，四处派遣希腊语教师，兴建图书
馆，并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政策，如埃及人只要学
希腊语就可享受税收减免。这些措施使得希腊语
深入埃及民间，即使打官司时也使用希腊语。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古埃及文化被希腊
文化压倒性地覆盖了。

也许有人会问， 古埃及文明曾经如此辉
煌，为何轻易就被希腊文化覆盖了？这和两种
文明本身的风格迥异有关。

希腊文明是外向型的，善于表达，比如它的
语言，它的概念、方法、体系，易于传播。而埃及
文明以具象的、图像的象征和神话、仪式这些形
式来表达自己，属于内敛型的，不擅长对外传播

和渗透。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东方文明刚刚接触
到希腊文明的那个体系，有一段时间表面上东方
文明被覆盖了，出现了一个东方文明的隐没期。

而且，希腊地区地少人多，资源紧缺，人们必
须不断往外扩张以求生存， 就像柏拉图所说的，

“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围绕着水塘”。

希腊文明中固有的挑战、 冒险和开拓精
神，往往具有很强的征服性，所以希腊文明能
在早期覆盖埃及文明。

“双面社会”持续了 200多年

第二阶段：埃及进入“双面社会”。

经过一段时间后，两种文明的融合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希腊文明开始本土化，两种文明
逐渐融合，古埃及进入了“双面社会”。

比如， 托勒密国王以埃及法老的形象出
现：戴着红白王冠，穿着埃及服饰。虽然有一些
细节模仿并不到位，例如画像中的托勒密国王
骑着马，而古埃及国王是从来不骑马的，但至
少说明了希腊人正努力尝试融入本土文化。

又比如，希腊人开始接受埃及的木乃伊文
化。在罗马统治时期，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为自
己定制的木乃伊肖像画上， 画风还是希腊风格
的。于是，埃及的习俗与古典的希腊画风奇特地
融合在一起：在一块亚麻的木乃伊裹尸布上面，

除了死神阿努比斯，还有一个罗马人、一个埃及
人，这两个形象都是死者。同一个人以两种形象
出现，这是“双面社会”的最好诠释。

到了后期， 两种文明的融合更加紧密，连
宗教也开始融合。例如，人们将埃及的圣牛阿
皮斯和古希腊的宙斯两者融合成萨拉皮斯，名
字和阿皮斯相近，形象则是宙斯的样子。

这个融合过程持续了 200余年。直到托勒密
王朝的最后一任女法老———克里奥佩特七世，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埃及艳后去世，埃及成为罗马帝
国的一部分，古埃及希腊化过程才戛然而止。

就像尼罗河最终注入地中海

第三阶段：埃及文化强烈回流。

可以看到，一度灿烂辉煌的古埃及文化，在被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 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希腊
化过程，和希腊文化产生了深度的融合。这是否意
味着传统埃及文化彻底消失了？答案是否定的。

古埃及文化大部分是仪式文化，不以文本为核
心。但是，在希腊人的统治下，为了避免埃及文化最
终失传， 埃及人将自己的传统知识记录了下来，也
就是进行文本化。在古代，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很
多古代文明都经历了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形成文
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经典化或正典的过程。

不过，在文本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自己的

知识被希腊人学去，埃及人将知识进行加密，使其
变得复杂化。我们今天认为古埃及文化非常神秘，

这和其当初被人为加密过有一定关系。

古埃及神秘哲学和宗教的正典化， 使其隐秘的
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
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

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
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就像尼罗河最终注入地中海，这些保存下来
的埃及文化，也对地中海文明圈乃至整个西方世
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产生于公元 1世纪的基督教中就包含
了很多古埃及的宗教元素；18 世纪启蒙运动时
期，很多人的哲学主张与古埃及传统思想有一致
之处；对古埃及炼金方的研究，间接推动了现代
化学的发展； 今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星座知识，

其中一部分也发源于古埃及……

不管人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曲解、利用还是
再消费，古埃及文明就这样被传承了下来，直到
今天依然发挥着影响力。

