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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穆斯林，基督徒，
和犹太人的古开罗



现代埃及最大的都城开罗其实是个相对年轻的地方——这或许
会让你感到惊讶。不同于埃及其他历史数千年的城市，开罗仅
仅存在了大约1,500年。

公元641年，征服了埃及的阿拉伯军队选择了尼罗河畔一个中
心区域作为他们新的都城。他们将这座城市成为为福斯塔特 
(“帐篷”)。福斯塔特迅速扩张并在公元969年被正式命名为 
al-Qahira（开罗，“胜利之城”)。

福斯塔特曾经是多文化崭新都市生活方式的中心。在这个展览
中，您将探察到福斯塔特早期居民的多元化。他们代表了埃及
内外的各个族群。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共同构建了福
斯塔特的街道，市场和公共空间。周围的手工艺品向您展示了
早期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以及共同协商创建一个多文化社会
所面临的挑战。

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古开罗



公元前2560年

公元641年

公元868年

公元969年

公元1964-1980年

公元1250年

公元1171年

(埃及）法老在吉萨建金字塔。

阿慕尔·伊本·阿斯征服埃及并成为穆斯
林埃及的统领者。阿拉伯穆斯林建立新城
市福斯塔特（古开罗）。基督徒，犹太人
和军队也在福斯塔特定居。

在图伦王朝统治下，新的城市
区扩张到福斯塔特以北。伊本
图伦建立新的清真寺。

萨拉丁在开罗建立阿尤布王朝。大
部分来自福斯塔特犹太教会的秘库
文献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马穆鲁克王朝在埃及建立并统治直至公元
1517年被土耳其征服。福斯塔特成为了开
罗的一部分，并且失去了它曾经的地位。

所罗门·谢克特发现秘库文献的重
大历史意义。

为了防止现代发展对遗址的进一步毁坏，乔
治·斯坎伦开始对福斯塔特的发掘工作；本
次展览中的许多展品就来自于这些发掘。

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1896年

公元622年
默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他被穆斯林信奉为神派
遣到人间的最后一位先知。

在图伦王朝统治下，新的城市区扩张到福斯塔特以
北。伊本图伦建立新的清真寺。



是什么让福斯塔特
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城市？

福斯塔特城，也就是古开罗，随着崭新的埃及人和外国人混合居民
区的建立而迅速发展。福斯塔特的各类居民区代表了多元化的信仰
和传统。亲友同城居住的人把彼此的房子建得很近，以至于他们之
间在宗教信仰，祖籍，语言，和工作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福斯塔特城的第一批居民是从阿拉
伯地区来的征服军士兵。不同的部
落在不同的居民区安顿下来。这些
一开始的阿拉伯居民大多是穆斯
林，虽然其中也有些基督徒和犹太
人。他们大部分人都说阿拉伯语。
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埃及人也到
了新首都建立居民区，分享新首都
带来的繁荣。他们当中很多人说科
普特语，一种和古埃及语很像的语
言，并且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
教派。犹太人则把希伯来语和其他
地中海语言带到了福斯塔特城。

具有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建筑结
构的古开罗城建规划图。



基督徒从公元一世纪就开始在埃及生活，他们也是福斯塔特最
早的居民之一。虽然说圣经在所有福斯塔特的基督徒中都很常
见，但每个基督徒社区对于圣经和耶稣的角色有着不同的
理解。拜占庭东正教徒坚信耶稣同时是神和凡人，而科普特教
派的人相信耶稣是唯一神圣的存在。

在福斯塔特的新伊斯兰政府统治下，东正教徒因没有拜占庭帝
国的支援而渐少，与此同时科普特教派赢得了新的声望。在
福斯塔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信仰自由，教堂在城里也司空
见惯。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基督徒们要按时缴纳一种政府
面向所有非穆斯林人征收的人头税，叫做“吉兹亚”。

福斯塔特的基督徒社区



犹太社区起先在亚历山大通过贸易形成，后于公元九世纪迁到
了福斯塔特。这一时期的犹太移民也来自于中东地区，形成了
一个连接福斯塔特和其他区域贸易往来的社区。福斯塔特的犹
太人社区主要分为两大群体，拉比派和卡拉派。拉比派秉承完
全的希伯来传统和法则(《摩西五经》和《塔木德》)。而卡拉
派则仅仅信奉希伯来圣经的前五书(《摩西五经》)。

福斯塔特的犹太人社区遗迹通过班耶兹拉犹太教堂中 犹太人
群体自己的文献文字所保存。犹太教堂是集会和祷告的中心。
它们同时也作为“圣地”的藏宝阁，保存着涵有神之名的文
稿。如果福斯塔特的犹太人群体支付非穆斯林信徒的特别税
（吉兹亚），他们就被赋予宗教信仰的自由。

