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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凡有人之處都有建築，建築伴隨著人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由於物產、氣候、

地理、交通等等的差異，每個地方的建築有自己的特點。由於宗教、政治、

經濟、社會等等的差異，每個時代的建築有自己的特點。各地的文化有交流，

各代的文化有傳承，更何況人們的創造力無窮盡，世界的建築因此千變萬化。

詩人說，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那麼，又何嘗有兩幢相同的建築。介紹世界

幾千年的建築，最難的是幾乎沒有辦法可以教人領略它的豐富性於萬一。

建築是人類生活的舞台、主要的物質環境。人塑造了建築，建築反過來也

塑造了人。建築上凝固著人的生活，他們的需要、感情、審美和追求。建築

把這些傳達給一代又一代的人，滲透到他們的性格和理想中去。建築成了人們

歷史的見證，文化的標誌，心靈的寄託。介紹世界的建築，另一個困難是深刻

地寫出它們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恰如其分，不是生搬硬套。

從 1952年到 1992年，我面對著這些困難四十年。說四十年，是因為在牛

棚裡的十年間其實並沒有停止思考。我的老師一輩，在他們的年輕時代往往熟

悉了外國的文化，甚至親身體驗過外國的生活。我的學生一輩，在 20世紀最

後十幾年裡，也都有機會熟悉外國文化，體驗外國生活。而我這一輩人，恰恰

在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這個動盪的時代裡度過了學習和工作的一生。我們精

力最飽滿的青年和壯年時代，經歷了滴水不漏的閉關鎖國，我只能憑藉幾本破

舊老書支撐著外國建築史這門課程。待到剛剛有點機會去親眼看一看那些建築，

剛剛買了幾本新書，我就到了年齡，悄然下台。丟荒了十年之後，我又應邀來

寫這本書，就當作補行一場“告別演出”吧。對這場演出，我認真對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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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從十年來的一批新書中得到些新知識，可惜，老實說，相當失望，建築史的著

作太乾癟，只寫東一座西一座的房子，文化史的著作太空疏，忽略生活實際，

我不得不擴大搜索面。所以，這本書寫得很吃力，但願讀者們能得到一點好處，

使我心安。

這本《外國古建築二十講》，大體上還是按時代編排。不過，我只寫到 19

世紀末葉，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 20世紀的外國建築，豐富多彩，寫起來，

篇幅不下於這以前的幾千年。兩者相加，一本書容不下；另一個原因是，從 19

世紀末到 20世紀初，世界建築發生了大變化，變化之大，只有“革命”兩個字

可以當之。20世紀的建築和以前的建築有許多根本性的區別。所以，把這本

書在 19世紀末結束，倒是很合適。在這場革命之前，世界建築中能稱得起“革

命”的變化，就只有發生在古羅馬時期那一場，它的影響一直有力地保持了兩

千年，但 20世紀初的革命，比那一場要深刻得多，全面得多了。它是發生在

18世紀的工業革命的產物，它不簡單地是工業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工業革命之

後全部歷史過程所引起的，是生產力、生產關係、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全

面複雜變化所引起的。所以，我把 20世紀的建築交給另一本書。

這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寫歐洲，下篇主要寫亞洲，帶上非洲的古代

埃及。歐洲從古羅馬末期起就進入了基督教世界，亞洲則是伊斯蘭教和佛教、

印度教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產生了不同的宗教，而宗教的不同又強化了文明

的差別。建築的地區性、民族性之中，宗教就佔著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時候，

宗教建築往往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技術和藝術的最高成就。所以這上、下篇，幾

乎可以用不同的宗教建築來界分。不過，我盡力突破這個界分，因此就產生了

各講的取材和寫法的問題。

介紹外國建築，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適，很難說哪一種一定

好，哪一種一定不行。我在講課的時候，就常常變換切入點和視角，變換興趣

中心。有時多講演變，有時多講藝術，有時著重建築師，有時著重作為建築業

主的帝王將相，並不固守體例的一貫。這種變化，主要是根據對象的特點，根

據對象所能提供的教益，也根據我儘量展現外國建築史豐富的多樣性的願望。

這本書，還是採用這種方法，像古埃及繪畫和浮雕表現人物一樣，臉是側面的，

眼睛是正面的，身體是側面的，肩膀是正面的，每一部分的表現方法根據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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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身的特點，這樣反倒容易最充分地表現出這些部分的基本形式，並且擴大