历史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

历史对我们的启发是持续性的。对同一段历
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去看，都会得到不同
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场现在与过去
持续不断的对话。

在和古埃及、 古希腊的这段历史对话时，我
们能学到什么？我认为收获主要有三点。

首先，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衰落时，应该
从中看到希望。

希腊城邦时代被认为是希腊的黄金时代，诞
生了众多的先进价值理念。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崛
起，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先后被其占领。表面上
看，城邦衰亡了，希腊人原来的价值观失去了依
附。但结果却是希腊价值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
播和扎根，并和其他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发生碰
撞和交融，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其次，面对不同的文化，要采取平等对话的
态度，而不是排斥或回避。

如果自己的文化有价值，面对外来文化时就
一定会发挥出影响力，即便暂时沉淀下去，也会
强势回流。例如古埃及文明最终回流，对包括希
腊在内的西方世界产生影响。重要的是要保持文
化自信，在和其他文化对话时，主动欣赏别人的
价值，也勇于展示自己的价值。

最后，放下偏见，在学习中实现“深入其中又
出乎其外”，才能打造新文化。

在学习其他文化时， 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偏
见，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地深入其中。深入其中并不
够，还需要出乎其外，与其进行持续平等的对话。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打造新文化的使命。

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
纲来到闵行区“修齐讲堂”，讲述了 400

多年前一位 “了不起的上海人”—————

徐光启的故事。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老城厢，就是后
来的南市区（现黄浦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
族已经在上海定居了十几代，所以徐光启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也
是一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学习西方科学，但你不
能说他是崇洋媚外的人。“崇洋” 有的，“媚外”却
不见得。他翻译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他的朋友
意大利人利玛窦也请他帮忙，把《四书》翻译成拉
丁文，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是很自信的。

其实，在徐光启那个时代，西方还没有后来那
么强大。欧洲学者的研究显示，一直到 1800年，中
国的 GDP仍是世界第一。徐光启的了不起，在于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 遥远的西方有需要我们
学习的地方，于是他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勤
奋著述，被称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是 1633年去世的，但直到 1641年，他
才被安葬于今天徐家汇的光启公园。 他是在北京
任上去世的， 死后被发现身边只留下一些银两，

“盖棺之日，囊无余之”，一时办不起合适的葬礼。

徐光启位居文渊阁大学士，可见他确是一位清官。

1641年，崇祯皇帝用御制安葬徐光启，牌坊
上的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
一个臣奋武揆文”，概括了他一生的重要功绩。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400多年前，

除了翻译西方著作、整理中国古代文献外，他还

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变革。

首先，数学革命。

“几何”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就是徐光启。中国古
代的图形计算叫作勾股，并不是几何。徐光启和利玛
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翻译
Geometry（几何学）的词头“Geo”（形状），用上海方言
念，“Geo”就是“几何”。《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
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习惯，改变了中国数
学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徐光启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

两本书，重建了古代“汉学”的勾股、推步、测算之学。

其次，历法革命。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 主要集中于
《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
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由徐光启、李之藻、李
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共有 46种，137卷。

欧洲实行 24小时制， 而中国古代则把一昼夜
划分成 12个时辰。《崇祯历书》把 12个时辰再一分
为二，分成 24个小时辰，每个小时辰也就是我们现
在说的“小时”。原来中国历法体系中还以“刻”计时,

一昼夜共 100刻，1刻等于现在的 14分 24秒。《崇
祯历书》直接效法欧洲，取 15分钟为 1刻，1小时 4

刻。这些都一直沿用至今。

望远镜是 1608年发明的，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
略得知这个消息后，于次年自制了第一台天文望远
镜，用于观察月球。1616年，望远镜被引入中国，而
徐光启是中国最早使用望远镜观察天体的科学家。

再次，农业革命。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到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

