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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还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建议
去读《天方夜谭》，
不过这本书很长，
需要您有
足够的耐心。

四、
无尽的奢华
人有了钱，
往往就会膨胀。在这一点上，
阿拔斯王朝表现得尤为过分。
825 年的一个傍晚，巴格达宫殿里正举
行盛大的婚礼，新娘是宰相哈桑・伊本・赛
海勒的 18 岁的女儿布兰，新郎是哈里发麦
蒙。200磅重的龙涎香烛，
把王宫照得如同白
昼。一对盛装的新人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金
席子上装饰着名贵的珍珠和蓝宝石。撒在新
人身上的
“鲜花”
，
是 1000 颗硕大的珍珠。婚
庆主持人还把麝香丸撒向应邀参加婚礼的贵
宾，
每个香丸里有礼券一张，
上面写着田地一
份，
或者奴隶一名，
或者珠宝一颗。每个在现
场的人，
都感觉像做梦一样。这场婚礼，
被阿
拉伯文学作为难忘的幻想曲永久记录下来。
917 年一个晴朗的上午，君士坦丁七世
的使节来到巴格达，
第 18 任哈里发穆格台迪
尔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7000 名黑、
白太
监出城迎接，
16 万马步兵气势宏伟地列于道
旁，
100 头威风凛凛的狮子参加了欢迎仪式。
哈里发的宫殿里铺着 23000 条地毯，布置着
用中国优质丝绸制作的 38000 幅帐幔。使者
走进气派华美的殿宇，先后把侍从办公厅和
宰相办公厅误认作哈里发的引见厅，闹出了
不少笑话。给使者印象最深的是异树厅，里
面陈列着一棵金银质的树，重 885.5 公斤，树
枝上歇着金质和银质小鸟，
一按开关，
群鸟就
啾啾鸣叫。他们还在御花园里看到，人工培
植的矮小枣椰，
能结各种稀罕的椰枣。
哈伦的王后左拜德，据称是当时最富有
的女人。在她的桌子上，只准摆设金银器皿
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
的第一人。她其中一次朝觐天房时，花费了
300 万第纳尔，其中包括从 40 公里外的水源
地，
把水引到麦加的设备费。
与左拜德同时引领时装潮流的，是哈伦
的异母姐姐欧莱叶。为了掩饰自己脑门上的
疤痕，
她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带，
人称
欧莱叶式头带。一时间，这种头带风靡巴
格达。
哈伦的近臣哲耳法尔，同样富可敌国。
他的公馆，
叫哲氏公馆，
是一个壮丽辉煌的建
筑群，
后来被麦蒙没收，
竟然可以当做哈里发
的宫殿。
行文至此，每一个冷静的读者都会发出
疑问：
这样一个奢靡无度的王朝，
能走远吗？

