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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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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有关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向来以人类学仪式理论为基础，主要突出宗教仪

式的宗教意义，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通过对古埃及新年节的考察可以发现，古埃及
宗教仪式具有很强的世俗意义，尤其对王权统治的运作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是以国王为
首的统治阶级用于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根
源。将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
古埃及宗教仪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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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人看来，宗教不是以广泛认可的神学原则为核心 ，也不是以普遍认可的特殊教规为基础，
而是“由人们在与神联系时所做的事情构成的 ”。 学术界将古埃及人在这样“做事情 ”时表现出来的行
为称为“cult”（ 祭仪） 。“cult”这个词在这样使用时基本上与“ritual”（ 宗教仪式 ） 一词表达的含义相同，
［1］（ P326）

都强调具体的宗教活动或行为

，而非抽象的教义或神学理论。 正如 B． E． 夏夫尔所说，在古代埃

［2］（ P18）

，最能体现这种宗教的本质和思想。 同时，宗教在古埃及人的政治、经

及，“仪式是宗教的中心 ”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而，宗教仪式可以为我们理解古埃及历史和社会提供洞
见。
西方学者自 19 世纪末期就开始研究古埃及宗教仪式 。研究中多运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主要考察
仪式的程序及其宗教内涵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埃及宗教仪式固然具有宗教意义 ，但也必定有着深
刻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内涵。那么，西方学者为什么更多地强调其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 ，而对其世俗内涵
的发掘不够深入呢？ 他们是怎样展开研究的？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埃及宗教仪
式？ 本文拟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考察 ，阐述西方学者以仪式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古埃
及宗教仪式研究实践，通过对古埃及新年节的个案考察和剖析，找寻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方法或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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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式理论
一般来说，仪式（ ritual） 是对具有宗教或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 ，由欧美学者引入人类学、宗教
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虽然最初是用以区分西方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一个概念 ，带有“西方中心论 ”
色彩，但至今仍是一个比较适用的概念 。对于古代世界仪式现象的研究来说 ，更是如此。古代世界各个
地区的人们用不同的词汇表达仪式活动。 古希腊人称仪式活动为 dromenon，意即“一件已完成的事
情”，“这种称呼虽然并非完全正确，却是很适当的。”然而，“它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要由一
［3］（ P26，35 － 36）

定数量的人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共同感知同种情绪。”
几个词可以用来表示仪式的含义，例如

古埃及没有专用于表达仪式的词语 ，

“做事情 ”，

［1］（ P326）

“正规程序”（ 直译为“维持规则”） 。

“一些事情被做 ”，

它们在古埃及人的文化实践中不仅指代宗教意义的崇拜仪式
［4］（ Pii － iii）

和丧葬仪式，还指代侵略行为、职业行为、习惯行为等

。

在人类学领域，关于仪式内容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神话 － 仪式 ”学派到“功能主义 ”学派、“结
构主义”学派、“解释主义”学派，以及从“宗教”到“社会”的内在变化； 关于仪式的形式和范围的探讨逐
［5］（ P2 － 6）

渐由宗教意义的仪式扩大到日常节日和仪式 ； 关于仪式意义的讨论也越来越宽泛
［6］

基础上，罗纳德·格赖姆建构了仪式研究的基本框架

。 在这种学术

。凯瑟琳·贝尔的著作《仪式理论和仪式实践 》

重新建构起了有关仪式的学术讨论框架，《仪式： 观点与维度 》则对仪式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介绍和探
［7］［8］

讨

。他们的研究都把宗教仪式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 古埃及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文明古

国，大多数仪式都与宗教有关。埃及学家 B． E． 夏夫尔从宗教角度研究古埃及的仪式，总结概括了学界
［2］（ P18 － 21）

关于仪式的十多种观点，涉及了仪式的概念、要素和特点等

。

从罗纳德·格赖姆、
凯瑟琳·贝尔和 B． E． 夏夫尔等人的研究来看，宗教仪式至少有这样一些主要特
点。首先，
仪式是行为或实践，
而非思想，与宗教思想比起来，更易于信徒理解和认识，甚至更易于信徒接
［7］（ P18 － 21，112，184 － 193）

受

。同样的仪式实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意义［7］（ P81 － 82，90） 。这是仪式的基本

