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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达的游览路线

北宫的科林斯柱顶

游客可从东侧经90号公路后乘坐缆车或沿蛇行路到达马萨
达，也可从西侧经通往阿拉德的道路及斜坡路到达马萨达。
以下游览路线的起点是上端缆车站和蛇行路的顶端。我们建
议从西边上山的游客从教堂附近的山阴面开始游览（24）。

采石场 （2）—该采石场位于道路左侧，在希律王时期为马

萨达提供坚硬耐用的白云石用以修建房屋。由于毗邻叙利亚
的非洲裂谷，马萨达高原由大量的裂隙岩体构成，使得采石
更加方便。后来，采石场变成了一条干涸的护城河，用于保
护北部建筑群的入口。
希律王的大型建筑工程需要大量的石料，这些石料来自现场
取材和从蓄水池采石。显然，柱顶等建筑部件在送到建筑工
地之前已完成制作。在这些和其他部件上刻有希伯来文的标
记，证明着制造石匠的籍贯。
在采石场附近，一座宏伟的住宅坐落于道路的右边（3）。
该宅院位于北部建筑群的入口处，说明这是马萨达司令官的
住宅。该住宅由一个中庭及环绕四周的房间构成，其中部分
房间饰有彩色的壁画，后来这里成为了起义军家属的房屋。
走出宅院，向右转后一直走到北部建筑群的主入口。该区域
包括仓库、行政中心、浴室和北宫，只有希律王的亲信才能
够进入该区域。
穿过右边的入口是一座庭院，在那里可以欣赏到死海和摩押
山的壮丽景色。庭院的东侧有一座大厅，大厅似乎是用于接
待马萨达访客的，原先由灰泥浮雕装饰。北部建筑群的模型
位于庭院的中央位置。
司令部总部（4）位于入口的左边。在那里，几间用壁画装
饰的房间是办公室，监视货物装卸并检查到达北部建筑群的
访客。
和古代的其他地方一样，马萨达的主要建筑都有壁画装饰。
这些壁画都由石膏画成。作画时，石膏还是湿的。随着石膏
慢慢变干，鲜亮的色彩便融入其中。大多数的图案为几何图
形或大理石仿制品，设计中还有一些植物图案。很明显，希
律王时期的艺术家没有使用象形图案。

向左走就来到了仓库（5）。在这里，走廊包围着29间长型
房间。希律王修建这一区域是为了储藏食物、液体和武器。
约瑟夫这样描述这里：

“这里储藏着大量的玉米，足够几年食用。除了各种豆子和
枣以外，这里还有大量的酒和油。” （约瑟夫·弗拉维斯，《犹太之
战》，第7章第296页)

在其中一间仓库的灰泥地板上发现了三个坑，证明这里曾储
藏液体。据约瑟夫称在起义军占领堡垒时发现了保存良好的
食物储备，他认为这得益于马萨达干旱的气候。“虽然从储备

日期到罗马军队攻占这里已过去了一个世纪。” （约瑟夫·弗拉维
斯，《犹太之战》，第7章第297页)

仓库的储备物展现了希律王绝佳的品味。仓库的物品中有很
多储藏容器，在数量上非常罕见，这些容器上有墨水刻文。
有的讲述了公元前19世纪，一位名叫卢瑟斯·拉纽斯的供应商
从意大利南部向朱迪亚王国的希律王运送双耳酒罐。
据约瑟夫记载，希律王有一位专门的酒仆。马萨达的美味佳
肴中有一种来自西班牙南部的鱼酱，名叫garum。在一个容
器的残留物中发现了这种酱中的鱼骨。 宴会结束时，希律王
会享用来自意大利库迈的苹果或苹果酒。
穿过仓库，一段台阶通向北宫。这些台阶的旁边依稀可见原
来的石阶。庞大灰泥墙从南边包围了北宫。从这里可继续前
往宫殿的上台。
北宫观察点

壁龛塔（13a,13b）
这两座塔既饲养着鸽子又发挥着瞭望和守卫功能。希律时
期，在修建围墙之前就修建了这两座塔。只有通过梯子才能
登上这两座塔。墙上的壁龛是鸽子的窝。当时，鸽子被作为
食物，鸽子的粪便被用作肥料。拜占庭时期的人们曾使用南
塔。

