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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明发源之地并在每个阶段作证的安纳托利
亚地理是汇聚赫梯、加拉提、罗马、拜占
庭、塞尔柱和奥斯曼等根深蒂固古文明之
地。
大约4000年前建立国家第一个统一安纳托利
亚变成王国并在史上和安纳托利亚在各个
领域列举第一的国家是赫梯王国；经考古发
现的各种文物启蒙世界文明史和人类记忆之
际、仍然保留着神秘建立于岩石上的宏伟壮
观首都哈图萨斯。哈图萨斯人自称千神之
都。
作为拥有和平与兄弟的这一块大地的现代得主我们的重大职责是了解和介绍文明。
形成国家第一个礼仪规范，赋予妇女参政、除国王之外拥有咨询议会的管理系统、整理包括同
性恋者和奴隶民事法法律制度和第一个应用赔偿；军规和第一军衔制；反映宗教信仰的岩石
浮雕寺庙和神话中的神；持续几天的佳节庆祝；撰写于粘土片的楔形文字和图片象形文字；
特殊的岩石和土砖建筑；令人惊讶的地道、神秘的金字塔；获胜史上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卡叠什战争的战术与记载书面历史的第一个王国赫梯王国而我们期待与盼望作为富饶赫梯王
国文明的继承人向全世界各民族解释和介绍充满神秘的历史的赫梯文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2001年列入“世界人类记忆列表”的古
城哈图萨斯似乎通过考古发现的史上第一个书面和平协议“卡叠什和平协议”从历史深渊呼
唤世界各民族友好与和平。

我们作为这王国和文明的继承人向您介绍在安纳托利亚地理上列举各种第一并给我们留下丰
富文明赫梯王国和平与宽容的千神之都哈图萨斯。

Turan SOĞUKOLUK
（音译：杜朗•索固阔鲁克）

Boğazkale （音译：博阿兹卡莱）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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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赫梯人概述   
 在哈图萨斯未获得考古发现之前；在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碑文和神经与妥拉圣书
中以不同的名称讲述该民族和拥有的先进文明，但并未获得任何文件。这失落文明的遗
迹是在1834年被法国旅行家Charles Texier （音译：查尔斯•特西耶）对安纳托利亚进
行的旅行期间发现Yazılıkaya（音译：亚兹勒卡亚）露天寺庙和哈图萨斯古城遗址。后来
进行的考古中发现该地就是失落文明赫梯首都哈图萨斯。

 赫梯人在自己的记载中自称”Nesili” - “Neşalı”之际，因在旧妥拉圣书讲述该
民族而开始使用赫梯名称。

赫梯人在公元前2000年从北方向安纳托利亚迁移，首先以城邦国出现于历史舞台。又是
一座赫梯城邦国Kaniş （音译：卡尼什）/Kültepe （音译：居勒特佩）（Kayseri音译：
凯赛梨市附近）国王Anitta（音译：阿尼塔）经长期包围之后占领哈图萨斯。但未找到
欲望的战利品而开始纵火焚烧城市并为破坏农业而种草本植物的种子。甚至还撰写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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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他的亲孙子Hattuşili（音译：哈图西里）建立赫梯王国而把哈图萨斯作
为首都。哈图萨斯450年作为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的首都。（公元前1650-
公元前1200）
赫梯人在公元前1200年最强壮时期与当时强国埃及王国奋斗激烈一段时间之后尚未知悉
原因放弃首都哈图萨斯而向南部迁移并推出历史舞台。随后，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
利亚北部建立君主国一段时间维持生存的赫梯人留下了仍然维持神秘的文明。

有狮身人面像的照片（1907）

“从此以后谁重建哈图萨斯，风神惩罚谁”。



66

银城哈图萨斯

哈图萨斯在赫梯语中具有银子含
义的Hattuş（音译：哈图什）起源
的。赫梯粘土片以银城称呼哈图萨
斯。

哈图萨斯地理位置是在位于
Kızılırmak（音译：红河）河道的
中间。该城市离乔陆姆城中心87公
里、离安卡拉200公里、离萨姆松
250公里、离凯赛梨220公里、离尤
兹加特36公里、离卡帕多琪亚240
公里远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赫梯人的千神
之都哈图萨斯在1986年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
年把数千只粘土片的赫梯粘土片档
案列入世界人类记忆列表 。

哈图萨斯的第一个居住延伸到公元
前5500年。在铜石并用时代开始的
定居不断连续延伸到今日。赫梯人
度过最辉煌时期的哈图萨斯随后被
弗里吉亚、加拉提、罗马、拜占
庭、塞尔柱、奥斯曼和共和国时期
以城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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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图萨斯为何重要？