特征，
是人类学“神话 － 仪式”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特别关注的。其次，
仪式的核心特征是仪式化，即为
了某种目的，
将普通事件仪式化，使其成为一群人参与的、具有相对固定程序和传统意义的行为或活
［7］（ P70 － 74，90 － 93，220）

动

。这是仪式之所以成为仪式的根本要件。其次，
仪式的最小单位是象征物，
其意义在不

同的文化环境下有时相同，
有时相异。因表现象征意义的程度和方式各异，象征物基本可以分为明显的、
［9］（ P244 － 245，246 － 248） ［10］（ P19，20，26，50 － 51，36，54）
。这是仪式研
不明显的和隐藏的三种，往往与某种神圣性结合起来

究中必须重点考虑的特征之一，也是“象征主义 ”仪式学派的理论原点。 此外，仪式当中充满了各种对
［6］（ P103）

立关系，或者说仪式建立起很多对立关系 ，例如有序与无序，但这些对立关系最终并未得到解决

。

这些关系往往体现的是权力关系 ，不需要使用强制力就可以指挥人们行动 ，实际上是将参与者置于事物
的序列之中，使其产生一种效能感，使其自然地、有效地行动。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仪式不仅仅是权力
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通过主张而非暴力、协商而非强制的方式规范社会秩序 ，使社会秩序合法
［7］（ P109 － 222）

化，甚至对社会变化和社会统一都有效用

。 这是仪式“功能主义 ”学派特别强调的特征。 最
［6］（ P57）

后，仪式本身有生命周期，具有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

。

纷繁复杂、形式各异、数目庞大的宗教意义仪式，一定还有其他很多特点，具体的仪式也必然有其独
特性。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基于对具体仪式表现出的某个或某些特征的强调 ，从而形成了一些研究派别，
例如主张“仪式先于神话”，或“神话对仪式具有解说作用”，甚或“二者呈互疏关系 ”的“神话 － 仪式 ”学
派，着重考虑仪式调节和统一社会秩序之作用的“功能主义 ”学派，着眼于仪式实践与宗教和神话观念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

· 160·

性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的“结构主义”学派，以及侧重于描述仪式的程序和社会意义的“解释主义 ”学派
等。这些学派的研究单方面地突出仪式的某个或某些方面 ，因而都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仪式特征 ，各个
学派最终趋向妥协和折衷，对仪式进行“功能 － 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分析。
［6］（ P33）

学者们认为，将庞杂的仪式归入各种类别更有利于对仪式的认识和研究
［11］（ P413，
574）

将仪式分为“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两类
［10］（ P6）

“困扰仪式”

。 爱弥尔 · 涂尔干

。维克多·特纳将仪式区分为“生命转折仪式 ”和

。罗纳德·格赖姆建议将大量仪式归入六种模式的仪式情感 ，即仪式化、礼仪、典礼、
［6］（ P35 － 51）

礼拜仪式、魔法和庆祝仪式

。凯瑟琳·贝尔将仪式划分为六类： 过渡仪式，历法仪式，交换和共
［8］（ P94 － 137）

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宴会、禁食与节日的仪式，政治仪式

。 仪式分类越来越具体，所涉及的仪

式数量和表现形式越来越多，但宗教意义的仪式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在具体仪式的研究中，这些类别的
划分只是一种参考，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研究仪式的方法 。拉德克利夫 · 布朗提出了基本路径： 考察仪式的目的和原
［12］（ P37，
185）

因、仪式的意义和效果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仪式应该关注其展示了什么 、

［13］（ 导论P17 － 18）

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

，即重视观察仪式的具体程序。 凯瑟琳 · 贝尔指出，仪式的研究应该
［7］（ p． ix）

注重仪式化活动的起源、目的和效果

。这些方法强调了仪式原因、程序、意义和效果的研究，但在

具体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仪式历史背景等予以探讨 。
上述仪式理论观点较多地考察仪式活动和象征物的象征意义 ，重视仪式的人类学和宗教学意义，关
注仪式对社会的作用，但仪式之于国家权力的作用等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

二、仪式理论背景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
［3］（ P18）
“无数的浮雕装饰着埃及人的陵墓和神庙 ，那些石头上雕刻的也正是仪式性的活动 。”
古埃及

