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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

历史

（下册）

第五卷
（１）大流士留在欧罗已交给美伽巴佐斯统率的那些波斯人既然发现佩林
托斯人不愿意臣服于大流士，于是便在海列斯彭特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
了。这些佩林托斯人先前便已经吃到了派欧尼亚人的很大苦头。因为从司妥
律蒙来的派欧尼亚人曾遵照看他们的神的神托的指示向佩林托斯人进军，神
托指示说，如果和他们对阵的佩林托斯人向他们呼喊，叫出他们的名字，那
末便向他们进攻，如果不这样呼喊的话，便不向他们进攻。派欧尼亚人便是
这样做的：佩林托司人在他们的城前屯营的时候，由于挑战的缘故，在两军
之间进行了三种单对单的决斗，即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佩林托斯人在
两种决斗中得到了胜利并欢欣鼓舞地喊出了派昂的呼声①。派欧尼亚人却认为
这正是神托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于是我以为他们就相互告诉说：“预言里的
话这回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因此正在佩林托斯人
呼喊派昂的时候，派欧尼亚人便向他们发动了进攻，并使佩林托斯人吃了惨
重的败仗，他们的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活命的寥寥无几。
（２）佩林托斯人先前已受到派欧尼亚人的这样的打击了。而现在他们却为
他们的自由而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仍然是为美伽巴佐斯和波
斯人征服了。佩林托斯被攻克之后，美伽巴佐斯便率领他的军队通过色雷斯，
征服了那一地区每一座城和每一个民族使之服从国王的统治。因为征服色雷
斯，这也是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呢。
（３）除去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个人
来统治或是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会是天下无敌的，就会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既然没有一个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他们便
由于这个原因而是软弱的了。他们有许多的名称，每一个部落都依照他们所
在的地区得名。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
伊人、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人。
（４）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培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我已说过了①。在所有
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人相同的妥劳索伊人，他们在出生和死亡
时所做的事情下面我要说一说，当生孩子的时候，亲族便团团围坐在这个孩
子的四周，历数着人世间的一切苦恼，并为这孩子生出之后所必须体验的一
切不幸事件表示哀悼。但是在葬埋死者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是欢欣快乐的，
因为他解脱了许多的灾祸而达到了完满的幸福境地。
（５）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那些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他们每个
人都有很多妻子，在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在他的妻子中间会发生很大的争
论，而在他们的朋友方面也有激烈的争执，以便证明哪一个妻子是丈夫所最
宠爱的。而被制定享有这一荣誉的妻子便受到男子和妇女的称赏，然后她被
她最亲近的人杀死在她的丈夫的坟墓上，而和她丈夫埋葬在一处。其他的妻
子则认为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觉得她们这样是受到了很大的耻辱。
（６）至于其他色雷斯人，则他们的风俗是把他们的孩子作为输出品卖到国
外去。他们一点也不去管束他们的少女，而是任凭她们和随便她们所喜好的
①

希腊人在获得胜利时，要感谢阿波罗神。在他们唱的凯歌里，便重复“伊埃·派昂”的句子。但在这里

给派欧尼亚人听起来，好象是呼叫他俩的名字，向他们挑战似的。
①

参见第四卷第九四节。

一些男人发生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们却监视得很严并且是用重价
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刺青被认为是出身高贵的标帜，身上没有刺青则
就表示是下贱的人了。无所事事的人被认为是最尊贵的，但耕地的人则最受
蔑视，靠战争和打劫为生的人被认为是一切人当中最荣誉的。这就是他们的
最引人注意的习惯。
（７）他们所崇奉的神只有阿列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铁米司①。但是他们
的国王却和其他的国人不同，他们所最崇奉的神是海尔美士，国王们只凭着
这一个神的名字发誓，他们自称是海尔美士的后裔。
（８）在他们的有钱人当中，葬仪是这样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在外面陈列
三日，然后，他们先为死者哀哭，继而在屠杀一切种类的牺牲以后，便大张
饮宴；在这之后，他们或是举行火葬，或是不用火葬而把死尸埋到士里去。
而在他们筑起了一座坟墓之后，他们便举行各种的比赛，在比赛中个人的比
赛最难的则给以最大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这样。
（９）在这个国家的北面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住在那里是没有人能确实地说
出来的。渡过伊斯特柯，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
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人的一
种人。他们的马据说全身都长着有五达克杜洛斯长的茸茸的毛，这种马身材
小，鼻子短而扁，不能供人乘骑，但如果使它驾车却是十分敏速的。当地的
人之所以有驾车的习惯便是由于这个缘故。据说这些人的土地的疆界大概是
一直达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埃涅托伊人的地方。他们自称是美地亚人的移民，
但是我自己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美地亚人的移民。然而在悠长无尽的
岁月当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居住在玛撒
里亚（今日的马赛——译者）的里巨埃斯人用“昔恭纳伊”一词来表示行商，
但是赛浦路斯人则用这个词来表示长枪。
（１０）但是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彼岸的全部土地到处都是蜂，
因此谁也不能到那里去。这一点我看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生物是很不能耐
寒的。而在我看来，却勿宁说极北的土地①没有人居住是由于寒冷的缘故。以
上便是关于这一地区的说法。总之，美伽巴佐斯是使它的沿海地区服属波斯
人的治下了。
（１１）在大流士这一方面，则他一经渡过海列斯彭特并到撒尔迪斯的时候
②
，他立刻便记起了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对他的功劳以及米提列奈人科埃
斯给予他的忠告来了。于是他便派人把他们召到撒尔迪斯来并且要他们选取
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自己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僭
主，因此他不再要求这之外的什么统治权，而他只是要求埃多涅斯人的土地
米尔启诺司③，以便使他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这便是希司提埃伊欧斯所希
望的东西，但是科埃斯由于自己不是僭主而只是一介平民，所以他要求能使
他成为米提列奈市的僭主。
（１２）这两个人的愿望得到允许之后，他们便分头到他们所要求的地点去
了，但是大流士却由于偶然看到下面的一件事，而使他想到命令美伽巴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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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派欧尼亚人，并且把他们从自己故乡的欧罗巴强行带到亚细亚来，有两
个派欧尼亚人，一个叫披格列斯，一个叫做曼图埃司。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想
做派欧尼亚的僭主，而当大流士渡海到亚细亚时他们便来到撒尔迪斯，并且
把他们的一个妹妹一同带来，这是一位身材硕长而姿容美丽的妇女。在那里，
一直等到大流士坐在吕底亚城郊外的王位之上这个机会到来时，他们才叫他
们的妹妹穿上他们有的最好的衣服，然后叫她出来打水。她头上顶着水瓶，
一只胳膊拉着马的缰绳，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当她经过大流士的时候，大
流士注意到了这个妇女，因为从她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象是波斯人，又不
象是吕底亚人或任何亚洲民族。大流士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便派他的一些亲
卫兵，要他们看一下这个妇女拉着她的马是要干什么，因此这些亲卫兵便跟
在她的后面。她来到河边的时候便使马饮水，使马饮了水之后，便把他的水
瓶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回来，头上顶着水瓶，胳膊牵看马同时用手转动纺锤。
（１３）大流士听到他派去侦察的人们的话和他亲眼看到的事情都感到十分
奇怪，于是他便下令把那个妇女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那在近旁的
一个地方窥伺着这一切的她的两个哥哥也跟着来了。大流士问她是哪里的
人，年轻的男子就告诉他说他们是派欧尼亚人，这个妇女是他们的妹妹。大
流士又问派欧尼亚人是什么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来到
撒尔迪斯的。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是前来投奔他的，派欧尼亚的城镇都是在
司妥律蒙河的岸上，而这个司妥律蒙河是离开海列斯彭特不远的。他们又告
诉他说，他们是出身特洛伊的铁岛克洛伊人的移民。这便是他们告诉给他的
一切话。于是国王就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妇女是否都是非常能干活儿的。对
于这个问题，他们也立即回答说确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此来的目的也正是
在于这一点。
（１４）于是大流士便写一封信给正被大流士留在色雷斯统率军队的美伽巴
佐斯，命令他把派欧尼亚人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出来，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妻
子都带到他这里来。紧接着一名骑兵带着命令很快地向海列斯彭特驶去，而
在渡过海列斯彭特之后便把这信交给美伽巴佐斯了。美伽巴佐斯读了信之
后，从色雷斯取得向导，便率军向派欧尼亚进发了。
（１５）当派欧尼亚人知道波斯人正在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集合到一
起到海岸方面夫了，因为他们认为波斯人是会试图从那条道路向他们进攻
的。派欧尼亚人就是这样地准备邀击美伽巴佐斯大军的进攻，但波斯人知道
派欧尼亚人已经集结了他们的兵力并正在海岸地带戒备着攻入他们国内的道
路，于是他们找来了向导，改由内地的大道进军了。这样他们便完全出其不
意地攻击了派欧尼亚人并进入了已无男子留在里面的城市。在他们进攻时他
们发现城是空的，因此便他们就轻取了这些城市。派欧尼亚人知道他们的城
市已被攻克，便立刻作鸟兽散，各人走自己回乡的道路并向波斯人投降了。
这样，在派欧尼亚人当中，西里欧派欧尼亚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以及住在一
直到普拉西阿司湖地方的所有的人便被强制地从自己的家乡迁移出去并且被
带到亚细亚来了。
（１６）但是在庞伽伊昂山①周边以及在多贝列斯人、阿格里阿涅斯人与欧多
曼托伊人的地区和普拉西阿司湖本身一带居住的人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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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伽巴佐斯面前屈服。他也曾试图强行把湖上的居民②迁移开去。他们是这
样地居住在湖上的。在湖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绑扎在高柱上面的板台，从陆地
上有一个狭窄的板桥通到那里去。支着板台的柱子是全体部落居民在古昔的
时候共同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安设湖上的柱
子。原来木柱是从欧尔倍洛司山取得的，每一个结婚的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
每一名妇女从那里取得三根木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至于他们
的生活方式，板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在板台
上都有一个通到下面湖里去的墜门。为了不使小孩子掉到湖里去，他们用绳
子系住孩子的脚。他们用鱼来喂马和他们的驮兽，他们有这样多的鱼，以致
一个人只要打开他的墜门把一个空篮子用绳子放到湖里去，不大的时光他便
把满篮子的鱼曳上来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一种叫做“帕普拉克司”，一种
叫做“提隆”。
（１７）这样，派欧尼亚人当中被征服的那些人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美
伽巴佐斯既然俘虏了派欧尼亚人，便把军中身分仅次于他的七个波斯人作为
使者派住马其顿。这些人是奉派到阿门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士和水
的。从普拉西阿司湖到马其顿有一条非常便捷的短路。因为首先接着普拉西
阿司湖就是那个后来亚力山大每天可以取得一塔兰特白银的矿山，而当一个
人经过这个矿山之后，他只需越过称为杜索隆的一座山便到马其顿了。
（１８）奉派的这些波斯人到阿门塔斯这里来见到他之后，便为国王大流士
要求土和水。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当作客人招待，邀请他们参加盛
大的宴会并给以热诚的款待。但是在宴会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的时候，
波斯人向阿门塔斯说：“马其顿主人，我们波斯人的习惯是在举行任何的盛
大宴会之后，还把妻妾们召来，要她们侍坐在男子的身旁。现在既然你热诚
地接待并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给了我们的国王大流士，那就
请你遵守我们的习惯罢”。但是阿门塔斯回答说：“波斯人，我们没有这样
的习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是男女不同席的。但你们既然是我们
的主人并且这样要求了，那末就照着你们的愿望来办罢”。阿门塔斯这样说
看，便遣人把妇女们召了来：她们应召来到之后，便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
波斯人当时看到姿容秀丽的妇女坐在自己的面前，便向阿门塔斯说，他的这
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为如果妇女来到这里不坐在男子的身旁而坐在
他们的对面叫他们看着难过，那就反而不如不来了。阿门塔斯不得已而命令
妇女们坐在他们的身旁，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波斯人
便用手摸这些妇女的胸部，有的人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１９）阿门塔斯看到了这一切，尽管他心中怒恼：却按着性子不曾发作起
来，因为他是非常怕波斯人的。但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由于年纪轻再
加上没有经验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无论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便十分愤怒地
向阿门塔斯说：“父亲，您已经上了年纪，应当离开这里回去休息，不要再
毫无节制地饮酒了。但是我却要留在这里照料客人，以便给他们所需要的一
切”。阿门塔斯看到亚力山大心里已有了蛮干的打算，于是便向他的儿子说：
“儿啊，你现在是十分恼怒了，如果从你的话我推测得不错的话，你是想把
我送走以便你可以在这里蛮干。至于我呢，那末我请求你，不要对这些人做
出横暴的事情，否则遭殃的正是我们自己，因此还是忍耐忍耐让他们任所欲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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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罢。不过你要是请我退席的话，那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２０）阿门塔斯作了这样的请求之后便退去了，于是亚力山大就向波斯人
说：“客人们，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这些妇女，你们可以和她们全体或
其中任何人发生关系。对于那件事，你们是愿意怎样就怎样的。但是现在既
然快到了你们休息的时候，而我看到你们又都饮得酩酊大醉，那末如你们愿
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妇女离开这里去沐浴，而她们沐浴之后，再要她们回到
你们的地方来”。他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同意了，于是他在妇女出去后把
她们送到后宫，随后亚力山大便把同样数目脸上无髭的男子打扮成妇女模样
并且把匕首交给了他们。他把这些人带了进来，进来之后他就向波斯人说：
“波斯人啊，我想我们招待的饮宴已经使你们完全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
一切以及此外我们所能弄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放在你们的面前了，而现在我们
把我们最好的最贵重的财产毫不吝惜地提供抬你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
和姊妹。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你们应得的充分的尊敬给了你们，
请告诉把你们派来的你们的国王，他那担任马其顿太守之职的希腊人怎样地
在饮食方面和女色方面款待了你们”。这样说了之后，亚力山大便命令他的
打扮好的马其顿男子每人侍坐在一个波斯人的身旁，就仿佛他们自己都是妇
女：而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这些马其顿人杀死了。
（２１）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地给结束了性命，他们的扈从也未能例外，因
为和使者们同来的有车马、有仆役和他们所带着的那大量的全部行李；马其
顿人消灭了所有这一切，就和他们消灭了全体使者本身一样。在这之后不久，
波斯人就为了这些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但是亚力山大却有足够的智
谋来了结这件事，他的办法是把一大笔金钱和他的亲生妹妹巨该娅送给一个
叫做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派寻找遇害的人们的队长。他用
这份礼物中止了搜索。结果这些波斯人的死亡便给隐蔽起来而且没有人再提
起这件事了。
（２２）培尔狄卡斯的这些后裔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希腊人，这件事我
自己是偶然得以知道的，而在我的历史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而且，那
主持奥林匹亚比赛会的海列诺迪卡伊①也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亚力山大
要参加比赛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入比赛场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
却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
加的。但是亚力山大却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哥斯人，因此他被判定为一个希
腊人。在他跑一斯塔迪昂的时候，他是和另一个人共同取得第一名的。这些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２３）但是美伽巴佐斯却带着派欧尼亚人来到海列斯彭特了，他从这里渡
海来到了撒尔迪斯。但这时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由于他守卫桥梁之
功而请求大流士赏赐的那个地方，即司妥律蒙河畔称为米尔启诺司那个地方
修筑工事。美伽巴佐斯知道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做什么事之后，便在他和
派欧尼亚人到达撒尔迪斯之后，立刻就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所干的是什
么事情啊？你竟允许一个奸诈而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而提起色雷
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造船用的木材，有许多的桡材和银矿，四
周又住着许多希腊人和异邦人。这些人如果一旦拥戴他为领袖，他们就会不
分日夜地按照他的命令行事了。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民发生内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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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要这个人停止干这样的事情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需用温和的手
段把他召来就行了。而当你一旦把他控制到手的时候，只注意永远不要使他
再回到希腊便是了”。
（２４）大流士立刻便同意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美伽巴佐斯对事情的预见
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刻派使者送这样一个信到米尔启诺司：
“国王大流士致书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在考虑之后，觉得没有一个人对
我和对我的国家比你更忠诚了。证明这一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此不要
叫任何事物阻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向你倾诉我心中的一些伟大的计
划”。希司提埃伊欧斯相信了这些话，而且更由于他会成为国王的顾问而感
到骄傲，于是他就到撒尔迪斯来了。当他来到的时候，大流士便对他说：“希
司提埃伊欧斯，我要告诉你把你召来的理由。在我从斯奇提亚回来而你离开
了我的时候，我心中最迫切想望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和与你谈话了。因为我知
道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就是一位忠诚的和有智慧的朋友了。而且我可以用我
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你对于我可以说是二者兼备的。因此，既然这次你到这
里来得很好，我向你作这样一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新建的色雷斯的城市，
和我一同到苏撒去，到那里去享有我的一切东西，与我同食并与我共同议事
吧”。
（２５）这就是大流士讲的话，而在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担任
撒尔迪斯的太守之后，他便把希司提阿伊欧司带在自己的身旁到苏撒去了。
但是他首先就任命欧塔涅斯为海岸地区居民的统治者。欧塔涅斯的父亲西撒
姆涅斯曾是王室法官之一①，但他由于受贿而审判不公，曾被刚比西斯杀死并
被剥下全身的皮，然后刚比西斯把从他身上剥下来皮切为皮带，用来蒙复在
西撒姆涅斯曾坐下来进行审判的座位上面；这样做了以后，刚比西斯便任命
了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人的儿子来代替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西撒姆涅斯，并
诫告他要记住他是坐在怎样的椅子上进行审判的。
（２６）而正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欧塔涅斯，继美伽巴佐斯之后而担任统
帅。他攻陷了拜占廷和迦太基，又攻陷了特洛伊领的安唐德罗斯，此外还攻
陷了拉姆波尼昂。他从列斯波司人那里夺得了船舶，而他便用这些船舶征服
了当时还住着佩拉司吉人的列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
（２７）然而列姆诺斯人是善战的，他们保卫了自己，直到他们终于遭到灭
亡的厄运的时候。于是波斯人便任命一个人来统治列姆诺斯人的残余，这就
是曾经是萨摩司的国王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这个律卡列托司
是他在统治列姆诺斯的期间死去的……原因是他力图奴役和征服所有的人
民，说他们之中有些人逃避对斯奇提亚人战争的兵役，说另一些人在大流士
的军队从斯奇提亚回师时对之乘火打劫。
（２８）当欧塔涅斯被任命为统帅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这些。在这之后，
当灾祸的事情暂时停止的时候，从那克索斯和米利都方面再一次开始有灾祸
到临伊奥尼亚人的头上来了。原来那克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比起来是最繁
荣的，而大约在同时，米利都那时也是正在它的全盛时代，以致它被称为伊
奥尼亚的花朵。但是在这之前两代，它却受到了很大的分裂的痛苦，直到米
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司人为恢复和平生活的调停者，而帕洛
司人又在他，们中间恢复了和平的时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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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帕洛司人是用这样的办法为他们进行了调解的：他们的最优秀的人
物来到了米利都，而在他们看到米利都的家宅荒废得很惨的时候，就说他们
要到国内各地去看看。他们这样做了，于是他们访问了米利都的全部领土，
他们在荒废的土地当中不拘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任何耕作良好的农庄，他们就
把农庄主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在巡视了全国并发现了不过很少数这样的人
之后，他们一返回城内，立刻便把人民集合起来，任命那些他们发现把土地
耕种得良好的人为国家的统治者。原来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国家大事也会
象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一样照料得很好的。于是他们便命令其余那些曾经相互
不和的米利都人都应该服从这些人。
（３０）帕洛司人这样就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但现在这些城市却开始给伊
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有一些富裕的人被市民从那克索斯
赶了出来之后，这些人便逃到了米利都。但这时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
巧是给大流土留在苏撒的吕撒哥拉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从兄弟和女婿
莫尔帕戈拉司的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是米利都的僭
主，而当过去从来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盟友的那克索斯人到来的时候，他正
在苏撒。而那克索斯人在他们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便问阿里司塔哥拉斯，他
是否多少给他们一些兵力，以便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土。考虑到如果由于他
的力量而他们被送回他们的城市的话，那他自己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统治
者，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朋友为借口，向他们建议说：“对
我来说，我并没有权利违反着掌握了你们城市的那克索斯人的意思而给你们
兵力来使你们返回国土，因为我听说，那克索斯人拥有八千名持盾的步兵和
许多战舰，但是我将尽一切的努力来为这件事设法。我的办法是这样。阿尔
塔普列涅斯是我的朋友；但是你们知道，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叙司塔司佩斯的
儿子和国王大流士的兄弟，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并且拥有一
支巨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想这个人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做的”。那克
索斯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这件事托付给阿里司塔哥拉斯任凭他尽可能完善
地去处理，嘱他保证士兵的赠礼和费用，而他们是愿意担负起这一切的。因
为他们指望当他们一出现在那克索斯的时候，那克索斯人就会遵守他们的一
切的命令。而其他的岛上居民也会这样做，因为在这些库克拉戴斯诸岛当中，
还没有任何一个岛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３１）阿里司塔哥拉斯到了撒尔迪斯就告诉阿尔塔普列涅斯说，那克索斯
实际上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美好的和肥沃的岛并且是
接近伊奥尼亚的。同时在那里还有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奴隶。“因此你可以
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那个地方，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而如果你
这样做的话，除去出征的费用之外（因为这是把你请来的我们理当负担的），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大笔钱。此外，你还会为国王赢得新的领土，那克索斯本
土和属于它的诸岛帕洛司、安多罗斯以及其他所谓库克拉戴斯诸岛。以这些
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你将会容易地进攻埃乌波亚岛，这是一个富裕的大岛，
它不比赛浦路斯小并且是很容易攻取的。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一百只船足
够用了”。阿尔塔普列涅斯回答说：“你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室是有利
的。除去船数这一点之外，你的意见完全是好的。当春天来到时，不是一百
只，而是二百只船为你准备着。不过国王自己也必须同意这一点”。
（３２）当阿里司塔哥拉斯听到这话之后，他便十分高兴地到米利都去了。
阿尔培普列涅斯派一名使者带着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说的话到苏撤去，大流土

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便装备了二百只三段桡船，此外还有一支由
波斯人及其盟友组成的非常庞大的军队，并任命美伽巴铁斯为他们的统帅。
美伽巴铁斯是阿凯美尼达伊家的波斯人，对他自己和对大流土来说都是堂兄
弟的关系。而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则正是这个人，他的女儿后来和拉
凯戴孟人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乌撒尼亚斯订了婚，因为帕乌撒尼亚斯
是渴望成为希腊的僭主的。阿尔塔普列涅斯任命美伽巴铁斯为统帅之后，便
把他的军队派到阿里司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３３）于是美伽巴铁斯 ①便从米利都把阿里司塔哥拉斯和伊奥尼亚军以及
那克索斯人载到船上，好象是要向海列斯彭特进发的样子，但是当他来到岐
奥斯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船只停泊在卡岛卡撒②，为的是他可以乘着北风一
直渡海到那克索斯去。但是由于那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毁在这支远征
军的手里，因此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情。原来正当美伽巴铁斯到各处巡视船
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孟多司人的那只船上没有哨兵。美伽巴铁斯十分愤
怒，于是命令他的卫兵把这只船的名叫司库拉克斯的船长找来，把他绑起来，
把他一半的身子插到桡孔里面去，头朝外，身子在内。司库拉克斯这样被绑
了起来，但是有人带信给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他的孟多司的朋友被绑了起来并
且受到了美伽巴铁斯的侮辱。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前来请求波斯人释放司
库拉克斯，但是他的要求丝毫未得到允许。于是他自己前来把这个人给释放
了。当美伽巴铁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他非常愤怒而到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地方
来大发雷霆。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尔塔
普列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并且按照我吩咐你的方向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
多管闲事？”这就是阿里司塔哥拉斯的话。但为此而十分激怒的美伽巴铁斯
在夜里却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把要对他们所干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们了。
（３４）原来那克索斯人根本就没有怀疑到，他们竟会是这次远征的目标。
然而，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郊外的物资搬到城里，储
下了防备围攻的饮食品并且加强了城防。这样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进攻作了一
切准备，而当他们的敌人率领船只从岐奥斯来到那克索斯时，他们进攻的城
市已经防御好了。于是他们就围攻了四个月。而当着波斯人把他们所带来的
军资消耗净尽，此外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消耗了他个人的大量金钱之后，要继
续进行围攻，便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便给亡命的那克索斯人构筑了一
座要塞，他们自己则非常不得意地返回大陆去了。
（３５）阿里司塔哥拉斯没有办法履行他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保证。他没有
办法筹措远征的费用，他又担心军队的失利和美伽巴铁斯对他的私怨会给他
带来不良的后果。他又以为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可能被剥夺。既然他心里有
这一切的顾虑，他就开始计划叛乱了。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希司提埃伊欧
斯的使者从苏撒来到那里，这是一个头上刺上了记号的人，这个记号表示阿
里司塔哥拉斯应该谋叛国王了。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很想送一个记号给阿里
司塔哥拉斯要他谋叛。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安全的送信的办法，因为来往的道
路都是受了监视的。于是他就剃光了他的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并在这个奴隶的
头上刺上了记号，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头发一经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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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他便把这个奴隶派遣到米利都去，这个人没有带着他的什么别的信，
他只是嘱告阿里司塔哥拉斯在剃光这个奴隶的头发之后检查他的头部。刺在
头上的记号是表示要他谋叛，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强制拘留在苏撒，对这一点他是感到非常不幸的。
但是现在他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希望：即一旦发生了叛变，他就会就给派到海
岸地带去，如果米利都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那他便永远也回不到那里去了。
（３６）希司提埃伊欧斯便是带着这个意图派出了他的使者的，而且巧的是
这一切事情都是同时发生在阿里司塔哥拉斯身上的。于是他和他的同党进行
了商谈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及希司提埃伊欧斯给他送来的信。所有其他人
等都赞成他的做法，同意发起叛乱，但例外的只有历史家海卡泰欧斯一个人。
他向他们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以及大流士的全部力量，因而劝他们
最好不要对波斯的国王动武。但是当他们不听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便劝告
他们说，其次一个最好的办法便是使自己取得海上的霸权。他在他的发言中
说，（既然米利都是一个实力脆弱的城市），因此在他看来，办法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如果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朗奇达伊的神殿的财富都给他们
劫夺过来的话，他便很可以希望他们会取得海上的霸权，这样他们便可以把
这笔钱用作军费，而且他们的敌人也不能夺走它。在我这部历史的开头的部
分里我已经说过，这笔财富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大家并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决定不发起叛变，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则应乘船到米欧
司去，到离开了那克索斯并驻到那里的船队的地方去，打算擒拿在那些船上
的将领们。
（３７）为了这个目的而被派去的雅特拉哥拉司用计谋拿捉了美拉撒人伊巴
诺里司的儿子欧里亚托司、铁尔美拉人图姆涅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大
流士赠以米提列奈的埃尔克桑德罗司的儿子科埃斯、库麦人海拉克利戴斯的
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和此外其他许多人。这样做了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便
公然叛变，想出一切他能够做到的办法来和大流士相对抗。首先他就故意放
弃了他的僭主地位并使米利都的人们获致平等的权利，以便使米利都人可以
立刻参加他的叛变的行动，然后对于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他也这样做了。他
放逐了一些僭主，至于他从与他一同出征那克索斯的战船上捉拿来的那些僭
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原属的城邦去，因为他是想取悦这些城邦的。
（３８）因此当米提列奈人把科埃斯接受下来以后，就立刻把他拉出来用石
头砸死了。但是库麦人却放走了他们僭主，其他各城邦的做法也是这样。这
样一来各个城邦的僭主便都给废黜了。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把僭主们取
消之后，便命令各个城邦任命自己的统帅；随后他自己便乘坐着一艘三段桡
船出使到拉凯戴孟去，因为他认为，他是有必要寻求一个强大有力的同盟者
的①。
（３９）在斯巴达，国王列昂的儿子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而
死去了，执掌王权的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他所以获
致王权并不是由于德能而是由于他的出生的权利。因为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娶
了自己的亲姊妹的女儿，而且对于这个妻子他是很宠爱的。然而他们却没有
孩子。既然如此，五长官就把他召了去对他说：“尽管你自己不关心你自己
的利益，但我们仍然不忍坐视埃乌律司铁涅斯一家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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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给你生子，那末就把他打发走再娶一位罢。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便欢喜
了”。但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却回答说二者他都不愿意做，他说，他们要他
送走他那对他毫无忤犯的妻子而娶另一个的劝告是不当的，因此他不同意这
样做。
（４０）于是五长官便和元老们进行商议并向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作了如下的
建议：“既然，如我们亲眼看到的，你十分宠爱你现在的妻子，那末就按照
我们的办法去做而不要违抗，免得斯巴达人会作出对你非常不利的决定来。
至于你现在的妻子，我们不请求你把她送走，而仍然把你现在给她的一切东
西给她，不过你要另娶一位可以给你生子的妻子。”他们是这样说的，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同意了。他从此便有了两个妻子，两个家，这样的事在斯巴达
是从来没有过的。
（４１）不久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就生下了上面所说的克列欧美涅厮。这
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真是事有凑巧，那从来没有生育的
第一个妻子这时也怀孕了。她既然真地怀了孕，第二个妻子的朋友们知道了
这件事之后就开始想在她身上找麻烦；他们说她是在瞎吹，并且说她是会用
假孩子来代替的。正当他们对她十分恼怒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快要临盆了，
五长官不相信她，便坐成一圈在她生产时监视着她：她最初生了多里欧司，
随后很快地就生了列欧尼达司，在他之后很快地又生了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但有人说多里欧司和列欧尼达司是孪生兄弟。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克列欧美
涅斯的母亲，也就是戴玛尔美诺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司的女儿，却再没有生
孩子。
（４２）故事说，克列欧美涅斯的精神不正常而是疯疯颠颠的。但是多里欧
司在与他相同年龄的一切人当中却是出众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他会因他的道
德才能而成为国王。既然多里欧司有这样的打算，因此当阿克那桑德里戴斯
死去而拉凯戴孟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欧美涅斯为王的时候，他就
非常地恼怒，并且不能忍耐做克列欧美涅斯的臣民。于是他便请求斯巴达人
拨给他一批人和他一起出去开辟殖民地：他既不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应
当到哪里去开辟殖民地，也不做任何习惯上应当做的事情。他在盛怒之下放
海到利比亚去，而以铁拉人为其向导。他来到这里，定居在奇努普司河的沿
岸，这是利比亚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在第三个年头，他却被玛卡伊人、利比
亚人和迦太基人所逐而返回了伯罗奔尼撒。
（４３）一个埃列昂人①安提卡列司，根据拉伊欧司的一次神托，在那里劝他
在西西里的海拉克列亚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安提卡列司说，海拉克列
斯自己曾征服了埃律克斯的全部地区，而这一地区是属于他的后人，即海拉
克列达伊家的。当多里欧司听到这话时，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他
是不是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佩提亚告他说他应当这样做，于是他
便带着他曾经率领着去利比亚的一行人等出发到意大利去了。
（４４）在这个时候①，依照叙巴里斯人的说法，他们和他们的国王铁律司正
准备出征克罗同，而克罗同人听到消息之后大感恐慌，便请求多里欧司前来
帮助他们。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多里欧司和他们一同到叙巴里斯去并帮
他们攻取了这个地方。叙巴里司人关于多里欧司和他的一行人等的说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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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但是克罗同人却说。在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的时候，除去雅米达伊族
的一个埃里斯的卜者卡里亚斯之外，并没有异邦人帮助他们。关于这个人，
故事说他曾从叙巴里斯的僭主铁律司那里逃到克罗同去，因为当他为了进攻
克罗同而奉献牺牲时，并没有看到有利的预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
（４５）这两个城邦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叙巴里斯人
所提供的证据是克拉提斯河的干涸的河道旁边的一座神殿和圣域，他们说这
是多里欧司在帮助攻克了这座城市之后，为了冠以克拉提亚之名的雅典娜神
而修造起来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他的死亡这一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是做
了有悖于神托指示的事情才遭到灭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只做他原来预定
耍他做的事情而不做任何本分之外的事情，那末他就会攻克并据有埃律克斯
地区，而他和他的军队也就不会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克罗同人却提供了
在克罗同境内特别给埃里斯人卡里亚斯的许多作为赠礼的土地，而卡里亚斯
的后人直到我的时代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面的，但是他们说，没有把礼物给
予多里欧司和他的后人。他们还说，如果多里欧司帮助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
的话，那他所得的礼物一定会比给卡里亚斯的礼物多许多倍了。这便是双方
所提出的证据。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
（４６）其他的斯巴达人也和多里欧司一同乘船出发去建立殖民地，这些人
是帖撒洛司、帕拉依巴铁司、凯列厄司和埃乌律列昂。这些人和全军人等来
到西西里之后，便在一次战斗中给腓尼基人和埃盖司塔人战败并被杀死了。
在这些人当中从惨祸之中得到生存的殖民者只有埃乌律列昂一个人，他把他
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赛里努司人的殖民市米诺阿，并且帮助赛里努
司的人民摆脱掉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统治。在废黜了这个人之后，他
自己便试图成为赛里努司的僭主，并且统治了那个地方，不过为时不久：因
为当地的人民起来反抗他并且在宙斯·阿哥莱伊欧司（市场的宙斯——译者）
的祭坛那里把他杀死了，因为他曾经逃到那里去避难。
（４７）与多里欧司同行并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同人布塔启戴司的儿子
披力波司。他曾和叙巴里斯的铁律司的女儿订婚并给从克罗同放逐出来。但
是他对于婚事感到失望，因此他便乘船到库列涅去，从那里他又追随着多里
欧司出发；他带着他自己的三段桡船并且为他的船员负担一切费用。这个披
力波司是奥林四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是他当时最出色的希腊人。由于他的
美貌，他从埃盖司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人的荣誉。他
们在他的坟墓的近旁建立了一座神殿并且向他奉献牺牲来奉祀他。
（４８）多里欧司的死亡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容忍克列欧美涅斯的统治
并且留在斯巴达的话，他是会成为拉凯戴孟的国王的；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统
治的时期并不长久，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而只有一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
（４９）现在再说，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斯巴达的时候，正是
克列欧美涅斯当政的时候。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他和国王会谈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青铜板，板上雕刻着全世界的地图，地图上还有所有的海和所有
的河流①。在得到允许与克列欧美涅斯面谈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向他这
样说：“克列欧美涅斯，我这样热心地特地赶到这里来请你不要觉得奇怪罢。
因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伊奥尼亚人的儿子们要成为奴隶而失掉自由，
这件事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们，其中包括你们这些全体希腊人的首脑，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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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我们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来请求你们，把你们的伊奥尼亚的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罢。这在你们是一
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异邦人并不是勇武有力的，但你们在战斗中的勇敢
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他们的作战方法，则他们是使用弓箭和短枪的。他们
在出发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而头上则裹着头巾，因此要征服他们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此外，那一大陆的居民比所有其他的人们加在一起都有更多的好
东西，首先是黄金，还有白银和青铜、色彩绚烂的衣服、驮畜和奴隶；这一
切的东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而他们所居住的国土是相互邻接的，下
面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你们。这里是伊奥尼亚人，这里是吕底亚人，他们居住
的土地是肥沃的并且生产极多的白银。”他说着，便指着他所带来的雕刻在
青铜板上的地图。随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又说：“紧接着吕底亚人的东面居
住的是普里吉亚人，据我所知，他们的家畜和谷物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
都比不上的。紧接着他们的则是卡帕多启亚人，我们则称他们为叙利亚人。
而他们的邻人则是奇里启亚人，奇里启亚人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边的海上
去，而赛浦路斯岛就是那边海上的；他们每年缴给国王的贡税是五百塔兰特。
和奇里启亚人相接的就是阿尔美尼亚人，这又是一个富有牲畜的民族；接着
阿尔美尼亚人的是领有我指给你的这块土地的玛提耶涅人。你还看到奇西亚
的土地接连着他们的土地，在那里，就在那个科阿斯佩斯河的岸上，有住看
大王的那座苏撒城，那里还有收藏看他的财富帑币的宝库。你们如果把这座
城攻取下来，那你们就甚至不需要害怕和宙斯斗富了。老实说罢，你们必得
和与你们同样强悍的美塞尼亚人，和阿尔卡地亚人与阿尔哥斯人作战是为了
什么呢？对美塞尼亚人作战还不是为了既狭窄、又不肥沃的土地，而阿尔卡
地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却又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死的黄金或白银。当你们
可以轻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
呢？”这便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讲的话。而克列欧美涅斯回答说：“米利郡
的客人，关于这件事情，两天之后等候我的答复吧”。
（５０）他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着指定给予回答的那天，他们来
到他们相互约定的地点时，克列欧美涅斯同阿里司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
国王的地方一共是多少天的路程。到当时为止，阿里司塔哥拉斯一直都是很
狡猾的并且巧妙地欺骗了这个斯巴达人，但是在这里他却失算了。原未。如
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诱到亚细亚去的话，他是永远不应当讲老实话的。然而
这一次他讲了并且说从海向内陆是三个月的路程。克列欧美涅斯一听这话，
立刻不要阿里司塔哥拉斯再谈他开始说的关于路程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并且
向他说：“米利都的客人，请你在日没之前离开斯巴达罢，如果你说你要把
拉凯戴孟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三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
（５１）克列欧美涅斯这样说了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宫殿去了。但是阿里司
塔哥拉斯却拿了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到克列欧美涅斯那里去，而在他进入
之后，他便利用请求庇护的人的权利请求克列欧美涅斯听他讲话，但首先要
把孩子们打发开去，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的那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正站在他的
身旁。她是他的独生女儿，大约有八九岁。克列欧美涅斯嘱告他把他愿意说
的话讲出来，不要因这个女孩子在场而有所顾虑。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答
应给克列欧美涅斯十塔兰特，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答应他的请求的话。克列欧
美涅斯拒绝了，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一直在增加他答应给克列欧美涅斯的
钱，直到他增加到五十塔兰特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便叫了起来说：“爸爸，

你躲开他走罢，不然这个生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欧美涅斯很高兴他的女
儿的劝告，于是到另一间屋子去了。阿里司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
实地永久离开了斯巴达，因而他竟没得到机会向下叙说从海到内地国王的地
方的路程。
（５２）下面我要讲一讲这条路的情况①。在这条道路的任何地方都有国王的
驿馆②和极其完备的旅舍，而全部道路所经之处都是安全的、有人居住的地
方。在它通过吕底亚和普里吉亚的那一段里，有二十座驿馆，它的距离别是
九十四帕拉桑该斯半。过去普里吉亚就到了哈律司河，在那里设有一个关卡，
人们不通过这道关卡是绝对不能渡河的，那里还有一个大的要塞守卫着。过
了这一段之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启亚，在这个地方里的路程直到奇里启亚的边
境地方是二十八个驿馆和一百 ０ 四帕拉桑该斯。在这个国境上你必须通过两
个关卡和两座要塞；过去这之后，你便要通过奇里启亚，在这段路里是三个
驿馆和十五帕拉桑该斯半。奇里启亚和阿尔美尼亚的边界是一条名叫幼发拉
底的要用渡船才可以过去的河。在阿尔美尼亚有十五个驿馆和五十六帕拉桑
该斯半，而那里有一座要塞。从阿尔美尼亚，道路便进入了玛提耶涅的地带，
在那里有三十四座驿馆，一百三十七帕拉桑该斯长。四条有舟楫之利的河流
流经这块地方，这些河流都是要用渡船才能渡过去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
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从同一个
水源流出来的①；前者发源于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后者则发源于玛提耶
涅人居住的地方。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疏导到三百六十道
沟渠中去的那个金德斯河②。过去这个国土，道路便进入了奇西亚的地带，在
那里有十一座驿馆与四十二帕拉桑该斯半长，一直到另一条可以通航的河
流，即流过苏撒的那条科阿斯佩斯河。因此全部的驿馆是一百十一座。这样
看来，从撒尔迪斯到苏撒，实际上便有这样多的停憩之地了。
（５３）如果这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该斯我计算得不错的话，如果每一帕拉桑
该斯象实际情形那样等于三十斯塔迪昂的话，则在撒尔迪斯和国王的所谓美
姆农宫之间，就是一万三千五百斯塔迪昂了，换言之，也就是四百五十帕拉
桑该斯；而如果每日的行程是一百五十斯塔迪昂③的话，那末在道上耽搁的日
期就不多不少正是九十天（５４）因此，当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从海岸向
内地的行程要三个月之久的时候，他对拉凯戴孟人克列欧美涅斯所讲的话就
是真话了。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一段路程更精确地加以计算的话，那我也可以
说给他的。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加到其他的一段上面
去。这样，我就要说，从希腊的海到苏撒（美姆农市就是这样称呼的）的路程
就是一万四千另四十斯塔迪昂，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是五百四十斯塔迪
昂，这样三个月的路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
（５５）阿里司塔哥拉斯既然不得不离开斯巴达，他于是便到雅典去；雅典
摆脱统治它的那些僭主的情况是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僭主希庇亚
①

从撒尔迪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要古老得多。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启亚有喜特的一个首

都，而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首都和一面的撤尔迪靳与另一面的亚述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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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信使便住在这些驿馆里。他们把信送到下面一个驿馆后再回到自己的驿馆。

①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两条札布河了。

②

参见第一卷第一八九节。

③

在另一个地方（Ⅵ.101），希罗多德认为背通一个人一天的行程是二百斯塔迪昂。

斯的兄弟希帕尔科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告他说他将遭惨祸的梦，因而被
原来属于盖披拉人的一族的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杀死，但是在这之
后雅典人在四年中间却受到了不但不轻于，反而更重于先前的僭主的统治。
（５６）希帕尔科斯所梦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在泛雅典娜祭的前夜，他梦见
一个身量高而姿容美好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谜一样的诗
句：
用象狮子一样的忍耐心来忍耐那难以忍耐的苦难罢，世界上的任何人做
了坏事最后都是要得到报应的。而在天一亮的时候，他立刻便把他的梦告诉
了圆梦的人。在这之后不久，为了不再作这样的梦，便去率领一个行列去向
神奉献牺牲，而他就死在这个行列里面了①。
（５７）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盖披拉人自称最初是从埃列特里亚来的。但是
根据我个人的探讨，他们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得莫斯一同来到今天称为贝奥
提亚的那一部分的腓尼基人，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被分配给了这些人，
而他们也便定居在那里了。卡德美亚人起初是被阿尔哥斯人赶出那里的②，而
这些盖披拉人又为贝奥提亚人所驱逐，于是他们便到雅典去了。雅典人在一
定的条件下接受他们为市民，但是不许他们参与在这里不值得叙述的许多事
情。
（５８）盖披拉人所属的，这些和卡得莫司一道来的腓尼基人定居在这个地
方，他们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
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
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
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它们的形状，而在他们使用这些字母时，他们把
这些字母称为波依尼凯亚：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给
带到希腊来的。此外，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
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
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５９）在贝奥提亚底比斯地方伊司美诺斯·阿波罗神殿，我自己曾看到过
卡德美亚的字母。这种文字刻在某些三脚架上面，它们大部分和伊奥尼亚的
字母相似。在一个三脚架上面刻着下面的字句：
阿姆披特利昂从铁列波阿伊人的地方来奉献了我。这是拉伊欧司时代的
东西，拉伊欧司是拉布达科司的儿子，拉布达科司是波律多洛司的儿子，波
律多洛司又是卡得莫司的儿子。
（６０）在另一个三脚架上刻着六步格的诗句：
拳击家斯卡伊欧斯在博得胜利之后把我作为一件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
给了你，一箭千里的阿波罗神。如果这个斯卡伊欧斯就是奉纳者而不是和希
波库昂的儿子同名的另一个人的话，则斯卡伊欧斯就是拉伊欧司的儿子欧伊
狄波司的时代的人了。

①

希帕尔科斯在五一三年遇难。

②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六十年。

（６１）在第三个三脚架上，仍然是六步格的诗句：
身为国王的拉欧达玛司把我作为一个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给一望千里
的阿波罗神。在这个拉欧达玛司，即埃提欧克列司的儿子当政的时候，卡德
美亚人被阿尔哥斯人驱逐而逃到恩凯列司人的地方那里去。盖披拉人被留在
后面，但是后来为贝奥提亚人所迫而撒退到雅典去：于是，他们在雅典有为
他们自己专门修建的神殿，这神殿和其他雅典人没有关系。这些神殿特别是
阿凯亚·戴米特尔的神殿和密仪是和其他神殿有所不同的。
（６２）这样，我就叙述了希帕尔科斯所作的梦，以及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
盖披拉人的来历。现在我必须更进一步，回来叙述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
即雅典是怎样从僭主们的统治之下把自己解脱出来的。既然希庇亚斯成了雅
典人的僭主而且由于希帕尔科斯的死而更加虐待起雅典人来，为佩西司特拉
提达伊家所放逐而亡命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这一雅典家族，便想用和雅典
的其他亡命者共同使用武力的办法归国解放雅典，但是他们并未能做到这一
点，反而吃了大亏。他们曾在派欧尼亚的上方里普叙德里昂地方修筑了工事。
由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反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他们便从阿姆披克图昂
奈斯那里包筑当时还没有，但是现在才有的戴尔波伊神殿。由于他们既有钱
又和他们的父祖一样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便把神殿修筑得比原来设计的还
好，特别是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神殿，但结果他们是用帕洛司
的大理石修建了神殿正面的。
（６３）但是，根据雅典人的说法，这些人当时曾留在戴尔波伊并且用金钱
贿买了佩提亚，要她不管什么时候有斯巴达人前来向她请示公事或私事的时
候，就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因此，由于拉凯戴孟人总是听到这样的
神托，便派遣他们的一位市民、知名之士阿司特尔的儿子安启莫里欧司率领
军队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从雅典骗出，尽管他们原是亲密的朋友。因为神
的意旨在他们的眼中是比人的意愿更重要的，他们是循看海路用船只派遣了
这些人的。因此安启莫里欧司便在帕列隆登陆并且使自己的军队也在那里上
了岸；但是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便派人向与他
们结盟的帖撒利亚去请求帮助。帖撒利亚人应他们的请求，在商议之后派出
了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奇涅阿司和他所率领的一千名骑兵。当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得到了这些同盟者的时候，他们便想山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帕列隆平
原上的树木砍伐净尽以便人们可以在整个平原上驰骋自如，然后派出自己的
骑兵和敌军交锋。骑兵进袭敌人并杀死了安启莫里欧司，还有许多拉凯戴孟
人，并把残存的人们赶到他们的船上去。这样一来，从拉凯戴孟来的第一批
军队就这样地被赶回去了。安启莫里欧司的坟墓在阿提卡的阿罗佩卡伊，库
诺撒尔该斯的海拉克列斯神殿附近的地方。
（６４）在这之后，拉凯戴孟人便派出更大的一支军队去进攻雅典，他们任
命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为军队的统帅；这支
军队他们是循着陆路，而不是循着海路派出的。当他们侵入阿提卡的时候，
首先和他们交锋的就是帖撒利亚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立刻便被击溃，其中
四十多人被杀死，而那些得到活命的人们则尽量地找便捷的道路逃回帖撒利
亚去了。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在他率领着希望取得自由的雅典人来到城前时，
便把僭主们的家族赶到佩拉斯吉孔城寨里面去并在那里把他们包围了。
（６５）拉凯戴孟人的确到底也没有攻克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要塞（因为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一族在粮草方面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他们也便无意封锁这

座要塞）；拉凯戴孟人对这个地方只围攻了几天。便返回斯巴达去了。但是实
陈上，却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伴，这个事件伤害了一方面，却帮助了另一方
面，原来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孩子们在他们从那里暗中向安全的地方撤退
时被捉住了。这件事情把他们的全部计划都给打乱了，于是为了领回他们的
子弟，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在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
不久之后，他们便离开到司卡曼德罗斯河岸上的细该伊昂去了，他们君临雅
典人有三十六年① 。他们原来也是属于披洛斯人涅列达伊族，那往时是异邦
人，但是成为雅典人的国王的科德洛斯族和美兰托斯族也是和他们同样出于
同一祖先的。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铁斯为了纪念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佩
西司特拉托斯，因为涅司托尔的儿子的名字就是佩西司特拉托斯。
雅典人就这样地摆脱了他们的僭主之治的桎梏。自从他们取得自由以
来，直到伊奥尼亚叛变了大流士而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到雅典人这里来
要求雅典人的援助的时候，这之间他们所做的和所经受的一切值得记述的事
情，这都是我首先要叙述的。
（６６）先前便是强大的雅典，在它从僭主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就变
得更加强大了。在那里拥有最大权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
家的克莱司铁涅斯，人们都知道他曾经笼络过佩提亚：另一个是名门出身的
提桑德洛斯的儿子伊撒哥拉司。我说不清楚这个人的身世，但是他的族人是
曾向卡里亚·宙斯奉献过牺牲的。这两个人各自率领一派争夺政权，而克莱
司铁涅斯既然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民众结合到一起了。不久他便把原来
是四个部落的雅典人分成了十个部落，他废去了根据伊昂的四个儿子的名字
该列昂、埃依吉科列司、阿尔伽戴司和荷普列司所起的部落名称，而用其他
英雄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部落，在这些名称当中除去埃阿司之外，都是土著的
英雄的名字。他所以把异邦人的名字埃阿司加到这里面来，因为它是雅典的
邻人和同盟者。
（６７）但是在我看来，克莱司铁涅斯这样做，不过是模仿他的母亲的父亲
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罢了①。因为克莱司铁涅斯在对阿尔哥斯人开战之
后，便把希巨昂地方行吟诗人的比赛给停止了，理由是在荷马的诗篇里面，
几乎全部是以阿尔哥斯人和阿尔哥斯为吟咏主题的。此外，他想把阿尔哥斯
英雄塔拉欧司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从国内驱逐出去，因为这位阿德拉斯托斯
的神殿现在还耸立在希巨昂城的市场上。于是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
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托斯驱除出去、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阿德拉斯托
斯是希巨昂的国王，而他却是一个应当给石头砸杀的人。既然神不容许他实
现自己的想法，他便回去尽力想可以使他把阿德拉斯托斯铲除掉的什么一个
办法。于是当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便派人到贝奥提亚的
底比斯去，说他想把阿斯塔科斯的儿子美兰尼波司迎到自己的国里来。底比
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便把美兰尼波司迎到国内，并且在市会堂给他
指定了一块圣所，使他座镇在那里最坚固的地方。为什么克莱司铁涅斯要把
美兰尼波司迎到国里来呢（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原来美兰尼波司
乃是阿德拉斯托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阿德拉斯托斯曾杀死了他的兄弟
美奇司铁乌司和他的女婿杜德乌斯。既然给美兰尼波司指定了一块圣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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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五到五○九年。

①

克莱司铁涅斯统治希巨昂的时期是从六○○年到五七○年。

末克莱司铁涅斯便把阿德拉斯托斯的全部牺牲和祝祭拿走，而送给美兰尼波
司了。不过希巨昂人对于阿德拉斯托斯一向是十分尊敬的，因为波律包司曾
是那个地方的主人，而阿德拉斯托斯又是波律包司的女儿的儿子。波律包司
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便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托斯了。在希巨昂人给予阿德拉
斯托斯的其他尊荣之外，他们还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祭祀
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狄奥尼索斯，而是为了阿德拉斯托斯的。但是克
莱司铁涅斯把歌舞队仍然给回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祭仪给予美兰尼波
司了。
（６８）他对于阿德拉斯托斯的处理办法就是这样。但是对于多里斯人的部
落，他改变了他们的名字，为的是不使他们和希巨昂人与阿尔哥斯人属于相
同的部落。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对于希巨昂人作了很大的侮弄，原来他给他
们起的新名字是从猪和■等词来的，只是把通常表示部落的语尾加到上面去
罢了，只有他自己的部落是例外。他给自己的部落起了一个表示自己的统治
的名称，把属于这一部落的人们你为阿尔凯拉欧伊（意为人民的统治者——译
者注），而称其他的部族为叙阿塔伊（意为小猪——译者）、欧涅阿塔伊（意为
小■——译者）或是科伊列阿塔伊（意为小猪——译者）。希巨昂人不仅是在克
莱司铁涅斯的治下，就是在他的死后六十年中间都是使用这些名称的；但是
后来，他们进行了商议，而把部落的名称改为叙列依斯、帕姆庇洛伊、杜玛
那塔伊。此外，他们还添加了第四个部落的名字，这个名字依照阿德拉斯托
斯的儿子埃吉阿列岛斯的名字而称为埃吉阿列依司。
（６９）希巨昂人克莱司铁涅斯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克莱司铁涅
斯的女儿的儿子、因而承袭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的雅典人克莱司铁涅斯，在
我看来，他所以沿用他的外祖父的名字，是他也和他的外祖父一样瞧不起多
里斯人，因而他不愿使自己的部落即雅典人与伊奥尼亚人相同。他既然把当
时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平民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他便给这些部落起了新的
名字并且增加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从前的四个部落首长，而设立了十个部
落首长，把十个区划分给各个部落。在他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便比他的
对方要强大得多了。
（７０）伊撒哥拉司的这一方面既然失败了，他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来。他请
求克列欧美涅斯的帮助，因为克列欧美涅斯从围攻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时
候起便是他自己的朋友了。而且由于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的妻子有不
清不楚的关系，他曾经受到人们的指控。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先派使者到雅
典去，要求把克莱司铁涅斯和与他同党的其他许多雅典人驱逐出去，他把这
些人称为因凟神而受到咒诅的人。他告诉给使者要说的话都是伊撒哥拉司教
的。因为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和他们的同党曾被认为犯了杀人之罪，但伊撒
哥拉司与他的朋友并未参与其事。
（７１）雅典的那些被咒诅者，他们的名字是这样得来的。有这么一个曾经
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胜的名叫库隆的雅典人，他自视甚高因而竟想成为一
名僭主。于是他集结了一批和他年纪相仿佛的人，试图夺占城砦；但是当他
在这件事上面未能成功的时候，他便坐到女神神像的旁边去请求庇护。于是
当时治理着雅典的纳乌克拉洛司们① 答应决不用死刑来惩罚他们而把库隆和
①

纳乌克拉里亚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长官纳乌克拉洛司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这里说他

们治理雅典与事实似有出入。

他的人们从那里带走，但是他们还是被杀死了，而杀人的罪名就给放到阿尔
克美欧尼达伊一家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时代以
前的②。
（７２）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派人去并要求放逐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咒诅者，克
莱司铁涅斯自己便悄捎地离开了城市。尽管如此，克列欧美涅斯随后不久也
还是率领着不大的一支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便把伊撒哥拉司
所指名给他的七百个雅典家族，作为被咒诅者放逐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继
而又试图解散议院③，而把当权的位置交给了伊撒哥拉司一党的三百人。但是
议院反抗他而不肯服从，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和他们的一党便占
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院一面的其他雅典人便团结起来，围攻了他们两天：
第三夭他们便缔结了作战条约，而他们当中的拉凯戴孟人则扫数离开了国
内。这样，克列欧美涅斯所听到的预言便应验了。原来当他去城砦想把它占
领的时候，他到女神的内殿去打算跟她讲话，但是女祭司却从她的坐位上站
了起来，而在他还没有迈到门里面来的时候就说：“拉凯戴孟的客人，回去，
不要进到圣堂里面来，因为多里斯人按规定是不能进到这里面来的”。但是
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里斯人，我是阿凯亚人”。于是他便不把这预
言放到心上，而是试图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的，他
和拉凯戴孟人再一次地被赶了出来。至于其他人，则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
而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戴尔波伊人提美西铁乌司。这个提美西铁
乌司在膂力和勇武方面成就了若干极其伟大的事业，这些事业都是我能够列
举的。
（７３）这些人在入狱之后，就都给处死了。在这之后，雅典人便派人去把
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克列欧美涅斯所放逐的七百家族迎了回来；然后，他们又
派使节到撒尔迪斯去，打算和波斯人结为同盟。因为他们知道，拉凯戴孟人
和克列欧美涅斯是不会轻轻饶过他们的。当使节到达撒尔迪斯并且按照所吩
咐的话说了一遍之后，撒尔迪斯的总督、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培普列涅
斯便问他们，他们这些想和波斯人缔结联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住在什么地
方，在他听使者说完之后，便给了他们一个答复：这一答复的大意是，如果
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的话，那末他就和他们结成同盟，但如果不
这样的话，他就命令他们回去。使者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结果同意了他的
要求，因为他们是一心想缔结联盟的。但是在回国之后，他们却因他们的做
法而受到了很大的责难。
（７４）另一方面，克列欧美涅斯认为他受到雅典人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很大
侮辱，因此并没有声明纠合的原因，他便从整个伯罗奔尼撒纠合了一支军队，
以便对雅典的民众进行报复并且立伊撒哥拉司为僭主。因为伊撒哥拉司也是
和他一起逃出了卫城的，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率领着大军一直入侵到埃列乌
西斯，而贝奥提亚人也便根据商量好的计划，攻取了阿提卡边界地带的欧伊
诺耶和叙喜阿伊，同时卡尔启斯人则从另一方面进攻并袭击阿提卡各地。雅
典人虽然处于背腹受敌的地步，却决定一时先不去考虑贝奥提亚人和科尔启
斯人，而是一直向着侵入埃列乌西斯的伯罗奔尼撒人攻去了。
（７５）但是当两军正要交锋的时候，科林斯人他们却首先一致认为他们的
②

大约在六二○年和六○○年之间。

③

这里希罗多德指的大概是新的五百人院。

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撤退了。不久之后，斯巴达
的另一个国王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也这样做了，尽管他是和克列欧美
涅斯一同率领着军队从拉凯戴孟前来的，而且他从来和克列欧美涅斯也没有
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由于这一次的分裂而在斯巴达制定了一项法律，即当
派遣一支军队出去的时候，两个国王不能一同随军前往，但在这之前，他们
却是二人同去的。既然其中的一个国王可以免除军役，那末图恩达里达伊族
当中的一人也就要留在家里了。因此在埃列乌西斯，当其他的同盟军看到拉
凯戴孟人的两个国王并不一心，而科林斯的军队也离开了他们阵地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地撤退并离开了。
（７６）这是多里斯人第四次进入阿提卡了。两次他们是作为战争中的侵略
者来到这里的，两次则是来帮助雅典平民的。在第一次的时候是他们在美伽
拉建立一个殖民地（这次的远征若说是发生在科德洛斯统治雅典的时代是不
会错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家。第四次就是克列欧美涅斯这次率领着伯罗奔尼撒人一直进抵埃列乌西斯
地方。多里斯人第四次入寇雅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７７）这支远征的军队既然这样不光荣地解散，雅典人首先立刻便向科尔
启斯人进攻，以便向他们进行报复。贝奥提亚人为了援助科尔启斯人而来到
了埃乌里波斯。当雅典人看到对方有援军到来时，他们便决定首先攻击贝奥
提亚人，然后再进攻科尔启斯人。他们和贝奥提亚人交锋而获得了一次辉煌
的胜利。他们杀死了对方许多人并且抓了他们七百名俘虏。而在同一天里面，
雅典人还渡海到了埃乌波亚，在那里他们又和科尔启斯人交锋。而在同样地
制服了科尔启斯人之后，便在饲马者的土地上安置下了四千名屯田农民；至
于饲马者，则这是富裕的卡尔启斯人的称呼。他们抓了许多科尔启斯的俘虏，
他们使这些俘虏全都带上枷锁并将之和贝奥提亚的俘虏一同监禁起来：但是
后来他们规定了每人二米那的赎金而把这些俘虏释放了。雅典人把用来拘系
囚犯的枷锁悬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在给美
地亚人的火灾而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庙。此外：他们
还奉献了十分之一的赎金用来铸造了一具青铜的驷车。这个青铜的驷车，就
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雅典的子弟们立了辉
煌的战功，他们制服了贝奥提亚和科尔启斯的武力，用狱里的铁锁消灭了敌
人的横傲；
他们把赎金的十分之一制成这些马匹呈献给帕拉司。
（７８）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
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
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
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
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
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
了。
（７９）以上便是雅典人所作所为的一切。但是，随后底比斯人便想对雅典
进行报复而向神去请示。佩提亚说，底比斯人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是谈不到复
仇的，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交给民会来办理并且向他们的最近的邻人请求援
助。因此在请示神托的人们回来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大会，把神托在会上宣
布了。而当底比斯人知道神托指示给他们要向最近的邻人求援的时候，他们

一听见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最近的邻人不正是塔那格拉人、
科洛那亚人、铁司佩亚人么！而且这些人一直是我们的战友并且和我们共同
戮力作战的。这还需要向他们去请求么？也许神托的话所指的不是这个罢”。
（８０）对于神托的话，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终于有一个懂得了神托
的意思，于是他说：“我想我是懂得神托告诉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的。铁
贝和埃吉纳据说是阿索波司的女儿，既然她们是姊妹，则神的回答的意思：
我以为，是应该请求埃吉纳人来为我们报仇”。既然他们对于这个神托没有
更好的解释，他们便立刻派人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请求他们的帮助，因为这
是神托的命令而且埃吉纳人又是他们的最近的邻人。埃吉纳人答应了他们的
请求，说是要派埃伊阿奇达伊族去帮助他们。
（８１）底比斯人仗着有埃伊阿奇达伊族和他们在一起而重新挑起了战争，
但是他们又吃了雅典人很大的苦头，因此他们便再一次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要
求派出新的人来，而把埃伊阿奇达伊族送了回去。当时埃吉纳人正由于本身
的繁荣而洋洋自得，再加上他们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依照底比斯人的请求，
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和雅典人打起来了。但雅典人正在忙于对只奥提亚人作
战，于是埃吉纳人便乘船下行到阿提卡来，蹂躏了帕列隆和沿岸地带的其他
许多市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雅典人遭受了极大的损害。
（８２）埃吉纳人和雅典人之间长期间不得解开的怨仇，原来是这样结起来
的。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
请示这一灾害的来由。佩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
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佩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
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因此埃披道洛斯人便请求雅典人允
许他们到那里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而且
据说当时确实是除了雅典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橄榄树。雅典人同意把橄榄
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埃披道洛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阿司和埃列克铁
乌斯奉献供物。埃披道洛斯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的请求便得到了
允许。他们建立起了用这些橄榄木制做的神像；于是他们的土地就生产了果
实，而他们也履行了他们和雅典人的约定。
（８３）直到当时，都和当时以前的时候一样，埃吉纳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服
从埃披道洛斯人的，特别是埃吉纳人要渡海到埃披道洛斯去，在那里请求判
决他们相互间的一切诉讼事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造船并且妄自
尊大起来，结果竟至叛离了埃披道洛斯人；他们相互之间既然成为寇仇，而
且埃吉纳人又占着海上的优势，于是他们便使埃披道洛斯人遭到了很大的损
害，同时又把埃披道洛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象偷了去，而把它们
安放在他们国家腹地的、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二十斯塔迪昂远的一个名叫欧
伊亚的地方。把神像安置在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便用奉献的各种牺牲和妇女
的滑稽歌舞队来奉祀它们，为每一位神的会唱队都任命了十个负担费用的
人。而歌舞队中的妇女的挖苦对象不是任何男子，而是当地的妇女。埃披道
洛斯人也有同样的仪式，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不许向别人说的宗教仪式。
（８４）但是当这两座神像被偷去的时候，埃披道洛斯人却停止履行他们向
雅典人约定的义务了。于是雅典人便派出一名使者到埃披道洛斯人那里去表
示自己的愤怒，但是埃披道洛斯人却申辩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说，
只要神像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他们是会履行约定的，但是现在他们既然被

劫走了神像，那他们就不应当再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而现在应当献纳供物
的却是拥有神像的埃吉纳人了。雅典人于是派人到埃吉纳去，要求送回神像，
但是埃吉纳人却回答说他们和雅典人是无交道可打的。
（８５）根据雅典人的说法，在雅典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就派出
了一艘上面载着某些市民的三段桡船，这些代表全体人民被派出来的人到了
埃吉纳之后，便想把那用阿提卡的木料制成的神像从座上搬下来带走；但是
当他们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它们的时候，他们便用绳子把这两座神像绑起来
拖它们，而当他们用绳子拖的时候，他们遇见了雷击，同时又遭到了地震。
于是那些拖神像的三段桡船的水手们便心神错乱起来，而他们在这种错乱的
心情之下，竟相互象对敌人那样地厮杀起来，直到最后他们只剩下了一个人，
自己回到帕列隆来了。
（８６）关于这件事，雅典人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埃吉纳人却说雅典人不
是只乘着一艘船（因为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甚或几艘船的话，那末那使他
们自己没有船只，他们也是很容易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是乘着许多只
船在他们那里上陆的，结果他们没有进行海战，便向雅典人投降了。但是他
们却从来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是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自己在海战方面不行才
投降的，还是因为他们故意做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埃吉纳人说，在雅典人
看到没有人出来和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便从船上下来，着手去搬运神像，
然而他们既然不能把神像从台座上搬下来，他们便用绳子缚住神像向下拖，
而在他们拖呀拖呀的时候，这件事别人也许相信，但我是不相信的，两座神
像竟一同向着他们跪了下来。从那时起这两座神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了。这
就是雅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关于他们自己，埃吉纳人说，他们知道雅典人
想对他们作战，于是他们便预先保证了阿尔哥斯人对他们的援助。因此当雅
典人在埃吉纳地方登陆的时候，阿尔哥斯人便前来援助埃吉纳人，阿尔哥斯
人是从埃披道洛斯偷偷地渡海到岛上来的，登陆之后便乘雅典人之不备向他
们进攻，把他们和他们的船只切断。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雷，
同时还遇到了地震。
（８７）这就是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的说法，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
间只有一个人安全地返回了阿提卡。但是阿尔哥斯人说，把雅典人在只有一
个人生还的战斗中击溃的正是他们，雅典人则说击溃了他们的是神力。但是
雅典人说，即使是这个生还的人也没有得救，而是象下面所说那样地死掉了。
原来他自己回到了雅典，把经过的惨事告诉了大家。据说当被派出去进攻埃
吉纳的那些人的妻子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
个人安全返回这伴事十分气愤，于是她们便集合在他的周边向他追问她们自
己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并用她们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这个人就这样地
被刺杀了。在雅典人看起来，妇女们所干的这件事情比起他们的不幸遭遇来
是更要可怕的。据说，他们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便把她们
的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原来直到当时为止，雅典的妇女是穿着和科
林斯人的服装非常相似的多里斯式服装。结果这种服装就给变成了亚麻外
衣，以便她们不会再用别针。
（８８）然而，若是讲老实话，这种衣服不是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
卡里亚的。因为在希腊本上，古代的全部妇女的服装都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多里新式的服装一样的。另一方面，至于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这一点也
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一个国家作出一个规定，即他们的别针

应该制作得比过去一般规定的长度长一半，而他们的妇女要特别把别针奉献
到以上那些女神的神殿里去；而阿提卡制造的其他任何物品和陶器都不能带
到神殿里面去，但是那里却习惯于用国产的器皿来饮水。因此阿尔哥斯和埃
吉纳的妇女从那时起便由于和雅典人不和而戴着比先前要长的别针。而直到
我的时代她们还是这样做的。
（８９）雅典人和埃吉纳人开始结怨的缘由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了。因此，在
底比斯人前来邀请的时候，埃吉纳人立刻就来帮助只奥提亚人了，因为他们
还没有忘掉神像的旧事。埃吉纳人蹂躏了阿提卡的沿海地带，雅典人于是立
刻开始着手对他们派出讨伐的军队。但是从戴尔波伊却来了一个神托，命令
他们在埃吉纳人的这次蹂躏之后三十年中间不要轻举妄动，而在第三十一年
里，则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再对埃吉纳人发动战争。这样他们便可
以顺利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如果他们立刻派出一支军队攻打他们的敌人的
话，他们诚然最后也可以制服他们的敌人，但是在这期间他们要受很多的苦，
而且还要付出极大的气力。当雅典人听到人们把这一神托告诉给他们的时
候，他们便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这个圣域现在就在他们市场的地方；
但是既然埃吉纳人把他们蹂躏得这样苦，他们实在忍不住在三十年中间按兵
不动。
（９０）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报复的时候，在拉凯戴孟却发生了一件妨碍
了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知道了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对佩提
亚所施的策略以及佩提亚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策略的时
候，他们由于双重的理由而感到十分气愤，一则是由于他们从他们的祖国驱
逐了他们自己的盟友，再则是由于他们这样做而雅典人对他们并没有表示感
谢之意。此外，他们还受到神托的嗾使，因为神托警告他们说、雅典人将要
对他们做出许多使他们对之结怨的事情来。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不晓得这些
神托的。但是现在克列欧美涅斯却把神托带到斯巴达来，而拉凯戴孟人也就
知道了这些神托的内容。克列欧美涅斯是从雅典的卫城得到了神托的；在当
时之前，神托是在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手里，但是当他们被驱逐的时候，
他们把它忘在神殿里了。既然被遗忘，这些神托就重新给克列欧美涅斯得到
了。
（９１）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
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
则这些人是很可能会有一无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但如果这些人受看僭主
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既然有了这样
的想法，他们便派人从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亡命地点海列斯彭特的细该伊
昂那里把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召了来。希庇亚斯应召来到之后，
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国的使者们也召来，对这些人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错了。因为我们受到伪造的神托的愚
弄，把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并且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的人们从他们的祖国
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了，而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把那个城邦交到无恩无义的
民众手里去了；这些人只要借着我们的力量得到自由而抬起头来，他们立刻
便会用各种办法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和我们的国王驱逐出去、
而现在他们现在已神气起来并且也越来越强大了。既然他们的邻邦贝奥提亚
人和科尔启斯人特别已经知道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认为其他各国不
久也会知道他们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既然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我们就要试

图借着你们的帮助向他们进行报复，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把你们
在这里看到的希庇亚斯召来，把你们也从你们的城市请来，以便使我们的意
见统一起来而力量也结合到一起，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他带回雅典并归还我们
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
（９２）以上便是拉凯戴孟人所说的一番话，但是他们的话在他们的大部分
的盟国听起来却是很难接受的。在其他人等都默不作声的时候，一个叫做索
克列期的科林斯人说：“（ａ）拉凯戴孟人啊！你们现在正是在破坏平等的原则
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这真是让天空在大地的下面，大地在天空
的上面，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啊。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象
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
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
的城邦立僭主罢。但是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从来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
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
的。而且，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于这件事你们的看法
就会比你们现在明智得多了。
（β）科林斯人的国家组织形式，现在我想来说一说。统治者是少数人，
即称为巴齐亚达伊的少数人，他们执掌着城市的大权，而他们之间又是相互
通婚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姆庇昂的人，他有一个名叫拉布达的跛腿
女儿。既然看到巴齐亚达伊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娶她，她便被嫁给了佩特拉市
镇的埃凯克拉铁司的儿子埃爱提昂，他原来是拉披塔依人凯涅乌司的后代。
他娶了这个妻子或任何其他妻子后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于是他为了孩子的事
情到戴尔波伊去问个究竟。而在他刚一进入圣堂的时候，佩提亚立刻向他说
出了下列的诗句：
埃爱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
你的。
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
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不知怎的到了
巴齐亚达伊族的耳朵里去，而他们对于送到科林斯来的前一个神托也是不了
解的，尽管这一神托的意义和给埃爱提昂的那个神托的意义是一样的。神托
里的诗句是这样：
雌鹰在山里怀孕，一只雄壮
而凶猛的
狮子将要从那里诞生；它将要把许多人
的膝头解开。
因此，你们这些科林斯人，我要你们
很好地注意一下，
你们这些住在美丽的佩列涅泉的旁边，
住在巍峨的科林斯的人们啊！
（γ）在先前给巴齐亚达伊族的这一神托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但是现
在，当他们知道了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的时候，他们立刻懂得，前一个神
托和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是符合的。他们既然也懂了这个预言，他们便按兵
不动地等在那里，打算把给埃爱提昂生下的不管什么东西给毁掉。因此，当
他的妻子一分娩的时候，他们便派出了他们同族的十个人到埃爱提昂住的市
镇去以便把小孩杀死。这些人来到佩特拉，走进埃爱提昂的住所来要这个孩