“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第一组织的国家的赫梯人，同时在行政、政治、文化、建筑和战术方面
进行不少改革来改变了历史进程。推测从北高加索来到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与安纳托利亚原
居民哈提人皆为融合统治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谷地的一个庞大的王国。在这块庞大地
理上获得政治统一的赫梯人在科学、艺术、文化、建筑和社会生活进行的革新建立了先进的
制度。 以发展的高度文明数世纪统治了称之为旧世界的这块土地。
第一次在铜石并用时（公元前5500-6000年）以定居使用的哈图萨斯作为赫梯王国首都（公
元前1650-1200）度过了最辉煌时期。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建立于岩石上的哈图萨斯作为安纳
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理的赫梯王国以宗教、政治和行政首都统治旧世界的一座城市。在
考古中挖掘发现并继续挖掘出的数千只粘土片档案、建筑作品和不朽的建筑继续重写历史。

哈图撒的重建

III.哈图萨的历史背景

哈图萨（博阿兹柯伊）

赫梯帝国时期公元前 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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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战争

今日位于叙利亚以南而当时Mitanni（音译：密坦尼）王国东道的地理是爆发第一次世界
战争之地。

位于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三角汇聚的这个地区经常发生冲突的地区。密坦
尼王国隶属赫梯人并向赫梯王国赋税。这个情况经常被亚述和埃及王国以煽动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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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支持来鼓励他们独立。使对手微弱的这个举动导致爆发第一次世界战争。在赫梯王国
和安纳托利亚与北美索不达米亚隶属赫梯人的大国和小国与埃及王国和南美索不达米亚的
国家间爆发并以“卡叠什战争”记载于历史的第一次世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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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城市“哈图萨斯”-第一份书面和平协议-卡叠什
（公元前1269）

两个组织的国家间以书面达成的和平协议是出现于哈图萨斯。旧世界的两个
强国赫梯王国与埃及王国在Asi（音译：阿西）河岸卡叠什城附近赫梯国王
II.Muvatalli （音译：穆塔瓦利）二世与埃及法老 ll. Ramses（音译：拉
莫西斯）二世爆发卡叠什战争（公元前1274）15年之后签署了第一份书面的
卡叠什和平协议、该协议是一种友好，兄弟与互不侵犯协议。该协议的有关
两只粘土片展览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该协议全文复印件以和平象征展
览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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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排水系统和大寺庙

以拥有的系统和庞大建筑大寺庙是赫梯人和首都哈图萨斯最神圣之地。大约3500年前建
立的该建筑综合体显示运用不少第一的一座建筑。

国王以主教名义指挥宗教仪式的该庞大建筑系统内有大街小巷。在入口处以特殊典礼、
物质和精神净化入境的寺庙领域拥有在史上布置第一个排水系统，地下饮用水系统、粮
食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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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废水管道的时刻。

使用泥土烧成的废水管道收集从房屋里排放出

来的废水，并连接到街道下的下水道，干净的

水则是由中央水池提供。



14狮子们与后面的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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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之门 

狮子之门是城市上游西南部南城墙两扇宏伟壮观
门之一。如哈图萨斯其他大城门一样这座门主要
门房两边有长达15x10米四方形两座高塔。

大石块形成的门槛有一扇内门和一扇外门通道。
这些通道使用外部以铜板覆盖的木门关闭。
因在外门槛雕刻两座狮子雕像（头、胸和前脚）
取名为狮子之门。在前亚洲狮子是为维护和装饰
使用于门的一种雕像、同时代表势力的象征。在
哈图萨斯在各寺庙入口处和王宫大门都使用了狮
子雕像。

如咆哮张嘴，舌头在外和眼睛在恐吓一样看待的
狮子给人一种宏伟壮观的表情。

狮子们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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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门西侧楼梯与金字塔结构的修复阶段 地门东侧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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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的第一座和最古老的金字塔

城市南端的Yerkapı（音译：耶尔卡普）把哈图萨斯的壮丽英语摆在眼前。也称之为三角形
城墙，长达250米，80米宽和35米高的该建筑墙面使用石灰石掩盖的一座门。以金字塔形状
建造的建筑显示受埃及影响。该建筑是在安纳托利亚建造的第一座金字塔而言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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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通道“地道”

位于城市上游最高的Yerkapı（耶尔卡普）和 Sfenks 斯芬克
斯之门（狮身人面[鹰头，羊头] 雕像）的综合体建筑系统中
间长达71米并完全使用石块建造的通道同时入城门之一。大
约3500年前建造的并还存在的这座神秘通道在赫梯王国时期
为各种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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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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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enks斯芬克斯之门