开始专门致力于农业研究。 他把番薯引进上海种
植，在上海推广后，又发展到全国。此外，徐光启还
把南方水稻引种到天津。

这场农业革命使农作物产量大增， 粮食问题解决

以后，中国的人口呈爆炸式增长。明末中国人口降至四
五千万，至 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了两
三亿。可以说，那时的徐光启就相当于今天的袁隆平。

由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
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和西
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元代王祯的《农书》合称“四大农书”。中国历史上的
这“四大农书”，其他三本农书都是中国经验，而徐光
启的农书中也有欧洲经验， 比如 《甘薯疏》《泰西水
法》，《农政全书》是一本全球化的著作。

徐光启在 1631 年的《历书总目表》中，表达了
自己翻译国外书籍的初衷：“欲求超胜， 必须会通；

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说，翻译国外的书籍，手段
是要“会通”，就是要学习外来的学问，与自己的学
问融会贯通；目的则是要“超胜”，超越和争胜，即在
原有的学问之上再创新学问。

所以我认为，徐光启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上
海人，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渊源之
一。中国学习西学的进程，在清朝中叶以后慢慢停
滞了， 大部分读书人又回到固有的旧学问中去了，

而江南文化中对待科学、对待西学的包容精神却被
继承了下来，比如鸦片战争以后继续翻译《几何原
本》后九卷的李善兰就是上海附近的海宁人。

400多年前， 徐光启把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融
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西文化互相交流的传统。而这种
传统， 从江南文化一直延续到海派文化。19世纪以
后，上海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沿，引导了清朝
的现代化。上海知识分子不排外，善于学习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才成就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回望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徐光启，正是这位
了不起的上海人，带领我们走出故步自封，开阔眼
界，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周济林

不久前，在“造就 Talk”演讲
中，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
院院长周济林为我们讲述了人类
不断寻找宜居系外行星的历程。

什么样的行星是宜居的

今年 4月 16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发射了一颗巡天卫星，名为 TESS（凌日
系外行星巡天卫星）， 它的主要目标是寻
找更多的系外行星。

为什么我们已经生活在地球这个安
定的星球上，却仍然要去寻找适合人类居
住的行星？因为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这
个摇篮中，我们要为未来做打算。

那么，什么样的行星是宜居的？

第一，类地行星，拥有固体表面。迄今
为止我们所发现的行星，归纳起来可分为
两类：类木行星和类地行星。如果行星的
质量大于 10个地球的质量， 那它就会显
著地吸收气体，形成类木行星；反之，小于
10个地球质量的则多半是类地行星，因为
它没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气体。

第二，存在液态水，且位于宜居带上。行星
的宜居带必须与主星之间有一个合适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的远近取决于主星的大小。主星越
小，与宜居带之间的距离就越近，辐射也就越
强，人类在这样的星球上是没办法生存的。

第三，主星辐射不能太强。地球之所
以适合人类生存， 是因为它远离太阳，且
星球内部有液态核，形成一个磁场，从而
保护了我们的生命。

改造火星需一个阳光棚

相比之下，我们的邻居火星就不那么
幸运了， 它虽然也处于太阳的宜居带，但
是目前却没有生命。

研究表明，火星以前可能是有生命的，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受到小行星的碰撞，

把它的液态核撞没了。要知道，液核中很多是
带电的离子，流动起来会产生磁场，没了它，

保护大气的磁场也就消失了。所以，火星现在
几乎没有大气，也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有人提出，我们能不能改造火星，使得
它适合人类居住？这当然可以，但所需要的
成本非常大。关于改造的方法，我想可能有
两种。一种是“小改造”，就是搞个阳光棚，里
面种点花花草草，这样人在那里至少可以生
存了。另一种是“大改造”，就是搞个液态核，

让它有磁场保护，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系外行星是怎样被发现的

经过人类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 1995

年发现了第一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那
么，如何探测系外行星呢？

一种是视向速度法。行星是很暗的，根
本看不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看恒星。

因为行星绕着恒星转， 我们观测的那个恒
星， 它其实有个像身份证一样的东西———

光谱。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恒
星运动是不是受到某颗行星的影响。于是，

第一个太阳系外行星就这样被探测出来。

另一种是凌星法。凌星法是目前被广
泛应用的系外行星观测方法。 它的原理很
简单， 当行星正好从你的视线与恒星之间
经过时，你认真观察恒星，就会发现它的光
度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周期性的。