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丝毫也不晓得的拉布达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
于他们和孩子的父亲的友谊，因此便把它带了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人。故事
说，这些人在道上会商议好，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应当把它摔到地上去。因
此当拉布达把孩子带来并交出孩子的时候，由于上天的保佑，这个孩子竟向
接过它的那个人微笑起来。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微笑而恻隐之心使他不忍下毒
手，因而他便由于心里发软而把孩子交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交给第三
个人，这样经过了十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把它杀死。于是他们把这个
孩子交回给他的母亲而出去了，他们站在门前相互埋怨和责怪起来，但主要
是对那第一个接过了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他们计划好的办法去做。过
了一会儿、他们才想到再进去，大家一齐动手来杀死这个孩子。（δ）但是神
托注定埃爱提昂的后人将会是科林斯受难的原因。因为拉布达站在离门很近
的地方，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听到了。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而再来拿走这个
孩子而把它杀死，于是她便把孩子带走，而把它藏在一个柜子里，因为她认
为这个地方是最难找到的。原来她知道，如果他们回来着手搜寻的时候，他
们是会把每个地方都搜查到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了。他们前来搜查，
但是在搜查不到时，他们便决定回去并且告诉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按
照命令把一切都办妥了。（ε）这样，他们就离开并且这样报告了。但是埃爱
提昂的儿子很快地成长起来了，而且由于他逃脱了那次的危险，他便由于那
个柜子而起名为库普赛洛斯（希腊语的库普赛列■νψ■λη原来是柜子的
意思——译者）。而当库普赛洛斯长大成人而到戴尔波伊请示神托的时候，戴
尔波伊便给了他一个有双重意义的神托。库普赛洛斯相信了这个神托，于是
他攻打并取得了科林斯。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到我的圣堂里米的这个人是幸福的，埃爱提昂的儿子库普赛洛斯，著名
的科林斯的国王，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是幸福的，但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却不
是幸福的。以上就是神托的话。但是库普赛洛斯在取得了僭主的权力以后，
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他剥夺了许多人的财产，
更杀害了为数要多得多的人的生命。
（ζ）他统治了三十年①并且得到了善终，继他为僭主的是他的儿子佩利安
多洛斯。佩利安多洛斯在起初，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通过
自己的使者和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有了交往之后，他就变得比库普赛
洛斯残暴得多了。因为他有一次曾派遣一名使者到特拉叙布洛斯那里去，去
请教他使用怎样的办法最安全地处理事务，才能够把他的城邦治理得最好。
特拉叙布洛斯把从佩利安多洛斯派来的这个人领到城外的一块谷地来，而当
他经过这块谷地的时候，他便一再地询问来人有关于从科林斯前来的事情，
同时却不停地把长得比别的穗子高的穗子剪下来抛掉。他便这样地走过了整
块的田地并把谷物中所有最好的和收成最好的部分毁掉了。在这之后，他一
言不发，便把使者打发走了。当使者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佩利安多洛斯急于
想知道他所带回来的忠舍是什么，但是这个使者说，特拉叙布洛斯并没有给
他任何忠告，他认为他被派去见的那个人是一个性情奇怪的人，因为他是一
个精神失常的人而且是一个毁掉自己财产的人。于是他把他看到特拉叙布洛
斯所做的事情叙说了一遍。
（η）但是佩利安多洛斯明白了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并且认识到，特拉叙
①

从六五五年到六二五年。

布洛斯是劝告他杀死他的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并且从此要以非常残暴的手
段来对待自己的臣民，用诛杀或是流放的办法。库普赛洛斯所没有做到的事
情，佩利安多洛斯都给完成了；而在一天里，由于他自己的妻子梅里莎的原
故，他把科林斯的全体妇女都给剥得精光。因为他曾派遣使者到阿凯隆河河
畔的铁斯普洛托伊人那里去，请示死者关于一个异邦人委托的物品的神托。
但是梅里莎的幽灵出现了，她说她什么也不舍他，也不告他托存的物品在什
么地方，因为她说她冷而且没有穿任何衣服。原来佩利安多洛斯虽然把衣服
和她一同埋葬，但是没有把衣服烧掉，因此这衣服对她便没有用了。她说她
要举出这样一件事情来证明她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即佩利安多洛斯曾把面包
放到冷却的灶里面去。当这话给带回到佩利安多洛斯那里去的时候（因为他曾
和梅里莎的尸休交媾，因此他知道她所举出的证据是真的），他听了这话之后
立刻宣布说全体的科林斯妇女都应当到希拉的神殿来。因此她们来的时候就
象参加节日的庆祝一样，把她们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佩利安多洛斯却把
自己的亲卫兵安置在那里，不分贵妇和女仆，一律剥下她们的衣服并且把所
有的衣服堆到一个穴里烧掉，同时并向梅里莎进行祷告。当他这样做了之后，
第二次派人去到梅里莎那里去，于是梅里莎的幽灵就告诉了他异邦人存放的
物品在什么地方。
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要知道这就是僭主政治，而这就是它所干的勾当。
当我们科休斯人看到你们把希庇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十分惊讶的。
但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讲话，我们便更加惊讶了。因此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各个城邦建立僭主政治罢。如果你们不停止这样做，而
不正当地试图把希庇亚斯带回来的话，那末你们可要知道，科林斯人是不会
同意你们的做法的。”
（９３）以上便是科林斯的代表索克列斯所讲的一番话。和他答话的是希庇
亚斯，他和索克列斯一样呼告诸神前来作证，他说，当科林斯人注定要为雅
典人所烦扰的宿命时刻到来时，则科林斯人的确是会比任何人都更想念佩西
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希庇亚斯所以这样地来回答，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确
切地体会到神托的含意。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代表，在
他们听到索克列斯的无所顾忌的发言时，他们也就都讲了话并且表示同意科
林斯人的意见，他们都请求拉凯戴孟人不要对希腊的城邦实施任何革新。
（９４）这样一来，这个计划便作罢了。希庇亚斯不得不离开了。马其顿人
的国王阿门塔斯想把安铁莫斯给他，而帖撒利亚人则想把约尔科司给他。但
是他都不愿意要，而是再回到细该伊昂，这是佩西司特拉托斯用武力从米提
列余人那里夺取过来的市邑，而在把它征服之后，他便把他和一个阿尔哥斯
妇人之间所生的庶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安置在那里做僭主。但是海该西斯特
拉托司并未能和平无事地保有他从佩西司特拉托斯所承受过来的地方，因为
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在长年中间从阿奇列昂和细该伊昂城出兵兴战。米提列
奈人出兵是要收回失地，雅典人则是不承认它，他们所持的论据则是爱奥里
斯人对于伊利亚斯的领土，并没有比他们本身。或是比帮助美涅拉欧司为海
偷之被动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更多的权利。
（９５）在这一战争的战斗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下面的这件事情是
值得一记的：在雅典人取得胜利的一次战斗中，诗人阿尔凯峨斯临阵脱逃了，
但是在跑开时他的武器却被雅典人得到并且给悬挂在细该伊昂地方雅典娜的
神殿里。阿尔凯峨斯因此做了一首诗送到米提列奈去，在这首诗里他向他的

朋友美兰尼波司陈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是，至于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
则库普赛洛斯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给他们讲了和，他们在这件事上服从了他
的仲裁。讲和的条件是每一方面各自保有他们原有的地方。这样一来，细该
伊昂便归雅典来统治了。
（９６）但是从拉凯戴孟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
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展服于他和大流士。
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撒
尔迪斯来，警告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
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
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
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
（９７）他们作了这样的打算，因此也便对波斯人表示了敌视的态度。正在
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
斯来到了雅典，因为雅典这个城市是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强大的。阿里司塔
哥拉斯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谈到了亚细亚的
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
是很容易被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
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
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
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
列欧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
们议决派遣二十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
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就成了后来希腊人和异邦
人的纠纷的开始。
（９８）阿里司塔哥拉斯比其他人都要早地乘船出发了。他来到米利都之
后，便想了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
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国王大流士找找麻烦而已）。他派一
个人到普里吉亚的派欧尼亚人那里去，这些人是被美伽巴佐斯作为俘虏从司
妥律蒙河那里带来的，现在则不和别人杂居地住在普里吉亚的一个地区和一
个村落里；而当这个人来到派欧尼亚人的地方时，他就说：“派欧尼亚人，
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的道路的，如果你们
愿意追随他的话。整个伊奥尼亚现在都已起来反抗国王，而你们是有力量安
全地夺回你们自己的国土的。你们所负责的部分是一直到大海的地方，过去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派欧尼亚人在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是非常
欢喜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害怕危险而住在原地不动，但是其余的人却带着
自己的妻子儿女逃向大海去了。到了那里之后，派欧尼亚人便渡海到了岐奥
斯；而当着一大队波斯骑兵紧紧地追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里。波
斯人既然无法追上他们，他们便派人到歧奥斯去，命令派欧尼亚人回来；派
欧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却给岐奥斯人从岐奥斯带领到列斯波司去，而列斯波
司人又把他们带到多里司科斯那里去。从那里他们便循着陆路迈回派欧尼亚
了。
（９９）至于阿里司塔哥拉斯，则当雅典人率领着他们的二十只船来的时
候，当雅典人和其他联盟者都来齐了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拟定了一个
向撒尔迪斯进军的计划。和雅典人的二十只船同来的，还有五艘埃列特里亚

人的三段桡船，埃列特里亚人前来参加战争不是为了取悦雅典人，而是为了
米利都人，前来报答米利都人对他们的恩谊的（原来在这之前，当埃列特里亚
人对卡尔启斯人作战时，米利都人曾是他们的联盟者，但同时萨摩司人却来
帮助卡尔启斯人以对抗埃列特里亚人和米利都人）。他本人并不和军队一同前
进而是仍旧留在米利都，并任命其他人担任米利都人的统帅，这就是他自己
的兄弟卡罗披诺司和另一个叫做海尔摩庞托司的市民。
（１００）带着这样的兵力来到了以弗所的伊奥尼亚人、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
索司地方下了船。他们自己率领着一支大军向内地迈进，而使以弗所人在路
上作他们的响导。他们沿着凯科斯河行进并且从那里越过特莫洛斯山，这样
他们便到了撒尔迪斯并攻占了它，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攻占了它所有
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卫城，因为那里有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一支大军防守着。
（１０１）但下面的情况使他们不能劫略这座城市。撒尔迪斯的较大部分的房
屋都是茅草造成的，即使有一些砖造的房屋，它们的屋顶也都是茅草盖成的。
结果是，如果有一个兵把这样的一所房子点着。大火就会一所房屋接着一所
房屋地在全城烧起来。在城市看火的时候，吕底亚人和市内的全体波斯人，
由于火烧了外围而从四面八方向着他们迫来，而他们又无法逃出城外，因而
他们便都拥到市场以及流经市场的帕克托罗司河的地方来，帕克托罗司河从
特莫洛斯山把金砂带了下来，象海尔谟斯河流入海里那样地流入海尔谟斯
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合在帕克托罗司河河畔的市堤上，并不得不在那里
保卫自己。当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某些敌人保卫自己，又有一大群人迫近
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于是便从城里向名为特莫洛斯的山那方面去，到
入夜的时候，他们就离开那里上了船。
（１０２）这样，撒尔迪斯和在那里的当地女神库贝倍的神殿就化为灰烬了
①
；而后来波斯人便以这座神殿的焚烧为借口，把希腊的砷殿都给烧掉了。但
是，这个时候，住在哈律司河这一边的波斯人，在听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
便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不过他们却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不在撒尔迪
斯了。但是他们却在后面追踪而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
那里列阵迎击他们，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他们中间有不少知名之士死在波
斯人的刀下，特别是埃列特里亚人的统帅埃瓦尔启戴司，这个人曾因在比赛
时获胜而获得桂冠并且曾受到凯欧斯的西蒙尼戴斯的很大的赞赏。在战斗中
幸而活命的那些伊奥尼亚人便各自逃散，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１０３）他们当时便是这样进行战斗的。但是不久雅典人便完全离开了伊奥
尼亚人并拒绝帮助他们了，尽管阿里司塔哥拉斯曾派使者前去恳切请求。虽
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雅典联盟者，却仍是同样积极地继续准备对国王
的战争（原来他们对大流士从一开头就已经这样干了）。他们乘船到海列斯彭
特去并且征服了拜占廷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市。然后他们又乘船离开
了海列斯彭特到卡里亚去，并使大部分的卡里亚人都站到他们的一面来。因
为甚至直到当时不愿意和他们结成联盟的卡乌诺斯，在撒尔迪斯被烧之后都
和他们结合起来了。
（１０４）而且，除去阿玛图司人以外，全体赛浦路斯人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因为他们也叛离了美地亚人，叛离的经过是这样。有一个叫做欧
涅西洛司的人，他是撒拉米司人的国王戈尔哥斯的弟弟、凯尔西司的儿子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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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顿的儿子西罗莫斯的孙子。这个人以前常常劝说戈尔哥斯叛离大流士，
而当他知道伊奥尼亚人也叛离了的时候，他也便立刻极力催促戈尔哥斯这样
做。但是当他不能说服戈尔哥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党便等待着他的哥哥走
出撒拉米司城的时候，把城门关上不许他进来。失去了自己的城市的戈尔哥
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而欧涅西洛司便成了撒拉米司的国王。他说服全赛
浦路斯与他一道叛离了大流士，例外的只有不肯听从他的阿玛图司人。于是
他便围攻了他们的市邑。
（１０５）于是欧涅西洛司便围攻了阿玛图司。但是当大流士听说撒尔迪斯被
攻克并且给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烧掉，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中哥拉斯又是结
党策谋这个计划的首脑人物的时候，据说他刚一听到这话并不把伊奥尼亚人
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所有他们都不能因叛变行动而免于惩罚，而只是问雅
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
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在把这支箭射到上空去的时候他祈求说：
“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罢！”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
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１０６）在发出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大流士便把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召
到他的面前来，这时他已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留在身旁有很长一个时候了。大
流士于是问他：“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听说你把米利都付之管理的那个代理
官已经叛离了我。他从对面的大陆渡海把人们带了过来，说服了因其行为而
应受我的惩罚的伊奥尼亚人和他们纠合到一起，并且掠夺了我的撒尔迪斯
城。因此现在我要问你，你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不对？而且不是你从中策划，
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能够做出来？你可要小心今后不要叫人发现你是要对这些
行动负责的。”听了这话之后，希司提埃伊欧斯便回答说：“主公，你讲的
这是什么话？我是绝不会出那会使你招致不论是大的或小的损害的任何主意
的！而且我要这样做，我是想干什么呢？我又是缺少什么呢？你所有的一切
东西我都可以有，而且我又有这样的荣誉来和你商量一切事情。而且，如果
我的代理官确实做出了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情，那请你确信，这他是自己想
这样做的。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能相信这样的情报，说米利都人和我的代
理官背叛了你。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而且国王你所听到的事实是真实
的事情的话，那末我就请你好好地注意一下，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出来，
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我被调离伊奥尼亚人的
视界，伊奥尼亚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他们久已想望的事情，而如果我在伊
奥尼亚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城邦作乱了。因此，请尽速把我派到伊奥
尼亚去，这样我便可以使那个地方恢复原来的安定秩序并且把策圳这一切的
那个代理官引渡到你的手里。因此，当我依照你的意旨把这伴事完成的时候，
我用你们王室的诸神来发誓，在我使海上最大的萨尔多岛①向你纳贡之前，我
决不脱掉我下去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
（１０７）希司提埃伊欧斯就是这样说的，他的本意在于欺骗，但是大流士却
同意他的话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命令希司提埃伊欧斯，要他在完成他许下
的事情的时候，再到苏撒前来见他。
（１０８）一方面，当关于撒尔迪斯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来，而大流士象我说
的那样用弓箭射了天空之后，他便和希司提埃伊欧斯商量；希司提埃伊欧斯
①

即萨地尼亚。

得到了大流士的允许，便到海岸地带去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下面
我所说的事情。正当撒拉米司的欧涅西洛司围攻阿玛图司人的时候，他得到
消息说，一个叫做阿尔图比欧司的波斯人被认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
乘船到赛浦路斯来。欧涅西洛司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派使者到伊奥尼亚各地
去召集人民，而伊奥尼亚人在稍加考虑之后便率领一支大军来到了。因此，
当波斯人从奇里启亚渡海后循着陆路向撒拉米司推进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正
在赛浦路斯，同时腓尼基人正乘船绕过了一个称为赛浦路斯之钥的地岬。
（１０９）既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赛浦路斯的僭主们于是把伊奥尼亚人的将
领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们赛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你
们作战的对手，波斯人或是腓尼基人。因为，假如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列阵并
且和波斯人一决雌雄的话，那末你们现在就应当下船在陆上列阵，而我们则
登上你们的船对腓尼基人作战；如果你们宁愿意和腓尼基人较量，那你们当
然也可这样做。不过不管你们选择什么人为作战对象，都务必要做到使伊奥
尼亚和赛浦路斯得到它们的自由，因为它们是指望着你们的”。于是伊奥尼
亚人回答说：“可是，我们是伊奥尼亚根据全体一致的决定派出来保卫海洋
的，不是把船交给赛浦路斯人而自己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的。因此我们将
努力在交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勇敢地完成任务。而你们也必须奋起勇敢作战，
因为你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给美地亚人做奴隶时的痛苦的。”
（１１０）伊奥尼亚人便是这样回答的。波斯人不久就来到了撒拉米司平原，
于是赛浦路斯的国王们便下令列阵备战，他们把撒拉米司人和索罗伊人的最
精锐的部分选出来和波斯人对抗，而用其余的赛浦路斯人来抗击敌军的其他
部分。欧涅西洛司自己则选了一个阵地率军与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相对
峙。
（１１１）阿尔图比欧司所骑的马受过这样的训练，这种马一遇到和披甲的步
兵作战时就要直立起来。欧涅西洛司听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向他那精干战术
并且非常勇敢的卡里亚族的盾手说：“我听说阿尔图比欧司的马会直立起来
并且会把任何它遇到的人猛踢猛咬。你想一下并立刻告诉我，你所伺伏和要
打击的是哪一个，是阿尔图比欧司本人还是他的马”。于是他的这个走卒回
答他说：“国王，我准备打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都打，你怎样吩咐，
我就怎样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合适的做法。在我看来，国王和
将领是应当对付国王和将领的（如果你杀死一个敌人的将领的话，那你就成就
了一件伟大的功业，而如果，当然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他杀死了你的话，
那末被一个够得上是对手的人杀死，死亡的悲惨程度也是会减少一半的），而
对于我们这些仆从来说，那我们是应当和与我们同样身分的仆从，乃至和马
匹作战的。不要害怕马的那些把戏。我向你保证，它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在战
斗中玩这套把戏了。”
（１１２）以上便是他说的话。紧接着两军在陆上和海上的激战就开始了。伊
奥尼亚人那一天在海上表现出占着很大的优势，他们打败了腓尼基人；在他
们当中，萨摩司人是最勇敢的。在陆地上，当两军相会时，他们便相互交起
锋而打起来了。下面我要说一说关于这两个将领的事情。阿尔图比欧司拍马
向欧涅西洛司攻来，而欧涅西洛司则象他和他的盾手约定的那样，一下子把
乘马向他打来的阿尔图比欧司刺下马来，而当阿尔图比欧司的马直立起来把
它的前脚踏在欧涅西洛司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刻便用他的新月
形的刀把马腿割了下来。这样一来，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和他的马便都

战死了。
（１１３）当其他人等还在作战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铁塞诺尔却率领着他
的一批人数不算少的人投敌了。据说这些库里昂人是阿尔哥斯人的移民。在
库里昂人投敌的时候，撒拉米司人的战车也学了他们的样子。这样，结果就
使波斯人占了赛浦路斯人的上风。因此军队被击溃了，许多人被杀死了。阵
亡的人当中有发动了赛浦路斯人起事的凯尔西司的儿子欧涅西洛司，还有索
罗伊人的国王阿里司托库普洛司。阿里司托库普洛司是披罗库普洛司的儿
子，而当雅典的梭伦在他到赛浦路斯来的时候，曾在一首诗里称赞这个披罗
库普洛司，说他比所有其他的僭主都好。
（１１４）关于欧涅西洛司，则阿玛图司人是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到阿玛图司
去。他们把这个头高悬在城门之上，因为他曾经围攻过他们的城市。在欧涅
西洛司的首级挂在那里若干时候后，里面就空了，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去
满满地造了窠。由于有了这样的现象（阿玛图司人便请示关于这个髑髅的神
托），神托指示他们把这个髑髅拿下埋起来，并且每年象对英雄那样地向欧涅
西洛司奉献牺牲。神托说，他们这样做，运气就会变好。
（１１５）阿玛图司人这样做了，他们直到我的时候还是这样做的。但是当着
在赛浦路斯的海面上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知道欧涅西洛司的一切已经垮
台，而除了撒拉米司人交给了他们先前的国王戈尔哥斯的撒拉米司之外赛浦
路斯的一切城市均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一接到消息立刻乘船跑到伊奥尼亚去
了。在赛浦路斯的城邦当中，被围攻得最长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第五
个月里用了把对方城墙下面掘空的办法才攻克了这座城邦。
（１１６）这样，赛浦路斯人虽然在一年中间争得了自由，结果却再一次遭到
了奴役①。同样是波斯的将领，而同样又都娶了大流士的女儿的达乌里塞司，
叙玛伊埃司和欧塔涅斯追击那些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并把他们赶到他
们的船上去。在这一胜利之后，他们就在他们中间分配了各个城邦并且把它
们劫掠一空。
（１１７）达乌里塞司向海列斯彭特的各个城市进兵，他先后攻占了达尔达诺
斯、阿比多斯、佩尔柯铁、拉姆普撒柯斯和帕依索司。他攻占每一座城市所
费的时期是一天。正当他从帕依索司向帕里昂进兵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
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同谋背叛了波斯人，于是他便离开了海列斯彭特，率
领军队向卡里亚进发了。
（１１８）但是，结果怎样呢，在达乌里塞司到达以前，卡里亚人就知道了这
个消息；而当卡里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便在玛尔叙亚斯河河畔的一个
叫做白柱的地方集合起来。这个玛尔叙亚斯河的发源地是伊德里亚司地区，
最后流注到迈安德罗司河里去。他们在那里集合时提出了许多计划，然而在
我看来，这些计划中最好的是金杜埃司人，娶了奇利启亚国王叙恩涅喜斯的
女儿为妻的玛乌索洛司的儿子披克索达洛司所提出的计划。披克索达洛司的
计划的要点是，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罗司河而背着这条河进行战斗，因
为这样他们既然被切断退路而不能逃跑，那他们便不得不坚守阵地，这样他
们就一定会比平时更加勇敢了。不过披克索达洛司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
多数人的同意，却反而是另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这就是要波斯人而不是卡里
亚人背向着迈安德罗司河，理由是如果这样的话，在波斯人被战败而退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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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逃脱而是会被赶到河里去的。
（１１９）不久之后，当波斯人到来并渡过了迈安德罗司的时候，他们和卡里
亚人就在玛尔叙亚斯河的河畔交锋了。卡里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战
斗，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了。波斯人死在那里的有两千人，而卡里
亚人阵亡的则多到一万人。他们当中逃出战场的人们则逃往拉布劳昂达，在
那里被赶到洋梧桐的大圣林、即宙斯。司特拉提欧司的圣域中去。在我们所
知道的人们当中，只有卡里亚人是向宙斯·司特拉提欧司奉献牺牲的。在被
赶到那里去之后，他们便商量如何能使他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是自己向
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全体一致退出亚细亚好呢。
（１２０）但是正当他们商量的时候，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前来增援了。
于是卡里亚人便放弃了他们先前的计划并准备重启战端。他们迎击波斯人的
进攻，但是吃了比前一次还要惨重的败仗；他们的全军中阵亡的人很多，不
过米利都人所受的打击都是最重的。
（１２１）但是后来卡里亚人从这次的灾祸恢复过来，又开始准备战斗了。他
们听说波斯人又出发向他们的城市进攻了，于是他们在佩达索斯地方的大道
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波斯人在夜间中了他们的伏兵而全部阵亡了，和他们同
时丧命的还有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司、阿摩尔盖司和昔西玛凯司。巨吉斯的
儿子密尔索斯也和他们一同阵亡了。指挥这一支伏兵的人就是美拉撒人伊巴
里诺司的儿子海拉克列戴斯。
（１２２）这些波斯人就这样地阵亡了。那些追讨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
的人们中的一人叙玛伊埃司现在是向普洛彭提斯推进并在那里攻克了美西亚
的奇欧司。而在他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当他听到达乌里塞司已经离开海列
斯彭特并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便离开了普洛彭提斯而率军前往海列斯彭
特。他征服了住在伊里翁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人
的遗族的盖尔吉斯人。但是当叙玛伊埃司正在征服这些民族的时候，他自己
也病死在特洛阿司了。

（１２３）他就是这样地死在那里了。于是撒尔迪斯的太守和第三位将军欧塔涅斯
便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和与它相邻接的爱奥里斯的领土。因此他们便攻占
了伊奥尼亚的克拉佐美纳伊和爱奥里斯人的库麦。
（１２４）从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他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
个有气魄的人物，因为在他扰乱了伊奥尼亚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动乱之后，当
他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时，他却想逃之夭夭了。此外，他还认为要想战
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当城市被攻克时，他便把与他共同谋叛
的人们召来商议，说他们如果被逐出米利都，他们最好是先搞一个避难的地
方。阿里司塔哥拉斯问他们，他是应当把他们从那里率领到萨尔多去殖民呢，
还是到希司提埃伊欧斯从大流士那里作为礼物得到并且用工事来防御的、埃
多涅斯人的米尔启诺司去。
（１２５）但是，海盖桑德罗斯的儿子、历史家海卡泰欧斯的意见是，他们不
到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阿里司培哥拉斯如果从米利都被逐出的
话，他应当在列罗司岛给自己修造一座要塞在那里安定地住下来，在这之后，
他再离开这座岛，从那里返回米利都。
（１２６）海卡泰欧斯的劝告便是这样。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本人却认为最好
是退到米尔启诺司去。于是他便把米利都委托给一位知名的市民毕达哥拉
斯，他自己则带着愿意追随他的任何人乘船到色雷斯去并且占有了他所要去
的那个地方。他从那里出兵攻打色雷斯人，但是在他围攻一个市邑，而那里
的色雷斯人甚至准备在停战的条件之下撤退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却死在色
雷斯人的手里了。

第六卷
（１）在激起了伊奥尼亚人的叛变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就象上面所说那样
地死去了。但是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离开之
后，就来到了撒尔迪斯。当他从苏撒到了那里的时候，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
塔普列涅斯便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希司提埃伊欧斯说他不知
道，又说他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在这里他是装做对目前
的骚乱毫无所知的样子。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看出他是在装聋作哑，而他
对于叛变的真相都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于是就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
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罢。鞋子是你缝的，阿里司塔哥拉斯不过
是把它穿上罢了”。
（２）关于叛变的事情，阿尔塔普列涅斯是这样讲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
阿尔塔普列涅斯对事情知道得这样清楚而十分害怕，就在天一黑的时候逃到
海岸方面去了。因为他欺骗了大流士，他曾答应大流士征服最大的一个岛即
萨尔多岛，但暗地里却是想对大流士兴兵而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人的领袖。
在他渡海到达岐奥斯的时候，他就被岐奥斯人捉住和绑了起来，因为岐奥斯
人认为他是给大流士派来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的。但是当他们知道他所以仇
恨国王的全部始末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释放了。
（３）于是伊奥尼亚人便问希司提埃伊欧斯，为什么他这样热心地唆使阿里
司塔哥拉斯背叛国王并且使伊奥尼亚人遭到了这般巨大的损害。但真正的原
因他却根本没有全部告诉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说，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
基人强行移走并使这些人定居在伊奥尼亚，而使伊奥尼亚人移居于腓尼基；
他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作了这样的布置。国主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
打算，希司提埃伊欧斯这样说不外是要吓一吓伊奥尼亚人罢了。
（４）不久希司提埃伊欧斯便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波司的阿塔尔涅乌斯人
作使者送信给撒尔迪斯的波斯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
过叛变过的事情。但是赫尔米波司并没有把信送给他被指定送去的人们，而
是把信带交给阿尔塔普列涅斯。阿尔塔普列涅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之后，便命令赫尔米波司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信送到他应送去的人们那里去
并且把波斯人送给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回信再交给他。这样阿尔塔普列涅斯就
知道了哪些人是准备叛变的，于是他立刻把许多波斯人杀死了。
（５）这样，在撒尔迪斯便发生了骚动。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希望既未得遂，
岐奥斯人便应他本人的请求把他带回了米利都。但是米利都人摆脱了阿里司
塔哥拉斯之后真是大喜过望，他们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僭主到自己的国内来，
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当希司提埃伊欧斯试图在夜里借武力之助
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他被一个米利都人刺伤了大腿。因此，既然被逐出
了自己的城市，他便返回了岐奥斯；在那里，当他不能说服岐奥斯人把船给
他的时候，他便渡海到米提列奈去，尽力想说服列斯波司人把船送给他。他
们装备了八艘三段桡船，和希司提埃伊欧斯一同驶往拜占廷。他们在那里驻
扎下来之后，便把驶出黑海的一切船只都给拿捕了，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
示愿意给希司提埃伊欧斯效劳的时候。
（６）希司提埃伊欧斯和米提列奈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至于米利都本
身，则它是会受到一支庞大的海、陆军的进攻的。因为波斯的将领曾把他们
的兵力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大军，用来进攻米利都，他们不去进攻别的城市，

这是由于波斯人认为别的城市乃是无关紧要的。在海军当中，腓尼基人是士
气最旺盛的，和他们同来的作战的有降服不久的赛浦路斯人，奇利启亚人和
埃及人。
（７）于是这些人前来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但是在伊奥尼亚
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派遣他们的使者到帕尼欧尼翁去商讨对策①。当这
些人到了那里并在那里进行了商议以后。便决定不纠合陆军来对抗波斯人，
而是让米利都人防守他们的城墙，他们则把他们的船只一只也不留地装备起
来，尽快地集合在拉戴，在那里用海战来保卫米利都。这个拉戴是米利都城
附近海上的一座小岛。
（８）伊奥尼亚人很快地就带着他们所装备好的船只到了那里，和他们同来
的有住在列斯波司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他们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布置战斗的。
米利都人自己带着八十只船列阵为东面的一翼，紧接着他们的是拥有十二只
船的普里耶涅人和拥有三只船的米欧司人，接在米欧司人后面的则是拥有十
七只船的提奥斯人，再下面是拥有一百只船的岐奥斯人。此外，接着他们严
阵以待的还有拥有八只船的埃律特莱伊人和拥有三只船的波凯亚人，在他们
的后面则是拥有七十只船的列斯波司人；在这一条线上最后地方的是拥有六
十只船的萨摩司人，他们形成了西面的一翼。以上总计起来，是三段桡船三
百五十三只。
（９）以上就是伊奥尼亚的船。异邦人的船是六百只。而既然这些船只来到
了米利都的海岸而他们的全部陆军也来到了这里，波斯人的将领们在他们知
道了伊奥尼亚人的船只数目的时候，便开始害怕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
希腊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他们便不能取得米利都并且或许
有受到大流士的严厉惩罚的危险。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把伊奥尼亚
人的僭主们集合在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
治权之后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正好是在攻击米利都的军
队里面。等这些在军队中的全部僭主都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向这些僭主
说：“伊奥尼亚人，现在是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向王室表示效忠的时候了。
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试图把他本国的人民从其他的同盟者那里分离开来罢。把
这一点告诉他们，同时向他们保证决不会因他们的背叛而受到惩罚，他们的
神殿和房屋也都不会被烧掉，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再受到比先前更加残暴的对
待；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想作战的话，那末就对他们进行恐吓，
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吃到很大的苦头。告诉他们说罢，如果他们打了败仗
的话，他们将会变为奴隶，我们将要阉割他们的男孩子，把他们的女孩子送
往巴克妥拉并且把他们的土地送给异邦人”。
（１０）这便是波斯将领们说的一番话。伊奥尼亚的僭主们于是在夜里各自
派人送信给他们本国的人；但是接到这些信的伊奥尼亚人的态度是固执的，
他们各自认为波斯人只是通告他们自己的，因此不肯做出背叛的事情来。以
上是波斯人来到米利都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１１）不久之后，集合到拉戴的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会议。我认为在会议
上向大家发言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波凯亚的将领狄奥尼修斯，他是这样说的：
“伊奥尼亚人，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
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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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够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
但如果你们仍然这样闲散和不加整顿，我看就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们不因背叛
而受到国王的惩罚了。因此我请你们务必要听我的话，把你们自己托付给我，
而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上天也嘉佑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不会和我们交战，
而即或他们向我们动手，他们也会遭受彻底的失败的”。
（１２）伊奥尼亚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自己交到狄奥尼修斯的手里了。
于是他着手每天使船只在海上列为纵队，他训练划船手使他们能够相互
突入对方的队列并且使船上的人员作战斗的准备，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都
把船只用锚系起来；他整天都使这些伊奥尼亚人不停地工作着。在七天里他
们都听他的话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但是过了这七天之后，他们不习惯这
样的劳苦，而且因艰苦的工作和烈日的灼热而疲惫不堪，于是伊奥尼亚人便
开始相互这样说：“我们是得罪了哪一位神，才叫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呢？我
们竟把自己交给了不过出了三只船的波凯亚的吹牛皮的家伙，我们真正是精
神错乱和发疯了。这个人控制了我们之后，他就叫我们受到极其苛酷的虐待，
结果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许多人也快要病倒了。不管我们遇到
什么倒霉的事情也比当前的苦头好些，即使是我们有受到奴役的危险，不管
是多么苦的奴役，也不会比我们现在受到的压迫再坏了。真的，我们不能再
任凭他来摆布了！”这就是他们所讲的话。而从那一天起，就没有人再服从
他了：他们象是陆军那样地在岛上给自己张开天幕，在里面躲避日晒，他们
再也不肯到船上去，再也不愿意操练了。
（１３）但是当萨摩司军队的将领们听到伊奥尼亚人的这种做法的时候，他
们就想起了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曾经奉波斯人之命送给他们的一个要他
们脱离伊奥尼亚联盟的信。因此，当他们看到伊奥尼亚方面乱作一团的时候，
他们便同意按照送给他们的信里的意思去做了。而且，他们还认为要想战胜
国王的兵力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的很清楚，纵然他们战胜
了大流士当前的海军，他们还会遭遇到另外一支有五倍大的海军的。故而，
当他们一看到伊奥尼亚人拒绝听受使唤的时候，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作
为口实，认为他们这样做，正是很幸运地反而保全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家
宅。萨摩司人答应按照送给他们的信去做，送信的这个阿伊阿凯司是阿依阿
凯司的儿子叙罗松的儿子。他曾是萨摩司的僭主，直到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
他僭主一样，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的时候。
（１４）因此，当腓尼墓的水师前来向他们挑战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方面的
船只便排成纵队出海迎击了。当他们双方接近并打了起来的时候，在随后的
海战当中，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
史是说不确实的，因为他们都是相互推卸责任的。但是据说，萨摩司人，根
据他们和阿伊阿凯司的协定，当时确是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列，返回萨摩司
去了。只有他们的十一艘三段桡船的船长不服从他们的统帅的命令，留在原
地作战。由于这一次的行动，萨摩司的人民因他们的勇敢容许把他们的和他
们的父亲的名字刻在一个石柱上，这个石柱现在还耸立在他们那里的市场
上。但是列斯波司人看到他们的邻人溜之大吉了，便也学了他们的样。这样
一来，较大部分的伊奥尼亚人也就都这样做了。
（１５）在那些留在原地不动进行海战的人们当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岐奥斯
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懦夫，而是想成就武勋。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带来
了一百只船参加海军，每只船上又有从他们市民当中选出的四十名精锐士

兵。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他们大部分同盟者的欺骗，便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也象
其他人等那样地卑怯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他们便仍然和帮助他们的少数
同盟者继续战斗并杀到敌人的阵列里面去，结果他们竟然击破了敌人的许多
船只，不过他们自己却也损失了大部分的船只。因此，岐奥斯人便偕同他们
剩下的船只逃回了他们的本国。
（１６）但是岐奥斯人的那些由于破损而行驶不灵的船只上面的水手，他们
在受到追击的时候便逃到米卡列去了。在那里，他们把船拖上岸把它们丢在
那里，而后便从那里徒步穿行过了大陆。但是当岐奥斯人在他们行进之际进
入以弗所的领土时，正巧是在夜里，而那里的妇女又正在举行铁斯莫波里亚
祭。而且以弗所人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岐奥斯人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看到有
一支军队进攻他们的国土时，他们便深信，这是想来劫掠他们的妇女的一群
强盗。于是他们便火速地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把岐奥斯人杀死了。
岐奥斯人于是遭到了我上面所说的惨祸。
（１７）关于那个波凯亚人狄奥尼修斯，则当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
垮台的时候，他便偕同他所俘获的三艘敌船从海上逃跑了。但是他不是逃到
波凯亚去，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邢地方是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同被
奴役的，他是立刻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一些大商船，劫得了
大量的财富，随后又扬帆前往西西里，拿那里作为据点，干起海盗的生意来。
他只向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却不向希腊人打劫。
（１８）当波斯人在海上击败了伊奥尼亚人的时候，他们便从海陆两方面包
围了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直到
在阿里司塔哥拉斯叛变之后的第六个年头，他们才完全攻克了该城并且奴役
了全城的市民。这样看来，米利都城所遭受的惨祸就和神托关于米利都的话
符合了。
（１９）原来当阿尔哥斯人在戴尔波伊请示有关他们城市的安全的神托的时
候，他们曾得到一个双关的神托。神托的一部分是关于阿尔哥斯人本身的，
但是后来追加的神托都是关于米利都人的。关于阿尔哥斯人的那部分神托，
在我的历史叙述到那一部分时，我还要提到，但下面的预言却是关于当时没
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米利都，你这个谋划坏事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会
成为许多人桌上的珍馐美味，成为掠夺者丰富的赠品，你的妇女们将要为许
多长发的老爷们洗脚而我的狄杜玛①的神殿也要由别人来守护了。预言中的一
切现在在米利都人的身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给留看长发的
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
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关于这座神殿中的财富，在这部历史的
其他地方我已经屡次提到了。
（２０）在这之后，米利都人的俘虏便被押解到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没有
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伤害，而是把他们安置在所谓红海岸上的一个叫做阿姆
培的城市里，底格里斯河就是流过这座城市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
波斯人自己只占有紧接着城市的地区和平原，却把山地交给了佩达撒的卡里
亚人来占有。
（２１）当米利都人因波斯人而遭受到上述的一切苦头时，被剥夺了自己的
城市并定居在拉欧斯和司奇多洛斯的叙巴里斯人却没有对米利都人加以公正
①

米利都附近地名，也叫做布朗奇达伊。

的回报。原来当叙巴里斯被克罗同人攻克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
了他们的头，而大家一致表示了很大的哀悼。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城市，有
过象这两座城市之间那样的交情。雅典人和叙巴里斯人却完全不相同。原来
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失陷的深切哀悼之外，他们
特别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普津尼科司写了一个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
本并且演出了这个剧本，结果全体观众全都哭了起来。于是他们由于普律尼
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
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这出戏。
（２２）于是，米利都地方的米利都人便被一扫而光了。但是，至于萨摩司
人，则他们中间有钱的人们很不高兴他们的将领对美地亚人的所作所为，在
海战之后，他们便立刻进行商谈并决定在僭主阿伊阿凯司来到他们的国家之
前，他们与其留下做美地亚人和阿伊阿凯司的奴隶，勿宁扬帆远去到他乡去
殖民。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前后西西里的臧克列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请伊
奥尼亚人到卡列·阿克铁（意为美丽的海岸——译者）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
立一个伊奥尼亚的城市。这个所谓卡列·阿克铁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它是
面对着第勒塞尼亚的。因而由于这次的邀请，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司人
偕同逃出的那些米利都人应邀出发了。
（２３）在他们的途中，又发生了我下面所叙述的一件事情。他们向西面里
航行的途中，萨摩司人到达了埃披捷庇里欧伊·罗克里斯人的土地，到达的
时期正是在臧克列的人民和他们的名叫司枯铁斯的国王围攻一个西西里的市
邑而想把它攻克的时候。当时和臧克列人不和的、列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拉
欧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便和萨摩司人取得协议并说服了他们改变初衷。他说
他们最好不要再到卡列·阿克铁去，而是在臧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取臧克列
城。萨摩司人同意这样做，就把臧克列攻克了。可是臧克列人当他们知道自
己的城池被攻克的时候，便前来救援。他们把他们的同盟者、盖拉的僭主希
波克拉铁斯召来帮助他们。但是当希波克拉铁斯率兵前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却由于司枯铁斯失城而把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和他的兄弟披托盖涅斯捉
起来上了枷锁，并且把他们送到伊努克斯去。至于臧克列的其他人等，他把
他们骗到萨摩司人的手里去，原来他本人曾和萨摩司人进行过商谈并交换了
誓约。萨摩司人约定要付给他的代价是，希波克拉铁斯应取得城内家财和奴
隶的一半以及城外的一切。较大部分的臧克列人都被带上镣铐而成为希波克
拉铁斯个人的奴隶。他把臧京列人当中的三百名知名之士交到萨摩司人手中
去处死，但是萨摩司人却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
（２４）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从伊努克斯逃到了喜美拉，而在他从那里到
达了亚细亚之后，他便到国王大流士的地方去了。在大流士看来，他是从希
腊来到自己这里来的一切人当中最诚实的人物，因为他得到国王的允许返回
了西西里，但是又从西西里回到大流士那里去。他最后是死在波斯的，他死
时享了高龄并且拥有巨大的财富。萨摩司人从美地亚人的手中逃出来以后，
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定居在臧克列这座极其优美的城市里面了。
（２５）在为米利都而进行的那场海战结束之后，腓尼甚人便遵照波斯人的
命令把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由于他的殊勋和他的巨大功业而带回萨摩
司。由于在海战当中他们船只的逃跑，在背叛大流士的民众当中，只有萨摩
司人的城和他们的神殿没有被烧掉。米利都被攻克之后，波斯人立刻又占有
了卡里亚，有些市邑自动投降了他，再有一些市邑则是用武力征服的。

（２６）上面事情的经过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了。但是当米利都人希司提埃
伊欧斯在拜占廷拿捕伊奥尼亚人的驶出黑海的那些商船时，他知道了在米利
都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便把有关海列斯彭特的一切事件托付给阿波罗旁涅
司的儿子、阿比多斯人比撒尔铁司，他自己则和列斯波司人乘船到岐奥斯去，
并在岐奥斯的所谓“科伊利”（意为“窪地”——译者）的地方和不放他们进
去的岐奥斯卫戍部队打了起来。他杀死了他们的许多人；当地的其他人曾在
海战当中受到很大的挫折，现在也给以岐奥斯的波里克涅为根据地的希司提
埃伊欧司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征服了。
（２７）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
兆的。因为在这一切灾祸发生之前，岐奥斯人是曾经看到了巨大的征兆的。
在他们送到戴尔波伊去的一个由一百个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当中，只有两个人
回来，其余的九十八个人都中了瘟疫死了。此外，在大约同时，也就是在海
战稍前的时候，一个学堂的屋顶落到孩子们的身上，结果在一百二十个孩子
当中只有一个人倖免死亡。这都是上天垂示给他们的朕兆。在这之后，他们
便遇到了海战，这一海战征服了他们的城市，紧接着海战又有希司提埃伊欧
斯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继续前来进攻；岐奥斯人既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
他们当然便很容易地给他征服了。
（２８）希司提埃伊欧斯从这里又率领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组
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但是当他围攻塔索斯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消息说，
腓尼基人正在乘船从米利都向伊奥尼亚的其他地区进攻。他接到了这个情报
以后，没有劫掠塔索斯便离开了那里，然后率领着他的全军向列斯波司赶来
了。因此，由于他的士兵缺乏食粮，他便渡到对岸去打算刈取阿塔尔涅乌斯
地方的谷物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科斯平原上的谷物。但是恰巧在那个地方有
一个波斯人哈尔帕哥斯率领看一支不小的军队驻在那里，当希司提埃伊欧斯
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哥斯便和他作战，生俘了他并且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军队。
（２９）希司提埃伊欧斯是这样被俘的。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尔涅乌斯地
方的玛列涅作战，他们双方在长时期中间未分胜负，但终于波斯的骑兵向希
腊人发起了进攻，因此骑兵解决了问题。希腊人在溃逃的时候，希司提埃伊
欧斯以为大流士不会因他这次的罪过而把他处死，便干出了这样一件表明出
他是多么爱惜性命的事情。在他逃跑之际被波斯人追上，被捉住并将被刺死
的时候，他竟而用波斯语喊了起来并且说明他就是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
斯。
（３０）但是，如果他被俘并且给带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我想他是不
会受到伤害，而国王是会宽恕他的罪过的。但是实际上希司提埃伊欧斯却给
带到了撒尔迪斯去，在那里由于他自己的所做所为，以及由于害怕他会被赦
免一死并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而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增普列涅斯和捉
住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哈尔帕哥斯，就地立刻把他磔杀，并把他的首级制成
木乃伊送到苏撒地方国王大流士那里去。当大流士知道这伴事的时候，他是
不高兴这样做的人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把希司提埃伊欧斯活着带到他的面前
来。他下令把希司提埃欧斯的首级洗过并收拾干净，并非常隆重地加以埋葬，
就象对待一个对大流土本人和波斯都立过大功的人的首级一样。希司提埃伊
欧斯的遭遇便是这样了。
（３１）波斯的水师是在米利都过冬的，他们在第二年出海，不费什么气力
便把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岐奥斯、列斯波司和提涅多斯征服了。每当他们攻

取了一个岛的时候，异邦人都在攻陷每个岛之际网捉居民。他们的网捉居民
办法是这样。他们一个个地牵起手来从北海一直延展到南海的地方，这样从
全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来猎取居民。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来攻取大陆上的伊奥
尼亚城市，尽管他们不是用网捉居民的办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３２）因此，波斯的将领们在他们与伊奥尼亚人对峙时向伊奥尼亚人发出
的威吓并不仅仅是空话。因为当他们控制了这些城市的时候，他们便把最漂
亮的男孩子选了出来，把这些孩子的生殖器割掉，从而使他们不能成为男子
而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美丽的女孩子，则他们把她们带到国王那里去；他
们这样做了之后，就把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神殿烧掉了。这样一来，伊奥
尼亚人便第三次被变为奴隶：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
的一次都是受波斯人的奴役。
（３３）随后，波斯的水师便离开了伊奥尼亚向海列斯彭特进发，而把海列
斯彭特人口左侧的全部地方都给攻陷了。因为它的右侧早已被波斯人自己从
大陆方面给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属于海列斯彭特的欧罗巴诸地区：拥有许多
市邑的凯尔索涅索斯，佩林托斯、色雷斯沿岸的要塞、塞律姆布里亚以及拜
占廷。拜占廷人和对岸的迦太基人，甚至不等到腓尼基人水师的到来，便离
开他们自己的国土，逃往黑海的内部并在那里的美撒姆布里亚市定居下来
了。腓尼基人把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烧掉之后，便转向普洛孔涅素斯和阿尔
塔开，而在他们把这些地方也都烧掉之后，他们便乘船回到凯尔索涅索斯，
把他们先前登陆时没有毁掉的那些残余的市邑再扫数毁掉。但是他们却根本
没有到库吉科司去，因为库吉科司人在水师这次到来之前便根据一项协定，
已经自认是国王的臣民了。这项协定是他们和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美伽巴佐
斯的儿子欧伊巴雷司签订的。至于凯尔索涅索斯的市邑，除去卡尔狄亚以外，
都给腓尼基人敉平了。
（３４）这些人直到当时是被司铁撒哥拉斯的孙子、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
斯统治着的。这个统治权先前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用下面的办
法争得的。领有这个凯尔索涅索斯的是多隆科伊人，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
而当时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受到阿普新提欧伊人的迫害，因此派遣他们的王公
们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战争的神托。佩提亚在她回答时嘱告他们把在他俩
离开神殿时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到城中去建立他们的国家。于是多隆科伊
人便循看圣路行进并通过了波奇司和贝奥提亚。由于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
他们便转向雅典去了。
（３５）这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是佩西司特拉托斯，但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
米尔提亚戴斯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自一个拥有驷车的家庭，他的始
祖来自埃阿科斯和埃吉纳，但是在后来的系谱中，他却是雅典人了；这一家
族当中的第一个雅典人是埃阿司的儿子披莱欧司。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他坐
在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穿着外国式样的衣服和拿着外国式样的长枪的多隆
科伊人走过，于是他便向他们欢呼并且在他们走近来的时候给他们以住处和
款待他们。而且他们也同意了。而当他把他们当作客人加以招待的时候，他
们便把神托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的意旨。米尔提亚戴斯听到
这话之后，便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已不能忍受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统
治并且想把它摆脱掉。因而他立刻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是否可以按照
多隆科伊人所请示的办法去做。
（３６）佩提亚也要他同意这样的做法，于是在这之前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

取得驷车比赛的胜利的、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便把所有愿意和他
一同起事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科伊人一同乘船出发去取得了他们的国
土；而那些把他带回本国的人们便推他为僭主。首先，他从卡尔狄亚市到帕
克杜耶，横贯看凯尔索涅察斯地峡修筑一道长城，这样阿普新提欧伊人便不
能攻击这个地方来伤害他们。这个地峡的宽度是三十六斯塔迪昂；地峡这一
面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全长是四百二十斯塔迪昂。
（３７）横过凯尔索涅索斯的颈部修筑了一道长城，因而把阿普新提欧伊人
赶回去之后，米尔提亚戴斯首先便对拉姆普撒柯斯人开战了；拉姆普撒柯斯
人进行伏击而俘获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是深知米尔提
亚戴斯的，因而在克洛伊索斯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派人去警告拉姆普
撒柯斯的人们，要他们把米尔提亚戴斯放走。他恐吓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的话，他就要象刨松树那样地把他们消灭掉。拉姆普撒柯斯的人俩在他们商
议的时候，完全无法捉摸克洛伊索斯所说要把他们象刨松树一样地消灭掉这
种恐吓是什么意思，而经过苦心的思索之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老终于把真
正意义告诉了他们，即松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
一种树。因此，由于害怕克洛伊索斯，拉姆普撒柯斯人便把米尔提亚戴斯释
放了。
（３８）这样一来，克洛伊索斯便救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后来在米尔提亚
戴斯死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因而把他的主权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
弟奇蒙的儿子司铁撒哥拉斯。而自从他死之后，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便一直
按照一般的习惯把他作为开国的国王向他奉献牺牲，并且创办不许拉姆普撒
柯斯人参加的赛马和运动比赛。但是在反对抗姆普撒柯斯人的战争中，司铁
撒哥拉斯也死去了并且没有留下子嗣。他是被一个男子在市会堂用斧头砍死
的。这个人外表上装成是一个跑来投降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凶暴的敌人。
（３９）司铁撒哥拉斯既然这样死了，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便派遣奇蒙的儿
子和死去的司铁撒哥拉斯的兄弟米尔提亚戴斯乘着一只三段桡船到凯尔索涅
索斯去掌握那里的政权。这些人装得仿佛他们与他的父亲奇蒙的死亡无关的
样子而在雅典地方也侍他很好。关于他的死亡的经过情况，在我的历史的另
一个地方还要提到的。米尔提亚戴斯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便闭门家居，
扬言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司铁撒哥拉斯致哀。当凯尔索斯涅索斯的人们知
道这件事的时候，当权的人们便从他们四面八方的一切城市集合到了一起，
打算和他共同致哀以示吊慰之忱。但是他把他们捕了起来。这样米尔提亚戴
斯便成了凯尔索涅索斯的主人。他在那里搞了一个五百人的亲卫队，并且娶
了色雷斯国王欧罗洛司的女儿海该西佩列。
（４０）但是在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不
久，他便遇到了比以前更加沉重的祸事。原来在这之前三年①，游牧的斯奇提
亚人曾受到国王大流士的煽动把自己的兵力集合起来一直长驱到上面所提到
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因此就把米尔提亚戴斯从那个地方给赶出来了。米
尔提亚戴斯不敢等到他们攻来便从凯尔索涅索斯逃跑了，直到斯奇提亚人离
开而多隆科伊人把他又带了回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在他所遇到
的事情的三年前的时候。
（４１）但是这一次，知道腓尼基人已经到了提涅多斯，他便带着满载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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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身边的财货的五艘三段桡船到雅典去了。他从卡尔狄亚出航，渡过了美拉
司湾（意为黑湾——译者），而当他经过凯尔索涅索斯的时候，遇上了腓尼基
人的船只。米尔提亚戴斯本人和他的四只船逃到伊姆布罗斯去，但是第五只
船却受到腓尼基人的追击并被拿获了。而正巧这只船的船长是米尔提亚戴斯
的长子美提欧科司，这是他和另一个妻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欧罗洛司的女
儿所生的。腓尼基人把这个人和他的船一并拿获了，而当他们知道他是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的时候，便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他们认为他们这次干的事
情是会受到国王的非常的感谢的，因为当斯奇提亚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
桥并各自回航他们本国的时候，米尔提亚戴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是发表过意
见，主张按斯奇提亚人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当腓尼基人把米尔提亚戴斯的儿
子美提欧科司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不但不伤害他，反而很照顾他，
给了他房屋和财产，又送给他一个波斯的妻子，这个妻子给他生了被认为是
波斯人的几个孩子。至于米尔提亚戴斯，则他从伊姆布罗斯到雅典去了。
（４２）在这一年①当中，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就再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有怀有
敌意的事情。但是在这同一年里，却发生了一些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的事
情。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到他那里去，强
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本身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
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他是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他以帕拉桑该斯为单位测量
了他们的土地，帕拉桑该斯是波斯人为三十斯塔迪昂的长度所起的一个名
称。他又指定每一地方的人民都要按照这次的测量交纳贡税，这种贡税从那
时到今天就和阿尔塔普列涅斯所规定那样地一直不变地确定下来了。规定的
数额和从来所缴的贡税相差不多。
（４３）因此，这样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初春②的时候，
其他将领被国王解职，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一个年纪轻而最近又
娶了大流士的女儿阿尔桃索司特拉的人物，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陆海军来
到了沿海的地带。当玛尔多纽斯率领着这支军队来到奇里启亚的时候，他本
人便登上了船并和他的其他船只一同出发，而陆军则由其他将领率领到海列
斯彭特。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
样一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
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当是足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①。玛尔多纽
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治。他这样做
了之后，便火速地赶到海列斯彭特去，大量的船只和一支庞大的陆军早已在
那里集结起来了。于是波斯人便乘船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穿拉欧罗巴直向埃
列特里亚和雅典进军了。
（４４）这些城邦便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口实了。但是他们的意图却是尽可能
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因此他们的舰队首先便征服了塔索斯人，塔索斯人几
乎没有抵抗。随后，他们的陆军又把马其顿人加到他们已有的奴隶里面去，
因为在此之前，比马其顿离他们更近的一切民族便都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
此后，他们又从塔索斯渡海到对岸，顺着大陆的沿岸前进直到阿坎托司地方，
再从这个地方出发打算绕过阿托斯山。但是当他们航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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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猛烈的、不可抗拒的北风，这阵风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许多船舶
被吹得撞到阿托勘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总数达三百只，失踪的人数
有两万多人。原来，既然阿托斯的这一带的海里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一些人
便是给怪物捉去，这样便失踪了。再有一些人是撞到了岩石上的。那些不会
游泳的人溺死在水里了，又有一些人给冻死了。因此上述的一切便是水师的
遭遇了。
（４５）至于玛尔多纽斯和他的陆军，则当他们驻屯在马其顿的时候，色雷
斯的布律戈依人在夜里向他们进攻，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并且使玛尔多纽斯
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甚至这些人本身也未能逃脱波斯人的奴役。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之后才离开了那些地方的。然而在他把他们征服
的时候，他却率领着他的军队返回了本士，因为他的陆军曾吃了布律戈依人
的很大的苦头，而他的水师又在阿托斯一带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因此，
这次出征便在这样的不光荣的祸事之后返回亚细亚了。
（４６）在这之后的第二年①，大流士首先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
他们毁掉他们的地墙并且把他们的船只带到阿布戴拉来。原来塔索斯的邻邦
居尺错误地报告说塔索斯人在准备叛变。因为塔索斯人既然曾经受到米利都
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围攻并且有丰厚的收入，故而他们便用他们的财富修造
战船并且用较坚固的城墙把他们自己围起来。他们收入的来源是大陆和矿
山。从斯卡普铁·叙列的金矿，他们大概收入八十塔兰特，而从塔索斯本土
的矿山虽收入较少，然而农产物不纳税的培索斯人从大陆和矿山的收入每年
大概是二百塔兰特，而收入最高的时候则是三百塔兰特。
（４７）这些矿山我自己都去看过。在这些矿山当中，比其他矿山要出色得
多的是和塔索斯同来并且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
那些矿山；而且这个岛现在便是因这个腓尼基人塔索斯而得名的。这些腓尼
基的矿山是在萨摩特拉开对岸，塔索斯的所谓阿伊努拉地方和科伊努拉中
间；这是一座大山，它已被寻矿的人们给挖得翻过来了。关于矿山是事情我
只说这些。塔索斯人奉了国王的命令毁了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全部船只
移转到阿布戴拉夫。
（４８）在这之后，大流士又去设法打听希腊人是打算对他作战，还是打算
向他投降。因此他便把使者分别派遣到希腊的各个地方去，命令这些使者为
国王要求一份土和水的礼物。他把这些人派到希腊去，又把另一些人分别派
到沿海地方向他纳贡的城市去，命令它们修造战船和运送马匹的船只。
（４９）因此这些城市便着手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到希腊去的使节们得到了
国王声明要求的东西。许多大陆上的住民是这样，受到使节的要求的所有岛
上住民也是这样。在把土和水送给大流士的岛上住民当中有埃吉纳人。但是
埃吉纳人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立刻前来向他们责问，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
是由于仇视雅典才把这样的礼物送给大流士的，这样他们便会和波斯人结合
起来向雅典人进攻。实陈上，雅典人正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们于是到
斯巴达去，在那里控诉证明埃吉纳人已经背叛希腊的行为。
（５０）由于这次的控诉，当时身为斯巴达人的国王的克列欧美涅斯，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便渡海到埃吉纳去，以便可以把埃吉纳人当中的那些
罪魁逮捕。但是当他试图将他们逮捕的时候，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利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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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埃吉纳人的支持之下对他加以反抗并且嘱告克列欧美涅斯不要逮捕任
何埃吉纳人，否则将悔之无及。他说克列欧美涅斯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全体斯
巴达人的批准，而是接受了雅典的贿赂才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
是一定会和另一位国王同来逮捕他们的。他是受到戴玛拉托斯的一封信的指
示才讲了这一番话的。既然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埃吉纳，克列欧美涅斯便问克
利欧斯他叫什么名字。当克利欧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就
向他说：“牡羊（克利欧斯原文 ｎｐｌｏｓ 的意思是牡羊——译者），现在是你把
青铜包在你的角上的时候了，因为你是必须要和大灾大难进行战斗的。”
（５１）在这个时候，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住在斯巴达并且到处对克
列欧美涅斯进行诽谤。这个戴玛拉托斯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就门第而论
却要差一些。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他诚然并不差（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
只是埃乌律司铁涅斯家方面由于是长门的关系而比另一家总要尊贵一些。
（５２）但是根据拉凯戴孟人的与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一致说法，把他们率领
到他们今天占据的地方的是阿里司托戴莫斯，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个阿里
司托戴莫斯是阿里司托玛科司的儿子，克列奥达伊欧斯的孙子，叙洛斯的重
孙子。不久之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名叫阿尔该娅的妻子就给他生了儿子。
他们说她是欧铁希昂的女儿，而欧铁希昂则是提撒美诺斯的儿子、铁尔桑德
洛斯的孙子、波律涅凯斯的重孙子。她给他生了孪生子。阿里司托戴莫斯曾
活着看到孩子们，但不久他便病死了。当时的拉凯戴孟人决定按照他们的习
俗使双生儿当中较大的一个作国王。但既然这两个孩子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
的，他们因而不知选谁好；而当他们无法在二者中间判断的时候或恐怕甚至
比他们试图这样做更早的时候，他们便去问母亲。但是她说，她也不比拉凯
戴孟人知道的更清楚，她也分不出谁大一些。她是这样说的，虽然在实陈上
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她想用个什么办法使两个人都作国王。据说，拉
凯戴孟人当时不知如何做才好，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处理这件事的
办法。佩提亚命令他们使二人都为国王，但是对年长的那个人更要尊敬些。
得到佩提亚的回答之后，拉凯戴孟人仍然不知道哪一个年纪较大，一个名叫
帕尼铁司的美塞尼亚人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这样：他们注意母亲，
看她先洗和喂这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如果她总是按照一个规则来做的
话，那他们便得到他们寻求和想要发现的一切了。但如果她在这样做时随意
改变的话，那他们便可以看到她并不比拉凯戴孟人知道的更多，那时他们再
给自己想别的办法。于是斯巴达人便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做了，而在他们
注意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孩子的母亲时，发现她在喂和洗孩子们时总是先照顾
先生的一个的，不过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注意她。于是他们便把首先受到
母亲照目的孩子抱了来，把他当作长子由公家出钱抚养。他们称年长的为埃
乌律司铁涅斯，称另一个孩子为普罗克列斯。据说，当这两兄弟长大成人的
时候，他们二人一生中间都是不和的，他们的后人也一直是这个样子。
（５３）这便是拉凯戴孟人的说法，不过其他希腊人却不是这样讲。但是我
在下面所写的都是依照希腊的一般说法。我认为希腊人在列举多里斯人的这
些国王而一直回溯到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但不提到神的时候，是正确
的。而且他们还证明上面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在培尔赛欧斯的时
代，他们已经被认为是希腊人了。我回溯诸王一直到培尔赛欧斯而不更向上
回溯，这是因为培尔赛欧斯的上面没有一个凡人的父亲的名字，正好象阿姆
披特利昂对于海拉克列斯那样。因此，很明显，我在自己的一方面有充分的

理由来说，希腊的纪录是一直回溯到培尔赛欧斯的。从这里再向上，如果从
阿克里西欧斯的女儿达纳耶回溯的话，则可以看出多里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
的埃及人。
（５４）以上我是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来回溯他们的系谱的。但是波斯人的说
法是，培尔赛欧斯本人是一个亚西里亚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希腊人，不过
他的祖先并不是希腊人。波斯人还说，阿克里西欧斯的祖先和培尔赛欧斯并
没有血统关系，而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实际上是埃及人。
（５５）这些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其他的人们还提到，是什么理由
而且由于什么功业，这些埃及人竞成了多里斯人的国王。因此这里我就不再
讲了。我要讲的则是别人没有提到的事情。
（５６）于是斯巴达人便把这样的一些特权给了他们的国王。他们将拥有为
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两个祭司职位；他们可以随便对
任何国家开战而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加以阻止，否则就会受到咒诅。在他们
的军队出征时，出发之际国王要在最前面，归来之际国王要在最后面。在他
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百名精兵保卫着他们。在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可
以用尽可能多的牲畜作为牺牲，并且他们把一切牺牲的皮革和脊肉收归自己
所有。
（５７）以上是他们战时的权利。平时给予他们的权利则有如下述。在举行
任何公共的牺牲奉献式的场合，国王都要坐在首席，最先受到款待，而且他
们每个人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比其他的客人多一倍。他们有最先举行灌奠
之礼，有取得牺牲的皮革的特权。每到新月和每月的第七日的时候，都由公
费为他们每一个人向阿波罗神殿奉献一头成熟的牺牲，一美狄姆诺斯的大麦
粉和一拉科尼亚。铁塔尔铁的酒，而在比赛的时候，也特别为他们保留正面
的席位。此外，他们还有权利任命任何愿意申请担任的市民担任异邦人保护
官，他们还可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选两名佩提欧伊。佩提欧伊乃是被派柱戴尔
波伊请示神托的使者，他们是用公费陪着国王进餐的。而如果国王不参加公
宴的话，则要把两科伊尼库斯的大麦粉和一科杜列的酒送到他们家里去，如
果他们前来参加的话，则一切东西他们都要得双份。在他们应私人的邀请参
加宴会时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一切下赐的神托都要交给国王保存，但也
必须要佩提欧伊知道。只有国王才有权裁决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应当嫁给什
么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关于公路也是这样，但是在其他
的情况之下便不是这样了。如果有人想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国王的
面做。他们和二十八名长老共同在评议会上商量事情。如果他们不来参加的
话，则长者中和他们关系最近的享有国王的特权，他们代国王投两票之后，
到第三票才是他们自己的。
（５８）国王从斯巴这国家方面得到的这些权利都是终身的。当他们死的时
候，他们的权利是这样处理的。骑士们到拉科尼亚鲁地宣布他们的死讯，在
市内，则妇女们敲着锅到鲁处去报信。而当这件事做完了以后，每家当中的
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一定要服丧，否则的话便要受到重罚。拉凯戴孟人在
他们国王死去时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邦人是相同的，因为大部分异邦入在他
们的国王死时，风俗都是一样的。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的国王死去的时候，除
去斯巴达人之外，从拉凯戴孟全土要有一定数日的佩里欧伊科司①被强制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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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葬仪。这些人和希劳特和斯巴达市民本身共几千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再
加上妇女，于是他们就拼命拍打他们的前额并表示无限的哀悼，他们把最近
死去的国王，不管这个国王是谁，总是称为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
果一位国王战死的话，他们便给他做一个像，把它放在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
的床位上抬着去下葬，而在下葬之后十天里，不许举行任何集市或是选举长
官，而是一直要进行哀悼。
（５９）在另一件事上，拉凯戴孟人也是和波斯人相似的。当一个国王死去
而另一个国王接替他的时候，这个新王便免除任何斯巴达人对国王或是对国
家所负的任何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王即位之时，他也是豁免一切城邦
未缴清的贡税的。
（６０）此外拉凯戴孟人还有和埃及人相似的地方，即他们的报信人和吹笛
人和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人的儿子是一个吹笛者，厨子的儿子是一
个厨子，报信人的儿子是一个报信人。没有别的人由于自己的嗓音响亮而来
作报信人，从而会占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从一生下来便有从事他们的行业
的权利。这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６１）但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当克列欧美涅斯在埃吉纳做着
后来对整个希腊有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戴玛拉托斯便对他进行诽谤，这与其
是由于他关心埃吉纳人，勿宁说是由于嫉妒和恶意。当克列欧美涅斯从埃吉
纳回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把戴玛拉托斯从王位上放黜出去。他为什么这样攻
击他，下面我来说一说这个原因。斯巴达的国王阿里司通娶了两个妻子，但
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他相信不生孩子的责任不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娶了第
三个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斯巴达人，他是阿里
司通的最亲爱的朋友。这个人有一个妻子，她在斯巴达妇女中间是一个出类
拔萃的美女，不过现在她虽然是最美丽的，在先前却是最丑陋的。原来，她
既然长得丑陋，她的乳母想到一个有钱家庭的女儿却长得这样难看而她的双
亲又为自己女儿的容貌这样担心，于是因这样的一些理由给她想一个办法；
乳母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海伦的神殿去，这座神殿在所谓铁拉普涅地方①的波
伊勃司神殿的上方。乳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抡她放在神像的旁边，祈求女
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因此在一天里，正当这个乳母离开神殿的时候，
据说有一个妇女在她的面前显现，问她抱着的是什么。乳母回答说是一个婴
儿，那个妇女要乳母把这个孩子给她看。乳母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婴儿的
父母不许把婴儿给任何人着。但是这个妇女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这个孩子。
因此当乳母看到这个妇女非常热心地想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便真地把孩子
给这个妇女看了。于是这个妇女便拍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头，说她将会变成一
切斯巴达妇女当中最美丽的。据说，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改变了。
而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她就嫁给了阿里司通的朋友，这就是阿尔开
达司的儿子阿盖托斯。
（６２）但是看来阿里司通是爱上了这个妇女的，于是他便想了这样一个办
法来得到她。于是他答应他的朋友，即这个妇女的丈夫说，他愿意从他的所
事征战并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其次是佩里欧伊科司（或称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
主要从事工商业，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最后是希劳特，他们的地位和奴隶没有什么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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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当中把他的朋友随意选择的任何一件东西送给他的朋友，条件是他的朋
友也答应他同样的请求。阿盖托斯看到阿里司通自己也有一个妻子，便不为
自己的妻子担心，于是他答应这样做了。他们为这个协定立下了誓约。于是
阿里司通便把阿盖托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给了他；至于他自己要
从阿盖托斯那里取得的报偿，则他是试图取得他的朋友的妻子。阿盖托斯说，
除去这一点之外，他什么都能同意。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誓约和把他欺骗了的
狡计，他竟不得不容许阿里司通把他的妻子带走。
（６３）这样，阿里司通便和第二个妻子离了婚，把第三个妻子带回家里来
了。而在不满十个月的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戴玛拉托斯。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他说他得了一个儿
子的时候，他正在和五长官一道举行会议。他是记得他的婚期的，于是他便
屈指计算并发誓说：“这不会是我的儿子”。五长官听到了他讲的话，但是
当时根本未加以注意。在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司通后悔他所讲
过的话，因为他已相信戴玛拉托斯确乎是他的儿子了。他所以称他戴玛拉托
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为他祈求一个儿子，因为他们都认
为阿里司通是斯巴达的历代国王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因此这个孩子便被命名
为戴玛拉托斯（原文的意思是“人民祈求的”——译者）。
（６４）久而久之，阿里司通逝世了。戴玛拉托斯于是作了国王。但是看来
这些事件注定是要被发现的，而戴玛拉托斯便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失去了自己
的王位。在这之前，克列欧美涅斯当戴玛拉托斯把自己的军队引离埃列乌西
斯的时候，便是非常仇视他的，特别是这次当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渡海到埃吉
纳去惩罚支持波斯人的埃吉纳人的时候，便更加仇视他了。
（６５）因此，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想进行报复，他便和戴玛拉托斯家中的一
个人，即阿吉斯的孙子、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缔结了一项协定，即
如果他使列乌杜奇戴斯代替戴玛拉托斯做国王的话，那未列乌杜奇戴斯要随
他一同去攻打埃吉纳人。原来列乌杜奇戴斯乃是戴玛拉托斯的一个死敌，因
为他曾和戴玛尔美诺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培尔卡洛斯订了婚，但是戴玛拉
托斯使用了计谋，夺走了列乌杜奇戴斯的新妇，他把新娘在婚前拐跑而使她
和自己结了婚。这便是列乌杜奇戴斯和戴玛拉托斯反目的理由。而现在由于
克列欧美涅斯的唆使，他便对戴玛拉托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戴玛拉托斯并
不是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因为他本来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在作出了这个
誓证之后，他便到法庭上去控告戴玛拉托斯，因为他一直记得，当仆人把生
男孩子的事告诉阿里司通，而阿里司通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誓言这个男孩子
并不是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以这句话为根据，力图证明戴玛拉托斯根
本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或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长官前来作证，因
为他们当时都曾列席会议并且听见过阿里司通说这样的话。
（６６）结果在这件事上面发生了争论，于是斯巴达人决定到戴尔波伊去请
示神托，问戴玛拉托斯是否阿里司通的儿子。这件事被送到佩提亚那里去，
征求她的意见，这也是克列欧美涅斯出的主意。原来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曾得
到戴尔波伊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司托庞托斯的儿子科邦的帮助；这个科邦
曾说服了那里的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说出克列欧美涅斯要她说的话。结果
当使者向她请示的时候，她便断定说戴玛位托斯并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但
是后来，这种行为被发觉了。科邦被驱出了戴尔波伊，而女司祭培莉亚拉也
被褫夺了她的光荣职务。