位于在哈图萨斯最高处 Yerkapı（耶尔卡普）最顶点而在中部代表另外一
世界保护符号的由4座Sfenks（斯芬克斯）保护的神秘之门。以狮身人面[
鹰翅，羊头] 描述的4座Sfenks（斯芬克斯），其中2座在入城，2座是在城
外。据说；如狮子般的强壮、如老鹰般自由和人一样的聪明。这些是安纳托
利亚第一座Sfenks（斯芬克斯）雕像。

在1906年进行的考古中挖掘出的4座Sfenks（斯芬克斯）门中2座保留到今
天。在1907年以复原为目的被考古队运往德国的哈图萨斯Sfenks（斯芬克
斯）之一在1924年归还之后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览。因各种原因分开
的哈图萨斯Sfenks（斯芬克斯）经过长期努力之后从德国收回而在2011年重
新汇聚并布置于哈图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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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之门

 位于在大城堡东部的这座门是在西
部狮子之门一模一样。在这座门也有两座
门塔，其中有两个尖拱形闸门通道。国王
之门大小和设计图与狮子之门一模一样。

 在这里门塔大约高达10x15米。在
底层有3.25门宽、尖拱形闸门通道高达5
米，使用两扇大木门关闭。

 前城墙边达到门前的通道对外部分
建造了门塔形墙壁。守卫从两边可以卡住
进攻的敌人。

 国王之门的浮雕不是在门外而在向
城市面部分部署。使用浮雕的人物中描述
携带武器的一名战士。战士的身高从头盔
到脚底为2.25米。

 战士穿着华丽装饰的短裙。在宽腰
带手柄像月亮形状、挂着尖端向上的短
剑。手中持壮观的斧头。斧头向后、颈部
有刺状突起。战士头有一个戴头盔的盔。
长长的头发垂在肩上。头盔尖开始的绑带
下降到肘部。头盔前有一只牛角。头盔是
神的象征、因此浮雕被视为描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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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室-通向死
后之门

在王宫所在的大城堡南部
有邪教功能和象形文字中
写道通向死后之门的2号
象 形 文 字 室 。 赫 梯 国 王
ll. Şuppiluliuma（音译：
舒皮鲁柳玛）二世建造的
室墙上碑文讲述；国王的
执政和该室功能。在该室
最深之处以手持势力拐杖
描述太阳神。碑文对面有
ll. Şuppiluliuma（舒皮鲁
柳玛）二世的浮雕。延伸到
室底下的水道仍然保留着神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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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梯人的王宫

 赫梯国王今天称之为大城堡的岩石上建立而控制整个谷地王宫统治国家。王宫有
长达250米、140米宽的领域 35.000 平方米一座建筑系统。在王宫有国王和王后宝座、
生活间、接待室、邪教室、厨房、粮食库、档案室、内庭院、为宗教事务和行政使用的
许多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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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王室卫队

 赫梯王宫附近部署为保护国王并听从国王命令的特种部队。“金标枪”称呼的特
种部队的另一个名称是“Neşadi” 部队。接受特种培训和装备齐全部队与国王一起动身，
他们是为维护国王和家属选出的特别战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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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zılıkaya（亚兹勒卡亚）露天寺庙以建筑特殊在世界上第一个已知的例子。建造
于大自然和岩石间特殊的露天寺庙有2部分形成。

 千神之城哈图萨斯描述90多个神同时官方仪式的石雕可以称之为 “神群图像”。 
在寺庙的A部分为举行世俗事务和庆祝佳节活动，寺庙的B部分为死后的生活和有关的仪
式使用。象征着底下动物的2个传奇恶魔保护该房间的入口。

第一座露天寺庙YAZILIKAYA（音译：亚兹勒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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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佳节仪式的A房间有赫梯
人最大神风神Teşup （音译： 太熟
普）和妻子Hepat （音译：黑帕特）
、1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图像。令人
值得注意是大神绘画在两个神上。
这样阐述了神中之神的大神。在A房
间绘画左边男神、右边女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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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房间最宏伟壮观浮雕是
建造Yazılıkaya（亚兹勒
卡亚）露天寺庙的IV. 
Tuthaliya（音译：图特
哈里亚）四世浮雕。图特
哈里亚以在山上穿着神服
描述自己之际、在旁边的
碑文上写道；他为父亲建
造了这座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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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生活的B房间有公正与战神Nergal（音译：尼尔加勒）、12
个月或地下神12位神和图特哈里亚四世的护卫神ªarruma （音
译：沙尔鲁玛）所在的3座主要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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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称之为剑神的尼尔加勒是最宏伟
的地下神。在B房间剑柄上绘画手脚如狮
子的图像。剑插入地面就显示统治底下。
 在官方仪式中描述12个月或12个地
下神的12个神图。
 IV. Tuthaliya（图特哈里亚）四
世图像描述他在另一个世界受最大的神
ªarruma（音译：沙尔鲁玛）保护。
 B房间岩石挖掘的3个空洞可能是放
祭品。赫梯人对死者运用了埋葬或焚烧方
式。有些人认为，空洞是焚烧死体后放骨
灰的岩石墓。
 在B房间内还有一只象形文字和从
未找到的一座浮雕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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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阿兹克依博物馆