人的确实践了很多仪式，安娜·史蒂文斯主要根据考古史料反映的情况 ，将古埃及仪式分为“交换和共
享的仪式”“困 扰 仪 式 ”和“过 渡 仪 式 ”，但 未 能 涵 盖 所 有 古 埃 及 仪 式，甚 至 偏 重 于 社 会 仪 式 的 考
［14］（ P727 － 737）

察

。埃及学家 D． B． 瑞德福德将古埃及仪式分为国王的仪式 、普通人的仪式、神的仪式和动
［1］（ P326 － 337）

物的仪式等四类

。
［14］（ P725 － 727）

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史料主要是浮雕、铭文以及纸草文献

。 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西

方学者就依据这些史料研究宗教仪式 。1892 年，E． 纳维勒详细考察古埃及第 22 王朝国王奥索尔孔二
［15］

世在布巴斯提斯的大神庙，发现并复原奥索尔孔二世的塞德节场面
［8］（ P120 － 128）

教仪式

。塞德节是古埃及国王的重要宗

。纳维勒主要关注奥索尔孔二世塞德节场面和程序的复原工作 ，但他的研究工作开启
［16］

了学界关于塞德节的研究之路

，也从一定意义上启动了学界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 。 随后，A． 加
［17］（ P122 － 126）

德纳等人开始关注古埃及宗教仪式

，是通过对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 》的评述展开的。20

世纪 20 年代，K． 塞德详细考察了古埃及国王的“继承神秘剧 ”，这是研究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重要
［18］［19］（ P222）

史料

。

如果说前述学者的研究还很难说是受到了当时人类学领域仪式理论的影响 ，那么 A． M． 布莱克曼
于 1933 年在 S． H． 胡克编著的《神话与仪式 》一书中，对古埃及神话和仪式的研究，则可以确定无疑地
［20］（ P15 － 39）

视作是受到了仪式理论的影响

，甚至是响应了人类学界关于仪式与神话之关系的讨论 。20 世

纪上半叶，人类学“神话 － 仪式学派”关于神话与仪式的关系讨论非常热烈 ，弗雷泽提出了“仪式先于神
话”的命题，爱 弥 尔 · 涂 尔 干、布 罗 尼 斯 拉 夫 · 马 林 诺 夫 斯 基 等 人 则 主 张“神 话 是 对 仪 式 的 言
［5］（ 第33、
39页）

说”

。S． H． 胡克主编的《神话与仪式 》这本书里面的八篇论文，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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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是一致的，基本都承认神话对仪式的描述作用 ，认为古代近东的宗教仪式体现了一种近东文化模式
［20］（ P3 － 14）

的扩散过程

。在《神话与仪式》一书中，A． M． 布莱克曼明确认为几乎所有的古埃及宗教仪式都

［20］（ P15）
。 他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考察了
源于古埃及赫利奥坡里斯宇宙神学和奥西里斯 － 荷鲁斯神话

古埃及奥西里斯节、敏节、加冕戏剧、荷鲁斯与哈托尔的婚姻节日以及欧派特节等 ，并着重探查这些活动
［20］（ P19 － 39）

中的仪式与神话关系

。

随后，学界对 S． H． 胡克等人的上述观点提出很多质疑，主要是反对其关于近东文化模式的提法以
及关于神话对宗教仪式之描述作用的观点 ，转而开始关注宗教仪式其他方面的内涵 ，例如宗教仪式的社
会意义等。H． 富兰克弗特详细考察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神话、王权与宗教仪式之后，认为古埃及与
巴比伦以及相关地区的宗教神话与仪式不具有相似性 ，不能描述为一种模式。 虽然近东宗教是自然与
社会的结合体，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也体现了人们的王权观念，但两地关于神话、仪式和王
［21］（ P4） ［22］（ P3 － 12）

权的认识都不相同

。S． H． 胡克的观点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J． 塞尔内在其著作中基本

上是按照 A． M． 布莱克曼的观点展开行文的，首先介绍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进而阐述古埃及的献祭仪
［23］（ P97 － 123）