五、
“阿拉伯数字”
大凡奢靡的王朝，一定善于“进口”。当
我坐下来，
细细审视他们的进口目录时，
不免
大吃一惊。因为在这张长长的目录里，不仅
有宝石、
丝绸，
还有数学、
医学、
哲学、
文学、
天
文、
地理、
历法。与科学、
文化有关的，
几乎应
有尽有。早在 8 世纪，曼苏尔就把拜占庭皇
帝赠送的大批书籍运到了巴格达，其中就有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
阿拔斯王朝自称
“道莱”
，
意思是新纪元，
事实也是如此。它兼收并蓄，奉行“拿来主
义”
，
印度、
希腊、
波斯文明在这里得到弘扬和
发展，
发出了夺目的光芒。
景教徒伯赫帖舒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
也是哈伦的御医，
每年给哈伦放两次血、
开两
次泻药，报酬是 10 万第尔汗。基督徒阿里·
伊本·伊萨所著的《眼科医生手册》一直传到
现代。泰伯里著有一本周密而精确的历史
《历代民族和帝王史》。阿布·哈桑·阿里·麦
斯欧迪，
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
他是用纪
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位阿拉伯人。法拉
比是阿拉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曾写
过一本《音乐大全》。麦蒙手下的天文学家
们，
还曾测量过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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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夜谭》一书的初稿，
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巴格达，还有一座辉煌的建筑——麦
蒙创办的
“智慧宫”
，
它集图书馆、
科学院和翻
译局于一体，负责收集、整理、翻译散失的古
希腊和东方科学技术及数学著作。科学家阿
尔·花拉子密曾任智慧宫负责人。
一天，
麦蒙派密使赶往拜占庭，
觐见利奥
五世，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请求赐给一批希腊
语著作。这次带回的书籍，第一时间送进了
智慧宫。
另一天，
一位印度旅行家来到巴格达，
将
一套书籍献给了哈里发。著名的“阿拉伯数
字”，就在这套书里。随后，
“阿拉伯数字”借
助花拉子密的著作，从巴格达传遍了穆斯林
世界乃至全球，以至于人们忘记了这些数字
最早叫
“印度码子”
，
发明者是印度人。
克罗狄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译成
阿拉伯语之后，
花拉子密以此为蓝本，
编纂了
《地形》一书。书中有一张
“地形”
，
是他和 69
位学者在麦蒙的鼓励下共同制作的地图，是
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
与此同时，花拉子密已经解决了线性和
二次方程式，
“代数学”一词即来自阿拉伯语
“还原”，该词就是由花拉子密所创。世界上
第一本代数学课本大约诞生于 820 年，是花
拉子密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课本名叫《积分和
方程计算法》。他也因此被称为
“现代数学之
父”
。
也就是说，希腊花了几百年才发展起来
的科学，阿拉伯人几十年就消化完了。在阿
拔斯王朝早期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
后，阿拉伯世界具有独创性的科学时代来临
了。那可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科学的春天。
而且，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沿着丝绸
之路传入阿拔斯王朝。火药的硝酸钾配比最
佳效果，
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被调制出来，
这对
后来奥斯曼帝国攻击拜占庭起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指南针帮助阿拔斯王朝及随后的奥斯
曼帝国成为航海强国；造纸术已在怛逻斯之
战后传入巴格达；
水力、
潮汐也被阿拔斯王朝
广泛用于磨面、
灌溉、
铸造和造纸。
因此我有理由说，尽管这个王朝有些奢
靡，
但毕竟有科学文化的底气，
他无论如何也
应该传承千古吧？
很遗憾，现实再一次击碎了我的惯性思
维，
因为一个富丽堂皇的国家，
对于习惯掠夺
的人来说，
是一张永远的请帖。于是，
它最繁
华的时代也成了最危险的时期，那个来自遥
远东方的游牧部落挥舞着马刀赶来了。
繁荣而文明的阿拔斯王朝，怎能斗不过
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呢？这个疑问在今天看
来很有道理，
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
不管哪
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都是无法与野
蛮相抗衡的，
“秀才遇到兵”的可怕情景并不
鲜见：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洲亡
了大明，富裕的巴格达也没能挡住蒙古的黄
色狂飙。

六、
巴格达沦陷
马可·波罗路经巴格达时，
津津有味地讲
述了巴格达陷落的经过：
“据说，这里有一个
哈里发所积聚的财富比从前任何一个统治者

的财富都要多，但是他却因此而悲惨地死
去。当鞑靼人的君主开始扩张他们的领土
时，
他们共有四个兄弟，
长兄蒙哥已经登上了
王位。他们虽然已经征服了契丹国和不少地
区，
但仍然雄心勃勃，
想要继续扩充他们的版
图，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
企
图重新瓜分世界。他们怀着这个目的，一致
决定，一人东征，一人南伐，其余两人进兵剩
余地区。
”
“南征的统帅由旭烈兀担任，他集合大
军，
向南挺进，
征服了他所经过的所有王国和
地区，
并于 1253 年向巴格达城进攻。但是旭
烈兀担心城墙高大坚固，
城内人口众多，
防守
顽强，不易强攻，因此，想出了一个诱敌之
计。旭烈兀的军队除步兵外，尚有十万骑
兵。他命令一支队伍埋伏在巴格达附近，另
一支队伍隐蔽在巴格达另一边的密林里，偃
旗息鼓不让敌人发现，自己则率领第三支队
伍勇敢前进，直抵城门。哈里发看见鞑靼人
兵力很少，
不免轻敌，
并且加上他深信穆罕默
德通常使用的突然呐喊法的效力，以为可以
全歼敌人，因此带着卫队突出城外，冲向敌
军。旭烈兀一见敌人出城，
便佯装败退，
直到
敌军进入埋伏圈，然后他突然回师迎战。另
外两支队伍也从两侧包抄，将哈里发的军队
团团围住，
截断了归路。于是哈里发被活捉，
巴格达城也投降了。旭烈兀进城后，发现一
个阁楼内储满了黄金，
不禁大吃一惊，
立即下
令将哈里发押来，
严厉斥责他的贪婪卑鄙，
不
懂得利用这些财宝组织军队，守卫自己的都
城，抵御久已威胁着的强敌的侵犯。因此下
令将哈里发锁在这个阁楼中，断绝一切饮食
供应。于是哈里发在他的庞大财富面前，悲
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
为此，
我们必须钦佩马可·波罗非凡的记
忆力，
因为他所口述的情况，
与史书的记载出
入不大。
史载，公元 1253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
哥大汗派遣他的五弟旭烈兀，率领 7 万大军
西去征服伊斯兰世界。在攻打波斯伊斯玛仪
派的要塞时，旭烈兀就送话给阿拔斯王朝第
37任哈里发穆斯台绥木，
命令他投降。其实，
此时的哈里发已经沦落为一个宗教称号和名
誉职位，
因为从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上任的908
年开始，握有军权的大元帅就成了国家实际
统治者；
塞尔柱军队甚至在 1055 年攻陷了巴
格达，
迫使哈里发任命其首领为
“苏丹”
，
也就
是阿拔斯王朝的摄政王。此后这种状况一再
重演，谁的拳头硬，就授给谁“苏丹”，只要我
是
“哈里发”
。
按说，
哈里发按照惯例，
授给前来攻打的
蒙古人“苏丹”就是了，因为这个家伙同样拳
头很硬。
但首席大臣告诉穆斯台绥木，让巴格达
的妇女们扔石块，
也能击退蒙古人。按说，
这
样的话只能哄骗吃奶的孩子，但穆斯台绥木
的智商哪抵得过吃奶的孩子？史载，他不仅
拒不投降，
还威吓蒙古人说，
整个伊斯兰世界
对蒙古人的怒气，会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
伤害。
收到回信，
旭烈兀笑了。须知，
对于蒙古
人来说，
文字永远是苍白无力的，
他们只会用
刀箭说话。他长到 40 岁，除了父亲，从来还