（６７）以上便是戴玛拉托斯被剥夺了王位的情况。而他从斯巴达亡命到美
地亚人那里去，乃是由于受到了下面我要说的一种非难。戴玛拉托斯被褫夺
了王位之后，曾当选担任一个官职。但是在举行吉姆诺帕伊狄阿伊①的时候，
戴玛拉托斯曾前往参观。这时列乌杜奇戴斯纯乎是为了嘲笑和侮辱的目的把
他的从仆派到戴玛拉托斯那里去，问戴玛拉托斯在作国王之后担任一名官吏
有何感想。戴玛拉托斯听到这个问题，心中着实怒恼，于是他回答说，和列
乌杜奇戴斯有所不同，他两种经验都有了；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对
拉凯戴孟人来说，是会引起无限灾祸或无限福祉的。他这样说了之后，便蒙
看自己的脸离开了剧场回家去了；回家之后，他立刻作了准备，向宙斯神献
了一头牡牛，奉献完了之后，他便呼唤他的母亲。
（６８）他的母亲来了，于是他把牺牲的一部分脏腑放到她的手里，向她恳
求说：“娘啊，我以其他诸神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守护神宙斯的名义恳
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列乌杜奇戴斯在与
我争论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司通的时候，你已经由于你前一个丈夫而怀
孕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有一种更加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说你曾和一个看■
的仆人通情，而我就是你们两个人所生的儿子。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假若你做了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事的话，则不仅
是你，其他许多妇女也都是这样的。而在斯巴达则大家都传说，阿里司通命
中注定是不会有孩子的，否则他的前妻也就会给他生孩子了。”
（６９）在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他的母亲便回答他说：“儿啊，既然你祷
告并恳求我把真情告诉你，那末我就把全部真实情况对你讲了罢。
在阿里司通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个夜里，有一个象是阿里司通的幻影到
我这里来与我交合，然后把他的花环给我戴上。可是在这个幻影离开之后不
久，阿里司短就来了。他看到我所戴的花环，便问我这是谁给的，我就是他
给的，但是他不承认。于是我便发誓，说如果他否认的话那是不对的；我对
他说，原来就是在不一会儿之前的时候，他来了和我交配并且把花环给我戴
上。当阿里司通看到我为这件事发誓的时候，他便认识到这乃是神的所作所
为了。花环显而易见是从那在大门口旁边、他们称为阿司特罗巴科斯神殿的
那座英雄神殿里来的，而且卜师们也都说，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
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因此，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你已经都知道了；或
者你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则你的父亲是那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或
者阿里司通是你的父亲，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有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
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即当阿里司通接到生你的音信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
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为我生你时离我初怀你时还不到十个月），那末这乃是
他由于不知道这样一些事情的真象，才随便这样讲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妇
女怀孕都满十个月的，有一些人在九个月之后，甚至七个月之后便生产了。
儿啊，你就是我在怀孕七个月后生的。不久之后，阿里司通自己也知道他自
己所说的是愚蠢的话了。不要相信任何其他有关你的出生的胡言乱语罢。因
为我告诉你的，都是千真万确的话。反而是列乌杜奇戴斯本人和说这样的话
的其他人等，他们的妻子会跟着爐人私通生孩子罢。”
（７０）以上便是他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话。戴玛拉托斯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
切之后，便作了上路的准备，他借口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出发到埃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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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但是拉凯戴孟人怀疑他打算逃走，于是就追踪在他的后面。但是戴玛
拉托斯却想办法赶在他们的前面，便从埃里司渡海到札昆托斯去了。拉凯戴
孟人随着他渡过了海，很想逮捕他，而把他的仆人从他身边带走。但是札昆
托斯人拒绝引渡他，随后他便从那里渡海到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
大流士盛大地欢迎了他，给了他土地与若干城市。戴玛拉托斯经过这样的奔
波之后，便这样地到达了亚细亚。这个人在拉凯戴孟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
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的声名，特别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驷草比赛的奖赏，从而给自己的城邦取得了胜利的荣誉。在斯巴达的国王当
中，是只有他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的。

（７１）戴玛拉托斯被黜之后，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继承了他的
王位。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名叫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有些斯巴达人则
把他的这个儿子称为库尼司科斯。这个杰乌克西戴莫斯始终也没有成为斯巴
达的国王，因为在列乌杜奇戴斯活着的时候他便死了，身后留下一个名叫阿
尔奇戴莫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既然失掉了杰乌克西戴莫斯，便又娶了一
个妻子埃乌律达美，她是美尼欧斯的姊妹，又是狄雅克托里戴斯的女儿。他
们之间也没有生男孩子，却生了一个名叫拉姆披多的女儿，而列乌杜奇戴斯
便把她许配给了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阿尔奇戴莫斯。
（７２）但是列乌杜寄戴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享高年。由于对戴玛拉托斯
的所作所为，他受到了下面的惩罚。他率领一支拉凯戴孟的军队去进攻帖撒
利亚①，而当他行将征服帖撒利亚全境的时候，他接受了很大的一笔贿赂；但
是这件事由于他有一次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手笼上面而被发觉，
随后他便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从斯巴达放逐出去；他的家宅也被毁掉，他
自己则亡命到铁该亚去并且死在那里了。
（７３）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在当前我说的这个时候，克列欧美涅
斯在有关戴玛拉托斯的事件上成功以后，他立刻带着列乌杜奇戴斯出发惩罚
埃吉纳人去了。由于埃吉纳人曾经侮辱过他，因而他便极端仇恨埃吉纳人。
当埃吉纳人看到两个国王都来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还是以不加抵抗
为妙。国王们于是从埃吉纳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占最高地位的十个人来，
在这十个人当中有埃吉纳的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即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
利欧斯和阿里司托竞拉铁斯的儿子卡撒姆包斯：他们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
去，把他们交到他们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去看管。
（７４）在这之后，人们知道了克列欧美涅斯对戴玛拉托斯所玩弄的好计；
克列欧美涅斯害怕斯巴达人，便偷偷地溜到帖撒利亚去了。从那里他又到阿
尔卡地亚去，在那里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原来他尽力想把阿尔卡地亚人纠合
起来去反对斯巴达，除去用其他办法要他们发誓不拘他领他们去干什么事他
们都追随他之外，他还想把阿尔卡地亚的首脑人物带到挪纳克利斯市去，要
他们凭看司图克斯河的河水发誓。据阿尔卡地亚人的说法，则在这个市邑的
附近就有司图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性质则有如下述：它看起来不过
是从岩石流向窪池的一股小小的水流，在窪他的四周有一道圆形的石壁。这
个水泉所在的挪纳克利斯是阿尔卡地亚地方离培涅俄斯不远的一个市邑。
（７５）当拉凯戴孟人知道克列欧美涅斯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他们害怕
了，于是他们把他召回斯巴达，让他以和先前相同的条件来担任国王。但是
克列欧美涅斯在这之前就有些精神不正常，归来之后就得了癫狂症，因为他
不拘遇到任何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王笏打击对方的脸。由于他这样的行
动以及他所得的癫狂症，他的近亲便把他看了起来，给他上了足枷。但是当
他在禁闭中看到看守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其余的人都已离开的时候，他便向
这个看守人索取一把七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克列欧美涅斯
威吓这个看守人说以后如果他得到自由，他会对这个看守人怎样怎样，（身为
希芳特的）这个看守人被他的威胁吓住了，于是便把七首交给了他。克列欧美
涅斯得到了这个七首之后，便开始从自己的胫部向上切了起来，从胫部向上
切到大腿，从大腿又切到臀部和腰部和胁腹部，最后竟一直到腹部，而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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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顺着切，切成了条条的肉，他便这样地死去了。据大多数的希腊人的说法，
他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佩提亚编造了对戴玛拉托斯很不利的一
番话；唯独雅典人却说，这是因为他入侵埃列乌西斯并且蹂躏了女神们的圣
域。阿尔哥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阿尔哥斯人为躲避战祸而到他们的阿尔
哥斯神殿去避难时，他把他们从那里赶了出来并把他们杀死，他又不把圣林
放到眼里，却用火把它烧掉了。
（７６）原来当克列欧美涅斯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的时候，曾有一个神托
告诉他说，他应当攻取阿尔哥斯。因此，当他率领着斯巴达人到达据说是发
源于司图姆帕洛斯湖的埃拉西诺斯河（他们说，这个湖的湖水流入地下的一个
裂缝里去，然后再在阿尔哥斯出现，而从那里开始，这条河便被阿尔哥斯人
称为埃拉西诺斯河），当着克列欧美涅斯到达这条河的时候，他便向这个河奉
献牺牲。但尽管他这样做，牺牲却丝毫没有呈现出有利于他渡河的吉兆，于
是他就说他是敬佩埃拉西诺斯河的，因为它不出卖它的本国人民，同时他又
说，甚至这样他也是不会轻轻饶过阿尔哥斯人的。不久他便从那里撤退，率
领大军朝着大海的方向到杜列亚去了，在那里他向大海奉献了一头牡牛作为
牺牲之后，便下令自己的士兵登上了船，把他们带到提律恩司地区和纳乌普
利亚去了。
（７７）阿尔哥斯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到海岸地带来和他们作战了。当
他们走近提律恩司，到达一个叫做海西佩阿的地方时，他们就在拉凯戴孟人
的对面扎下了营，两军相隔只有不多的地方。阿尔哥斯人并不害怕在那里进
行正正堂堂的战斗，他们勿宁是害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原来，女祭司同时给
阿尔哥斯人和米利都人的那个神托，便正是指着这件事说的。神托的话是这
样：当一个妇女战胜了男子，把他驱离战场，并且在阿尔哥斯人中间赢得荣
誉的时候，许多阿尔哥斯妇女就会在哀痛中撕裂自己的双颊。
而在将来的时候，会有人这样说：
“可怕的卷作三圈的蛇将被刺死在长枪之下。”弦一切的事情凑到一起，
就使阿尔哥斯人感到害怕了。因此他们决定使敌人的傅令人也给自己一方面
服务，而在这样决定之后，则每当斯巴达的傅令人向拉凯戴孟人傅达任何命
令的时候，他们也就按照他的吩咐做同样的事情。
（７８）当克列欧美涅斯看到阿尔哥斯人按照他的傅令人所吩咐的去做的时
候，他便下令说，当傅令人发出要大家吃早饭的口号的时候，他们便拿起他
们的武器，向阿尔哥斯人发起进攻。拉凯戴孟人按照这样的吩咐做了。结果
在拉凯戴孟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发现阿尔哥斯人正在遵照傅令人的口号在那
里吃早饭呢。他们杀死了许多阿尔哥斯人，但是却有多得多的阿尔哥斯人逃
避到阿尔古司圣林中去，而拉凯戴孟人便在圣林的四周扎营，把他们严密地
监视起来。结果，克列欧美涅斯竟而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７９）他的身边有一些投降他的人，他向这些人打听了一番之后，便派遣
一名傅令人去呼喊那些把自己关在圣域之内的阿尔哥斯人的名字，要他们出
来，并且说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对于每一
个俘虏都要付出一定数目的赎金，即每人两米那。这样克列欧美涅斯便把大
约五十个阿尔哥斯人一个一个地召请出来，出来之后便把他们杀掉了。然而，
还留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却不知道这些人被诛杀的事情。因为这个林子是很
茂密的，林子里面的人们看不到外面的人们遇到什么事情，直到他们有一个
人爬上了树，才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傅令人再呼喊的时候，

他们便再也不出来了。
（８０）因此克列欧美涅斯便下令全体希劳特在圣林的四周堆起薪材来；他
们遵照命令行事，于是他便把圣林放火点看了。当火正在燃烧的时候，他就
同一个投降者这座圣林是献给哪一位神的。那个投降者就说这座圣林是献给
阿尔古司神的。他听见这话，便大声悲叹地说：“哦，宣托之砷阿波罗啊，
你说我应当攻陷阿尔哥斯，那你真是把我骗苦了。但是我以为，你的预言却
在这件事上实现了”。
（８１）不久克列欧美涅斯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派回了斯巴达，他自己则率
领着他的一千名最精锐的部队，到希拉的神殿①那里去奉献牺牲，但是当他本
来正要在祭坛上奉献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他所持的理由是按
规定不许任何异邦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命令希劳特们把
这个祭司从祭坛拖开毒打一顿，他自己则在那里奉献牺牲。这样做了之后，
他便回到斯巴达去了。
（８２）但是在他回国之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五长官面前，说他是由于
接受了贿赂，才没有攻陷那本来可以很容易攻陷的阿尔哥斯。可是克列欧美
涅斯却说，当然，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却是这样说，当
他拿下阿尔古司神殿时，他以为神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因此他就以为最好
是先不要进攻这个城，而是先用奉献牺牲的办法请示一下，看神是允许他攻
取这座城市还是反对他这样做。而当他在希拉的神殿里请求赐于朕兆时，从
神象的胸部闪射出火焰来，因此他就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即他不应当去攻取
阿尔哥斯了。因为，他说，如果火焰是从神象的头部射出，那他就会从上到
下地完全攻陷该城；但是入焰从胸部射出，这便表明，神心里想要他做的事
情，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这种辩解的理由在斯巴达人听来是可以相信的，又
是合理的，于是他就大大地胜过了向他控诉的人们而获释了。
（８３）然而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却损失到这样程度，以致他们的奴隶竞掌
握了一切；他们取得政权进行统治，直到战死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到那时，这些人便为自己恢复了阿尔哥斯抖且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奴隶们被
驱逐出去之后，又用强力夺取了提律恩司。他们相互之间暂时处于相安无事
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一个叫做克列昂德罗斯的占卜者到奴隶们这里来，这
是一个阿尔卡地亚地方的披伽列亚人。他游说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进攻。从
这时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他们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战争，直到最
后，阿尔哥斯人好不容易才把奴隶们制压下去①。
（８４）根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这就是克列欧美涅斯发疯和他的惨死的原
因。但是依照斯巴达人自己的说法，克列欧美涅斯的发疯并不是神的意旨，
而是由于他与斯奇提亚人交往，结果他变成了一个饮不调水的烈酒的人，因
而就变疯了。他们说，原来游牧的斯奇提亚人在大流士侵略他们的土地以后，
便想对他进行报复，而派使者到斯巴达去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结果便约
定，斯奇提亚人本身应试着从帕希斯河进攻美地亚，斯巴达人则依照他们的
建议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进军与斯奇提亚人相会。当斯奇提亚人抱着这个
目的到来的时候，据说克列欧美涅斯和他们交往得过于频繁，而由于太亲密
的缘故，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烈酒，而斯巴达人便认为这是他发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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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从此以后，每当他们想饮用烈酒的时候，他们就
说“象斯奇提亚人那样地斟酒吧”。斯巴达人关于克列欧美涅斯的说法就是
这样。但是在我看来，他得到这样的下场，正是由于他对戴玛拉托斯的所作
所为的报应。
（８５）当克列欧美涅斯死去而埃吉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便派遣
使者到斯巴达来为被拘留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乌杜奇戴斯进行控诉。于
是拉凯戴孟人便召集了一个法庭，并且制定列乌杜奇戴斯曾对埃吉纳人做了
暴乱不法的事情；而他们就判了他的罪把他引渡到埃吉纳去作为被拘留在雅
典的那些人质的补偿。但是当埃吉纳人正要把列乌杜奇戴斯带走的时候，斯
巴达的一位知名之士，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铁阿西代斯向他们说：“埃吉纳
人啊，你们打算干的这是什上事情啊？难道你们愿意市民把斯巴达人的国王
引渡给你们，而你们把他带走么？假如说现在斯巴达人是由于他们发火才这
样决定的，那末可要小心，将来如果你们按照你们的打算去做的话，他们会
把你们的国家给彻底毁灭掉的”。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之后，便不再把国王带
走而是缔结一项协定，规定列乌杜奇戴斯要和他们一同到雅典去，把拘留在
那里的人质送回到埃吉纳人这里来。
（８６）因此当列乌杜奇戴斯来到雅典并要求放还过去委托给他们的那些人
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这些人放还，故而他们提出借口说，既然他们是受
托于两位国王，则今天他们只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而缺另一位国王，那
是不对的。
（α）而当雅典人拒绝放还这些人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就对他们说：
“雅
典人啊，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罢。如果你们把这些人放还，那你们就做
了正义的事业，如果不放还的话，那你们就做了与之相反的事业。听我给你
们讲一段在斯巴达发生的关于委托的东西的事情。我们斯巴达人有一个传
说，说从现在起向前大约数三代，在斯巴达有一个叫做格劳柯斯的人，他是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传说这个人除去其他的各种优良品质之外，特别在公正
这一点上，他的声誉是超出当时居住在拉凯戴孟的一切人之上的。但是据说
在一定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米利都
人到斯巴达来，想和格劳柯斯谈话并且向格劳柯斯作下列的建议。他说：
“格
劳柯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为了领受你的公正无私的恩
惠的。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对你的正直无不交口称誉，我自己
则以为伊奥尼亚是经常要遭到危险的一块地方，但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十分
安定的地方，而且在伊奥尼亚，从来看不到财富永远聚集在同样一些人的手
里。我反复思考和研究了这些事情之后，便决定把我的一半财产变为现银并
把它委托给你，因为我深信，把它交给你为我保存那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
这笔钱并且接受和保管这信符。凡是拿着同样的信符前来索取银子的，那末
就请把这笔银子交付给来人罢”。
（β）这就是从米利都来的异邦儿所说的话。格劳柯斯也就按照约定接受
了委托给他的东西。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后，把金钱委托给格劳柯斯保存
的那个人的儿子们到斯巴达来了；他们和格劳柯斯面谈，拿出信符给他看，
要求格劳柯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但是格劳柯斯却在他们面前不承认这伴事
情，他回答他们说：“这伴事我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丝毫不能使我回
想到那件事情。让我想一想罢，我是会尽量公正处理这件事的；如果我接受
了这笔钱，我是会照样归还给你们的，如果我根本没有接受过你们这笔钱，

我就要根据希腊人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请容许我在从现在起的四个月之
内，再答复你们解决的办法罢”。
（γ）米利都人因为别人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只得伤心地走开了。但是格
劳柯斯却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当他请示神托他应否起誓并把财产强行夺
取过来的时候，佩提亚便角下列的诗句责难他说：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格劳柯斯听着，如果你能够起誓致胜并且强夺了异邦
人的财产那对你目前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就起誓罢，死亡甚至等待着忠于誓言的人啊，不过誓言却有一个儿子，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向伪誓进行报复的人，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脚；
可是他却迅速地追踪，终于捉住这个人并把他的全家全族一网打尽。
但是，那忠于誓言的人的子子孙孙却日益昌盛。当格劳柯斯听见这话之
后，他便请求神宽恕他刚才所说的话。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试探神意和
做这样的事其后果是相同的。
（δ）于是格劳柯斯便派人把米利都的异邦人召来，把银子还给他们了。
雅典人啊，你们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现在格劳
柯斯的后代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哪一家的名字叫做格劳柯斯了。他和他的
一切在斯巴达己经完全被绝根了。因此，关于受委托的东西，在要求归还的
时候除了照样归还之外，最好是不要作其他任何非非之想罢”。这便是列乌
杜奇戴斯所讲的一番话；但甚至这样，雅典人都不肯倾听他的话，于是他便
离去了。
（８７）但是埃吉纳人在他们因先前为取得底比斯人的欢心竟对雅典人犯下
了横暴之罪而受到惩罚之前，却做了下面的一件事情。他们既然憎恨雅典人
并认为自己是被害者，他们便准备向雅典人进行报复。这时雅典人正好在索
尼昂举行每隔四年才有一次的祭典；于是埃吉纳人就用伏击的办法拿获了一
只参加祭典的人们所乘的朝圣船，船里面有许多雅典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
名流俘获之后，就把这些人镣铐人狱了。
（８８）雅典人吃了埃吉纳人的这样的苦头之后，便立刻想一切办法来向他
们进行报复。在埃吉纳有一位知名之士、克诺伊托斯的儿子尼科德罗莫斯。
由于他以前曾被埃吉纳人从乌上放逐而怀恨埃吉纳人，而现在又知道雅典人
正在设法加害埃吉纳人，于是他便和雅典人约定向雅典人出卖埃吉纳，约定
了一个他发动攻击和雅典人必须来声援他的日子。不久之后，尼科德罗莫斯
便按照他和雅典人的约定占领了所谓旧城，但是雅典人却没有按着约定的日
期来到这里。
（８９）原来，他们恰巧没有足够的船舶来和埃吉纳人相抗衡。于是他们便
请求科林斯人借船只给他们，但是在这耽搁的期间，他们的事业失败了。科
林斯人在那时是雅典人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了雅
典人二十只船，价钱是每只五德拉克玛。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是不许无偿
赠送的。雅典人取得了这些船再加上自己的船，把全部的七十只船都配置了
人员之后就驶向埃吉纳去了，他们到那里去的时期比规定的时期要晚一天。
（９０）但是尼科德罗莫斯在约定的一天看到雅典人不来，便乘船从埃吉纳
逃走了。其他的人也和他一同逃走了，雅典人于是把索尼昂送给他们居住：
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便掠夺岛上的埃吉纳人。

（９１）但这是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以后的事情了①。但是埃吉纳的富人们却制
服了和尼科德罗莫斯一同起来反抗他们的平民，他们把平民俘虏之后，便拉
出去处死了。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受到了一次罪谴，而他们不拘使用什么办
法想求得神的慰解也不能摆脱这次的罪谴，而是在女神对他们加惠之前就给
驱出了乌。他们原来俘获了七百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足拉出去处死的时
候，其中有一个人挣脱了绑绳逃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神神殿的门口去请求庇
获，他抓住了那个门的把手不肯放开，因而当他的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
那里把他拉开的时候，他们便把他的双手砍了下来，这样把他带走了；但是
那两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抓在门的把手上面。
（９２）埃吉纳人相互之间做了这样的事情。当雅典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便
使用七十只船来和雅典人作战；在海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就和先前一样地向
阿尔哥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哥斯人并不愿意帮助他们，因为阿尔哥斯
人对埃吉纳人有不高兴的地方；这是由于埃吉纳人的船只曾被克列欧美涅斯
用武力强夺而泊人阿尔哥斯的海岸，但是埃吉纳人却和拉凯戴孟人一齐上岸
了。此外，希巨昂船上的人也参加了这次登陆。阿尔哥斯人罚了他们一千塔
兰特，每个民族五百塔兰特。希巨昂人承认自己做了错事，还支付一百塔兰
特的罚款而安全不受惩罚地离开，但是埃吉纳人不表示歉意而是十分顽强。
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哥斯人便不答应埃吉纳人的请求去帮助他们，只有一千
名志愿兵到那里去，这些人的统帅是一个精通五项运动①，名叫埃乌律巴铁斯
的人。这些人大半从此没有回来，而是在埃吉纳给雅典人杀死了；他们的统
帅埃乌律巴铁斯本人单独作战，杀死了三个人，但是给第四个人杀死了，这
第四个人是戴凯列亚的儿子棱帕涅斯。
（９３）埃吉纳的战船乘着雅典人的混乱向他们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埃吉
纳的战船俘获了四只雅典的船和上面的船员。
（９４）这样，雌典和埃吉纳便陷入相互作战的状态中去了。但是波斯人这
方面却在准备着他自己的事情。原来他的仆人一直在提醒他要他不要忘记雅
典人②，而佩西司特位提达伊家也一直在他身旁诽谤雅典人，再加上大流士想
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征服不把土和水呈献给他的所有希腊人。至于那个远征
失败的玛尔多纽斯，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而任命其他的将领率领着他
的军队去进攻雅典和埃列特里亚，这两个将领是美地亚人达提斯和他自己的
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在他们出师时，他交付给他
们的命令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自己的面前
来。
（９５）当接受任命的这两位统帅率领着装备精良的一支大军离开国王的面
前而到达奇里启亚的阿列昂平原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扎下了营，随后分配
给各个地方准备的水师也全都赶到了。此外，运马船也来了，这是前一年大
流士命令自己的各个纳贡地准备起来的。他们把马匹装上了船并使陆军乘上
了船之后，就和六百只三段桡船一同向伊奥尼亚出发了。从这里他们不是直
指海列斯彭特和色雷斯沿着大陆前进，而是从萨摩司出发在伊卡洛司海海上
逐乌前进。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绕行阿托斯的那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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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在前一年在这条航线上他们受到了极大的灾祸。此外，那克索斯也
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没有把那个地方拿下来。
（９６）当他们从伊卡洛司海驶近那克索斯并在那里上陆的时候（原来，波斯
人正是想首先进攻那克索斯），那克索斯人记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①，因
此还不等波斯人到来就逃到山里去了。波斯人把所有他们俘获的人变为奴
隶，甚至烧掉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在这样做了之后，波斯人就出发
到别的岛去了。
（９７）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狄罗斯人也逃离了狄罗斯，跑到铁诺斯去
避难了。但是达提斯在他的大军向岸边行驶的时候，却乘船行在大军的前面
并下令他的艋队不要在狄罗斯投锚，而是渡海到对面的列那伊亚岛去投锚，
而当他知道狄罗斯人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
去，向他们宣告说：“神圣的人们，为什么你们竟会这样不了解我的意思而
跑开？我个人的愿望和国王给我的命令都是不伤害曾产生了两位神 ② 的土
地，既不伤害土地的本身，也不伤害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因而我现在命
令你们回到你们的家里来，住在你们的岛上”。他向狄罗斯人作了这样的宣
告之后不久，就在祭坛上放了三百塔兰特重的乳香并且把它烧掉了。
（９８）这样做了之后，达提斯就率领大军首先驶往埃列特里亚。他还使伊
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与他同行。在他从这里启程之后、在狄罗斯发生了一
次地震；而据狄罗斯人说，这是在我的时代之前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地震。我
以为这是上天垂示的朕兆，说明世界上将有灾祸到临。因为在三代的时期当
中，也就是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和克
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时代①，希腊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
前的二十代中间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部分来自波斯人，部分来自
他们本族首领中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因此在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那就毫不足怪了。还有一个关于狄罗斯的神托，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我将要使从来没有震动过的狄罗斯发生震动。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三位国
王的名字，如果用希腊语来解释，则大流士的意思是做事的人，克谢尔克谢
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
用他们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不会错的。
（９９）异邦军从狄罗斯出发到海上之后，曾停泊在各个海岛的地方，他们
从那里又集合了一支军队并且把岛民的子弟带走作为人质。当他们巡航诸岛
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卡律司托斯（卡律司托斯人不把人质交给他们并且拒绝跟
他们结合在一起去讨伐相邻的城邦，而这样的城邦在他们是指埃列特里亚和
雅典而言），因此波斯人便包围了他们，蹂躏了他们的土地，直到最后卡律司
托斯人也站到他们的一方面来了。
（１００）当埃列特里亚人知道波斯大军正在乘船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便
请求雅典人方面的帮助。雅典人并不拒绝给予帮助，但是雅典人给埃列特里
亚人作为援军的是拥有卡尔启斯饲马者②采地的四千人。但是埃列特里亚人的
计划好象都是不固定的，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到雅典去求援，但是他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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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意见还不是一致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计划是离开城市而逃到埃
乌波亚高地去，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打算进行背叛的行动，指望使自己从波斯
人方面得到好处。于是身为埃列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的诺同的儿子埃司奇
涅斯，由于他知道这两个计划，便把当时的情况告知了前来的雅典人，此外
还请求他们离开此地回到本国去，以免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地同归于尽。于是
雅典人按照埃司奇涅斯的劝告回去了。
（１０１）因此，他们便渡海到奥洛波斯去，从而保全了自己。波斯人在海路
上是向属于埃列特里亚的铁美诺斯、柯伊列阿伊和埃吉列阿行进，而他们把
这些地方占领之后，就立刻使马匹上陆并且作向他们的敌人进攻的准备。埃
列特里亚人并没有出来应战的计划。既然他们中间是以不放弃城市的这个意
见占上风，则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守住他们的城壁，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
话。城墙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六天之内双方都有很多人阵亡。但是在第七天，
两位知名的埃列特里亚人阿尔启玛科斯的儿子埃乌波尔勃司和奇涅阿司的儿
子披拉格罗斯却和波斯人勾结把城市出卖了。波斯人闯进了城市，他们劫掠
和焚烧了神殿，用来报复在撒尔迪斯被烧掉的神殿，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
的命令，把这里的市民变卖为奴隶。
（１０２）他们征服了埃列特里亚，又停留了数日之后，就乘船向阿提卡的领
士出发了。他们紧紧地逼到雅典人跟前，只为他们可以象对付埃列特里亚人
一样地对付雅典人。而马拉松在阿提卡的土地里是最适于骑兵活动的场所，
离埃列特列里亚也最近，而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就是把他们引导
到那里去的。
（１０３）当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赶到马拉松来了。有十位将
领率领着他们的军队，而其中的第十位就是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的父亲、
司铁撒哥拉斯的儿子奇蒙曾由于希波克枕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缘故
而不得不从雅典亡命外出。在亡命的时候，他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
获得了四马战车的胜利，而由于这一胜利，他便得到了和他的异父兄弟米尔
提亚戴斯相同的荣誉。在下一次的奥林匹亚比赛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而再
度获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光荣让给了佩西司特拉托斯；而由于让出了他
的这次胜利，他便在和解的协定下返回了故国。他只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
比赛会上又取得了第三次的胜利；在这之后，佩西司特拉托斯便不在人世，
可是命运却注定使米尔提亚戴斯给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们杀死了。他们指
使了一些人，乘着夜里伺伏在市会堂的地方把他杀死。奇蒙被埋葬在城市的
前门外，在所谓科伊列路的那一面，那使他三次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优
胜的那些牝马则葬在他的对面。除去拉科尼亚人埃瓦哥枕斯的牝马之外，再
没有任何其他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而奇蒙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司铁撒哥
拉斯这时正在凯尔索涅索斯地方他的叔父米尔提亚戴斯的抚养之下，但是年
纪较幼的叫做米尔提亚戴斯的那个儿子则在雅典留在奇蒙本人的身旁，这个
儿子的名字是因在凯尔索涅索斯开辟了居民地的那个米尔提亚戴斯而得名
的。
（１０４）因此，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时是从凯尔索涅索斯到来的并且在两度
逃脱了死亡之后成了雅典军队的将领。原来，把他一直追赶到伊姆布罗斯的
腓尼基人，一心想把他捉住并把他送到国王的面前去。而当他从腓尼基人的
手中逃回自己的国家而自认已得到安全的时候，又遇见了自己的政敌。他们
把他拉上法庭并且对他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僭主统治加以控诉。但他又从他们

的手中逃脱出来，在这之后，他便因人民的推选而成了雅典军队的一位将领。
（１０５）而当将领们还在城内的时候，他们首先派一名使者到斯巴达去，这
个使者是一个名叫披迪披戴斯的雅典人，此外这个人还是一个长跑的能手并
且是以此为职业的。正如这个披迪披戴斯自己所说并且告诉雅典人的，当他
在铁该亚上方的帕尔铁尼昂山那里的时候，曾遇到了潘恩神。潘恩神叫披迪
披戴斯的名字，命令他告诉雅典人说，既然潘恩神是雅典人的朋友，以前常
常为雅典人服务而今后也将会如此，但为什么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潘恩神放到
眼里。雅典人认为他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因此当他们的城邦得到安定繁荣的
时候，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殿，而且由于神的那番话，
他们每年还向他奉献牺牲并举行火炬赛跑以求神的嘉惠。
（１０６）但是现在，当他受到将军们的派遣并且说潘恩神曾对他显现的时
候，这个被迪披戴斯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便已经在斯巴达了。他到斯
巴达人领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给他们
帮助而不要看着希腊的一个最古老的地邦陷到异邦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现在
甚至连埃列特里亚都已经受到了奴役，而由于失掉一座名城，希腊就便得更
加软弱了”。披迪披戴斯就按照命令这样地向拉凯戴孟人报告了，于是拉凯
戴孟人便决定帮助雅典人。但是他们并不能立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打
破他们的惯例：原来，那时正是一个月的第九天，而他们说，在第九天月亮
还没有圆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出征的。
（１０７）因此他们便等候满月的时候。而在波斯人这一方面，则他们被佩西
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引导到了马拉松。希庇亚斯在前一个夜里曾作了
一个梦，在梦里他梦见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寝。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说，他应
当回到雅典去并恢复他的统治权，并且在他的故国享尽天年之后才死去。他
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梦的。而这时，他既然是波斯人的向导，他便把在埃列特
里亚抓到的俘虏带到司图拉人的称为埃格列亚的岛上去；此外，他还使军船
到达马拉松时在那里投锚，而当异邦人的士兵登陆时，他又使他们排列成队。
而当他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觉得他比平时更加厉害地打起喷嚏和咳嗽起
来。他已经上了年纪，大部分的牙齿都动摇了，因此激烈的咳嗽竟使他的一
颗牙齿给喷了出来。牙齿掉到了砂子里去，希庇亚斯于是拚命去寻找它，但
是由于哪里也找不到这个牙齿，于是他便伤心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
“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我们也不能使这块土地屈服了。我的牙齿已经把
我所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占有了”。
（１０８）而希庇亚斯认为这就是他的梦已经应验了。雅典人在海拉克列斯的
圣域之内列队，而普拉铁阿人的全军也都来帮助他们；因为普拉铁阿人曾使
自己受雅典的保护①，而雅典人曾为普拉铁阿人出了很大的气力。普拉铁阿人
委身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的经过是这样：由于普拉铁阿人受到底比斯人的压
迫，他们便想投靠他们最初遇到的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和
拉凯戴孟人，但是这些人不肯收纳他们，并向他们说：“我们往的地方太远，
而我们的帮助对你们来说只是一种使人扫兴的慰安罢了。因为当我们知道这
件事之先，你们可能已被奴役许多次了。我们劝告你们去要求雅典人的保护，
雅典人是你们的邻人，他们是可以很好地保卫你们的。”
拉凯戴孟人向普拉铁阿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普拉铁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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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好意，勿宁说是他们想使雅典人与只奥提亚人交恶而给雅典人找麻烦。
于是拉凯戴孟人便作了这样的建议：普拉铁阿人照看他们的话做了，而当雅
典人正在向十二神②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铁阿人来请求他们的庇护并且坐到
祭坛的下面，这样就求得了雅典人的保护。底比斯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就
发兵去攻打普拉铁阿人，于是雅典人便来帮助普拉铁阿人了。但是正当他们
要接战的时候，正好在那里的科林斯人却不许他们动手。双方都愿意请他们
作调停者，他们在双方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条件是当贝奥提亚人中间有不愿
意再归属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不加干涉。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科
林斯人就离开了。但是当雅典人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只奥提亚人的袭击
并且被打败了。于是雅典人便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铁阿人划定的界限，而
把阿索波司河本身定为底比斯在普拉铁阿和叙喜阿伊方面的境界。普拉铁阿
人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到马拉松来帮助雅
典人了。
（１０９）但是雅典统帅中间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他们不应当作
战（因为要和美地亚军队作战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但是另有一些人，其中也
包括米尔提亚戴斯，认为他们应当作战。在十位将领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有
投票权，这就是抽签选出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那个雅典人（原来根据往昔雅典
的习惯，波列玛尔科斯是和将领们有同样的投票权的），而这时的波列玛尔科
斯就是阿披德纳伊区的卡里玛柯斯。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
有占上风的趋势，于是米尔提亚戴斯就到这个人那里去，对他说：“卡里玛
柯斯，今天是在两件事情当中任凭你来选择的日子，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变
为奴隶，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获得自由，从而使人们在千秋万世之后永远怀
念着你，甚至连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都比不上你。因为雅典目前正
在遭受看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如果雅典人对美地亚人屈服的话，
则他们将要被交到希庇亚斯的手里去，那它要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很明确
了。但如果这个城得救的话，则它就很可能成长为希腊的第一座城市。怎样
才能实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关键是在你的手里，我现在就
要解释给你。我们这十应将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人主张要我们作战，
有的人反对。现在如果我们不战的话，则我担心某种激烈的倾轧将会影响和
动摇我们人民的决心直到他们竟会对美地亚人妥协；但如果在某些雅典人沾
染上不健康的想法之前我们交战的话，只要是上天对我们公正，我们是很可
能取得胜利的。现在这一切都关系到你，一切都在于你了。因为如果你同意
我的意见，你就可以便你的国家得到自由，使你的城市成为希腊的第一座城
市；但如果你站到要我们不作战的人们的那一面去的话，那你便正是违反我
上面所谈到的那些利益了”。
（１１０）由于这次的游说，米尔提亚戴斯把卡里玛柯斯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
来了。而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尔科斯的一票，结果是决定作战了。自此之
后，那些主战的将领虽然可以每日轮流地掌握全军的大仅，他们却把这项大
权让给了米尔提亚戴斯。米尔提亚戴斯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在轮到他本人
掌握全军大权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是不肯接战的。
（１１１）而等轮到他的日子的时候，雅典人于是编起准备战斗的队列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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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编制是这样。统率右翼的是波列玛尔科斯卡里玛柯斯：因为按照当时雅
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人。他在右翼担任统帅，
而接在他后面则按照顺序依次配到了各个部落，配列在最后的普拉铁阿人则
占着左翼的地方。自从那次战争以来，每当雅典人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典
上的集会上奉献牺牲的时候，雅典的傅令人总是祈求上天同样降福给雅典人
和普拉铁阿人的。但是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列队的时候，他们的队列的
长度和美地亚人的队列的长度正好相等，它的中部只有数列的厚度，因而这
里是全军最软弱的部分，不过两翼却是实力雄厚的。
（１１２）准备作战的队列配置完毕而牺牲所呈献的朕兆又是有利的，雅典人
立刻行动起来，飞也似地向波斯人攻去。在两军之间，相隔不下八斯塔迪昂。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奔来的时候，他们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
是在发疯而自寻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奔来的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少，
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射手。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但是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
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
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穿
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
了。
（１１３）他们在马拉松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异邦军在队列的中央部分取
得了优势，因为进攻这一部分的是波斯人自身和撒卡依人。异邦军在这一部
分占了上风，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把希腊人追到内地去。但是在两翼地
方，雅典人和普拉铁阿人却得到了胜利。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只得让
被他们打败的敌人逃走，而把两翼封合起来去对那些突破了中线的敌人进行
战斗。雅典人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并且乘胜追击波斯人，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
歼灭波斯人，而一直把波斯人追到海边。他们弄到了火并向船只发动了进攻。
（１１４）但是在这次的战斗里，身为波列玛尔柯斯的卡里玛柯斯在奋勇作战
之后阵亡了，将领之一特拉叙拉欧斯的儿子司铁西位欧斯也死了；埃乌波利
昂的儿子库涅该罗斯①也在那里阵亡了，他是在用手去抓船尾时手被斧头砍掉
因而致命的。还有其他许多的雅典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１１５）雅典人便这样地俘获了七只船；异邦军队则率领着残余的船只驶离
了海岸，他们从他们安置埃列特里亚的奴隶的海岛上带走了这些奴隶，绕过
索尼昂海岬，打算在雅典人回来之前先到达雅典城。在雅典，普遍流传着一
种指责，说这个计划是根据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计策产生出来的，据说这
一族曾和波斯人相勾结，他们举起盾来给那些现在在船上的波斯人作为暗
号。
（１１６）他们就这样地绕过了索尼昂。但是雅典人却全速地赶了回来保卫他
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邦军的军队到来之前就赶到了。他们是从马拉松的一
个海拉克列斯圣域那里来的，现在则屯营在库诺撒尔该斯的另一个海拉克列
斯圣域里。异邦军的船队在帕列隆（因为这是当时雅典的海港）的海滩停泊了
一些时候；他们在那里投了锚，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亚细亚。
（１１７）在马拉松的这一战役当中，异邦军当中阵亡的有六千四百人左右，
雅典人方面则是一百九十二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者的人数。但是在那里却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雅典人枯帕戈拉斯的儿子埃披吉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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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奋勇鏖战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虽然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受到创
伤，也没有受到暗器的射击。但是从那一天起，他终生就一直瞎了下去。我
听说他是这样叙述他的不宰遭遇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全身穿着
重甲胄的男子，这个男子的胡须遮满了他的盾牌。这个幻象走过埃披吉罗斯
的身旁，但是把和他并排的一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到的埃披吉罗斯所说
的事情。
（１１８）另一方面，达提斯却率领着他的军队到亚细亚去了。在他到达米科
诺斯之后，他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说过他作了什么样的一个梦。但是在天刚
刚破晓的时候，达提斯便对他的各个船只进行了搜索。而当他在一只腓尼基
船里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象时。他就打听这件物品是从什么地方劫来
的。等他知道了这座神象是从哪个神殿来的之后，他就乘着自己的船到狄罗
斯去了。狄罗斯人那时已经返回了他们的海岛，而达提斯就把神象供在那个
地方的神殿里，并且命令狄罗斯人把这座神象送回到底比斯人的代立昂地方
去，这个代立昂就在卡尔启斯对面的海岸上。达提斯这样下令之后便乘船回
去了。不过狄罗斯人却根本没有把这座神象送走。在那之后二十年，底比斯
人才依照一个神托的指示，把这座神象移送到代立昂去。
（１１９）当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在航程中到达亚细亚时，他们就把埃列
特里亚的奴隶带到内地的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在把埃列特里亚人俘虏以
前，由于他们曾无端对他作出横暴的事，因此他对埃列特里亚人感到极端地
愤恨。但是看到他们被带到他的面前来并且已向他屈服，他却对他们不加伤
害，反而把奇西亚领土的一块名叫阿尔代利卡的直辖地送给他们居住。这块
地方离苏撒有二百一十斯塔迪昂，离开出产三种物品的并则有四十斯塔迪
昂。所谓出产三种物品，就是说人们可以从这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取得
这三种东西的办法是这样：在汲水的时候是使用绞盘的，绞盘上系着半个皮
囊来代替桶。而人们便把它浸到井里去，然后把汲取的东西拉上来倒到一个
水池里去，从那里再倒到另一个水池里去，这时汲上来的东西就分成了三类。
沥青和盐立刻便变成了固体，波斯人称为拉迪那凯的油①是黑色的并且发出刺
鼻的臭味。大流士就把埃列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的时候一直都
住在那里，并且保存了他们的原来的语言。埃列特里亚人的遭遇便是这样。
（１２０）在满月之后，两千名拉凯戴孟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是这样匆忙地赶
路，以致在他们离开斯巴达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到了阿提卡。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已赶不上作战，他们仍然想见到美地亚人；于是他
们到马拉松见到了美地亚人。随后他们就称赞了雅典人和他们的成就，而后
回国去了。
（１２１）说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和波斯人勾结，举起盾牌来给波斯人作暗
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邦人和希庇亚斯，这件事在我看来，是 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很明显，比起帕埃尼波斯的儿子、希波尼柯斯的父亲卡
里亚斯来，他们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憎恨僭主的人。在佩西司特拉托斯
从雅典被放逐出去之后国家拍卖他的财产时，在雅典人当中只有卡里亚斯是
敢于买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财产的。而且他还计划了其他一切对他非常敌视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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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而易见是石油。

（１２２）①［这个卡里亚斯由于并多理由都是值得万人的怀念的。首先，象
我已经说过的，是因为他是立下了解放祖国的大功的杰出人物。第二，是由
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的成绩。他在这一比赛会上取得了赛马的胜利，在
四焉战车的比赛中取得第二名，而在这以前又得过佩提亚比赛会上的胜利，
同时又以最能挥金如上在希腊享盛名。第三，是由于他对他的三个女儿的做
法。原来当她们到达婚期的时候，他给了她们极其丰厚的妆奁，并使她们每
个人所选的丈夫都十分称心，因为他答应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她为自己从全
雅典人当中所选择的丈夫结婚。］（１２３）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是和卡里亚斯一
样的反对僭主的人。因此，说他们竟然举起盾来作暗号，这在我看来是一种
既不可理解，又不可相信的非难，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躲避着僭主的，而且佩
西司特拉托斯的子弟们之放弃僭主地位便是出于他们的策划的。因此，在我
来看，他们比起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来，在更大的程度上使雅典得
到了自由。因为这些人不过是由于杀死希帕尔科斯。才激怒了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的其他人等，却丝毫没有阻止其他的人们成为僭主。但是阿尔克美欧
尼达伊族却非常明显地使他们的国家得到了自由，如果象我在上面所说的那
样，他们确是真正地说服了佩提亚，要她舍诉拉凯戴孟人说他们应当使雅典
得到自由。
（１２４）可是，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大概是对雅典民众有什么怨恨，因此他
们才背叛了他们祖国的罢。然而在雅典，他们偏偏又是最有声誉和最受尊敬
的。因此我们有显然的理由不去相信，他们会由于任何这样的原因而举起盾
来作暗号。诚然是有人举起了一个盾牌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样
的事是做了的，然而我不知道是谁做这件事的，并且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来。
（１２５）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在古时便已是雅典的名门，而从阿尔克美昂
①
，还有美伽克列斯以来，他们的声誉就更加提高了。原来，当克洛伊索斯派
吕底亚人从撒尔迪斯来到戴尔波伊神托所的时候，美伽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克
美昂曾为他们尽了斡旋之劳，并且热心地帮助了他们。因此，当克洛伊索斯
从访问神托所的吕底亚人那里听到阿尔克美昂对他的照顾的时候，便派人把
阿尔克美昂请到撒尔迪斯来，在那里送给他一笔礼物，即他个人可以一下子
尽其所能地带走的那样多的黄金。既然给他这样的一份礼物，阿尔克美昂便
想了一个办法并且按照这个办法做了。他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衣服上缝了
一个根深的袋子，他又穿上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的长统靴，这样被领进
了宝库。在那里，当他遇到了一堆金砂时，他首先就在他的腿的四周把金砂
尽可能多地塞满了他的长统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上的袋子装满了黄金，
并且把金砂洒在他的头发上面，此外还把一些金砂放到嘴里，直到他离开宝
库时，长统靴里的金砂重得使他几乎不能走路了。他简直已经不象一个人的
样子了，因为他鼓着嘴巴，而且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当克洛伊索斯看到阿
尔克美昂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他不但把阿尔克美昂已经拿到的全部黄金送
给他，并且给了他价值不比黄金少的其他东西。自此而后，他这一家成为巨
富，而阿尔克美昂便开始饲养驷马战车的马，从而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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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美昂的盛时是在五九○年左右；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从五六○年到五四六年。

了胜利。
（１２６）后来在下面的一代，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敛涅斯①把这一家捧得更
高，因此它在希腊也变得比先前更加有名了。因为安德烈阿斯的儿子米隆，
米隆的儿子的阿利司托尼莫斯、阿利司托尼莫斯的儿子克莱司铁涅斯有一个
女儿名字叫做阿伽莉司铁，他想把她嫁给他在希腊所能物色到的一个最优秀
的人物。因此，在当前举行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他取得了四马战车比赛的
优胜的时候，克莱司铁涅斯便作了一个声明，要任何一个自认为够得上作他
的女婿的希腊人在从当时算起的第六十天或是更早的时候到希巨昂来；而克
莱司铁涅斯说，他将在希巨昂地方从第六十天起的一年之内决定下他的婚姻
的诺言。于是所有对自身和他们的出身门第十分有信心的人们便都来向这个
女孩子求婚了。克莱司铁涅斯为了选婿的目的，就为他们建造了赛跑场和角
力堤以便进行比赛。
（１２７）叙巴里斯人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司敏杜里代斯从意大利来了，他是
当代生活得最阔绰豪华的人物（而且叙巴里斯当时又正是处于全盛时代），还
有被人称为智者的、昔利斯人阿米利斯的儿子达玛索斯也从意大利来了。以
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人。从伊奥尼亚湾来的则有埃披达姆诺斯人埃披司特洛波
斯的儿子阿姆庇姆涅司托斯，从伊奥尼亚湾来的人只有这一个人。从埃托利
亚来的是玛列士，这个人是那个膂力冠绝整个希腊，但是却因厌世而离开众
人隐遁到埃托利亚最边远的地带去的那个提托尔莫斯的兄弟。从伯罗奔尼撒
来的是阿尔哥斯僭主庇东的儿子列奥凯代斯，这个庇东曾经给伯罗齐尼撒入
制定了度量衡而且他是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要骄横的，就因为他曾把埃里斯
人的比赛审判官取消掉，而自行对奥林匹亚比赛会发号施令。现在来的是这
个人的儿子。此外还有特拉佩佐斯出身的阿尔卡地亚人吕库尔戈斯的儿子阿
米安托斯；帕伊欧斯市出身的阿塞尼亚人埃乌波利昂的儿子拉帕涅斯；根据
阿尔卡地亚的传说，这个埃乌波利昂曾在家里款待社狄奥司科洛伊，而从那
时起便把大门对一切人打开了；江有埃里斯人阿伽依欧斯的儿子奥诺玛司托
斯。这些人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本地来的。从雅典来的是美伽克列斯，他的父
亲阿尔克美昂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在他之外还有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
里代斯，这个提桑德洛斯是雅典最富有，而且风采也最好的人物。从当时十
分繁荣的埃列特里亚来的是吕撒尼亚斯，他是从埃乌波亚来的仅有的一个
人；从帖撒利亚来的是克兰农地方司科帕达伊家的狄雅克托里戴斯；而从莫
洛西亚来的则是阿尔孔。
（１２８）上面所列举的就是向她求婚的人们。当他们在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
候，克莱司铁涅斯首先便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然后他在一年里都把
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旁，体察他们的德行、气质、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
体察的办法是和他们个别的人，或是和他们全体交往，叫他们中间的比较年
轻的人在体育上进行较量，特别注意在会餐时他们的一举一动。原来当他和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放处对他们的照顾并且始终毫不吝惜
地款待他们。但是，在求婚者当中最使他中意的却是从雅典来的几个人，而
在这几个人当中他认为最好的又是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渡克里代斯，这不仅
是由于他的德行，而且由于就他的身世而论，他是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里达
伊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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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当指定举行婚宴，和克莱司铁涅斯宣布他要在所有的人当中选择谁
为婿的日子到来时，克莱司铁涅斯便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宴请了求婚者
们本人和整个希巨昂的人们。在宴会终了之后，求婚者们便相互比赛音乐并
就某一题目相互进行辩论。当他们饮宴正酣之际，远出其他众人之上的希波
克里代斯命令吹笛者给他吹奏，而当吹笛者遵命演奏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起
舞来，而且他是跳得极其尽兴的。但是克莱司铁涅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却
对于全部事体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了一会儿之后，希波克里代斯便命令人
们带一只桌子过来，而桌子搬来的时候，他首先就在桌子上面跳了拉科尼亚
式的舞蹈，然后又跳了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又把头顶在桌子上，用两
腿朝天表演各种花样。这时克莱司铁涅斯在看到希波克里代斯的第一次和第
二次舞蹈时，他便由于这个人的舞蹈和无耻，再也不忍想到希波克里代斯竟
是他的女婿了。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而不愿向希波克里代斯发泄自己的怒
气。但是当他看到希波克里代斯两腿朝天表演花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保
持缄默而喊道：“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啊，跳得好，你连你的婚事都跳跑了”。
但是希波克里代斯却回答说：“希波克里代斯根本不在乎！”
（１３０）从那天起，这句话竟变成了一句谚语。于是克莱司铁涅斯便命令他
们大家静下来，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于你
们所有的人都是很为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会使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失
望的，既不选一个人出来认为他比别的人好，也不轻视其余的人。但是既然
我只有一个女儿可供考虑，因而无法使你们全都满意，对于你们中间在婚事
土未能称心的各位，我送给这些人每人一塔兰特的白银，用来感谢他之想娶
得我家的女儿和他之离开自己的家而住到我这里来。现在我依照雅典人的法
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许配给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列斯”。于是美
伽克列期便接受了婚约，而克莱司敛涅斯这样便把这件婚事决定下来了。
（１３１）以上便是选择求婚者这件事情的经过。这样，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
的名声便在希腊宣揭开来了。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
制度和尺主政治的那位克莱司铁涅斯；他的这个名字是跟着他的那个希巨昂
人，即他母亲的父亲取的。他和希波克拉铁斯都是美伽克列斯的儿子；希波
克拉铁斯又是另一个美伽克列斯和另一个阿伽莉司铁的父亲。而这一个阿伽
莉司铁则是跟着克莱司铁涅斯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而取名的。她和阿里普隆的
儿子克桑提波司结婚，而在怀孕时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生了一个狮子。几
天之后，她就给克桑提波司生了一个儿子伯里克利斯。
（１３２）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尔提亚戴
斯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他向雅典人要求七十只船，一支军队，还有金钱，
但是不告诉他们他要率领他们去进攻哪一个国家，而只是说如果他们追随他
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因为他要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国家去，他们可
以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取得大量的黄金。当他要求船只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保证的。雅典人听了这话深信不疑，就把船给他了。
（１３３）米尔提亚戴斯率领着交给他的军队乘船到帕洛司去了，他的借口
是，帕洛司人在先前曾首先派遣三段桡船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因此要
得到这样的对待。这便是他的口实，然而他之所以怨恨帕洛司人，是因为帕
洛司人提细亚斯的儿子吕撒哥拉斯曾经在波斯人叙达尔涅斯面前讲过他的坏
话。米尔提亚戴斯到达了他航行的目的地之后，便率领着他的军队把帕洛司
人赶进他们城里去，并在那里包围了他们。他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对方索取一

百塔兰特，他说如果他们不给他这笔钱的话，他的军队就一定要把他们的城
市攻克才收兵。帕洛司人根本不考虑把钱给米尔提亚戴斯的事情，他们除了
保卫他们的城市之外，不作其他打算。他们保卫城市的办法是在夜里把城墙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加高一倍，此外还用了其他种种办法。
（１３４）全体希腊人都谈到的事情，就到上述的地方为止。再向下就是帕洛
司人自己说的了。他们说，米尔提亚戴斯既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名
叫悌摩的帕洛司女奴隶曾和他谈过话，她是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她到米
尔提亚戴斯这里来，劝他说如果他无论如何也要攻克帕洛司的话，那他就应
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向着城前的小山挺
进，而在他来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的神殿而不能打开门的时候，他便跳过了围
墙；跳了进去以后，他便向神祠的地方走去，或者是想动那不许动的东西。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意图。但是当他走到门前的时候，他立刻就感到极大的惊
恐而循着原道返回了。在他从墙上跳下的时候，他扭伤了大腿，有的人又说
他跌伤了膝头。
（１３５）因此米尔提亚戴斯便十分不光彩地回来了，他既没有带回财富，也
没有占领帕洛司；他把这座城围攻了六十二天并且蹂躏了这个岛。帕洛司人
听到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佛摩曾经作过米尔提亚戴斯的响导，便想为这件
事惩罚她，而现在他们既然已经不再被围，因而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
他们应不应由于这个副祭司引导了敌人并向米尔提亚戴斯泄露了任何男人都
不应知道的密仪从而使祖国陷于敌手而把她处以死刑。但是佩提亚却禁止他
们这样做，她说犯错误的并不是悌摩，是米尔提亚戴斯命中性定要遭到凶死
的命运，一个幻影曾引导他遇到了这些不吉利的事情。
（１３６）佩提亚对帕洛司人的宣托有如上述。另一方面，当米尔提亚戴斯从
帕洛司回来的时候，雅典这里有许多人攻击他，克桑提波司的儿子阿里普隆
在人民大会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米尔提亚
戴斯到了会，但是他不能给他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那时已经开始腐烂
了）。不过在出席法庭时他却躺在床上，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一直在提
到马拉松战役，提到列姆诺斯的征服：米尔提亚戴斯怎样惩罚了佩拉司吉人，
怎样攻取了列姆诺斯之后把它交给雅典人。人民赞成不判他的死刑，但是他
们由于他的错误而判处了他五十塔兰特的罚金。不久米尔提亚戴斯便由于大
腿的坏疽和腐烂而死去了，他的儿子奇蒙付出了五十塔兰特的罚金。
（１３７）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占领列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佩拉司吉人
被雅典人赶出了阿提卡①，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我只能把人们传说的记述下来。不过海该桑德罗斯的儿子海卡泰欧斯在他的
历史中却宣布说这一行动是不正当的。原来，海卡泰欧斯说，当雅典人看到
叙美托斯山山下的土地的时候，当雅典人看到这以前荒瘠而又毫无价值的土
地由于经过耕耘而变得十分肥美的时候，他们就起了羡慕之心而想取得这块
地方，因此便不用什么其他口实就把佩拉司吉人赶出去了。这块地方起初是
为了报偿佩拉司吉人先前在围城四周修筑城墙的劳动而送给佩拉司吉人居住
的。但是谁典人自己却说，他们驱逐佩拉司吉人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说，
佩拉司吉人以他们在叙美托斯山下的居住地为据点向外进击，他们曾经这样
地对雅典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拘是雅典人还是希腊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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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民还都没有奴仆，而他们的子女是经常要到恩涅阿克路诺斯泉②（意为九
泉——译者）去打水的。而每当他们来的时候，佩拉司吉人便出于横傲与轻侮
的想法而虐待他们。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这样做，他们终于竟被发现是在准
备进攻谁典。雅典人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比佩拉司吉人要公正得多的人，因为
在发现对方的阴谋时，他们本来是可以把佩拉司吉人杀死的，但是他们不愿
意这样做，而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佩拉司吉人便离开了，他们
在其他的地方之外还占领了列姆诺斯。这是雅典人的说法，而前者则是海卡
泰欧斯的说法。
（１３８）这些佩拉司吉人当时住在列姆诺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又熟悉
雅典的各个祭典的日期，于是他们搞到了一些五十桡船，而当雅典的妇女们
在布劳隆庆祝阿尔铁米司祭典时就设伏等看她们。他们掳去了许多妇女，他
们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带到列姆诺斯去，使她们作自己的侍妾。而既然这些妇
女生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阿提卡语和雅典人的风俗习
惯。这些孩子不愿意和佩拉司吉妇女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
人挨了佩拉司吉妇女所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人的打的时候，他们便一致来帮
助他并且相互帮助。而且雅典妇女生的孩子甚至认为应该统治另一类的孩
子，而且比另一类的孩子是要强得多的。当佩拉司吉人看到了这一点时，他
们便进行了商议。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想到如果这些孩子决心相互帮助以对
抗正妻的儿子们并且还立刻便试图统治后者，则等他们好大成人的时候，这
些孩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时，这一点实在是使佩拉司吉人十分担心的。因此
佩拉司吉人便认为最好是把阿提卡妇女生的儿子杀死；他们这样做了，而且
把这些男孩子的母亲也给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妇女们先前于的一件事
情，即她们杀死了她们那与托阿斯①在一起的丈夫，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便
把任何一件残酷的行为称之为“列姆诺斯人的勾当。”
（１３９）但是当佩拉司吉人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妇女的时候，他们
的土地便不再生长果实，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家畜也不象先前那样的生育
了。在饥馑和无子的困迫之下，他们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摆脱目前灾祸的
办法。于是佩提亚使命令他们向雅典人赔偿雅典人自己所规定的任何赔偿
物。于是佩拉司吉人到雅典来，因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向雅典人建议赔偿。雅
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张装璜得尽可能富丽堂皇的寝床，旁边还有
一张上面满放着所有各种各样财宝的桌子，然后告诉佩拉司吉人，要他们象
这个样子地把国土交给雅典人。佩拉司吉人回答税：“当一只船借北风之助
在一日之内能够从你们的国家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呈献给你
们”；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
阿提卡是远在列姆诺斯的南方的。
（１４０）当时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了。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海列斯彭特
的凯尔索涅索斯屈服于雅典的时候，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借着当时不
断刮看的埃铁西阿伊风①的帮助，乘着一艘船完成了从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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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到列姆诺斯的航程。而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他便向佩拉司吉人声明，要
他们记起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实现的神托的话而离开他们的岛。于是海帕依司
提亚人便按照他的话做了。但是米利纳人却不承认凯尔索涅索斯是阿提卡的
领土，而继续抗拒围攻，但结果他们也屈服了。这样，米尔提亚戴斯和雅典
人便占领了列姆诺斯。

第七卷
（１）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听到了马拉松之役的战报的时候，因雅
典人攻击撒尔迪斯而对雅典人非常气愤的大流士就更加愤怒，因此他也便更
加想派一支罩队去攻打希腊了。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它们
装备一支军队，要它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
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①，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
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在第四个年头，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埃
及人叛离了波斯人；因而大流士便更加想对二者都加以讨伐了。
（２）但是，当大流士准备讨伐埃及和雅典的时候，在他的儿子们中间发生
了一场夺取国家主权的巨大纷争。原来他的儿子们认为，他必须按照波斯人
的法律，在率军出发之前，宣布他的王位的一位继承者。大流士在他成为国
王之前，在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生了三个儿子；在
他成为国王之后，在他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又生了四个儿子。在前妻
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是阿尔托巴札涅司；后妻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
长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由于他们是异母兄弟，因此处于敌对的地位。阿尔托
巴札涅司的论据是，他是大流士的全部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不拘什么地方
的风俗都是最年长的继承王位，但克谢尔克谢斯则认为他乃是居鲁士的女儿
阿托撒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３）当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犹豫未决的时候，正好这时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
拉托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褫夺了王位之后，自愿从拉凯戴孟被流
放出来的。据传说，当这个人听到大流士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他就
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劝告克谢尔克谢斯在自己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项论
据，这就是，他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和统治者之后才生的。但是
当阿尔托巴札涅司生的时候，大流士却还是一介平民。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
应当说，任何在他之外的人如果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那都是既不合理又不正
当的；因为根据戴玛拉托斯的建议，纵使在斯巴达也向来有这样的习惯，郎
如果在父亲成为国王前生了儿子而在父亲成了国王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则
王位应当落到后生的儿子的身上。克谢尔克谢斯按照戴玛拉托斯的意见去做
了，大流士认为他的论据是正当的，因此宣布他为国王。但是我以为即使没
有这个建议，克谢尔克谢斯仍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的权力。
（４）大流士在宣布克谢尔克谢斯为国王之后，就准备走上征途了。但是在
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埃及叛变的第二年，正当他进行准备的时候，他死
了；他一共统治了三十六年①。他既未能惩办叛乱的埃及人，也未能惩办雅典
人。大流士既死，王位便转到他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身上去了。
（５）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在一开头的时候根本就无意于讨伐希腊，不过他却
纠合军队准备征服埃及。但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表兄弟、
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是和国王接近的人，而在宫内的波斯人当中对
克谢尔克谢斯有最大的影响，他是一直这样主张的：“主公，在雅典人对波
斯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之后却丝毫不受到惩罚，那是不妥当的。而我的主张
是，目前你做你正在着手做的事情，而当你把横傲不逊的埃及征服以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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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率领着你的军队去时代雅典，以便使你能够在众人中间赢得令名，同时人
们也就会懂得，侵犯你的领土的人，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他的这个论据，
是以报复为目的的，但是他不经心地又加上了一个理由，即欧罗巴是一个非
常美丽的地方，它生产人们栽培过的一切种类的树木，它是一块极其肥沃的
土地，而在人类当中，除去国王，谁也不配占有它的。
（６）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想进行冒险活动，而他自己想担任希腊的太守。
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说服了克谢尔克谢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因为还
有其他的事情加在一起也帮助了他赢得克谢尔克谢斯的同意。首先，从帖撒
利亚的阿律阿达伊家（这个阿律阿达伊家是帖撒利亚的王族）派来了使者，他
们十分诚恳地邀请国王到希腊去。其次，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来到了
苏撒，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他们的理由和阿律阿达伊家的理由一样，
而此外答应给克谢尔克谢斯的东西甚至比阿律阿达伊家答应的还要多。和他
们同来有一个雅典的占卜师即穆赛欧斯神托的收集整理者奥诺玛克利托斯：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曾和这个人有旧怨，但是在来此之前他们之间的纠纷已
经得到了和解。原来奥诺玛克利托斯曾被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帕尔科斯
驱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赛欧斯的神托中间插进了一段神托，说列姆诺斯附
近海上的诸岛将要沉没到海里去，但是这个行为被赫尔米昂涅人拉索司①看破
了。因此希帕尔科斯驱逐了他，虽然在这之前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现在
他和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一同来到苏撒了；而每当他谒见国王的时
候，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总是为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也就背诵一些
他所知道的神托；所有那些预言波斯人的灾难的神托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
选诵那些对异邦人最有利的神托，如谈到海列斯彭特时，就说它怎样必须由
一个波斯人来架桥，此外也谈到了进军的情况。克谢尔克谢斯这样便纠缠到
奥诺玛克利托斯的神托以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和阿律阿达伊家的意见里面
去了。
（７）克谢尔克谢斯被说服派遣一支大军去讨代希腊之后，就在大流士死后
的第二年，向背叛者进军了。他征服了埃及人并使埃及人受到比在大流士的
时代要苦得多的奴役；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
阿凯美涅斯。但是后来①在阿凯美涅斯担任埃及太守的时候，他却被一个利比
亚人、普撒美提科斯的儿子伊纳罗司杀死了。
（８）征服埃及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又打算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了，于是
他便召集波斯的第一流人物前来会商，召开这一会议的目的是他可以听取这
些人的意见，同时他自己又可以当着他们的全体宣布他自己的看法。当这些
人都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对他们说：
（α）“波斯人！并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第一个采用和在你们中间制定新法
律，我不过是把它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恪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人
那里听说，自从居鲁士废黜阿司杜阿该斯，而我们从美地亚人手中赢得霸权
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安定的日子。但这乃是上天的意旨。而我们经历的
许多事情，其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现在居鲁士和刚比西斯和父王大流
士所曾征服从而加到我们的国土上面来的那些民族，那是没有必要再列举给
你们了；这一切是你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从我个人这一方面来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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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登上王位以来，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在这一光荣的地位上面不致落在先
人的后面，怎样才能为波斯人取得不比他们更差的威力；而在我深思熟虑之
后就觉得，我们不仅可以赢得声名，而且可以得到一块在质和量方面都不次
于我们的土地，这块土地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肥沃；这样我们既满足了自
己的需要，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β）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你们大家召集起来，为的是我可以向你们
披沥我个人的看法。我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
欧罗巴到希腊去，以便惩罚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你
们已经看到，父王大流士是曾想讨伐这些人的。但是他死了，他已经无法来
亲自惩罚他们了；而我却要为他和全体波斯人报仇，不把雅典攻克和烧毁决
不罢休，以惩罚雅典人对父王和对我本人无端犯下的罪行。首先，他们和我
们的奴隶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撒尔迪斯，焚烧了那里的圣林和神
殿；其次，当我们的由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的军队登上他们的海岸
时，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们，我想这是你们大家全都清楚的。
（γ）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日此我决定派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们，而在我
考虑之后，我认为我们将会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和
他们的邻居，即居住在佩洛普司地方的普里吉亚人，我们就将会使波斯的领
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如果我得到你们的助力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
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
界以外了。
因为，我听说将没有一座人间的城市、人间的民族能和我们相对抗，如
果我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旦被我们铲除掉的话。这样，则那些对我们犯了罪的
和没有犯罪的人就同样不能逃脱我们加到他们身上的奴役了。
（δ）从你们的那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你们使我最称心满意的事情：当我
宣布要你们前来的期限时，你们每一个人必须立刻前来，不许有勉强的情绪。
凡是率领着拥有最优良的装备的军队前来的人，我将要赠给他在国内被认为
是最尊荣的礼品。上述的事必须做到。但是你们谁也不要认为这是我擅自决
定的，我把这事向你们大家提出，有意见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讲出来的。”
克谢尔克谢斯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便沉默不语了。
（９）在他之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主公，你在过去和未来的一
切波斯人当中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为对于其他一切事情，你都是说得既精
彩又真实的，此外，你还不能容许住在欧罗巴的伊奥尼亚人来嘲笑我们，因
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分的。我们先前征服和奴役了撒卡依人、印度人、埃西欧
匹亚人、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作了坏
事，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自己的威势；可是现在希腊人无端先对我们犯下
了罪行，而我们却不向他们报复，那诚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α）有什么使我们一定要怕他们呢？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或是充足的财力
使我们害怕吗？我们知道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不足道的。我
们曾经征服和拘留他们的子弟，就是住在我国并被称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
斯人和多里斯人的那些人。先前由于你父亲的命令，我曾经讨伐过这些人，
因此那时我自己跟他们较量过；我一直进吉到马其顿并几乎到达雅典，但是
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
（β）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
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

地方在那里作战，因此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同样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他们全部被歼灭了。既然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他们本应当通过传令人和使者来结束他们之间的纠纷，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
何其他办法来结束纠纷。纵然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作战的时候，他们也应当各
自去寻找他们的最难于受到攻击的地点，然后在那里再一决胜负。因此希腊
人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当我进军直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
作战。
（γ）国王啊，当你率领着全亚细亚的大军和你的全部战船出征的时候，
谁能对你作战呢？在我个人看来，希腊人是不会有那样大的胆量来作战的。
但如果时间证明我的判断错误而他们蛮性发作，竟然和我们作战的话，那我
们就会教训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总之，不拘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退缩罢。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自行产生出来
的，而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经过多次的尝试才得到的。”
（１０）玛尔多纽斯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样他就把克谢尔克谢斯的意见说
得更加动听了。其他的波斯人保持了缄默，不敢发表与已经提出的意见相反
的任何看法，随后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塔巴诺斯发言了，他是国王的叔
父，因而他正是仰仗着这个身分才敢发言的。他说：
（α）“哦，国王，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
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
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甚至黄金的成色单从它本身都不能加以鉴别，但
是黄金和黄金如果都在试金石上磨擦，那我们便可以把成色较好的黄金鉴别
出来。我曾经谏阻我的哥哥、你的父亲大流士率军去攻打在本国的任何地方
都没有住人的城市的斯奇提亚人。但是他一心想征服游牧的斯奇提亚人而不
愿意听我的话。他率领了他的军队出征，而从出征回来的时候，却丧失了他
的军队中的许多勇武之士。哦，国王，你现在是正在打算率领你的军队去攻
打远比斯奇提亚人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据说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
人物。因此我是应当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的危险性的。
（β）你说你要在海列斯彭特地方架桥，然后率军通过欧罗巴向希腊进
发。但是，我以为事情的结果可能你或是在陆上，或是在海上，甚或同时在
陆上和海上被战败。据说他们都是勇武的人物。
而我们很可能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随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
斯到阿提卡去的这样一支大军都被雅典人独力歼灭了。可是我俩还可以假定
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没有得到成功；但如果他们用他们的舰船进攻并在海战中
得到胜利的话，那他们就会乘船来到海列斯彭特，随后更把你的桥梁毁掉。
哦，国王，这对你可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γ）我所以这样推测决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智慧。这是因为我记起了过
去我们几乎遇到的一次大灾难；在当时，你的父亲登上色雷斯的博斯波鲁斯
的海岸并在伊斯特河河上架桥之后，便渡过去向斯奇提亚人进攻。那时斯奇
提亚人却使用了一切办法请求受命守卫伊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把这
个通路摧毁；而在当时，如果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同意了其他僭主
的意见而不加反对的话，波斯的兵力就要全部垮台了。而且在人们听到说，
国王全军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仅仅是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甚至可说是一件
令人心悸的事情了。
（δ）在丝毫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你还是不要作冒任何这样危险的打

算，而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现在你先把这个集会解散；随后，在你自己先把
这件事考虑好以后，什么时候你愿意，你都可以宣布你认为是最有利的办法。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乃是最有利的。因为纵然这个计划
后来失败了，它仍然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不过是由于运气不好才失败
罢了。可是一个考虑得不好的计划，却由于运气好而得以成功，这也不过是
他的机遇凑巧罢了，他的计划仍然是考虑得不好的。
（ε）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
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都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
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
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
较少的军队的手里，因为神由于嫉妒心而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或是把雷
霆打下来，结果，他们就毫不值得地毁掉了。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
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ζ）而且，任何事情如果着急的话，那总是要失败的；而失败又常常会
引起严重的损害。可是待机行事都是有利的；这利益在目前虽然还看不出来，
但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η）国王啊，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可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
斯，我看你还是不要再胡说关于希腊人的事情了，他们是决不应受到诽谤的。
正是由于你诽谤了希腊人，这才嗾使国王进行了这次出征的。而且我以为，
你在那里拚命张罗，其目的也不外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不一定会象你想的那
样罢！诽谤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因为在诽谤当中，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做
坏事的人，一个是受害的人。进行诽谤的人，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
这样便伤害了别人，而在知道全部真象之前便完全相信对方的话的那个人，
也同样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而由于不在场因而并没有听到别人说到他的话
的那个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损害，因为一个人诽谤他，而另一个人又把他看成
了坏人。
（θ）然而，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派一支军队去讨伐希腊人的话，那末可以
这样做。让国王本人留在波斯人居住的土地上，并让我们两个人用我们的孩
子来打赌。然后，随便你选拔怎样的人，随便你要多么大的一支军队，你就
率领看他们出发，如果事情象你所说的那样，结果对国王有利，那你就把我
的儿子杀死，连我也和他们一道杀死。如果结果和我所预言的相同，那你的
儿子也这样处理，如果你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样
做，又想无论如何也要率军渡海远征希腊的话，那我深信留在这里的人将会
听到，玛尔多纽斯在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后，将会在雅典的土地上，
或是在拉凯戴孟的土地上，说不定也许是在到那里去的道路上，被狗和鸟撕
得粉碎。这样你就知道你想说服国王去进攻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了。”
（１１）以上就是阿尔塔巴诺斯所我的话，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忿怒地回答
说：“阿尔塔巴诺斯，亏了你是我父亲的兄弟；否则你将会因你的这些蠢话
而受到应得的惩罚。可是，对于你这种怯懦的、没有骨气的表现，我要使你
受到这样的耻辱，那就是，不许你随着我和我的军队去征讨希腊，而是和妇
女们一道留在这里。而我自己没有你的帮助，仍然会完成我方才所说的一切
的。因为，假如我不向雅典人亲自进行报复，那我就不是阿凯美涅斯的儿子、
铁伊司佩斯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的儿子、铁伊司佩斯的儿子、
阿里阿拉姆涅斯的儿子、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