式和丧葬仪式等

。1958 年，S． H． 胡克组织一批学者撰文对神话、仪式和王权的关系进行深入

研究，对学界关于《神话与仪式》的质疑做出回应，强调国王在近东宗教仪式中的核心作用 ，认为这恰恰
［21］（ P1 － 21）

是近东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

。几篇论文都把重点放在对王权的研究上 ，H． W． 费尔曼将一些古

埃及宗教仪式称为“王权仪式”，在阐述古埃及王权的特点之后，重点介绍与古埃及王权直接相关的几
［21］（ P74 － 104）

个仪式，例如加冕仪式和塞德节等，证明国王在这些仪式中的核心作用

。

这场论战将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很多西方学者投
入到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当中 ，对古埃及国王的加冕仪式、塞德节、献祭仪式、丧葬仪式等都有所论
及。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具体仪式，或者某一类仪式。例如，A． 加德纳研究了古埃及第 18 王朝国王郝列
姆赫布 的 加 冕 仪 式，C． J． 布 里 克 从 节 日 的 角 度 研 究 古 埃 及 宗 教，考 察 国 王 的 节 日，如 塞 德 节
［24］（ P18 － 19） ［25］（ P3 － 12） ［26］（ P13 － 31） ［27］（ P62 － 65） ［28］（ P91 － 123） ［29］（ P192 － 196）

等

。这些研究体现了仪式研究中对仪式程序

和象征物的重视，也体现了仪式研究从“神话 － 仪式 ”学派向“功能主义 ”学派和“结构主义 ”学派的转
变。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朝着综合和全面的方向发展，与仪
式理论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埃米莉·提特为了探究古埃及人如何将宗教信仰结合进文化和社会
［30］（ P35 － 55，119 － 147）

组织中，考察古埃及人的宗教和仪式，重点探讨献祭仪式和丧葬仪式

。 她在研究中既注

重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程序的描述 ，也注重考察其体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以及仪式与神话的结构对
应关系，这基本上体现了仪式研究中“阐释主义”和“结构主义”相互妥协的状况。安娜 · 史蒂文斯将古
［14］（ P727 － 737）
显然受到了凯瑟琳 · 贝尔的
埃及仪式分为“交换和共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和“过渡仪式 ”，

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成果当中 ，有些具体考察了某些与
王权直接相关的仪式，注意到了古埃及宗教仪式与王权的关系 。 例如，B． E． 夏夫尔在充分考察学界关
于宗教仪式的观点之后，通过对一些国王参与的仪式进行简单考察 ，概括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在
古代埃及，“仪式不是国王强加给人们、宣传社会统一或信仰的工具； 它们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舞
台，这个舞台使参与者经历社会稳定 ，创造出社会满意。仪式不仅仅是国王使他的地位合法化、控制人
们经验的工具，仪 式 本 身 还 是 一 种 权 力，允 许 和 促 使 神 祇、国 王、死 者 与 生 者 之 间 关 系 的 修 正 和 更
［2］（ P21）

新。”

也就是说，B． E． 夏夫尔认为古埃及国王参与的仪式主要作用是宗教意义上的 ，是为了仪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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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现和修复古埃及人类社会宗教意义上的各种关系 。 实际上，H． W． 费尔曼、H． 富兰克弗特和 C． J．
布里克等人在论及古埃及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时 ，提出的观点与 B． E． 夏夫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
这些仪式的神学或宗教学意义，而对其世俗意义的发掘不够。
可以说，学界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探讨，基本上是在人类学仪式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重点考察
仪式程序，通过象征物剖析仪式的宗教学内涵 ，对其世俗意义的探讨不够全面，有时甚至忽视这方面的
分析。

三、仪式理论与史学视角的结合： 以新年节为例
在古埃及大量宗教仪式当中，新年节占有重要地位，拥有悠久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埃及宗
教仪式的特点。古埃及新年节的象形文字是 wp － rnpt，意思是“一年的开端 ”。 该节日最早可能从第五
王朝就开始庆祝，直到希腊 － 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才被较详细地描绘在卡拉巴沙 、菲拉、奥姆翁布、埃德
［31］（ P177）

