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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has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since its birth, during which the art forms
develop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essence, ancient Egyptian art served the pharaohs and a few nobles, existed in every
aspect of social life, and played the role of praising the dynasty, consolidating the power of the slave-owning country
and emphasizing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The demands of the rulers, coupled with the religious and theistic worship in
their minds, made ancient Egyptian artists fundamentally obliged to follow its basic laws and norms. It was under such
strict artistic norms of the "old dynasty" that the art of ancient Egypt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fter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historical changes, exert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It is
worth thinking whether this art norm can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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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埃及文明自诞生以来，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间发展出来的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古埃及艺术本质上为法老和
少数贵族服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起到歌颂王朝、巩固奴隶主国家的政权、强调等级制度的作用。
统治者的要求，加上心目中的宗教神论崇拜，使得古埃及艺术家们从根本上就必须遵循其基本法则和规范。正
是在如此严格的“旧王朝”艺术规范下，古埃及的艺术经历了 3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仍依旧保持着相对的稳
定，对后世的艺术发展影响深远。这种艺术规范能否为当代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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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埃及是尼罗河的礼赠。”——希罗多德。
古埃及文明自诞生以来，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间
发展出来的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古埃及艺术本质上为
法老和少数贵族服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起到歌颂王朝、巩固奴隶主国家的政权、强调等级制
度的作用。统治者的要求，加上心目中的宗教神论崇
拜，使得古埃及艺术家们从根本上就必须遵循其基本
法则和规范。

2. 论文格式

2.1 古埃及艺术——艺术的起源
2.1.1 自然地理位置
尼罗河位于非洲的东西部，呈南北走向流势，其西
部的撒哈拉地区本来是一片茂密的草原，栖息了各种
动物，大量猎人和采集者定居于此。冰河期过后，持
久的干旱使原本充满了生机的草原变成寸草不生的
沙漠。而尼罗河亘古奔流，定期的泛滥浇灌了两岸干
旱的土地，从而留下了含有大片矿物质肥沃的“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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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埃及人民这种受自然保护的生活环境，为国家
政治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条件。[1]于是，原先居住在非
洲北部的居民乔迁至此，开始了新的农耕生活，这便
是最早的一批古埃及人。
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涨退期间发明了各种排水与灌
溉工具，为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正
是因为尼罗河规律的涨退现象，使古埃及人民产生对
生命与死亡的态度：人生就像尼罗河的河水一样，在
神的庇佑下，循环往复，死后重生。

2.2.2 统一后的埃及艺术
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皇权的不断加强与宗教信
仰的互相渗透，古埃及美术开始逐渐确立其独特的风
格，具体表现在雕刻和建筑方面。

2.1.2 宗教神权信仰
古埃及人相信只要死后尸体完好无损，灵魂终有
一天会回归。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尸体的保存。建造
陵墓，做成“永恒的住宅”，制作雕像，承载灵魂。
而法老作为神在人间的化身，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
受到世人尊崇，可以享有一切特权。这种坚定不变的
信念，直接导致了古埃及艺术文化中最靓丽的瑰宝—
—金字塔的诞生。除此之外，建造陵墓的衍生物，包
括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

2.2 古埃及艺术——永恒的追求
古埃及美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
与古埃及王朝的发展同步一致，各路学者均把古埃及
的美术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公元前 3100 年之前为史
前期；公元前 3100-公元前 2686 年为早王朝时期；公
元前 2686 年-公元前 2181 年为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2181 年-公元前 1786 年为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1786
年-公元前 1085 年为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085 年-公
元前 30 年为后王国时期[2]。其中，史前期是古埃及
美术初步形成的时期。固定的生存方式导致了古埃及
人的思想禁锢，体现在艺术创作上是时刻秉持规范式
信念，成为“永恒的艺术”。程式化的规范在形成之
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正
是因为过分地追求程式化的正面律法则，古埃及美术
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3]。