折回几步，向左转就看到了保卫室。保卫室的墙有灰泥粉
饰，墙边设有条凳。

蛇行路入口 （1）—从上端缆车站有桥通向蛇行路入口。向
右走，有台阶通向一个古代蓄水池，从那里可到达蛇行路的
顶端。
门房的墙上涂有灰泥（模制灰泥）。沿墙放着古时的长凳，
是当时为守城的战士和等候进城的人们准备的。脚下的石板
路是为了防止送货上山的骡子踏坏地面。请注意黑线显示的
是原始遗迹的高度。
门口通向两个山阴区的道路边上放置有马萨达的地形图和游
客路线图。从那里向左转有一条通向北部建筑群的道路。

一件稀有的挖掘物是第十军团一位骑兵的工资记录。根据记
录，这位士兵名叫盖伊斯·麦休斯，他出生于贝鲁特的殖民
地，每年获得三次薪水，薪水中不包括衣服、设备和食物的
开销。

穿过开阔的场地就到了管理楼（10）。管理楼坐落于储藏室
附近，这样的位置说明管理楼可能是供希律时期的记账员使
用的。在起义期间，一些起义军家属居住在这座楼里。他们
在这里的中院修建了一个仪式浴室。征服马萨达之后，罗马
士兵驻军曾短暂居住于此。

北宫 ( 6 ) — 这座由希律王修建的宫殿高大雄伟、造型奇

特， 是马萨达建筑的瑰宝。北宫高30米，建于三个石台上，
由大型的拥壁支撑。北宫融合了希腊和罗马风格的建筑元
素。这座宫殿用于接待高级别的客人并为国王提供静养处
所。希律王与家人住在第三层，上两层用于接待。

上台（6a）— 这里依然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希律风格，建筑包
括国王的私人寝室及一个瞭望露台，从一个半圆的露台上可
以清晰地看到罗马包围系统和北向的古路。这座露台的周围
曾有很多圆柱。
北宫位于峭壁的北端，地势险要人迹罕至。这样
的地理位置除了带来战略优势以外，还可以让马
萨达居民在此享受阵阵清风。在此处，您可以向
下观赏北宫的下面两层。通过宫殿西侧的一段台
阶，您可到达下面两层的遗址。这段台阶曾在地
震中被毁坏。

一条路环绕着蓄水池和一个古老的储物洞。在储物洞里发现
了许多希律时代的储物罐残骸。经过一座桥的左支桥即可到
达北宫观察点（11）。北宫观察点里有一个介绍马萨达水利
系统的互动模型。在这里可以观赏北宫、水利系统、通往山
上的路以及三个罗马包围营和包围墙。向北眺望，您可看到
泽艾利姆（Ze’elim）干河谷和恩戈地。

拜占庭教堂 ( 24 ) 一 位于拜占庭寺院中心的教堂保存完好。
穿过装饰有白色马赛克的门厅继续向中殿走。房间原先铺设

周围的房间，庭院中有一个蓄水池。起义军将这座建筑改造
成了居室，并修建了一个小型的仪式性浴池。

水利系统—马萨达干燥的地理位置需要持久的供水。希律人
建造的水利系统令人赞叹。水利系统包括一个堤坝，堤坝将
水从水道分流入12个蓄水池，水流分成两层，通过水道水
流入陡峭的山坡。石膏蓄水池可容纳40,000立方米的水。之
后，希律人用驮畜将水背到山上的蓄水池中。

注意：有意参观高原南部区域（27-32）的游客请向南转。

小宫殿（20b） 一 小宫殿靠近路的延伸线，宫殿包括中央庭
院及其周围的房间。这里也发现了大起义时期的遗迹。

请从蓄水池和仪式浴室绕回来，犹太会堂（12）走去。
您也可绕过保卫室前往管理楼的南部。在那里，您可登上一
座塔楼（25）以观赏高原及其周围的广阔景色。在希律时
期，这座塔楼是守卫的瞭望塔。