福和登德拉等神庙中

。

最完整研究古埃及新年节的著作是 M． 埃利奥特的《托勒密时期埃德福神庙的荷鲁斯祭仪 》，主要
［32］（ P303 － 433）

介绍埃德福神庙记载的新年节的基本过程
［29］（ P183 － 186）

突出描述节日过程

。J． G． 格林菲斯综合介绍学界关于新年节的研究情况，详细论证新年节

［31］（ P178 － 180）

对于国王的更新意义

。H． W． 费尔曼考察一个神庙当中的新年节场面 ，

。这些研究既考查古埃及新年节的程序，也关注其与古埃及国王的关
［33］（ P1 － 6） ［34］

系，但关于新年节与古埃及王权统治之关系的探讨仍有待深入

。

根据上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复原古埃及新年节的仪式过程。 埃及的新年是埃及泛滥季第
一个月第一天。新年节或许从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开始庆祝 ，大约持续九天。节日期间，举行一些献祭活
动和崇拜活动。节日开始于神庙的内殿 （ 一般在神庙最内部，是与神庙大门正相对但相距最远的地
方） 。国王在高级祭司的陪伴下，在神庙内殿执行日常祭神仪式的开始仪式，即国王走上内殿的台阶，
揭开神（ 太阳神） 的面纱。然后，两支游行队伍在主祭者国王和高级祭司的率领下，沿着神庙圣所周围
的走廊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前进，到达食物祭坛和净化间，在这些地方举行日常性质的献祭和净化仪式。
接下来，游行队伍再次经过食物祭坛和中央大厅返回来 。 祭司们扛着神圣王旗，抬着神雕像和各种祭
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神庙屋顶。神被引领进屋顶的小亭子里。 献祭仪式再次举行。 节日的高潮发生
在神庙屋顶的小亭子里： 正午时分，神的面纱被揭开，太阳光线恰好照在神的雕像上，从而使太阳与神神
秘地结合起来。最后，游行队伍返回到内殿。这是新年当天的活动，之前几天的仪式只是在规模上比较
小，基本程序是一致的； 新年之后几天的仪式略有不同，重点在于举行庆祝与现任国王和其祖先崇拜有
［29］（ P183 － 186） ［35］（ P93 － 96）

关的仪式

。神庙浮雕描述的仪式仍不够详细，《布鲁克林纸草 》补充了一些细节。

在国王进入内殿之前，国王要首先进行洁净仪式，这与国王加冕仪式的部分内容相似 ； 然后，国王还要经
［31］（ P178 － 180）

历一个睡醒或复活仪式； 一些颂诗强调指出国王复活以后变得强大了

。

费尔曼认为节日期间神与太阳的“神秘结合不仅更新了埃及的丰产和繁荣，还更新了埃德福和住
［29］（ P189）

在这里的荷鲁斯神以及其他神的生命和力量 ”

。实际上，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新年节的中心在于

国王的复活和其力量以及权力的更新 ，甚至可能是在重复国王的加冕仪式 ，对于王权的运作和实施发挥
了多方面的作用。
［31］（ P177）

首先，新年节宣传国王的神圣性。新年节在神庙内部庆祝，以太阳神作为庆祝的主神

，国王

是唯一有能力与太阳神交流的人 ，而且纸草文献强调了国王的神圣性。“法老是众神当中的一个神，他
出现在埃尼阿德（ 九神团） 的面前，他变成了天国和大地的大神； 法老是获胜者之一，使拉神战胜了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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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年节通过仪式场面宣传国王的各种权力。根据布鲁克林纸草，新年节的某些

环节是在庆祝国王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 ，这两个仪式是国王获得王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对王权的确
认，
至少非常明显地宣传了国王的宗教权力 。正如 J． G． 格林菲斯所说，新年节的最终目的是使“国王重
［31］（ P178）

新掌握王权”

。其次，新年节起到了增强民众社会认同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 新年节的主要

场面和铭文都铭刻在神庙里，似乎只有部分特权人物可以参加，但这样一个与农业直接相关的节日，又
是在埃及农业年的新年举行的全国性的节日 ，所以全国臣民都能参与。 神庙里描绘的只是国王直接参
与的部分，古埃及普通民众在节日期间的活动并没有记录下来 。广大普通民众参与受到国王非常重视
的节日，从内心深处增强了个人的身份认同 ，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制度的认同，甚至产生某种民族主义
［31］（ P225）