在1996年为哈图萨斯考古发现的文物在当地展览
2011年重修的博阿兹克依博物馆等待游客参观。该
博物馆展览的以楔形文字碑文、陶瓷品、印章、金
属品、独一无二的花瓶和 Sfenks（斯芬克斯）之门
为首的许许多多的历史文物、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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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古老的城堡

 赫梯王国首都哈图萨斯是建立于76公
顷领域当时的最大一座城市。为安全建立于
岩石上的城市、长达7公里内外城堡围绕提高
了城市和国都安全。比著名的中国万里长城
早期建造的这些城堡以拥有的秘密通道、高
塔与宽阔而言当时最先进防御建筑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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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城门

 围绕哈图萨斯城市的城堡上又为
提高安全建造了华丽的门。这些门对来
访哈图萨斯的游客显示出城市的宏伟壮
观和美丽。因建造的特殊拥有象征性和
宗教性含义。狮子之门、大地之门、国
王之门和Sfenks（斯芬克斯）之门在哈
图萨斯值得一看的不朽的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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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密封”

 首都哈图萨斯城堡上建造的一个比一个壮丽城门实行
的老规矩痕迹延伸到今天。首都哈图萨斯的所有门每天晚上
关闭、通过印章来阻止出入。早晨开门的人看到印章被打破
就知道外人的入境。数十年来实行的传统以 “地方密封”
成语流传到今天，被当地居民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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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TA（阿尼塔）之咒文

 赫梯王国第一位国王l. Hattuşili（哈图西里）一世是把哈图萨斯焚烧摧毁并种草本
植物的种子的Anitta（阿尼塔）第二代孙子。“咒文” 100年之后重建城市并把名字改
为具有哈图萨斯人含义的哈图西里而奠基了赫梯王国的基础。（公元前1650）

 祖父Kaneş （音译：卡内什）国王阿尼塔撰写并在考古发现的 “咒文” 写
道；“ 一天晚上发动攻击占领城市，种草本植物的种子。从此以后谁重建哈图萨斯，风
神惩罚谁”。

阿尼塔碑文
哈图萨斯（博阿兹克依）
前赫梯时期（公元前第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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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里皮奴法是为停止王位斗争而国王逝世后确定谁继承的撰写的法规。为

防止在过去赫梯王国因王位斗争国家面临微弱和分裂风险撰写的这些规矩是历史

上第一个范例。

记载赫梯法典的陶碑

哈图撒 （博阿兹柯伊）

古赫梯时期公元前十六世纪

赫梯文

第一个王位继承制度“TELİPİNU（音译：特里皮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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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神之城哈图萨斯

 赫梯楔形文字碑文可常见 “千神城市哈图萨斯 ” 的表达。
 赫梯人是尊重宗教信仰和神话中的神的一个群体。首都哈图萨斯一座从宗教而言
讲究宽容的城市。赫梯人非常注意不得罪神、在战后尊重占领地的宗教并防止神的发怒
建造寺庙。
 在IV.Tuthaliya（图特哈里亚）四世时期所有神集中于哈图萨斯、在首都为神建
造寺庙来把哈图萨斯变成除行政之外的宗教和神圣的一个中心。他们通过这个方法在全
国获得了政治和宗教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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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梯佳节庆祝

 赫梯人和千神城哈图萨斯同时庆祝佳节和宗教仪式的一座城市。根据赫梯文字记载有30

多个佳节。这些佳节的日数大约188天。这些佳节中最重要的是在Yazılıkaya（亚兹勒卡亚）露天

寺庙庆祝的番红花和Purilliya（音译：普莉莉亚）春节。



515151

 按照日历每年在不同时期规律举行并需

要很长时间准备的庆祝佳节活动是为丰收，雨

水，动物增殖、国王势力增加、宗教净化使神

群满意的一种宗教仪式。在赫梯庆祝最大佳节

从哈图萨斯开始而逐渐的蔓延到全国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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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粮食库