沿着这条路向东，可到达炮塔墙和几座大起义时期的建筑。

蓄水池

起义军住所（21） 一 大起义时期，人们将环绕围墙内面的

北

拜占庭教堂的马赛克地板
南部蓄水池

东部观察点

折回几步走出北宫的上台，通过一段台阶就来到
了中台（6b）。一路上，您将经过一个蓄水池
和一个石膏的浴池。您还将看到一段原始台阶的
起点，这段台阶连接北宫的上台和中台。宫殿中
间一层的中央有一座用于宴会和接待的圆形大
厅。大厅周围的柱子如今只剩柱基。通往宫殿下
台（6c）的台阶仍然是当时保留下来的。这一层
也用于宴会和接待，由一个大厅和周围的柱子组
成。支撑南墙的涂漆壁柱柱顶是科林斯式的。中
央大厅的外墙由石膏制成，涂有灰泥；内墙有壁
画装饰，镶刻有人造大理石板及几何图案。
大厅的东面有一段下行台阶，可通往一间小浴
室，这间浴室包括温水浴间、冷水室和热水室。
在这里发现的东西证实了马萨达最后一夜所发生
的事情——三个起义军士兵的遗骨、凉鞋和衣物
的残留部分、箭、大量的铁甲碎片。在所有的这
些物品当中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个女人的发辫，这
条发辫保存完好。

拜占庭教堂的墙
着马赛克地板。墙上装饰着图案，图案由插在石膏中的陶器
碎片制成。房间的半圆壁龛维持了原有的高度。教堂的庭院
发现了窗户玻璃。地板上有一个洞，可能是地窖或圣盒。这
个洞位于圣坛的下面，圣坛原先被一个装饰着图案的大理石
高坛隔着。教堂的屋顶铺着黏土瓦，大量的瓦片在挖掘时被
发现。灰泥石沟从教堂屋顶延伸出来与外墙相连。教堂西边
的房间有植物图案设计的马赛克以及围绕着水果和圣餐篮的
圆形装饰。教堂庭院由一座矮石墙圈围起来，那里发现了很
多农垦设备。

西宫
西门

拜占庭教堂

蛇行路入口

坡道路

犹太教堂

大浴室（7）— 浴室是罗马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穿过圆柱包围的庭院就来到了罗马风格的浴
室。庭院中有浴室的模型，展示了浴室的原始面
貌和功能。更衣室（apoditerium）的地板及墙上
的壁画风格独特。在起义期间，这间房子中设有
圆鼓石制成的长凳和浸浴池。

通过一个在墙上开出的门，游人就可以离开热水
室，并经过浴室锅炉。墙上的门专为游人而设。
继续向右行，穿过仓库的走廊就走向了抓阄地点 。

探寻抓阄遗址（8）—

这里发现了成百上千的陶
片（陶器碎片上的刻文）。有一组陶片包含了很
多姓名，例如“本·雅尔”，弯刀党（Sicarli）司令
官的名字。伊戈尔·亚丁认为这一组陶片与约瑟夫
所叙述的起义军最后一夜的抓阄有关。其他学者
则认为这些陶片与起义军社区的管理有关。
从这里继续前行至西入口区域，西入口是马萨达高原的的中
心连接点。从西边上来的游客可以通过水门（9）前行到达
马萨达。

浴室屋顶观察点（9）— 从南边的浴室屋顶可以很好地观察
南边及仓库未挖掘的区域。那里的墙体已倾斜，这似乎是由
于公元4世纪的地震造成的。马萨达的大部分破坏都是由这
场地震造成的。

水门（9）— 马萨达西北坡的蓄水池上行路延伸出一条路，
从这条路可以到达水门。一条管道将水从水门送到山上的蓄
水池中。

收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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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的南边是“兵营”（26），这是在希律时期修建的供士兵
居住的营房。后来这座营房为起义军所用，这座房子一直使
用到了拜占庭时期。