。再次，新年节还起到了更新国王体力和权力的作用，使古埃及王权统治每年以新的面貌

认同

继续下去。根据布鲁克林纸草，古埃及国王在新年节中仪式性地死去和复活 ，这既是国王的生命力的更
新，也是其统治权力的更新。以下几段文献即体现了这点： “他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其城市神祇的事情，
他没有做恶事，他在两地书吏法庭上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去年附着在他身上的邪恶已经被驱逐 ，今年
的邪恶被毁灭，他远离了邪恶……他面向女神： 你再次受到欢迎。”“他从这一年开始受到保护，免于其
［31］（ P180）

对手之咒语的伤害，祝和平，和平，呕，新年快乐。”

这些文献说明国王在仪式性地去世之后受到

审判，又因为没有做过邪恶的事情而复活 ，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受到神祇的保护 ，免于受伤害和被诅咒。
当然，新年节对于王权统治的运作与延续所起的这些作用 ，不是通过暴力或强制力实施的，而是依靠仪
式本身所具有的宣传效果实现的 。从而，新年节可以视作古埃及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宣传王权观念
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
［36］（ P18）

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古埃及的新年节能够在埃及实施近 3000 年，不仅由

社会风俗所致，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和经济原因 。
首先，古埃及人的宇宙观是新年节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 。 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三分法：
［37］（ P23 － 30）

天、地、来世

。 人类与其他几种生灵共享宇宙，其中神、死者和一个被称为阿克 （
［39］（ P121 － 122）

的群体最为重要。这些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 ［38］（ P95）

。普通埃及人渴望死后变成阿克。 阿克是死

者在来世与神在一起出现的变形状态 。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是关键，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
神有能力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操纵人类事务 ，但同时他们也需要人类为其提供生存物质。 通过仪式活
［39］（ P122）
。 国王能够与
动和语言力量（ 例如咒语等） ，人类能够影响神，也可以改变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神交流，从而充当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因为国王本身是具有神的属性的，尽管他的神性并不稳定，也不
［40］（ P58 － 87） ［41］（ P49 － 92）

能完全消除其人的属性

。国王作为中介，在与神交流时，有各种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

活动，这样的活动构成了宗教仪式。也就是说，古埃及人的宇宙观使古埃及人需要国王举行各种与神交
流的仪式，新年节便由此而来。
其次，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也是新年节长期存续的重要原因 。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比较复杂，但基
本观念很清楚： 国王是神，至少是半神，国王的权力来自天国的神，国王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国王拥有
c
对埃及和人民的所有统治权，掌握着玛阿特（ m 3t） ，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负有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
［30］（ P3 － 15） ［42］（ P131 － 145）

全的责任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关于国王的神圣属性。 韦尔东认为，大多数精

英或统治阶级的文献宣传埃及人几乎一贯地认为任何国王都是神 ，但综合古埃及各个方面的史料，可以
看出，在普通埃及人心目中，国王的神性是有时间、空间和范围限制的； 国王活着的时候，在执行与神交
流的活动时才具有神性，而且永远不能超越大神。在其他时间和场合，国王以人性存在； 国王也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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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点，所以才通过各种手段（ 例如建筑神庙、将自己的雕像或肖像与神像放在一起等 ） 宣传自己的神
［43］（ P1 － 30）

性

。宗教仪式是集中展示这些宣传手段的良好机会 ，新年节更是如此。

第三，归根结底，新年节的举行和长期存在是由古埃及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状况决定的 。农业生
［44］（ P12）

产依赖于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

。古埃及人从早王朝开始就每年测量尼罗河水位，足见其对尼罗

［45］（ P93 － 164）

。在古埃及历史上，尼罗河能否定期泛滥，对农业和社会的影响非常明

河水位和泛滥的重视

显。在第一中间期（ 约公元前 2181—前 2040 年） 和第二中间期（ 约公元前 1786—前 1567 年） ，尼罗河水
［46］（ P272，
363 － 364）

未能按时泛滥，致使农业歉收、社会混乱、政局动荡
［47］（ P234 － 240）

会因尼罗河低水位而出现的混乱局面

。 涅菲尔提预言详细记载了古埃及社

。关于尼罗河泛滥，埃及人尚不能科学对待，认为神祇

在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影响尼罗河水位变化和泛滥的大神是奥西里斯 。 奥西里斯被视作埃及的丰产
［23］（ P100）