当然，这个变化的大小取决于行星的大小。

人类找到了多少个类地行星

TESS、James Webb、 开普勒……科学
界发射的望远镜中， 几乎有一半都在寻找
系外行星。尤其是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它
短暂的“一生”中，发现了超过 3000个系外
行星，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

那么，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了多少个类
地行星？

大概有 700到 800颗。但如果我们只
统计 300光年以内的类地行星，就只有 30

颗；60光年以内的话，只剩下 10颗。

这 10颗行星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叫
Trappist-1的系统， 我们中国称之为葫芦
娃系统。遗憾的是，它们离我们依然太远。

中国的巡天之路

前面提到了很多国外的空间项目，那
么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探测系外行星
的项目呢？

我们课题组参与了南极的一个巡天
项目。那里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干燥，条件
非常艰苦，但这片大陆也拥有天文学家最
喜欢的连续 42天的极夜。

由于冬季气温很低，最低可达到零下83℃，

人在那里是没办法过冬的。所以，我们先在前
一年的夏天派科考队过去， 把望远镜放置并
调试好后离开，让它工作一年，第二年夏天再
去把数据带回来，或者通过卫星传输回来。

通过这样的观测， 我们在 2014年发
现了 200 余颗高置信度的系外行星候选
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南极天区发现系
外行星的科考团队。2017年， 我们又在南
极发现了最大批量的系外行星。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被称为“世界第三
极”的西藏设立了天文台。位于海拔 5100米
的西藏阿里天文台已建成了一半，我们将在
那里放置 5个小望远镜，进行系外行星的搜
寻，期待能收获好的结果。

“过去的教育局限于学校之内， 而现
在， 科技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融入教育领
域，打破了界限。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的
运用开始改变教育的生态环境和方法。未
来的教育应该是传统教育与科技融合的
混合教育， 尤其是老师的地位不能动摇。

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功能，

是当前教育工作者遇到的重要挑战。”

———近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
峰会 2019”在北京召开。90岁的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
明远在会上这样表示。

“最近， 中国一些城市陷入简单的抢
人大战。我问一个问题：抢来了干吗？没有
‘仗’打，就给房子，只是抢来一批房客。有
‘仗’打，才能抢人，抢来人才要有用武之
地。 一座城市， 需要全球奋斗者在这里集
聚，并不断有新的奋斗者进来，城市才有长
久的活力和长久的竞争力。所以，城市一定
要用影响力和辐射力来统领，来吸引人。”

———在近日举行的“面向全球、面向
未来：上海愿景与静安方案”跨界高端研
讨会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表了上述观点。

“目前，华为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这些
困难可能会暂时影响我们的前进节奏，但不
会改变前进方向。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
在克服短期困难和挑战以后，华为会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华为都
将坚持开放合作，不会走向封闭和狭隘。”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 2019年
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我不知道马克思还让我活几天，所
以我没有寒暑假，没有黄金周，必须把时
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我希望我最后的一
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 而不是在床
上。我现在的口号就是那 16个字：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卜陈村 “留
守未成年人之家”，92 岁的退休教师叶连
平依然在暑假里免费给周边的学生补习语
文和英语。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很多人都说，中国动画电影的春天已
经到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春天要来到，

还需要中国动画电影产出更多好作品。当
大家不再提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 中国动
画电影成了大家的生活必需品，那个时候，

好的电影像阳光、 雨水一样， 成为一种常
态，国产动画电影才是真正地崛起了。”

———近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持续
火爆，累计票房超过 25亿元，跻身中国电
影票房总榜前 10 名。初次执导大银幕作
品的导演杨宇（又名饺子）在接受采访时
这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