 赫梯人面临灾害和恶劣悲剧获得必要的教训后学习

确保未来。在安纳托利亚发生旱灾之后面临严重粮食短缺

结果、他们从埃及王国要求进口大量小麦。为在旱灾时期

采取必要措施建造了地下仓库。使用石块以特种技术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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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造了仓库。赫梯人通过这个技术把小麦和其他五谷长年保存在仓库。经考古发现了

长年可应付数千人的粮食仓库。仓库发现了数吨小麦、大麦和燕麦等五谷。

位在布玉克卡亚谷物仓的石铺地板 大神殿里的食物陶罐和储藏室(1980年代)

在考古期间粮食库发现的已烧焦的谷物

（小麦和野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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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历史记载

赫梯人的最大楔形文字档案在哈图萨斯。迄今为止

进行的考古挖掘3万多只碑文和3千多印章。对在哈图萨斯

发现的碑文进行研究可明白、仔细写的碑文经拷红之后列

入档案室。在王宫历史记载的人被视为重要的人物。赫梯

国王中ll. Murşili（音译：慕尔西里）二世制定的规律和国

家大事的年鉴的记载历史上列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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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占卜的实例

献祭用铁钉

算命与魔法

 在哈图萨斯碑文档案常见算命碑文。从历史记载和神话故事中可明算命与魔术在
赫梯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以祭品送赫梯神的一只绵羊肝脏看算命碑文还在展览中。



5656



57

第一个军衔制

 军衔制是赫梯人遗产。每位神，国王和高官戴在头上的帽
子挂角形符号可确定其重要性和军衔。角形越多军衔越高。受到
赫梯人影响的埃及在国家也实行类似的系统。

“士兵誓文”陶碑

哈图撒 （博阿兹柯伊）

赫梯帝国时期公元前十三世纪

赫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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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爱神- İŞTAR（音译：伊西塔尔）

 在希腊神话中爱神、埃及的哈索尔等取名的爱神在数百年前以(伊西塔尔)爱神名
称出现于赫梯时期。拥有重要地位的伊西塔尔Yazılıkaya（亚兹勒卡亚）露天寺庙石雕以
带翅膀和一只腿裸露描述于神群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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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爱神İŞTAR（音译：伊西塔尔）

 旧世界文明因父系氏族而妇女低于男人。但是，改变这个观念的赫梯人让妇女在
社会和政治生活扮演有效的角色。讲述赫梯王后的书面文件已流传到今天。在赫梯妇女
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权利受到了赫梯法律的保障。赫梯妇女在管理和政治生活扮演有效
地角色。她们除司法之外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上拥有发言权。参加所有的官方和宗教仪式
并运用代表权。
  
 在赫梯法律中惩罚和被害不分男女、受平等的惩罚。妇女在生活各个领域扮演积
极角色。例如；书面记载中发现妇女作为医生’修女、农妇、音乐家等不少领域行业积
极承担职责。 
 
 在国家管理和国际协议产生效益除国王之外，还以”Tavananna”（塔王娜）身份
需要王后盖章。在赫梯神话中可多见其他文明未遇到的女神图像。亚兹勒卡亚露天寺庙
可多见很多女神浮雕。 
 
 书面文件记载在结婚中男女拥有平等产权，离婚时保障妇女生活（如赡养费）对
妇女而言首次实践的作法。

哈图撒赫梯皇后普杜希巴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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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房地产所有状
 在赫梯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王、国王提供使用土地。首次被赫梯人付诸实施的而
随后被不少文明使用的土地制度是在赫梯需要登记。在考古中发现了不少土地赠送文
件。这些文件显示出土地的位置，数量和使用期限并中间还需要盖章，这是一种土地所
有状是第一次出现于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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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浴缸

 对赫梯社会而言水是神圣的。以水净化和清洁是一种宗教任务。考古发现了赫梯
时期的数百只浴缸。几乎每户赫梯家庭都有使用粘土烧制的、有座位和排水的沟浴缸。
赫梯人生产的浴缸仍然在博阿兹克依博物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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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金属的民族

 在赫梯首都哈图萨斯发现的金属和金属加工器材就显示赫梯文明在这个领域的领
导和先进技术。他们发展了先进技术的器材、使用脚踏风箱来获得高温。在高温中融化
金属液倒模具制成金属器材。他们把金属品用在兵器和装饰品等不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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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梯神话