2.2.1 史前工艺美术

图 1 纳尔迈调色板（出土于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
高 63cm，两面雕刻着纪念国王纳尔迈统治的画
面。）
雕刻作为古埃及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风格与形式变化方面均受到宗教的影响。埃及美术是
为少数贵族和法老服务的，由于古埃及人坚持对重生
的信念，死后他们将贵族和法老的尸体制作成木乃伊，
并在木棺中放置能够反映生平事迹的浮雕和殉葬的
小奴隶像，以此来维持生者在世时的地位。
埃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
“住房是临时的住宿处，
而坟墓才是真正的住宅。”由于古埃及地区气候炎热，
当地人民居住的屋舍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用纸莎草
或芦苇混着粘土砌成墙面。相比于居住房屋，神庙和
墓葬建筑则倾注了古埃及人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古埃
及的墓室和神庙都采用坚硬的石材筑成，象征永恒性。
而宫殿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法老生前有限的居住生活，
基本则采用泥砖、石灰和木材等不易保存且能够更新
替换的材料建造。
在古埃及统一前，上下埃及有着不同的墓葬习俗，
统一之后，人们结合下埃及房屋式墓室，形成新的墓
葬结构：在地下墓室的基础上加入了地上建筑，称作
“马斯塔巴”。马斯塔巴墓的平面是长方形，地下墓
坑内被分隔成多个小间，中间最大的一间用来盛放法
老木棺，周边小间放置法老生前的财物、服饰、食物
等，地上建筑建造在墓坑上面，主要用来放置葬礼仪
式所需的各种用具。地上部分的外墙多为自下而上、
向内倾斜的形式，表面为层层缩进的阶梯状，是金字
塔的最初形式。

巴达里文化时期是古埃及铜石并用文明的萌芽
时期，也是尼罗河古埃及文明的初期发展阶段。据考
古学家发现，遗迹中有来自红海和波斯湾的念珠、贝
壳和相当一部分骨制品。涅伽达文化遗址也先后出土
了制作工艺娴熟、十分精美的石器，从中发现的半月
形箭头和有象征性意味的梨形权标头能够推断出埃
及国家权力已经形成，并出现了制作精美的金银制品，
包括戒指、扣针、头饰和颈饰等。同时，涅伽达文化
2.2.3 古王国时期艺术
前期出现了白线光面陶，这一时期的陶器装饰不仅在
古王国时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黄金时期，也是
色彩上表现成熟，器身与装饰图案的搭配也比较完整
在这个时期，埃及形成了牢固的中央集权制度，法老
统一，其中的装饰图案为人们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
具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被赋予了神性。
区的王权统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梯形金字塔。古埃及人坚信“灵魂不死”，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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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乔塞尔金字塔是介于马斯塔
巴和后期锥形金字塔之间的一种过渡建筑。人们认为，
法老死后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到达天国，可以乘“丧葬
船”，或者通过一层层由低到高的阶梯进入天国。于
是，设计乔塞尔金字塔的设计师伊蒙霍特普便为法老
乔塞尔准备了一个可以通向天国的阶梯，在原有的马
斯塔巴墓基础上加建了几层逐渐变窄的墓层。乔塞尔
金字塔为最终金字塔规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吉萨金字塔群以三座正方等腰金字塔（胡夫金字
塔、哈弗拉金字塔、门考拉金字塔）为主。这三座金
字塔从东北到西南，平面对角线都在一条直线上，四
个塔面分别朝向正东西南北，十分精确神秘。在金字
塔的建造中，宗教的影线贯穿其中，金字塔中由东向
西的甬道，与太阳的东升西落一致，意思是，人死后
就像第二天的太阳一样，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黑夜后，
仍能够迎来光明。在这里，黑暗狭长的甬道代表死亡
的时段，而甬道尽头阳光明媚的庭院则象征着重生与
永生。在哈弗拉金字塔东面，有一座用巨大的石块修
凿而成的守护神像——司芬克斯像，它有着狮子的身
体，人的头部（据说是按照哈弗拉的形象建造的），
因此也称为“狮身人面像”。狮子在古埃及中是皇家
守护神的形象，经常被建造在入口处。其中，司芬克
斯像的蛇纹和法老的头饰、胡须等也是王权的象征。
古埃及人不仅为自己建造“永生之所”，还将死
去的人制作成木乃伊。埃及所在地气候炎热少雨，有
着大片的沙漠，早期埃及人就把尸体埋葬在沙地，这
样尸体内的水分被干燥的沙漠吸收，自然形成一具干
尸，能够为保存尸体提供帮助。木乃伊的制作通常是
将身体与内脏分开保存，并对身体部分进行脱水处理，
最后用布条将尸体紧紧缠绕，放入人形棺中。棺身绘
制护身符并记载文字。