了觀賞角度的多樣性。“二十講”，這個書名也給了我採取這種寫法的自由。

而我有限的知識，正需要這種自由。

這樣寫下來，各講的標題很難確定，既不能用時代標，也不能用國別標，

每一講只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建築活動或建築成就的一兩個方面。於是，

只好像現在這樣，標我寫各講時的主要著重點。不過，有幾講標題擬得不很貼

切，因為著重點比較複雜，或者比較不容易做到很濃縮。我寫這麼幾句，是要

說明，我並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故做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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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公民的勝利

古代希臘並不是歐洲文明惟一的發源地，但是，要說說歐洲文明不得不從

古希臘文明說起，因為它對歐洲文明的影響又深又遠，而且至今不衰。古代希

臘也不是歐洲建築惟一的發源地，但是，要說說歐洲建築，也不得不從古希臘

建築說起，因為它對歐洲建築的影響又深又遠，從歐洲又影響到全世界，直到

中國。20世紀 90年代，中國建築中興起不大不小的一股風，叫“歐陸風”，

這歐陸風的基本語素，是兩套“柱式”，就是愛奧尼亞柱式和多立克柱式。柱式，

指的是石質樑柱結構各元件和他們的組合的特定做法，從細部直到整體。它們

不但決定了建築的形式和比例權衡，而且決定了它的風格。這柱式就產生於古

希臘，是古希臘建築留給全世界的最重要的遺產。

18 世紀德國的藝術史家文克爾曼（J. J.Winckelmann，1717—1768）在 1755

年發表的論文《論模仿希臘繪畫和雕刻》裡說，“希臘藝術傑作的普遍優點在

於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這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就典型地體現在愛

奧尼亞和多立克兩種柱式的建築裡。愛奧尼亞式更多一點女性的柔和華貴，多

立克式則更多一點男性的雄健莊嚴。這兩種建築風格最成熟、最完美的代表是

雅典的衛城建築群。

衛城在雅典的中心，它建在一座石灰岩的小山上。小山是孤立的，最高點

海拔 156.2米，比四周平地高出大約 70—80米。它四周陡峭，頂部經過一些人

工修築，形成一個東西長 280米，南北寬 130米的台地，岩石裸露，草木不生。

只有西端有不寬的一個斜坡可以上山。公元前 1400—前 1200年間，古希臘史上

的邁錫尼文明時期，希臘本土上有許多聚落，據險峻的山岡而建，還造了厚厚

的城牆，雅典是其中之一。防衛堅固的山岡叫衛城，上面住著氏族的首領、貴

族和一部分居民。其餘的居民住在山腳下，遇到戰爭便躲進衛城。大約在邁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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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文明時期結束之後，雅典衛城上的首領和貴族府邸就搬走了，造起了一座祭

祀保護神雅典娜的廟，雅典便是因她而得名的。廟的周圍還有些敬拜其他神、

半神、英雄、“城邦保衛者”等的設施。古希臘人信奉泛神論，他們有一個很

龐大、很複雜的開放性的神譜。

雅典衛城後來經過幾次改建。公元前 6世紀，雅典的商業、手工業和航海

業已經很發達，多次政治改革大大提高了商人集團和平民的地位，削弱了氏族

貴族的勢力。為賑濟貧民而大興土木，其中就有雅典衛城上新的雅典娜神廟，

石頭的，周圍一圈柱廊，用了多立克柱式。公元前 566年，創立了泛雅典娜節，

四年舉行一次，後來成了全希臘盛大的公共慶典，和奧林匹亞的宙斯、德爾斐

的阿波羅等神祇聖地的節慶差不多。這個泛雅典娜節對雅典衛城逐漸建設成全

希臘最輝煌的建築群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雅典確立了以海上貿易和手工業為基礎的自由民民主制度之後，平民的積