的儿子了。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则他们不仅仅
是不会善罢干休，而且肯定是会向我们的国土发动进攻的，假如我们可以从
他们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来推断的话，因为他们不但把撒尔迪斯烧掉，而且进
兵亚细亚了。因此，不管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撤退都是不可能的，当
前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主动地去进攻和被动地等着挨打这两种情况中间选
择一个：或是把我们的一切归希腊人统治，或是把希腊人的一切归我们统治。
在我们的争论里，折衷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的荣誉感要求我们应当
报复我们身受的一切灾害。这样我当然也就可以领教一下，在我征讨这些希
腊人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甚至我的祖先的奴隶普里吉亚人佩
洛普司都曾经彻底敉平过这些希腊人，而且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用他们的征
服者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和他们的国土的”。
（１２）他的话就说到上面的地方为止了。跟着就到了夜里；这时克谢尔克
谢斯却因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而深感不安了。他在夜里反复加以考虑，这样
便清楚地看到，派一支大军去征讨希腊对他未必是有利的。在他作了这第二
个决定以后，他就睡着了；但是，根据波斯人的传说，就是在那一夜里，好
象他作了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谢斯梦见一个姿容秀丽、体格高大的男子站
在他的身旁，对他说：“哦，波斯人，在你宣告纠合你的波斯大军之后，现
在你却又改变主意，不去率军征讨希腊了吗？你改变自己的主意是不相宜
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同意你这样做的。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白天的决定去
做罢”。梦中人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就看他仿佛是飞去了。
（１３）当天亮的时候，国王根本不去理会他夜里的梦，而是把他先前召集
到一起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这样对他们说：“波斯人啊，请你们原谅
我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罢，因为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未能充分发探自己的
智慧，而那些劝我做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件事的，又是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的人们。在我听到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的时候，由于我这年轻人血气方刚，
那时我诚然是立即发起火来，乃至我讲出了对年长者不应该讲的和卤莽无礼
的言词。不过现在我认识了我的过错，我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你们要知
道，我已改变了先前我想去征讨希腊的意思，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呆着罢”。
波斯人听了这话不胜欢喜，他们向他礼拜致意了。
（１４）但是到夜里克谢尔克谢斯睡着的时候，那个梦中人又站到了他的身
旁，向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已经在波斯人面前公然打消了你那征讨
希腊的意图了。你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到心上，就好象你从来没有听到这话似
的。现在我就确确实实地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刻率军出征，你就会招致这样
的后果：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
（１５）克谢尔克谢斯作了这个梦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了下来，
立刻派一名使者到阿尔塔巴诺斯那里去请他；阿尔塔巴诺斯到来之后，克谢
尔克谢斯就向阿尔塔巴诺斯说：“阿尔塔巴诺斯，曾有一个时候我是非常思
蠢的，我竟用愚蠢的言词回答了你的有益的忠舍。可是我很快地就后悔起来
并认识到我是应当采纳你的意见的。虽然我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这样
做。因为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和后悔自己的错误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
个人，他无论如何不同意我按照你的建议去做，而现在他就是刚刚在恐吓了
我以后离开的。因此，如果这个梦中人是神派来的，则我们出征希腊这件事
情，就正是神十分欢喜要我们做的事情了，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会作
同样的梦，而梦中人也会向你发出同样命令的。而我相信，如果你把我的全

套衣服穿起来，然后坐在我的王位上，跟着再到我的床上去睡，这样你是很
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的”。
（１６）克谢尔克谢斯向他说了上面的话；但是阿尔塔巴诺斯起初不愿意服
从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他是不配坐在王位上面的，但由于克谢
尔克谢斯一定强迫他这样做，他终于照着克谢尔克谢斯吩咐的做了；不过在
这之前，他讲了这样的话：
（α）“主公，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和愿意听从别人提
出的好办法的人，他们的价值是相同的。虽然你具有这两种优良的品质，可
是和坏人的交住却成了你的持身之累。这就和海洋一样，人们常说它在万物
当中本来对人是最有用处的，然而向海上袭来的烈风却使它无法顺从它自己
固有的本性。至于我本人，则使我感到痛心的与其就是你的粗言暴语，勿宁
说是下面的一种情况，即当着两种意见摆在波斯人的面前，一种意见是想助
长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另一种意见是克服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并向他们指
明，教给人的心灵在它已有的东西之外，总是不断食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
件多么坏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两个意见当中，你却选择了对你本人以及对波
斯人是危险的一个意见。
（β）因此，你现在既然改变主意，选择了比较贤明的决定，你却说当你
愿意放弃征讨希腊的想法的时候，有某一位神派来的梦中人屡次来到你这
里，不许你放弃这次的出匠。可是我的孩子，这样的事情决不会是上天的意
旨。在人们的梦里跑来跑去的幻影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让我这个年纪比
你要大得多的人教给你罢。梦里游荡在人们身边的那些梦中人，大多数就是
人们在白天所想的那些东西；而近日里，我们便一直是拚命忙着这次出征的。
（γ）虽然如此，如果这件事不是象我所判断的那样，而是在其中有什么
神意的话，则事情的最后处理办法仍然应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让这个梦中人
和对你一样地向我显现并发出命令来罢。但如果这个梦中人真正有意出现的
话，则我看倒不一定要脱下我的衣服而把你的衣服换上，也不一定要不睡在
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不拘你在梦里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他
在看到我的时候，他肯定决不会愚蠢到因为他看到你的衣服便会把我认成是
你。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不是不把我放到眼里，是不是不屑于经常在
梦中向我显示，不管我是穿着你的还是穿着我自己的衣服。如果它真地接连
不断地在你的梦里出现，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乃是奉神的意旨前来的
了。但如果你决定事情必须这样做，而且是无可回避，那我就非得在你的床
上睡一睡不可了。我就这样做罢；而在我睡到你床上的时候，让那个梦中人
也来向我显示吧。不过在他向我显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的”。
（１７）阿尔塔巴诺斯这样说了之后，便按照所吩咐的做了，他所指望的是
要证明克谢尔克谢斯对他讲的话原是不值一提的。他穿上了克谢尔克谢斯的
衣服并坐到国王的宝座上。随后，当他躺下熟睡的时候，那个常常到克谢尔
克谢斯梦里来的梦中人，便来到了阿尔塔巴诺斯的面前，向他说：“你是不
是想劝说克甜尔克谢斯不去征讨希腊，而打算用这样的办法来照顾他那个
人？可是，你这种力图扭转命运注定的事情的做法，使你不拘是在今后，还
是在目前，都是不能逃避上天的惩罚的。我也已经向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宣布，
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１８）阿尔塔巴诺斯感觉到，梦中人在说了这样的威吓的话之后，好象是
要用灼热的铁把他的眼睛烧出来似的，于是他大叫一声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随后就坐在克谢尔克谢斯的身旁，把他在梦里所看到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
了克谢尔克谢斯，跟着他说：“哦，国王啊，象我这样一个在一辈子里看到
许多强大的力量被比较弱小的力量所打倒的人，是不愿意要你完全逞自己的
血气之勇的。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忘记了居
鲁士征讨玛撒该塔伊人和刚比西斯征讨埃西欧匹亚人的结果，而且我自己还
亲自追随着大流士去征讨过斯奇提亚人。既然知道这一点，故而我的看法就
是，你最好是安安静静地过活，这样世人就会认为你是最幸福的了。不过，
既然天意非如此不可，而看来诸神又注定了希腊的毁灭，那我自己也就改变
初衷并更正我自己的看法了；现在你把上天的意旨向波斯人宣布，命令他们
服从你最初所下的、进行相应准备的命令。既然是神允许你这样做的，则在
你的这一方面就得把一切准备齐全了”。在这次谈话之后，他们两人便都因
梦中人的话而得到了勇气，因此到天亮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把这件事通
告波斯人，而阿尔塔巴诺斯现在也公然赞同先前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反对的那
种做法了。
（１９）在这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已有了出征的打算，就在睡着时
作了第三个梦。而当玛哥斯僧们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便解释说这是指着全世
界而言，并表示全人类都要成为他的奴隶。他作的是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
谢斯以为他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的王冠，王冠的嫩枝蔓延开来，遮复了整个大
地，但不久之后他的这顶王冠便从他头上消失了。玛哥斯僧就是这样来圆梦
的。而后，集合起来的波斯人等，便各自立刻这回自己的管地，万分热心地
执行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悬赏的赠物。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便从大陆的每一个地方搜集人力，把他的大军纠合起来了。
（２０）在平定埃及以来的整整四年中间①，他一直在整顿大军，并准备出征
所必需的一切；而在第五年里，他便率领着一支大军踏上了征途。在我们所
知道的远征军当中，这支选征军断乎是最大的一支，以致过去的任何一支远
征军都无法和它相比，大流士远征斯奇提亚人的军队也好，追击寄姆美利亚
人时突入美地亚②并征服和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而后来大流士又
曾因这件事而想对之进行报复的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也好，传说中阿特列欧斯
的儿子们所率领进攻伊里翁的大军也好，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渡过博斯波鲁斯
进入欧罗巴，在那里征服了全部色雷斯人，下至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直到
佩涅欧司河的美西亚人和铁乌克洛伊人的大军也好，都无法和它相比。
（２１）所有这些远征的军队，再加上这些之外如果有的其他任何军队，都
不能和单是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克谢尔克谢斯
率领去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
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
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作桥
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食粮和船只。
（２２）首先，由于第一次远征的军队在试图回航阿托斯的时候遭到了覆舟
的命运，所以在大约三年当中，他一直为应付阿托斯而做准备。三段桡船都
停泊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而以这些船为据点，军中所有各种各
类的人们都在鞭子的驱使之下被迫去挖掘壕沟，他们是陆续不间断地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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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一卷第一○三节；第四卷第一节。

的。而在阿托斯周边住的人们也同样地要去挖掘壕沟。监督人们干活的是美
伽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尔塔凯耶斯。他们两个人都
是波斯人。这个阿托斯乃是向海中突出的一座著名的大山，而且在这座山里
是有人居住的。这座山在大陆方面的一端，是半岛形状的，它是一个大约有
十二斯塔迪昂宽的地峡；这是从阿坎托司地方的海到托罗涅前面的海之间
的、一块有一些小丘的平野。在阿托斯山终点的这个地峡上面，有一个称为
撒涅的希腊城市。但是从撒涅到海之间以及从阿托斯到陆地的方面又有其他
的一些城市，而波斯人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变成岛城，而不是大陆的城市。
这些城市就是狄昂、欧洛披克索斯、阿克罗托昂、杜索司、克列欧奈。
（２３）以上是阿托斯的城市。异邦人是这样挖掘的，他们把上面的几个不
同民族所住的地方区分开来。他们在撒涅城的附近画了一条直线；而当壕沟
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到壕沟的底部挖掘，另一些人则把挖出
来的土接过来，把它递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们，而这些人则又递给站在更上
面的人们，这样一直传到站在最高处的人们。这些人就把挖出来的土带走抛
掉了。除去腓尼基人之外，对于其余所有的人来说，由于壕沟陡峭的两岸发
生崩坏和下陷的事情，这便形成了他们的双重的劳苦。原来他们把壕沟上面
和沟底弄成相同的宽度，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了。但腓尼基人特别
是在这件事上，也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同样地表现了他们的技巧。
他们接受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那部分工作之后，便把壕沟最上面的口掘成所
需要的壕沟宽度的一倍，而在向下掘的时候却渐渐地使它变窄，直到底下的
时候，他们挖的就和其他人同样宽了。在那里的附近有一片草地，他们便利
用那片草地作为交易的场所。而经常有大量磨过的谷物从亚细亚运到他们这
里来。
（２４）根据我用猜测的办法所作的制断，克谢尔克谢斯是出于傲慢的心情
才下令进行这次挖掘的，因为他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
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原来，他们若想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伴很
容易办到的事情。但他仍然命令他们从海到海挖掘一道壕沟，它的宽度足够
两艘三段桡船相并划行而过。而且受命进行挖掘工作的那些人，同样又受命
在司妥律蒙河河上架了一座桥。
（２５）克谢尔克谢斯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架桥这件事上，
他命令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制造纸草和白麻的绳索并要他们腓备军粮，为了使
他的军队和驮兽在进军希腊时不致陷于饥饿。在调查了各个地点的形势之
后，他就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当的场所，而从亚细亚的一切地方用
货物船和运输船把粮草运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他们把粮草的大部分运到色
雷斯的所谓列乌凯—阿克铁（意为白岬——译者）的地方去，其余的则分别运
到佩林托斯人的国土上的图洛迪札，或是运到多里司科斯，或是运到司妥律
蒙河上的埃翁，或是运到马其顿去。
（２６）正当这些人从事于指定给他们的劳役时，已经集合起来的全部陆军
却在克谢尔克谢斯的率领之下从卡帕多启亚的克利塔拉开拔向撒尔迪斯进发
了。凡是随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从陆路进军的全部大军都是指定在克利塔拉集
合的。不过我说不出克谢尔克谢斯的太守当中，哪个人由于带来了装备最好
的军队而得到了国王所悬赏的赠赐。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曾确定下
来。但是当他们渡过哈律司河并进入普里吉亚之后，他们就通过那个地方而
到达了凯莱奈，这个地方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一条是迈安德罗司河，一条

是和迈安德罗司河同样大的卡培拉克铁斯河。卡培拉克铁斯河就发源在凯莱
奈的市场地方并注入迈安德罗司河。昔列诺斯的玛尔叙亚斯的皮肤也挂在那
里；根据普里吉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
里的。
（２７）一个吕底亚人、阿杜斯的儿子披提欧斯就在这个城市等候着他们；
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他的全部军队，他自己并且宣布说
他愿意提供作战的资金。披提欧斯这样把钱拿出来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问
他左右的波斯人这个披提欧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多少财富而能献纳出这
样多的金钱。于是他们回答说：“哦，国王，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
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
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
（２８）克谢尔克谢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大为吃惊，随后他自己就问披提欧
斯本人，问他有多少财富。披提欧斯说：“哦，国王啊，我不愿意向你隐瞒
我的财富，也不愿意装做我不知道的样子；我知道我有多少财富并愿意把真
实情况告诉你。当我一知道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向你
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我有两千塔兰
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达列科斯·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毫
不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
计了”。以上便是披提欧斯所讲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话深感满意，就
对他说：
（２９）“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去你一个人以外，
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
自动地前来见我并提供我作战的资金。可是你却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并
且提供我大量的资财。因此，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
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使你补足
四百万，这样你的四百万便不会缺少七千了。而且在我补足之后，你便可以
有整整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
己象现在的样子；因为不拘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做所
为而后悔的”。
（３０）克谢尔克谢斯这样说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以后，就不停地继续前进
了。经过了一个叫做阿恼阿的普里吉亚市邑和产盐的湖之后，他们便到了普
里吉亚的一个名叫科罗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科斯河注入地上的一个裂缝
而消失，然后在大约五斯塔迪昂之外的地方再显示出来，它和另一条河一样，
也是流入迈安德罗司河的。大军从科罗赛向普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边境进
发而来到了库德辣拉，在那里有克洛伊索斯树立的一个石柱，上面有表明疆
界的铭文。
（３１）经过普里吉亚进入吕底亚之后，他便来到了道路分岐的一个地方。
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撒尔迪斯；如果走后面的这条道路，
就必须渡过迈安德罗司河和经过卡拉铁渡司市；而在卡拉铁波司市，那些手
艺人是用杨柳和小麦粉来造蜜的。克谢尔克谢斯走了这条路并找到了一株筱
悬木，由于这株筱悬木的美丽，他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并命令他的一个
精兵看守它。而在第二天，他便来到了吕底亚人的首府。
（３２）到达撒尔迪斯以后，他首先派遣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土和水，并下令
为国王准备饭食。他派人到所有其他的地方去要求土，就是不派人到雅典和

拉凯戴孟去。他第二次派人索取土和水的原因是这样：凡是先前在大流士派
使者去索取土和水的时候而不给的人们，他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由于害怕而
不得不献出来，因而他把使者派出去，想确实了解一下这件事。
（３３）在这之后，他便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军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
的另一部分人就在海列斯彭特架设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桥梁。但是，在海
列斯彭特近旁的凯尔索涅索斯地方，在赛司托斯市和玛杜托司之间，有一个
嵯峨的海岬，一直伸入紧对着阿比多斯的海面。就是在这里，不久之后，将
领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拿获了赛司托斯的太守、波斯人
阿尔塔乌克铁斯并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这个人过去经常把女人带到埃
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神殿去并在那里干见不得人的渎神勾当。
（３４）于是，担负了架桥这样一项任务的人们以阿比多斯为起点，便把桥
架到那个地岬上去；腓尼基人用白麻索架一座桥，而埃及人用纸草架第二座
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但是海峡上的桥刚刚架起的时
候，立刻便刮来了一阵强烈的暴风，把工程全部摧毁粉碎了。
（３５）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为震怒，他于是下令把海列斯
彭特笞打三百下并把一付脚铐投到那里的海里去。而且，在这以前我就曾听
到，在上述的做法之外，他还把烙印师派到那里去给海列斯彭特加上烙印。
他的的确确曾命令那些他派去笞打的人们，说出了野蛮和横暴无礼的话。他
要他们说：“你这毒辣的水！我们的主公这样惩罚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尽
管他丝毫没有伤害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也要从你的上
面渡过去；任何人不向你奉献牺牲，那是正当不过的事情，因为你是一条险
恶而苦咸的河流”。因此他便下令这样地来惩罚了海，并下令把监督造桥的
人们枭首了。
（３６）接受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的那些人把他的命令执行了；另一些匠师
们着手架桥了。他们架桥的办法是这样。为了能够保持绳索的紧张程度，他
们在黑海这一面的桥下把三百六十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而在另
一面的桥下则把三百一十四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这些船只与彭
托斯①形成直角，都和海列斯彭特的水流平行。把船只这样连结起来之后，他
们便投下了非常巨大的锚；有的锚是从靠近彭托斯的船只投下去的，为的是
顶住从那个海上面吹过来的风，而另一头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则所投
下的锚是为了抵御西风和南风。此外，他们还在一排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 ①
之间留出一个通路，为的是任何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乘着轻便的船只出
入彭托斯。做完这以后，他们便从陆地上把绳索引了过来，用木辘辘把它们
拉紧。他们不是象先前那样地把两种材料分开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
麻索和四根纸草索。这些绳索是同样粗，同样美观，但是白麻索按比例来说
是要重一些，它的每一佩巨斯的重量有一塔兰特。当海峡上的桥这样架起来
以后，他们便把木材锯成和索桥的宽度相同的长度并把它们依次摆在拉紧的
绳索上，依次摆好之后，他们便把它们系紧在上面了。而在做完这一步之后，
他们就把树枝铺到桥面上，在这一切做完之后，再把土铺在上面压结实了。
然后，他们在桥的两旁安设栅栏，为的是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因为看到
下面的海而受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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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当桥梁和阿托斯那里的工事已经准备好，而又接到在壕沟口的地方
为了防止在海潮上升时淤塞壕沟口而修筑的防波堤以及壕沟本身全部完工的
报告时，大军过了冬天之后，便在春天到来之际②作了准备，从撒尔迪斯出发
进军阿比多斯了。但当他们正要进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
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当克谢尔克谢斯
看到和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为这一点很感不安，于是他询问玛哥斯僧，
这个天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告他说，这是神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的毁灭。
他们说，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则是他们自己的预言者。克谢
尔克谢斯听了这话之后心中万分欢喜，便继续走上他的征途。
（３８）当他即将率军离去的时候，被天象吓住，但是由于得到国王的赠赐
而得意起来的那个吕底亚人披提欧斯到克谢尔克谢斯这里来向他说：“主公，
我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在你赠赐起来很容易，但对我这个
接受者来说却是珍贵的了”。克谢尔克谢斯以为披提欧斯绝不会要求他真正
要求的东西，于是回答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并命令他说出他所要求的东西。
于是披提欧斯便鼓起勇气来说：“主公，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不得不随你
去远征希腊。可是，国王啊！请你垂怜于我这样一个年迈的人，免除我的一
个儿子，就是我的长子的兵役，好让他照料我和我的财产吧。让我的其他四
个儿子和你同去吧，并希望你能完成你拟订的全部计划，凯旋归来”。
（３９）克谢尔克谢斯大为震怒，他这样回答说：“你这卑劣的东西。你看，
我是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走上征途的便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
亲戚和朋友；而你是我的奴隶，是应当带着全家和你的妻子一同随我出征的，
怎么现在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因此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一个人的精神
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
当它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当你对我做好事并且更向我提出
做好事的保证的时候，你尚且决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这一点上超过了
国王，现在你既然不顾廉耻，那你将要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你
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的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
人的性命”。他这样回答之后，立刻命令受命这样做的人们把披提欧斯的长
子找来并将之分割为二。这样做了之后，又把他的尸体在道路的右旁和左旁
各放一半，为的是使军队从这两半中间通过去。
（４０）他们按照命令做了，而军队便从这中间走过去了。在前面引路的是
搬运辎重的士卒和驮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不按民族区分，而是由所有各个
民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兵团；当军队的一大半开过去的时候，中间留了一个间
隔，为的是使上面所说的那些兵和国王区别开来。在这之后是全波斯人当中
最精锐的一千名骑兵作为前驱，随后则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一千名枪
兵，他们在行进时拿枪是枪尖向下的；在枪兵之后，是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
的十匹称为涅赛欧伊马的圣马。这些马所以称为涅赛欧伊马，是因为在美地
亚有一个称为涅赛昂的大平原，而这些高大的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在
这十匹马的背后，是八匹白马拉着的、宙斯神的神圣战车，战车手徒步跟着
牵引的白马，手里拉着缰绳。原来任何世间的人都不能乘坐在这个战车的位
子上面。在这之后就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了，他乘坐在涅赛欧伊马拖着的战
车上，他的陪乘的战车手是波斯人欧塔涅斯的儿子帕提拉姆培司。
②

大概在四八○年四月中。

（４１）克谢尔克谢斯就这样地从撒尔迪斯出发了。但是只要在他想这样做
的时候，他就从战车上下来，改乘马车。在他的后面是波斯最精锐和出身最
高贵的一千名枪兵，他们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带着枪的。枪兵后面又是一千名
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则是从其余的波斯人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万名步
兵。其中一千名步兵的枪柄上安着金石榴来代替枪尾，他们就围在其他人等
的外面。里面的九千人则是枪柄上安着银石榴的。枪头向地带着枪的人们也
是安着金石榴的，而侍卫在克谢尔克谢斯身旁的人们则安看金苹果。在这一
万人后面配置着一万名波斯骑兵。在这些人后面是两斯塔迪昂的一段间隔，
在这后面就是剩下的杂军了。
（４２）大军从吕底亚开向凯科斯河和美西亚的领土，从凯科斯出发，左手
沿着卡涅山，穿过阿塔尔涅乌斯而来到了卡列涅市。从这里他们行经底比斯
平原，通过阿特拉米提昂市和佩拉司吉人的安唐德罗斯市；然后就左手顺着
伊达山，进入了伊里翁的领土。然而在这之前，当他们先在伊达山的山下过
夜的时候，他们受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就有相当多的人死在那
里了。
（４３）从大军自撒尔迪斯开放以来，司卡曼德罗斯河是第一条水流不足并
不敷大军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因此当大军到达司卡曼德罗斯河的时候，克
谢尔克谢斯便登上了普利亚莫斯的卫城，想艰望它一下；在他看完并垂询了
和那里有关的一切一切之后，他便向伊里翁的雅典娜奉献了一千头牛的牺
牲，而玛哥斯僧更向那里的英雄们行了灌奠之礼。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全
军在夜里感到了恐慌。
到天明的时候，他们便从那里继续进发，这时在他们的左手是洛伊提昂、
欧普里涅昂和与阿比多斯接壤的达尔达诺斯，而在他们的右手则是盖尔吉
斯·铁乌克洛伊人。
（４４）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他想检阅一下他的全军。
他所以能检阅全军，是因为先前在这里的一个小山上特别为他设了一个
白石的宝座（这是阿比多斯人遵照国王先前的命令制造的）。克谢尔克谢斯就
坐在那里俯视海滨，从而把他的陆军和他的水师收入眼底。而当他了望这一
切的时候，他想看一下船与船之间的比赛。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是西顿的腓
尼基人取得了胜利；克谢尔克谢斯对于这次比赛以及他的大军深感满意。
（４５）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
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
随后他就哭泣起来了。
（４６）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就是在起初毫无顾虑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劝阻克谢尔克谢斯不去远征希腊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
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怎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
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
中起了怜悯之情”。但是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
会遇到比这更加可悲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不拘是这里
的人，还是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幸福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不会不只是一
次，而是多次，不由得产生与其生勿宁死的念头。我们遭到各种不幸的事故，
我们又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致它们竟使短促的人生看来都会是漫长的。结果

生存变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事物，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逃避生存的一个求之
不得的避难所。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
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４７）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让我们不要再谈你给了定
义的人生罢，而在我们目前万事顺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吉利
的事情罢。不过告诉我这一点。如果你在你的梦里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
梦中人的话，你是不是还要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并劝我不去远征希腊，还是你
改变了这个想法？你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罢”。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
“国
王，但愿我在梦中所看见的那个人达成我们两个人都期望的那个结果罢。但
是谈到我本人，则我甚至现在仍然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所以这样自有其
他许多的理由，特别是由于这样的一点，即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件东西
是敌视你的”。
（４８）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这人讲的话实在奇怪。你说的最敌视我
的这两件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看到我的陆军的人数不足？还是以为希腊
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军队的人数多得多？还是你以为我们的水师比不上他们
的？还是你以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因为，假如在这方面你以为我们的大军有
什么不够的地方的话，那最好是尽快地再去集合一支大军”。
（４９）阿尔塔巴诺斯回答他说：“国王啊，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
都不能发现这支陆军或船数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而如果你纠集更多军队的
话，则我所提到的那两件东西也便更加敌视你了。这两件东西就是土地和海
洋。因为，我认为，如果起了狂风暴雨的话，海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海港
大到可以保证容纳下你的水师并搭救你的船只。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则
单是一个地方有也不行，而是要在你所经过的大陆沿岸都要有这样的海港。
既然看到没有海港可以容纳你的水师，那末就要记着，人不能控制事故，而
是要受到事故的摆布。现在这两件东西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件，我再告诉你另
外一件。我要说明为什么土地是你的敌人。如果在你的进军途中没有任何东
西阻挡你的话，则你在前方茫茫一无所知的土地上向前行进得越远，土地也
就越发表现出是你的敌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充分满足于他所得到的成功
的。因此，我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抵抗你的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
大的领土也会产生饥馑的。在决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他会遭遇到的一切而胆
怯，但是在行动上十分果敢，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了”。
（５０）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关于这些事情你的见解都
是很精当的。但是我以为，既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也不要对每一种面临的情
况都加以同样严重的考虑。因为，假如不拘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想对所有
的事情加以同样的考虑，那你根本就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与其对任何可能
发生的情况都害怕，结果没有遭到任何危险，那在我看来，反而是对一切可
能发生的情况抱看坚定勇敢的信念，宁可遭到一半的危险好些了。如果你反
对所提出的任何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确实的办法，则你的一方面便
势必要和那提出了相反意见的人一样，同样会是错误的。因此，就这一点而
论，二者并无什么区别。一个不过是世间的平常人的人物，他如何能知道哪
个是确实的办法呢？我以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以为获利的大抵是
那些有实行的愿望的人，而不是那些徘 ４８８ 徊观望，对任何事情都加以考虑
的人。你已经看到，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在我以前的
那些国王如果和你有相同的意见，或者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象你

这样的顾问的话，你便不会看到我们的国运象今天这样的兴隆了。老实说，
先王们正是冒了危险，他们才把国威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因为只有冒巨大的
危险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因此，我们也应当仿效他们的榜样。我们现在是
利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也
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不快意的事情，而我们在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回来
的。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再者，我们所进攻的土地
和民族的粮食也要转到我们手里来；而且我们所要进攻的对象，不是游牧民
族，而是务农的民族啊”。
（５０）于是阿尔塔巴诺斯就说：“国王，我看既然你不许我们害怕任何危
险，那末就请再听一下我的这个意见罢。当我们要谈的事情是这样多的时候，
则我们的话也就不得不多了。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只有雅典人除外的全
部伊奥尼亚人征服，并使他们向自己纳贡。因此我的意见是，你决不能率领
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父祖的国土。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
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假如他们随着我们的大军出征，他们或者是极不
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祖国，或者是十分公正地帮助它得到自由。而如果他们做
得很不公正，他们也决不会因此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若做得十
分公正，则他们便很可能因此使你的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害。因此，请你记住
这句说得极好的古老的名言：‘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
的’”。
（５２）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你害怕伊奥尼亚人倒戈，
这个看法在你所发表的意见当中要算是最错误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我们
有最确实的担保，而你本人和所有随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人也可以证明这
一点，那就是当波斯全军的命运都在他们的手里，任凭他们摧毁或救援的时
候，他们却表现了正义与信谊，而丝毫没有作出不正当的事情的意思。再者，
他们既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的国内，我们就更不必担心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叛变的行为了。因此也不必为这件事担心罢。鼓起勇气来
守护我的家和我的王位罢，要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可以托之以王笏
的唯一的人物了”。
（５３）克谢尔克谢斯讲完这话并把阿尔塔巴诺斯运到苏撒去之后，继而便
把那些最知名的波斯人召集了来。当这些人到来之后，他就对他们说：“波
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你们应当成为勇敢
的人，决不可玷辱波斯人先前成就的伟大而又光荣的勋业。让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我们全体黾勉从事罢，因为我们这样地尽力而为，乃是为了天下万民的
公共利益。因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方请你们尽心竭力地去作战，因为据
我所听到的，我们所要进攻的也是很勇武的人们。而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间就再没有大军可以和我们抗衡了。我们先向波斯国土的那些守护神祈
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去罢。”
（５４）在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在为渡过去而作准备。而在第二天，他们就
一面在桥上点起各种各样的香并在桥面的路上撒了桃金娘的枝于，这样地等
候太阳的升起。在太阳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用黄金盏向海中行灌奠
之礼并向太阳祷告说，在他到达欧罗巴的极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叫他遭受任
何意外致使他无法完成征服欧罗巴的事业。祷告之后，他便把这只黄金盏投
入海列斯彭特，和它同时投入的还有一个黄金的混酒钵和他们称为“阿齐纳
凯斯”的波斯刀（一尺左右长的短剑——译者）。我不能正确制定，他把这些

东西投到海里去，是把它们奉献给天上的太阳，还是由于后悔他的笞打海列
斯彭特的行为，故而送礼物给海作为赔偿。
（５５）这些事做完之后，他们便渡桥了。全部步兵和骑兵是从靠近彭托斯
方面的桥渡过去的，而驮畜和杂役人等则是从靠近多岛海方面的桥渡过去
的。在前面引路的是一万名波斯人，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在他们后面，刚
是由所有各民族混成的大军。在那一天，就是这些人渡过去了。第二天首先
是骑兵，他们是枪尖向下地带着枪的；他们也是戴冠的。在他们之后是圣马
和神圣战车，再后面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枪兵以及一千名骑兵，再后面就
是其余的军队了。就在这时，水师也启程驶向对岸了。但是在这以前，我还
听说国王是最后渡过去的。

（５６）克谢尔克谢斯渡海到欧罗巴之后，就看他的军队在笞打之下渡过。
他的军队一刻不停地渡了七天七夜。有一个故事说，当克谢尔克谢斯渡过海
列斯彭特的时候，一个海列斯彭特人向他说：“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
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变成克谢尔克谢斯，而率领着全人类前来，
想把希腊灭亡？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你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５７）当所有的人都渡了过去，而他们即将继续进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
一个巨大的朕兆。这个朕兆虽然很容易解释，但克谢尔克谢斯却完全没有把
它放到心上。这个朕兆就是：一匹马生了一只兔子。
这一朕兆的意义是容易猜到的，即克谢尔克谢斯率军出征希腊的时候，
是十分堂皇又非常神气的，可是在他回到同一地点的时候，他却是逃命了。
在撒尔迪斯地方，他还遇到了另外的一个朕兆。一个骡子生了一个兼具男女
两性的生殖器官的骡子，而男性的生殖器官位于上方。
（５８）他根本不把这两个朕兆放到心上，却带领着他的陆军继续前进了。
他的水师驶出了海列斯彭特，沿着陆地行进，但它的方向却是和陆军的方向
相反的。原来水师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撒尔佩东岬，因为克谢尔克谢斯
曾命令他们开到那里去等待他。但是大陆上的军队却向着东方，即日出的方
向行进，他们经过凯尔索涅索斯，右手是阿塔玛斯的女儿海列的坟墓，左手
是卡尔狄亚市，进而穿过了一个叫做阿哥拉的市邑的中央。从那里转过了称
为美拉司的海湾而来到了水流不足因而不敷大军之用、同时美拉司湾因之而
得名的美拉司河。而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他们便向西行进，经过了爱奥里
斯人的阿伊诺斯市和司顿托里司湖，最后到达多里司科斯。
（５９）多里司科斯地区位于色雷斯，这是沿海的一个广大的平原，一条名
为海布罗斯的大河流经这个地区。在这里构筑过一个称为多里司科斯的王室
要塞，而自从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时候起，他便把一支波斯的卫戍部队设
置在那里。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认为这里是他列队点兵的一个方便的地方。
而且他这样做了。现在已经来到多里司科斯的全部水师奉克谢尔克谢斯之命
在水师提督们的率领之下，移向与多里司科斯邻接的海岸，而在这部分的海
岸之上，有萨摩特拉开的撒列市和佐涅市；在它的尽头则是著名的塞列昂岬。
这个地方往昔乃是奇科涅司人的领土。他们把他们的船靠拢到这一带的海岸
并且把船拖到岸上进行检修。另方面，克谢尔克谢斯这时便在多里司科斯点
兵。
（６０）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地方各出多少人（因为没有人提过这一
点）。但是全部陆军的总数看来是一百七十万人。人数是这样计算起来的。把
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
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面建
造一道到人的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
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办法计算完毕。人数计算完毕之后，他们
便按照他们各个民族的区分排列起来了。
（６１）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人们是这样的。先说波斯人，他们的装束有如下
述。他们头上戴着称为提阿拉斯的软毡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带袖内衣，
上面有象鱼鳞那样的铁鳞；腿上穿着裤子。他们没有一般的盾牌，而用的是
细枝编成的盾，盾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制成
的箭，此外还有挂在右胯腰带地方的短剑。他们的统帅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妻
子阿美司妥利斯的父亲欧塔涅斯。在古昔的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

培涅斯，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国人则称之为阿尔泰伊欧伊。但是当达
纳耶和宙斯的儿子培尔赛欧斯来到倍洛斯的儿子凯培欧斯这里，并娶了他的
女儿安多罗美达的时候，培尔赛欧斯就得了一个他命名为培尔谢斯的儿子，
而且他把这个儿子就留在那里，因为凯培欧斯是没有男性的子嗣的。波斯人
的名字便是从这个培尔谢斯来的。
（６２）军中美地亚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样的。老实说，上述样式
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勿宁说是美地亚的。他们的将领是出身阿凯美尼
达伊家的提格拉涅斯。在往昔，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你为阿里亚人，但是当
科尔启斯人美地亚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的时候，他们便象波斯人那样地
也改换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美地亚人自己关于他们本身的说法。军中的奇西
亚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同，但是他们不戴软毡帽，而是戴着头巾。他们的将
领是欧塔涅斯的儿子阿纳培司。叙尔卡尼亚人①的装备和波斯人一样，他们的
将领是美伽帕诺斯，这个人后来成了巴比伦的太守。
（６３）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亚述人头上戴着青铜的头盔，它是人们用青铜以
一种难于形容的异邦样式编成的。他们带着埃及式的盾牌、枪和短剑，此外
还有安看铁头的木棍；他们穿着亚麻的胴甲。希腊人称这些人为叙利亚人，
但异邦人则称他们为亚述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迦勒底人。他们的将领是
阿尔塔凯耶斯的儿子欧塔司佩斯。
（６４）从军的巴克妥利亚人头上戴的和美地亚人头上戴的极为相似。
他们带着本国制造的藤弓和短枪。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
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
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
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
都称为撒卡依人的。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
儿阿托撒之间所生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６５）印度人穿着木棉制的衣服，他们带着藤弓和安着铁头的膝箭，这就
是他们的装备。他们是配置在阿尔塔巴铁斯的儿子帕尔纳扎特列斯的麾下出
征的。
（６６）阿里亚人是装备看美地亚弓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和巴克妥利
亚人一样。他们的将领是叙达尔涅斯的儿子西撒姆涅斯。从军的帕尔提亚人，
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健达里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装束和巴克妥
利亚人的装束一样。帕尔提亚人和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将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粟格多伊人的将领是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扎涅斯；健达里
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阿尔杜庇欧斯。
（６７）从军的卡斯披亚人穿着皮裘，他们带看国产的藤弓和短刀。这就是
他们的装备了。他们的将领是阿尔杜庇欧斯的兄弟阿里奥玛尔多斯。萨朗伽
伊人由于穿着染色的袍子而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穿看高到膝盖的靴子，带着
美地亚的弓和枪。他们的将领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培伦达铁斯。帕克壮耶斯
人也穿着皮裘，他们带着本国制的弓和短剑；他们的将领是伊塔米特列斯的
儿子阿尔塔翁铁斯。
（６３）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和帕克杜耶斯人的
装备相同。统率乌提欧伊人和米科伊人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尔撒美涅
①

在第三卷大流士的臣民当中没有提到叙尔卡尼亚人；他们住在里海的东南岸。

斯。统率帕利卡尼欧伊人的是欧约巴佐斯的儿子西洛米特列斯。
（６９）阿拉伯人穿着腰间系带的称为吉拉袍子。在他们的右面带着长弓，
这种弓在把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是向后弯曲的。埃西欧匹亚人穿着豹皮和狮
子皮的衣服，他们带着不下四佩巨斯长的、椰子树干制成的弓和藤制的短箭，
箭头不是铁的，而是磨尖了的石头，也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
们还带着枪，枪头是用羚羊角削制而成的。此外，他们还带着有木节的棍子。
当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一半的身体涂上白垩，身体的另一半涂上赭
红。指挥阿拉伯人和住在埃及上方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
的女儿阿尔杜司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撒美斯；阿尔杜司托涅在大流士的妻子
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用打薄了的黄金给她造象。埃及上方的埃
西欧匹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将领就是阿尔撒美斯了。
（７０）而从日出的方向那一面来的埃西欧匹亚人（原来参加出征的有两种
埃西欧匹亚人）是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的。他们和另一部分的埃西欧匹亚人
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言语和头发而已。原来东方的埃西
欧匹亚人是直头发的，但是利比亚的埃西欧匹亚人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
羊毛性的头发。亚细亚的这些埃西欧匹亚人的装备大部分是和印度人一样
的，但是他们在头上却戴着从马身上剥制下来的整个前头部，马的耳朵和鬃
毛还都留在上面。他们用马鬃来代替冠毛，他们并使马的耳朵硬挺地竖在那
里。他们不用盾牌，而是用仙鹤皮当作一种防护武器。
（７１）利比亚人是穿着皮革制的衣服参加出征的，他们用给火烤硬的一种
木制投枪。他们的将领是欧阿里佐斯的儿子玛撒该斯。
（７２）参加出征的帕普拉哥尼亚人头上戴着编制的头盔，他们带看小盾、
不大的枪，此外还有投枪和短刀。他们穿着他们本国特有的、到下腿一半地
方高的靴子。里巨埃斯人、玛提耶涅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的装备
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装备一样。波斯人把这些叙利亚人称为卡帕多启亚人。
帕普拉哥尼亚人和玛提耶涅人的将领是美伽西多罗斯的儿子多托司，玛利安
杜尼亚人、里巨埃斯人和叙利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阿尔杜司托涅之间所生
的儿子戈布里亚斯。
（７３）普里吉亚人的装备除去很小的差别之外，大都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
装备一样。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这些普里吉亚人当他们住在欧罗巴，与马
其顿人为邻的时候，他们称为布利该斯人；但是当他们移居到亚细亚去的时
候，他们便也改变了自己的名称并称为普里吉亚人了。从普里吉亚移居来的
阿尔美尼亚人的武装和普里吉亚人的装备一样。他们这两种人都是以大流士
的女婿阿尔托克美斯为统帅的。
（７４）吕底亚人的武装和希腊人的武装十分相似。吕底亚人先前被称为迈
奥涅斯人，而后来则改变了名字并按照阿杜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名字来称呼
了。美西亚人在头上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他们带着小盾和用火烤硬的木
制投枪。这些人是从吕底亚来的移民，他们由于奥林波斯山而被称为奥林皮
埃诺伊人。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将领是曾和达提斯一道进攻马拉松的、阿
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
（７５）从军的色雷斯人头上戴着狐皮帽，身上穿着紧身内衣，外面还罩着
五颜六色的外袍。他们的脚上和腰部穿着幼鹿皮的靴子，同时带着投枪、小
圆盾和小短剑。这些人在他们渡海到亚细亚之后便称为比提尼亚人，但在这
之前，他们自己说，由于他们居住在司妥律蒙河河畔，他们便称为司妥律蒙

人。他们说，他们是被铁乌克洛伊人和美西亚人赶出了他们自己的故土的。
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巴撒凯斯。
（７６）［披西达伊人］带着生牛皮的小楯，他们每个人使用两支猎狼用的
投枪；他们带着青铜的头盔，在这种头盔上有青铜制的牛耳和牛角，在这上
面还有顶饰。他们的腿上裹看紫色的布带。在他们的国土上有一个奉祀阿列
斯神的神托所。
（７７）卡贝列斯人是迈奥涅斯人；他们被称为拉索尼欧伊人，他们的装束
和奇里启亚人相同，而在我列举到奇里启亚人列阵的地方时，我还要加以叙
述的。米吕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衣服是用别针扣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
人带着吕奇亚的弓，头上戴着皮帽子。统率所有这些人的将领，是叙司塔涅
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７８）莫司科伊人头上戴着木盔，他们带着盾和短枪，但短枪的枪头却是
很长的。从军的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装备和莫
司科伊人的装备是相同的。至于统率他们的将领，则莫司科伊人和提巴列诺
伊人的将领是阿里奥玛尔多斯，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众迪斯的女
儿帕尔米司所生的儿子；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将领是担任海列
斯彭特的赛司托斯的太守的、凯拉司米斯的儿子阿尔塔乌克铁斯。
（７９）玛列斯人戴着他们本国特别编的头盔，他俩带看革制的小盾和投
枪。科尔启斯人戴着木盔，带着生牛皮的小盾、短枪，此外还有刀。玛列斯
人和科尔启斯人的将领是铁阿司披斯的儿子帕兰达铁斯。从军的阿拉罗狄欧
伊人和撒司配列斯人的装备和科尔启斯人的装备相同。他们的将领是西洛米
特列斯的儿子玛西司提欧斯。
（８０）从红海（埃律特列海）方面以及从国王使所谓“强制移民”定居的那
些岛来的岛上部落，他们的装束和武器酷似美地亚人。这些岛民的将领是巴
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铁司，这个人在下一年率军在米卡列作战时，就在那里
的战斗中阵亡了。
（８１）以上便是参加陆师并被编入步兵的各个民族。这支大军的将领们就
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人整顿和检点队伍，并任命千夫长和
万夫长，至于百夫长和十夫长则是由万夫长来任命了。此外还有军队和民族
的头目。不过，以上所我的人们都是将领。
（８２）统率这些人以及全部陆军的将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
对远征希腊的事情提出了反对意见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
美斯、欧塔涅斯的儿子司美尔多美涅斯（这两个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因此他
们和克谢尔克谢斯是叔伯兄弟），大流士和阿托撒的儿子玛西斯铁斯、阿里亚
佐斯的儿子盖尔吉司和佐披洛司的儿子美伽比佐斯。
（８３）以上便是万人队以外的全部陆军的将领。叙达尔涅斯的儿子叙达尔
涅斯是这一万名波斯精兵的将领，这一万人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称为“不死
队”。即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的话，便选拔另
一个人代替他，因此他们便从来不会多于或是少于一万人。在全体兵员当中，
波斯人是装束得最华丽的、他们又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装备就是象我
刚才所说的那样。在这之外，他们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黄
金。同时他们随身还带着有盖的马车，里面载着妾嬖和许多装束很好的仆从：
他们的粮食和军队的其余人等的粮食分别开来，它们是用骆驼和驮兽载运
的。

（８４）这些民族都有骑兵，不过，并不是他们都提供了骑兵，而只有我下
面所列举的。首先，波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
当中有一部分人戴着锻制的青铜和铁的头饰。
（８５）此外还有某些称为撒伽尔提欧伊人的游牧民。他们讲的是波斯语，
但他们的装束却是在波斯人和帕克杜耶斯人之间；他们提供了八千名骑兵。
除去只有匕首之外，他们的习惯是不使用青铜的或是铁的武器，而只使用革
纽编成的轮索。在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抑仗着这些武器的。下面就是
他们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和敌人遭遇的时候，他们就把皮索投出去，皮索的
一端有一个套圈。不管他们用这个套圈套住什么，人也好马也好，他们就把
对方向自己的这一面拉，这样敌人就被捲在套圈里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
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配列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８６）美地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是一样的。奇西亚人也是一
样。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同样装备，他们乘着战马，并且驾看马和野
骡拉着的战车。巴克妥利亚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一样，卡斯披亚人
也是一样。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也都驱着战车。
同样，卡斯披亚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也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
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全都骑着速度决不比马差的骆驼。
（８７）只有这些民族是提供了骑兵的。骑兵的人数，除去骆驼和战车以外，
是八万人。所有其余的骑兵分列为若干队，但阿拉伯人配置在最后面，因为
马是看不得骆驼的，他们配置在后面，就为的不使马受惊。
（８８）骑兵的统帅是达提斯的儿子哈尔玛米特雷斯和提泰欧斯。另外一个
和他们一同担任骑兵统帅的是帕尔努凯斯，但他由于生病而被留在撒尔迪斯
了。原来他们正在从撒尔迪斯出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
他骑在马上的时候，一只狗在马腿下面跑；马出其不意地看到狗，受到惊吓
而用两只后腿直立了起来，这样便把帕尔努凯斯摔下来了。在他摔下来之后，
他吐了血，因此受伤憔悴下去，终于再也没有康复的希望了。那匹马立刻依
照帕尔努凯斯的命令受到了处分；他的仆从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掉的地
方，从膝盖的地方砍掉了它的腿。这样，帕尔努凯斯便失掉了他的统帅地位。
（８９）三段桡船的数目是一千二百零七艘。提供了这些船的是如下的人
们。首先，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道，提供了三百只。至于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头上戴着和希腊的样式很相似的盔，穿着亚麻制的胴甲，带
着没有框的盾牌以及投枪。根据腓尼基人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腓尼基人在
古昔是住在红海的岸上，而从那个地方迁移过来之后，他们便定居在叙利亚
的沿岸地带。叙利亚的那块地方以及一直到埃及的地方总称为巴勒斯坦。埃
及人提供了二百只船。他们头上戴着编成的盔，拿着大边的、向里面凹的盾
牌，海战用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的人穿着胴甲并带着大刀。
（９０）以上就是他们的装备。赛浦路斯人提供了一百五十只船，说到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王公的头上都缠着头巾，他们的一般人则穿看紧身衣；在所
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和希腊人一样的。按照赛浦路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
由以下的一些民族构成的。有一些人是撒拉米司和雅典出身的，有一些人是
阿尔卡地亚出身的，有一些人是库特诺斯出身的，有一些人又是埃西欧四亚
出身的。
（９１）奇里启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也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拿着
生牛皮制造的圆牌代替盾牌使用，穿着羊毛的紧身衣。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两

支投枪和一把与埃及的弯刀很相似的刀。这些奇里启亚人在古昔是叫做叙帕
凯奥伊人，他们现在的名字是由于腓尼基人阿该诺尔的儿子寄里科斯而得到
的。帕姆庇利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和希腊人相似的。这些帕
姆庇利亚人是和阿姆披罗科司与卡尔卡司一道从特洛伊离散出来的那些人的
后裔。
（９２）吕奇亚人提供了五十只船。他们穿着胴甲和胫甲，带着山茱萸制的
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的后上披着山羊皮，头上戴着四周有一圈
羽毛的帽子。他们还带着匕首和弯刀。吕奇亚人是克里地出身的，过去他们
是叫做铁尔米莱人。他们的名称来自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科斯。
（９３）亚细亚的多里斯人提供了三十只船，他们的武器是希腊式的，而他
们自己则是伯罗奔尼撒地方出身的，卡里亚人提供了七十只船，他们带看弯
刀和匕首，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和希腊人一样。在我这部历史一开头的地方 ①
我就谈到了他们，而且提到了他们先前叫做什么名字。
（９４）伊奥尼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这些伊奥
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今天称为阿凯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在
达纳岛司和克苏托斯来到伯罗奔尼撒之前，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是叫做沿
海地区佩拉司吉人的②：他们的伊奥尼亚人的名称则来自克苏托斯的儿子伊
昂。
（９５）岛上居民提供了十七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
佩拉司吉族的，他们后来由于与雅典出身的十二城市③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
由而被称为伊奥尼亚族。爱奥里斯人提供了六十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在先前他们被你为佩拉司吉人。阿比多斯人以外的海列
斯彭特人（阿比多斯人曾奉国王的命令留在家里守卫桥梁），其他自彭托斯随
军出征的人们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他们是伊臭尼亚人和
多里斯人的移民。
（９６）在所有的船只上，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是战斗员。提供了
行驶得最好的船只的是腓尼基人，而在腓尼基人当中则是西顿人。这些人和
编人陆师的那些人一样，也各自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名
字了，因为对于我的历史的目的来说，我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各族的这
些个别的首领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每个民族的每个城市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首领。不过他们不是以将领的资格，而是以和其余的参加罩队的人们同样的
隶臣资格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最高统帅是什么人，而每族的波斯统帅又是
什么人，这我已经说过了。
（９７）统率水师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司帕提涅斯的
儿子普列克撒司佩斯、美伽巴铁斯的儿子美伽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
涅斯：统率伊奥尼亚和卡里亚水师的则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所
生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统率埃及水师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同胞兄弟阿凯
美涅斯，其他二人则指挥其余的水师。至于集合到一起的三十桡船、五十桡
船、轻艇以及运送马匹的长船，则算起来总针有三千之数。
（９８）除去上述的水师提督们以外，船上的人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这样一些
①

参见第一卷第一七一节。

②

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居民通称为佩位司吉人。

③

参见第一卷第一四二节。

人：西顿人阿努索斯的儿子铁特拉姆涅司托斯、推罗人西罗莫斯的儿子玛顿、
阿拉多斯人阿格巴罗斯的儿子美尔已罗斯、奇里启亚人欧洛美东的儿子叙恩
涅喜斯、吕奇亚人西卡司的儿子库贝尔尼司科斯、赛浦路斯人凯尔西司的儿
子戈尔哥斯和提玛戈拉斯的儿子提莫纳克斯，在卡里亚人中间则有图姆涅斯
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叙塞尔多莫司的儿子披格列斯和坎道列斯的儿子达
玛西提摩斯。
（９９）除去只有阿尔铁米西亚之外，关于其他队长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因
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阿尔敛米西亚以妇女之身，竟然随着大军出征希腊，
这实在是使我惊叹不置的事情。原来在她的丈夫死时，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
儿子，因此她便亲自执掌国政。这次她不是由于必要，仅仅是由于逞勇好胜
才参加了出征。阿尔铁米西亚是她的名字，她是吕戈达米斯的女儿，因而从
她的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尔那索斯人，但从她的母系来说，她是一个
克里地人。她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科斯人、尼叙洛斯人、卡律德诺斯人的
首领，她提供了五只船。她的船在全部水师当中，是仅次于西顿的最出名的
好船。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国王提供了最好的意见。我上面所说的，
由她领导的城市，我敢说都是多里斯族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是特罗伊真人，
其余的人则是埃披道洛斯人。
（１００）关于水师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当克谢尔克谢斯检点和配
列了他的大军之后，他想乘上战军对大军来一次检阅。在这之后不久他就这
样做了，他乘着一辆战军走过了每一民族的士兵，他向他们进行询问，而他
的书记便把他们的回答记录下来，直到他从一端到另一端检阅完了全部骑兵
和步兵。检阅完毕而舰船也已被拉下来出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下了战
军，乘上西顿的一只船，坐在那里的黄金华盖下面，航过了各船的船头，和
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进行询问并且也下令把回答记录下来。船上的首长们把
船驶到离岸四普列特隆的地方并在那里投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而
船上的战斗员也武装起来作了战斗的准备。克谢尔克谢斯是通过船头和陆地
之间约海面对它们进行了检阅的。
（１０１）在他同样地检阅了他的全部水师并从船上下来之后，他便派人去召
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他叫来戴玛拉托斯之后
就这样问他说：“戴玛拉托斯，现在我很高兴问你一些想问你的事情。你是
一个希腊人，而你和跟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既非最小
又非最弱的希腊城市的人。因此告诉我，希腊人有没有力量抵抗我，因为我
以为，纵然全体希腊人和所有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如果他们不同心
协力的话，他们也没有力量受得住我的进攻。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听一听
你的意见，听一听你对于他们的看法”。听到这个询问之后，戴玛拉托斯就
回答说：“国王，我还是讲老实话呢，还是讲你欢喜听的话呢？”克谢尔克
谢斯要他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并告他说他决不会因此便失宠子国王的。
（１０２）戴玛拉托斯听到这话以后就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
都要讲老实话，并且要我讲今后不会被你发现是虚伪的话，那末我就说，希
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是由于智慧和强力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
勇气；而希腊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对于居住在多里斯地
方的全体希腊人，我是赞赏他们的，不过下面我不打算把他们一一谈到，而
只谈一谈拉凯戴孟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你那
些等于使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其次，纵使在所有其余的希腊人都站到你

的这一面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抵抗的。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需问
我会做出我所说的那样事情来的人有多少，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
也好，总之他们的军队是一定要对你作战的。”
（１０３）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了，他说：“戴玛拉托斯，你讲的这
是什么话！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作战！我要你告诉我，你
说如果你是这些人的国王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十个人作战？而且如果
你的国家的规定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则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当然也就按照
你们的法律对付多一倍的敌手了。这样，如果那些希腊人的每个人对付我的
军队的十个人的话，那你显然就一定要对付二十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你讲的话是真实的，可是如果这样给自己大吹大擂的你们希腊人，和你以及
来谒见我的希腊人身材一样的话，那未恐怕你所讲的话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
法螺罢了。认我们根据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考察一下罢：一千人、一万人
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都是同样地自由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统制之下的
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
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
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
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之上以寡敌众；可是当他们都被放
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在我个人来看，我以为
纵令希腊人的人数和波斯人相等，他们和波斯人单独作战也不会是波斯人的
对手。老实讲，你所说的这种能力，正只是我们，而不是别的人才有，不过
即使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也不多，而只有少数。在护卫我的波斯枪兵当中，
有一些人是可以不费什么气方便同时对三个希腊人作战的，你根本不知道这
些人，却在这里大讲昏话了。”
（１０４）戴玛拉托斯听了这话之后，就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
道，如果我讲了真实话，你听了是会不高兴的。但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讲
我自己心里的话，那我就把斯巴达人的情况向你讲了罢。虽然如此，至于我
是否对他们有什么偏爱，你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斯已达人夺去了我的尊
荣的职位以及我一家世世代代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亡命
者。而正是你的父亲收容了我，把住所和生计赐给了我。如果一个头脑清醒
的人拒绝接受你父亲的显然的好意，邢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倒是应当对这
伴事表示最恳切的感谢的。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
也不能担保我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
和一个敌人作战；可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
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
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
人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
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
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
他们的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
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
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如果我说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只不过是愚
蠢的话，那个后就不要叫我讲话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也是迫不得已才说的。
不过，国王啊，我是希望你的希望能实现的。”
（１０５）以上就是戴玛拉托斯回答的话。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这话当成笑

谈，而没有发火，他把他十分客气地送走了。在和戴玛拉托斯谈了话以后，
克谢尔克谢斯便任命美伽多司科斯的儿子玛司卡美斯担任那个多里司科斯的
太守并黜免了大流士过去在那里任命的人。随后，他便率军经由色雷斯向希
腊进发了。
（１０６）他留下的这个玛司卡美斯乃是这样的一个人，克谢尔克谢斯只把赠
品赐给这个人，因为他认为在他或大流士所任命的一切太守当中，玛司卡美
斯是最勇敢的人物。他每年都下赐赠品，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
克谢斯对于玛司卡美斯的后裔也是这样。原来在这次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
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那个地方的全部太守，除去多里司科斯
的太守之外，在这次远征之后全给希腊人赶下来了；但是任何人却都不能把
多里司科斯的玛司卡美斯赶下来，虽然有并多人试图这样做。由于这个原因，
波斯的国王在任何时候都把赠品赐给他。
（１０７）在那些给希腊人赶下来的人们当中，克谢尔克谢斯认为没有一个勇
敢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治理埃翁的波鼓司。克谢尔克谢斯对这个波该司从来
就是赞不绝口的，而对于波该司死后还生活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则给以极
大的荣誉，实际上波该司看来也完全是值得受到一切赞扬的。当他给在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奇蒙统率之下的雅典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在缔
给城下之盟之后离开埃翁并返回亚细亚的。虽然如此，他却不愿这样做，因
为他害怕国王会以为他是由于怯懦而贪生怕死的，这样他便抵抗到底了。而
当他的城内粮食用尽的时候，他便架起一个大木堆，把他自己的妻子儿女、
妾嬖、仆从等人扫数杀死投到火里，然后把城里的全部金银拿出来从城上投
到司妥律蒙河内。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自己也就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因此直
到今天波斯人还称赞他，这完全有道理的。
（１０８）克谢尔克谢斯从多里司科斯出发向希腊进军，在征途上他不拘遇到
什么人，都强迫这些人加入他的军队。原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到帖撒利
亚的全部土地都由于美伽巴佐斯和在他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而受到奴役
并成了国王的纳贡者。在他从多里司科斯上路以后，他首先经过了萨摩特拉
开人的要塞，而在最西端修建的那座要塞是一座称为美撒姆布里亚的市邑。
接着它的则是塔斯人的司安律美市。在这两个市邑之间流着一条利索司河，
这条河现在竟不够克谢尔克谢斯大军的饮用而给搞乾了。所有这一的地方过
去是叫做伽拉伊凯，现在则叫做布里昂提凯。但若按照正当的根据，这也应
当是奇科尼亚人的地方。
（１０９）在渡过了当时已经乾涸的利索司河的河床之后，他又走过了玛罗涅
亚、狄凯亚和阿布戴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在走过了这些城市以后，他又经过
了它们附近的一些有名的湖；在玛罗涅亚和司安律美之间有伊兹玛里司湖，
在狄凯亚附近有比司托尼斯湖，而特拉沃斯河与孔普桑托斯河便是流入这个
湖的。在阿布戴拉附近，克谢尔克谢斯并没有经过任何有名的湖，都渡过了
流入大海的涅司托斯河。从这些地方他又经过了大陆上的一些城市，其中一
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匝大约有三十斯塔迪昂长的湖，湖水很咸而湖中又有
很多的鱼。单是叫驮畜喝水就把这个湖给喝乾了。这个城市叫做披司图洛斯。
克谢尔克谢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了沿海的这些希腊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在
他的左面的。
（１１０）他所经过的土地上面的色雷斯人的部落，有帕依托伊人、奇科尼亚
人、比司托尼亚人、撒帕依欧伊人、戴尔赛欧伊人、埃多诺伊人、撒安拉伊

人。这些部落当中凡是住在海边的都上船参加了水师，我上面所提到的住在
内地的人们则全部被迫参加了陆军，例外的只有撒安拉伊人。
（１１１）据我们所知道的，撒妥拉伊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役使，在全体
色雷斯人当中，只有他们是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自由的。原来他们居住在复盖
着各种树木和雪的高山上，而且他们又是非常卓越的战士。狄奥尼索斯的神
托所便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神托所位于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这个庙的预言
音（解释神托的人——译者）是撒妥拉伊人当中的倍索伊人，降神的人，则和
在戴尔波伊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女祭司。这里并没有什么比那里更加玄妙
的事情。
（１１２）通过了上述的地方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继而叉通过了披埃里亚人的
要塞，一个要塞叫做帕格列斯，一个要塞叫做培尔伽莫斯。在这条道路上，
他是沿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在他的右手就是既高且大的宠伽伊昂山；
山上有披埃里亚人、欧多曼托伊人、特别是撒妥拉伊人所开发的金银矿。
（１１３）经过居住在宠伽伊昂山以北的、称为多贝列斯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
的派欧尼亚人所注的地方之后，他便向西行进，一直来到了司妥律蒙河和埃
翁市。治理埃翁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当时还在世的波该司。在宠伽伊
昂山周边的全部地区是叫做披利斯。这个地方向西一直伸展到流入司妥律蒙
河的安吉铁斯河，南面到司妥律蒙河本身；玛哥斯僧在这条河的岸上屠宰白
马来献神以求吉兆。
（１１４）在河岸上施行了这样的以及其他一些魔法之后，他们便在埃多诺伊
人的一个叫做“九路”的市邑那里渡过了河，因为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架上了
桥。在他们知道“九路”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以后，他们便把当地人当中那个
数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活埋了。活埋是波斯人的一种习惯。我听说当克谢尔
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到了老年的时候，她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十四
人，她这样做是为了替自己向传说中的冥界之神表示谢意。
（１１５）大军从司妥律蒙出发，经过了阿尔吉洛斯；阿尔吉洛斯是一座希腊
的市邑，位于向着日落的方向展开的海岸上。这个市邑所在的地方以及它的
上方是叫做比撒尔提亚。克谢尔克谢斯从那里，左手沿着波赛东神殿附近的
海湾，穿过了他们所说的叙列乌斯原野，路过一个叫做司塔吉洛斯的希腊城
市而到达了阿坎托司。他把所有这些部落以及居住在庞伽伊昂山附近的人们
都强制地编入自己的军队，就好象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的办法一
样，住在沿岸地方的人参加他的水师，住在内地的人们则参加他的陆军。对
于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进军的这一条道路，色雷斯人既不加毁坏，也不在上面
播种什么，而直到我的时候，他们对这条路都是十分尊重的。
（１１６）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坎托司的时候，他便宣布说阿坎托司人是他
的客人和朋友，并且把美地亚的衣服送给他们，克谢尔克谢斯称扬阿坎托司
人是因为他看到他们作战时十分卖力气，同时又听到了他们开凿运河的事
情。
（１１７）正当克谢尔克谢斯留在阿坎托司的时候，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尔塔凯
耶斯病死了。这个出身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是克谢尔克谢斯十分宠信的。
（由于他的身高五王室佩巨斯差四达克杜洛斯）他的身躯在波斯是最高
的，他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因此克谢尔克谢斯对阿尔塔凯耶斯表示
了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殡仪和葬礼，全军都来为他修筑坟茔。
阿坎托司人按照神托的指示把阿尔塔凯耶斯当成是一个英雄，他们呼叫着他

的名字向他奉献牺牲。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地哀悼了阿尔塔凯耶斯的死。
（１１８）但是欢迎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并且款待了国王本人的希腊人却遭
到了极大的不幸，他们甚至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宅。原来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
本上的市邑迎接和款待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选出了市民中同一
位最知名的人士、奥尔盖乌司的儿子安提帕特洛斯主持这件事，可是他在向
他们报账的时候，他说他为了这次宴会化费了四百塔兰特的白银。
（１１９）在所有其他的市邑，当事人所提出的报告也都和这差不多。原来设
宴的命令既然在很久以前便己发下来，而这事又被认为十分重要，因此宴会
大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当市民从到各处宣告的传令人那里一听到这件事
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市内的谷物在他们中间分配，在好多个月里制造小麦
粉和大麦粉。此外，他们为了款待大军，又不惜出最高的价钱买了最好的家
畜来饲育，并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养在笼子里和池子里。他们还制造金银的怀
盏、混酒钵以及食桌上的各种各样的用具。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
他进餐的人们制作的。对于军队的其他人等，则他们只是供应食物罢了。在
大军到来的时候，那里建起了一座帷幕供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居住，而他的军
队便都住在露天里了。到用膳的时候，招待的人们真是忙得不可开支。而在
大军尽情吃饱并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就从地上拆卸了帷幕，收
拾了一切道具用品，然后便开拔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无论什么都
没有留下来的。
（１２０）因此，一个名叫美伽克列昂的阿布戴拉人就说出了甚为得体的话。
他劝告阿布戴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到他们的神殿中去，在那里恳求诸神，
将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会到临他们头上的所有灾难的一半，而且他还劝告
他们为过去照顾他们的事情衷心感谢诸神，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每天并没有吃
两顿饭的习惯。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奉命以和晚餐同样的方式准备一顿早餐
的话，则阿布戴拉人就不得不或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留在
那里等候他，以便遭到最悲惨地灭亡的命运。
（１２１）这样，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却仍旧完成了指定给他们的任
务。而克谢尔克谢斯在离开阿坎托司的时候曾下令给他的水师提督们①，要水
师在铁尔玛等候他，在这之后，他便把他的船只打发开，耍它们继续自己的
航程了。铁尔玛临着铁尔玛湾，铁尔玛湾就是因这个铁尔玛而得名的。原来，
他听说，这是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至于从乡里司科斯到阿坎托司，陆军是以
这样的衣序行进的。克谢尔克谢斯把全部陆军分成三部分。他指令一部分沿
着海岸与水师并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司铁斯：另三分
之一的陆师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和盖
尔吉司；第三部分是克谢尔克谢斯自己跟着，它在前两部分中间行进，而它
的统帅则是司美尔多美涅斯和美伽比佐斯。
（１２２）因此，当水师驶离了克谢尔克谢斯并通过在阿托斯那里开凿的运河
而到达阿萨、披罗洛斯、辛哥斯、撒尔铁诸市邑所在的海湾时，就也从这些
市邑把兵员吸收到船上来，然后便全速向铁尔玛湾进发了。水师绕过了托罗
涅的阿姆培洛斯岬，驶过了托罗涅、伽列普索斯、谢尔米列、美库倍尔纳、
欧伦托斯等希腊人的市邑并从这些市邑征收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地方叫做西
托尼亚。
①

从施本τονναντιхονбτρατον——译者。

（１２３）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从阿姆培洛斯岬一直驶行到帕列涅地方向海
中最突出的那个卡纳司特隆岬并从现在称为帕列涅，但过去称为普列格拉的
地方的那些市邑，那波提戴阿、阿庇提司、涅阿波里司、埃给、铁拉姆波司、
司奇欧涅、门戴、撒涅诸市征发了船只和兵员。他们沿着这一海岸行驶，到
指定的地点去，而且从在帕列涅附近、和铁尔玛湾相接的诸市邑取得了兵员：
这些市邑的名字是里帕克索斯，科姆布列阿、里赛、吉戈诺司、坎普撒、司
米拉、埃涅亚。
这些市邑所在的地方到今天还叫做克罗赛阿。从我上面所列举的市邑当
中的最后一个市邑埃涅亚，水师又向铁尔玛本湾和米哥多尼亚地区进发，一
直达到指定的地点铁尔玛，以及辛多斯城和阿克西奥司河岸上的卡列司特拉
城；阿克西奥司河是米哥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阿地区的交界，而在波提埃阿
地方沿海的一块狭窄的土地上，则有伊克奈和培拉两个市邑。
（１２４）因此水师就在阿克西奥司河、铁尔玛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市邑附近投
锚列阵，等候国王的到临。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坎托司出发，
却横穿过内地，想由这个捷径直达铁尔玛。他们穿过派欧尼亚和克列司托尼
亚两个地方而达到埃凯多洛斯河，这个埃凯多洛斯河发源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涩米哥多尼亚地方而注入阿克西奥司柯河畔的沼泽地带。
（１２５）正当着克谢尔克谢斯向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狮子袭击了他那载
运着粮食的骆驼。原来狮子每到夜里便离开了它们的巢窟专门出来捕捉骆
驼，而对于人和驮畜等其他的东西则不闻不问。我奇怪是什么理由迫使狮子
对其他一切不加闻问，却专门捕捉在当时之前它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或是试过
的动物骆驼。
（１２６）在那些地方，狮子是很多的；那里还有野牛，野牛有人们输入希腊
的非常巨大的角。狮子出没之地的边界是流经阿布戴拉的涅司托斯河和流经
阿卡尔那尼亚的阿凯洛司河。不拘是在涅司托斯河以东的欧罗巴前部地方，
还是在阿凯洛司河以西的大陆其他地方，人们都看不到一只狮子。但是在这
两条河之间，人们是看得到狮子的。
（１２７）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铁尔玛之后，便把军队驻屯在那里了。军队在沿
海地带张起的营幕从铁尔玛和米哥多尼亚地方一直伸展到吕第亚斯河和哈里
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成一条成为波提埃阿和马其顿领土之间的境界的河
流。异邦罩就在这个地方扎营了。在上面所提到的河里，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出的埃凯多洛斯河是仅有的一条不够大军饮用的河流，因而它就乾涸
了。
（１２８）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铁尔玛看到帖撒利亚的极其巍峨的奥林波斯山
和欧萨山，知道佩涅欧司河流经它们之间狭窄的峡谷，并得悉这里有一条通
向帖撒利亚的道路的时候，他便很想看一看佩涅欧司河的河口，因为他打算
沿着上手的道路通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部高地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和戈恩诺
斯市，因为他听说这乃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既然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想做这样一阵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乘坐在西顿人的船上面的。他登上
面顿人的船以后，他便向其他的人们发出了启航的信号，却把他的陆军留在
原来的地方。当他来到并看了佩涅欧司河的河口时，他大为吃惊了。于是他
把响导人召了来，向他们垂询是不是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道，使它循着另一条
水道人海。
（１２９）据传说，帖撒利亚在古时是一个湖，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着。山麓