神，甚至有时与尼罗河及其泛滥等同起来

，他的复活会直接影响到尼罗河泛滥。 奥西里斯是去

世的国王，还是冥界的国王。去世的国王能否顺利转变为奥西里斯 ，是尼罗河能否泛滥的重要原因。奥
西里斯的儿子是人间的统治者荷鲁斯 。国王去世以后，新国王的登基与去世国王转变为奥西里斯是同
［48］（ P70）

时进行的。这样，作为荷鲁斯的新国王能否顺利登基，掌握王位，直接影响着尼罗河的泛滥

。另

外，在埃及人看来，农业能否丰收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太阳 。他们对太阳给予了极大崇敬，赋予了太阳
很多神话。在一个关于国王的神话里面，国王是太阳神拉之子。 国王去世以后，顺利通过来世审判，升
上天国，回到太阳神拉那里。在埃及人看来，国王的去世意味着邪恶战胜了正义，混乱战胜了秩序。 国
王去世以后，留下来了一个短暂的宇宙混乱期。去世的国王在第二天清晨与太阳神拉一起升上天空才
意味着宇宙秩序的恢复，其标志就是新国王的登基。 从古王国开始，“拉之子 ”便是国王的五个伟大名
［49］（ P219）

字之一。国王的登基就是在太阳神拉的参与下进行的

。 也就是说，尼罗河能否定期泛滥，太阳

能否按时升起，宇宙秩序能否恢复，农业生产是否可以丰收，都依赖于新国王能否顺利登基和加冕。 这
正是新国王选择在国王去世以后的第二日清晨举行登基仪式的原因之一 。尽管学界关于加冕仪式举行
的时间尚有争 论，但 无 论 如 何 加 冕 仪 式 都 要 在 三 个 季 度 当 中 某 一 个 季 度 的 第 一 个 月 的 第 一 天 举
［17］（ P122 － 126）

行

。这三个季度都是根据尼罗河泛滥和农业生产的过程来划分的 。很多登基仪式和加冕仪

式的铭文和浮雕涉及了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太阳神拉 、神奥西里斯、荷鲁斯。从各种象征物体现的象征意
义来看，新年节不仅在庆祝国王的加冕仪式 ，或者说在每年更新国王的加冕仪式，还在更新国王的生命
和活力，进而最终更新自然活力，使农业丰产。
古埃及国王和统治阶级每年在神庙中举行大规模的新年节 ，既是社会风俗所致，也与古埃及人的宇
宙观、王权观念息息相关，更是由古埃及的农业经济决定的，这种仪式对于王权统治的运作与存续发挥
了重要作用，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用以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 。 拙文之所以能够对
新年节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主要是将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学的研究视角结
合起来，通过分析仪式中象征物的象征意义来阐释仪式活动过程 、场面和浮雕及铭文的历史意义，从而
揭示古埃及新年节的程序、历史、社会意义和其得以存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 。
总之，过去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基本上与西方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发展保持一致 ，即以人类学
仪式理论为基础，着重阐发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而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新年节是古埃及宗教仪
式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仪式。通过对新年节的考察，本文发现，古埃及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
也具有很强的世俗内涵，尤其对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是以古埃及国王为首的统
治阶级用于宣传“国王是神”的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当然其长期存在是以古埃及的历史、
社会文化和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可见，将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视角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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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埃及宗教仪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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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炜评］

Ｒesearch on the Ｒituals in Ancient Egypt with the View of Ｒitual Theory
GUO Zi-lin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Itis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y 100006，China）

Abstract： As researching the rituals in ancient Egypt，western scholars usually take the ritual theory in anthropology field as the basic theory，and emphasize the religious meanings of ancient Egyptian rituals． From the
exploring the Festival of New Year in ancient Egypt，we found that these rituals represent some profane meanings，especially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actice and maintaining of the kingship，and even can be
regarded as a main way to propagandize the view of the kingship or ideology for the ruling class in ancient Egypt． Of course，there were many profound reasons in society，culture and economy，whic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long － term existence of these rituals in ancient Egypt． Therefore，it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the ritual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Egypt to combine the fundamental view points of ritual theory and the view point of history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rituals； ritual theory； Festival of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