極性、創造性大大受到激發，從此雅典文化中人文主義因素逐漸增強，為以後

的高度繁榮準備了條件。和雅典同時，愛琴海裡的一些島嶼和小亞細亞的希臘

雅典衛城全景（1805）



14 

移民城邦也都轉向手工業和海上商貿，建成了自由民民主制度。他們的經濟和

文化也欣欣向榮。米利都、薩摩斯和以弗所的神祇聖地建築群汲取了埃及和兩

河流域的經驗，在規模、藝術和設施等方面都領先於整個希臘。

雅典和小亞細亞各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保衛，對全歐洲的歷史都是一件

大事。公元前 546年，波斯佔領並毀滅了小亞細亞許多城邦，然後渡海西征。

希臘各城邦團結起來抵抗波斯的侵略。對雅典人來說，要保衛的不僅僅是自由

和海上貿易的利益，而且是保衛自己的民主制度。因此他們在戰爭中比伯羅奔

尼撒那些貴族寡頭統治下的城邦更加堅決，承受了最壯烈的犧牲，當然成了希

臘城邦的盟主。公元前 479年，希臘人最後戰勝波斯。

波希戰爭的勝利解放了小亞細亞和愛琴海諸島的希臘城邦，它們的經濟和

文化迅速恢復，更加繁榮。此後，希臘各城邦之間的交往比過去密切多了，文

化趨向融合，逐漸產生了統一的希臘國家的意識。雅典利用戰爭中贏得的領袖

地位，在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 443—前 429在位）領導下實行上邦政策，

雅典衛城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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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 5世紀下半葉的前半成為希臘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以平民為

骨幹的海軍在戰爭中立了大功，戰後又成了控制海上貿易的主力，因此平民的

政治權力進一步擴大，雅典的自由民民主制度越發完善，文化中人文主義、愛

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因素高昂發展。以雅典為主要代表，希臘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

也便是所謂的“古典時期”。

雅典衛城建築群就是雅典這個黃金般的古典時期的紀念碑，它的全面繁榮

昌盛的見證。

衛城建築群是城邦的象徵，公元前 480年，波斯大軍一度攻佔雅典城，徹

底摧毀了衛城上的全部建築。驅逐了侵略者之後，雅典人立即著手把它恢復，

在勝利的豪氣與歡樂鼓勵之下，他們當然要把衛城建築群造得比原來的更宏偉

壯麗。公元前 447年著手恢復雅典娜神廟。後來，主要的工程在伯里克利當政

時期完成。伯里克利任命大雕刻家菲狄亞斯（Phidias）主持衛城的建設，建築

師是伊克提諾（Iktino）和卡里克拉特（Callicrat）。他們的任務是重新建設衛城，

而不是恢復。

除了稱為帕提農（Parthenon）的雅典娜神廟之外，衛城上的大型建築物還

衛城的復原圖（左為厄瑞克忒翁，右為帕提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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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門、勝利神廟和叫做厄瑞克忒翁（Erechtheion）的供奉幾位神祇的廟。起

意最早的是建造勝利神廟，公元前 449年就由卡里克拉特做了一個模型，不過

正式動工比較晚。慶祝勝利，慶祝關係到整個希臘國家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戰爭

的勝利，這是雅典衛城建築群的第一個主題。伯里克利給予衛城建築群的第二

個主題是歌頌和裝飾雅典，以加強雅典的上邦地位。他有意把雅典建設得與它

作為全希臘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相配稱，要壓過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

亞各城邦曾經有過的輝煌。他力爭把雅典保護神雅典娜奉為全希臘的大神，所

以不但要強化泛雅典娜節，更要使雅典娜聖地的壯麗勝過其他有全希臘意義的

神祇聖地，如奧林匹亞、德爾斐、薩摩斯、埃庇道魯斯等。伯里克利建設雅

典的第三個目的是繁榮經濟。雅典欣欣向榮的建設能吸引全希臘的人來朝聖和

參加狂歡節，雅典的店主、作坊主和工匠因此可以大大提高收入。土木工程也

能給各行各業的工匠以充分的就業機會。古羅馬傳記作家普盧塔克（Plutarchos，

約 46—約 120）在伯里克利的傳記裡寫道：進行浩大的衛城工程，“他的願望

和想法是自由民勞動者……應該分享一點公款，然而又不能讓他們不勞而獲，

因此他才大興土木”。在工程中，他規定使用奴隸的總數不得超過 40%。

大規模的建設也把全希臘的才俊之士吸引到了雅典。早在公元前 6世紀下

半葉波斯人入侵小亞細亞的時候，那裡富庶發達的城邦裡的哲學家、戲劇家、

藝術家、詩人紛紛逃來雅典。後來伯里克利當政時更有意網羅他們。他們帶來

從西北看厄瑞克忒翁



了水平很高的文化成就，雅典方得以突破城邦政體的地域局限，把全希臘的文

化薈萃於一堂，相互激發，達到光輝燦爛的新高度，而先進的人文主義文化因

素佔了主導地位。雅典衛城就是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文化和伯羅奔尼撒與意大利、

西西里的多立克文化交融的傑作。

繁榮的前提是伯里克利的政治改革建立了古代世界最徹底的自由民民主制度。

當時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當雅典人在獨裁者統治下的時候，他們在戰

爭中並不比任何鄰人強大，可是一旦擺脫了獨裁者的桎梏，他們就遠遠超過了

鄰人。這表明，當他們受著奴役的時候，就好像為主人做工的人們那樣，寧願

做一個膽小鬼，但他們被解放之後，每一個人就都盡心竭力為自己做事情了。”