相交在一处的佩里洪山和欧萨山封住了它的东面，向着朔风的那一面（即北面
——译者）有奥林波斯山，西面有品多斯山，向着日中和向着南风的一面则有
欧特律司山作为屏障。而在上述诸山当中就是帖撒利亚的谷地了。而既然有
许多河流入这个谷地，而其中最著名的五条河的名字是佩涅欧司、阿披达诺
斯、欧诺柯挪斯、埃尼培乌司、帕米索斯，因此当这五条河流从帖撒利亚四
周的山向一处汇流的时候，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它们最后却汇流到一起，
经过一条狭窄的峡谷流注入海。但它们一经汇流到一起，佩涅欧司的名称便
占了上风并使其他的河川无名了。据说在古昔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个峡谷和
河口的，但那些河流以及那些河流之外的波依贝司湖，虽然它们没有象今天
一样的名称，水量却和今天同样地多，这样便把整个的帖撒利亚变成了一片
海。不过，按照帖撒利亚人自己的说法，佩涅欧司流经的这个峡谷是波赛东
造成的，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原来不管是谁，只要他相信波赛东震
撼过大地，而因地震产生的裂痕乃是神的事业，那他只要一看这个峡谷，就
会相信这是波赛东造成的。在我来看，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裂开的。
（１３０）克谢尔克谢斯向他的向导打听佩涅欧司河是不是有别的出海口，由
于这些人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便回答他说：“国王，这条河除去这个出海
口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海口了，因为在全部帖撒利亚的四周，是有一圈山
的”。据说，克谢尔克谢斯在听了这话之后就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些帖撒
利亚人是质明的。由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有一块容易被征服和迅
速被攻陷的国土，故而很久之前他们考虑更好的对策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原来只需用河堤堵住峡谷并使河流离开当前的河道而把河水引到他们的土地
上来，这样全部帖撒利亚，除去山以外，就都要浸没在水下面了”。他讲这
话的时候，特别是指看阿列乌阿斯的儿子们说的，因为他们在帖撒利亚人当
中是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克谢尔克谢斯认为，当他们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
他们是代表着他们的全民族讲话的。他讲了这话并结束了他的视察以后，就
乘船回到铁尔玛去了。
（１３１）他在披埃里亚一带停留了几天，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在马其
顿的山区地带开辟道路以便使他的军队能够从这条道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
去。这时，被派往希腊去要求土的使者们回来了，他们有的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的是带着土和水回来的。
（１３２）献出了土和水的人是：帖撒利亚人、多罗披亚人、埃尼耶涅斯人、
佩莱比亚人、罗克里斯人、玛格涅希亚人、玛里司人、普提奥梯斯的阿凯亚
人、底比斯人以及除铁司佩亚人和普拉培伊阿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贝奥提亚
人。为了对付这些人，和异邦人宣战的希腊人立下了一个严肃的誓言，誓言
说，如果他们在战争中顺利的话，他们就把自愿向波斯人投诚的全部希腊人
的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戴尔波伊的神。以上就是希腊人所立的誓言。
（１３３）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没有派使者到雅典和斯巴过去要求士，理由是
这样。在当初大流士派人向他们提出同样要求的时候，一个城市把要求者投
到巴拉特隆（地坑——译者）里去，另一个城市则把要求者投到井里去，他们
命令要求者从这里取得土和水带给国王。就因为这个原因，克谢尔克谢斯才
不派人去作这样的要求。雅典人这样对待来使，除去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城
市遭到蹂躏以外，此外还遇到怎样的灾难我说不出了，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
于上述的原因，而是汪还另外的原因。
（１３４）不过，拉凯戴孟人确是遇到了阿伽美姆农的使者塔尔图比欧斯的神

谴的。原来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图比欧斯的神殿，而塔尔图比欧斯的子孙则
称为塔尔图比阿达伊家。他们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一切使者的特权。在
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之后，斯巴达人在奉献牺牲时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在一个
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这样。拉凯戴孟人为这件事十分发愁，认为这是一件很倒
霉的事情。他们常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发出布告征询是否有拉凯戴孟人愿意为
斯巴达就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名出身高贵而又十分富有的斯巴达人，阿涅
和司托斯的儿子司佩尔提亚斯和尼柯拉欧斯的儿子布里斯自愿为了在斯巴达
被处死的、大流士的使节而向克谢尔克谢斯偿命。于是斯巴达人便把他们派
到美地亚人那里去送死了。
（１３５）这些人的勇敢行为是值得赞叹的，而我下面记述的、他们所讲的话
也是这样。正在他们到苏撒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叙达尔涅斯的波
斯人的地方，这是亚细亚沿海地带居民的一位统帅。他欢迎并且款待了他们，
而正当他款待他们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拉凯戴孟人，为什么你们不愿
和国王交朋友呢？只要看一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国王是
多么善于敬重有品德的人物。因此，你们（在他看来显然你们也是有品德的人
物）如果为国王效劳的话，那你们便都可以被赐以一块希腊的土地而成为统治
者”。但斯巴达人回答他说：“叙达尔涅斯，你对我们的劝告是欠公平的，
因为你的劝告在一方面来说虽然证明你是有经验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
说明你是没有经验的。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
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
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
（１３６）他们就是这样回答了叙达尔涅斯的。从那里他们来到苏撒，见到了
国王，可是当国王的卫兵命令并且想强制他们匍匐跪拜在国王面前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决不肯这样做，即使他们被头朝下地栽倒也决不肯这样做，因为
他们说他们没有对凡人跪拜的习惯，而且这也不是他们此来的目的。在他们
顽强地拒绝了这样做以后。他们又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拉凯戴孟人把
我们派来是为了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来偿命的”，此外还有其他诸
如此类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听他们讲这话的时候，就十分豁达大度地说，他
是不愿意学拉凯戴孟人的做法的，他认为他们杀死了来使从而破坏了全人类
的法律，但是他却不愿做出他责备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也不想作为报复把他
们杀死，从而使拉凯戴孟人免除了这一罪恶行为。
（１３７）这样，虽然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返回了斯巴达，斯巴达人还是用
这样的行动一时地缓和了塔尔图比欧斯的愤怒。但是在那之后很久，根据拉
凯戴孟人的说法，这种愤怒又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中被引起
来了。在我看来，这的的确确是表现了上天的意旨的。塔尔图比欧斯的怒气
要发泄到使者的身上，在不得到满足时决不罢休，这乃是十分合乎正义的事
情。但是这怒气却发泄到为了国王发怒的缘故而到国王那里去的人们的儿
子，即布里斯的儿子尼柯拉欧斯和司佩尔提亚斯的儿子阿涅利司托斯身上，
这一点就使我看的很清楚，这是上天因塔尔图比欧斯发怒之故而做出来的事
情。这个阿涅利司托斯在满载兵员的商船上航行时，曾征服过提律恩司地方
出身的哈里埃斯人。这两个人曾奉拉凯戴孟人的派遣出使亚细亚。他们给色
雷斯国王铁列欧司的儿子西塔尔凯司和阿布戴拉人披铁阿斯的儿子尼姆波多
洛斯所出卖，结果在海列斯彭特上的比桑铁被捕并给送到阿提卡去，就在那
里给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一同丧命的，还有一个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的儿

子阿利司铁阿斯。
不过这是在国王远征以后多年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我仍要接着我前面的
话讲下去。
（１３８）国王在这次出征中，是扬言打算进攻雅典的，但他进攻的目的实际
上都是整个希腊。希腊人在很早以前便听说这一点，不过并不是他们所有的
人都抱看同样的看法。那些曾向波斯人献出了土和水的人们在心里是有底
的，因为他们相信异邦人不会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人们
却是十分害怕，因为在希腊并无足够的船只可以抗击侵略军，而且他们当中
大部分人郡不想作战，而是急于想站到美地亚人的那一面去。
（１３９）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
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
心里不讲出来的。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弃他
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克谢尔克谢斯投降的话，
那未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
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
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作为他们的屏障，拉凯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
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
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给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
既然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他们就势必得对敌人大战一场并光荣地战死。这便
是他们会遭到的命运，否则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其他部分都站到敌人一面去的
时候，他们也就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城下之盟了。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哪
一种发生，希腊都是会给波斯人征服的。因为，当国王制霸海上之陈，我看
不出在地峡上修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
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
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
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
之后（遵照诸神的意旨——译者），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
很大恐怖的可怕的神托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
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１４０）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节到戴尔波伊去，请求给他们一个神托。
当他们在神殿那里行礼如仪并坐到内部的圣堂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名叫
阿利司托尼凯的佩提亚就向他们回答说：
不幸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
逃离你们的家，你们那轮形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卫城，
跑到大地的尽头去罢。
身躯和头同样都不能安全无恙，
下面的脚，手，以及它们中间的一切也都无济于事，
它们都要毁灭掉。
因为火和凶猛的阿莱司神（战神——译者）飞快地驾着叙利亚的战车，要
把这座城市毁掉。
他要把不仅仅是你们的，而是许许多多的城砦毁掉。
他还要把神的许多神殿支付火焰吞食；
它们立在那里吓得流汗，由于害怕而战慄。
从它们的屋顶有黑色的血流下来，预示着他们的无可避免凶事。

因此我要你们离开神殿，拿出勇气来制服你们的不幸遭遇罢。
（１４１）当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真是惊恐万状。由于这一十分
不吉利的预言，他们已陷于绝望了。这时戴尔波伊人当中的最知名的一位人
士、安多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带着表示请求庇护的橄
榄枝，再一次到那里去，这样就是以请求庇护的人的身分去请求神托了。雅
典人按照他的话做了。他们说：“主啊，看在我们把这些请求庇护的橄榄枝
带到你跟前这件事的面上，请赐给我们关于我们祖国的一个比较好的预言
罢。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离开你的神殿，直到死都一直留在这里了。”于是，
佩提亚便向他们宣布了第二个神托：
用许多话来请求，用高明的意见来劝说，
帕拉司都不能缓和宙斯的怒气。
然而我仍愿向你们讲一句象金刚石那样坚硬的话。
在开克洛普斯圣城和神圣的奇泰隆谷地里目前所保有的一切都被夺去的
时候，远见的宙斯终会给特里托该涅阿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你们和
你们的子孙。
且莫安静地居留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
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
会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
子们毁灭掉的。
（１４２）从表面上来看，并且实际上，这个神托都是比前一个神托要温和些
的。于是他们把它记录下来，就返回雅典了。当使节们离开了戴尔波伊并把
神托报告给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一神托的含意作了许多解释，而在人们
发表的许多看法当中，特别有两种最相反的看法。有一些比较年老的人认为，
神的启示的意思是应当把卫城留下，因为在古昔，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
栅栏的，而在他们看来木墙就是指着这道栅栏了。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以为
神所说的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只把船
只装备起来。不过在佩提亚的回答中，它的最后两行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
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却使主张木
墙即是船只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
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了。原来那解释神托的人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他们
如果在撒拉米司附近的海上准备作战的话，他们是会在那里全军复没的。
（１４３）这时有一个不久之前才显露头角而成为一流人物的雅典人，他的名
字叫做铁米司托克列斯，人们称他为尼奥克列斯的儿子，他说解释神托的人
并没有把神托的全部含意正确地阐述出来。他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些诗句
所谈的真是雅典人的话，那神托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词，它就要说残忍
的撒拉米司，而不会说神圣的撒拉米司了，因为当地的居民实际上都是要死
在那里的。因此他以为，如果要正确理解这个神托的话，则神的这番话的意
思，勿宁说是指着敌军，而不是指着雅典人说的。他劝告说，他们应当相信
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因而要作海上作战的准备。铁米司托克列斯把
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便认为他对神托的解释是要比神托解
释者的解释高明，因为后者不愿意雅典人作海战的准备，简言之，也就是干
脆不进行抵抗，而是离开阿提卡，移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１４４）铁米司托克列斯在这之前还提出过一个十分合于时宜的意见。原来

雅典人从拉乌利昂地方的矿山曾为自己的国库取得巨额的岁人，因而当着他
们从这部分的铁里每人要分得十德拉克玛的时候，铁来司托克列斯便劝告雅
典人不要分配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修造二百只战船，也就是说，用来对埃
吉纳作战。正是由于爆发了这次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使雅典人
不得不从事于海上作战的准备。这些船只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
可是在希腊需要它们的时候，结果却用上了。这样，这些船便修造起来并且
已经为雅典人服务了，不过现在他们在这之外还要修造更多的船只。在他们
接到神托并进行讨论以后，他们便决定，他们应该相信神意，使他们的全部
人民再加上愿意和他们联合到一起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乘上他们的船只，用
水师来邀击前来侵犯的异邦人。
（１４５）以上就是雅典人所得到的神托了。所有那些愿意希腊今后会好起来
的希腊人于是集合到一起，相互商议并相互保证了信谊，在这以后他们就议
决首先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和和相互之间的战争，不管它们是由什么原因
引起的。在其他的人们中间固然也有战争，不过其中最大的却是雅典人和埃
吉纳人之间的战争。他们一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在撒尔迪斯，
他们便计划把间谍派到亚细亚去，以便侦察国王的活动情况，同时又把使节
派出去，有些人是到阿尔哥斯，这些人是想把阿尔哥斯人变成和他们共同抵
抗波斯人的同盟者：另一些人是到西西里地方狄诺美涅斯的儿子盖隆那里
去；再一些人是到柯尔库拉去为希腊去请求援助；还有一些人则是到克里地
去。原来他们以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同样地受到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全体希
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而且据说盖隆的势
力是很大的，要远远地超过希腊的任何其他力量。
（１４６）在作了这样的决定并调解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以后，他们首先把三个
人作为间谍派到亚细亚去。这几个人来到撒尔迪斯，就对国王的军队进行了
侦察，但是他们被发觉，因此经过陆军将领们的审讯之后，他们便要给拉出
去处决了。这样他们就被宣布了死刑。可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听见这事的时候，
对于他的将领们的判决却大不以为然，于是他派了他的几名卫兵前去，命令
他们把间谍带到他那里去，如果他们发现这些间谍还活着的话。这些间谍那
时既然还未被处死，就被带去见国王了。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向这些间谍探
问他们此来的目的，随后就命令他的卫兵引导他们到备处去。把他的包括骑
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陆军指点拾他们看；而在间谍们把这一切都看够了的时
候，他们又毫不加伤害地被送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
（１４７）克谢尔克谢斯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他说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
果把这些间谍处死的话，则希腊人就难于在事先很快地知道他那宠大到难以
尽述的兵力，而且杀死三个敌人，波斯人也不能因此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害；
与此相反，如果把他们放回希腊的话，即当希腊人听到他的兵力情况时，就
会在波斯人出征之前，自发地把自己那特有的自由呈献过来，这样波斯人就
不需要再费事征讨他们了。克谢尔克谢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见
解。
当克谢尔克谢斯在阿比多斯时，曾看到载运谷物的船只从彭托斯驶出通
过海列斯彭特，航行到埃吉纳和伯罗奔尼撒去。侍坐在他旁的人们看到这是
敌人的船，便打算拿捕它们；他们望着国王，想得到他的命令。但是克谢尔
克谢斯却问他们这些船是到哪里去的。他们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载运着
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

也带着谷物以及其他物品到同样的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是替我们把食粮运到
那里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１４８）间谍看完了这里的一切以后，就被送回去，这样便回到了欧罗巴。
希腊人当中那些稀结盟约以对抗波斯人的人们，在他们把间谍派出去以后，
又把使节派到阿尔哥斯去。阿尔哥斯人从他们的一方面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讲
的。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听说异邦人在准备征讨希腊人。他们知道了这件
事并且打听到说希腊人想要取得他们的帮助以对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说他
们便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在那里请示神他们最好应当怎样做。原来在不久
之前①，他们有六千人被拉凯戴孟的军队及其将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
列欧美涅斯杀死了。他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才把使者派了出去。
对于他们的询问，佩提亚是这样回答的：被周围的邻人所憎恨，却为不死的
神所喜爱的人们啊。
怀里抱看长抢，象一个戒备着的战士那样地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罢，好
好防备看你们的脑袋，这样，脑袋就可以保卫你们的身体了。佩提亚已经述
出丁这样的神托，随后使节才来到了阿尔哥斯，他们访问了长老院并按照所
命令给他们的讲了话。于是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阿尔哥斯是这样地回答了
他们的讲话的：即，如果阿尔哥斯人能够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三十年的和约并
取得联盟军的一半的统帅权，那他们是愿意答应对他们的请求的。他们说，
尽管他们有正当的权利来要求统帅全部军队，但他们却愿意满足于一半的统
帅权。
（１４９）他们说，虽然神托禁止他们和希腊人结成同盟，但他们的长老院却
仍作了这样的回答。而且虽然他们害怕这个神托，但是他们仍然切望能缔结
一项三十年的和约，以便他们的子弟在这一段岁月当中可以长大成人。如果
没有这样的一个和约，则从他们本身的利害来推论，当他们在已经遭到的这
个灾害之后，再受挫于波斯人，那他们便害怕将来他们要成为拉凯戴孟人的
奴隶了。于是在使节当中从斯已达来的人们对长老院所说的话回答说，关于
缔约的事情将要提交他们的人民大会去裁决，至于统帅权，则他们本身曾受
命回答。于是他们就说，斯巴达人有两个国王，但阿尔哥斯人只有一个国王，
虽然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个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可是却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妨
碍阿尔哥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投票权。阿尔哥斯人说，这样一
来，他们便认为斯巴达人的傲慢是难以忍耐的，因此与其他们向拉凯戴孟人
屈服，却不如受治于异邦人了。于是他们便命令使者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
哥斯的国土，否则，他们便要把使者当做敌人论处。
（１５０）以上便是阿尔哥斯人对于这件事的说法，但是在希腊却还流传着另
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则在克谢尔克谢斯出发征讨希腊之前，他曾把一
名使者派到阿尔哥斯去，这个使者到达阿尔哥斯之后，就说：“阿尔哥斯的
人们，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要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培
尔谢斯的父亲是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他的母亲是凯培欧斯的女儿安多
罗美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你们这个民族的后裔了。因此，我们
不应当进攻我们祖先的国土，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和我们为敌，这是完
全正当合理的事情。你们应当安静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你们按照我
所期望的一切来做的话，那我对你们的尊重就要高过其他的任何人了。”阿
①

四九四年提律恩司一役；参见第六卷第七七节。

尔哥斯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虽然一时他们没有答应什
么或是要求什么，可是任希腊人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
凯戴孟人不许他们分享统帅权，便要求一部分的统帅权，这样，他们就可以
有借口安静地呆在那里按兵不动了。
（１５１）有一些希腊人还说，有一件事虽是在多年之后发生的，可是它却和
上述的事情相互印证。原来，希波尼柯斯的儿子卡里亚斯和与他同行的人们
以雅典使节的身分因事来到美姆农的市邑苏撒的时候，阿尔哥斯人这时也派
了使节到苏撒来，向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过去阿
尔哥斯人和克谢尔克谢斯之间缔结的友谊现在在他们之间是否继续有效，还
是他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他认为这
友谊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而且任何城邦对他来说都不能比阿尔哥斯更亲
密。
（１５２）克谢尔克谢斯是不是真地派一个使者带着上述的话到阿尔哥斯
去，而阿尔哥斯的使节是不是到苏撒来向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有关他们
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说不确实了。而且除去阿尔哥斯人自己所说的话以外，
现在我是不发表什么见解的。不过我所深知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
把他们自己的灾祸带到一个共同集会的地方去，想用来和邻人的灾祸交换的
话，则只要他对于别人的灾祸加以仔细的观察以后，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
他自己带来的灾祸仍旧带回家去的。这样看来，阿尔哥斯人的行动便不能说
是最卑劣的行动了。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
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原来的确还流行着另外的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
则好象是阿尔哥斯人把波斯人邀请到希腊来的。因为在阿尔哥斯人对拉凯戴
孟人作战失败之后，和他们当前所陷入的痛苦处境比起来，没有一件事不是
他们所期望的了。
（１５３）关于阿尔哥斯人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此外联盟者还把使节派遣
到西西里去和盖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节里有拉凯戴孟派出的叙阿格罗斯。
这个盖隆的一个曾在盖拉定居的祖先是从特里欧庇昂附近海面上的铁洛斯岛
上来的。正当罗德斯的林多斯人和安提培莫斯开拓盖拉的时候，他也参加这
一事业了。久而久之，他的后人就成了冥界女神的执事祭司并继续担任着这
个职位。他们的一位祖先铁里涅司是这样取得了这个职位的。有一些在党争
中失败的盖拉人被放逐到盖拉上方的一个玛克托利昂市去，可是铁里涅司却
使他们回到了盖拉，他并不是借着人力的帮助，而只是借着敬神用的圣物，
就做到了这一点的。他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自己想办法找到
了这些东西，我是说不出的。不管怎样，正是借了这些圣物的力量，他才使
亡命者回到了盖拉，条件则是他的后人应担任女神的执事祭司。我所听到的
这个故事使我十分惊讶铁里涅司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一直以为一
般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而能做出这样事情来的只有那具有勇敢精神
和堂堂男子汉的力量的人。可是据西西里的居民说，恰好相反，铁里涅司是
一个柔弱并且有女人气质的人物。

（１５４）不管怎样，他就这样地取得了这个特权。另一方面，潘塔列斯的儿
子克列昂德罗斯在作了盖拉的七年僭主之后，被该城的一个叫做撒必洛斯的
人杀死了；在他死后，统治权就转到克列昂德罗斯的兄弟希波克拉铁斯的手
里去了。当希波克拉铁斯担任僭主的时候，执事司祭铁里涅司的一个后人盖
隆是希波克拉铁斯的一名近卫兵，就和其他许多人以及帕塔伊科斯的儿子埃
涅西戴谟司一样。但不久之后，他便因勇武出众而被任命为全部骑兵的统帅。
原来希波克拉铁斯在围攻卡利波里斯人、那克索斯人、臧克列人、列昂提诺
伊人、还有西拉库赛人以及其他许多异邦人的时候，盖隆在那些衣战争中表
现了赫赫的武助。结果在上述城市当中的人们，除去西拉库赛人之外，完全
给希波克拉铁斯变成了奴隶。西拉库赛人在埃洛罗斯河畔被战败，但是得到
了科林斯人和柯尔库拉人的援助，他们为西拉库赛人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
是西拉库赛人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卡玛里纳让给希波克拉铁斯。
（１５５）当希波克拉铁斯也统治了和他的哥哥克列昂德罗斯同样年数的时
候，他出征西西里人，可是在叙布拉城的附近死掉了。因此盖隆装作辅佐市
民们已不肯服从的、希波克拉铁斯的两个儿子埃乌克里戴斯和克列昂德罗斯
的样子，但实际上，当他在战斗中制服了盖拉人的时候，他便废黜了希波克
拉铁斯的两个儿子而自己掌握主权了。在碰上了这一完全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以后，盖隆就把被庶民和他们自己的奴隶（所谓库吕里奥伊）所放逐的那些西
拉库赛地主（所谓伽莫洛伊）从卡兹美涅城领回了西拉库赛。这样他便也取得
了那个城市。原来西拉库赛人在盖隆刚刚到来的时候，就连入带城一齐向盖
隆投降了。
（１５６）在他自己把西位库赛拿到手之后，他就把盖拉的统治交给了他的兄
弟希那隆，不大管那里的事了。不过他却加强了西位库赛，他把一切的注意
力都放到西拉库赛上面了。很快地那座城就成长和兴盛起来了。盖隆不单单
把所有的卡玛里纳人都迁到西拉库赛来，把公民权给他们而把卡玛里纳城铲
平，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一半以上的盖拉人。而当西西里的美伽拉人在
受到他的围攻而和他缔结城下之盟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当中对他作战，因而
理当被杀的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带到西拉库赛来，使他们成为这里的市民；至
于根本没有参与发起战争并且完全想不到会遭受伤害的美伽拉庶民，也给他
带到西拉库赛来，并给卖到西西里以外做奴隶去了。对于西西里的埃乌波亚
人也以同样的差别待遇，作了相同的处理。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人民所以采
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认为庶民是最难于与之相处的人们。由于以上的种
种，盖隆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
（１５７）而现在，当希腊的使节们来到西拉库赛的时候，他们便晋见了他并
且说了下面的话。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和他们同盟者派我们前来取得你的
帮助以抗击异邦人；我们以为你毫无问题已经知道一个波斯人正在向希腊进
攻，知道他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桥并把东方的全部大军从亚细亚带过来对付
我们。他表面上说是向雅典进攻，但实际上他却是想把整个希腊都收归他的
冶下。不过你是强大的。你既统治着西西里，那你就等于统治了希腊的不算
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想使希腊得到自由的那些人并且和他们
协力同心维护这一自由。如果把所有希腊人都团结在一边，那就是很大的一
支军队，这支军队就可以抗击侵略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背叛公共的
利益，再有人不肯来帮助我们，则希腊人当中可靠的部分便不过是少数，这
样全部希腊土地就有同遭亡国之祸的危险了。不要以为如果波斯人打败了我

们并把我们征服，他会不向你进攻的，这种情况希望你在事先很好地想一想。
你帮助了我们，也就是帮助了你自己。一个周密的计划通常是会产生好的结
果的”。
（１５８）以上便是他们讲的话。但是盖隆非常激昂地回答他们说：
“希腊人，
你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打算才竟然敢到我这里来，要我参加你们的抗击异邦人
的联盟的。可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和迦太基人不和，而请求你们与我
协力对付异邦军的时候，当我要求你们为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向埃盖司塔人报仇，还有当我答应协助解放那些会给你们带来巨
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这里来帮助我，也不来为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些地方才都陷到异邦人
的铁蹄之下。尽管如此，我的事业却仍旧得到好转，我的国家也比先前昌盛
了。可是目前战争却临到你们的头上，是你们想到我盖隆的时候了。虽然你
们这样蔑视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不学你们的样子，我还是准备送出二
百只三段桡船、两万重武装兵、两千骑兵、两千弓手、两千弩兵和两千轻骑
兵去帮助你们。此外我还担负希腊全军的食粮，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不过
我答应的这些话却有一个条伴，即我要担任抗击异邦人的希腊军队的统帅和
司令官。否则的话，我自己不去，也不派别的人去”。
（１５９）当叙阿格罗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住，就说：“诚然，如
果佩洛普司的儿子阿伽美姆农知道，斯巴达人的统帅权被盖隆和他手下的西
拉库赛人夺去的话，他是会大声悲叹的。这种要我们把统帅权交到你手里的
建议，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希腊的话，你知道你就必得受拉凯戴孟
人的领导。可是如果你放不下身分接受领导的话，我看就不必帮助我们了”。
（１６０）盖隆听到了叙阿格罗斯这一番很不礼貌的话以后，就向他提出了最
后的建议：“斯巴达的朋友，对一个人讲的横傲不逊的言语常常会激起他的
愤怒。虽然在你的话里，你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可是这却还不至激使我对你
说出很不得体的回答来。既然你们都这样计较统帅权的问题，那我比你们更
加计较，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的陆军比你们的多好多倍，而我的船只
也比你们的多得多。不过，既然你们十分不喜欢我的建议，那末我愿意在前
面的条件的某一点上对你们让步。我以为可以这样：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
帅水师：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水师的话，那我也愿意碗帅陆军。你们必须同意
这样做，否则你们就回去，不必跟我缔结这样的同盟了”。
（１６１）以上就是盖隆的建议。但是雅典人的使节却在拉凯戴孟人发言之前
回答他说：“西拉库赛人的国王啊，希腊把我们派到你的地方来是要求一支
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位统帅。可是你说除非你担任希腊的统帅，你是不愿派
遣军队的，而且对于统帅权，你又是非常计较的。不过，在你想取得希腊全
军的统帅权的时候，我们雅典人认为我们可以不必讲话了，因为我们知道，
拉科尼亚人是足能够为我们两方面来回答你的。现在在你放弃统率全军而想
统率海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要你知道一下情况是怎样的了。即使拉科尼亚
人同意你统率海军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这部分的统帅权是属于
我们的，除非拉肌戴孟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
统帅水师，我们并不反对他们，但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担任水师的统帅。
如果我们雅典人竟把我们的统帅权让给西拉库赛人的话，那我们就枉为拥有
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在希腊人当中我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又
是仅有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杖居住地的民族。诗人荷马就说，在所有到伊里

翁来的人当中，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就是雅典人。因此，我们这样讲，
是不能见怪的”。
（１６２）于是盖隆回答说：“雅典的朋友，担任统帅的人你们好象是不缺少
的，不过却没有被统率的人。因此，既然你们不肯在你们的要求上让步而执
意要统率全军，那末现在就一刻也不要耽误地快快赶回家去，告诉希腊人说
他们一年的春天已经失掉了”。盖隆讲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盖隆的军队是
希腊军队的最精锐的部分，就好象一年当中的春天一样。他就这样把失去了
跟他的联盟的希腊，比作失掉了春天的一年。
（１６３）希腊的使节们和盖隆进行了这样的谈判以后，就乘船回去了。但
是，盖隆却害怕希腊人这样不能把异邦人制压下去，而作为西西里僵主的他，
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凯戴孟人的摆布，却又是他认为难堪的无法忍耐的事
情。于是他就放弃在这个方针上打主意，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办法。当他一听
到波斯人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立刻派一个科斯人、司枯铁斯的儿子
卡得莫斯乘看三艘五十桡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谊的讯问到戴尔波伊夫。
卡得莫斯到那里去是为了注视战争的进行情况的：如果异邦军得到胜利，那
就把金钱给他，同时代表盖隆统治的国土把土和水呈献给他：如果是希腊人
得到胜利，那末就把这一切都带回。
（１６４）在这之前，这个卡得莫斯曾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科斯的僭主的地
位；虽然这个地位是强大稳固的，可是他却自愿地，并非为危险所迫，而只
是由于正义感，把主权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自己则到西面里去。在那里，
隆摩司人把一个叫做臧克列的城市赠给了他，他就定居在那里开拓了一个居
民地。臧克列则改名为麦撒纳。卡得莫斯就这样地来了：盖隆这次所以派他
前来，是因为他从别的事情上便已知道卡得莫斯是一贯公正的。而下面我要
讲的事情，在卡得莫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当中还不是最差的。盖隆曾把大
宗的金钱委托给他来管理，因此他本来是可以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但是他
不愿这样做，而当希腊人在海战中取得胜利：而克谢尔克谢斯退兵回去的时
候，卡得莫斯自己也就叉带着全部的金钱回到西西里来了。
（１６５）不过，西面里的居民却有另一种说法。即甚至如果盖隆受拉凯戴孟
人的统率的话，他仍然会帮助希腊人的。但是喜美拉的僭主、克里尼波斯的
儿子铁里洛斯阻碍了他这样做。原来，铁里洛斯在被阿克拉刚提涅人的君主、
埃涅西戴谟司的儿子铁隆赶出喜美拉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一支三十万
人的军队引来进攻盖隆，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伯利亚人、里巨
埃斯人、埃里叙科伊人、萨地尼亚人、科西嘉人组成，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
王安农的儿子阿米尔卡斯。铁里洛斯所以能说服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他们两
个人之间的私谊，但主要的则是由于列吉昂的僭主克列提涅斯的儿子安那克
西拉欧斯的热心帮忙。因为安那克西拉欧斯娶了铁里洛斯的名叫库狄佩的女
儿，故而为了援助他的岳父，他把他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交给阿米尔卡斯并
把他引进了西西里。因此他们说，盖隆由于不能帮助希腊人，就把钱送到戴
尔波伊去了。
（１６６）此外，他们又说，盖隆和铁隆在西西里战胜了迦太基人阿米尔卡斯
的那一天，也正是希腊人在撒拉米司击破了波斯人的那一天。这个阿米尔卡
斯从父亲的一方面来说是迦太基人，从母亲的方面来说是西拉库赛人，他是
由于英勇有为才当选为国王的。在双方会战之际，他被打败了，而我听说他
不知去向了。原来盖隆曾到处去搜寻他，可是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他，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１６７）但是迦太墓人自己所述说的故事看来倒还是可信的。按照他们的说
法，则异邦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午后很晚的时候（据说混战
就拖了这样长的时候），而在这全部时期里面，阿米尔卡斯都留在他的罩营内
奉献牺牲，他把整个的牺牲放到大木材堆上浇，想取得吉兆；但是当他看到
他的军队溃败下来的时候，他便在向牺牲进行灌奠的时候投身到火堆里去，
这样他就被烧掉而无从看到了。不过，不管阿米尔卡斯象腓尼基人所说那样
他消失了，江是象迦太墓人和西拉库赛人所说那样地以另一种方式消失了，
迦太基的人们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的一切市都为他树立纪
念碑。在这些城市里，最大的城市就是迦太基本城。西西里方面的事情，就
说到这里了。
（１６８）柯尔库拉人对于使节的答复和此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原
来到西面里去的人们也曾经请求过他们的帮助，这些儿所持的理由也就是曾
经对盖隆讲过的那些理由。柯尔库拉人宣称他们不忍看着希腊遭受亡国之
祸，因而当堤就答应出兵协助，因为假若腊倒下去，那未在第二天他们就一
定也会被变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厚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援助。他们就这样地
作了一个十分得体的答复。可是到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
主意。他们装备了六十只船，经过不少的周折之后才出海，向伯罗奔尼撒一
带的海岸驶去：继而他们在拉凯戴孟人领土上的披洛斯和塔伊那隆的海面上
抛锚，和别的人一样地在那里艰望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对希腊战胜这件事
并不抱着希望，而是以为波斯人方面会取得大捷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因
此他们这样做乃是有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在事后可以向波斯人说：“国王啊，
当希腊人要我们站在他们的一面参加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任
何人少，而且我们又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极多的战船，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抵抗你，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指望用这样的理由给他们
自己赢得比一般人要有利的地位。而在我看来，事情也会是这样的。可是，
对于希腊人，他们将来也有一套理由可说，而在最后，他们终于用上了这套
理由。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不把援军派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六十
只三段桡船，但由于季风的风力而不能绕过玛列亚，因此，他们说，他们才
不能来到撒拉米司，而决不是由于怯懦才没有赶上海战的。他们就用这样的
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１６９）当担负着使命的希腊人到克里地人那里去，想取得克里地人的帮助
时，克里地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使者派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如果帮助
希腊人，这是否对他们有利。佩提亚回答他们说：“愚蠢的人们，过去因你
们援助美涅拉欧司而由米诺斯加到你们人民身上的悲痛，难道你们还觉得不
满足吗？想想看，他们不帮助你们为了死在卡米柯斯的米诺斯报仇，可是你
们却帮助他们为了被异邦人从斯巴达劫去的一个妇女报仇。米诺斯要忿怒到
什么程度！”克里地人听到了这个神托之后，就不再谈起帮助希腊人的事情
了。
（１７０）原来，据传说，当日米诺斯曾为了寻求达伊达洛斯而到今日被你为
西面里的西卡尼亚去，可是他却横死在那里了。紧跟着除波里克涅人和普拉
伊索斯人以外的全部克里地人，便奉神之命偕同一支大军到西卡尼亚去，在
那里他们把卡米柯斯市包围了五年，而在我的时代，在卡米柯斯市住的则是
阿竞拉刚提涅人。但是他们既然不能攻克这座城，也不能等待在那里谈到临

他们头上的饥馑，于是他们就放弃这座城而离开了。但是当他们来到雅庇吉
亚附近的海面上时，他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风暴而被卷到海岸上来了。由于
他们的船只被粉碎了（而且他们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克里地去），他们
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叙里阿城，定居在里面，这样就从克里地人变成雅庇吉
亚的麦撒披亚人，从岛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他们又从叙里阿市向其他地方殖
民而建立了另一些城市。在这之后很久的时候，增兰提诺伊人曾试图摧毁这
些城市，但是却因此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当时任何人还都没有听说过象对
塔兰提诺伊和列吉昂人那样的一次对希腊人的大屠杀。列吉昂人被杀死的有
三千人，他们是被科依洛斯的儿子米摩托司逼看来帮助塔兰提诺伊人的：至
于塔兰提诺伊人本身死了多少，那就没有记录可查了。米摩托司是安那克西
拉欧斯的一名家仆，他是受托留在那里治理列吉昂的。正是这个人从列吉昂
被放逐并定居在阿尔卡地亚的铁该亚，并把许多像献拾奥林匹亚。
（１７１）不拉关于列吉昂人和塔兰提诺伊人的事情，在我的历史中是题外的
话了。然而，根据普拉伊索斯人的说法，这样被弄得杳无人烟的克里地，还
是有人移住到那里去，特别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的第三代，特洛伊战争
发生了；在这一战争中，克里地人在前来帮助美涅拉欧司的人们当中，就勇
气而论决不是最差的。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他们以及他
们的家畜遇到了饥馑和疫病，结果克里地竟再一次荒废了。于是第三批的克
里地人来了，现在住在那里的就正是他们和原来残存在那里的人们。佩提亚
要他们记住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就阻止了他们去援助希腊人，尽管他们本来
是想要这样做的。
（１７２）帖撒利亚人在开头的时候，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才站在波斯人
的一方面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显然表示出他们对于阿律阿达伊族的企图是不
喜欢的。原来在他们一听说波斯人要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立刻
把使者派到科林斯地峡去。而从拥护希腊的各城市选派出来的希腊代表们正
为这件事在那里集会商议。帖撒利亚的使节们来到他们这些人这里，就说：
“希腊人，为了使帖撒利亚和整个希腊免于战祸，欧林波斯通路是必须防守
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和你们一道守卫这个地方，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
军前来；如果你们不派大军前来的话，那你们要晓得，我们就要和波斯人缔
结协定了。要我们单独来防守希腊的前啃地带并为了你们大家而亡国，这是
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
的，因为任何强制是都不能克服无能为力的。至于我们，则我们是要为我们
寻求某种安全之策的”。以上就是帖撒利亚人讲的话。
（１７３）于是希腊人就决定由海路派一支陆军到帖撒利亚去守卫这个通
路。军队集合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通过埃乌里波斯，而在到达阿凯亚的阿
罗司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登陆并从那取道赴帖撒利亚，而把船留在原来登
陆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铁姆佩通路，这条通路介于奥林波斯山和欧
陡山之间，从下马其顿沿着佩涅欧司河一直通到帖撒利亚。总针大约有一万
名重武装的希腊军队在那里扎营列阵，此外，帖撒利亚的骑兵也参加了他们
的队伍。统率拉凯戴孟人的将领是卡列诺司的儿子埃岛艾涅托斯，这个人是
从波列玛尔科斯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王族。雅典人的将领是
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那里他们只停留了几天；原来从马其
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而不要留在那
里受到人寇大军的蹂躏。送来的信把水师和陆军的情况也向他们叙述了一

番。希腊人听到了使者们这样的忠告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劝告是好的，而厉其
顿人对他们也是善意的），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不过，在我看来，是恐惧
的心情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听说，在这条通路之外，在上马其顿
方面另有一条通路，通过戈恩诺斯城附近佩莱比亚人居住的地方而进入帖撒
利亚；不过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实际上也从这条通路侵入了帖撒利亚。于是
希腊入便登上了船，返回地峡了。
（１７４）当他们出兵帖撒利亚的时候，国王正在计划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
巴，并已经到了阿比多斯。为联盟者所放弃的帖撒利亚人于是就全心全意地
和积极地投到波斯人的那一面去，以致在后来的行动当中，他们表明自己对
于国王乃是最有用的人。
（１７５）另一方面，在希腊人回到地峡以后，就参照着亚力山大送来的信集
会到一起商议，他们将如何并在什么地方进行战争。占上风的意见是，他们
应当保卫铁尔摩披莱的通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通路比通向帖撒利亚的那条
通路要狭窄的多，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比较近。至于在铁尔摩披荣阵亡的希
腊人被截击的那条短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直到他们来到铁尔摩披莱之
后才从特拉奇司人那里知道的。于是他们便决定保卫这条通路，从而阻止异
邦人进入希腊，同时他们的水师则出航到希斯提阿伊领的阿尔铁米西昂去。
这些地方是相互接近的，双方面都可以知道另一方面的情况。而它们的形势
则是这样的。
（１７６）先说阿尔铁米西昂。广大的色雷斯海到斯奇亚托斯岛和玛格涅希亚
本土中间的地方时，就变成了一条狭窄的水路；这条水路紧接着埃乌波亚地
方的，名叫阿尔铁米西昂的海岸。在那里有一座阿尔铁米司神殿。经过特拉
奇司进入希腊的那条水路，其最狭窄的地方只有半普列特隆竟。然而比起别
的地点来，这里仍然不是最狭窄的地方。象铁尔摩披莱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
就是这样：在它后面的阿尔培诺依，那里的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在它前面，
安铁拉市附近培尼克司河的旁边，也只能短过一辆车。在铁尔摩披莱以西，
有一座无法攀登的和十分陡峭的高山，这乃是属于欧伊铁山系的一座山峰。
在路的东面，则是一片沼地与海洋了。在这个通路的地方，是当地的人们称
为库特洛依（它的意义是锅——译者）的一个温泉，在那里江有海拉克列斯的
一个祭坛。在这条通路上，曾修造了一道壁垒，而先前在这上面还有关门。
这道壁垒是波奇司人由于害怕帖撒利亚人才修造起来的，原来那时帖撒利亚
人曾从铁斯普洛托伊人的地方出来，移居到他们现在占有的爱奥里斯的土
地。既然帖撒利亚人总想征服波寄司人，波奇司人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预防
的措施。此外，他们又想一切对策来阻止帖撒利亚人入侵他们的国上，于是
便把温泉的水引到这个通路上来，为的是使那条通路上的一些地方给水流所
切断。原来的壁垒是很久以前建造起来的，而时光现在已经使它的大半成为
废墟了。现在它已经重建起来，以便截阻异邦人进入希腊的道路。在离道路
极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阿尔培诺依的村庄，希腊人便指望他们可以从那里取
得粮食。
（１７７）这样，希腊人便认为以上的地方是符合于他们的需要的地方。因为
在他们事先进行了全面考虑之后，他们认为异邦人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
众，又不能利用他们的骑兵，于是他俩便决定在这里邀击入寇希腊的敌军。
而在他们听到波斯人进入披埃里亚的时候，他们就在科林斯地峡的地方分了
手，一部分从陆路开向铁尔摩披莱，一部分从海路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１７８）希腊人就这样地十万火急地分头迎齿敌人去了。但正在这时，为了
本身以及为了希腊而深为惊恐不安的戴尔波伊人去请示神托，而神对他们的
宣托则是要他们向风祈求，因为风是希腊的极为有力的联盟者。戴尔波伊人
得到了神托之后，便首先把信送到想得到自由的希腊人那里去。这些十分害
怕异邦人的人们对于送来的这个讯，是一直都感激不尽的。随后，他们便在
图依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祭风坛，图依亚这地方是因凯佩索司的女儿图依亚
而得名的，而且在那里还有她的一个圣域。他们继而向风奉献了牺牲。这样，
戴尔波伊人为了顺从神的意旨，直到今天还是向风泰献牺牲以讨它的欢心
的。
（１７９）在这方面，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离开了铁尔玛，十艘最快速的船一
直开向斯奇亚托斯，而那里则有三只希腊船在放哨了望，这三只船一只是特
罗伊真的；一只是埃吉纳的，一只是阿提卡的。它们看到异邦人的船来到的
时候，就逃走了。
（１８０）普列克西藉斯指挥下的那只特罗伊真的船受到异邦军的追击并很
快地被捕获了。异邦人于是把船上最漂亮的士兵拉到船头的地方给杀死了，
因为俘获来祭献的第一个希腊人最漂亮，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种吉兆。这个
被祭了刀的人，他的名字是列昂（在希腊语里意思是狮子——译者）。他遇到
这样的事情，这恐怕跟他的名字是有关系的。
（１８１）但是，阿索尼戴斯所率领的那只埃吉纳的三段桡船，却看实给他们
增加了一些麻烦。船上的一个战士，伊司凯藉斯的儿子披铁阿斯在那天是战
斗得最英勇的人物。在他所乘的船已被拿捕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奋战，直到
他遍体鳞伤的时候。当他倒下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而还有活气，船上的波
斯士兵佩服他的勇敢，因此用一切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他们用没药的药膏医
治他的伤口并用亚麻的绷带把他包扎起来。而当他们回到自己营地的时候，
他们使全军都来看他，他们极口赞赏和厚待他。可是他们把那只船上俘获的
其他人等，却全部当做奴隶使用了。
（１８２）这样，两只船就被拿获了。可是雅典人波尔莫司统率的第三只三段
桡船却逃到佩涅欧司河河口的地方，在那里登陆跑掉了。异邦人得到了船身，
却没有捉到上面的人。原来雅典人在他们把船只拖到陆上之后，立刻就跳了
出来，穿过帖撒利亚一直向雅典奔去了。
（１８３）驻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奇亚托斯的烽火而知道了发生
的这些事。知道这些事之后他们惊慌起来，于是他们便把他们的投锚地从阿
尔铁米西昂移转到卡尔启斯，打算保卫埃乌里波斯，同时又把哨兵派驻于埃
岛波亚的高地。十只异邦船当中有三只一直到了斯奇亚托斯和玛格涅希亚之
间的称为米尔美克司（意为蚂蚁——译者）的暗礁地带。于是异邦人便把一个
石柱运到这里来，把它树立在暗礁上面。而当他们把路途上的一切障碍都清
除了之后，全部水师就出发离开了铁尔玛，这时去国王离开铁尔玛的时候已
经有十一天了。给他们指出正好在他们的航路上面的暗礁的人，是司奇洛斯
人帕姆蒙。整天都在海上行进着的异邦军的水师，到达了玛格涅希亚的赛披
亚斯以及在卡司塔纳伊亚市和赛披亚斯仰之间的海岸地带。
（１８４）直到这个地方和铁尔摩披莱，全军都没有受到损害。根据我个人的
计算，军队的人数在当时还是这样的。从亚棚亚来的船有一十二百零七只，

原来在这些船上的各个民族的人数、假定每只服上有二百人①，则是二十四万
一千四百人。在所有这些船上，除去每只船上的各地的地方士兵之外，都有
三十名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这样就得再加上三万六千二百一十个
人。在这两项人数之外，我还得再加上五十桡船上的士兵。我假定他们每只
船上是八十人；当然这个数目也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前面已经说过，这样
的船一共集合了三千只，这样，上面的人员就得是二十四万了。这些人都是
乘船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是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步兵的人数是
一百七十万人，骑兵的人数是八万人。在这之外，我要加上阿拉伯的骆驼兵
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估计他们有两万人。因此，如果把水师和陆军的人数加
到一起的话，则他们的总数就是二百三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了。我上面所
说的，就是从亚细亚本部来的兵力，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
的人员，尚不计算在内。
（１８５）但是，除去我在前面所计算的大军人数之外，还得把从欧罗巴带来
的大军加到这上面，但计算时必需只能以我个人的测度为限。色雷斯和色雷
斯附近海上诸岛的希腊人提供了一百二十只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
是两万四千人。所有各个民族，那色雷斯人、派欧尼亚人、埃欧尔地亚人、
波提阿人、卡尔奇底开人、布律戈依人、披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佩莱比亚
人、埃尼耶涅斯人、多罗披亚人、玛格涅希亚人、阿凯亚人、色雷斯沿岸地
带的居民等，我假定这些民族的全部人数是三十万人。把这些人和从亚细亚
来的人加到一起，则士兵的总数就是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人了。
（１８６）以上便是士兵的全部人数了。至于随军的杂务人员和运粮小船上的
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舶上的人员，则我以为他们不是比士兵少，而是比士
兵还要多。但是假定他们和士兵的人数相等，不多也不少。这样，他们的人
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同样是好几百万人了。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克谢
尔克谢斯一直率领到赛披亚斯岬和铁尔摩披莱的全军人数就是五百二十八万
三千二百二十人了。
（１８７）这就是克谢尔克谢斯麾下的全部兵力。可是，谁也不能确实说出厨
妇、侍妾、阉人到底有多少人；任何人也说不出到底还有多少拖畜、驮畜以
及从军的印度狗，因为它们的数目太大了。因此，说有一些河流的水都给弄
干了，这在我看来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使我感到惊讶的勿宁说是这样一
件事实，怎样竟能够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数百万人的食用。因为我计算了一
下就发现，如果每个人每天吃一科伊尼库斯的麦子而不更多的话，则每天的
消费量就是十一万又三百四十美狄姆诺斯。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妇女、阉人、
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数百万的人们当中，就容貌和身材而
论，没有一个人是比克谢尔克谢斯本人更有资格来统率全军的。
（１８８）解纜的水师在海上行进，这样便来到了玛格涅希亚领土的卡司培纳
伊亚市和赛披亚斯岬之间的海岸；先来的船停舶在岸旁，后面的船就在外面
投锚了。原来这一带的海滨并不宽，这些船就船头朝着海，排成八列。在那
一夜里，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天明的时候，明净而晴朗的天气变了，大
海开始沸腾起来。他们遇到了夹着一阵猛烈的东风的大风暴，当地的人们称
这样的东风为海列斯彭提亚斯。在他们当中，凡是那些预见到暴风的来势、
以及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人们，这些人便把船拖到岸上，因此没
①

一艘希腊的三段桡船的成员通常是二百人，桡手一七○人，战士三○人。

有给暴风赶上，这样就把自己和船舶都保全了。可是在海上遇上了暴风的船
舶，有的被卷到佩里洪的被称为伊普诺伊（意为灶——译者）的山麓的地方，
有的被卷到岸上去。有的就在赛披亚斯岬那里撞碎，有的被卷到海里波伊亚
市，有的被卷到卡司塔钠伊亚的岸上去了。老实说，这场暴风实在是无法抗
拒的。
（１８９）有一个传说说，雅典人曾遵照着神托的吩咐祈求波列阿斯帮助他
们，因为另有一个神托送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
腊人的说法，波列阿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妇女为妻，这个妇女就是埃列克铁
乌斯的女儿欧列图姬。如果相信这个传说的话，则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
雅典人才推断波列阿斯是他们的女婿，而当着他们停驻在埃乌波亚的卡尔启
斯而看到暴风就要起来的时候，也许是在这之前，他们便奉献了牺牲，被告
波列阿斯和欧列图娅，就和先前在阿托斯山附近的情况一样，来帮助他们摧
毁异邦军的船舶。不过我不能断定，这是否就是波列阿斯裴击停泊中的异邦
军的原因。无论如何，雅典人说波列阿斯在先前帮过他们的忙，现在又显示
出这样的威灵，因此在他们回国以后，就在伊利索司河河畔，为波列阿斯修
造了一座神殿。
（１９０）在这次的惨祸里面，即使根据作最低估计的人的算法，也损失了不
下四百只船，无数的人以及莫大数量的物资。以致在赛披亚斯一带拥有土地
的一个玛格涅希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米诺克列斯竞由于这次的船祸而
大发横财。因为在事后不久他便拾到了许多被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找
到了波斯人的宝器，此外他还取得了笔墨难以尽述的财富。尽管他幸运地发
了大财，他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幸福的，他遭到了可悲的灾难：他的儿子
被人杀死了。
（１９１）被毁的运送食粮的船舶以及其他船舶，那就越发不可胜数了。因
此，水师提督们由于害怕他们这些遇到这样灾难的人会受到帖撒利亚人的袭
击，便把残破的船材筑成高高的壁垒把自己围绕起来了。暴风一共持续了三
天。最后，玛哥斯僧行了牺牲之礼，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又向帖提司和
涅列伊戴斯（涅列欧司的女儿们——译者）奉献了牺牲，这才算使它在第四天
停了下来，或者这也并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的。他们向
帖提司奉献牺牲是由于听伊奥尼亚人说，原来她就是从这个地方给佩列欧司
带走的，而赛披亚斯岬一带便都是属于她以及其他涅列伊戴斯的。
（１９２）这样，到第四天，暴风就停下来了。在暴风刮起之后的第二天，了
望者就从埃乌波亚山上跑了下来，把船舶遇难的全部经社报告给希腊人了。
希腊人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波赛东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
后火速地赶回阿尔铁米西昂去，因为他们认为只会留下少数的船和他们对抗
罢了。这样他们便再一次回到阿尔铁米西昂并碇泊在那里。从那时起直到今
天，他们都把波赛东的名字上面加上救主的头衔。
（１９３）在另一方面，当暴风停了下来而波浪也不再翻腾的时候，异邦军就
放船出海沿着本土的海岸驶行，他们在转过玛格涅希亚海岬之后，便一直驶
入了连接到帕伽撒依方面的海湾。在玛格涅希亚的这个海湾之内有一块地
方，相传海拉克列斯和雅孙以及他的同伴们乘船出海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去取
金羊毛的时候，他曾被他们从阿尔哥号船派了出来到这块地方取水并被他们
抛弃在这里。原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取得水之后，再乘船出海的。因此那块
地方就被称为阿佩泰。而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就正是在这个地方投锚的。

（１９４）在那些船当中有十五只，是在其余的船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适
巧在阿尔铁米西昂看到了希腊的船。但异邦军把这些船认成是他们自己的
船，于是就把自己的船驶到他们敌人中间去了。他们的统帅是爱奥里斯的库
麦的太守，塔玛希欧斯的儿子桑多开斯；这个桑多开斯过去在他担任王室法
官的时候，曾有一衣因为犯了下述的罪行而被国王大流士所拿捕并判处以磔
刑。原来他曾因受贿而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当桑多开斯被吊到十字架
上去的时候，大流士忖量了一番，结果发现他对王室的功劳比他的过错要大。
国王既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他的行动与其说是聪明却勿宁就是冒失，
于是便把桑多开斯释放了。这样，他就从大流士所判处的死刑之下保全了自
己的性命。但是现在他驶到希腊人当中来，他是不能第二次逃命了。原来当
希腊人看到波斯人驶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出来这是波斯人弄错了，于是他
们就乘船出海，不费什么气力就把他们俘获了。
（１９５）在这些船的一只船上，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利多里司被擒
了；在另一只船上，帕波斯的提督，戴谟诺扁斯的儿子潘图洛斯被擒了。他
从帕波斯带出来的船是十二只，在赛披亚斯岬附近海上的暴风中损失了十一
只，而他就在乘看剩下的那一只船到阿尔铁米西昂去的时候被擒了。希腊人
对这些人进行了讯问，从而知道了他们所愿意知道的、有关克谢尔克谢斯的
军队的一切情况，然后就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１９６）这样，异邦军的水师，除去我上面所说的由桑多开斯所率领的那十
五只之外，就全部到达了阿佩泰。在这一方面，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师行
过了帖撒利亚和阿凯亚。这从他们侵入玛里司人的土地以来，已经是第三天
了。在帖撒利亚，他举行了一次本国骑兵的比赛会，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利用
这个机会试一试帖撒利亚骑兵的身手，因为他听说帖撒利亚的骑兵是希腊无
敌的。比赛的结果发现，希腊的马要差得远。在帖撒利亚的河流当中，能有
足够的水供拾他的军队饮用的，只有一条欧诺柯挪斯河。但是在阿凯亚。即
使是那里最大的河即阿披达诺斯河的河水也是几乎无法应付的。
（１９７）当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的响导们为了想把
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就把当地有关宙斯·拉披司提欧斯神殿的一个
传说告诉给他：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怎样和伊挪密谋想杀害普利克案
斯，后来阿凯亚人又怎样依照神托的吩咐，强迫普利克素斯的子孙们遵守若
干处罚性的规定。这就是，他们不许这一族中最年长的人进入市公所（阿凯亚
人称市公所为勒伊通），而他们自己就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去的话，除非
他被作为牺牲奉献，他是不能出来的。此外响导们又说，这些人当中有多少
人就要被当作牺牲奉献了，却在恐惧中逃到外国去，但如果他们过了若干时
候回国，而被发现曾进过市公所的话，响导告诉说，这样的人怎样全身拾披
上花彩，并在盛大行列的引导下给当作牺牲去奉献。普利克索斯的儿子库提
索洛斯的后人们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原来当阿凯亚人遵照着一个神托的吩
咐用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来为他们的国家赎罪的时候，这个库提索洛
斯却从科尔启斯的埃阿来把他释放，因此这就使神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
后人的身上了。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切之后，在他来到圣林的时候，他自
己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这样做。他是尊敬阿塔玛斯的后人的住宅和圣域
的。
（１９８）以上就是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和在阿凯亚的所作所为。他从这
些地方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玛里司，而在这个海湾的地方，每天是都有潮水

涨落的。临着这个海湾有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地带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
又非常狭窄；在它的四周是高不可攀的山，环绕着全部玛里司地方，称为特
拉奇司岩。而从阿凯亚出发，在这个海湾上遇到的第一座市邑就是安提库拉；
在它的近旁，司佩尔凯欧斯河从埃尼耶涅斯人的国土流出而注入大海。在离
河大约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有另一条叫做杜拉司的河流，这条河据说是在
海拉克列斯被焚时，为了帮助他从地下冒出来的。从这里再有二十斯塔迪昂
的地方又有一条河，称为美拉司（意为黑河——译者）。
（１９９）特拉奇司市离这个美拉司河有五斯塔迪昂远。在大海和山之间特拉
奇司所在的地方，是这一带最为宽阔的地方了；这块平原的面积是二万二千
普列特隆。在环绕着特拉奇司的土地的山中，在特拉奇司的南部有一道狭谷。
而阿索波司河就沿着山麓流过了这个狭谷。
（２００）在阿索波司河的南方又有一条名叫培尼克司的小河，这条小河就是
从那些山里流入阿索波司河的。在这条河的附近有一个最狭窄的地方，那里
只修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车的道路。从培尼克司河到铁尔摩披莱有十五斯培
迪昂远。在培尼克司河与铁尔摩披莱之间，有一个名叫安铁拉的村落，过去
这个村落之后，阿索波司河便流入了大海。在那个村落附近，地方是广阔的；
那里有阿姆披克图欧尼斯·戴美特尔的神殿，同时还有阿姆披克图欧涅斯 ①
的座席和阿姆披克图昂本人的神殿。
（２０１）于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便在特拉奇司的玛里司扎营，而希腊人则
在隘路中设营。大多数的希腊人称他们所占居的这个地方为铁尔摩披莱，但
是当地人和他们的邻人则称之为披莱。于是两军就在这样的地方设营了，一
方面（指克谢尔克谢斯——译者）控制了特拉奇司以北的全部地区，而另一方
面（指希腊人——译者）则控制了本土在此以南一直到海岸方面的地区。
（２０２）在那里等候波斯人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斯巴达的重武装兵三
百名；铁该亚人和曼提涅亚人一千名，双方各占一半；从阿尔卡地亚的欧尔
科美诺斯来一百二十人，从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地方来一千人；除去这些阿
尔卡地亚人之外，从科林斯来四百人，从普列欧斯来二百人，从迈锡尼来八
十人。以上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从贝奥提亚来的则是铁司佩亚人七百
名，底比斯人四百名。
（２０３）在这些人之外，又召来了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的全军和一千名波奇
司人。希腊人是自动把这些人召来帮忙的，他们把使节派出去告诉这些人说，
他们自己是作为其余人的先锋而来的，而其他联盟者的到来则是他们每天盼
望着的事情；又说他们已经把海严密警戒起来了，担任守卫的是雅典人、埃
吉纳人和被配置在水师中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可以害怕
的，因为进攻希腊的不是神，却是一个凡人，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一个凡人
在生下来的时候命中不注定要参杂着一些不幸的事情，而越是大人物，他遭
到的不幸也就越大。因此，向他们进攻的既然不过是一个凡人，则他不能实
现他的期望，那便是确切不移的事情了。罗克里斯人和波奇司人听到这话之
后，就到特拉奇司来帮助希腊人了。
（２０４）所有这些人每一个城邦都备有自己的将领。其中最受尊敬的全军统
帅是拉凯戴孟人列欧尼达司。如果回溯他的系谱，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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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优利克拉提戴斯、阿那克桑德罗斯、优利克拉铁斯、波律多洛司、阿
尔卡美涅斯、铁列克洛司、阿尔凯拉欧斯、海吉西拉欧斯、多律索斯、列欧
波铁司、埃凯司特拉托司、阿吉斯、埃乌律司铁涅斯、阿里司托戴莫斯、阿
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是斯巴达王，虽
然这一点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２０５）原来他有两个哥哥克列欧美涅斯和多里欧司，因此他根本就不去想
做国王的事情了。但是当克列欧美涅斯没有男系的后嗣便死去，多里欧司也
在西西里死亡因此不在人世，结果列欧尼达司便翰上了王位，因为他比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年长（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幼子），此外他又娶了克列欧美
涅斯的女儿为妻。这个人这时按照规定率领着有于嗣的三百名精兵来到了铁
尔摩披莱，他还率领着我上面列举了数目的底比斯人，这些底比斯人的统帅
是埃乌律玛科斯的儿子列昂提亚戴斯。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欧尼达司所
以特别想把这些底比斯人带来，是因为底比斯人经常受到黄难，说他们同情
美地亚人。于是他把他们召来作战，因为他想了解一下他们是否肯派人随他
出征还是公然拒绝参加希腊人的联盟。
他们结果是把自己的人派出来了，不过却是别有用心的。
（２０６）斯巴达人最初先派出了和列欧尼达司一道出发的这些士兵，这样做
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者也学他们的榜样去作战，同时也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
者不致投到美地亚人方面去，因为，假如他们知道斯巴达人耽搁了的话，这
些人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由于卡尔涅亚祭一时成了他们的障碍，
他们便打算在卡尔涅亚祭举行完毕之后，就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斯巴达，然
后立刻全军火速开拔。其他联盟者也打算这样做。原来奥林匹亚祭也正是在
进行这些事情时举行的。因此，他们既然不认为铁尔摩披莱之战役快地便可
分出胜负，故此他们就派出了先锋的部队。
（２０７）以上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可是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在波斯军迫
近他们的隘路路口的时候却惊惶起来，于是就讨论起他们是否应当撤退的问
题来了。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保卫科林斯地峡。但是
波奇司人和罗克里斯人对这个意见感到非常气愤，而列欧尼达司则主张留在
他们原来的地方并送信到各个城市去请求援助，因为他手下的人太少了，这
是无法和美地亚的大军相抗衡的。
（２０８）正当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骑马的探卒前来
看他们有多少人和他们正在做什么。原来当他还在帖撒利亚的时候，他便听
说有一小支军队集结在这里，而统率它的是拉凯戴孟人，其中有海拉克列斯
的后裔列欧尼达司。这个探卒策马驰近营地，侦察了望一番，然而他不能全
部都看到，因为在他们重建并加以防守的壁垒内部的那些人，他是不可能看
到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他是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武器都堆积在壁垒的外
面，而这时驻在外面的又恰巧是拉凯戴孟人。他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作体操，
有一些人在梳头发。看了这种情况他是很惊讶的，他把他们的人数记下来之
后，便平安无事地乘马返回了，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于是
他便回来，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了。
（２０９）当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并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即
他们（指拉凯戴孟人——译者）正在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去杀敌，否则即宁肯被
杀死。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可笑的。于是他便派人把在他的军营中的阿
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召了来，而在戴玛拉托斯来到之后，他便就所有这

些事情向戴玛拉托斯垂询，问他如何理解拉凯戴孟人这样做的用意。于是戴
玛拉托斯说：“在我们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谈起过这些人了；
可是在你听了之后，你却嘲笑我，尽管我向你所说的，都是在我看来显然是
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在我来说，首先尽力要做到的，就是在你的面前讲
老实话。因此，现在我就向你再来陈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这条通路前来和
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准备这一战争。原来每当他们将要冒生命危
险的时候，他们习惯上总是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的。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
果你把这些人和留在斯巴达的那些人征服，国王啊，那末人关当中就再也没
有别的人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
和最英勇的人们”。可是，克谢尔克谢斯以为上面所说的这话是极不可信的，
并进而问戴玛拉托斯他们这样少数一些人怎么能和他的军队相抗衡。戴玛拉
托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的结果和我所说的不符，那就请把我当作
一个撒谎的人来看待吧”。
（２１０）尽管这样讲了，戴玛拉托斯仍然不能把克谢尔克谢斯说服。国王在
那里等候了四天，一直期望着他们会逃跑。可是到第五天，他看到他们并未
退却并以为他们留在那里只不过是无耻和愚蠢，因此便震怒起来并把美地亚
人和奇西亚人派了出去，命令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美地
亚人冲到前面向希腊人挑战，结果死了许多人，另一些人接上去进攻，他们
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却还没有被击退。而且他们明显地向所有的人，特
别是向国王本人表示，他们的人数虽多，可是其中顶事儿的人都是很少的。
战斗整天都在进行着。
（２１１）既然美地亚人受到这样的痛击，于是他们就退出了战斗，国王称之
为“不死队”、由叙达尔涅斯率颁的波斯人代替他们上阵。人们认为至少他
们是很容易把这堤战斗解决了的。可是当他们交上手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
不比美地亚军高明而是一模一样，原来他们在狭路里作战，又使用比希腊人
要短的枪，因此他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可是拉凯戴孟人的作战
方式却大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们的战术要比对方的战术高明得多。在他们
的许多战术当中有一种是他们转过身去装作逃跑的样子。异邦军看到这种情
况就呼啸着并鸣动着武器追击他们，可是当他们眼看要给追上的时候，他们
就回转身来向异邦军反攻，这样一反攻，就把无数的异邦军杀倒在地上了。
这时斯巴达人当然也有被杀死的，不过人数很少。这样一来，波斯人发现他
们不拘列成战斗队形或用任问其他办法进攻都丝毫无法攻占隘路，他们只得
退回来了。
（２１２）在进行这些次攻击的时候，据说眺望到这一切的国王由于替自己的
军队担忧，曾三次从王座上跳下来。当时他们的战斗结果就是这样了。第二
天，异邦军的战果并不比第一天好些。他们接战的时候，满以为敌人的人数
这样少，又是伤痕累累，再也无法和他们对抗了。可是希腊人却接着队伍和
民族列阵，依次出战，只有波奇司人是例外，因为他们被配置在山上把守着
通路。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情况毫无改变的时候，他们就
撤退了。
（２１３）对于当前面临的事态，国王感到手足无措了。于是一个玛里司人，
埃乌律戴谟斯的儿子埃披阿尔铁司便来见他，告诉他经过山而通向铁尔摩披
莱的那条道路，打算从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取得一笔重赏。这样一来，留在铁
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就毁在他的手里了。这个埃披阿尔铁司后来由于害怕拉凯

戴孟人而逃到帖撒利亚去。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在披莱集会的时候，披拉戈
拉斯①曾悬赏逃亡中的埃披阿尔铁司的首级。在这之后若干时候，他回到安提
摩拉之后，却被一个名叫阿铁纳迭斯的特拉奇司人杀死了。这个阿铁纳迭斯
杀死埃披阿尔铁司是另有原因的，这原因我将要在我的历史的后面提到。虽
然如此，他仍然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拉凯戴孟人的尊敬。后来埃披阿尔铁司丧
命的经过就是这样。
（２１４）此外还有一个传说说，向国王报告了上面的话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
山的人是一个卡律司托斯人，帕纳戈杭司的儿子欧涅铁斯和安提库拉人科律
达罗斯。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
人的披拉戈拉斯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推论，他们所悬赏的不是欧涅铁斯和卡律
司托斯的头颅，而是特拉奇司人埃披阿尔铁司的头颅。因而我俩必须假定，
他们是会用一切办法来取得确实情报的。其次，我们晓得，埃披阿尔铁司正
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亡命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纵然欧涅铁斯不是一个玛里
司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他也是会知道道路的。可是把他们由那条道路
领过了山的人却是埃披阿尔铁司，而我认为犯了罪的正是这个人。
（２１５）克谢尔克谢斯对于埃披阿尔铁司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深感满意。他
大喜过望，因而立刻把叙达尔涅斯和叙达尔涅斯麾下的士兵派了出去。大约
在掌灯的时刻，他们便从营地出发了。这条道路原来是当地的玛里司人所发
现的，他们发现了这条道路后，曾当波奇司人在路上修筑壁垒以防御进攻的
时候，循看这条路引导着帖撒利亚人去征讨波奇司人。因此，早从那个时候
起，玛里司人就觉得这条道路完全无用了。
（２１６）而这条通路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在峡谷中间流着的阿索波
司河。那里的山和道路的名字都叫做阿诺佩亚，而这个阿诺佩亚便随着山脊
蜿蜒而行，直到离玛里司人最近的一个罗克里斯人的城市阿尔培诺斯的地
方。在那里有一块被称为美拉姆披哥斯（意为黑色的臀部——译者）的石头以
及凯尔科佩司的遣迹，而这里是道路的最狭窄的地方。
（２１７）道路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波司河之后，他们便沿
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整夜，右手是欧伊铁人的山，左手是特拉奇司人的山。到
天明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山顶。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山路的这一部分，有一
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国士和守备着这条通路。下面的那
一部分山路是由我已经说过的那些人看守看的，但是山上的路却由波奇司人
看守着，因为他们曾自动向列欧尼达司保证担负这样一个任务。
（２１８）波斯人所攀登的山，上面满长着槲树，因此波奇司人丝毫也不知道
波斯人的到来，直到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敌人脚下踏着叶子发出了很大的声
音，他们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便跳了起来，赶忙把武器拿了起来。可
是，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已经来到跟前了。这些人在看到武装的人们时是感
到惊讶的，因为他们满以为不会有人和他们相对抗，但现在却不意地遇到了
一支军队。叙达尔涅斯害怕波奇司人是拉凯戴孟人，于是问埃披阿尔铁司这
些人是哪个地方的人。等他知道了真实情况之后，他便把波斯人排列成阵准
备战斗了。波奇司人受到象雨点那样的箭的射击，心中又以为波斯人首先耍
攻击的正是他们，于是他们就逃到山顶上去并准备战死在那里。这便是他们
的想法。但是跟埃披阿尔铁司和叙达尔涅斯在一起的波斯人并不去理会波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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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人，却赶快地跑下山来。
（２１９）至于在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则他们首先受到了占卜师美吉司提亚
斯的警告。美吉司提亚斯在检查了牺牲之后，曾预言天明时他们要遭到的死
亡；随后，还在夜里的时候，又有对方的一些投诚者前来，报告了波斯人的
迂回。而最后，正在破晓的时候，从山下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
报。于是希腊人便集会商议，但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有的人主张他们不应
离开他们的驻地，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便分散了。
一部分人离开他们的驻地，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去了，再有一部分则决定和
列欧尼达司一道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
（２２０）诚然，据税是列欧尼达司本人把他们遣送走的，为的是关心他们，
不愿他们在那里丧命，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斯巴达人却不应当离开他们最初
前来保卫的阵地。可是在我看来，则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即当列欧尼达司
看到联盟者的情绪消沉下去并不愿和他一同冒险的时候，他便打发他们自各
回去了，但撒退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不光荣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留在那
里的话，他便可以将大名传留于后世，而且斯巴达的繁荣幸福也便不致被抹
杀了。原来在开头之陈斯巴达人就这一战争向神托请示的时候，佩提亚曾向
他们预言说，或者是拉凯戴孟被异邦人所摧毁，或者是他们的国王死掉。神
托是用六步格的诗说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
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
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因为牡牛和狮子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他有宙斯那样的力量，
而且他到来时你也无法制止，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把它取得的东西撕成
粉碎。因此我以为，列欧尼达司考虑到这些事情并且想只为斯巴达人取得荣
誉，他才把联盟者送走，而不愿意弄到那些走的人离开这里是由于闹了意见
之后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结果。
（２２１）就这件事而言，下述的情况我认为是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
曾根据牺牲向希腊人预言过他们要遭到怎样的命运的那个号称是美拉姆波司
的后裔的阿卡尔那尼亚人美吉司提亚斯毫无疑问曾给列欧尼达司送了回来，
为的是不使他和其余的人同归于尽。虽然受到了这样处理，美吉司提亚斯却
不愿意离开。他只把在审中的他的一个独生子遥了回去代替他。
（２２２）这样，被送还的联盟军就遵照着列欧尼达司的意思离开了。和拉凯
戴孟人一道留在那里的只有铁司佩亚人和底比斯人。诚然，底比斯人留在那
里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出自他们的本心，因为列欧尼达司是把他们作为人
质扣留在那里的。但铁司佩亚人却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拒绝离开和把列欧尼
达司以及他麾下的人们丢在那里，而是留在那里和他同死。铁司佩亚人的统
帅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戴谟披罗斯。
（２２３）克谢尔克谢斯在日出之际行了灌奠之礼之后，等到市场上大约人最
多的时候（大概在早上十点钟——译者），便开始了他的进攻。他是接受了埃
披阿尔铁司的意见才这样做的，因为从山上向下面出击比较便捷，而且道路
比繞山和攀山要近的多。克谢尔克谢斯和他麾下的异邦军就是这样进击的，
但是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军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现在他们是比以前要远
得多地来到狭谷的更加宽阔的地带来了。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在保卫看
垒壁，而在所有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也都是退守在狭路里面在那里作战的。
但现在他们是从狭谷里面出来和敌人作战了。异邦军在那里被杀死的很多。