福斯塔特的犹太人社区



伊斯兰对于在公元641年建城的福斯塔特而言是个新的宗教。
来自阿拉伯的士兵们是在福斯塔特生活的第一批穆斯林。阿
拉伯家庭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移民到福斯塔特。所有的
穆斯林都信奉《可兰经》为真主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的旨
意。这些穆斯林每天去离家比较近的小清真寺去做礼拜，而
周五则去社区内比较大的清真寺做聚礼。

在福斯塔特的历史中，穆斯林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和政府有 
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统治福斯塔特的王朝一般都是逊尼派，
虽然之后的王朝也引入了什叶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在穆罕默
德死后一直在争谁到底有能力领导穆斯林，但是他们共同遵
从这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和习俗。

福斯塔特的穆斯林社区



福斯塔特—在往昔
基础上的新首都

以前，埃及的都城一直在亚历山大港。当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
的时候，新政府希望都城能更好地连接陆地贸易和伊斯兰哈里
发国的军事路线。公元641年，阿慕尔·伊本·阿斯将军在尼
罗河上游建立了福斯塔特城（古开罗）。

福斯塔特建在小乡镇边的一座拜占庭城堡之侧。新政府资助建
立了巨大的公共广场，行政楼，和非洲最早的一些清真寺。

这片尼罗河边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离法老时代的吉萨金
字塔和埃及从公元前2920到2040的都城孟菲斯的遗址很近。
福斯塔特人了解埃及历史，他们会回收古代的物件利用在新的
建筑上。比方说，他们会用法老时代的石雕做门楣。

这些舍卜提人像本来是为了帮助逝者在来世生活的陪葬品。它
们被发现于福斯塔特的城市居住区周边。福斯塔特的居民也许
把这些舍卜提当做洋娃娃或者古人的小玩意。



古开罗城西南方鸟瞰图。中心位置的圆形建
筑是圣乔治教堂。

古开罗的昔今

今天，古开罗在大开罗城市圈中继续扮演着一个现代化社区的
角色。她依然充满生机，却不再像一千五百年前代表着权力的
中心。

那么，是什么发生了改变？福斯塔特的统治者将城中心向北迁移。
大多数统治者都希望给后世留下印记，所以他们兴建了大型宫殿和
清真寺，而居民们往往随之一起搬到新地方，试图和权力中心更

近一些。当城市在公元969年被
更名成“开罗”（意为“胜利之
城”）的时候，福斯塔特所在的
地区变成了开罗城的边缘。

不过福斯塔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尼罗河港口和交易中心，支持着
开罗城。目前，福斯塔特有很多
的小企业，并以旅游业为核心。
当地居民仍然管福斯塔特叫
“古开罗”。虽然因为二十世纪

的动乱，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在了，当地的教堂，清真寺和犹
太教堂标志着城市早期的多元化。



歧视还是宽容？



治理一个多元化的社
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埃及的管理者而言，收税是重中之重。作为早期伊斯兰时
期的政府所在地，福斯塔特是埃及税收的中央。为了防止偷税
漏税，说阿拉伯语的官员们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政府通告和
地方官员沟通。那些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官员常常担任会计。

到了公元800年，阿拉伯语成了政府的官方语言，尽管这一变
化是很缓慢的。因此对居民的直接统辖变得简单，政府内的管
理者也更偏向于由穆斯林担任。来自于农业的税收通常特别重
要，以至于不论居民是不是穆斯林都要缴纳地租。

可耕用地的税收基础支持着对
于开罗的管理。



在福斯塔特经商

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福斯塔特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城里
没有工会，联盟或者大型企业，各种制约就更少了。在福斯塔
特，最常见的商人就是个体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往往会专攻一种材料的制品，比如纺织 、食物 、金
属 、木头 、皮革 、陶艺 、玻璃 、纸，或者化学用品。生意

的规模小而本地化，所以一个社
区往往会在某一种工业上独树一
帜。例如，科普特派的基督徒在
象牙雕刻上很出名，而犹太人主
宰了丝绸印染和金属工艺市场。
手工艺师徒关系常常始于童年且
不正式，只是在口头共识和长期
私交中慢慢成型。

开罗繁忙的丝绸商人。来自大卫·罗伯
茨，《埃及和努比亚》（1846-49）。



考古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古开罗是位于开罗市中心南部的一片区域。今日开罗城
的边缘，有一个巨大的，未被开发的平原。那里有迷宫般的土
丘，建筑基石，和古道。这就是福斯塔特城的考古遗址。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试图对于福
斯塔特的社会群体生活模式有更好的了解。