 赫梯人在地方邪教中心有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不少男神和女神。赫梯人在各种碑
文中都强调在Penteon （音译：潘特翁）有一千名神。但是，迄今为止进行的考古中楔
形文字碑文已发现600多神名字。赫梯人随着占领新领土增加神数目。其中有美索不达米
亚，Hatti （音译：哈提）, Hurri（音译：胡丽）, Luwi （音译：陆伟）和 Pala（音
译：帕拉）裔的男神与女神。讲述男神与女神的神话流传到今天。

哈提裔失踪的神TELİPİNU（音译：特里皮奴）

 赫梯神Telipinu（特里皮奴）不知原因生气哈提人民气而离去国家。特里皮奴气

的穿反鞋子、把右脚些穿左脚、左脚些穿右脚。这情况增加了特里皮奴的愤怒。愤怒的

神不返回而离去。神离开之后国家的丰收和丰盛及安宁逐渐地开始消失。农和畜牧业已

进入无法生存的地步、人不能怀孕、动物不能增殖、水源和森林都开始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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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梯人为脱离此危机开始寻找神特

里皮奴，送祭品和祈祷而仍然找不到特里

皮奴。赫梯人要求其他神协助。舍不得哈

提人民而愿意协助的太阳神任命老鹰寻找

特里皮奴。老鹰说；“从高山飘扬、进入

低谷越过蓝海，但未遇到神特里皮奴”而

空手而归。神特里皮奴失踪了。

 

 没有希望的地步神Hannahanna（音

译：翰娜翰娜）任命蜜蜂。蜜蜂找到了正

在睡觉中的特里皮奴并叮咬来叫醒。神特

里皮奴非常生气、但蜜蜂给蜂蜜之后平

息。蜜蜂说服特里皮奴回国之后全国生活

进入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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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车”HURRİ VE ŞERRİ” （音译：胡里与协里）

 在赫梯神话中被视为最大神 Teşup （音译：特署普）二轮车使用的双公牛名称为
胡里与协里。一头公牛代表善意、一头公牛代表邪恶这就显示大神统治善意与邪恶。传
说；12位神代表一年内的12个月份一样胡里与协里也代表白天与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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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玩具例子

 虽然玩具历史悠久，但受到赫梯人的重视而变成一种艺术。在孩子墓挖掘出的如
哨子般的乐器显示，当时的玩具除游戏之外、为防止坏灵魂使用。赫梯人使用泥土、石
头、骨头，粘土和金属制作的不少玩具流传到今天。

 玩具中最有趣的使用钩连接作成的人和动物机器人玩具。使用小钩连接制作的机
器人玩具如人和动物一样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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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ĞAZKALE（音译：博阿兹卡莱）自然美景

 博阿兹卡莱拥有迷人的自然美景。自赫梯迄今为止不断
水的Budaközü （音译：布达克俄兹）小溪对谷地赋予生命。
在绿色森林内小瀑布所在的Kayalıboğaz （音译：卡雅乐博阿
紫）峡谷值得一看。在这里水 自己挖岩石形成的Hoşur（音
译：霍舒尔）瀑布是必看的独一无二的大自然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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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图萨斯拥有与众不同美
丽的春天。番红花和洋水仙如新
娘一般打扮Boğazkale（博阿兹卡
莱）。您在橡树林可以摘各种各
样的蘑菇。候鸟类和野花使哈图
萨斯变成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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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天游客客满Boğazkale（博阿兹卡莱），哈图萨斯迎接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游
客。小小和可爱的县Boğazkale（博阿兹卡莱）开始活跃，国内外游客在街头巷尾和市场
安全与安宁的一边旅游、一边了解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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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祭坛石存放在大神殿里，立即引人注目的是该石头的色彩与光滑的表面，有关这块石

头，民间流传有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有的说是从埃及来的，还有说是外星人带过来的等等传闻。

这些传言中流传最广泛的是说若有人摸着这块石头许愿的话，愿望就会实现。来到此伟大神殿的

游客都会摸这块石头许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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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座露天寺庙
Yazılıkaya（亚兹勒卡
亚）是安静和安宁之
地。只有雕刻匠的小刀
声音破坏安静，围绕雕
刻匠的游客们在欣赏其
使用小刀作成的雕像。
对当地青年而言雕刻是
一门重要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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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zılı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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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kçam （音译：宜
比克洽木）湖泊 和休
闲区，Çampınar（音
译：恰姆普纳尔）森
林、高原和来自山水
的清水对爱好自然者
与大自然汇聚的稀少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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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Höke（音译：霍克）
葡萄园历史延伸到赫梯人。在这
里生产的天然葡萄和使用该葡萄
作成的葡萄浆拥有特殊的口味。
据说，从前在这里举行采摘葡萄
节，举行标枪、摔跤和射击赛。
虽然今日不如从前、但在1000
公顷仍然维持Höke（霍克）葡萄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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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秋天访问Boğazkale 
（博阿兹卡莱）您可以欣赏各种各
样的黄色之外，还可以品尝野生
梨、黑莓、山楂和野梅子。橡树在
落叶之前给人一种迷人的气氛。在
这个季节值得一看İbikçam （宜比
克洽木）湖泊。