异邦军的官长们拿着鞭子走在部队的后面，抽打军队使之前进。异邦军当中
许多人掉到海里去淹死了，但是相互践踏而死的人们却要多得多，而且对于
死者，根本没有人注意。既然希腊人晓得他们反正是要死在从山后面迂回过
来的人们的手里，因此他们便下面一切地拼起命来，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对异
邦军作战。
（２２４）这时，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便用刀来杀波斯
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欧尼达司倒下去了。和他一同倒下去
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
名字，此外我江打听到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在这次战斗里，波斯人方
面也死了不少知名之士，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美斯和叙佩兰铁
司，他们的母亲就是阿尔塔涅斯的女儿普拉塔古涅。这个阿尔塔涅斯是国王
大流士的兄弟，又是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
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
独生女儿。
（２２５）克谢尔克谢斯的两个兄弟就在那里倒下去了。而为了列欧尼达司的
遣休，在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直到最后希腊人
发挥了自己的勇气，四次击退了他们的敌人，这才把他的遗体拉走。而且直
到埃披阿尔铁司率军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才告结束。当希腊人知道他们到
来的时候，从那个时刻起，战斗的形势便改变了。因为希腊人退到道路的狭
窄的部分去，进入壁垒，而除底比斯人之外的全体在一个小山上列阵；小山
就在通路的入口处，而在入口那里现在有一座为纪念列欧尼达司而建立的石
狮子。在那个地方，凡是手里还有刀的就用刀来保卫自己，手里没有刀的就
用拳打牙咬的办法，直到后来异邦军用大量投射武器向他们压来的时候。他
们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捣毁了垒壁，有的人则迂回包抄，从四面八方进击。
（２２６）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就是这样行动的。但在他们当中，据说最
勇敢的是一个叫做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传说，
即在他们和美地亚人交战以前，一个特拉奇司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是
那样的多，以致在他们射箭的时候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盖起来。他听了这
话之后毫不惊慌，却完全不把美地亚人的人数放在眼里。他说他们的特拉奇
司朋友给他们带来了十分吉利的消息，因为假如美地亚人把天日都给遮住的
话，那他们便可以在日萨之下，而不是在太阳之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
斯讲过这话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话，而拉凯戴孟人就因这些话而怀念狄耶涅
凯斯。
（２２７）勇名仅次于狄耶涅凯斯的据说是拉凯戴孟的两兄弟，他们是欧尔喜
庞托司的儿子阿尔佩欧斯和玛隆。在铁司佩亚人当中，声名最高的是哈尔玛
提戴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图拉姆波司的人。
（２２８）为了破埋葬在他们阵亡的地方的所有这些人以及在列欧尼达司把
联盟者送还之前阵亡的人们，立了一块碑，碑上的铭文是这样的：四千名伯
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这是为全军所刻的铭文；对于斯巴
达人则另外有这样一个铭文：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
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这就是为拉凯戴孟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给卜
者的。
这里长眠看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
他是给渡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地亚人杀死的。

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临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除去卜
者美吉司提亚斯的铭文之外，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为了追
念他们而建立起来的：给美吉司提亚斯的那个铭文则是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
西蒙尼戴斯为了友情的关系列立的。
（２２９）据说在这三百人当中有两个人埃乌律托司和阿里司托戴莫斯得到
列欧尼达司的允许而离开了阵营，可是得了极严重的眼病而卧倒在阿尔培诺
依地方。如果他们两个人商量妥的话，他们或是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而
如果他们不愿回去，则可以和其余的人共同战死。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
以那样做，他们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意见分歧的结果，两个人各走各的
路了。埃乌律托司听到波斯军迂回的消息时，便要求武器并把它佩带上，然
后命令他的希劳特引领他去参加战斗。希劳特把他引到那里去，然后自己就
溜掉了。于是埃乌律托司便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便战死了。可是阿里
司托戴莫斯气馁了，因此他就备在后面。而如果只有阿里司托戴莫斯一个人
生病而回到斯巴达去，或是如果他们一同回家，则我以为，斯已达人是不会
对他们生气的。可是现在既然事实上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战死，而另一个人虽
有和前者相同的借口却不愿死掉，因而他们对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行为自然
就非常愤慨了。
（２３０）因此，根据一部分人的说法，阿里司托戴莫斯就是这样，并且在这
样的一个口实之下，安全地回到了斯巴达。但是也有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使
者从营地被派了回来，他本来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正在开始的战斗的，但
是他不肯这样做，而是在道上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的同伴
的使者却回来参加了战斗并战死了。
（２３１）可是，在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拉凯戴孟之后，他却受到了非议和蔑
视。他遭到这样程度的蔑视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
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为了使他难堪，斯巴达人称他为懦夫阿里司托戴莫
斯。可是在普拉培伊阿的战斗当中，他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污名。
（２３２）此外，据说在三百人当中江有一个名叫潘提铁斯的人也没有死，他
是作为使者给派到帖撒利亚去的。他也回到了斯巴达，但是在受辱之后便自
缢身死了。
（２３３）至于在列昂提亚戴斯领导之下的底比斯人，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受
到强制不得已站在希腊人的一方面来对国王的军队作战，可是他们一经看到
波斯人取得了优势，他们于是便趁着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人爬上小山的机
会，和希腊人分开而投向异邦军，一面伸出他们的手并呼告说他们是波斯方
面的人，是率先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他们还说他们是迫不得己才来到铁尔
摩披莱，而且对于他们使国王遭到的损害是无罪的。以上乃是他们最真心的
话。他们便由于这样的说法而救了自己的性命，而那里又有帖撒利亚人为他
们所说的一切作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是万事亨通的，原来当他们跑过去
向异邦军投诚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走近异邦军时甚至被杀死。而且由于
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他们的大部分，从统帅列昂提亚戴斯起，都给烙上了
王室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埃乌律玛科斯后来①曾率领四百名底比斯人占取了
普拉塔伊阿人的市邑，却拾普拉塔伊阿人杀死了。
（２３４）希腊人在铁尔摩披莱就是这样地奋战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派人
①

四三一年。

把戴玛拉托斯召了来，首先就问他这一点：“戴玛拉托斯，你是一个诚实的
人。凡是你说的话后来全能应验，这是我根据明显的事实才这样相信的。现
在请告诉我，剩下的拉凯戴孟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能够象这样作战的人有
多少，还是全都象这个样子？”戴玛拉托斯说：“国王啊，拉凯戴孟人若是
算在一起的话，人数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城市也是很多的。但是凡是你愿
意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在拉凯戴孟有一个城市叫做斯巴达，那里大约有八
千人，他们所有的人和在这里战斗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拉凯戴孟人
却和这些人不同，不过他们也都是英勇的人物”。克谢尔克谢斯接着说：“戴
玛拉托斯，我们怎样能费最小的劳力来征服这些人呢？你来告诉我吧，因为
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是熟悉他们经常是用怎样的办法的”。
（２３５）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诚心诚意地来征求我的意
见，那我当然要向你指出最好的办法来。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到拉科尼亚沿岸的地带去。在那里海岸附近的海上有一个名叫库铁拉的
岛屿。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极有智慧的人物奇隆曾说，库铁拉沉在海面之
下比在海面之上，对于斯巴达是更有利的：因为他一直在害怕从那个岛会发
生我向你所建议那样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他曾预见你的水师的到来，而是
他同样害怕任何人的军队。让他们以这个岛为出击的根据地，这样就会使拉
凯戴孟人恐慌起来。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和邻人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你
就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在你的陆师征服希腊其他地方时他们会赶来援助，而且
在其余的希腊已被征服的时候，被剩下的孤孤单单的拉科尼亚也就一定给削
弱了。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一定会遇到我下面所说的情况。在通
向伯罗奔尼撒的有一个狭窄的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要集合在那里和
你对抗在那里你就会遭遇到比你过去经历的更加顽强激烈的战斗。不过如果
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那你就可以下战而使这个地峡和他们的一切城邦站到
你的一方面来”。
（２３６）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兼水师提督阿凯美涅斯，因
为当他们交谈时，他恰巧在那里。他担心克谢尔克谢斯会被说服而按照戴玛
拉托斯的办法去做。他说：“国王啊，我看你是正在倾听这样的一个人的意
见，这个人嫉妒你的好运，也许他甚至要出卖你的大事。所有的希腊人都喜
欢保存这样的一些性癖：他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并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如
果在最近一次使你丧失了四百只船的灾害之后，你再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出去回航伯罗奔尼撒，则你的敌人就可以用与你对等的兵力来和你作战
了。但如果你的水师不分开，那它就是无敌的，而你的敌人也就决不会是你
的对手了。此外，你的全部水师可以掩护你的陆军，你的陆军也可协助你的
水师，这样相辅而行。但如果把一部分力量从你这里分出去，则你对他们没
有用处，他们对你也没有用处。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这就是你仔细拟订你
自己的计划，不要去管你的对手方面的事情，不要去管他们要选什么样的战
堤作战，他们如何行动以及他们的人数多少等等。他们是完全可以为他们自
己考虑的，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考虑。至于拉凯戴孟人，如果他们和波
斯人交战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治愈他们目前的创伤的”。
（２３７）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凯美涅斯，我以为你的话有道理，我愿
意按照你的意见做。然而，尽管你的意见比戴玛拉托斯的意见要好，可是戴
玛拉托斯所说的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因此我决不愿认为，戴玛拉
托斯是敌祝我的事业的。我是从他一向讲过的话来判断出他是这样一个人

的。我又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判断到一点的，这就是：如果一个市民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一个
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给对方，除非
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
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这样看来，既然戴玛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朋友，那
末我命令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不可讲他的坏话。”
（２３８）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巡视了一下尸体，他听说列欧尼达
司是拉凯戴孟人的国王和统帅，就下令把列欧尼达司的头割下来，插到竿子
上。在许多证据当中，特别是这个证据使我看得最清楚，在列欧尼达司还活
着的时候，国王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愤恨是过于任何人的。否则他是决不会
这样残暴无礼地对待列欧尼达司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
波斯人在习惯上是最尊重勇武的战士的。受命这样做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办
法做了。
（２３９）①现在我要回到我的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来了。拉凯戴孟人是
最先听到国王正在准备讨伐希腊的人，听到之后，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的
神托所去，在那里得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回答。他们得到这个回答的方式是
很奇怪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之后，对于拉
凯戴孟人并无好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事情的迹象也是对我的看法有利
的。他做这样的事是出于好意，抑或是出于恶意的自得心情，我就无法评述
了。克谢尔克谢斯既然下了征讨希腊的决心，则当时在苏撒并且知道了这件
事的戴玛拉托斯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拉凯戴孟人了。但是他害怕事机被泄
露，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于是他只得使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他用一个折叠的书牒，把上面的蜡刮下去，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写在木板上；
写好之后，他再把蜡溶化在木板上面。这样，携带空白书牒的人，在道路上
就不会受到哨兵的留难了。当这个书牒送到拉凯戴孟的时候，拉肌戴孟人不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说，最后还是竞列欧美涅斯的女儿，列欧尼达司的
妻子戈尔哥在她自己考虑了这伴事之后，才建议他们刮去蜡皮，这样他们也
许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样。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并且读了上面所
写的东西，继而立刻把它通告给其余的希腊人。以上的事情据说就是这样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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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１）被指定在水师里服务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雅典人提供了一百二
十七只船，普拉塔伊阿人和雅典人同样地乘上了这些船，这样不是因为他们
有什么海上事务的经验，而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热诚。科林斯人提供了四
十只船，美伽拉人提供了二十只船；卡尔启斯人提供了二十只船的船员，船
是雅典人提供的：埃吉纳人十八只，希巨昂人十二只，拉凯戴孟人十只，埃
披道洛斯人八只，埃列特里亚人七只，特洛伊人五只，司图拉人两只，凯欧
斯人两只①和两只五十桡船；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也带了七只五十桡船前来助
阵。
（２）到阿尔铁米西昂来作战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些，我现在已经说明了他们
在全部装备当中各自分担了多少。集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船只一共是二百七
十一艘，那些五十榜船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统率全军的是斯巴达所提供的人
物，这就是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戴斯。因为联盟者都说，如果他们
的领袖不是一个拉科尼亚人的话，那他们便不想服从雅典人的指挥而是宁愿
取消这个准备中的水师。
（３）原来早在派人到西西里去要求联盟者之前的那几天里，就风传说把海
上的领导权交给了雅典人。但是当联盟者反对这一点的时候，雅典人便放弃
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忍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并且看到，如果他们为领
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对了的，因为内争
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他们懂得了这样一点，故
而他们便让步并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然而，如上所述，只是在他们非常需要
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他们把波斯国王赶了回去而战争不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领士，而是为了他的倾上而进行的时候，他们便借口帕岛撒尼亚斯的横傲而
撤销了拉凯戴孟人的领导权。但这一切都是后话了①。
（４）但是现在，那些终于来到了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看到许多船停泊在
阿佩泰的海面上，到处又都是大军，而且和他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异邦军
在他们看来和他们所设想的也远不相同；于是他们感到十分恐慌，便开始商
量耍从阿尔铁米西昂逃回家乡希腊的内地去。埃鸟波亚人既然看到他们作这
样打算，便请求优利比亚戴斯稍稍等候，直到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家人儿女送
走的时候。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他的时候，他们便试了另一个办法，他们把
一笔三十塔兰特的贿赂送给了雅典的水师统帅铁米司托克列斯，条件是当他
们作战的时候，希腊水师应留在那里，为保卫埃乌波亚而战。
（５）这便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使希腊人留在原地不动的办法：他把贿赂的钱
中间的五塔兰特分出来给优利比亚戴斯，好象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优
利比亚戴斯便这样地被收买过来了，至于其他的人，则没有一个人是性好反
抗的，只有科林斯的水师统帅、欧库托司的儿子阿迪曼托司是个例外。他说
他不愿留下，而是要从阿尔铁米西昂乘船离开，铁米司托克列斯起誓向他说：
“你是决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美地亚人的国王因你脸
离联盟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这样说着，他便把三塔兰特的白银送到
阿迪曼托司的船上去。因此这两个人都给礼物收买了，埃鸟波亚人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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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愿望，铁米司托克列斯自己则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私吞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人则以为这笔钱是雅典人为了
说服他们才作为礼金送来的。
（６）因此希腊人便在埃鸟波亚的海面上留下来并在那里作战了。下面我要
说一说经过的情况。在刚刚到下午到达阿佩泰以后，异邦军他们便看到他们
早已听说停泊在阿尔铁米西昂海面上的少数希腊船只，于是他们便急于想进
攻这些船只以便取得它们但他们却还不想面对面地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
人会看见他们前来而跑掉，而他们逃跑时又是会有夜幕掩护他们的。他们棺
信，希腊人会因逃跑而得救的。波斯人的目的则是不许甚至他们的一个持圣
火的人①得到活命。
（７）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他们从他们的全部水师当中选揆
出二百只船来，派它们在斯奇亚托斯岛的外海上迂航，为了是使敌人看不到
它们迁回埃乌波亚，取道卡佩列乌斯，绕过吉拉伊司脱斯而到达埃乌里波斯。
他们这样做是指望可以从两面包抄希腊人，派出去的那部分前去遮断对方的
退路，他们自己刚从正面进攻。在作了这样的策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
授命的船只，他们自己那一天刚不打算进攻希腊人，而在他们得到信号知道
迁航的船只到达之前，他们也是不打算进攻的。这样他们就派出了迂迥航行
的船只，同时又在阿佩泰检点了其他的船只。
（８）而他们正在检点船只的时候，（在船队里有一个名叫司苦里亚斯的司
奇欧涅人，他是当代最有本领的潜水人；在佩里洪发生船难之陈，曾给波斯
人捞救出了大量财宝，自己也因此弄到了一份不小的财产）。这个司苦里亚斯
先前确是想开小差到希腊人那里去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象目前的这样一个好
机会。后来他终于用什么样的办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我说不确实了。如果
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却真是使人吃惊了。原来据说他是在阿佩泰潜到
海里去的，而直到他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地方才游出水面来，这样算来，他
就在水面下潜泳八十斯塔迪昂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多的，其中有些是
真实的，有些却未必可信了。至于这件事，这里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他是乘着船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到达之后，仙立刻把难船的经过和有
船派出来回航埃鸟波亚的事情告诉了将领们。
（９）希腊人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就集合起来进行商议。在会上发表的意
见很多，然而占上风的意见却是：当天留在那里并在原来的地方碇泊，而在
过了午夜之后，他们就向海上进发去迎击回航的船只。可是后来并没有任何
人向他们进攻，他们便一直等到当天午后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才向异
邦军进击，打算试验一下他们的战术和突破异邦军防线的办法。
（１０）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和他的将领们看到希腊人只乘着少数的船只
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希腊人一定是发了疯，因此他们自己便向海上
进发，以为自己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希腊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有
根据的，因为他们看到希腊人的船只是如是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船只却比希
腊人的船只多好多倍，而且比他们更精于航术。在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之后，
他们就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了希腊人。不过有许多伊奥尼亚人对希腊
人是抱着友好态度的，他们是被强迫看来参加战斗的，故而他们看到希腊人
被包围而深感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希腊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逃回本国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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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里的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能的。但是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事情而感
到高兴人们，却争先恐后地想做一名拿捕阿提卡船只的先锋，以便从国王那
里领取赐品。原来在水师当中，人们关于雅典人的谈论最多。
（１１）但是在看到信号的时候，希腊人先把他们的船尾聚拢在一起，船头
则向着异邦人列阵。在第二次信号的时候，尽管他们给压制在一块狭小的地
区之内而和敌人的战船相对地密接到一处，他们仍然是努力奋战起来。他们
当场拿捕了三十只异邦船，同时俘获了撒拉米司国王戈尔哥斯的兄弟、军中
知名之士凯尔西司的儿子披拉昂。拿捕敌船的第一个希腊人是一个雅典人，
埃司克莱欧斯的儿子吕科美戴斯，他后来取得了勇武的奖赏。双方在海战中
未见肯定的胜负，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此罢手了。希腊人驶回阿尔铁米西
昂，异邦人则返回阿佩泰，他们这次的战果比他们原先期望的要差得多了。
在进行这次的战斗时，在随国王前来的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
腊人那一方面去，这就是列姆诺斯地方的安提多洛斯，由于安提多洛斯的这
一行动，雅典人曾把撒拉米司的采地给了他。
（１２）到夜里的时候，由于当时正是仲夏的季节，整夜里都是豪雨，此外
还伴随着从佩里洪山上来的激烈的雷鸣。死者的尸体和破碎的船只都给冲到
阿佩泰那方面去，在那里它们和船头报到一处并且防碍了桡的活动。那里船
上的士兵听到雷雨之声惊恐万状，他们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会使他们
全部毁灭；原来在他们从难船和佩里洪山附近的雷雨得到恢复之前，他们还
得进行一场顽强的海战，而在海战之后，又是倾盆大雨，是向大海奔注的巨
流和震耳欲聋的雷声。
（１３）这就是他们在这一夜里的遭遇。但是对于那一夜里受命回航埃岛波
亚的人们来说，遭遇就要惨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大洋上遇到了这种情况
的。他们的结果很惨。原来，他们是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意为洼地——译者）
的外边航行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的，结果他们被风吹到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
去，碰在岩礁之上而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天意。因为这样一来，波斯的
军力就和希腊的军力约略相当，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了。
（１４）这些人就这样地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丧命了。但是，阿佩泰的异邦
军，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天亮的时候，却把船留在那里不动，因为在这样
的一番折磨之后，他们已很满足于暂时得到一些安静了。这时五十三只阿提
卡的船前来援助希腊人，这些船只的到来和同时接到的回航埃乌波亚的异邦
军在前次发生的暴风雨当中全军复没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希腊人。于是他们
象先前一样地等到同样的时刻，然后出海向一些奇里启亚的船只进攻；他们
歼灭了这些船，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返回了阿尔铁米西昂。
（１５）可是到了第三天，异邦军的水师提督们激愤于这样少数的敌船竟便
他们如此狼狈，又害怕克甜尔克谢斯会怪罪下来，便不再等待希腊人的挑战，
而是在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就在中午左右的时刻出航了。进行这些次海战的日
子，恰巧是在铁尔摩披莱进行陆战的日子；水师的全部意图是力守埃乌里波
斯，而列欧尼达司麾下士兵的目的则在于全力保卫关口。希腊人用来相互激
励的言语是不使异邦军进入希腊，波斯人方面则是要歼灭希腊的军队并攻占
海峡。
（１６）因此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列好战阵向前进迫的时候，希腊人在阿
尔铁米西昂的海上屹然按兵不动。异邦军把自己的船只排成半月形，尽力想
把希腊人紧紧地包围在圆阵里面。希腊人于是迎上前去，战斗就此开始了。

在这一场海战里，两军的实力差不多是相等的。克谢尔克谢斯方面由于军容
庞大人数众多反而吃了苦头，原来他的船只陷于混乱，相互冲撞起来了。尽
管如此，他们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而不肯让步，因为想到他们竟会被
少数船只所击破，那是不能忍受的。希腊人的船只和士兵损失的很多，然而
异邦军方面的船只和士兵的损失那更要多得多了。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
战斗之后，便各自收兵回去了。
（１７）在这场战斗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中表现得最好的要算是埃及
人了。除去立了其他的巨大战勋之外，埃及人还拿捕了五只希腊战船和船上
的兵员。在希腊人方面，战斗得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
大的是阿尔奇比亚代司的儿子克里尼亚司，他是自费出一只船和二百个人前
来参加战斗的。
（１８）双方分手之后，就都高高兴兴地急急忙忙地赶回自己的投锚地点去
了。当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的手中掌握了死尸和残破的船只；
然而他们自己也伤了很大的元气，特别是雅典人的损失最重，他们的船只损
失了一半。他们商议的结果是逃避到希腊的内海地带去。
（１９）铁米司托克列斯认为如果把伊奥尼亚族和卡里亚族从异邦军那里分
裂出来，则希腊人就有足够的力量制服其他部分的军队了。埃乌波亚人通常
是把畜群赶到海边上去吃草的，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当时便在那里把将领们召
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他想出一个办法，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优秀的那
一部分瓦解出来。当时他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样一些。但是鉴于当前的情况，
他说他们应当这样做，那就是每个人尽可能多地屠杀埃乌波亚的牲畜，（因为
与其让敌人取得它们，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此外他还劝告他们每人下令自
己的士兵点起火来。至于他们的撤退，他说他将要设法找这样一个时机，以
便使他们回到希腊时毫无损失。将领们都同意这样做。他们立刻点起了火，
然后又下手把牲畜杀了。
（２０）原来埃乌波亚人并没有把巴奇司的神托放到心上，而是认为它毫无
意义，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搬出去，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搬进来。如果他们
事先对敌人的到来有所戒备的话，他们早就应当这样做了。结果他们竟使自
己遭到了惨祸。巴奇司关于这件事的神托却是这样的：当着一个讲异邦语的
人在海上架设纸草桥的时候，注意把那些喧叫的山羊从埃乌波亚的海岸赶
跑。埃乌波亚人没有注意这些诗句，可是在目前遭受的和即将到来的灾祸当
中，他们却不得不体验他们那极其不幸的遭遇了。
（２１）正当希腊人做着我上面所说的事情时，一个哨兵从特拉奇司到他们
这里来了。原来在阿尔铁米西昂那里派驻了一个哨兵，这是一个名叫波里亚
斯的安提库拉人。他的使命是在看到水师发生战斗时，立刻把这消息告诉铁
尔摩披莱的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他身旁总有一只桡船准备着）。同样如果陆
上的军队发生变故的时候，雅典人吕西克列斯的儿子阿布罗尼科斯自己也要
准备乘着三十桡船把这个消息带给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因此，这个阿布
罗尼科斯就前来向他们报告了列欧尼达司和他的军队的遭遇。而当希腊人知
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就立刻决定离开，不过他们是按照他们规定的次序
退却的，科林斯人在最前面，雅典人在最后面。
（２２）但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却把雅典人的最精锐的一些船只选拔出来，到
有饮用水的那些地方去，在那些地方他在岩石上刻了一些文句，这些文句伊
奥尼亚人次日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时候就读到了。文句的内容是这样的：
“伊

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成奴隶，这乃是不
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是投到我们这一面来，但如果你们不
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参加战争，并且请卡里亚人也象你
们一样地做。如果你们二者都不可能做到，而是被无法抗拒的力量紧紧地束
缚住的时候，则我们仍请求你们在作战的那一天里不要把全力使用出来。请
注意，你们是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和异邦人的争端起初正是由于你们才引起
来的”。在我来看，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写是有双重用意的，如果国王没有
看到刻在岩石上的这些话，那它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倒戈投到希腊人的这一
面来，如果这些话被恶意地报告给克谢尔克谢斯，则克甜尔克谢斯就会不相
信伊奥尼亚人并不使他们参加海战。
（２３）这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摩崖铭文。在铭刻之后不久，一个希斯提
阿伊亚人乘船来到异邦军的地方，告诉他们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逃走的事
情。他们不相信这话，却把报信的人监禁起来，一面把快速船派了出去进行
侦察。当这些快速船上的人们报告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于是全部水师便在早晨阳光开始照耀之际集合起来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正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阿伊亚，而在到达的时候便占
领了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城市并蹂躏了属于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埃洛皮亚地区 ①
沿岸地带的全部村落。
（２４）正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传令官到水师那里
去；在这之前，他曾对于阵亡者作了如下的处理。他自己的军队在铁尔摩披
莱阵亡的（有二万人之多），他只留下一千人左右，其余的人他都挖沟埋掉了。
为了不使水师看到他们，沟上复盖了树叶并堆起了土。因此当传令官渡海到
希斯提阿伊亚来的时候，他就把水师的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诸
位同盟者，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都允许他离开自己的
岗位前来看一看，他怎样对竟然想压制王师的那些蠢货们作战”。
（２５）在这样地宣布之后，由于想来一开眼界的人是这样地多，弄到船却
变成最困难的事情了。他们渡海，穿过尸体来进行观察；他们所有的人都认
为阵亡的希腊人都是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希劳特。
尽管如此，渡海来参观的人仍然没有给克谢尔克谢斯在处理阵亡将士尸体时
所做的事所瞒过，原来事情确实是非常可笑的。波斯人阵亡的，他们看到了
一千名，但是希腊人的尸体却都给堆集到一个地方，数目多到四千。那一整
天里，他们都化在视察上面了；第二天船上的人员返回他们驻在希斯提阿伊
亚的水师，克谢尔克谢斯便率军出征了。
（２６）从阿尔卡地亚有几个人逃到他们那里去，这几个人是由于无法维持
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的。波斯人把这几个人带到国王跟前，问他们希腊人正
在做些什么事情，问问题的那个人是代表大家来发问的。阿尔卡地亚人告诉
他们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
正在举行运动比赛和赛马，于是那个波斯人就问希腊人比赛时所得的奖
品是什么。那些阿尔卡地亚人告诉他说，优胜者的奖品是橄榄冠。于是阿尔
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就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不过他却被
国王加上了懦夫的名号；原来当他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
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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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
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２７）以上就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所说的话。这时在另一方面，就是在铁
尔摩披莱惨败之后不久的时候，帖撒利亚人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波奇司人那里
去，因为帖撒利亚人对波奇司人是有旧怨的，而在帖撒利亚人遭到最进的惨
祸之后，这旧怨就更形加深了。原来在国王出征之前不几年的时候，帖撒利
亚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曾以他们全军的力量去进攻波奇司，但是却打了败仗并
吃了波奇司人很大的苦头。被包围在帕尔那索斯山的波奇司人中间有埃里司
地方的一个占卜师铁里阿斯，这个铁里阿斯给波奇司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战
略。他把白垩土涂在六百名最精壮的波奇司士兵的身体和甲胄上面，率领他
们在夜间去进攻帖撒利亚人，事先嘱咐他们看到身上不涂着白垩士的人就
杀。帖撒利亚人中间首先是哨兵看到这些人，结果他们因害怕而逃跑了，他
们说以为这些人是什么怪物；继哨兵之后，帖撒利亚的全军也同样地逃跑了。
结果波奇司人竟斩杀了四千名敌军和夺取了他们的盾牌，其中的一半被他们
奉献给阿巴伊，其余的则奉献给戴尔波伊。那次战斗中的战利品有十分之一
用来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就立在戴尔波伊神殿前面三脚架的四周。在
阿巴伊神殿也有其他同样的巨像。
（２８）被包围的波奇司人就是这样地对付帖撒利亚人的步兵的。而当帖撒
利亚的骑兵侵入他们的国土的时候，波奇司人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他们
在叙安波里司附近的通路上掘了一个大坑把空瓮放到里面去，再把泥土盖在
上面，一直弄到地上看不出任何痕迹来，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帖撒利亚人的进
攻。这些帖撒利亚骑兵向前推进，满指望把他们遇到的波奇司人一扫而光，
结果却掉到陷坑里的士瓮中间去了。这样一来，乘骑的腿就给折断了。
（２９）帖撒利亚人在这两件事上恨透了波奇司人，于是他们就派一名使者
到波奇司人那里去，说：“波奇司人，现在是你们自己承认，你们到底不是
我们的对手的时候了。以前当我们站在希腊人那一方面的时候，在希腊人眼
里我们就一直比你们有分量，如今在异邦人方面，我们也有这样大的力量，
足以使你们丧失你们的土地而且使你们的人受到奴役。尽管如此，虽然生杀
予夺之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却对你们不念旧怨。为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赔
偿我们五十塔兰特白银罢。我们是会保证不使你们的土地受到威胁的”。
（３０）帖撒利亚人向他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在整个那一地区，只有波奇司
人不站在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按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理由不外是他们对
帖撒利亚人的憎恨罢了。如果帖撒利亚人站在希腊人的一边的话，那我以为
波奇司人是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波奇司人对帖撒利亚人的建议的回答
是不给钱。他们还表示，若是有什么理由而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可
以和帖撒利亚人一样地站到美地亚人的一面，但是他们是不愿意背叛希腊
的。
（３１）帖撒利亚人接到这个回答之后，对波奇司人感到十分激愤的帖撒利
亚人立刻便成了异邦军的引路者。他们从特拉奇尼亚侵入了多里斯。原来在
那里有一块狭长的乡里斯土地伸向那一方面，这块土地的宽度大约有三十斯
塔迪昂，位于玛里司和波奇司的领土之间，这在住时则是德律欧披司的土地，
这一地区是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的故土。异邦人在进攻时对多里斯人的这
块土地并未加以蹂躏，因为他们站到了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帖撒利亚人
也不希望异邦人加害于他们的。

（３２）但是当他们从多里斯进入波奇司的时候，波奇司人却不能给他们捕
捉到；因为有一些波奇司人跑到帕尔那索斯山上去了，（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
叫做提托列阿，它就峙立在尼昂市的近旁，它可以容纳大批的人，因此他们
就带看自己的财物登上那里），不过他们的大部分却离开了自己的国土避难到
欧佐拉伊·罗克里斯人的地方去，在那里克利撒平原的上方有一个叫做阿姆
披撒的城市。异邦人蹂躏了波奇司的全部国土，帖撒利亚人就作了异邦军的
响导。而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
为灰烬。
（３３）他们沿着凯佩索司河一路推进，把沿途所遇到的一切搞得精光，他
们放火烧掉的城市有德律莫司、卡拉德拉、埃洛科司、铁特洛尼昂、阿姆披
凯亚、尼昂、佩迪埃司、特里提司、埃拉提亚、叙安波里司、帕拉波塔米欧
伊和阿巴伊，而在阿巴伊地方有一座富有的阿波罗神殿，这座神殿拥有大量
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和现在一样，也有一处神托所。他们把这个神
殿也劫掠和焚烧了。他们追击波奇司人并把他们的一些人在山的附近拿获
了。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了。
（３４）异邦军经过帕拉波塔米欧伊之后，就到了帕诺佩司；在那里他们的
军队分成了两路。人数较多而力量也较强的那一部分军队随同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向雅典进发并且突人贝奥提亚的欧尔科美诺斯人的土地。但是全部只奥
提亚人现在却站到了美地亚的一面，亚力山大派来分驻于各个指定地点的马
其顿人保卫了他们城市使之免于战祸。所以能够免于战祸的理由则是他们要
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贝奥提亚人是站在美地亚的一面的。
（３５）异邦军的这一部分就象上面所说那样地出发了，其他部分的军队则
和响导人一道向戴尔波伊的神殿方面行进，而帕尔耶索斯山就在他们的右
方。这一部分的军队也把他们所占领的那部分波奇司土地上的一切不分青红
皂白地加以破坏，把帕诺佩司人、达乌里司人，爱奥里斯人的市邑都烧掉了。
他们和其余的军队分开并且走这条路的目的，是他们可以劫掠戴尔波伊的神
殿并且把它的财富拿来献给克谢尔克谢斯。而且我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对于
神殿中那些值得提起的财富，比对于他留在自己的宫殿中的东西知道得还要
清楚得多。原来很多人一直在提到这些财富，特别是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
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东西。
（３６）当戴尔波伊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真是惊恐万状了。由于他们
非常害怕，他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是应当把圣财埋到地里去，还是把它们
移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但是神却嘱告他们不要移动任何东西，说他是可
以保护他自己的财物的。戴尔波伊人听到这话之后，便开始给他们自己打算
了。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到海的对面阿凯亚地方去。大部分的男子则
到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上去并且把他们的财物搬进了科律奇昂洞。还有一部
分人则逃到罗克里斯人的阿姆披撒去了。这样一来，除去六十个人和那个预
言者之外，全体戴尔波伊人就全部离开了那个城市。
（３７）而当异邦军渐渐迫近并且可以望到神殿的时候，那个名叫阿凯拉托
司的豫言者曾看见一些任何人都不许用手触的神圣的武器给从内室里搬了出
来，放在神祠的前面。于是他便去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留下来的戴尔波伊
人；但是当异邦军兼程迫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
面说的奇迹要大得多的奇迹。说来实在是不可思议：武器自己竞跑出来到神
祠的前面；但是在这之后的一次神意的显示都是比先前任何的一次都更加奇

异了。原来当异邦军逼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时，他们受到了自天而下的
霹雳的打击，帕尔那索斯山的两个山峰给打了下来，它们带着巨大的矗音向
着他们压了下来而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死了。而且从雅典娜神殿也发出了
胜利的喊叫和呼声。
（３８）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使异邦军产生了恐怖。戴尔波伊人看到他们
逃跑了，便从山上向他们进攻并且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其中得到活命的人一
直逃到贝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跑回去的那些异邦军说，除去上面所说的那
些上天显示以外，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可思议的上天显示。他们说，比普通
人要高大的两个武装大汉紧紧地追在他们后面，一面杀戮一面跟踪在他们的
后面。
（３９）戴尔波伊人说①，这两个人乃是当地的英雄，名字叫做披拉科斯和奥
托诺斯，奉祀他们的圣域就在神殿的近旁：披拉科斯的圣域位于雅典娜·普
洛奈亚神殿上方的道路近旁，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叙安佩亚峰下卡司塔里
亚泉的近旁。而且从帕尔那索斯山落下来的石块就是在我的时代还保存看
的，它们就在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圣域里，而当石头向异邦军队伍当中
落下来时就是落到那里的。那些人当时撤离神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４０）在另一方面，希腊的水师在离开了阿尔铁米西昂之后，却由于雅典
人的请求来到了撒拉米司。为什么雅典人请求他们碇泊在撒拉米司呢，原来
他们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安全地迁出阿提卡，此外，并且想商量一下今后行
动的方法。既然目前的情况使他们原来的愿望趋于幻灭，因此他们只能重新
进行商议了。他们本来想使伯罗奔尼撒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在贝奥提亚准备
应付敌人的进攻，可是他们却发现事实和他们的想法完全相连，相反地他们
得知伯罗奔尼撒人认为最重要的只是如何保卫伯罗奔尼撒从而在地峡上修筑
工事，丝毫不把其他地方放到心上。因此，在他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便
请求水师在撒拉米司停泊了。
（４１）于是其他的人，就到撒拉米司去了，而雅典人也就返回了自己的国
土。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就宣布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来挽救
他自己的子弟和眷族。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把他们的子弟眷族运往特罗
伊真，也有送到埃吉纳和撒拉米司去的。他们赶忙把一切人迁移到安全的地
带去，是因为他们想依照神意来行事。此外还有下面一个原因：据雅典人说，
在他们的神殿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卫城，他们不单是这样讲而已，他们还若
有其事地每月把蜜饼奉献给巨蟒，这个蜜饼先前一直是给吃掉了的，但是如
今却连动也不动地放在那里了。当女司祭把这个情况说出来的时候，推典人
便更加想离开他们的城市了，因为他们认为连他们的女神也都离开他们的卫
城他去了。在他们把他们的一切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去之后，他们就回到水师
的驻泊地去了。
（４２）当着从阿尔铁米西昂来的希腊人抵达撒拉米司的时候，他们的其余
部分的水师也听到了这件事并且从特罗伊真前来和他们会合，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曾奉命在特罗伊真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合的船只比在阿尔铁
米西昂作战的船只要多得多，并且是从更多的城市前来的。他们的统帅和在
阿尔敛米西昂的统帅是同一个人，即斯巴达人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
戴斯，不过这个人却不是王族出身。但是，断然提供了最多的和最好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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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雅典人。
（４３）参加希腊水师的人选是这样：伯罗奔尼撒地方首先是拉凯戴孟人提
供了十六只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只；希巨昂
人提供了十五只船，埃披道洛斯人十只，特罗伊真人五只，赫尔米昂涅人三
只。除去赫尔米昂涅人之外，这些人都属于多里斯族和马其顿族①，而且是最
后从埃里涅乌司、品多斯和德律欧披司地区来的。赫尔米昂涅人就是德律欧
披司人，他们是给 海拉克列斯和玛里司人从现在称为多里斯的地方给赶了出
来的。
（４４）以上就是参加水师的伯罗奔尼撒人。至于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本土
来的人，则雅典人提供的船只比之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他们独力提供了一百
八十只。原来普拉培伊阿人在撒拉米司地方并没有帮助雅典人作战，这是因
为当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撤退而到卡尔启斯这方面来的时候，普拉培伊阿
人已经在对岸贝奥提亚的领土登陆并且着手把他们的家眷迁走了。他们乃是
被留在后面以便使这些人安全撤退的。当佩拉司吉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拉斯
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称为克拉那欧伊①的佩拉司吉人。在国王开克洛普斯统
治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叫做开克洛皮达伊，而当王权围到埃列克铁乌斯手中
去的时候，他们又改换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了雅典人，可是当克苏托斯的儿子
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又随着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４５）此外美伽拉人也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同样数量的船只。阿姆普
拉奇亚人为水师提供了七只船，列乌卡地亚人三只，列乌卡地亚人是科林斯
地方出身的多里斯人。
（４６）在岛民当中，埃吉纳人提供了三十只船。在这之外，他们把别的船
只也配备了乘务人员，但是他们用这些船来保卫他们本土的海岸，而以航行
得最好的三十只船来参加撒拉米司的战斗。埃吉纳人是来自埃披道洛斯的多
里斯人，他们的岛以前是叫做欧伊诺涅。在埃吉纳人之后是在阿尔铁米西昂
提供了二十只船的卡尔启斯人和提供了七只船的埃列特里亚人，他们都是伊
奥尼亚人。再次是凯欧斯人，他们提供了和先前同样数目的船只；他们是来
自雅典的伊奥尼亚人。那克索斯人提供了四只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
本来是给他们当地的人们派出来参加到美地亚人一方面战斗的，但是他们却
不听从命令而投到希腊人的方面来了，他们是在他们城中的知名人士、当时
三段桡船的船长德谟克利图的游说之下才转到希腊人方面来的。那克索斯人
是雅典出身的伊奥尼亚人。司图拉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
而库特诺斯人则提供了一只三段桡船和一只五十桡船；这两种人都是德律欧
披司人。水师中还有赛里婆斯人、昔普藉斯人和美洛斯人。岛民当中只有这
些人没有把士和水献给异邦人。
（４７）以上所述的这些参加出征的人都住在铁斯普洛托伊人和阿凯隆河的
这面；原来铁斯普洛托伊人是和阿姆普拉奇亚人与列乌卡地亚人相邻接的，
而阿姆普拉奇亚人和列乌卡地亚人则是从最边远的地方前来的人们了。在住
在比他们更远的地方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同人在希腊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来
帮过忙，他们只提供了一只船，将领则是帕乌洛斯，他是在佩提亚比赛上三
度获胜的人。这些克罗同人都是阿凯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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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除去美洛斯人，昔普藉斯人和赛里婆斯人之外，这些人都是提供了
三段桡船来参战的，但美洛斯人等等则提供了五十桡船。出身拉凯戴孟的美
洛斯人提供了两只，属于雅典的伊奥尼亚人的昔普诺斯人和赛里婆斯人各提
供了一只。因此除去五十桡船不算之外，船只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八只①。
（４９）当上述各个城邦的将领们在撒拉米司集会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商
议；优利比亚戴斯向他们建议，要他们任何一个有意见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
的看法，看在希腊人所掌握的一切领土当中，哪一块地方最适于进行海战。
阿提卡已经被他们放弃了，因此他要他们就其他的地方进行考虑。但大部分
发言者的意见都倾向于一个相同的结论，即他们应当到科林斯地峡去，在那
里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进行海战，理由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撒拉米司的战斗
中被打败，他们就会给包围在岛上，而没有任何得到救援的希望了。但如果
在地峡附近进行海战，那他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逃到他们自己人的陆地
上去。
（５０）正当伯罗奔尼撒诸将作这样的打算时，来了一个雅典人，他带来消
息说，异邦人已经到了阿提卡并正在那里的全部土地上放火打劫。原来随着
克谢尔克谢斯穿过了贝奥提亚的军队烧掉了离开当地而到伯罗奔尼撒去的铁
司佩亚人的地市以及普拉塔伊阿人的城市，然后到达雅典并把那里附近的一
切都蹂躏了。他们烧掉了铁司佩亚和普拉塔伊阿，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
听到说，那些城市并不是站在美地亚一方面的。
（５１）在异邦军渡过出征出发点的海列斯彭特并进入欧罗已之后，他们到
达了阿提卡；他们在渡海进入欧罗巴这件事上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阿提卡
又用了三个月；当时卡里亚戴斯正是雅典的执政官。他们在那里攻占了当时
居民已经跑掉的城市，但是他们在神殿里发现了少数雅典人，一些神殿住持
和贫苦居民，他们用门和木材作为壁垒来保卫卫城，防备进攻。他们并没有
撒退到撒拉米司去，部分是由于贫困，也还由于他们自以为懂得了戴尔波伊
神托的意思，即木墙是攻不破的①，而且他们相信这便是神托所指的避难所，
而不是船只。
（５２）波斯人驻扎在卫城对面，雅典人称之为“阿列斯之山”的丘陵上面，
并且用向壁垒上射火箭的办法来围攻他们，火箭是把箭的四周包上麻屑再点
上了火的。尽管雅典人处于绝望的地步而壁垒对他们又毫不济事，他们却仍
旧对围攻者进行了抵抗。他们也不听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向他们提出的投降
条件，而是讲求各种对策来保卫自己，主要是用这样的办法，即当敌人攻到
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块向异邦人的身上砸去。结果克谢尔克谢斯在
长时期之内竟攻不下这个地方而致束手无策。
（５３）然而进退两难的异邦军终于找到了一条进攻的道路。原来神托的话
迟早一定会实现：阿提卡的全部土地终是要归波斯人来统治的。在卫城的前
面、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的地方，而谁也想不到会有人从那里登
上去的。虽然这个地方非常陡峭，却还有一些人在开克洛普斯的女儿阿格劳
洛斯的神殿附近的地点攀登上来了。当雅典人看到异邦人登上了卫城，他们
就有几个人从城上跳下去摔死了。其他的一些人则逃到内部的圣堂去避难。
攀登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到门那里去把它打开并且杀死那些请求庇护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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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所有的雅典人都杀死之后，他们便抢劫了神殿，然后又把整个卫城放
火烧掉了。
（５４）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完全控制了雅典，他便派了一名骑手到苏撒
去，把他当前的成功告诉阿尔培已诺斯。在派出使者之后的第二天，他把跟
随着他的雅典亡命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到卫城上去，按照他们本国的仪式
奉献牺牲，他发出这样命令不知道是由于做了梦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烧掉神
殿而后悔起来。雅典的亡命者们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５５）现在我要说一说我所以提到上述的事情的理由：在卫城上面有据说
是大地所生的埃列克铁乌斯的一座神殿，神殿里有橄榄树和一池海水，依照
雅典人的傅说，它们是波赛东和雅典娜在争夺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但
是现在，橄榄树在异邦人焚烧神殿的时候一齐给烧掉了，但是在它被烧掉的
第二天，当着奉国王之命去奉献牺牲的雅典人到神殿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从
残留的树干上长出来了大约有一佩巨斯长的嫩枝。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
了。
（５６）当撒拉米司的希腊人得悉雅典卫城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是惊恐到
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的某些将领不等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就赶
忙跑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遁了。他们当中留在后面的人则决定为守卫科林
斯地峡而进行海战。到夜里的时候，他们便散会上船去了。
（５７）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返回了自己的船，一个叫做姆涅西披洛斯的
雅典人向他探听他们商量的结果。姆涅西披洛斯听到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
们的计划是到科林斯地峡去，为保卫怕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他就说：
“这
样看来，如果他们乘船离开撤拉米司的话，那你的水师就再没有可以保卫的
国家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到他自己的城邦去，不管是优利比亚戴斯还是其他
任何人都将不能留住他们而使大军不致从此分散。而希腊也就由于轻率鲁莽
而灭亡了。想想看，如果还有什么办法的话，现在立刻就去想一切办法把这
个计划收回罢，只要你好歹能够说服优利比亚戴斯要他改变主意并且留在这
里就行了。”
（５８）这个意见正中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下怀。他没有回答姆涅西披洛斯什
么话，就到优利比亚戴斯的船上去了，并说要和优利比亚戴斯商量一件有关
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优利比亚戴斯要他到船上来，说出他要说的任何话。
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披洛斯那里听来的
话，正象是自己想出来那样地全都告诉了他，此外还加上了许多他自己的话，
直到用恳求的办法说服了对方，使对方走出自己的船，召集各将领前来商量
事情。
（５９）将领们集合起来了，据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没等到优利比亚戴斯向将
领们说明这次把他们召集来的目的，就由于希望心切而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发
表了长篇的演说。而当他还在发言的时候，科林斯的将领欧摩托司的儿子阿
迪曼托司就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比赛的时候在规定的时刻之前开跑的人
是要挨棒子打的”。但铁米司托克列斯给自己待解说：“不错，可是等得过
久的人是得不到荣冠的”。
（６０）在当时，他对科林斯人的回答是温和的，但是现在他对优利比亚戴
斯却根本没有象先前那样地提到什么如果他们离开撒拉米司，他们就会散开
和逃掉一类的话，因为他以为当着同盟者的面来诽谤他们，那是很不合适的；
因此他想出了另外一个论据。

（ａ）他说：“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留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听别的人们的
话把船开到科林斯地峡去，那你就可以保全希腊。听我把这两个计划讲一讲
由你来选择罢。如果你在地峡附近的水面上作战，那你就是在大海上作战了，
在那样的地方作战对我们是最不利的，因为我们的船只比较重，而且数量也
是比较少的；而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获得成功，但你却失去了撒拉米司和
美伽拉和埃吉纳。而且他们的陆军将会随着他们的水师前来，这样你自己就
会把他们引导到了伯罗奔尼撒，从而使全希腊有遭到灭亡的危险。
（β）相反的，如果你按照着我的意见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我下面所
说的利益。首先，在狭窄的海面上以我们少数的船只和他们的大量船只交手，
如果战争产生了它的当然结果的话。我们是会取得巨大胜利的；因为在狭窄
的海面上作战对我们有利，而在广大的海面上作战则是对他们有利。其次，
我们可以保全我们寄托了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撒拉米司。再次，我的计划还有
这样一个好处，而这个好处又是你最希望的，那就是，你留在这里和你在地
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同样会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如果你不失误的话，
你还不会把我们的敌人引到怕罗奔尼撒来。
（γ）而如果我所期望的事情全部实现而我们在海战中取得胜利的话，那
异邦军就不会趟临你们的地峡地带，他们也不会攻过阿提卡，而是会在混乱
中撤退；我们将由于保全美伽拉、埃吉纳和据神托说我们要战胜我们敌人的
地方撒拉米司而得到利益。当人们作出合乎道理的安排时，他们是最容易得
到成功的，如果作出不合道理的决定，上天当然也决不会附合人类的办法
的”。
（６１）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一番话就是这样。但是这时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
又来攻击他了。阿迪曼托司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是不应当多话的，并且说
优利比亚戴斯不要容许使一个没有自己城邦的人的意见付诸投票表决。他说
要铁米司托克列斯先有一个城邦作为自己的后援再到这里来商量事情，而正
是由于雅典被敌人攻克和占领，他才这样嘲骂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于是铁米
司托克列斯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迪曼托司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
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二百只满载乘员的船只，那雅典人就
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国土：因为在希腊人为中，是谁也没有力
量击退他们的进攻的。
（６２）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就到优利比亚戴斯那里去，比方才更加
激烈的说：“如果你留在这里的话，则你就会由于留在这里而表示出你是一
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把希腊搞垮，
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在我们的船上。考虑考虑看，还是听我的话罢。
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便不费什么气力带着我们的家小人等到意大利的
那从古来便是属于我们的昔利斯去，而且神托也说，我们是必须在那里建立
一个居民地的。因此，你们失去了象我们这样的联盟者，将来总会有一天想
起我讲的话来的”。
（６３）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这一番话使优利比亚戴斯改变了他的意图。他所
以这样做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率领他的船到地峡去时，雅典
人会离开他们：原来，如果雅典人离开水师的话，其他的部分就不是敌人的
对手了。于是他选择了上面所提到的计划，即留下来并在他们原来所在地的
海面上作战。
（６４）在这样的一番论争之后，撒拉米司地方的希腊人便依照优利比亚戴

斯的意思，决定着手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作战斗的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刚
刚升起的时候，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决定祈求诸神并且
把埃伊阿奇达伊一族召来帮忙。他们这样决定，就这样做了；他们向上天所
有的神作了祷告，而后立刻从撒拉米司把埃阿司和铁拉门召到他们那里去，
又派一只船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科斯和埃伊阿奇达伊族的其他的人们。
（６５）有一个叫做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的人，他是当时在美地亚人
当中博得名望的一个雅典亡命者。下面就是这个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正当阿
提十的土地被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所蹂躏而那里又没有雅典人的时候，他正
在特里亚平原上和拉凯戴孟人戴玛拉托斯在一块儿，他看到从埃列乌西斯起
来了一片仿佛是三万左右的人所踏起的烟尘。而正当他们十分奇怪是哪里来
的人们踏起了这样一片烟尘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一声叫喊，这声叫喊在他
听起来好象是雅科斯密仪的赞歌①。戴玛拉托斯并不清楚埃列乌西斯的祭仪，
便问他这是什上样子的声音；于是迪凯欧斯说：“戴玛位托斯，毫无疑问，
国王的大军将会遭到某种大灾难的。阿提卡地方既然已经没有人居住，那事
情便非常明显，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埃列乌西斯那里发出来
帮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而如果上天的垂象降临到伯罗奔尼撒的话，
那国王本人和他的大陆上的军队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上天的垂象是向着撒拉
米司的船只那边去的话，那国王就要有失掉他的水师的危险了。雅典人每年
举行这一祭仪是为了崇祁母神和少女神②，而不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雅典人也
好其他人也好，只要他愿意，是都可以参加这一密仪的。而你听到的喊叫声
就是他们在这一祭祀中所唱出的雅科斯密仪的赞歌”。戴玛拉托斯于是回答
说：“别说了，不要把这话再向其他任何人说了。因为，如果你的这些话报
告到国王那里去，你是会掉脑袋的。这样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就都无
法救你了。少说话罢，诸神是会关心这支大军的”。这就是戴玛位托斯的意
见；而在尘土和喊叫声之后，又出现了云彩，云彩高高地升到空中并飘向撒
拉米司希腊水师的那方面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明白，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
是注定要溃灭的了。以上便是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所说的故事，而且
他说戴玛拉托斯和其他人等都可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６６）被安置到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里服役的人们，在视察了拉科尼亚人
所遭受的惨祸之后，就从特拉奇司渡海到希斯提阿伊亚，而在三天的等候之
后，便驶过了埃乌里波斯，又经三天的时间，便到达了帕列隆①。在我看来，
在他们侵入雅典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和水师的数目比之他们来到赛披亚斯和
铁尔摩披莱的时候并不少。因为，虽然在暴风雨里，在铁尔摩披莱和在阿尔
铁米西昂的海战中他们有所损失，但是我却把当时还没有参加国王的军队的
人们算了进来，他们是玛里司人、多里斯人、罗克里斯人和除铁司佩亚人与
普拉塔伊阿人之外的贝奥提亚全军、还有卡律司托斯人、安多罗斯人、铁诺
斯人和除去我在前面所说的五个市邑②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原来，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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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行列中带春雅科斯幼时的象，还有他的摇蓝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雅科斯象，后面则跟着打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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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一个海港。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前，雅典人主要是使用这个海港。

②

在第四六节中所捉到的是六个市邑，即凯奥司、那克索斯、库特诺斯、赛里婆斯、昔普诺斯、美洛斯。

向希腊的腹地推进得越是深入，也就有更多的民族追随在他的后面。
（６７）因此当除了帕洛司人之外的所有这些人来到雅典（帕洛司人留在库
特诺斯，热心注祝战斗的结果如何），而其他人等来到帕列隆的时候，克谢尔
克谢斯于是就亲自到水师这里来，为的是和水兵们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来到之后，就坐到王位上去，应他之召从各船前来的诸民族的僭主和提督
也按照国王颁赐给他们每人的位阶入坐，首先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其
他的人依次入坐。在他们依次人坐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派玛尔多纽斯向他
们每个人进行征询，问波斯的水师是否应进行海战？（６８）玛尔多纽斯从西顿
人起开始巡行询问，所有其他的人一致认为应当进行海战，但是只有阿尔铁
米西亚讲了下面的话：（ａ）“玛尔多纽斯，我请你转告国王，讲这话的人在埃
乌波亚的海战当中决不是最卑怯的人，在战勋方面也决不是最差的人。主公，
但我认为我应当但白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就是说，说出我认为对你最
有益处的意见来。我要讲的话是这样。留着你的船，下要进行海战罢。因为
敌人在海上的力量比你要强，就象男子的力量比女子要强一样。你何必一定
要不惜一切牺牲而冒险进行海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了你出征的目的地雅典
和希腊的其他地方了吗？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你。而那些敢于和你抗衡的人们
都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
（β）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如何估计你的敌人的今后行动。如果你不急于
进行海战，而是把你的船只留在这里靠近陆地，或甚至一直向伯罗奔尼撒进
击的话，那末，我的主公，你是会很容易地达到你这次前来的目的的，因为
希腊人是不能和你长期相持的，然而你可以驱散他们，而他们便会各自逃回
自己的城邦了。根据我打听来的消息，他们在这个岛上没有食粮，如果你一
旦率领陆军进攻伯罗奔尼撒的话，则我想从那里来的人是不大可能坚持不动
的，他们将无意为雅典进行海战。
（γ）相反的，如果你忙于立刻进行海战的话，我害怕你的水师会遭受到
损失，而你的陆军也会连带遭殃的。再者，国王，请想一想，好人的奴隶常
常是坏的，而坏人的奴隶又常常是好的；而象你这样一位一切人中最优秀的
人物却有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奇里启亚人、帕姆庇利亚人这样一些被认为
是你的同盟者的坏奴隶，但他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６９）当阿尔铁米西亚向玛尔多纽斯这样讲话的时候，她的一切朋友都为
她的话而担忧，因为他们以为她不赞同进行海战会因此受到国王的怪罪。然
而那些因她在全部同盟者当中受到最大尊荣而对她怀恨和嫉妒的人们却很欢
喜她的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她自找倒霉了。可是当这些意见给报告到克
谢尔克谢斯那里去的时候，他却非常喜欢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他一直把她
为作一位崇高的妇人，而现在对她也就更加尊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
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原来在他看来，埃乌波亚一役是因为他本人不在场所
以他的士兵才故意不努力作战，而现在他却打算亲自前来督战了。
（７０）当启航的命令发出的时候，他们便向撒拉米司进发并且稳稳当当地
按照各自指定的地位排成了战斗的行列。那一天里由于夜间到来，已经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战斗了，于是他们便为第二天的战斗作准备。但希腊人却
是恐惧不安的，特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们。他们害怕的原因是这样：既
然他们是停驻在撒拉米司，那他们本身就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斗了；
这里忘掉的一个城市有人说是凯奥司，有人说是美洛斯，又有人说是赛里婆斯。

如果他们吃了败仗，他们就一定会给封锁在岛上而无法后退，可是自己的土
地却完全无法保卫了。
（７１）就在第二天晚上，异邦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了。虽然如
此，希腊人还是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阻挡异邦人从陆地上向他们进攻。
原来当伯罗奔尼撤人得知列欧尼达司的士兵们在铁尔摩披莱阵亡之际，他们
立刻便从他们的各个城邦赶到一起，并在地峡上扎下了营寨。他们的将领则
是列欧尼达司的兄弟，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他们在
那里驻扎并切断了司凯隆路，此后又在大家商谈决定之后横贯着地峡修筑了
一道壁垒。由于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而又是大家一齐动手，这个工程顺利地
完成了。因为他们把石头、砖、木材和满装着沙子的篮子都搬了来，而且集
合到那里作工的人们不分日夜，是从来也不停止的。
（７２）把所有自己的人都召到地峡来作工的希腊人是拉凯戴孟人和全体阿
尔卡地亚人、埃里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埃被道洛斯人、普里欧斯人、
特罗伊真人、赫尔米昂涅人。这些是集合在那里参加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
对希腊所遭到的危险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其他的怕罗奔尼撒人却毫不关心。
但无论如何，奥林匹亚祭和卡尔涅亚祭是都己经过去了①。
（７３）伯罗奔尼撒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阿尔卡地亚人和库努里
亚人是士著并住在他们一向居住的地方。阿凯亚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拉
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故土而住到别的地方去。七个民族当中的
其他四个民族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是多里斯人、埃托利亚人、德律欧披司人、
列姆诺斯人。多里斯人有许多有名的市邑。但埃托利亚人则只有一个埃里司。
德律欧披司的市邑则有赫尔米昂涅和与拉科尼亚的卡尔达米列相对的阿西
涅。全部帕洛列阿塔伊人都是属于列姆诺斯人的：库努里亚人被认为是伊奥
尼亚人，是唯一的土著伊奥尼亚人。他们是奥尔涅阿塔伊人②及其邻近的居
民，但是由于阿尔哥斯人的统治和时间的结果，他们却变成多里斯人了。在
这七个民族当中，除去我上面所说的城市之外，所有的城市都是采取旁观的
中立立场的。而如果我能够随便讲话的话，则那些城市这样一来，就是站到
敌人的一面去了。
（７４）这样，在地峡地带的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水师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便
好象大难临头成败在此一举那样地拼命工作。但是在撒拉米司的人们，虽然
他们听到了这个工程，却非常害怕。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却勿宁就是
为了伯罗奔尼撤而担心，一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相互喃喃交语，心里奇怪优
利比亚戴斯何以如此不智，但终于一致爆发成为不满的议论。于是举行了一
次会议，会上对于和先前同样的事情辩论了很久，有的说他们必须到怕罗奔
尼撒去，不惜为了那个地方而冒险，而不应当留下为已为敌人武力占领的国
土作战。但是推典人、埃吉纳人和美伽拉人却主张留下，保卫他们当时所在
的地方。
（７５）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自己的意见为怕罗奔尼撒人的意见所压倒
的时候，便悄悄地退出了会议的议席，派一个人乘船到美地亚水师的阵地去，
命令他务必送达一个信息。这个人的名字是西琴诺斯，他是铁米司托克列斯
的一名家丁，又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子女的保育师。在这之后，当铁司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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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移民为市民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使他成为一名铁司佩亚的公
民，同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富有的人。现在他乘着船来到异邦军的将领的地方
来，向他们说：“雅典人的将领背着其他希腊人把我派来向你们报告（因为他
是站在国王利益的一方面，故而他希望你们，而不是希腊人取得胜利），希腊
人已经被吓得手足失措并正在准备逃跑了，而如果你们能防止他们逃窜的
话，那你们就可以成就一项前无古人的功业。因为他们的意见既并不一致，
又不想再对你们进行抵抗，这样你们将会看到在他们中间，你们的朋友对你
们的敌人交起手来”。他说了这话之后就离开了。
（７６）波斯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于是他们首先使许多波斯人在
撒拉米司和本土之间的一个普叙塔列阿小岛上登陆。而随后到皮半的时候，
他们便把西翼向撒拉米司方面推进以便对它进行圆形的合围，而停泊在凯欧
斯和库诺叙拉的人们也向海上出航，他们的船只控制了全部海峡地带直到穆
尼奇亚的地方。他们这次出航海上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叫希腊人逃跑，把
希腊人封锁在撒拉米司并要希腊人为阿尔铁米西昂一役付出代价。至于波斯
军队在叫做普叙塔列阿的小岛登陆的意图则是这样：一朝在这里发生海战的
时候（原来这个小岛正当将要发生的海战的冲要之处），人和破船就会被海水
冲到这里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救援自己方面的人，同时还可以歼灭敌
方的人，这一切都是他们偷偷摸摸地背着他们的敌人干的。因此他们在夜里
一睡也未睡，而做了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７７）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
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当他们用层层的船只，围住了佩戴黄金宝剑的阿尔铁米司的神圣海岸和
那海浪拍击的库诺叙拉；当他们满怀妄想，夺去了雅典的光荣，以恣意的骄
睢，贪求完全的饱足。
那疯狂的暴怒，那绝灭百族的野心，终必烟消云散；因为这是天理不容。
青铜将和青铜撞击，那赫然震怒的战神，命令用血染红四海。但是洞察
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指宙斯——译者）和女王尼凯将把自由的曙光赐给希
腊。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
事情上反对他，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
（７８）但是在撒拉米司的将领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那时还不
知道异邦军的舰船已经把他们包围，而是以为敌人还在白天他们看到敌人时
所在的地方。

（７９）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吕喜玛科斯的儿子例里司提戴斯渡海到他们
这里来了。他是一个雅典人，但是曾在市民中间受过贝壳流放的处分；根据
我听到的关于他的立身处世的人品的说法，我自己就深信，他是雅典最优秀
的和最正直的人物。这个人来到之后就站在会堤门外的地方把铁米司托克列
斯叫了出来，尽管铁米司托克列斯不仅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的不共戴天
的敌人。但是鉴于当前面临的重大危险，他才把旧怨放到脑后，而把铁米司
托克列斯叫出来和他谈话。原来他已经听到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船只
开到地峡那里去。因此当铁米司托克列斯出来见他的时候，阿里司提戴斯就
说：“不管是在先前别的场合下，还是在目前，我们都应当比试一下，看我
们两个人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用处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
人从这里撒离水师的事情，谈得多谈得少那总之是完全一样的。而我把我亲
眼目睹的事情舍诉你吧，现在即使是科林斯人和优利比亚戴斯想乘船逃脱，
他们也做不到了；我们已四面人方陷入我们敌人的重围了。现在你进去把这
伴事告诉他们罢。”
（８０）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回答说：“你的劝告十分有用，而且你带来了
很好的消息，因为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亲眼看到了我期望会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美地亚人所做的事情正是我自己引起来的。因为当希腊人自己不想准
备战斗的时候，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现在你既然带来了这
个好消息，那就请你自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们罢。如果我报告这个消息的
话，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消息，因此他们决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而以为
异邦人是决不会做如你所说的这样的事情的。你自己去告诉他们，把经过的
情况对他们说了罢。当你舍诉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你的话，那最好了；
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那事情反正对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如你所说，
我们已在四面八方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他们便再也不能逃跑了”。
（８１）于是阿里司提戴斯就走到他们面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说他
是从埃吉钠来的，他是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敌人的视线偷渡了封锁线的，因为
希腊的全部水师已经给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包围起来了，故此他说他们最好
是作保卫自己的准备。他这样说了之行就离开了。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因
为大部分的将领是不相信这个报告的。
（８２）可是在他们还不相信的时候，一只载着铁诺斯的逃脱者的三段桡船
到他们这里来了，这只船的将领是索喜美涅斯的儿子，一个叫做帕那伊提乌
斯的人，这个人把全部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他们了。由于铁诺斯人的这一行动，
他们的名字便和击败了异邦军的那些人的名字，一齐给刻在戴尔波伊的三脚
架上。逃到撒拉米司来的这只船再加上位去在阿尔铁米西昂逃来的列姆诺斯
人的那只船，使先前尚缺两只船便是三百八十只的希腊水师恰恰补足了这个
数目。
（８３）希腊人终于相信铁诺斯人听讲的话，于是便准备作战了。那正是刚
刚破晓的时候，他们把士兵召集起来开会，铁米司托克列斯就在会上作了一
衣比其他任何人都精彩的演说。他的演说的要旨始终是把一个人的本质和天
性当中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加以对比，而劝告他们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演说
结束之后，他便命令他们上船了。而正当他们上船的时候，那只被派出去接
埃伊阿奇达伊族①的三段桡船也从埃吉纳回来了。于是希腊人的全部水师便乘
①

参见本卷第六四节。

船向海上出发了。而在他们刚刚解缆前进的时候，异邦军便立刻向他们攻过
来了。
（８４）于是其他的希腊人便开始把船回转过来，想使它们靠岸，但是这时
一个雅典人、帕列涅区的阿美尼亚斯乘着船冲到前面去向敌人的一只船进
攻。他的船和敌人的船舷舷相接纠缠到一处不能分开，于是其他人这时便来
援助阿美尼亚斯而加入了战斗。这便是雅典人关于战斗的开始的说法。但是
埃吉纳人却说，引起战端的船都是派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奇达伊族的那一
只。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的幻影，这个妇人高声向希腊
全部水师讲话激励他们，而在一开头，她是用这样的话谴责他们的：“卑怯
的人们啊，你们这是在于什么，你们要把船倒退到什么地步啊？”
（８５）然而，配置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因为他们是在向着埃列乌西
斯的一面，即西面的一翼），而配置在枕凯戴孟人对面的是伊奥尼亚人，他们
占着东面的一翼，离披莱乌斯极近。但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象铁米司托克列
斯指令他们那样，在战斗中表现出敷衍的样子，不过他们大多数却不是如此，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歼灭了希腊船只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的名字，可是在这些名
字中间我只愿意提出两个人的名字来，那就是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
托尔和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儿子披拉科斯，他们两个人都是隆摩司人。我所以
只提到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提奥美司托尔曾因这次的战勋被波斯人任命为萨摩
司的僭主，披拉科斯则被列名为国王的恩人并被赠给大量的土地。国王的这
些恩人在波斯语中是叫做欧洛桑伽伊。
（８６）以上就是关于这些人的情况了。但是大量的船却在撒拉米司沉没
了，其中有的是给雅典人击毁的，有的是给埃吉纳人击毁的。原来希腊人是
秩序井然地列队作战的，但异邦军这时却陷于混乱，行动时也毫无任何确定
的计划，因而他们遭遇到实陈发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
如此，在那一天里，比起埃乌波亚之役来，他们已完全不同，而且证明自己
确实是勇敢得多了，每个人都拼命作战，他们都很怕克甜尔克谢斯，而且每
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是正在看着他的。
（８７）至于其他的一些人，我不能确实地说出异邦人或是希腊人他们每个
人是如何作战的。但是在阿尔铁米西亚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
情使她受到国王的、比先前更大的尊敬。当国王的水师陷于一团混乱的时候，
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正在给一只阿提卡的船所追击，（原来在她的前面有自己一
方面的其他船只，但她的那只船却恰好是离敌人最近的），故而她无法逃脱。
于是她便决定做一件将来会对她有利的事情。当她在雅典人的追击之下逃跑
之际，她却向友军的一只船进行突击，而在那只船上有十林达人和卡林达国
王本人达玛西提摩斯。可能当他们还在海列斯彭特的时候，她和他有过一些
争吵，但是我不能说她这次的行动是有预定的目标，还是由于偶然经过她的
迸路，卡林达人才遇到了她的。现在既然她向这只船进攻并把它击沉，她便
很幸运地给自己求得了双重的利益。因为，当阿提卡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看到
她进攻异邦军的船，他便以为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或者是一只希腊船，或是一
只倒戈为希腊人作战的异邦船，这样他便转到别的方面对付其他的船去了。
（８８）由于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机会，结果她竟逃出虎口而免除了杀身之
祸。更有进者，这件事的结局是：她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却反而在克谢尔
克谢斯的面前赢得了莫大的荣宠。据说国王在督战时看到她向一只船进攻，
当时侍立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就说：“主公，请看阿尔铁米西亚战斗得多么卖

气力，看她怎样把一只敌船击沉了啊！”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就问是否真是阿
尔铁米西亚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她的船
的标帜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他们认为她击沉的那只船是敌人的船。
对她来说，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当然有其他种种幸运的机缘，然而是幸运的
却是，卡林达人船上的人没有一个生还来控诉她的。克谢尔克谢斯听到他们
告诉他的一切之后，据说他说，“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
子了”。人们说，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讲的。
（８９）在这次的苦战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大流士的儿子、水师提
督阿里阿比格涅斯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汪有其他许多知名的波斯人、美地
亚人和其余的同盟者，但希腊人方面阵亡的却不多。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
此他们中间失掉了船，却没有在肉搏战中丧命的人们，都游泳渡海到撒拉米
司去了；但是异邦军的大多数却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海里。而当最前面的
船逃跑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人最多；原来列阵在最后面的人们想乘着船挤到
前面去，以便使国王看到他们也是在勇猛地战斗，这样就跟自己前面逃跑的
那些船只冲撞到一起了。
（９０）而且，在这一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船只被摧毁的
腓尼基人到国王这里来，控告伊奥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说正是由于伊奥
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才失掉了自己的船只的。至于这件事的结果，俐伊
奥尼亚人的统帅们并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向他们进行控诉的腓尼基人却得了
下面我要讲到的回报。如前所述、原来正当他们江在讲着话的时候，一只萨
摩特拉开的船向一只阿提卡的船进攻，而当阿提卡的船正在沉没的时候，一
只埃吉纳的船又攻上来把这只萨摩特拉开的船击沉了。但是擅长于投枪的窿
摩特拉开人却用一阵投枪把击沉了他们的船只的那只船船上的人一扫而空，
然后跳上对方的船而自己占有了它。这样一来，伊奥尼亚人便得了救，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们这样赫赫的战勋时，他感到极度的愤慨并想把所发
生的这一切归罪于腓尼基人，于是他便转向腓尼基人，命令人们把这些腓尼
基人枭首，因为他认为本身是懦夫的人是不配控告比他要勇敢的人的。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坐在称为埃伽列欧斯的、对着撒拉米司的一座山山下的坐位
上，看到自己一方面的人在战斗中表现任何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问立功的
人是谁，而他的史官就把三段桡船的统帅，他的父亲和他所属的城邦的名字
记录下来。此外，伊奥尼亚人的朋友、波斯人阿甲阿拉姆涅斯当时也在国王
的身旁、在搞垮腓尼基人的这件事上他多多少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９１）克谢尔克谢斯的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腓尼基人的。异邦军既然被击溃
并想逃到帕列隆去，埃吉纳人便在海峡地带埋伏下来伏击他们并且立下了赫
赫的战功。原来，雅典人在混乱中间击沉了所有那些想抵抗或是想逃窜的船
只，而埃吉纳人对付的目标则是离开海峡想逃出战场的那些船只，所有那些
逃出了雅典人之手的船只，结果很快地就窜到埃吉纳人的伏击范围里面去
了。
（９２）这时有两只船在那里遭遇到一起了，一只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追击
的船，另一只是埃吉纳人克利欧斯的儿子彼律克利托斯所乘坐的船。而这只
船又在袭击一只西顿人的船，西顿人的这只船正是捕获了在司奇亚托斯那里
担任放哨任务的埃吉纳船的那只船，在这只埃吉纳船上的是伊司凯诺斯的儿
子披铁阿斯，波斯人对这个人的英勇十分钦佩，而使这个满身带伤的人仍然
留在船上。当这只西顿的船被拿捕的时候，船上的波斯人当中就有披铁阿斯。