犹太会堂（12）— 这座建筑建于希律时期，似乎原来是一座
马厩。在大起义时期，这里被改造成了犹太会堂，会堂中设
置了成排的条凳，会堂的后面还修建了一间独立的房间。后
边房间地板上挖的两个坑中发现了圣经卷轴，说明这可能是
储藏经文的文件储藏室。所发现的卷轴残片记载了《以西结
书》的“山谷中的枯骨”。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牧师什一税”字
样的刻文。这是目前仅存的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会堂之一，
大多数犹太教堂都在公元70年被摧毁。
犹太会堂的南边是“卷轴炮塔”。这里发现了大起义时期的一
组稀有物品，罗马军征服马萨达后将这些物品收集起来。这
些物品中引人注意的是大量的羊皮和纸草纸碎片。房间里还
发现了滚石和数百件弩炮炮弹。

希律时期的圆形壁龛塔前行。这座塔的下面几层是鸽舍，上
层是守卫塔。

拜占庭修道室 一 修道室位于高原南部、游泳池的东部，包含
两个房间。

游泳池（29）一 希律王用灰泥在马萨达修建了一个大型的游
泳池，池中有一串台阶通向池底。在这样干旱的地区修建体
积达550立方米的游泳池证明了希律王对沐浴文化的重视。

南部炮台墙及南大门 ( 31 )

此，人们在这个要塞修建了一座城堡，从这座堡垒可以监视
从南边通向马萨达的道路。在这里可以观赏到马萨达干河
谷、死海、包围墙和包围营的壮观景象。在南边峭壁上的H
营可以看到高原的顶部。

南部蓄水池（28）一 这里证明了大量的物资和技术投入到了
马萨达蓄水池的建设中。64级台阶通向这个大水池，水池的
墙体覆盖了多层灰泥。台阶左边的墙上刻有一段文字，提到
一群年轻人曾于1941年来到这里。

转向左边的炮塔墙部分，这部分包括一个铺着石砖的门，大
门通向一个大型蓄水池和南边峭壁上的洞。旁边是一座塔楼
和原始炮塔。炮塔中有一个仪式性浴室（32）、谷仓和泥灶。
从塔顶可以看到马萨达干河谷、死海和摩押山的壮观景色。

鞣皮工塔楼（16）一 西宫西侧的塔楼一层发现了鞣制皮革的

继续向北走您就会来到几座由起义军修建的简陋居室（21）
和通向蛇行路入口 ( 1 )的道路。

西宫（17）一 西宫修建于希律王统治时期，面积3700平方

高尚的同胞们，许久之前，我们已下定决心，不做奴仆（内
容不全）

工业设备。

高原地图

圆形壁龛塔（27）一 离开小宫殿（20b）南边的路，向建于

拜占庭式西门（15）：拜占庭时期，在坡道到山顶之间的通
如果想参观蓄水池，您可通过这座拜占庭门离开，从坡道通
道向西走约75米，在起点处右转走上有路标的道路。从这条
道路到蓄水池门口大约有500米的距离。

高原地图

从这里经过蛇行路入口一直通向旗杆旁的出口。

南部堡垒 ( 30 ) 一 通过南部的峭壁可到达马萨达遗址。为

道上端矗立着一座由石头装饰而成的大门。这座大门至今仍
作为入口使用。

北宫

沿着炮塔墙继续向前走，在路的左边，您将看到一个拜占庭
修道洞穴（23）。这个拜占庭修道洞穴位于一个看似曾经是
石场的凹地中。工作日时，僧侣将自己隔离于这样的小房间
或洞穴中，周末时他们聚在一起进餐或在教堂祷告。

罗马包围坡道上的围墙在进攻时遭到了破
坏，已不复存在。在公元73或74年，希伯来尼桑月的春天，
罗马军队建造了一个可以俯瞰围墙并轰炸墙内区域的活动塔
架，挖掘中所发现的弩炮炮弹和箭头证明了这种说法。起义
军投石来防御罗马军。罗马军在摧毁围墙之后，烧掉了一座
由木头和泥土砌成的墙，这座墙是起义军为了抵挡罗马军而
修建的。包围也以此画上了句号。从修复过的塔，您可以看
到包围墙和马萨达基地的罗马营地，其中包括F营地和包围
司令官的营地。