7979



80

 冬季白雪覆盖哈图萨斯。还有很长时间要庆祝春节的城市已进入休闲时刻。如水
晶般的冬季早晨唤醒哈图萨斯。在该城市峰顶Sfenks（斯芬克斯）之门向谷地延伸的每
户家庭烟筒出来的烟以迎接春季和渴望向Höke （霍克）葡萄园、Budaközü（布达克俄
兹）谷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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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DULKADİROĞULLARI（音
译：杜鲁卡迪尔欧拉勒）公寓

 到城中心大约拥有400年历史的宏伟

壮观奥斯曼建筑风格2东公寓会迷住您。这

些公寓是属于Dulkadiroğulları （杜尔卡迪

尔欧拉勒）君主的Dölarslan（音译：多乐

阿斯兰）家族。面积8000平方米的古建筑

物和花园仍然维持自然美。这些公寓除土

耳其浴之外，还有宽阔的花园。



8383



84

地方手工艺之家

 县中心符合遗忘的历史风格建造房屋。对妇女居民们提供地方手工艺培训。您在

旅游期间参观人民培训中心目睹和亲自体会生产并购物。在咖啡厅对游客提供当地口味

和土耳其咖啡。有时候为艺术性活动使用的培训中心举行展览。

 Boğazkale（博阿兹卡莱）县中心拥有的自然美观、小店，小巷，小屋，烧橡树做

面包的面包厂，在保护区面对倒塌的房屋把真正摆在眼前。

 此外，县中心的赫梯纪念碑是县的象征、四面围绕的赫梯图像形成的浮雕、赫梯

文字和象征性文物向全世界高喊这里是赫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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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纪念碑

 和平之城哈图萨斯入口的“卡叠什和平纪念碑”是Boğazkale（博阿兹卡莱）县政府为卡

叠什和平建造的。和平之城哈图萨斯以和平纪念碑迎接游客。从入口前往哈图萨斯的城广场的纪

念碑绘画了在哈图萨斯和Yazılıkaya（音译：亚兹勒卡亚）的各种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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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KÇAM（宜比克洽木）
湖泊与露营地

 İbikçam （宜比克洽木）湖泊休闲区

和日本花园离县中心4公里远处。橡树林和湖

泊融合形成迷人的天然美景。在湖泊可欣赏

日本鱼和散步以及举行野餐。小孩子们在花

园安全玩游戏之际，您坐在高背长靠椅欣赏

湖泊来脱离压力。此外，使用赫梯散步公园 

哈图萨斯 – Gölet （湖泊）– Çampınar （
恰姆普纳尔）- İbikçam （宜比克洽木）– 
Yazır （雅紫尔）谷地 ” 路线的探险爱好者
提供休闲地和露营。

YILDIZ（伊尔德兹）
山峰的日落

 从位于Yazılıkaya（音译：亚兹勒卡亚）
露天寺庙所在地山峰的Yıldız（伊尔德兹）山
峰延伸到谷地欣赏哈图萨斯风景的日落使人脱
离一切的精神压力。在您的脚底古城哈图萨斯
和各种红色的山和灌木中唱最后一首歌的黑鸟
陪伴下欣赏独一无二的日落。传说；赫梯国王
从该山峰欣赏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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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城堡
 哈图萨斯休闲入口处 Çukur Har-
man（音译：楚库尔哈尔满）区符合哈图萨
斯城堡建造的建筑值得一看。此外，城堡所
在地Çukur Harman（楚库尔哈尔满）区是举
行各种活动、停放大篷车和建立帐篷的一个
自然露营地。