（見《歷史》，第5卷，第78節）寫到雅典衛城，普盧塔克說：“大廈巍然聳立，

宏偉卓越，輪廓秀麗，無與倫比，因為匠師各盡其技，各逞其能，彼此競賽，

不甘落後。”

雅典這個本來並不起眼的小城，被一批雄偉的建築物裝點起來。普盧塔克說：

“伯里克利時代的建築物在短短的時間建成，經過悠久的歲月仍不失其價值，因

此更值得讚美。每一座建築物都是如此地美，使人覺得它們從太古時代就屹立

在這兒，但它們卻充滿著生命的歡欣，直至今日，仍有青春氣息，像是剛剛出

自斧鑿。”後人有一句話說：“假如你沒有見過雅典，你是一個笨蛋；假如你見

衛城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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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雅典而不欣喜若狂，你是一頭蠢驢；假如你自願離開雅典，你就是一匹駱駝！”

伯里克利執政時期，為建設和美化雅典花了大約 9600塔蘭同的錢，這些錢

大部來自提洛同盟的海軍經費。而同盟每年的歲款只有 460塔蘭同。有些雅典人，

特別是反對民主制度的貴族派，指責這樣的揮霍浪費。將要在公民大會上投票表

決之前，“伯里克利說：‘這些建築的費用不要列在你們的賬上，歸我個人支付

好了，竣工之後，刻上我的名字。’聽他這麼一說，不知是被他的偉大精神感動，

還是為了在偉大的工程上分享光榮，人們都一齊高喊：讓他隨意花錢吧……不必

節省費用了。”（見普盧塔克《伯里克利傳》）伯里克利雖然沒有在建築物上刻

下他的名字，但歷史刻下了，把他的名字永遠和雅典的建設、和衛城上無與倫

比的壯美建築群聯結在一起。同時還有菲狄亞斯、伊克提諾和卡里克拉特。

雅典衛城建築群的佈局沒有軸綫，不求對稱，建築物的位置和朝向由朝聖

路綫上的最佳景觀來設計。保護神雅典娜的廟帕提農是多立克式的，位於衛城

正中偏南，離南緣不遠，地基有一部分是人工填築起來的。它的正北是愛奧尼

亞式的厄瑞克忒翁廟，幾乎緊靠北緣。多立克式的山門當然造在衛城西端惟一

由勝利神廟向山下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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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南方望衛城，山下為劇場，山上為帕提農神廟