因此披铁阿斯便安全地回到埃吉纳了。当波律克利托斯看到阿提卡的船的时
候，他由于提督船的标帜而认识到它，于是他便向铁米司托克列斯号叫痛骂，
他责怪铁米司托克列斯说，铁米司托克列斯会说埃吉纳人是和波斯人站在一
边的。然而波律克利托斯是在对一只敌船进行攻击之后，才向铁米司托克列
斯发出了这样的责难的。至于那些船只保全下来的异邦军，则他们逃到帕列
隆去并且投到陆军的庇护之下了。
（９３）在这一次海战里，在希腊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人，其次
是雅典人。个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的波律克利托斯和两个雅典
人，阿那几洛斯区的埃乌美涅斯和追击阿尔铁米西亚的那个帕列涅区的阿美
尼亚斯。如果他知道是她在那只船里的话，则除非他拿捕了她的船或是自己
的船被拿捕，他是决不肯干休的。雅典的统帅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指令，凡是
生擒阿尔铁米西亚的人可以得到一万德拉克玛的奖赏。因为一个妇女竟前来
向雅典进攻，这实在是使人十分愤慨的事情。然而，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她
竟逃掉了，而船只得以保全的其他人等也都在帕列隆了。
（９４）根据雅典人的说法，科林斯的水师提督阿迪曼托司正当双方的·水
师开始交手的时候，他竟被吓往而惶恐万状，进而揭帆逃遁了。而当科林斯
人看到他们水师提督的船逃脱的时候，他们也都和他一样地溜走了。可是据
说当他们逃到撒拉米司地方雅典娜·司奇拉斯神殿所在地的附近时，他们承
蒙上天的嘉佑，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遣来的船，而在这只小船靠近科林斯人
之前，他们对于水师的情况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下面的情况使他们推知这件
事是出自天意的：当这只小船驶近他们的船只时，小船里的人们喊道；“阿
迪曼托司，你把你的船只掉过头来逃跑这样你便背叛了希腊人；可是现在他
们已完全实现了他们所祈求的、能够战胜敌人的想法，他们今天已取得胜利
了”。他们这样讲，但阿迪曼托司不肯相信他们的话，于是他们又说，如果
人们发现希腊人没有取得胜利的话，则他们甘愿去作人质并被杀死。于是阿
迪曼托司和其余人等便真地掉转过船头，返回水师的阵地，但这时这里的胜
负之局早已确定了。雅典人关于科林斯人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但科林斯人却
否认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处在战斗的最前列，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
以为他们作证的。
（９５）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在撒拉米司的这一骚乱中做出
了下列的事情，我在刚才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十分出众的雅典人：他率领着配
列在撒拉米司沿海地带的许多雅典重武装兵，使他们渡海在普叙培列阿岛上
登陆，结果他们把那个小岛上的全部波斯人都给杀死了。
（９６）海战告一段落之后，希腊人便把还飘浮在那一带水域上的所有残破
的船拉到撒拉米司去并且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因为他们以为国工会驱使
他那残存的船只卷土重来的。但是许多残破的船只都被卷到西风里去，而枪
带到阿提卡的称为科里亚斯的海浜地带来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巴奇司和
穆赛欧斯所说的关于海战的其他预言得以应验，就是在许多年前一个雅典的
神托解释者吕两司特拉托斯所预言的关于被冲到这里岸上的破船的话，也是
希腊人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含义的话，也应验了：就是科里亚斯的妇女
们也将要以桡为薪来烧饭的。不过这事是在国王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了。
（９７）当克谢尔克谢斯知道了他所遭受的惨败的时候，他就害怕希腊人会
由于伊奥伊亚人的建议或基于自己的考虑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他的桥梁毁
掉，这样他就会被切断退路而留在欧罗巴，并有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因此

他就打算逃走了。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人发现他的这样一个打
算，他便打算修筑一条大堤通过撒拉米司，并把腓尼基的商船连成一列用来
代替浮桥和壁垒，就仿佛他还要进行一次海战而作战斗准备似的。所有其他
的人看到他这样做，都深信他是一心一意地打算留在那里并把战斗继续下
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过去自己的经验，对于克谢尔
克谢斯的意图是知道的最清楚的。
（９８）正当克谢尔克谢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便派一名使看到波斯去报告他
目前的不幸遭遇。在人世里面再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传得更快了，原来
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道上
便设置多少人和多少马，每隔一天的路程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
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那被指定的目的地。第一名
骑手把命令交给第二名，第二名交给第三名，这样这个命令依次从一个人传
给另一个人，就仿佛象是希腊人在崇祀海帕伊司托斯时举行的火炬接力赛跑
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之为安伽列昂。
（９９）当第一个信息来到苏撒，报道克谢尔克谢斯已攻下了雅典的时候，
它便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欢欣鼓舞非常，以致他们把桃金孃的树枝撒到所有的
道路上，他们焚香，而且他们自己还沉醉在牺牲奉献式和各种欢乐的事情上。
但是随着第一个信息而到来的第二个信息，却使他们大为沮丧，他们竟把他
们的衣服撕碎，继续不断地哭叫哀号，而把一切过错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
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船只方面的损失，勿宁说是担心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的安全。
（１００）因此，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回来加以制止的时候，波斯人才停
止了这样做。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由于海战之故精神大
为销沉并疑心到克谢尔克谢斯会针划从雅典撤退，因此他自己私下里便以为
他会由于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受到惩罚，并以为他最好还是不惜冒险或者
是把希腊征服，或者是在成就了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当然，他还是
希望能把希腊征服的。在他作了这一切的考虑之后，他便这样建议说：“主
公，请不要悲痛，也不耍由于我们所遭到的事情而垂头丧气，认为是受到了
什么巨大的不幸。对于我们来说，一切的结局不是决定于木材，而是决定于
人马。那些自以为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们，没有一个人会从他的船上下来
试图和你对抗，在本土这里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人；那些反抗过我们的人
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立刻去进攻伯
罗奔尼撒吧，或者如果你觉得等一等好，那这样做也可只的。不要沮丧吧，
希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他们对现在和先前所做的事情的责任，无论如何
也不能逃避使他们不成为你的奴隶的。因此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话去做。但是，
如果你已决定把你的军队引开，那我仍然有一个计划向你陈说。国王，不要
叫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罢。因为，如果你的事业受到损害，那也决不是
波斯人的过错，而且你也不能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得象是懦夫。而如果腓
尼基人、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和奇里启亚人表现出自己是卑怯的人的话，那
这个灾难也决不会牵涉到波斯人的。因此，波斯人既然没有可以归咎的地方，
那末还是听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已决定你不再留在这里，那么就率领着你的
军队的主力回到家乡去吧。但是我愿意在你的大军中挑选三十万人，以便在
奴役希腊之后把它献给你”。
（１０１）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番话之后，他就好象苦尽甘来那洋地欣然喜

悦了。于是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在他先考虑采取这两个计划中的哪一个之
后就会给他回答的：当他和他召集来的那些波斯顾问商议的时候，他觉得也
应该把阿尔铁米西亚找来参加会议，因为他认为在前次的会议上，只有她一
个人是懂得最好应当如何做的。当阿尔铁米西亚到来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
便下令所有其他人等即波斯顾问和他的近卫士兵一概退去，然后对她说：
“玛
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留在这里并向怕罗奔尼撒进攻，因为他说波斯人和陆军
对于我们这次的灾难毫无责任，而且他们很愿意向我证明这一点。因此他的
意见是要我这样做，否则的话，他自愿从我的大军中选拔三十万人并想在将
来把奴役的希腊交给我。而依照他的劝告，则我应当车领着其余的军队回国。
（正如关于前次的海战，你会对我作了要我不去进行海战的正当劝告），
因此现在我向你请教，请你告我，你认为在这两件事当中我应当做哪一件”。
（１０２）听到对她所作的这样的垂询之后，她就回答说：“国王，要回答你
的垂询，说出哪一个办法最好，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
以为最好是你自己回国，让玛尔多纽斯偕同他希望得到的人们留下，如果他
愿意并保证做到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如果他平定了他自谓可以平定的一切地
方并且在他所谈到的目的上面得到成功，那么，主公，这成就是你的，因为
这是你的仆人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与玛尔多纽斯的看法相反的
话，既然你本人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那这对你也不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因
为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就必须常常为保全他们自己的性
命而进行战斗。至于玛尔多纽斯，则如果他遭到什么灾难的话，根本可以不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如果希腊人所杀死的只不过是你的仆人的话，那他们
的任何胜利都不会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至于你呢，你在把雅典烧掉之后，可以回国去，因为这样做，你已经达
到你这次远征的全部目的了”。
（１０３）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使克谢尔克谢斯深感满意，因为她所说的恰巧
是他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我看来，纵令所有的男女人等一致劝他留下，
他也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给吓坏了。他对阿尔铁米西亚表示了感谢之
意以后，就派她带领跟着他从军的几个庶子到以弗所去了。
（１０４）他派了一个叫做海尔摩提莫斯的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海尔摩
提莫斯是佩达撒人，他在宦官当中，是最受克谢尔克谢斯尊重的。〔佩达撒
人是居住在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的上方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有什么凶事不久将在他们城市周边居住的所有人们身上发生的时候，雅典
娜的女祭司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鬃来。这样的事在他们那里已经发生两次了。
（１０５）海尔摩提莫斯就是从这个佩达撒出身的〕①他为了加到他身上的不
正行为，而进行了人类当中我所知道的最残酷的报复。他曾为敌人所俘和出
卖，买他的是岐奥斯人帕尼欧纽斯，这是一个立身处世极其卑鄙污龊的人物。
他总是取得容貌秀丽的男童，把他们阉割然后把他们带到撒尔迪靳和以弗所
去，就在那里把他们以高价出手；因为在异邦人眼里，宦官比正常的人要值
钱，因为他们对宦官是完全信任的。而海尔摩提莫斯就是帕尼欧纽斯为了作
生意而阉割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海尔摩提莫斯还不算是在一切事情上
都不幸的。原来，他随同其他的呈献品从撒尔迪斯被带到国王那里去，久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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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他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宦官中间获得了最大的荣宠。
（１０６）正当国王在撒尔迪斯那里准备率领他的波斯军队进攻雅典的时
候，海尔摩提莫斯为了手头的某件事情来到了美西亚所属的、住看岐奥斯人
的一个叫做阿塔尔涅乌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帕尼欧纽斯。当他认清楚
是帕尼欧纽斯本人的时候，他就和帕尼欧纽斯进行了友好的长谈，他说他今
日的一切幸福都是由于帕尼欧纽斯的椽故，并告帕尼欧纽斯说，如果帕尼欧
纽斯把妻子儿子带到这里来住的话，那他会报答而使帕尼欧纽斯也得到幸福
的，此外并答应帕尼欧纽斯这样那样的事情：帕尼欧纽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
请求，因而把他的妻子儿子带了来。但是海尔摩提莫斯在控制了帕尼欧纽斯
和他的全家之后，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是卑鄙肮脏的买卖来谋生的
东西，告诉我，我或是我家里的先人对你或是你家里的人做了什么缺德的事，
使你把我弄得不成个男人而变成什么也不是的一个东西？你以为诸神丝毫不
知道过去你干的那些勾当吗。但是诸神的天理昭彰，结果由于你所做的恶事，
你仍然要落到我的手里，而现在你将要心悦诚服地接受我加到你身上的全部
惩罚了罢”。对帕尼欧纽斯这样地谴责了之后，他便把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
带到他跟前来，强迫他阉割他自己的四个儿子。帕尼欧纽斯迫不得己这样做
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的父亲。天罚和海尔摩提莫
斯对帕尼欧纽斯便是这样进行了报复的。
（１０７）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孩子们托给阿尔铁米西亚带到以弗所去之
后，他便召见玛尔多纽斯，嘱告他从军队中选拔出他所需要的那部分并耍他
试着做到他自己所保证的事情。这就是那天白天里的事情。到了夜间，国王
下令各将领从帕列隆启航，以全速再迈回海列斯彭特以便守护桥梁使国王通
过去。当异邦军在途中走近佐斯泰尔的时候，他们把从陆地向海中伸出的一
些细长的海角认成是船只，因此逃了很远的一段略：但是随后不久知道了那
不是船而是海角，他们才集合起来继续他们的航行。
（１０８）在天亮的时候，希腊人看到陆军还停驻在原来的地方，便以为水师
也还在帕列隆；他们以为还会发生一场海战，于是使准备进行防卫。但是在
他们知道水师已经离开的时候，他们立刻决定跟踪追击；因此他们就一直跟
踪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直到安多罗斯的地方，但是仍看不到敌人的影于。而
当他们来到安多罗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商议。铁米司托克列斯宣
布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在岛屿中间推进，而在追击敌船之后，便应一直航
行到海列斯彭特那里去把桥梁毁掉。但是优利比亚戴斯的意见恰恰相反，他
认为把桥毁掉等于是对希腊做了有最大损害的事情。他说如果波斯人的退路
被切断而不得不留在欧罗巴的话，他们是不会试图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的，
因为，他如果无所动静的话，这对他本人的事情既无好处，他又不能找到任
何回家的道路，担他的军队却会饥饿而死。但如果他振作起来一直不停地继
续活动，那就很可能欧罗已的每一个市邑和民族或是被他征服，或是在这之
前和他结城下之盟而分别地归附于他；而今后他们便会取得希腊土地每年生
产的谷物作为他们的粮食。可是他以为波斯人在海战中吃了败仗之后不会留
在欧洲，因此可以放他一直逃回他自己的国土。这样今后大家所争夺的就是
他的土地，而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其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将领们也同意这个意
见。
（１０９）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不可能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航行到海列
斯彭特去的时候，他便改变方针转向雅典人（因为他们对于波斯人的逃跑感到

最大的愤怒，他们打算甚至自己到海列斯彭特去，如果其他的人不愿意去的
话），对他们说：“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而更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被打败
的人们，如果他们玻追击到穷地的时候，他们会反身再战并且会补偿了他们
以前的损失的，因此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击退了象云霞一样的这一大祥敌
人，乃是我们自己和希腊所遇到的一大幸事），我们还是不要追击那些逃跑的
人们了罢。耍知道，取得了这场胜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诸神和天上的英雄
们，因为他们认为象亚细亚和欧罗已这样大的地方由一个人来统治那是太大
了，何况这个人又是一个邪恶的和不敬神的人呢。这个人怎样呢，他把圣物
和人间的东西一体看待，他烧毁和抛弃神象，他还鞭打海洋并把枷锁投到里
面去。但是目前我们的事业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注意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家族罢。在我们把异邦人完全赶跑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园
重新建立起来勤勉地耕种罢；而当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航行到海
列斯彭特和伊臭尼亚去罢”。他讲这一番话的意图，是要取得波斯人的某种
信任，以便将来如果他可能在雅典人手中遭到什么灾难的话，他可以有个避
难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就发生了。
（１１０）铁米司托克列斯讲这番话是以欺骗为目的的，可是雅典人却听从了
他的话；原来在过去他一直有智慧之士的令名，而如今又表现出他不但有智
慧而且小心谨慎，故此他们不拘他讲什么都是愿意听从的、铁米司托克列斯
使他们听从了自己的命令之后，他立刻派遣几名他相信不拘如何拷问也不会
把他命令他们告诉国王的消息加以泄露的心腹乘船去向国工报信，而在这里
面又有他的仆人西琴诺斯。当这些人来到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等留在船里
面，西琴诺斯则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向他说了这样的话：“雅典军的将
军和全联盟军中最勇武和有智慧的人物，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
派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雅典人铁米司托克列斯愿意为你服务，因此在希
腊人想追击你的船只并毁掉海列斯彭特的桥梁的时候阻住了他们。现在他要
你径自回去，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你的”。在他们说了这番话之后，便回到
自己的船里去了。
（１１１）但是希腊人现在他们既然不再打算进一步追击异邦人的水师，又不
打算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可以通行的桥梁破坏，他们于是便包围了安多罗
斯以便把它拿下未，因为那里的人，也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向之要求金钱的
最初的岛民，是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要他们知道，雅典人
这次有说服和强制两位强大的神前来帮助他们，而安多罗斯人无论如何也要
把钱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善意助人的诺神，那它
的强大和繁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安多罗斯人的土地却甚为狭小而
且贫困和无力这两位恶意的神从不离他们的岛，而是永远喜欢纠缠在他们的
岛上：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则他们安多罗斯人是不会拿出钱来的。因为纵
然雅典有权势，但它也决不能胜过他们的无能为力的。他们既然作了这样的
回答和拒绝给钱，因此他们便被包围了。
（１１２）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营私肥己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他利用他曾派到
国王那里去的同样的那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到其他各岛去勒索金钱，
并说如果他们不拿出他所要求的金钱时，他将率领希腊的大军到他们的地方
未围攻他们并攻取他们的岛屿。这样他就从卡律司托斯人和帕洛司人那里聚
歛了大量的资财，因为这些人听说安多罗斯由于站在美地亚的一边而受到围
攻，而铁米司托克列斯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对这些事情他们十

分害怕，于是就把钱拿出来了。而我以为不止这些岛民，还有其他的岛民也
给了钱，但是我却不能说得确实了。尽管如此，卡律司托斯人仍未能因此从
灾难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帕洛司人却用金钱买得了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欢
心，从而免除了战祸。这样，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以安多罗斯为开端，背着其
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了金钱。
（１１３）克谢尔克谢斯摩下的人等在海战之后又等待了几天，然后就循着他
们来时的原路返回贝奥提亚去了。原来玛尔多纽斯认为应当护送一下国王并
且以为当时的季节是不适于作战的；他以为最好是在帖撒利亚过冬，到阳春
到来的时候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当他们到达帖撒利亚的时候，玛尔多纽斯
首先在那里把被称为不死队的全体波斯入选拔出来，例外的只有他们的将领
叙达尔涅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不能离开国王本人的），其次是波斯的胴甲兵
和一千名骑兵，还有美地亚人、撒卡依人、已克妥利亚人和印度人的步兵和
骑兵。这些民族他是全部选拔的，至于他的其他同盟者，他只从每一个足族
选拔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外表好和他知道有过一些好的事迹的人物。不过他
所选拔的戴着头甲和手甲的波斯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
民族的人都要多的，次于他们的则是美地亚人：美地亚人在数目上诚然不逊
于波斯人，可是在作战的实力上却不如了。这样全军的人数，加上骑兵，就
到达三十万人。
（１１４）正当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的时
候，从戴尔波伊有一个神托送到拉凯戴孟人的地方来，要拉凯戴孟人向克谢
尔克谢斯要求对列欧尼达司的死亡加以赔偿并且接受他给予他们的任何答
复。于是斯已达人立那火速地派出了一名使者：他发现剩下的波斯全军还留
在帖撒利亚，于是他便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对他说：“美地亚人的国王，
拉凯戴孟人和斯巴达的海拉克列达伊族要求你为他们的国王的死亡付出赔
偿，因为在他保卫希腊的时候你杀死了他”。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
了起来；过了很久的时候，他才指着恰好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那
么，这里的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完全付与他们的”。
（１１５）使者把这句话记下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把玛尔多纽
斯留在帖撒利亚，他自己则火速地向海列斯彭特方面赶路，而在四十五天里
来到了渡口，但是带回来的军队可以说是几乎等于零了。在行军途中，不管
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他们对这些人的谷物都一概加以掠夺而作
为食粮。而在他们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上生长的草，剥树
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们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一概不留。他们就饿得干
这样的事情。此外，在行军途中，他们中间又发生了瘟疫和赤痢，结果使他
们丧失了性命。克谢尔克谢斯把一些病人留在后面，命令他在进军途中经过
的那些市邑照顾他们，调理他们；他们有的给留在帖撒利亚，有的给留在派
欧尼亚的昔利斯，有的给留在马其顿。在他向希腊进军时，他曾把宙斯的圣
车留在昔利斯，但是在归途中他再也拿不回它了，因为派欧尼亚人把它送给
了色雷斯人；而当克谢尔克谢斯向他们要求返还的时候，他们就说，住在司
妥律蒙河河源地带附近的上色雷斯人把正在牧放中的马匹劫走了。
（１１６）当时在那里，一个身为比撒尔提亚人和克列司托尼亚国的国王的色
雷斯人千出了一件超人的事业来。他自行拒绝承认自己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奴
隶，而逃跑到洛多佩山里面去。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到希腊去，但是他
的儿子们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一直希望看一春战争的场面，故而他们就随

着波斯人出征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他们六个人全部安全无伤地回到家
中时，他们的父亲便挖掉了他们的眼睛。
（１１７）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经过色雷斯进军到渡口的波斯人却
赶忙地乘着他们的船只渡海到了阿比多斯，原来他们发现桥梁并没有搭在那
里，而是己经给一场暴风雨摧毁掉了。这样，他们的进军便被阻止在那里，
不过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食物却比他们一路上得到的食物要多，由于他们过度
的贪食和他们改换了饮用的水，这就使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
的人等就和克谢尔克谢斯一同来到了撒尔迪斯。
（１１８）但是还有下面的另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
雅典进军到司妥律蒙河河上的埃翁的时候，他就不再从陆上进军，而是把他
的军队委托叙述尔涅斯带到海列斯彭特去，他自己则乘上一只腓尼基船出发
到亚细亚去了。在这次航行中，他遇到了从司妥律蒙河那方面来的、吹得海
浪滔天的一场暴风。由于船上的人太多，以致克谢尔克谢斯的随行人员有许
多都在甲板上面，再加上暴风雨对他也越来越猛烈，因此国王害起怕来，就
向舵手呼叫，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于是那个人便说：“主公，除
非船上的这些人当中去掉一部分，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据说克谢尔克谢
斯在听到这话之后，便向波斯人说：“波斯人，现在看来，我的安危既然系
在你们的身上，因此这也就是考验你们是否关心我的时候了”。结果他们就
在向他行礼以后，跳到海里去了。这样，船载变轻的船就安全地到达了亚细
亚。在克谢尔克谢斯刚刚上陆的时候，他便因舵手的救命之恩而赐给他一顶
黄金冠，但另一方面，又割下了这个舵手的头，因为他使许多波斯人来了性
命。
（１１９）以上便是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归还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从自己的方
面来说，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
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末我想，
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即他会命令甲
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
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
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
（１２０）这里还有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克谢
尔克谢斯在归途中来到阿布戴拉的时候，曾和那里的人结成朋友①并且把一把
黄金的波斯刀和鏤金的提阿拉斯②送给他们。而依照阿市戴拉人的说法，不过
这种说法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雅典逃回的时候，正是在
这里才第一次解开了他的腰带的，因为他认为到这里已经安全了。而阿布戴
拉比起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司妥律蒙和埃翁来，是更接近海列斯彭特的。
（１２１）至于希腊人这一方面，则他们既不能攻下安多罗斯，他们就到卡律
司托斯去，而把那个地方蹂躏之后，便返回了撒拉米司，首先，在他们的最
初卤获物当中，他们特别留出了三只腓尼基的三段桡船给诸神，一只在地峡
奉献，这一只到我的时代还在那里；另一只在索尼昂奉献，再有一只则是在
他们的当地撒拉米司奉献给埃阿司。在这之后，他们又分配了战利品并把其
中最初的一批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用它们造了一座十二佩巨斯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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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象的手里握着船嘴。这个象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的黄金象立在同一个
地方。
（１２２）而希腊人在把最初的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以后，便用全体希腊人
的名义去请示神，问神对他们奉献拾他的最初卤获物是否感到满足，是否感
到满意；神说，他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奉献物都可以这样说，但只有埃
吉纳人却没有奉献什么东西，因此他向他们要求撒拉米司海战战勋的奖赏。
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他们立刻奉献了放在青铜桅杆上的三个黄金星，它在离
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最近的一个角落里。
（１２３）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航行到地峡去，在那里授勋给
在整个战争当中战动最大的希腊人。可是当将领们到来并在波赛东的祭坛地
方各自投票以便确定他们的功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
投自己的票，原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的，不过他们大多却一
致把第二位让给铁米司托克列斯。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到一票，但铁米司
托克列斯却由于被放到第二位的关系，而得到了远比他们为多的票数。
（１２４）由于嫉妒的关系，希腊人不愿作出授奖的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把
这伴事加以解决，便各自乘船返回自己的国家了。虽然如此，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名声却宣扬开来了，整个希腊都推崇他，把他看成是远比其他希腊人有
智慧的人物。他虽胜利了，可是由于他没有从参加撒拉米司战役的人们那里
得到和他的战勋相适应的荣誉，于是他随后立刻就到拉凯戴孟去，想在那里
得到荣誉。拉凯戴孟人隆重地欢迎了他并且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们赠给优
利比亚戴斯一顶橄榄冠，褒奖他的战勋，另一顶橄榄冠他们睹拾了铁米司托
克列斯，褒奖他的智慧和机智，他们还送他斯已达的一辆最好的战车。他们
对他大加颂扬，在这之后，他们就派了斯巴达的三百名精锐，即被称为骑士①
的人们，护送他回去直到和铁该亚人相邻的地方。据我们所知道的，斯巴达
人派人护送的人物，铁米司托克列斯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１２５）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从拉凯戴孟回到雅典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一个敌人阿披德纳伊区的悌摩戴谟斯由于疯狂的嫉妒，就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访问拉凯戴孟一事痛斥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从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的
荣誉，乃是托雅典之福，并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关系。这个悌摩戴谟斯也决不
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这个人一直不断地这样讲，直到铁米司托克列斯回答说：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倍尔比那②人的话，我就不会受到斯巴达
人的这样的尊敬了，但尽管你是一个雅典人，唉，你却仍得不到这样的尊敬”。
（１２６）以上的事情就到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波斯人中间已经是一位知名
之士，而由于普拉塔伊阿事件变得越发有名的人物，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
塔巴佐斯率领着玛尔多纽斯为自己选拔的军队中的六万名士兵把国王一直护
送到渡口的地方。现在克谢尔克谢斯已到达亚细亚，而当阿尔塔巴佐斯在返
回的途中行近帕列涅地方的时候，由于玛尔多纽斯在帖撒利亚和马其顿过冬
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急于去和他其余的军队会合，因此他觉得，如果他不把他
发现已经叛变的波提戴阿人变成奴隶，那是不对的。原来在国王经过了这个
市邑，而波斯水师又从撒拉米司逃跑以后，波提戴阿人便公开地背叛了异邦
人；帕列涅地方的其余的人民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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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索尼昂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很不重要的地方。

（１２７）于是阿尔塔已佐斯便围攻了波提戴阿人。他怀疑欧伦托斯的人们也
背叛了国王，因此便把欧伦托斯也给包围了，领有这个市邑的是曾被马其顿
人从铁尔玛湾赶走的波提埃阿人。在他包围并攻陷了欧伦托斯之后，他就把
这些人带到一个湖的旁边，在那里把他们杀死，然后把他们的城市委托给卡
尔奇底开人和托罗涅人克利托布罗斯来治理。这样，卡尔奇底开人就得到了
欧伦托斯。
（１２８）阿尔塔巴佐斯在攻克欧偷托斯之后，就专心致志地来对付波提戴阿
人了。除了他锐意进行这件事之外，司奇欧涅军的将领悌摩克塞诺斯又帮了
他的忙，因为悌摩克塞诺斯曾答应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个地方出卖给他；
我不知道他们起初是怎样勾结起来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件事
情），但是事情的结果如何，下面我都要说一说。每当悌摩克塞诺斯写信途给
阿尔培巴佐斯，或是阿尔塔已佐斯写信送给悌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
把信卷在一枝箭的尾部，再用羽毛把这地方包起来，然后把它射到他们约定
的地方。但是悌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戴阿人的阴谋被发现了；原来当阿尔
塔已佐斯把箭射到约定地点去的时候，他失手把它射到一个波提戴阿人的肩
上。正象战时在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当这个人被射中的时候，很快
地一大群人把这个人围了起来。他们立刻拔出了箭，从而发现了这封信，于
是他们便把它带到他们的将领们那里去，当时他们联邦的其他帕列涅人也在
那里。将领们展读了这封信，因此知道谁是叛徒，然而为了司奇欧涅人的缘
故，他们决定不用背叛的罪名使悌摩克塞诺斯的声名扫地，因为他们害怕司
奇欧涅人今后会永远洗不掉叛徒的污名。
（１２９）这样一来，人们就看破了悌摩克塞诺斯的背叛行为。而当阿尔塔巴
佐司把波提戴阿人围攻了三个月的时候，在海上发生了一次为时颇久的大退
潮，而当异邦人看到大海竟变成了一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他们便决定涉海到
帕列涅去，可是当他们在这途中前进了五分之二，而在到达帕列涅之前还要
走五分之三的路程的时候，一阵巨大的高潮袭来了。据当地的人说，高潮虽
决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那次的高潮却是比他们先前所看到的任何一次都要
高。他们当中不会游泳的都给淹死了，而那些会游泳的则给乘船赶到他们这
里来的波提戴阿人杀死了。依照波提戴阿人的说法，海水高涨和来潮以及波
斯人遭此大难的原因乃是由于，正是这时死在海里的那些波斯人曾经亵凟过
波赛东的神殿和城郊的波赛东神象。而我以为他们以这一点为原因是正确
的。那些保全性命的人则给阿尔塔巴佐斯率领到帖撒利亚玛尔多纽斯的地方
去了。
（１３０）以上便是护送国王的队伍的遭遇了。克谢尔克谢斯的全部残余的水
师，在它逃离撒拉米司而到达亚细亚沿岸地带，并把国王和他的军队从凯尔
索涅索斯渡到阿比多斯去以后，就在库麦过冬了。而在第二年春天刚刚到来
的时候，他们便很快地在萨摩司集合，因为他们有一些船就是在那里过冬的。
他们的兵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美地亚人。他们的将领是巴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
铁司和阿尔培凯耶斯的儿子阿尔塔翁铁斯。阿尔塔翁铁斯又选拔他自己的外
甥伊塔米特列斯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军事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他们便不再继续向西方航行，也没有任何人极力主张他们一定这
样做；但他们都驻留在萨摩司，监视着伊奥尼亚人，怕他们发动叛变。当时
他们的全部船只，包括伊奥尼亚人所提供的船只以及其他船只一共是三百
只：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希腊人会来到伊奥尼亚，而是以为希腊人保

往自己的国家便已经满足了。他们所以这样推想，是因为当他们从撒拉米司
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追击，而是看他们逃掉便心满意足了。就海上而
论，波斯人已经是从心里不敢有任何指望了，但是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
上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因此他们就在萨摩司计议，看可以给敌人以什么样
子的伤害，并且听取从玛尔多纽斯那里来的有关他的活动的消息。
（１３１）可是在希腊人的这一方面，他们却由于春天的到来和玛尔多纽斯之
驻留在帖撒利亚而行动起来。他们还没有开始集结他们的陆军，但他们那拥
有一百一十只战船的水师却来到了埃吉纳。他们的陆军统帅和水师提督是美
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如果从子到父这样地追溯他的家系，则是美那
列斯，海吉西拉欧斯、希波克拉提戴斯、列乌杜奇戴斯、安那克西拉欧斯、
阿尔奇戴莫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铁欧彭波斯、尼坎多罗斯、十里拉欧斯、
埃乌诺莫斯、波律戴克铁斯、普律塔尼斯、埃乌律彭、普罗克列斯、阿里司
托戴莫斯、阿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出
身王家的次支。上面所提到的人，除去列乌杜奇戴斯以次最初列举的七人以
外，都是斯已达的国王。雅典人的将领则是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
（１３２）当所有的船只来到埃吉纳的时候，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有一些使看来
到了希腊人的阵地，这些使者就在不久之前曾到斯巴达去，请求拉凯戴孟人
给伊奥尼亚以自由。使者之中有一个人就是巴昔列伊戴斯的儿子希罗多德。
他们起初的七个人结成了一个党派，阴谋把歧奥斯的僭主司妥拉提斯杀死，
但是当他们同谋者中间有一个人把他们的计划谈了出来而他们的阴谋因此泄
露的时候，其余的六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岐奥斯，从那里他们到斯巴达去，
而现在又来到了埃吉纳，请求希腊人乘船到伊奥尼亚去。希腊人好容易才被
他们一直引导到狄罗斯那样远的地方去。但希腊人害怕到再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点都不晓得。他们还害怕在那边到处会遇到敌人的军
队，而且他们以为，萨摩司对他们来说和海拉克列斯柱①是同样远的。结果是：
异邦人这方面不敢驶过萨摩司以西的地方，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岐奥斯人的请
求之下，也不敢驶到狄罗斯以东的地方去。这样恐怖就在他们之间保持了一
个缓冲地带。
（１３３）于是希腊人便乘船到了狄罗斯，而玛尔多纽斯就在帖撒利亚过冬
了。他把他的大本营安设在这里之后，便从这里派出了一个名叫米司的埃乌
洛波司人到各地的神托所去，命令他到他可以一试的一切神托所去请示神
托。他发出这个命令时他想从神托知道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
人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以为他所问的不外是关于目前的事情，而不是其他。
（１３４）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司到了列巴狄亚，在那里用钱运动了一个当地人
下到特洛波尼欧斯洞去，他还到波奇司人的在阿巴伊地方的神托所去。他首
先还到底比斯去，向伊司美诺斯的阿波罗请示（在那里，正和在奥林匹亚一
样，是要用牺牲来请示神托的②）；此外他还用钱运动了一个不是底比斯人的
异邦人到阿姆披阿拉欧斯神殿去睡在那里。底比斯人是禁止在那里请示神托
的；原来阿姆披阿拉欧斯曾通过神托命令他们在下面的两件事当中任选其中
之一而放弃另一件事情，即或是把他当做他们的预言者，或是把他当做他们
的联盟者；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联盟者，于是任何底比斯人就都不许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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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殿里面了。
（１３５）然而，根据底比斯人的说法，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在巡历了各个神托所之后，也来
到了普托司·阿波罗的圣域。这个被称为普托昂的神殿是属于底比斯人的，
它位于科帕伊司湖上方一座山的山下，离开阿克莱披亚极近。当这个叫做米
司的人在三个当地人的陪同下进入神殿的时候，祭司立刻便用异邦话向他说
出了宣托词。同来的三个人则是当局选派出来，记录神托的言词的。但这三
个同来的底比斯人由于听到的不是希腊话而是异邦话因而成到惊讶，不知道
如何应付当前的事态。可是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却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
害牒，把预言的祭司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了，他说神托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
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以后，他便回到帖撒利亚去了。
（１３６）玛尔多纽斯把各个神托所说的一切话读完以后，随后就派一名使者
到雅典去。这个使者是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他所以派遣这个
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人和波斯人有亲属的关系（原来波斯人布巴列斯娶了阿
门塔斯的女儿，即亚力山大的姊妹巨该娅；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亚细
亚的那个阿门塔斯，这个阿门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而国王还把普里
吉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①送给他作为采邑），同时也还由于他知道亚力山
大是雅典人的恩人和异邦人的保护官②。玛尔多纽斯以为这样一来，他便很有
可能把雅典人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
而又勇敢的民族，他并且知道，主要是他们曾在海战当中使波斯人遭到了很
大的灾难。他确信如果他把他们的友谊争取到手，他就很有可能容易地在海
上制霸；至于在陆上，则他觉得他自己要比对方强得多了。因此他便认为这
样一来他就会压倒了希腊人。也许神托所预言的，就是劝告他和雅典人结成
联盟，而他就是遵从看神托的话派遣了这个使者的。
（１３７）这个亚力山大的七世祖培尔狄卡斯是用我下面所说的办法取了马
其顿僭主的地位的。铁美诺斯的后裔、三兄弟高阿涅斯、阿埃洛波司和培尔
狄卡斯从阿尔哥斯逃跑到伊里利亚；他们又穿过伊里利亚进入上马其顿，最
后他们一直到达列拜亚城。在那里，他们为赚取工资而受雇于王家，担任仆
从。他们一个人看管马匹，另一个人看管牛，而培尔狄卡斯年纪最轻，因此
他看管小牲畜。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原来在古昔的时候，不仅仅是平
民，就是统治人们的僭主也都不是富有的。而每在王后烤面包的时候，仆从
培尔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别人的涨大一倍。她看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就把它告诉给她的丈夫。当国王听到这事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
兆，意味着什么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于是他便把他的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
开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在他们离开之先，国王应把他们的工资算给他们才是
正理。但是当他们谈到工资的时候，国王却发起混来，于是他指看从屋顶上
的通烟口射进来的太阳光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工资，我把它送给你
们吧”。年纪较长的高阿涅斯和阿埃洛波司听到这话时站在那里瞠目不知所
云，但是那个少年说：“国王，我们接受你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他说了这
话，就掏出了他身上带看的匕首，用这把匕首在屋内地上日光所照的地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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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轮廓；这样做了之后，便把太阳光三次用外衣兜到自己的胸前①，然后
便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
（１３８）他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但是在国王近旁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
国王少年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三人当中最年少的人接受他所赏赐的礼物又
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国王听到这话以后感到愤怒，于是便差遣骑士追赶他们，
想把他们杀死。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条河，而这些从阿尔哥斯来的人们的
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看成是救命的恩人。当铁美诺斯的儿子们渡过了这
条河的时候，河水大大地涨了起来，以致骑士们渡不过去了。因此兄弟们就
到了马其顿的另一个地方，在被称为戈尔地亚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的一个地
方的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野生的玫瑰花，每朵花各有多到六十
个花瓣和异乎寻常的芳香。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昔列诺斯就是在戈尔地亚
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这个地方被捕的①。在这个地方的上方，有一座叫做倍尔
米欧斯的山，而由于寒气逼人，没有人能够攀登到上面去。他们征服了那个
地方之后，就以那里作为出发点，结果把马其顿的其他地方也都征服了。
（１３９）亚力山大就是这个培尔狄卡斯的后人：亚力山大是阿门塔斯的儿
子，而阿门塔斯又是阿尔凯铁斯的儿子；阿尔凯铁斯的父亲是阿埃洛波司，
阿埃洛波司的父亲是披力波司，披力波司的父亲是阿尔该欧斯，阿尔该欧斯
的父亲就是取得了国王之位的培尔狄卡斯了。
（１４０）（α）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的家系就是这样。当他奉玛尔多纽斯
之派来到雅典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雅典人，下面就是玛尔多纽斯要向
你们讲的话：国王有一个通告送到我这里来，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
犯下的一切罪行：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把他们的领
土还给他们，此外还让他们给他们自己选择更多的土地，随便他们选择什么
地方的土地，并且使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把我烧掉的他们的全
部神殿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愿意和我缔结盟约的话’。这样的通告既然
送来，我是势必执行的，除非你们从你们的那一方面反对我这样做。而我要
向你们说：你们为什么疯狂到要向国王作战，你们不能战胜他，你们也不能
永久抵抗他。你们已经看到了克谢尔克谢斯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和他们所做的
一切，你们已经听到目前我手中拥有的兵力。因此，即使你们战胜和征服我
们（当然，如果你们头脑清醒的话，你们是绝对不能作此妄想的），那将会有
一支比我们大许多倍的军队前来的。因此不要打算和国王较量，从而失去你
们的土地并永远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是讲和罢。而且，国王既然有意
这样做，那末你们也便可以十分荣誉地跟他讲和了；还是忠诚老实地和我们
结成盟友，从而享受自由罢。
（β）雅典人啊，上面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通告。而从我
这方面来说，我不必提我对你们所抱的善意了（因为你们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
一点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我看出来，你们是永远也
没有力量来向克谢尔克谢斯作战的（如果我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力量，我就决不
会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讲这样的一番话了）。要知道国王的威力是超人的，而
他的手臂又是极长的①。因此，既然他们向你们提出，而他们又同意缔结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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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如此宽大，如果你们不立即同意和他们缔约的话，我真的为你们未来的
命运害怕。因为你们的土地既然孤立在两军之间而形成一个战场，则在所有
的联盟者当中，你们便是住在最容易遭到战争危险的道路上了，而且只有你
们是决难逃脱毁灭的命运的。我看，还是听从他的劝告罢，你们可不要小看
了这样的事情，在希腊人当中，伟大的国王只想赦免你们的罪过，只想和你
们做朋友哩。”
（１４１ ）以上便是亚力山大的话。但是拉凯戴孟人却听说，亚力山大到雅
典来是要使雅典人和异邦人缔结条约的：而在他们想起神托所说的话，即他
们自己和其余的多里斯人势必要给美地亚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的时候
①
，他们便非常害怕雅典人会和波斯人缔结了；于是他们立刻决定，他们要把
使节派去。而且，雅典人恰巧在同一个时候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原来希腊人
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拉凯戴孟人，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将会听
到，从波斯人方面有使者前来商讨订约的事情，而且在拉凯戴孟人听到之后
他们是会火速地派来使节的。因此他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因为这样他们
可以使自己的意思叫拉凯戴孟人知道。
（１４２）而当亚力山大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斯巴达来的使者紧接着就说：
“从
我们的这一方面来说，拉凯戴孟人把我们派来请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引起任何
的变革，也不要接受异邦人方面提出的建议。对任何一个希腊人来说，这都
是一伴不正当和不体面的事情，特别对于你们更是这样，理由有许多：引起
这衣战争的是你们，根本不是我俩的意思，你们的领土又是战争最初的焦点，
但这次战争却把整个希腊都卷到里面去了。即使把这些放到一边不谈，则想
到自古来一直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知名的你们雅典人，不只是做了这一切
事情，竟而又带头使希腊人受到奴役，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尽管如此，
我们仍是同情你们的困难处境的，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两次的收获，而
且你们的财产又受到长时期的蹂躏；为了补偿这一点，拉凯戴孟人和他们的
同盟者宣布，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愿意扶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那不
能参加战争的全部家族。因此，不要叫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用他那甘言蜜语来
粉饰的玛尔多纽斯的建议把你们说服罢。听从那样的建议，对他来说乃是当
然的事情，因为他本身既然是一个僭主，那他必然是会为僭主助一臂之方的。
但如果你们还清醒的话，你们当然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你们知道，异邦
人是既无信义，又不诚实的”。以上便是使者俩所说的话。
（１４３）但是雅典人对亚力山大的回答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也知造，美地
亚罩的人数是比我们多好多倍的。因此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使我们竟得难
坡。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
卫我们自己。但至于和异邦人缔结协定的事情，不要试图说服我们这样做，
而且我们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把雅典人的这个答复带回给玛众多纽斯罢：只
要太阳还接着与它目前的轨道相同的轨道运行，我俩是不会和克甜尔克谢斯
缔结协定的。但是我们将要继续不停地对他作战，我们相信诸神和天上的英
雄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曾蔑祝和焚毁了他们的神殿与神象。我们对你所要说
的话是，不要到雅典人的地方来作这样的请求了。也不要自以为仿佛是为我
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劝我们做坏事了，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一位
客人和朋友会在雅典人的手里吃到任何苦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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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以上便是他们对亚方山大的回答。但是他们却对从斯已达来的使节
说：“拉凯戴孟人害怕我们会和异邦人缔结协定，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既然知道雅典的性格如何，却害起怕来，这样的表示是
不光彩的。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那样多的黄金，有那样美好肥沃
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的欢心来站到波斯人的一方面来奴役希腊。甚至如果我
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也有卉多种多的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能这样做。首
先和最主要的，是我们诸神的神象和神殿被烧掉和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
为他们复仇、哪里还能够和于出了这样一些勾当的人们缔结协定；其衣是，
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
的仪式是共通的，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雅典人如果对上述的一切
情况表现出不诚实的态度，那是很不要当的。如果你们以前不如道的话，那
未现在你们耍知道，只要是有一个犹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克谢尔克谢
斯缔结协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因为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家，你们竟加以照顾，乃至建议扶养我们的家族。从你
们的方面来说，你们已经向我们充分地表现了好意。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将
设法尽我们力量之所及来忍耐着，不抬你们添麻烦。担目前，事情既已如此，
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来罢，因为据我们的猜想，只要异邦人一得到我们不
愿按他所要求于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去做的通知，他在不久的时期之内，就
上向我们这里来进攻我们的国家的。因此，在他们来到阿提卡之前，我们正
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先进军到贝奥提亚去”。使者们得到雅典人这样的回答以
后，就返回斯巴达去了。

第九卷
（１）当亚力山大回来，并把他从雅典人那里听到的话报告给玛尔多纽斯的
时候，玛尔多纽斯立刻便从帖撒利亚出发，率领看他的大军说意向雅典赶去
了①。他不拘到什么地方，都把当地的人加到他的军队里来。帖撒利亚的首领
们一点也不后悔他们以前采取的行动，而是比先前更甚地来激励波斯人的进
军行动；拉里撒的托拉克司过去在克谢尔克甜斯逃跑的时候，曾卫护过他，
现在托扰克司则是公然地为玛尔多纽斯向希腊进军开路了。
（２）但是当大军在行进途中来到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却试图阻留玛
尔多纽斯，他们劝告他说，如果扎营布阵的话，则他再也不能找到比他们的
地方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解释说，他不应当再向前推进，而是驻屯在那里，
这样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整个希腊降服。原来，只耍是以前同心协力的希腊
人在目前仍然一致行动的话，则甚至举全世界的兵力来征服他们，那都会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底比斯人又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忠舍来做，你就
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全部作战针划。把饯遇到他们城邦的当权人物那里
去，这样你就可以把希腊分裂为两派；在这之后，仗着跟你站在一面的那一
派的帮助，你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反对你的一派制服了”。
（３）以上就是底比斯人所提供的意见，但是他并不愿听从这样的意旦：他
自己则是梦寐以求地想再一衣攻占雅典。他的这种想法部分地固然是由于他
的刚愎自用，部分地也是由于他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的一列烽火来通告在
撇尔迪斯的国王说，他已经占领了雅典。当他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却发现
雅典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他却听说，他们大部分都在撒拉米司海面的船
上了。于是他攻占了空无一人的谁典城。在国王第一次攻占该城和玛尔多纽
斯后一次进攻该城之间，相隔是十个月。Ｏ）当玛尔多纽斯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就把一个名叫穆里奇戴斯的海列斯彭特人派到撒拉米司去，这个人带去的
建议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送到雅典人去的那个建议一样。他再一次送去这个
建议是因为，尽管他已经知道雅典人对他抱着下友好的态度，但是既然他己
用武力席卷阿提卡而将之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则雅典人的顽固态度是会援
和一些的。
（５）因此之故，他才把穆里奇戴斯派到撒拉米司来：穆里奇戴斯于是来到
五百人会轰的地方，向他们傅达了玛尔多纽斯的通告。于是一位名叫昌奇达
斯的议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戴斯带拾他们的
建议并把这个建议向民会提出。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由于接受了玛尔多
纽斯的贿赂，或者是由于他自己赞同这种做法，但是会场上的雅典人，以及
听到这个说法的会堤外的雅典人却大为激怒，他们把吕奇达斯包国起来，用
石头把他砸死了。不过他们却没有伤害海列斯彭特人穆里奇戴斯，而仍容许
他离去。环绕着吕奇达斯的事件，在撒拉米司发生了不小的喧骚，而当雅典
的妇女知道所发生的事伴的时候，她们就相互激励地联合在一起，自动地到
吕奇达斯的家里去，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６）雅典人到撒拉米司这个地方来的经过是这样。只要是他们指望着伯罗
奔尼撒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就留在阿提卡。但是，在看到伯罗奔尼撒
人行动得迟援松懈而侵略者据说已经到达贝奥提亚的时候，他们于是就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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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全部财物移转到安全地带，他们自己则渡海到撒拉米司去，另一方面他
们又派遣使者到拉凯戴孟去，谴责拉凯戴孟人容许异邦人进攻阿提卡而不和
雅典人协力在贝奥提亚邀击异邦人；同时谁典人耍拉凯戴孟人记住，如果雅
典倒戈的话，波斯人许给它的诺言是什么，此外又预先警告拉凯戴孟人说。
如果拉凯戴孟人不派援军前来的话，他们是会想出自己的避难对策来的。
（７）原来拉凯戴孟人这时正在过祭日，他们正在举行叙阿琴提亚祭①，而
这时他们认为把奉祀这位神的事情做好，就是他们兰前最主要的事情了。同
时，他们正在地蚊上修筑的壁垒，现在甚至已经修建到胸墙了。当雅典的使
节借同从美枷拉和普拉塔伊阿人那里来的使节来到拉凯戴孟的时候，他们就
到五长官那里，这样说：
（Ａ）“雅典人把我们派来告诉你们说，美地亚人的国王说他愿意把我们的
土地归还我们并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同时还把在我们的
土地以外我们所选择的任何土地送拾我们。
但是我们，由于我们不愿意对希腊的宙斯神犯下不敬之罪，而我们又认
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不曾同意，而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尽
管希腊人对我们做出了不义之行，尽管希腊人把我们出卖而使我们蒙受损
害，尽管我们知道，和波斯人缔和远比对波斯人作战要有利于自己，尽管如
此，我们仍然不甘愿和他们缔结任何和约。因此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我们忠
实地履行了对希腊人的义务。
（Ｂ ）但是过去曾十分害怕我们会和波斯人缔结和约的你们拉凯戴孟人却
如何呢，由于你们现在已经摸清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
你们已确信我们将永远不会出卖希腊，由于你们横位地峡而正在修筑的
壁垒差不多已接近完工，这样在今天，你们就不再理会雅典了。尽管你们满
口答应我们在只奥提亚邀击波斯人，但是到时候你们却出卖了我们，结果叫
异邦军进入了阿提卡。因此目前雅典人就生了你们的气，因为你们做了对你
们来说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你们火速派一支军队随我们
去，以便我们可以在阿提卡等待异邦罩的进击，因为我们既然失掉了只奥提
亚。则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的特里亚平原了。”
（８）当五长官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却把答复推到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
候，又向下面的一天推，这样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推了十天。在这期间，全体
伯罗奔尼撒人尽一切的努力来修筑地峡上的工事、而他们几乎把它完工了。
我不能武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力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①，拉凯戴孟人非常担
心雅典人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夫，而现在却又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
理由只不外是他们现在已在地峡上修筑了工事并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雅典人
了，但是在亚力山大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正在修筑他们的壁垒而还没有
完工，因此他们是特别害怕波斯人的心情下进行修筑工作的。
（９）但是，最后斯巴达人的回答和斯巴达军出师的方式是这样的。在规定
最后一次接见的那天的前一天，一个叫做奇列欧斯的铁该亚人从五长官那里
听到了谁典人所说的一切，这个奇列欧斯在斯巴达人当中是势力最大的一个
异邦人；他在听到雅典人所说的话之后，据说他就向五长官说：“五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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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成了我们的敌人和异邦人的同盟者，那末，
虽然你们在地峡上面修筑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却仍然有一个大敝四开的门可
以把波斯人引人伯罗奔尼撒。我看，在雅典人作出什么会使希腊吃亏的新的
决定以前，还是听从他们的意见罢。”
（１０）以上就是他对五长官所作的劝告，五长官立刻考虑了他的劝告。他
们没有向从这些城市来的使节讲任何话，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便派出了五
千名斯巴达军队，又拾每个斯巴达人指定了七个侍从的希劳特。他们派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担任斯巴达军的统帅，统帅的职位本应属
于列欧尼达司的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但她那时还是一个男孩子，而帕岛撒
尼亚斯却是他的从兄和监护人。原来帕鸟撒尼亚斯的父亲和阿那克桑德里戴
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己不在人世了。在他把修筑壁垒的军队从地峡率
领回去以后不久，他便死去了。克列欧姆布浴托斯把军队引离地峡的理由是
这样。正当他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暗了起来①。
帕鸟撒尼亚斯选了一个同族出身的人作他的同僚，这个人是多里欧司的儿子
埃扁律阿那克斯②。这些军队就随着帕鸟撒尼亚斯离开了斯巴达。
（１１）但是在天刚亮的时候，使节们就到五长官这里来了，他们并不知道
斯巴达军队业已开拔的事情，而且他俩自己也想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于是在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还留在这个地方举
行叙阿琴提亚祭，还在自己寻欢作乐，却完全不属你们邢陷于困境的同盟者。
雅典人由于你们对他们干了不正当的事情，再加上没有同盟者，他们将要尽
他们力之所及来和波斯人讲和，自此之后，既然我们很明显地变成了国王的
同盟者，那我们就要随着他去进攻他的军队颁我们所去的任何地方了。那时
你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将要有怎样的后果了”。这就是使者们讲的话。
于是五长官便发誓向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那征讨外国人的军队现在已经到
欧列斯提欧姆了，他们是把异邦人称为外国人的。由于使节并不知道这件事，
便进而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在晓得了全部的真实情况之后，他们感到
吃惊，于是火速地起程去追赶大军去了。和他们一同去追赶的，还有五千名
拉凯戴孟的佩里欧伊科司①的精锐重武装兵。
（１２）这样，他们便赶忙地来到了地峡。但是阿尔哥斯人却已经答应玛尔
多纽斯说，他们耍阻止斯巴达出兵作战；因此当他们一听到说帕鸟撒尼亚斯
和他的大军已经离开斯巴达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最快的远途
信使作为他们的使者派到阿提卡去，而当这个人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向玛
尔多纽斯这样说：“阿尔哥斯人派我到达里来告诉你，拉凯戴孟的壮丁已经
出发作战了，而阿尔哥斯人并未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因此，想个什么好办法
来应付局面罢。”
（１３）使者这样说了之后，就又回去了。而在玛尔多纽斯听了这话的时候，
他便不再想留在阿提卡了。但是，在他听到这事之前，他没有任何举动，而
是想知道雅典人作何打算，想知道他们预备如何做，因此他既未伤害，又未
蹂躏阿提卡的土地，因为他还是一直在认为雅典人会和他缔结和约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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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不能诅服他们＃知道了事情在全部真实情况的时候，在帕扁撒尼亚斯率
部进入地峡之前，他便撤退了：但是在撒退之前，他首先把雅典用火点着，
并且把还留在那里的任何城壁或家宅或神殿完全摧毁破坏。至于他把军队撤
走的原因则是，阿提卡不适于骑兵的活动，而如果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战败的
话，那末除了一条少数人便可截击的狭窄通路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撤退的道
路。因此他的计划是退到底比斯去，想在一个接近友方的城市并适于畸兵作
战的地点屡开战斗。
（１４）于是玛尔多纽斯就把他的军队撤去了，而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他
得到消息说，另有一支由一千名拉凯戴孟人粗成的先锋队已经到达美伽拉。
他听到这一情况时，便寻思用什么办法他可以首先解决这一批人，于是他便
转过来率军向美伽拉进兵了。在先头的是他的骑兵，骑兵蹂躏了美伽拉的领
土。这是这一支波斯军在欧罗巴日没方向的那一方面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１５）但是在这之后，瑶尔多纽斯又接到一个消息，说希腊人都集合在地
峡地带。于是他便通过戴凯列阿退却了。原来贝奥提亚的首领们①曾把和他们
相邻的一些阿索披亚人召请来，而这些人就把他引导到司潘达莱斯，从那里
叉把他引导到塔那格拉；在塔那格拉他驻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从那里又
到司科洛斯，这样就进入了底比斯的倾士。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的一方
面，他仍然削平了底比斯土地之上的树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
人怀有故意，异乎寻常的必要使他不得不为他的罩队修造坚强的工事，为的
是在战争的桔果与他的木愿相逢背的时候，他可以用它作为避难的地方。他
的军队的驻屯地区以埃律特莱伊为起点，通过叙喜阿伊而进入普拉塔伊阿人
的颁士；在这一带，他们是沿着阿索波司河驻屯的。不过，他的壁垒却修造
得没有这样长，它每一面的长度大概是十斯培迪昂。
正当异邦军从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个底比斯人普律农的儿子阿塔言
诺斯在作了重大的准备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五十位最显赫的波斯人前来
参加宴会。他们应邀前来了，宴会是在底比斯举行的。
（１６）在这件享之后的一切情况，是我从欧尔科美诺斯人、欧尔科美带斯
地方最著名人士之一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根据铁尔桑德洛斯的眩法，
他自己也曾应邀赴宴，此外还有五十名底比斯人。阿培吉诺斯给他们安排的
坐法，并不是每人分坐，而是每一个波斯人和每一个底比斯人共坐在一个长
椅子上面。在吃完饭之后他们正在相互交怀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
斯人便用希腊语问铁尔桑德洛斯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铁尔桑德洛斯便回答说
他是欧尔科美藉斯地方的人。于是那个波斯人就说：“既然你和我同卓其食，
随后又和我一同饮酒，我很愿意耍你知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刚在你自
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安全想个最妥善的办法了。
你看见赴宴的这些波斯人和驻屯在河边的我们那些军队么，位一会儿以后，
你就会看到，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能留活命的只不过是宴寥可数的几个人罢
了”。波斯人说了这话就痛哭起来。铁尔桑德洛斯听到这话感到惊讶，便对
他说：“那末，你不是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和跟他在一起的、仅
次于他的那些尊贵的波斯人吗？”但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凡是上天注定
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是都不可能扭转的；甚至对那些讲真话的人，都没有
人肯相信他们。我方才所说的话，我们话多波斯人已经知道了，可是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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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于必然，我们坯得非得遵命而行不可。在人类的一切悲哀当中，最可厌的
莫过于一个人知道的多，却又无能为力了。”以上的事是我从欧尔科美诺科
人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铁尔桑德洛斯此外江告诉我说，在普拉塔伊阿
战役之前，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别的人们。
（１７）玛尔多纽斯在只奥提亚布阵的时候，所有当地站在波斯人一方面的
希腊人就提供兵员并且和他一同进攻雅典，例外的只有波奇司人，他们实陈
上是站到了波斯人的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不是出于木意的。
但是当波斯人来到底比斯以后不几天的时候，却有一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
到达那里，李领这支军队的是他们市民当中最知名的人士哈尔摩库戴斯。在
这些人来到了底比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就把畸兵派出去，并且命令波奇司
人自己驻屯在平原上面。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波斯的全部骑兵忽然都来了；
随后在跟美地亚人在一起的希腊军队，以及在波奇司人本身当中就都风傅，
说这些骑兵要把他们射死。于是，他们的将领哈尔摩库戴斯便激励他们，向
他们说：“波奇司人啊，既然非常明显、我猜想由于我们受到帖撒利亚人的
残诬，我们不久一定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动得
象个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与其由于一次极不名誉的死亡而俯首甘使自身灭
亡，那反而是做些什么事情并战斗而后死亡好些了。不，我们要叫他们懂得，
他们这些异邦人所打算耍杀死的人们是希腊人”。
（１８）他就是这样地激励他们的。当畸兵把波奇司人包围在一个园圈里面
的时候，他们拍焉向波奇司人奔来好象是耍杀死他们的样子，他们江举起了
投枪，仿佛是要投出来的样子。于是波奇司人便聚捅起来，尽力密集他们的
队伍而从各方面来迎击他们。于是骑兵便回马退走了。我不能确说，他们是
不是应帖撒利亚人之请，前来杀戳波奇司人的：可是当他们看到波奇司人在
准备自卫的时候，便害怕自己也会受到某些伤害，于是就骑着马回去了（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这样命令他们的）。也许是玛尔多纽斯想试一试他们的勇气。但
是当畸兵离开之后，玛尔多纽斯便派来了一名使者，向他们传达说：“波奇
司人，你们放心罢，因为跟人们报告给我的情况不同，你们已证明你们是勇
敢的人。请努力地进行这一堤战争罢；因为在报答好意这一点上面你们是不
会超过我和国王的”。关于波奇司人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
（１９）另一方面，当拉凯戴孟人来到地峡地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扎营
了。而在相机行事的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听到，或是看到斯巴达人出发作战
的时候，他们便以为在这件事上落到拉凯戴孟人的后面是不好的。由于牺牲
的占卜表现了吉兆，于是他们便全军开出了地峡，来到了埃列岛西斯；而当
他们又在那里奉献牺牲，而也得吉兆的时候，他们便继续向前推进，这时雅
典人己和他们在一起了，雅典人是从撒拉米司渡海前来并在埃列扁西司和他
们会合在一起的。据说当他们来到只奥提亚的埃律特莱伊的时候，他们听说
异邦军驻扎在阿索波司河沿岸，而他们在考虑了这一点之后，便在奇泰隆山
的山麓地带对着敌人列阵了。
（２０）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下来到平原上面，便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派
出去对付他们，骑兵的统帅是在波斯人当中很受尊敬的一个名叫玛西司提欧
斯的人，而希腊人刚称他为玛奇司提欧斯，他骑着一匹涅赛伊阿马，这匹焉
有着黄金的且而且在它所有其他的地方也都装饰得很华丽。于是骑兵就在那
里向希腊人发动进攻，他们是列成方阵进攻的，进攻的桔果是使希腊人受到
很大的损害，因此他们把希腊人说成是妇女。

（２１）但恰巧美伽拉人所在的地方正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而骑兵主要
地也正是把他们的进攻集中在这里。因此，当美伽拉人受到骑兵的进攻而威
到对方重压的时候，便派遣一位傅个官到希腊的将领们那里去。他到他们那
里向他们这样说：“美伽拉人向联盟军傅言：尽管在敌人的重压之下我们直
到目前江以忍耐和勇敢保持着自己的阵地，但是在我们起初被指定的这个阵
地上面，我们是不能独力对抗波斯骑兵的：现在你们要知道清楚，如果你们
不把其他人等派来接管我们的障地，我们就要把它放弃了”。傅令者就是这
样报告的，于是帕扁撒尼亚斯便征询希腊人的意见，问谁愿意到那里去接防，
把美伽拉人拾换下来。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去，但是雅典人自愿去换防；雅典
人中担起了这项任务的是兰彭的儿子欧林匹奥多洛斯统北之下的三百名精
锐。
（２２）这些人便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人们，他们在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先
头，带着弓兵驻扎在埃律特莱伊。他们战斗了一个时候，战斗的结果是这样
的。正在畸兵列成方障进攻的时候，领在其余军队前面的玛西司提欧斯的乘
骑，在肋部中了一支箭，马病得用后腿站了起来，这样就把玛西司提欧斯给
摔了下来；而在他摔了马来的时候，希腊人立刻向他进攻。他的马当场给雅
典人捉住了，他本人则在抵抗的时候被杀死，虽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还
不能把他杀死；原来他是这样武装起来的：在他雾的紫袍下面，是一伴鳞状
的黄金蹬甲，雅典人向胴甲上刺是毫无用处的。直到后来，才有人看到他们
无济干事而刺他的眼，这样他才倒地死掉了。不知怎的，其他的畸兵竞完全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从马上掉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
死。在他们回旋和退却的时候，他们井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等他
们一停下的当儿，由于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舍，他们祥龙无首了；而等他们
知道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们便相互激励，把全部骑兵汇合在一起想把
尸首夺回。
（２３）当雅典人看到骑兵不是象先前那样列为方障，而是集合整个部队向
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向其他的罩队呼号求救。而当他们的全部步兵聚拢
来增援之陈，在那里为了死尸爆发了一堤非常激烈的战斗。当三百个人伍军
奋战之际，他们处于远逊于敌方的劣势地位，并且眼看就要把尸首放弃了。
但是当主力前来增援以后，则骑兵的一方面却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仅是
夺不回死尸，此外他们还损失了他们的一部分骑兵。因此他们退却了，他们
停驻在离那里两斯塔迪昂左右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商量今后的办法，结果由
于失去了统帅，他们便决定收兵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了。
（２４）当骑兵返回营地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全军对玛西司提欧斯的死表
示了极大的哀悼，他们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他们的马匹和驮畜的毛发，
并且长时间不停地痛哭。他们的哀号之声，在整个只奥提亚都可以听得到，
因为这次阵亡的人，在全体波斯人中间以及对于国王来说，是受到仅次于玛
尔多纽斯的最大曾重的人物。
异邦人就这样地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死夫的玛西司提欧斯表示
了敬意。
（２５）但希腊人这衣邀击骑兵，并在邀击后打退了骑兵，因此勇气大大地
增长起来了。首先他们就把尸体安放在马车上，顺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遍；
因为这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
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随后他们便决定

他们下行开到普拉塔伊阿去，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在一切方面都远比埃律
特菜伊更适于布阵，特别是那里水源的情况比较好。他们决定他们必垣到这
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的伽尔伽披亚泉这里来，并把他们的军队分列成战斗的
队形布置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拿起他们的武器，沿着奇泰隆山的山麓，通过
叙喜阿伊，来到了普拉培伊阿的土地。他们到那里之后，就在伽尔伽披亚泉
以及英雄安多罗竞拉铁斯的圣域附近的一些不高的小丘间和一块平原上依照
不同的民族而列下了阵营。
（２６）在战斗的配置上面，铁该亚人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因
为他们每一方面都宣称他们应当占罩队的另一翼的阵地①，为此而列举出他们
的新的和旧的许多功业作为论据。铁该亚人这一方面的主张是这样：“自从
海拉克列达伊族在埃扁律司铁鸟斯死后试图返回伯罗奔尼撒以来，在伯罗奔
尼撒联军过去和輓近的一切战役当中，圣联盟军一直公认我们是有权利占居
这个地位的。当时我们是由于做了下迹的事情，才得到了这个权利的。当我
们和当时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肌亚人与伊奥尼亚人一道向地峡地带集结准备
战斗井和迈诬的人们对峙列阵的时候，据税叙洛斯②曾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最
好是不要冒险使两军交锋，而是要他们自己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选出他们认
为是最优秀的人物来和他在相互构定的条件之下单独战斗。伯罗奔尼撒人也
决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便缔结了一项誓约说，如果叙洛斯战胜了伯罗奔
尼撒的选手的话，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如果他本人
被对方战胜的话，则相反地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离开并领走他们的军队，而
且他们在一百年以内也不要再想返回伯罗奔尼撒了。那时我们的统帅和国
王，埃洛波司的儿子佩该岛斯的儿子埃凯穆斯便自己推荐自己井被联军全军
选了出来；于是他在那场决斗当中把叙洛斯杀死了。由于这次的战勋，那时
的伯罗奔尼撒人便不单是拾予我们一直不断地享受着的其他种种巨大特权，
而且在联军的一切战役中间，我们是永远有权占有另一翼的阵地的。但是对
于你们拉凯戴孟人，我们是没有反对意见的，我们甘愿任凭你们自由选择你
们所要统率的一翼：可是我们要声明，我们要和先前那样地统率另一翼。而
且抛开我们所说的功业不论，我们也比雅典人更存资格占有这样的地位的，
因为对你们拉凯戴孟人以及对其他人等，我们曾打社多次漂亮的仗。因此，
另一翼应当是由我们，而不是由雅典人来统率的。因为不拘是过去汪是近来，
他们从来不会成就过象我们这样的勋业”。
（２７）上面是铁该亚人的说法；但雅典人却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是为了对异邦军作战，而不是为了争论。但是既然铁该
亚人有意谈一谈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成就的一切新旧勋业，那我们
也就不得不告诉你们，为什么是我们，不是阿尔卡地亚人，由于我们世代的
武勋，而取得了世袭的权利来占有这一优势的地位。这些铁该亚人说，是他
们在地峡杀死了海拉克列达伊族的首领，可是当着海拉克列达伊这一族为了
逃避迈锡尼人的奴役，向全体希腊人求援而遭受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收容
了他们①，并借同他们一鲨打败了当时居住伯罗奔尼撒的人们，这样我们就打
①

就是扯凯戴孟人所不占有的那一翼阵地。

②

海拉克列断的儿子。

①

叙洛斯为他的敌人埃鸟律司铁鸟靳所追击曾逃到雅典人那垦去避难，并借着雅典人的帮助打败并杀死了

埃鸟律司铁鸟斯和他的儿子们。

垮了埃扁律司铁岛斯的横做。再者，当随同波律涅凯斯② 征讨底比斯的阿尔
哥斯人在战场上阵亡而尸体无人葬埋的时候，要知道，是我们派出了自己的
罩队去讨伐卡德美亚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井将他们埋葬在我们国内的埃列
扁西斯地方的。对于一度从铁尔莫东河方面突人阿提卡的阿焉松们，我们位
去曾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在特洛伊战役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
任何人。可是再提起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的勇士现在也
许会成为懦夫，而当时的懦夫今天又许会成为勇士，汪是不必再提旧 日的那
些勋业了罢。老实讲，我们实际有着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的许多丰功伟绩，
但纵令我们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业横，单就我们在马拉松一地的战勋，我们便
有资格享受这个。或是更多的荣誉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我们单
独和波斯人交锋，在那样的巨大事业当中我们没有辱命，我们打败了四十六
个民族。单单是这一桩功业，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占有这个地位吗，可是由于
目前不宜于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争论，因此拉凯戴孟人，我们愿意听你
们的话。随你们的斟酌，春我们最适于占居什么地方和对什么敌人作战罢，
随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既准备从命，
那末便请下命令罢”。
（２８）以上便是雅典人的回答了。拉凯戴孟人的全军于是高声呼喊说，雅
典人比阿尔十地亚人更有资格占居一翼。雅典人既然比铁该亚人更受欢迎，
于是他们便取得了那个地位。
随后，最初来的和随后陆续到来的希腊全军就作了如下的布置。右翼是
一万名拉凯戴孟人，其中斯巴达人五千名，他们每一个人有七名经武装的希
劳特，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支三万五千名的护卫军。斯巴达人把铁该亚人在战
斗中部署在自己的身旁，这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又是由于他们的勇
敢。铁该亚人中间有一千五百名是重武装兵。在这道战线上接在他们后面的
是五千名科林斯人，由于他们之请，帕乌撒尼亚斯同意当时从帕列涅来的三
百名波提戴阿人配置在他们的身旁；再下面是从欧尔科美诺斯来的六百名阿
尔卡地亚人，接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千名希巨昂人。接在希巨昂人后面的是一
千名特罗伊真人，特罗伊真人后面是二百名列普勒昂人，后面是四百名迈锡
尼人和提律恩司人，再后面是一千名普里欧斯人。接在普里欧斯人后面的是
三百名赫尔米昂涅人。赫尔米昂涅人的后面是六百名埃列特里亚人和司图拉
人；在他们后面是四百名卡尔启斯人，再后面是五百名阿姆普拉奇亚人。
阿姆普拉奇亚人的后面是八百名列岛卡地亚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
们后面是凯帕列尼亚的帕列人二百名，在这些人后面是五百名埃吉纳人，埃
吉纳人后面是三千名美伽拉人，接着美伽拉人的是六百名普拉塔伊阿人。在
末尾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八千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的地方。
雅典人的将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
（２９）除去分配给每一个斯巴达人的七个人之外，所有这些人都是重武装
兵，他们全体的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集合起来对付异邦罩的重武装兵的
人数便是这些：至于经武装兵的人数，则属于斯巴达部队的是每一重武装兵
配备七人，即三万五千人；他们都给武装起来了。其他拉凯戴孟人和希腊人
的经武装兵则是每一重武装兵配备一人，他们的人数是三万四千五百人。这
样，准备参加战斗的经武装兵的总数，就是六万九千五百人了。
②