没人吓唬过他。1257 年，
旭烈兀用震天的铁
蹄敲碎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宁静，先是决堤放
水淹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以一场
精彩的围城战让哈里发知道了什么叫血腥。
1258 年 2 月 10 日，穆斯台绥木率领 3 个
儿子及王公大臣等 3000 人出城向旭烈兀请
降。他浑身颤抖地站在一脸严肃的蒙古统帅
面前，
一再乞求对方不要伤害百姓，
以此作为
举国投降的条件，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一
场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开始了，蒙古军人烧杀
和掳掠达 7 日之久，
20 万人死于非命，
承载着
一个时代知识与文化活力的宏伟建筑被付之
一炬，图书馆里的无价图书被扔进底格里斯
河，有着 500 年文化积累的巴格达城遭受浩
劫。至于哈里发本人，
在开城投降 10 天后与
长子一起被处死。
对伊斯兰世界，巴格达的陷落是一个分
水岭。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城
市之一，
也是哈里发国家的中心，
而哈里发是
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建制，是伊
斯兰世界统一和正统信仰的象征。穆斯台绥
木之死表明，尽管哈里发国家的痕迹在开罗
和伊斯坦布尔得以延续，但这一根本的象征
其实已经结束。另外，哈里发被异教徒——
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处决，对穆斯林的骄傲
和宗教必胜信念是一次重大打击，这也直接
推动了穆斯林中存在已久的仇外倾向。直到
今天，伊拉克人仍将旭烈兀看做一种难以承
受的灾难的同义词。
就这样，历时 508 年的阿拔斯王朝被伊
尔汗国所覆盖。后者的首都最初定在马拉
盖，
继而迁到大不里士，
巴格达被降为省级城
市，
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
那扯开的伤口渐渐结痂，
但是不久，
这道
伤口居然被另一个东方人再次撕开。

七、
二次蹂躏
这个东方人，
名叫帖木儿，
自称成吉思汗
后裔，其实是一个突厥人。那是一个天下大
乱的时代，有着让旷世枭雄尽情表演的好气
候，
于是他以鲜血做肥料，
使专制与镇压的种
子结成了果实。
巴格达沦陷100多年后，
也就是1393年，
帖木儿挥舞着马刀杀了过来。好在，以屠城
为乐的帖木儿难得地赦免了巴格达居民，因
为这里的大多数贵族欢迎他的到来，希望他
能消除札剌亦儿王朝统治的弊病。
变故发生在 1401 年，
札剌亦儿王朝末代
国王苏尔旺·阿赫默德居然重返巴格达。尽
管他很快被市民驱逐了，但却在帖木儿心里
种了一个疙瘩。帖木儿再次发兵征服了这座
城市，
然后发出指令：
人尽灭，
房尽毁，
只留下
工匠和学者。而劫后余生的工匠和学者，被
如数押往撒马尔罕，前去建设帖木儿的辉煌
都城，
终生不能返回巴格达。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叫“釜底抽薪”的
成语。是啊，房子被毁掉可以重建，粮食被
抢走可以再种，但工匠和学者被押走了，这
个城市还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吗？形体的夭
折，是外在的悲凉；血脉的断裂，是无形的
内伤。
（下转 Z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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