20 

的入口處。挨著山門南翼有一個向西凸出的陡崖，愛奧尼亞式的勝利神廟就造

在上面。幾座主要建築物都貼近邊緣，為的是照顧在山下的觀賞，因為衛城坐

落在城市的中央。（有一種說法：泛雅典娜大慶時遊行的隊伍在上山之前先要

環繞衛城走一圈，那麼山下的觀賞就更見重要了。）泛雅典娜節日大慶最後一

天早晨，參加朝聖的人在衛城西北方向的雅典中心廣場集合。隊伍繞到勝利神

廟的陡崖下，削壁面上掛著波希戰爭虜獲的戰利品，削壁上緣女兒牆上和廟的

檐壁上浮雕著打敗波斯侵略者的戰爭場面。那個決定雅典和整個希臘命運的勝

利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它激發雅典人對祖國和民主制度的熱愛，激發他們的英

雄主義，也向所有的希臘城邦炫耀雅典的強大。

繞過削壁，登上陡坡，仰視便是樸素的山門。進了山門，迎面見一尊 11

米高的雅典娜像，銅鑄而鍍金，手執長矛。它以垂直的形體與沿邊橫向展開的

建築群對比，成了構圖中心、視覺中心，使畫面統一。再向前走，真正統率

全局的是帕提農。它位置最高，體量最大，形式最簡潔，風格最莊重，裝飾

最華麗，色彩最鮮艷，四面一圈都是雄偉的柱廊。帕提農的統率作用使建築群

主次分明，形成了整體，同時也突出了衛城的主題：頌讚雅典。帕提農以西北

角斜對著朝聖隊伍，這是它最美的觀賞角度。繼續沿帕提農的北柱廊向東走，

左側是厄瑞克忒翁。它遠遠小於帕提農，但它並不局促，因為它以複雜的體形、

秀雅的愛奧尼亞風格、素雅的大理石本色、大面積的光牆，處處與帕提農形成

鮮明的對比，從而既襯托了帕提農，又顯示了自己。它以六尊 2.1米高的端重

典麗的少女雕像組成的柱廊迎接轉過來的朝聖者。隊伍走到帕提農東面，在露

天祭壇點火，舉行儀式，然後載歌載舞，狂歡終日。

在朝聖隊伍行進途中，衛城大幅度地變化著景色：建築物與雕刻交替；多

立克式藝術與愛奧尼亞式藝術交替；雕刻有獨立的銅像、有建築物上的大理石

浮雕和圓雕甚至雕像柱。浮雕有愛奧尼亞式重綫條的和多立克式重體積的；有

單幅也有長長的連續畫面。最精美絕倫的是帕提農東西兩個山花上的雕像群。

建築物也是風格、體形、色彩、大小、繁簡各個大不相同。景色的大幅度變

化又得力於非對稱的自由佈局。但每一幅畫面都有強有力的中心，所以景色多

變而並不散亂。衛城的豐富景色使它於嚴肅中有活潑，莊重中有輕快。

多立克和愛奧尼亞兩種建築與雕刻風格的並用，是古典盛期雅典作為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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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文化中心的新現象，在過去漫長的時期裡，愛奧尼亞柱式只流行於愛琴海諸

島和小亞細亞的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民主制城邦裡，多立克柱式則只流行於希

臘本土的伯羅奔尼撒、意大利和西西里純農業的貴族寡頭制城邦裡，互相並不

交流。波希戰爭的勝利，一方面促使希臘國家整體意識加強，一方面促使小亞

細亞的人才匯聚到雅典，文化眼界擴大，加上戰後雅典力求作為全希臘的政治、

宗教、文化、經濟中心，於是破格創新，這兩種文化的藩籬被突破，雅典衛

城建築群成了愛奧尼亞文化和多立克文化交融的象徵。兩種文化的交融不僅表

現在愛奧尼亞式建築和多立克式建築的並存上，而且滲透到了各座建築物之中。

衛城的山門，東西兩個立面都用多立克柱式，但門屋裡的 6棵柱子卻是愛奧尼

亞式的。帕提農的周圍柱廊是多立克式的，裝飾著體積感很強的單幅的高浮雕，

但西端一間財庫裡卻用了 4棵愛奧尼亞式柱子，而且它的柱廊內神堂牆壁外側

的檐壁是愛奧尼亞式的，不分格，刻著綫條韻律感很強的薄浮雕，畫面連續。

兩種柱式的交融更進一步深入到了柱式本身，例如：帕提農的多立克式柱子比

陽光下的厄瑞克忒翁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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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前同類柱子修長，這是向愛奧尼亞式的比例靠攏，而勝利神廟的愛奧尼亞

式柱子比它以前同類柱子粗壯，是靠攏多立克柱式。總的看來，愛奧尼亞式對

多立克式的滲透強過於多立克式對愛奧尼亞式的滲透。當時先進的愛奧尼亞文

化在與多立克文化交融中處於強勢。愛奧尼亞柱式比較柔和而早先的多立克柱

式太過於粗獷。由於兩種柱式的構成規則是相同的，因而這雙方的滲透和靠攏

更使它們能和諧地相處在同一座建築物和同一個建築群中。

衛城非對稱的自由佈局主要來自於民間的自然神聖地建築群傳統。馬克思

說：“希臘是泛神論的國土。它所有的風景都嵌入……和諧的畫框裡。……每

個地方都要求在它的環境裡有自己的神，每條河流都有它的水澤女神，每個小

樹林也有它的森林女神，希臘人的宗教就是這樣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1年，俄文版，卷 2，55頁）希臘的自然神是很人性化的，這些民