程式化雕塑风格已然形成，之后的几千年里一直传承
着这样的规范：人物眼睛和肩膀总是以正面示人，双
腿分立但没有运动的趋势；人物有直立、端坐、跪坐、
盘腿等静态动作；人物形象较为写实，脸部正对前方；
雕像的各部位均按照其主人的身份搭配固定的比例；
人物形象与身份和生活方式相符合；人物正面雕刻较
为精细，背面略粗糙一些；男性皮肤多为深棕色，女
性皮肤为浅黄色，头发、胡须、眼圈为黑色，衣裙为
白色。古埃及雕像不注重情感的表达，人物面部表情
大多十分平静。古王国第 3 王朝法老乔塞尔雕像，是
埃及早期具有“正面律”特征的雕像范本。

2.2.4 阿玛尔纳时期艺术
埃赫那吞在位期间大胆推行了宗教改革，将以往
埃及人崇拜的阿蒙神废除，以阿吞神作为埃及的最高
神灵。他将阿吞神描绘成一个太阳圆盘并散发着光芒
的形象。埃赫那吞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削弱依
附旧神的阿蒙祭司的权力，从而稳固政权。埃赫那吞
将国都迁至阿玛尔纳，因此这一阶段独特的艺术风格
被称作阿玛尔纳风格。
阿玛尔纳时期的艺术特点在于更加尊重自然，反
映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也更加真实[4]。作为古埃及艺
术的成熟时期，阿玛尔纳艺术风格不仅继承了传统的
艺术规范，并且在此基础上摒弃了长期以来束缚自由
创作的程式，可谓“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这一点
在祭祀浮雕《埃赫那吞的一家》上体现最为明显。描
绘的生活场景不再庄严刻板，反而多了浓浓的生活气
息，风格更趋向于自由，具有进步意义。

神庙建筑艺术。这一时期太阳神崇拜开始发展，
太阳神被认为是生命之源，只有每天乘坐小舟从东方
游到西方，跨入冥府打败恶魔取得胜利，才能够再次
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太阳神永远不会消失，就像
第二天太阳永远都会从东方升起，是太阳神创造了世
间的一切。为了得到太阳神的庇护，人们建造神庙，
希望能够像太阳神一样，死后还能复生。不知不觉中，
太阳神成了统治者的象征，人们常常用拉神来称呼太
阳神，为了在神与统治者之间建立关系，法老被称为
“拉神之子”。随着太阳神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围绕
太阳神兴建的神庙建筑也开始日益增多，纪念性建筑
逐渐从法老陵墓转向了神庙与祭庙。在第 5 王朝时
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埃及内部已经支撑不起需
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巨型金字塔建造了，金字塔的
规模开始却来越小，同时旁边祭庙规格却越来越大，
增加了柱廊和浮雕，整体更加美观开放。
雕像艺术。古埃及陵墓中的雕像是为了代替死人
躯体制作的。墓主人雕像则是防止木乃伊受到损坏导
致灵魂无法回归，以雕像作为寄生。古埃及的人物雕
像遵循着“正面律”法则，在古王国时期时，独特的

图 2 阿玛尔纳浮雕（浮雕表现了法老一家接受太阳
神庇佑的场景。太阳发射光芒的末端变成了手的形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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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埃及艺术——融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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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古埃及艺术作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给人们留
下了具有研究价值的艺术作品，为后世的艺术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是现代艺术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源头。
作为维持了自身 3000 多年基本不变的古文明，从远
古时期的古希腊艺术到现代艺术的立体主义风格，我
们都能够从中发现它的身影。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现
今，或是更加科技化文明化的未来，古埃及独特的艺
术形式是否还能够为我们提供借鉴之处，其探究价值
意义非凡，望以此篇给从事艺术相关工作者带来一些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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