这次展览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乔
治·斯坎伦和美国驻埃及研究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现代发展对
遗址造成威胁的形势下，对福
斯塔特展开发掘工作五十周
年。那次抢救性发掘激发了研
究福斯塔特历史以及埃及伊斯
兰考古的新兴趣。乔治·斯坎
伦在地图上勾绘出了许多街道
和社区。出土文物反映了福斯
塔特多元化社会群体的传统。

福斯塔特发掘现场: 阿里·巴赫贾特（1912-
1924）与乔治·斯坎伦（1964-1980）。



家庭日常生活

宗教社区树立道德的标杆，同时也为继承，权利，和生产分工
的规则提供指导性意见。

从福斯塔特出土的文物提供了关于个人生活的珍惜一瞥。这些
物品表明城内各个社会群体有着很多相同的传统。基督徒，犹
太人和穆斯林的家庭结构都是父系家庭。丈夫是家里的权威，
也是对外发言人。女人的主要角色则是持家和养育后代。

居民区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代代相传的私宅。考古学家很少能从
这些房屋遗址中辨认出家庭的宗教信仰。城里的房子都大同小
异，一般是一个方形的建筑，中间有个庭院，四周都是房间。
大部分房子都有两层，而更大的房子可能会有三层或更高的
楼。

开罗城私宅的一个房间，里面有沙
发和矮桌。



福斯塔特人穿衣风格如何？

福斯塔特的纺织业颇负盛名。当地的手工业者在纺纱 、编织 
、印染 、蕾丝工艺 、刺绣，丝带工艺和其他装饰技巧上都
别具匠心。福斯塔特的流行服饰有束腰外衣，长斗篷，以及
用麻布，羊毛或者蚕丝织成的长袍。男女老少穿着根据这些
基本款式变化的各式各样的衣服。

福斯塔特的各社会群体都是时尚的弄潮儿。很多麻布衣物都饰
有羊毛线花纹，这些花纹的颜色都很鲜艳，比如红色，绿色，
和蓝靛色。孩童们的穿着则是最鲜艳的。

为了保证税收的执行力度，福斯塔特的政府
官员有时会要求非穆斯林穿上和穆斯林不一
样的衣服，比如用以区分的绶带或者头饰。然
而，这一时期的各种文献都表明这样的政策并
不是严格贯彻的。

虽然这张图片的时期比古开罗要晚，时尚
在几百年里应该也没有很大的变化。



在福斯塔特长大
是什么样的？

不论是在基督教，犹太教或者穆斯林传统里，孩子对已婚夫妇
而言，都是一种祝福。福斯塔特城的孩子们的成长方式都是相
似的。出土的洋娃娃，游戏和玩具都提醒着我们：福斯塔特的
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做的事情跟世界上其他的孩子都差不多——
玩！

人们认为孩子六七岁的时候就能辩善恶，继而开始上学。很多
男孩和部分女孩会去社区内的宗教学校。这些学校主要以宗教
教育为中心：例如教授穆斯林孩子背《可兰经》。老师们也
会教科学，书法，算术，和其他语言。

在一个可能是清真寺建筑的门口，学生们聚在
老师的身边。



相聚：共享饮食文化

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福斯塔特(古开罗)，吃饭是将
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活动。陶器深受福斯塔特家庭的喜爱，
并被用来烹饪和盛食物，招待客人，游客和朋友。

福斯塔特的居民每天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主要有大麦 、小麦 
、鸽子 、鱼 、奶 、奶酪 、酸奶 、蜂蜜 、小扁豆 、鹰嘴豆，
和其他果蔬。

城市也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吸收
新的，有着异域风情的食物和食
谱。当宫殿里有庆祝活动而准备
太多食物的时候，那些多出来的
食物会在宫门被当做“外卖”出
售。有些精致的菜肴因此成了
家常菜单的一部分。移民带来
了新的食材，包括甘蔗米 、
茄子 、柑橘，和西瓜。

人们聚在一个矮木架边，矮木架上有用盘子盛
的食物。



 

在福斯塔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邻居。他们碰面的
时候会分享新闻，游戏，和流行文化。很多人喜欢下棋。骰子
游戏也很流行，而且经常会牵涉赌博——即使宗教权威们强烈
抵制这种游戏。

福斯塔特的居民对每年的节日和公众集会都很期待。科普特节
日——诺鲁孜节是迎接尼罗河大水的举城欢庆的节日。人们

吃特别的食物，互赠礼物，聚
在一起看公开的表演和游行。
人们全年都可以分享讲故事的
传统。《一千零一夜》的很多
故事都很有可能是人们在福斯
塔特讲述的。故事的目的是娱
乐大众，同时也传递着精神和
道德上的概念。

相聚：游戏，故事，
和庆祝活动

下棋 者，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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