間自然神聖地不要求威嚴、不死拘一格，建築的佈局追求天然得體，與風景一

起“嵌入和諧的畫框裡”。這樣的聖地起初主要分佈在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

的民主城邦裡。相反，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臘城邦裡，神祇聖地脫胎於貴族寡

頭的城堡宮殿，並且一直沒有完全分離開來，以致建築群的佈局死守教條，一

座座廟宇朝著同一個方向，互相平行排列，不適應地形，也分不清主次。在希

臘本土上愛奧尼亞人居住區裡，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和奧林匹亞的宙斯神兩個聖

地建築群，佈局也都是隨宜活潑的。離雅典很近的德爾斐，那建築群與自然的

交融，與朝聖者行進過程的契合，已到了極為完美的程度。雅典衛城建築群，

繼承的便是愛奧尼亞傳統。波希戰爭後，領導雅典人取得勝利的政治家賽密斯

托克利斯（Themistocles，約公元前 528—約前 462）重建衛城，在被毀的古雅典

娜神廟之南填平地基動手建造神廟。泥古不化的貴族寡頭派強烈反對，他們要

求新廟必須造在寡頭專政時代的古廟舊址上，認為任何改變都會招致神譴的災難。

但是伯里克利不信邪，堅持創新，在剛建起來的新廟基礎上建造了帕提農，終

於使衛城建築群成為人類最完美的創造物之一。

新的雅典娜廟帕提農始建於公元前 447年，於公元前 438年竣工，公元前

431年完成雕刻。它的建築設計人是伊克提諾和卡里克拉特，雕刻由菲狄亞斯

和他的門人製作。它是衛城上的主題建築，是城邦保護神的廟宇，是戰勝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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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農神廟平面和立面

入侵者的紀念碑，是雅典作為全希臘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標誌。同時，

它又是提洛同盟的財庫，城邦的檔案館。

帕提農是一個長方形的廟宇，形體單純。中央由牆垣圍成的核心分隔成東

西兩部分，東部比較深，是聖堂，西部比較淺，近乎正方，是財庫和檔案館。

在這個核心的四周有一圈柱子形成圍廊。圍廊式是希臘本土廟宇最高貴的形制。

台基、牆垣、柱子、檐部、山花、屋瓦，全都是用質地最好的純白大理石做的。

山花和檐部安裝著大量的雕刻，並且著十分濃艷的紅、藍、金三種色彩。山花

頂上有青銅鍍金做的裝飾。

它是希臘本土上最大的廟宇， 極其恢弘壯偉。 基座上沿長 69.54 米， 寬

30.89米。正面有 8棵柱子，側面有 17棵。柱子高 10.48米。而一般的大型廟

宇包括奧林匹亞的宙斯廟，正面只用 6棵柱子，側面 13棵，柱高不過 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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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內部左右兩側和正面立著連排的柱子，它們分成上下兩層，尺度由此

大大縮小，把正中的雅典娜像襯托得格外高大。這神像據傳是費地本人的作品，

用象牙和黃金製作，在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發生了長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

前 431—前 404）之後，被拆掉填補枯竭的國家財政了。

根據希臘本土的傳統，帕提農採用多立克柱式。多立克柱式剛健雄壯而高

貴，非常適合於帕提農的主題要求。它的多立克式柱是這種柱式的代表作品，

比例和各部分的處理最成熟完美。

古典時代希臘藝術家審美力的精緻敏銳和工匠技術的高超嫻熟都在帕提農

帕提農多立克柱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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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式的比例和處理上充分表現了出來。每棵柱子的外廓都不是直的， 下粗上

細而且微微呈弧形。台基面也微微凸起，長邊的中點比兩端高出 11厘米，短

邊的中點比兩端高 7厘米。柱身和台基的這種處理使它們避免了僵硬而像富有

生命力的活的肌體。所有的柱子都略略向中央傾斜， 估計它們的中綫延長可

在高空 3.2公里處交匯於一點，帕提農因此看上去更顯得穩定、堅實、向心力

和整體感更強。由於位置不同，每棵柱子的斜率都不同，製作非常複雜困難，

但完成得極其精確。普盧塔克在《伯里克利傳》裡說，當時的工匠“力圖以精

湛之技藝征服頑石，而最驚人的是完成得其快無比”。真像希羅多德所說：雅

典人建立了徹底的自由民民主制度之後，“每一個人都盡心竭力地為自己做事

情了”。

在帕提農之前，伊克提諾曾經嘗試過把愛奧尼亞柱式融入多立克柱式，但

那座建築早已毀了，帕提農則是他融合兩種柱式的最成功的作品。它正面用 8

棵柱子，在多立克式廟宇裡沒有先例，而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式廟宇中則有過。

它在財庫裡立了 4棵標準的愛奧尼亞式柱子，細了一些，減輕了室內的擁擠。

帕提農的柱子比過去的都修長一點，開間都寬一點，這就向愛奧尼亞式的靠近

了一點，因此在多立克的雄偉剛毅之中又透出了愛奧尼亞式的優雅柔和。多立

帕提農壠間壁多立克式浮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