溃城点（14）一

返回宫殿上层。

来到温水浴间（ tepidarium ），您会看到保存完
整的壁画。右边是冷水室（ fridgeda ），冷水室
是一个台阶式浴池。继续前行，穿过一个拱门就
来到了热水室。热水室共有两层地板，被称为
hypocaust ( 古罗马的火炕式供暖系统 )。上层地
板建于砖和石柱之上。热气在地板下流动，通过
陶土管道在墙内流通。在热水室的一角，一部分
地板和墙得到了修复。附近有一个浴室，热水通
过管道流入。原先，这个房间由壁画和灰泥浮雕
装饰，有一个宽大的拱形顶。

这一大群简陋建筑当作起居室。这里发现的手工品遗物透露
出大起义时期的日常生活点滴，其中包括纺织品、工具和编
篮、陶器和玻璃容器以及骨制器皿。这里还发现了皮革制
品、石头和金属制品、硬币、珠宝和食物材料。最惹人注意
的发现要数希伯来文和阿拉姆文的遗存物，这些罕见文字材
料可帮助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就来到了东观察点。行动不便人士也可以
来到这一区域。沿着这条路向北走，走向山脚的东部 蓄水池
（22）。蓄水池储蓄了北半边高原的水。从其灰泥的构成来
看水池可能早在哈斯摩宁时期就建成了。接口在蛇行路入口
的灰泥水道将水引入这个蓄水池。蓄水池在拜占庭时期得到
修复并灰泥重新投入使用。

居住区包括四间房屋和一个中央大厅。屋中铺有
几何图案的马赛克砖，墙壁上有壁画装饰。经修
复的北宫模型在中央大厅展出。
西南房间还保留着黑白相间的马赛克。在庭院中
的大浴室也可以见到类似的设计。意大利已经发
现了类似的风格，说明当时希律人既从意大利邀
请了壁画艺术家，也邀请了马赛克工匠。

东入口的展览

米，是马萨达最大的建筑。西宫以一个开放的庭院为中心修
建，庭院包括居住区、保卫室、接待室和一组浴室。入口的
右边是宫殿重建后的模型。进入宫殿后，您将看到由灰泥浮
雕装饰的条凳。在穿过狭长的庭院时请您留意庭院东边的水
道。您将通过两个门厅，门厅的条凳连接着一个由灰泥砌成
的中央庭院。您将在在这个庭院中看到大宫殿核心建筑的模
型。在西宫的这部分建筑中有一间王座屋，因为在地板上发
现了四个凹陷，这四个凹陷可能是宝座放置的地方。
走上庭院北边的台阶，您可以观赏下方的浴室，这些浴室由
马赛克和灰泥粉饰。附近的接待室有着华丽的彩石马赛克。
走下楼梯，您将看到左边有一间房间，里面有两个浴缸和一
个蓄水池。现在，请您朝着公共浸浴池的方向走。
犹太会堂

行动不便的游客及其助手请从庭院东边的门进入以观赏宫核
心带的马赛克。通过庭院西边的一个通道口继续前行，您会
看到起义时期的一个大型烹饪用的炉子。在储藏室的尽头向
左转，请您朝着公共浸浴池的方向走。

公共浸浴池 ( 18 ) 一 这座台阶式浴池修建于大起义时期。宽
宽的楼梯可使几个人同时进入浴池。台阶的附近发现了一个
更衣室，更衣室墙壁上的凹入处可放置衣服。

小宫殿一 希律王为他的客人们修建了三个小宫殿。这些小宫
殿后来被起义军使用。

小宫殿 ( 19 ) 一 小宫殿坐落于通向南边通道的延伸线上，似
乎一直都未修缮完毕，周围的居住建筑建于大起义时期。旁
边是一个公共大厅，大厅的墙边有条凳，中间是一个组合桌
( 挖掘者将这一结构称为 “Beit Midrash”— 经书书房）。

小宫殿（20a）小宫殿位于水池的东边，包含中央庭院及其

进口的双耳罐
摘自展览“马萨达记” ，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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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使用的石制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