赫梯散步公园

 散步公园是连接赫梯城市的街道形成的散步路

线公园。从Hattuşa（哈图萨斯） – Alacahöyük （音

译：阿拉佳霍羽克）-Şapinuva（音译：夏皮努瓦）间包

括选择性路线在内长达350公里散步路线和406公里的自

行车路线。赫梯路上的历史与天然在等待天然爱好者的

旅游。该路线令人最吸引的部分是在Boğazkale（博阿兹

卡莱）县内。从“Hattuşa （哈图萨斯）– Kayalıboğaz 
(卡雅乐博阿紫) 峡谷 – İbikçam (宜比克洽木) 湖

泊– Çampınar （恰姆普纳尔）森林 -  İbikçam （宜

比克洽木）农田 – Yazır （雅紫尔）谷地 – Yazır （雅

紫尔）村村庄– Boğazkale （博阿兹卡莱）县中心 – 
Yazılıkaya （亚兹勒卡亚）– Yıldız （伊尔德兹）山峰- 

Höke (霍克)葡萄园” 大约长达40公里、这路线是探险

爱好者最喜欢和选择的路线。

（音译：西比利）；弗里吉亚女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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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口味

 地方有特色的口味。特别是在春季的蔬菜 madımak（一种蔬菜）、番红花饭、橡

树蘑菇、鸭子饭、keşkek（一种反常）、çatal aşı（一种反常）、混沌、土罐内烤肉、葡萄

浆、蔷薇果、arabaşı（一种汤）、当地面包是值得尝试。此外、为游客可订做赫梯口味。

keşkek（一种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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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图萨斯的考古挖掘历史

 哈图萨斯在1834年被法国旅行家和考古家Charles Texier （音译：查尔

斯•特西耶）发现。他在Boğazköy（博阿兹克依）停留10天测量遗迹和拟制城市规

划。Yazılıkaya（亚兹勒卡亚）的浮雕对Charles Texier留下深刻的印象。Boğazköy（博

阿兹克依）所看到的文物影响了Charles Texier、随后他向全世界介绍Boğazköy（博阿

兹克依）。 

 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发现类似的浮雕引起注目的科学家们纷纷前来Boğazköy（
博阿兹克依）。在1893-1894年 Ernest Chantre（音译：厄内斯特•香特尔）发动首次的

考古活动、考古发现了楔形文字碑文。

 在Boğazköy（博阿兹克依）挖掘出的楔形文字碑文引起亚述专家Hugo Winckler 

（音译：雨果•温克勒）的注目。他和Thedor Makridi（音译：特都尔•马克里迪）一起

进行考察而在1906年开始考古活动。随着亚述专家Hugo Winckler（雨果•温克勒）发现

这里是赫梯人的首都哈图萨斯之后，赫梯历史开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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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191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考古活动、但爆发解放战争之后停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31年德国Kurt Bittel （音译：库尔特•比特）领导的考古

小组开始考古活动。

 

 在1931-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断的考古在1952年Kurt Bittel（音译：库尔

特•比特）领导的考古小组重修开始考古活动。

 

 1978-1993年间Peter Neve（音译：彼得•尼伟）领导的考古小组在古城上游进行

考古。考古发现的不少寺庙就证明了哈图萨斯是神和寺庙的首都。

 

 1994-2005年间Jurgen Seeher (音译：尤尔根•谢尔) 进行考古活动。自2006年

迄今为止Andreas Schachner（音译：安德烈亚斯•沙赫纳）领导的考古小组继续考古活

动。

 哈图萨斯在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在1988年Boğazköy     
（博阿兹克依）- Alacahöyük（阿拉佳霍羽克）宣布为 “国家公园” 。



9393



94

 一些重要象形文字的含义

“神”

“伟大的”

“国王”

“伟大的国王”

“伟大的皇后”

“国王的儿子，王子”

“城市”

“国家”

“英雄”

“城堡”

“山”   “圣山”

“河”

“地”

“天”

“风暴之神”

“天风暴之神”

“太阳” 

“太阳之神”

“男人”（发音为 ziti ）

“女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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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重要象形文字的含义

都德哈里亚斯

苏皮乐马斯

穆尔西里

穆瓦塔尔

哈图西理斯

乌尔西特兹普(穆尔西里二世)

玛尼噶拉尔

达奴赫帕

普杜希巴

阿尔努旺达

“孩子，儿子”

“女儿，女孩子”

“爱，亲爱的”

“冲突”

“良好”

“葡萄园，葡萄，葡萄酒”

“我”

“书记，碑文”

“驾车人”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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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ŞIM / Transportation

Boğazkale - Alaca Höyük 35 km
Boğazkale - Çorum  87 km
Boğazkale - Ankara  203 km
Boğazkale - Yozgat  45 km
Boğazkale - Kapadokya 210 km
Boğazkale - Samsun  254 km

联系资料

Boğazkale 县政府

BOĞAZKALE / ÇORUM / 土耳其

电话: 0 364 452 20 01 •传真 : 0 364 452 21 23

电子邮件: bogazkale@icisleri.gov.tr • 网址: www.bogazkale.gov.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