指波律涅凯斯想从他兄弟埃提欧克列司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

（３０）而集结在普拉塔伊阿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起就是差一千
八百整整十一万人了。但是在那里的铁斯佩亚人却把他们补足为十一万人。
原来残存的铁斯佩亚人①也在罩中，他们是一千八百人，但并不是重武装兵。
（３１）于是这些人列了阵并配列在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玛尔多纽斯
麾下的异邦军停止了他们对玛西司提欧斯的哀悼并听到说希腊人到了普拉塔
伊阿的时候，他们也便来到了流经那里的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他们到
达那里的时候，他们便恰巧尔多纽斯象下面这样地列成了战阵，玛尔多纽斯
使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对峙；而鉴于波斯军的人救大大地超过了拉凯戴孟
人，因此波斯人便列成了较厚的队形，其队列长得还和铁该亚人相对峙了。
在列阵的时候，他把波斯军当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凯戴孟人相对
峙，而把较弱的部分用来和铁该亚人相对；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意见和指导
这样做的。他在波斯人的后面配置了美地亚人，用来和科林斯人、波提戴阿
人、欧尔科美诺斯儿、希巨昂人相对峙。接着美地亚人的是巴克妥利亚人，
与巴克妥利亚人相对峙的是埃披道洛斯人、特罗伊真人、列普勒昂人、提律
恩司人、迈锡尼人和普里欧斯人。接着已克妥利亚人的是印度人，用来和赫
尔米昂涅人、埃列特里亚人、司图拉人和卡尔启斯人相对峙。印度人以次，
他配置了撒卡依人，用来和阿姆普拉寄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列扁卡地亚
人、帕列人和埃吉纳人相对峙，接在撒卡依人之后，和雅典人、普拉培伊阿
人、美伽拉人相对峙的是只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玛里司人、帖撒利亚人
和一千名波奇司人；原来并非是全体波奇司人都站在波斯人的一方面，他们
的一部分是帮助希腊人的。这些人曾被包国在帕尔那索斯，他们从那里突围，
蹂躏了玛尔多纽斯的军队和与玛尔多纽斯在一起的希腊军队。此外，他汪部
署了马其顿人和帖撒利亚一带的居民来和雅典人相对峙。
（３２）以上我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所配备的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
最著名和是重要的；但是此外在军队中还有由普里吉亚人、色雷斯人、美西
亚人、派欧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所混合成的一群人，更有埃西欧匹亚人和被
称为赫尔莫提比埃斯和卡拉西里埃斯的、佩刺的埃及我①；这种埃及人是埃及
唯一的武人。这种人过去一直是在船上作战的，直到玛尔多纽斯江在帕列隆
时，这才把他们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来：原来埃及人并没有给编到随克谢尔
克谢斯来到雅典的陆军里面。因此，正象我上面所说的，异邦军共有三十万
人：至于和玛尔多纽斯联盟的希腊人的人数，却没有人知道（实陈上他们没有
给人计算过）。如果可以推测一下的话，则我以为他俩纠合了大概有五万人。
以上所配列的都是步兵，骑兵则是分别配列的。
（３３）为他们全军都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配置好的时候，第二天两军就奉
献了牺牲。为希腊人方面奉献牺牲的是安提奥科斯的儿子提撒美藉斯，因为
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是一个埃里司人，是雅米达伊族②的（克吕提亚达伊族
人〕，拉凯戴孟人曾使他归化为自己的市足。原来当提撒美诺斯为了子嗣的
事情向戴尔波伊蒲示神托的时候，佩提亚向他预言，说他将要在五次重大的
角逐中取得胜利。他误解了神托的合意，而开始进行体育锻炼，打算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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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比赛中取得胜利。他自己进行了五项廷动③的糠习，不过在奥林匹亚运
动会上和安多罗斯人谢洛尼莫斯比赛时，却由于角力这一项失败而发有取得
奥林匹亚的胜利荣冠。可是拉凯戴孟人却看出，给子提撒美藉斯的神托，并
不是意味着运动比赛，而是意味着战争方面的角遂。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试图
用金钱贿买提撒美诺斯，要他和他们的海拉克列达伊族的国王一道来领导他
们的战争。可是当他看到斯已达人十分想跟他拉拢交情的时候，他就抓住这
一点自己抬高身价，并且要斯马达人知道，除非把正式公民身份和一个公民
的全部权利给他，他是任何报酬都不答应的。斯已达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起
初感到愤慨，并且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当波斯大军的可怕的威胁逼
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便只得向他表示同意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当
他看到他们的意思改变了的时候，他又说甚至只是这样的条件，他也不能满
足了，他说他的兄弟海吉亚斯也必须以和他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人。
（３４）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把要求王权和要求市民权看作一回事，就此而
论，他是模仿美拉姆波司的。原来当阿尔哥斯的妇女发起狂来，而阿尔哥斯
人想用钱把他从披洛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的时候①，美拉姆波司要求他们的
王权的一半作为自己的报酬。阿尔哥斯人不能容忍这一点，便离去了。可是
当疯病在他们的妇女当中蔓延开来的时候，他们立刻便同意了美拉姆波司的
要求并且愿意把王权给他。可是，美拉姆波司看到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时，
却抬高了他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三分之一的王权给他的兄弟比亚斯，
他是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的。已经陷于穷境的阿尔哥斯人，不得已连这一点
也同意了。
（３５）同样地，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地迫切需要提撒美诺斯，因此他们同意
了他的一切要求，当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同意了他的请求时，于是这时变成了
斯巴达人的埃里司人提撒美诺斯便为他们掌理卜筮之事，从而帮助他们获得
了五次极大的胜利，除去提撒美诺斯和他的兄弟以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
变成斯巴达的公民了。以下便是他们取得的五次的胜利。其中的一次，即第
一次，是普拉塔伊阿的胜利；再下面的一次是在铁该亚战胜了铁该亚人和阿
尔哥斯人；在这之后是在迪帕伊那斯战胜了曼提涅亚人以外的全体阿尔卡地
亚人；再下一次是在伊托美战胜了美塞尼亚人；最后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
典人和阿尔哥斯人，这是五次胜利申最后得到的一次胜利（３６）现在随着斯巴
达人来的便是这个提撒美诺斯，他就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为希腊人进行卜笼。
但奉献牺牲的结果是：如果他们只取守势的话，则吉；如果渡过阿索波司河
首开战端的话，则凶。
（３７）然而一心想首启战端的玛尔多纽斯，在奉献牺牲卜筮之后，是不达
心的，因为它的结果也是取守势则吉利。他也是使用希腊式的牺牲奉献法的；
他的占卜师是埃里司人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这是铁里亚达伊族当中最有声名
的人物。在这之前，斯巴达人曾把他擒拿人狱并想把他处死，因为他曾做了
许多伤害斯巴达人的事情，陷入了这样的苦境的这个人，既然有生命的危险，
而在死亡之前又很可能要遭受许多酷刑，于是他做出了一件使人几乎难于置
信的事情。他是被系在上了铁锁的木枷之内的；他弄到了一件不知怎的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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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狱中的铁制武器，而立刻想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极其大胆
的计划。他计算他的脚的残留部分怎样能尽可能多地得到解脱，这样便从脚
背上割掉了自己的脚。这样做了之后，由于有守卫监视着他，他便在墙壁掘
了窟窿逃出去，这样便逃到了铁该亚；他在夜里赶路，白天则藏到树林里去
潜伏在那里，而到第三个夜里，他便到了铁该亚。就在这时，拉凯戴孟人举
国对他进行了搜索；当他们看到他的半只脚被切断在那里而找不到他本人的
时候，他们是非常惊讶的。他就这样地从拉凯戴孟人那里逃开，到铁该亚去
避难了，因为铁该亚人当时和拉凯戴孟人并不是友好的）而在他的伤口治愈，
并给自己安上一只木脚之后，他便公然宣布自己是拉凯戴孟人的敌人。不过，
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敌意格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拉凯戴孟人当他在
札显托斯进行卜筮的时候还是把他捉住并把他杀死了。
（３８）不过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死却是沓拉培伊阿之役以后的事情了。现
在他却为玛尔多纽斯重金所聘，在阿索波司河河畔奉献牺牲以卜吉凶了：他
热心千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憎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
酬。既然对波斯人本身来说，或是对和波斯人在一起的希腊人来说，牺牲的
朕兆都不利于作战（原来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占卜师，即列岛十地亚人昔波
玛科斯），同时希腊人方面这时却一直在有人加入进来，因而他们军队的人数
便不断在增加，底比斯人海尔披斯的儿子提玛盖尼戴斯便建议玛尔多纽斯守
住奇泰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军队每天每天都在增加，这
样玛尔多纽斯便可以把他们的许多人遮断了。

（３９）当仙向玛尔多纽斯提出这个建议来的时候，两军对峙以来已经八天
过去了。玛尔多纽斯认为他的这个意兄是很好的，于是在天一黑的时候，便
派遣骑兵柱通向普拉塔伊阿的奇泰隆山路去；只奥提亚人刚称这条山路为“三
头”，而雅典人则称它为“栎树头”。派去的这一批骑兵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进入平原的时候，他们拿捕了从伯罗奔尼撒运遂粮食给军队的五百头驮
畜，还有跟搬运车在一起的人邑。在得到这些卤获品之后，他们就毫不留情
地连人带牲畜都加以残杀。而在他们杀够了的时候，便把剩下的人畜包回起
来，把他们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去了。
（４０）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双方都不愿启战
端。虽然异邦军开到阿索波司河的河岸想来试探一下希腊军的劝静，但双方
却都不渡河。不过玛尔多纽斯的骑兵却一直在迫占和困扰希腊人：而十分热
心地站到美地亚人一方面去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想接战，他们不断地把战
争推进到真正动手的程度、在这之后便翰到了波斯人和美地亚人，现在正是
他们来显示勇武的时候了。
（４１）十天过去了，但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上面的这些而已。但是从双方在
普拉塔伊阿最初对峙列阵以来的第十一天，希腊人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但
玛尔多纽斯却由于这种因循无所事事而极感苦恼：于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
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所信任的其他少数波斯人之一的帕尔那凯斯的儿子
阿尔塔已佐斯便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他们的意见有如下述，阿尔塔巴佐斯
认为最好是尽快地移转他们的全军，把全军引到底比斯的地里去，在那里给
他们自己储备大批的军粮，并给他们的驮畜准备秣草，然后他们便可以在那
里安安静静地坐候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了。方法是这样：他们既然拥有大量
镐造成货币的和未经铸造成货币的黄金，既然拥有大量白银和怀盏，他们便
可以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分运给希腊所有各地的人们，特别是希腊各个城
市的那些显贵知名之士。这样一来，希腊人很快地就会交出他们的自由，而
他们也便不会冒险交战了。他的这个意见是和底比斯人的意见相同的，因为
他比起别的一些人来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但是玛尔多纽斯的意见却是更
为强烈和顽固，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他说他认为他们的军队比希腊的军队
耍强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尽快地挑起战争而不能再忍耐下去春看希腊人集合
越来越多的兵力。至于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牺牲，他们不必去管它，也不必
对之加以强求，但他们却应当按照波斯的风俗习惯开始作战。
（４２）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此他的意见被通拉了，因为受国王之托，
担任全军最高统帅的正是他，而不是阿尔塔巴佐斯。于是他把各军团的首长
和与他在一起的希腊人的将领们召集了来，问他们是否知道有位什么神托，
曾预言波斯人会死在希腊。被召来的人们默不作声，他们有的人不知道神托，
有的人知道这神托，却认为说了对自己有危险，于是玛尔多纽斯自己就说：
“既然你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而不敢说，那末，我就来把我所知道的全
部情况讲抬你们听罢。有一个神托说，波斯人命中注定要来到希腊，而他们
在把戴尔波伊的神殿劫惊之后，就要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神托，
因此我们就既不走近这个神殿，也不想劫掠它。而既然我们的毁灭耍决定于
那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祸事了。你们中间所有对波斯人抱看好意
的人们，既然知道我们因此将要战胜希腊人，则你们可以安心了”。这样说
了之后，他便下令准备一切，为第二天拂晓就要开始的战斗作妥善的安排。
（４３）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说是关系到波斯人的这个神托；我知道它原

来不是关系到波斯人，而是关系到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司的军队的。但是关
于这次战斗，巴奇司却有下面的一个神托：在敛尔莫东河和岸上长着草的阿
索波司河的河岸上。
是希腊军队的集结和异邦人的呼唤。
当宿命的一日到来之陈，不待拉凯西司①注定的寿数，许多带弓的美地亚
人就要在这里丧命。穆赛欧斯所宣出的诸如此类的神托，我知道都是关于波
斯人的。至于铁尔莫东河，刚它是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撒斯②之间的河流。
（４４）在玛尔多纽斯探求了神托的意义并发表了激励的言词之后，夜来
了，而军队便布置了他们的啃兵。而当夜色已深，看来营地里面万籁俱寂而
人们也深深入睡的时候，阿阴培斯的儿子亚力山大，即马其顿人的将领和国
王这时便乘马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去，要和他们的将领讲话。大部分的哨兵
都留在原地未动，其余的哨兵则跑到他们的将领那里去，告诉他们的将领说，
从美地亚军的营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这个人别的聂一句也没有说，只是
叫着各位将领的名字，说是要和这些将领谈话。
（４５）诸将听到这话之后，立刻便和来人一同到哨兵的地点去，而当他们
来到那里的时候，亚历山大便对他们说：“雅典人，我把这些话托付给你们，
请你们为它保守秘密，除去帕鸟撒尼亚斯之外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
就连我也给毁了。如果不是我非常关心整个希腊的命运的话，实陈上我就不
会把这话舍诉你们了。因为我本人的远祖是希腊人而我也决不愿意看见自由
的希腊会受到奴役。故此，我告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并不能从牺
牲得到时他有利的朕兆，否则在这之前很久你们就得作战了。但是现在他们
却不打算把牺牲放到心上，而想在明天一破晓的时候发动战斗；据我的推测，
他们是害怕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我请你们作准备。如果他拖延
作战而下展开战斗的话，那就请耐心地在原来的地方等待着不要动，因为仙
身边的兵粮只够几天用的了。但是，如果这次战争是按照你们的意思结束的
话，那你们就一定要记看设法把我也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由于自己的热心，
我为希腊做了这样一件不顾性命的事情，而想把焉尔多纽斯的意图向你们傅
达，为的是使异邦罩不致在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猝不及防地向你们攻
来。我是焉其顿人亚历山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乘焉返回营宿他自己的
驻地上去了。
（４６）雅典军的将领们就到右翼的地方去，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听到的
话告诉了帕岛撒尼亚斯。帕鸟撒尼亚斯听到这话，却害怕波斯人，于是他说：
“这样看来，天破晓的时候仗是要打的了。最好你们雅典人和波斯人对阵，
而我悄则来对付贝奥提亚人和现在跟你们相对峙的希腊人，因为你们在厉拉
松和美地亚人交过蜂，熟悉他们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于那些人却是
既无经验，又不熟悉的。不过我们斯巴达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帖撒利亚人却是
有经验的，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和美地亚人较量过。因此，让我们拿起
武器来调换一下，你们到这一翼来，我们到左翼去”。雅典人回答说：“正
是从我们看到波斯人布置在你们对面的那个时候起，我们便也有意提出你们
这次首先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害怕这样做会使你们不高兴。但既然你们自
己说出了你们的愿望，我们也非常高兴听从你们的意见并准备按着你们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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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做。”
（４７）双方都满意这样的做法，因此在天刚破晓的时候，双方便对调了他
们的防地。贝奥提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玛尔多纽斯。玛
尔多纽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试图在自己这方面也作一次调动，把波
斯人调到和拉凯戴孟罩对峙的地点去。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对方正在做
的是什么事情时，他就知道他的行动已被对方晓得，便把斯已达人调回了右
翼。而玛尔多纽斯刚同样地也移到了左翼。
（４８）当双方都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位时，玛尔多纽斯便派遣一名使看到
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十
分勇敢的人物。你们既不临阵脱逃，又不离开你们队伍的部署，而是坚守在
原来的阵地上或是杀死你们的敌人或是自己战死，因此他们对你们是极为佩
服的。但是看来，这一切都是谎话了，因为在我们能以接战并展开格斗之前，
我们就亲眼看到你们现在竟然逃跑起来并离开了你们原来的部署，而想用雅
典人来试探你们敌人的力量，你们却把自己布置在不位是我们的奴隶的对
面。这庆不是好汉应当做的事情；对于你们，我们真是大大地估计错误了。
因为倘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你们的说法，则我们想你们会派一名使者前来
向波斯人，而不是向别的人们挑战。当然，我们是准备应战的。可是我们却
发现你们并未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是在我们的面前畏缩。这样看来，你们既
不出来挑战，那只好轮到我们来向你们挑战了。我们为什上不能双方各出同
样数目的军队来交战呢？
你们既然素称是最勇敢的，则可以代表希腊人，而我们代表异邦军①。如
果其他的人也应当一战的话，刚他们可以在我们之后作战：相反地，如果只
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仗打个水落石出，哪一方面得
胜，那他们也就算代表全军获胜了。”
（４９）使者说了上面的一番话之后就等了一会几，但是没有任何人回答
他，于是他就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听了大喜
过望，竟因这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胜利得意起来，于是便派出他的畸兵去进
攻希腊人了。畸兵向希腊人攻去，而由于他们是畸着焉的弓手井使对方不易
迫近自己，因此他们在射箭和投枪时使希腊全军遭到了不小的损害。他们还
捣毁和堵塞作为希腊全军的水源的伽尔伽披亚泉。然而，也只有拉凯戴孟人
实际上是驻扎在这个泉附近的，其他希腊人则适因个别驻地的不同而离泉校
远，不过他们却和阿索波司河不远的。但是由于他们从阿索波司河被切断，
他们就不得不到伽尔伽披亚泉去取水；他们是因骑兵和弓矢的椽故，而无法
从河中汲水的。
（５０）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希腊军队的将领看到他们的军队被切断了水
源又受到畸兵的困扰，便到右翼的帕岛撒尼亚斯那里去，讨论这些以及其他
的事情，原来除去上面我提到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烦恼不安。
他们的军粮吃完了，他们派到伯罗奔尼撤去从那里运回粮食的仆从被骑兵切
断，不能回到自己的阵地了。
（５１）因此，在商讨后他们决定，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拖延发起进攻，
他们就到岛上去。这个岛离他们当时布阵的阿索波司河与伽尔伽披亚泉有十
斯塔迪昂的路程，就在普拉塔伊阿市的前面。陆地上所以出来一个岛，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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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河从奇泰隆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支，而在这两支随后重新合流之
前，它们中间是三斯塔迪昂的距离。这条河的名称是欧埃洛耶，而当地人刚
称它为阿索波司的女儿。他们就是打算到那个地方去的，他们到那里去为的
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水使用，并且不象现在他们相对峙的时候这样，受到骑兵
的扰害。因此他们决定在夜间二更①的时候移动。为的是不使波斯人看到他们
的移动以及不使骑兵追击他们和扰乱他们的队伍。此外他们还决定，当他们
到达发源于奇泰隆的、阿案波司河的女儿欧埃洛那河的两股河道所环抱的地
方时，他们要在当夜里把自己的一半军队派到奇泰隆去，救扛他们派出去运
军粮的仆从；因为这些仆从被切断在奇泰隆而不能回到他们这里来了。
（５２）在拟订了这样的一个方策之后，他们邢一整天都在忍受着不断向他
俩进攻的骑兵加到他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头。但是当到天色黑下来而骑兵
停止向他们侵扰的时候，在夜里他们构定离开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大部分人
便起来开始撤退了，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到他们约定的地方去；而在他们一开
始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十分庆幸他们摆脱了对方的骑兵，逃住普拉塔伊阿市，
躲到希拉的神殿去，这个神殿位于普拉培伊阿市的前郊，离伽尔伽披亚泉二
十斯塔迪昂。
（５３）他们到达那里以后，便在神殿前面列阵了。这样，他们就驻扎在希
拉神殿的四周了。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他们离开营地，就下个拉凯戴孟人
同样也拿起他们的武器，跟在先行的其他人等的后面，以为这些人正是向他
们约定的地点去的。于是所有其他的队长都准备服从帕岛撒尼亚斯的命令，
而这时只有庇塔涅军团的将领，波里亚戴斯的儿子阿莫姆帕列托斯却拒绝从
异邦军的面前逃开，也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他看到这一切是感到奇怪的，
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不久之前所举行的会议。帕岛撒尼亚斯和埃岛律阿那克斯
看到阿莫姆帕列托斯不听从他们的命舍己经很不高兴，而使他们越发不高兴
的事情都是，他的拒绝服从命令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庇塔涅军团；因为他们害
怕，一旦他们履行和其他希腊人的约定并把他放弃的话，阿莫姆帕列托斯和
他麾下的人们是会留在后面送死的。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便使拉科尼
亚的军队按兵不动并尽力说服阿莫姆帕列托斯，要他钉道他这样做是不对
的。
（５４）于是，他们就向全体拉凯戴盂人与铁该亚中间唯一留在后面的阿莫
姆帕列托斯进行劝舍。至于雅典人，刚他们留在他们的原驻地下动，因为他
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的作风，即心里打算做的和嘴里说的是不一致
的。但是当军队从他们的驻地移开的时候，他们派他们自己的一名骑兵去看
一下斯已达人是想开放，还是他们根本不打算撤退，同时并向帕岛撒尼亚斯
打听，雅典人应当怎样做。
（５５）当这个使者来到拉凯戴盂人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们还是在他们
原来的地方列阵，而他们的首领们则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辩，原来，虽然埃岛
律阿那克斯和帕岛撒尼亚斯劝说阿莫姆帕列托斯，耍仙知道拉凯戴孟人下应
当冒着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能说服他。而最后，当雅典的
使者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竟公开争吵起来了。而阿莫姆帕列托斯一面
争吵着，就用双手搬起一块石头来放到帕岛撒尼亚斯的脚下，说他就用这块
石头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也就是异邦人的面前逃开。帕岛撒尼亚斯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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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疯子，骂他的神经错乱。而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
后，帕岛撒尼亚斯便命令他把目前的情况舍留诉典人，并斋雅典人和拉凯戴
孟人一致行动，和他们同样地撤退。
（５６）这样，使者就回到雅典人那里去了。但是这里直到天亮，争论仍在
继续着；帕岛撒尼亚斯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原地按兵不动，但这时却发出撤退
的信号，把残留下的军队全部顺着小丘中间率领去了，铁该亚人则跟在他们
的后面。因为他认为，在其余的拉凯戴盂人离开阿莫姆帕列托斯的时候，这
个人是不会自己留在后面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列成战阵的雅典人循着与
拉凯戴孟人不同的道路开拢了，拉凯戴孟人为了躲避波斯骑兵，他们紧紧地
靠着丘陵地带和奇泰隆山的山麓，但相反的，雅典人却下行向着平原上行进
了。
（５７）原来阿莫姆帕列托斯在起初以为帕岛撒尼亚斯决不会想到要把他和
他的军队留在后面，因此他坚持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离开他们的驻地。
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的军队自己先开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们是真个想把他
抛下了，于是他也便下令他的军团拿起武器来，而他便率领看这些人一步一
步地跟在其余军队的后面。前面的军队在走了十斯塔迪昂远之后，就在莫罗
埃司河河畔一个叫做阿尔吉奥披昂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待阿莫姆帕列托斯的部
队，在那里立有一座埃列岛西斯的戴美特尔的神殿。他们等待他的理由是这
样：如果阿莫姆帕列托斯和他的罩团不离开他们原来的驻地而仍然留在那里
的话，他们可以回来支援这些人。而在阿莫姆帕列托斯的军队刚刚赶上他们
的时候，异邦军的骑兵便全军向他们进攻了。骑兵的行动和他们一向习惯的
行动一样，他们看到希腊军队前些天列阵的地点空了下米，便一直拍焉前进，
而在他们一赶上的时候，便对希腊人展开了进攻。
（５８）另一方面，当玛尔多纽斯听到希腊人乘着黑夜撒退并且在那里看不
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把拉里撒的托拉克司和他的兄弟埃岛律披洛斯和特拉
叙狄欧斯召了来，向他们说：“阿列岛阿斯的儿子们啊！你们看这个地方已
经空了，现在你们还讲什么呢？你们是他们的邻居，你们常说拉凯戴孟人决
不回避战筝，他们又是最优秀的战士，可是刚才你们就已经看到，正是他们
改变了他们的部署，而现在你们和所有我们大家又都看到，他们在前一个夜
里逃跑了。在他们自己刚刚耍和世界上确实是最英勇的人们较量一番的时
候，他们便显然地表明，他们这些一钱不值的人物，却在同样是一钱不值的
希腊人当中获得了声名。既然你们对波斯人并不熟悉，因此你们虽然称赞了
你们多少江知道一些的拉凯戴孟人，我却是愿意宽恕你们的。不过更加使我
感到奇怪的是阿尔塔巴佐斯的作法，他害怕位凯戴孟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
结果他竟提供我一个卑怯的意见，要我们撒退到底比斯去受包围。这个意见
我还没有向国王报告，关于这伴事，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不过目前，我们
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心须追击，直到赶上他们并
且要他们对他们在波斯人身上做出的一切伤害付出赔偿。”
（５９）这样说了之后，他便尽快地率领看波斯军队渡过阿索波司河去追击
希腊人，他们以为希腊人逃跑了，他追击的目标只是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
的军队。因为雅典人从另一条路经过丘陵地带开向平原，波斯人已经看不到
他们了。异邦军其他部队将领看到波斯人出发追击希腊人，他们便立刻同样
地举起了鲁自的罩旗尽快地开始追吉，担这些部队在出发追击之际，既不曾
整顿队伍的秩序，也不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这样，他们就乱成一团地并高声

呼啸着开始了攻齿，好象他侗追上之后，就可以把希腊人一网打尽似的。
（６０）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异邦军的骑兵向他进攻的时候，便派谴一名
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去，向他们说：“雅典人啊，在希腊必须决定是得到自由，
还是被奴役这样一个重大关头的面前，我们拉凯戴孟人和你们雅典人因联盟
者昨夜的逃脱而被出卖了。因此现在我决定了下面我们必复立刻做的事情。
我们必复尽最大的努力奋战以相互保护。如果骑兵首先攻击你们，则我们和
跟我们在一起的、忠于希腊的铁该亚人便要支援你们，但是按目前的情况，
既然敌军进攻的全部力量是针对着我们，那未你们就应当来帮助我们受最大
压力的那一部分军队。可是，如果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你们不可能前来支
援我们，那末就请为我们做一件好事，把弓手派来罢。我们深信你们会答应
我们的请求，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你们是远比所有其他的人们要
热心的”。
（６１）当雅典人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去支援拉凯戴孟人并尽圣力
来保卫他们。但是当他们已经开拔的时候，他们却碰到了布置在他们对面的、
站到国王那一面去的希腊人：现在他们受到逼临到他们跟前的敌人的攻击，
这样他们就不能支援别人去了。结果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便孤立无援了。
拉凯戴孟人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趄是五千人，（而和拉凯戴孟人一次
也没有分开过的）铁该亚人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是三千人：他们奉
献牺牲以卜吉凶，因为他们就要和玛尔多纽斯以及他麾下的军队交锋了。但
是他们用牺牲占卜的结果并没有吉兆，而这时他们又有许多人阵亡，受伤的
更多得多，因为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了一道壁垒，并且射出了象雨点一
样多的箭。帕扁撒尼亚斯看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压力而牺牲的占卜叉对自己不
利，他便仰望普拉塔伊阿的希拉神殿，呼叫女神的名字，请求无论如何也不
要使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失去信心。
（６２）当他还在祈求的时候，铁该亚人却一焉当先地冲了出来，向异邦军
进行反击了；而在帕扁撒尼亚斯的祈祷之后，牺牲的占卜立刻对拉凯戴孟人
显示了吉兆。既然终于得到了这样的吉兆，他们便也向波斯人发起了进攻。
而波斯人也便抛掉自己的弓前来迎战了。起初，他们是在藤盾的壁垒的附近
作战，而这一道壁垒被冲倒以后，战斗现在戴美特尔神殿本身的附近变得激
烈起来并持续了长久的时候，直到最后，这堤战斗竟形成了肉博战；原来异
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
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
上他们的对手；他们总是单身地，十个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样地冲
出来，杀到斯巴达人中间去，结果就都死在那里了。
（６３）玛尔多纽斯本人骑着一匹白马，在身边率领着最精锐的一千名波斯
军士兵作战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对敌人施加最大压力的地方。只要是玛尔多
纽斯活着，波斯军便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井保卫着自己，而把许多拉凯戴孟人
杀死。但是当玛尔多纽斯陈亡，而他的卫队，也就是军队中最强的那一部分
也都战死的时候，其他的士兵便也逃退井在拉凯戴孟人的面前屈服了。原来
使他们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缺乏卫护的武装，而他们这样的轻武
装兵（几乎等于毫无护身之具），都要和重武装兵作战。
（６４）在这一天里，斯已达人正象神托所预言的，在垢尔多纽斯身上充分
地湔雪了他当日杀死列欧尼达司的仇恨，而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
利，就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所

赢得的。帕岛撒尼亚斯的其他的祖先，我在列欧尼达司的世系中已经说过了，
因为他们两人的祖先是共通的。至于垢尔多纽斯本人，则他是给斯巴达的一
位知名之士阿埃姆涅司托斯杀死的：这个人在波斯战役之后一些时候，曾李
领着三百名战士在司铁尼克列洛斯对美塞尼亚的全军作战，结果他和那三百
个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６５）在普拉塔伊阿这里，被杭凯戴盂人击败的波斯人在混乱中逃注自己
的营地，躲入他们在底比斯领土上修筑的木造壁垒。这里有一件使我党得奇
怪的事情，那虽然在戴美特尔圣林附近展开了激战。可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战
死在圣域里面，或者曾进入圣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神殿附近的圣域外面战
死的。而依照我个人的判断，如果对上天的意旨加以判断不算是罪过的话，
则这不外是女神不许他们走进去，因为他们曾经烧掉埃列岛西斯地方的奉祀
女神的神殿。
（６６）因此，这一战争就到上述的地方告一段落了。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是从一开头就不喜欢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下，不过那时尽管
他力主不发动战争，却又不能有任何效果，因此，他既不赞同玛尔多纽斯的
所作所为，他自己便做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
（他身边有不小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多这四万人），在希腊人和波斯人
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便知道得很清楚这一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于是他
向他们发出的要他们全体随他率领到任何地方去，而不拘怎样快，他们也都
得以一致的步伐跟随着他。而在他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便装成是率领着
他们去作战的样子。可是他走看走着的时候，他看到波斯人已经在逃跑了，
于是他便不再接着原来的队形率兵前进，却抬起腿来尽快地逃跑，不过不是
向着木造的壁垒，也不是向着底比斯的城壁，而是向着波奇司去跑去，他这
样做为的是他可以最快地从那里逃到海列斯彭特。
（６７）这样，阿尔塔巴佐斯和他的士兵就循看这个方向前进了。另一方面，
站到国王一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希腊人却是故意不好好作战的。例外的只有只
奥提亚人；他们和雅典人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原来站到波斯人一方面的
那些底比斯人在战斗中是相当卖气力的，而且也无意于在战斗中故作松懈，
结果他们当中有三百名最优秀的一流人士在那里死在雅典人的手里了。然而
只奥提亚人也终于溃退下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循着波斯人逃跑的道路，而是
逃到底比斯去的。至于同盟军的其他全体人等，他们根本没有坚持顽强地作
战，也不曾立下任何勋功，就此逃掉了。
（６８）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完全视波斯人为转
移的，因为其他的人们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扛没有和敌人交
锋，便立刻也逃跑了。因此，除去贝奥提亚的以及另外的一部分波斯骑兵，
他们都逃跑了；这些骑兵是这样地帮助了逃跑的人们，原来他们为保护自己
一方面的人而一直在迫近敌军，这样他们就截断了希腊人，而使希腊人不能
追击逃跑中的友军。胜利者就达样跟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的后面进行了追
方和杀戮。
（６９）正当人们逃跑得正欢的时候，在希拉神殿四周列阵并且没有参加战
斗的其他希腊人接到消息说，战斗已经发生，而帕后撒尼亚斯和他麾下的士
兵取得了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乱着队形出发了；科林斯人及具
一派沿着山麓和丘陵地带，循着上行路一直到戴美特尔神殿去，美伽拉人、
普里欧斯人及其一派则循着平原上是平坦的道路前进。但是当美伽拉几和普

里欧斯人走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多洛斯的儿子阿索波多洛斯率颁下的底比斯
骑兵部队看到他们匆忙和混乱地走过来，便向他们发起攻击。这次进攻的结
果是，骑兵把他们中间的六百人杀死，追击其余的人们并把他们一直赶到奇
泰隆山里去。
（７０）这些人便这样非常不光彩地死掉了。但是当波斯人和剩下的大群人
们逃到木造壁垒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趁着拉凯戴盂人江未到来，设法攀登
到塔楼上去：到上面之后，他们便尽一切的努力来使这个壁垒加固，而在拉
凯戴孟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便展开了一堤争夺城壁的顽强激烈的战斗。原来
只要是雅典人还没有到那里，异邦军就可以保卫他们自己并且对拉凯戴孟人
占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拉肌戴孟人是不善于攻城战的。但是当雅典人到来的
时候，争夺城壁的战争就激烈起来并持箱了很长的一个时候。但终于由于雅
典人的勇敢和坚持不屈，他们攀登了城壁并在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希腊
军队就从这个缺口涌进去了。首先冲进去的是铁该亚人，劫掠了玛尔多纽斯
的帐篷的就是他们；他们除了从帐篷中取得其他的物品以外，还得到了玛尔
多纽斯的焉匹的一个秣槽，这个秣槽完全是青铜制成，而且是很值得一看的。
铁该亚人就把玛尔多纽斯的这个秣槽奉献拾阿列亚·雅典娜的神殴，而他们
卤获的所有其他的物品，他们便和其他希腊人那样地，交到全军公有的卤获
物中去了。至于异邦军这一方面，城壁刚一陷落，他们的阵势就乱了，他们
中间没有一个人想进行抵抗；成万已经给吓得半死的人们枪压迫到一个狭小
的地方去任人宰割，这桔果给希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尽情杀戮的机会，三十
万人的一支大军，除去和阿尔塔已佐斯一起逃跑的四万人之外，只不过有三
千人活下来罢了。在这一方百，则斯已达出身的拉凯戴孟人在战斗中死亡的
一共是九十一个人，敛该亚人是十六个人、雅典人是五十二个人。
（７１）在异邦军当中，最善战的是波斯人的步兵和撒卡依人的骑兵，而就
人而论，据说最勇敢的就要算是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
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是就勇武而论，拉凯戴盂人在他们所有
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都曾打败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因此我只能从这样的
一点来证明我的看法，即拉凯戴孟人所对付的是敌人最精锐的部分并且战胜
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断乎超乎众人之上的勇士是那在三百人当中唯
一从铁尔摩披莱安全返回并因此受到黄难和侮辱的阿里司托戴莫斯，次于他
的、最勇敢的勇士则是波西多纽斯、披洛库昂和斯巴达人阿莫姆帕列托斯。
不过，如果大家谈论时间起他们当中谁最勇敢的话，则在座的斯巴达人就会
认为，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自己受到青难，显然他宁愿一死，因此他离开了
他在队伍中的岗位而拼命向前厮杀，这样他在实际上就成就了律大的功业，
可是不想去死的波西多纽斯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物，因此就这一点
来说，他就比阿里司托戴莫斯还要勇敢了。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讲
的。但是。上面所列举的、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人们，除去阿里司托戴莫斯
以外，全都受到了光荣的表扬。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在受到上述的责难时竟
想寻死，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光荣的表扬。
（７２）以上就是参加普拉塔伊阿战役的人们当中，得到最大声名的人。但
是在参加军队的时候，不单在拉凯戴孟人当中，而且在其他希腊人中间，都
是当时全希腊最漂亮的人物的卡利克拉铁斯并没有算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
是在战场之外死去的。原来正当帕扁撒尼亚斯奉献牺牲的时候，卡利克拉铁

斯在他自己坐的地方，在身体的胁部中箭负了伤，而当他的同伴们作战的时
候，他被带出了战场，但是他在死的时候都是不能瞑目的，他向普拉塔伊阿
人阿里姆涅司托斯说，为希腊而死，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但
使他痛苦的却勿宁是，尽管他满心想这样做，他却轿毫没有施展出自己的本
颁，也没有成就任何和自己相称的功业。
（７３）在雅典人当中，取得了令誉的是戴凯列阿市区出身的一个人物。埃
岛图奇戴斯的儿子棱帕涅斯。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的，戴凯列阿人曾做过一
件在任何时候都有盆处的事情。原来在住昔，当着图恩达里达伊族为了夺回
海偷率领着一支大军攻人阿提卡，并由于他们不晓得海偷被藏在何处而把各
个市区蹂躏得一蹋糊涂的时候，于是据说戴凯列阿人，而有些人则说戴凯洛
斯本人，因为对敛谢欧斯的傲慢感到恼怒并且又为全部阿提卡的领土担心害
怕，因而便把全部情况告诉图恩达里达伊族，并且把他们引到阿披德纳伊去，
而当地的士著提塔科斯就把这个地方卖给图恩达里达伊一族了。由于他们做
了这样一伴事情，戴凯列阿人从仗去到现在在斯巴达都免缴一切花销并在祭
典中保有头等的座位，而且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许多年，雅典人和伯罗奔
尼撒人之间有了战事的时候，拉凯戴孟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其他地方，对
戴凯列阿却一动也没有动。
（７４）梭帕涅斯便是这一市邑出身的人物，现在他是雅典人在战斗中表现
得最英勇的人物。关于这个人，有两个傅说。根据第一个傅说，则他把一只
铁锚用一条青铜的锁锚紧系在他的鎧甲的带子上：而每在他向前进攻逼近敌
人的时候，他便把这个铁锚抛出去，为的是使敌人在离开他们的队伍进攻时
无法使他离开他的位置：而当敌人被击溃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拉起铁锚来
追击他们。这就是第一个傅说。但是第二个傅说和第一个傅说的说法不同，
第二个傅说说他并没有铁锁系在他的鎧甲上，系在他的鎧甲上面的是他那一
直旋转着而从不停止的盾牌，只是在盾牌上有一个锚形的纹章罢了。
（７５）梭帕涅斯还成就了另一件辉煌的勋业。正当雅典人围攻埃吉纳的时
候，他向五项运动的优胜者、阿尔哥斯人埃岛律已铁斯挑战井将之杀死。但
是在这之后一些时候，这样英勇的梭帕涅斯也死掉 了：在他借同格劳空的儿
子列阿格罗斯一同率领雅典人去为金矿 而作战的时候，他在达托司地方给埃
多涅斯人杀死了。
（７６）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地方杀死了异邦军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妇 女从
敌人那边自愿地投到他们这里来：这个妇女是波斯人铁阿司 披斯的儿子帕兰
达铁斯的妾。听说波斯人被击溃而希腊人获得了 胜利，她便和她的侍女们戴
上许多黄金的装饰，又把她所有的最漂 亮的衣服穿上，这样下了她的焉草就
向江在进行杀戮的拉凯戴孟 人的地方走来了。她看到帕岛撒尼亚斯正在那里
指挥一切，又由 于她先前常常听到而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此她知道这个
人就 是帕岛撒尼亚斯，于是她抱住了他的膝头，这样地恳求他说：“斯 已
达国王啊！把我作为请求庇护的人从俘虏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罢。因为你既然
杀死了那里的不崇敬神或英雄的人们，因而到目 前为止你便已经做出使我威
恩不尽的事情了。我是科斯人，是安 塔戈拉斯的儿子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
波斯人在科斯对我强行无 理并把我夺去囚禁在自己的身边”。帕岛撒尼亚斯
回答她说：“放 心罢，这位妇人，一则因为你是向我请求庇护的人，再说，
如果按你 所说，你真是科斯人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的话，那他又是那里的人
们中间，我最亲密的友人了”。他说了这话之后，他暂时便把她支 付给正在

堤的五长官来照顾，随后就依照她本人的愿望，把她送到 埃吉纳去了。
（７７）在这个妇女来到之后，立刻曼提涅亚人就来了：不过在他们到来 的
时候，一切事都已经过去了。当曼提涅亚人知道他们前来参战 已经太迟的时
候，就威到非常遗憾并说他们应为此而受到惩罚。 当他们知道阿尔塔已佐斯
已率领看美地亚人逃走的时候，他们便 想一直把美地亚人追到中撒利亚，但
是拉凯戴孟人却不要他们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们。曼提涅亚人回到他们自己
的国土之后，便把他们军队的一些将颁从国内放逐出去了。继曼提涅亚人之
后而来的，是埃里司人，他们和曼提涅亚人同样十分遗憾地离开了，而且离
开之后，同样地放逐了他们的将领。上面就是曼提涅亚人和埃里司人所做的
事情。
（７８）在普拉塔伊阿地方埃吉纳人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埃吉纳的首要人
物，披铁阿斯的儿子兰彭；为了向帕，岛尼亚斯提出一个最不公正的建议，
他赶到帕扁撒尼亚斯那里去，对他说：“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啊！你成
就了一伴极其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托上天之福，你挽救了希腊，因此在全希
腊人当中，你获得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声名都要大的声名。但是你必
须把你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这样你就不仅耍获得更大的声名而且今后就再
也不会有一个异邦人胆敢无故地把暴行加到希腊人的头上了。当列欧尼达司
在铁尔摩披莱被杀死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曾把他的头给割下
来，插到一根竿子上：这样如果你给他们以同样的回报，你就会获得全体斯
巴达人和此外的其他希腊人的赞赏。因为如果你照样处置玛尔多纽斯，你也
就是给你父亲的兄弟列欧尼达司报仇了。”他请这番话，原是打算讨帕岛撒
尼亚斯的欢心的。
（７９）但是帕扁撒尼亚斯却回答他说：“埃吉纳的朋友啊，我感谢你的好
意和事前的考虑，不过你的这种意见却是不正当的：因为在开头的时候，你
大大地赞扬我，赞褐我的祖国和我的功业，可是随后你却劝告我要我凌辱死
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便可得到更多的赞扬、这佯一来你就是把我搞倒在地
上，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样的事情。与其说适合于希腊人，勿宁就是更适合
于异邦人。而且这样的事甚至在异邦人做出于时，在我们来看都是应当受到
责难的。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宁可不讨埃吉纳人的欢喜，宁
可不讨其他喜欢这种做法的人们的欢喜的，如果斯巴达人因我的正当行动和
正当言语而感到欢喜，那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至于你劝我为之报仇的列欧
尼达司，则我以为我已充分地为他报仇了；你看到的这些无数死去的人已经
足以安慰他和死在铁尔摩披莱的那些人的在天之灵了。但是我都要警告你，
今后不要再来向我提起这样的话，也不要向我提起这样的建议：我不惩办你
而把你放走，你是应当戚谢我的”。
（８０）听了这一番答话之后，兰彭就离开了。于是帕岛撒尼亚斯就布告说，
稚也不能触动卤获品，并且命令希劳特把听有的东西集中到一起。于是他们
便分散到营地的四面八方去，在那里找到了饰以金银的帐篷，镀金镂银的床
榻，黄金的混酒钵、杯盏以及其他饮具；在草上他们找到了一些鉴于，他们
在袋子里又找到了金银的锅釜。他们从那里的死人身上剥下了黄金的腕甲、
栗甲和短剜，却丝毫不去理会死人身上的五苗六色的衣裳。希劳特门偷了许
多东西，把它们卖给埃吉纳人；但是也有许多东西他们自己藏不下，所以便
献了出来。这样，埃吉纳人竟拾自己奠定了大批财富的基础，因为他们从希
劳特那里，象购买青铜一样地，购买了黄金。

（８１）把这些财宝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便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分出来，献
给戴尔波伊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了一座三脚架来奉献，它放置在祭坛近
旁的那个青铜的三头蛇上面；他们又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拾奥林匹亚的神，
他们用这部分的财富制做了一个十佩巨斯高的青铜宙斯神象来奉献；另外的
十分之一他们献给科林斯地峡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制做一个七佩巨斯高的
波赛东青铜象。把以上的东西抽出去之后，他们便把剩下来的东西分配了，
每个人按其所应得分得了波斯人的妾、金银以及其他物品，还有驮畜。然而，
对于在普拉塔伊阿作战最出力的人们，留出了多少东西分拾他们，没存人说
得出了；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是得到了奖赏的。说到帕岛撒尼亚斯，刚每种东
西，妇女、屠四、培兰特（指金块——译者）、略驼以及同样所有其他的物品，
都各留出十种来送给他。
（８２）这件事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克谢尔克谢斯在他从希腊逃走的时候
曾把随身的一切都留给了玛尔多纽斯，而帕乌撒尼亚斯看到玛尔多纽斯的那
备有金银器皿和饰以多采的花毡的帐篷，便命令烤面包的人和厨师按照通常
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地准备晚筵。他们按照帕乌撒尼亚斯的吩咐做了；而当
帕乌撒尼亚斯看到上面铺着豪华织物的金银床榻和金银的桌子以及上面所陈
列的极其豪奢的筵席的时候，对于他眼前的这些豪华的陈设他大为吃惊，于
是他便开玩笑地命令他的从仆准备了一顿拉科尼亚式的晚饭。当这顿饭准备
好，而且和前面的一种有天渊之别时，帕乌撒尼亚斯竟笑了起来，于是吩咐
人们把希腊的将领们召集了来。在他们集合起来之后，帕乌撒尼亚斯便指着
每一种方式的晚饭，向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为的
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地亚人的领袖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你们看到的这样的
饮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饮食”。据说这就是帕
乌撒尼亚斯对希腊将领们所讲的话。
（８３）但是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普拉塔伊阿人也找到了满装
着金银和其他物品的箱子。更在这之后，在这些死者中间又发现了这样的事
情；原来他们的尸体只有骨头没有肉了（普拉塔伊阿人把他们的骨头集中到一
个地方去了）。有一块头盖骨是一块整的骨头，上面没有任何裂缝；在那里还
发现了一块颚骨，它的上颚骨的包括门齿和臼齿在内的牙齿都是由一块骨头
长成的；还有一个身量有五佩巨斯高的人的骨骼。
（８４）至于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则在战后的第二天就被运走了；我不能确
说这是难干的事情。但是过去我实际听到过各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埋葬过玛尔
多纽斯，又听说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做而受到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尔通铁斯的
丰富酬谢。但是这些人里是谁偷偷地运走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他埋葬起
来，我却不能确说了。虽然，有的人说，是以弗所人狄欧尼棱帕涅斯把玛尔
多纽斯埋葬了的。
（８５）关于玛尔多纽斯的埋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希腊人这一方面，当他
们在普拉塔伊阿把卤获品分配完了之后，就各自按国家的不同把自己的人分
别埋葬了。拉凯戴孟人修造了三座坟茔；在这里他们埋葬了他们的伊伦①，其
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莫姆帕列托斯、披洛库昂、卡利克拉铁斯。因此，这些
伊伦葬在一个坟茔里，其他斯巴达人葬在第二个坟茔里，希劳特则葬在第三
个坟茔里。拉凯戴孟人就是这样地埋葬了他们的死者的。铁该亚人把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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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都埋葬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雅典人也同样把他们自己的人埋葬在一
处。美伽拉人和普里欧斯人同样地处置了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在这些民
族的一切坟茔里满满的都是尸体。至于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也有坟茔的其他城
邦的人们，则我听说他们的坟茔不过是空坟罢了，他们修起这样的空坟原是
为了给后代的人们看的，因为他们对于不曾参加战斗这伴事，是引以为耻的。
例如，在那里有一座号称是埃吉纳人的坟墓，不过我听说，这乃是在这事十
年以后，埃吉纳人的异邦人保护官、普拉塔伊阿人奥托迪科斯的儿子克列阿
戴斯依照埃吉纳人的希望修造起来的。
（８６）当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把他们的死者收葬完毕的时候，他们便会商
议决，他们要向底比斯进军，要求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人们投降，特别是
对于出身名门，又是名门中的魁首人物的提玛盖尼戴斯和阿塔吉诺斯二人。
他们并且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的话，则他们除非是把城市攻下
来，否则决不撤退。在这样决定了以后，他们便在战后的第十一天，抱着这
个目的来到底比斯并把底比斯人给包围起来，要求把这些人给交出来：底比
斯人拒绝引渡他们所要求的人，于是希腊人就蹂躏了底比斯人的国土并进攻
他们的城壁。
（８７）看到希腊人不肯停止蹂躏底比斯人的行动，提玛盖尼戴斯就在到了
第二十天的时候向底比斯人这样说：“底比斯人啊，既然你们看到，希腊人
下了决心在不攻克底比斯或我们不给引渡过去的时候不停止围攻，那末就不
要使贝奥提亚的土地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多的痛苦了。因此，如果他们
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而他们要求引渡我们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站到美地亚
的一方面乃是举国一致的意思，而不只是我们独自决定的），那我们可以从国
库拿出钱来送给他们：如果他们这次来围城不为了别的，而只是为了要引渡
我们，那我们甘愿挺身出来对他们进行抗辩”。他的这番话是说得非常得体
并且是合乎时宜的，于是底比斯人便立刻派一名使者到帕乌撒尼亚斯那里
去，表示愿意把他们要的人交出来。
（８８）他们便以这样的一些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是阿塔吉诺斯从城中逃走
了；他的儿子被捉住，不过帕乌撒尼亚斯说他的儿子和投靠美地亚方面的这
种罪行毫无关系，而把他们赦免了。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等，他们
都以为他们会得到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可以用金钱来买脱自己；可是帕
乌撒尼亚斯也正是担心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此在他把这些人弄到手
以后，他便把全部同盟军遣散，又把这些人带到哥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处死
了。
以上就是在普拉塔伊阿和底比斯所发生的事情。
（８９）再说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现在已经从普拉塔伊阿逃出了
很远的一段路程。当他逃到帖撒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帖撒利亚人给他殷勤
的招待，他们向他问起其余军队的事情，因为他们丝毫也不知道在普拉塔伊
阿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阿尔塔巴佐斯晓得，如果他谈出了战斗的全部真实情
况，他和他手下的人们便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事情
的全部经过，每个人都会向他进攻的）。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因此他对波奇司
人什么也没有讲，但是却对帖撒利亚人说了这样的话：“帖撒利亚人啊，你
们可以看到，由于一件公务，我和这些人从我们的军队给派了出来，现在我
自己正在十万火急地和拚命地率领着军队向色雷斯赶路。你们不久就可以看
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他们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应当厚待他并且应

当对他表示一切的善意；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以后才不致为这件事后
悔”。这样说了之后，他便火急地率领着他的军队通过帖撒里亚和马其顿一
直到色雷斯去了，他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敢耽搁的，而他所走的道路也是通过
内地的最短的一条路。这样他就来到了拜占廷，不过他的军队中的许多士兵
却给留在后面了，这些士兵或是由于在途中给色雷斯人杀死，或是由于无法
克服饥饿与疲劳。到了拜占廷之后，他就乘船渡过去了。
（９０）阿尔塔巴佐斯便这样地回到了亚细亚。在这方面，恰巧在波斯人在
普拉塔伊阿遭到惨败的那一天，他们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地方遭到了同样的
命运。原来，和拉凯戴孟人列乌杜奇戴斯一同乘船前来的那些希腊人当时正
驻屯在狄罗斯，而从萨摩司有一些使者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就是特拉叙克列
斯的儿子兰彭、阿尔凯司特拉提戴斯的儿子阿铁那哥拉斯和阿里司塔哥拉斯
的儿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萨摩司人是背着波斯人和波斯人所立的萨摩司僭
主、僭主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托尔把这些人派到希腊人这里来的。
当他们来到将领们这里的时候，海该西斯特拉托司便热情地向他们陈述了许
许多多的理由，他说伊奥尼亚人单是看到他们就会背叛了波斯人的：而异邦
人是不能和他们对抗的。或者，纵然异邦人抵抗他们，这却正是希腊人取得
卤获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
腊人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并把异邦人驱逐出去。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波斯的船只的航行技术很差，因而是不能和希腊人
的船只相抗衡的，而如果希腊人对于他们三人之来有任何怀疑，以为他们会
出什么坏主意来引诱希腊人，则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一些人质送到希腊人的
船上来。
（９１）既然从萨摩司来的这位外国人请求得这样恳切，于是列乌杜奇戴
斯，或是由于他想取得一个朕兆，或是上天偶然有意要他这样做，便问他说：
“萨摩司的外国人，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
“海该西斯特拉托司①”。
于是列乌杜奇戴斯便打断了对方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本来要开始说的其他的
话，喊道：“萨摩司的外国人啊，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这个名字是个好朕兆，
我答应这事；现在只希望你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你乘船离开这里之前，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这些人要发誓保证萨摩司人将要是我们的热诚的同盟者。”
（９２）以上便是他所说的话，跟着就做出了实际的行动。原来萨摩司人立
刻便立下了忠诚的誓约和希腊人缔结联盟了。这样做了之后，其余的人都乘
船走了，但是列乌杜奇戴斯却命令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和希腊人一同乘船，为
的是取他的名字的吉利。希腊人在那里等候了一整天，而在第二天占卜时又
取得了吉兆；为他们占卜的人是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他是伊奥尼
亚湾的阿波罗尼亚的人。这个人的父亲埃维尼欧斯曾做出了下面我所说的事
情。
（９３）在上述的阿波罗尼亚地方，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在白天
的时候，这群羊就牧放在一条河的河畔，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过阿波
罗尼亚的土地而在欧里科司港的地方入海。在夜里，则当地最富有、最贵显
的人们被选拔出来看守它们，每个人担任一年。原来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由于
一次神托的指示，他们是十分重视这群圣羊的。这群羊是豢养在离开都市相
当远的一个洞窟里。而在我所提到的那个时候，是埃维尼欧斯被选拔出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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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看羊的人。可是在一个夜里他睡着了，狼跑过了他的防哨而进入了洞窟，
弄死了大约六十只羊。当埃维尼欧斯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并不慌张，
也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是想买另一些羊来补偿这一损失。然而这件事终
是瞒不过阿波罗尼亚人的。而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便把他召到
法庭上来进行审讯，并由于他在看守时睡眠而判了使他失明的处分。这样，
他们便把埃维尼欧斯的眼弄瞎了。可是从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羊群不
产羔了，土地也不象先前那样生产谷物了。而当他们向宣托者请示他们目前
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在多铎那和戴尔波伊都有神的训示
给他们：宣托者传达诸神的意旨说，他们不公道地弄瞎了圣羊的看守人埃维
尼欧斯的眼睛；诸神说，是诸神自己把那些狼派了来的，而在他们为了他们
对埃维尼欧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作出他自己选择和同意的补偿之前，诸神是
不会停止为他报仇的。而在他们做出充分的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维
尼欧斯一种使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幸福的礼物。
（９４）以上便是传达给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的神托。但他们却将这一神托隐
秘起来并委托他们的一些市民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对这件事是这样处理的。
他们来到埃维尼欧斯坐的地方和他坐在一处，和他谈论各种各样题外的话，
直到最后他们才表示了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在巧妙地把话头引到这上
面以后，他们就问他，如果阿波罗尼亚人答应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补偿他的话，
他要选择怎样的补偿。对神托一无所知的埃维尼欧斯说，他愿意得到他认为
在阿波罗尼亚是最好的两块采地、他列举了拥有它们的市民的名字，此外他
还愿意得到市内最美好的一所住宅；他说他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他就会消除
了他的怨恨并且满足于这种方式的补偿。而坐在他身旁的人们，不等他再讲
话便立刻接过来说：“埃维尼欧斯，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着神托的指示，就给
你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弥补你的失明罢”。他听了这话时十分恼怒，因为他这
时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看到他们已欺骗了他，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他所选定
的东西从所有主那里买了下来送给了他，而从那一天起，他便有了天赐的预
言能力，从而赢得了声名。
（９５）这个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是随着哥林斯人并且是为哥林斯
的军队进行占卜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就听说，戴伊波诺斯并不是埃维尼欧斯
的儿子，他只是冒充这个名义，在希腊的各个地方靠占卜混饭吃而已。
（９６）在占卜时得到吉兆之后，希腊人便从狄罗斯乘船出海到萨摩司去
了。当他们来到萨摩司领土上的卡拉米撒附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的希拉神殿
近旁投锚，准备进行海战。波斯人知道他们过来了，便也乘着所有余下的船
出海向大陆进发，只有腓尼基的船给他们打发回去了。他们商议决定，他们
不在海上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敌不过对方；而他们向大陆进发的理由则
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那驻在米卡列的陆军的掩护。这部分的陆军是克谢尔克
谢斯下令留在其他军队的后面守卫伊奥尼亚的；这支军队一共有六方人，他
们的将领是波斯人当中最美、也是身材最高的人物提格拉涅斯。波斯水师的
将领们是计划逃到达支军队的庇护之下去，在那里把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并
在船只的四周构筑一道防壁，用来保卫船只兼作为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９７）他们商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就出海了。而当他们经过米卡列的
女神（这里专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波涅——译者）神殿而来到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神殿的伽埃松和斯科洛波伊斯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只拖上了岸，
用石块和他们从果木园来伐来的木材筑成壁垒把它们围起来；在壁垒的外

面，他们又打上了一道木桩。至于那座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神殿，则这是
帕西克列斯的儿子披利斯图斯当他随着科德洛斯的儿子涅列欧斯去建立米利
都城时修建的。他们这样准备是要应付围攻，而看情况的不同，甚至也是要
取得胜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事先都作了周密的准备。
（９８）当希腊人得知异邦人引军退回到大陆上的本土上去的时候，他们对
于他们的敌人竟然逃出他们的手掌感到很不高兴，并且不知道还是回师好，
还是乘船向海列斯彭特出发好。但最后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而是
把船驶向本土。因此他们就在自己的船上安设了桥板以及海战时的所有其他
必需之物，然后就向米卡列进发了。当他们驶近营地，发现并没有任何人乘
船来迎战，并看到船被拉到岸上给壁垒围起来而且有一支大军沿着海浜列阵
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于是先乘船沿着海浜行进，行进时尽可能地靠近海岸
并且通过一名使者向伊奥尼亚人宣布说：“伊奥尼亚人，凡是你们听到我讲
话的人，请注意我所说的话罢，因为波斯人是决不会懂得我给你们的命令的。
当我们交战的时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记着他的自由，然后则是交战的
口令‘希拉’，而建没有听到我讲话的人从听到我讲话的人那里知道这件事
罢”。他这样做的目的和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做法的目的是一
样的①。或者是异邦人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而这番话便对伊奥尼亚人起了说服的
作用，或者是他的话报告给异邦人知道，这就会使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希腊同
盟者。
（９９）在列乌杜奇戴斯进行了这样的劝告之后，希腊人随后就把自己的船
靠了陆而自己也上了岸，然后便在岸上整顿了队列。可是波斯人看到希腊人
在准备战斗并且劝告了伊奥尼亚人，于是他们首先把萨摩司人的全部武器给
收了过来，因为他们怀疑萨摩司人会帮助希腊人；确实原来当异邦人的船只
带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军队所俘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俘虏时，萨摩司人曾把这些
人释放回雅典并且还给他们道上的旅费、用品等遣送他们回去。特别是由于
这样的一点，他们便受到了怀疑，因为他们释放了克谢尔克谢斯的五百名敌
人。此外，他们还指定米利都人来守卫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通路，借口说他们
对当地最为熟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使米利都人离开他们
的其余的军队。波斯人就用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他们以为一有机会就会对他
们倒戈的伊奥尼亚人进行了自卫；至于他们自己，则他们是把藤盾密接起来
作成一道防壁的。
（１００）希腊人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全线向着异邦军进击了。正当他们
前进之际，一个流言在军中飞传起来，一个传令使者的杖被发现横在水边岸
上的地方，传开来的那个流言是说，希腊军在贝奥提亚一役当中战败了玛尔
多纽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清楚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事物上有神的意旨
存在。既然这时，波斯人在普拉塔伊阿所遭到的惨败和他们即将在米卡列所
遭到的另一次惨败正好是在同一天，而流言又传到那个地方的希腊人的地方
去，这样他们的军队便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也就更不惜去面临危险了。
（１０１）而且还有另一个偶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两处战场那里都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的圣域。因为，象我已经提过的，在普拉塔伊阿，战斗就是在
戴美特尔神殿的近旁进行的；而在米卡列，情况也是这样。结果帕乌撒尼亚
斯统率下的希腊人取得了胜利这个流言竟成了事实。原来普拉塔伊阿一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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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天还早的时候进行的，但米卡列一役却已经是傍晚的事情了。在这之
后不久的时候，希腊人对这事进行了调查，才知道这两个战役是在同一月的
同一天里发生的。而在他们听到这一流言之前，他们是十分担心的，这与其
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勿宁说是为了帕乌撒尼亚斯麾下的希腊人，因为他们害
怕希腊人会在和玛尔多纽斯发生冲突时栽在他的手里。但是当他们得到这个
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进攻得更加勇猛和迅速了。鉴于海岛和海列斯彭特都成
了胜利奖赏，因此希腊军和异邦军都是急于想进行战斗的。
（１０２）至于大约占全线兵力一半的雅典人和配置在雅典人近旁的人们，他
们是必须沿着海岸上的平地前进的，因为拉凯戴孟人和配置在拉凯戴孟人近
旁的人们是通过峡谷和在一些小丘中间前进的。而当拉凯戴孟人正在迂迥的
时候，另一翼的人们已经展开战斗了。当波斯人的藤盾直立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还能够保卫自己并且守住自己的阵地，但是当雅典人和配置在他们近旁
的人们相互激励并且更加拚命地奋力作战，为的是表明他们雅典人，而不是
拉凯戴孟人才可以打胜仗的时候，战斗的形势立刻改变了。他们冲倒了盾壁
之后，就全军系到波斯人中间去，波斯人迎战，和对方相持了很久一个时候，
但波斯人终于逃到垒壁里面去了。
（在战线上依次排列起来的）雅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特罗伊真人
紧紧地追在后面并同样一齐冲了进去。但是当垒壁也被攻克的时候，异邦军
中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的人们便不再抵抗而逃窜了；但波斯人则各结成少
数人的队伍，仍然对象潮水一样冲进城壁来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的将领有
两个人逃跑了，两个人被杀死了；逃跑的是两个海军的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和
伊塔米特列斯，陆军的将领玛尔东铁司和提格拉涅斯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１０３）当波斯人还在战斗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和跟着他们来的人们赶来
了，帮着结束了未完的战斗。希腊人方面这次也损失了许多人，特别是希巨
昂人和他们的将领培利拉欧斯。至于在美地亚军中服务、并且给解除了武装
的萨摩司人，从一开头他们看到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便一心想帮助希腊人
而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而当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萨摩司人作出了榜样的时
候，他们于是也就对波斯人倒戈并向异邦军进攻了。
（１０４）波斯人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曾指令米利都人着守通路，以便在万一
发生他们真正遇到了的事件时，他们可以有人把他们引导到米卡列山地去。
就是为了上述的理由，米利都人被分配以上述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
不在军队里从而使他们不会发生哗变的事情。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交付
给他们的任务完全相反，他们不单是把逃跑的波斯人引到通向敌人的道路上
去，而最后他们自己竟而也变成了波斯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并把波斯人杀死
了。这样，伊奥尼亚就再一次背叛了波斯人。
（１０５）在这次战斗里，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
中作战最英勇的是庞克拉提昂①的名手埃乌托伊诺斯的儿子海尔摩律科斯。这
个海尔摩律科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律司托斯人作战时，在卡律司托斯领的库
尔诺斯阵亡了，他的葬地就在吉拉伊司脱斯那里。在雅典人之后，战斗得最
突出的则是科林斯人、特罗伊真人和希巨昂人。
（１６６）当希腊人在对敌作战或是在追逐逃敌而把敌人的大多数解决了的
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卤获物搬出来到海岸的地方，在这些卤获物当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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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了一些装看钱币的柜子。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和整个垒壁放火烧掉了，
烧完之后，他们便乘船离开了。他们到了萨摩司之后，就讨论他们是否把伊
奥尼亚人迁移开并把伊奥尼亚人移居到他们治下的希腊哪个地方去的问题，
而打算把伊奥尼亚这个地方交给异邦人来处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
永远地保护伊奥尼亚人使不受敌人的侵犯，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
们也不敢料想波斯人会不对伊奥尼亚人进行报复。在这件事上，那些当权的
伯罗奔尼撒人主张把站到波斯人方面夫的那些希腊民族从他们的商埠地移
开，而把这些地方交给伊奥尼亚人住；但是雅典人不赞同把伊奥尼亚人移开
的全部计划，他们也不同意伯罗奔尼撒人干预雅典殖民地的事务。既然他们
激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让步了。结果是他们使萨摩司人、岐奥斯人、
列斯波司人和参加他们的军队出征的所有其他的岛民都加入了他们的联盟，
并要他们发信谊之誓，永远忠于他们的联盟者，决不叛离。希腊人使他们对
自己宣了誓之后，便想乘船去把桥摧毁，因为他们以为桥还架在那里。
（１０７）这样他们便向海列斯彭特出发了。另一方面，那少数幸得活命并给
赶到米卡列高地去的波斯人，则从那里逃到撒尔迪斯去了。当他们正在赶路
的时候，波斯人惨败之际正好在场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司铁斯十分痛烈地
咒骂水师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在许多咒骂的言语之外，他特别对阿尔塔翁铁
斯说象他这样的指挥能力证明他尚且不如一个妇女，而且由于他给王室带来
的损害，他简直是罪该万死。原来在波斯人，被人骂成不如一个妇女，那是
最大的耻辱了。阿尔塔翁铁斯听了这样多的侮辱言语之后勃然大怒，于是他
抽出刀向玛西司铁斯奔来，想把他杀死。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普拉克西拉
欧斯的儿子克谢纳戈拉斯那时正站在阿尔塔翁铁斯本人身后，他看到阿尔塔
翁铁斯向玛西司铁斯奔来，就抓住他的腰部，把他举起来撞倒在地下了。正
在这时，玛西司铁斯的卫兵们也赶来保护他了。这样一来，由于救了国王的
兄弟的命，这也就是施恩于玛西司铁斯本人和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了；国王为
了报答他的这一功业，把整个奇里启亚赐给了他，任命他为该地的太守。此
后在路上便再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到了撒尔迪斯。而国王当时恰巧也
在撒尔迪斯，因为在他海战失败后，他便从雅典逃到撒尔迪斯来了。
（１０８）当他在撒尔迪斯的时候，他爱上了也在那里的玛西司铁斯的妻子。
他无论向她怎样表示也不能使她顺从他的意思，但是他顾及自己的兄弟玛西
司铁斯，而没有对她施行强暴的手段（她不会遇到强暴手段，这一点她知道得
很清楚，因而同样的想法也就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克谢尔克谢斯既没有
别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使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个妇女和玛西司
铁斯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因为他以为这样，他就很有可能把她弄到手了。
因此他就按照一切应当遵行的仪式使他们缔结了婚约，然后便离开这里到苏
撒去了。但是当他到了那里并把大流士的新婚妻子领入自己的家里之后，他
就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忘到九宵之外，而是改变了爱好，他向大流士的妻子、
玛西司铁斯的女儿，这个叫做阿尔塔翁铁的女孩子求婚并且取得了她。
（１００）但是久而久之，事情的真相却被人发现了，发现的经过是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织了一件彩色斑烂的、十分美丽的外
袍送给了他。克谢尔克谢斯看了很高兴，就穿着它去看阿塔尔翁铁；由于他
也很喜欢她，他便命令她向他要求她愿意要的任何东西以报答她对他表示的
好意，因为他说她不拘要求什么他都不会拒绝的。由于她和她的全家注定要
遭到惨祸，于是她就对克谢尔克谢斯说：“我要求的任何东西你都肯给我

吗？”他答应这样做并且为这件事发了誓，因为他以为那件东西她是决不会
要求的。可是当他发了誓之后，她竟然不揣冒昧地要求他的外袍。克谢尔克
谢斯用一切办法来迥避她的这个要求，原因不外是他害怕阿美司妥利斯会得
到明显的凭据，来证实她已经怀疑他会做的事情。为了代替这件东西，他想
把城池给她，把大量的黄金给她，还想把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统率的一支军队
给她。军队是最道地的波斯式的物了。但是他不能说服她，只好把袍子给她
了；她得到袍子之后大喜过望，穿着它到各处去向人炫耀。
（１１０）阿美司妥利斯听到了阿塔尔翁铁得到了袍子的事情。可是当她知道
这一实际情况之际，她并不生气这个女孩子。她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这个女
孩子的母亲，她认为这是女孩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因此她打算毁掉的正是玛
西司铁斯的妻子。于是她就等待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设御宴的时候。
（这种御宴每年在国王诞辰时举行一次；用波斯语来说，这一御宴的名称
是“图克塔”，这用希腊语来说就是“铁列伊翁”①；而正是在那一天，国王
在头上涂膏并且逼赐波斯的群臣）。阿美司妥利斯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克
谢尔克谢斯要求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自己兄弟的
妻子对于她所怀疑的事件是无辜的，又知道她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此他认为如果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那将是一件可怕的和残暴不仁
的做法。
（１１１）尽管如此，由于阿美司妥利斯的执拗请求，而且法律又使他不得不
允许，他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
请求的。他把这个妇女交给了阿美司妥利斯之后，是这样做的。他一面命令
她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另一方面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了来，这样对他说：
“玛西司铁斯，你是大流士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而且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同居了，我把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
和她同居在一起罢。可是你得放弃你现在的妻子，因为我的意思是不许你和
她在一起”。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他说：“主公，你要我这样来
对待我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多么不近人情的命令啊。我和她已经生了成年
的儿女而我的女儿又已经嫁给了你的儿子，而且我又是十分喜欢她的。可是
你却命令我放弃她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国王啊，你认为我配得上娶你的女
儿为妻，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
不愿做。请不要强迫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愿望罢。你可以给你的女儿找到另一
位丝毫不比我差的丈夫，还是请你容许我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罢。”玛西司
铁斯的回答就是这样。可是克谢尔克谢斯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他说：“玛西
司铁斯，这样一来，你便给自己召来了这样的后果。我既不把自己的女儿许
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一同过活下去，你就会知道我要给你的是
什么东西了。”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之后，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离开了。
他说：“主公，可是你还没有要了我的命呢”。
（１１２）正当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兄弟讲话的时候，阿美司妥利斯派人把克
谢尔克谢斯的卫兵召了来，对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加以极其残酷的蹂躏。她割
掉了这个妇女的乳房，把它抛给狗吃，同样地割掉了这个妇女的鼻子、耳朵
和嘴唇，又把舌头也割掉。这个妇女就在这样残酷地被蹂躏之后，给送回家
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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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玛西司铁斯还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由于害怕会遭到惨祸，
他赶忙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玛西司铁斯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这样惨不忍睹
的蹂躏，立刻就和自己的孩子们商量并和他的孩子们，确乎还有其他人等一
同出发到巴克妥利亚去，打算使巴克妥利亚省叛变，从而使国王遭到最大的
损害。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够逃入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地区的话，他
实际上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因为当地的人都很爱戴他，而且他又是巴克妥
利亚人的太守。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已经知道了他的
意图，于是就派了一支军队去追击他，在道路上把他、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
亲兵全都杀死了。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爱情事件以及玛西司铁斯的死亡的经
过情况就是这样。
（１１４）另一方面，从米卡列向海列斯彭特出发的希腊人为了躲避风浪首先
便在莱克顿投锚，从那里又来到阿比多斯，而就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他们以
为是完好无恙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实际上主要都是为了这些桥才来到
了海列斯彭特的。于是列乌杜奇戴斯摩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决定乘船返回希
腊，但是在将领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留在那里并向凯尔索涅索斯
进攻。于是其他人等便乘船他去，但是雅典人却渡海到凯尔索涅索斯去，把
赛司托斯给包围了。
（１１５）可是当波斯人听说希腊人来到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们就从邻近的
各个市邑来到并且也集中在赛司托斯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认为赛司托斯是
那一地区里防卫得最坚固的地方。在这些波斯人中间，有一个出身卡尔狄亚
的、名叫欧约巴佐斯的波斯人，他曾把桥梁的案具带到那里去。占居这个赛
司托斯的是土著的爱奥里斯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波斯人和大群的他们的
其他同盟者。
（１１６）治理这一省的是克谢尔克谢斯所任命的太守阿尔塔乌克铁斯，这是
一个狡诈而又邪恶的人物；在国王向雅典进军的途中，他竟欺骗国王，从埃
莱欧斯那地方贪污了伊披克洛斯的儿子普洛铁西拉欧斯①的财宝。经过的情况
是这样：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有普洛铁西拉欧斯的坟墓，坟墓的
周边则是圣域。在那里有金银杯盏，青铜器具，衣服和其他奉献品等等大量
的财宝，阿尔塔乌克铁斯由于国王的特许，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劫走了，但
是他却用下面的话，欺骗了克谢尔克谢斯：“主公，在这里有一个希腊人的
家宅，这个希腊人由于率军进攻你的国土而在受到公正的惩罚后死掉了。请
把这个人的家宅赐给我罢，这样所有的人就得到教训，不敢进攻你的国土
了”。他以为他用这样的借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谢尔克谢斯把这个
人的家宅赐给他，他相信克谢尔克谢斯是不会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所以
说普洛铁西拉欧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其理由是波斯人认为全部亚细亚都
是属于他们自己和统治他们的不拘哪一个国王的。因此，当这笔财富赠给了
他的时候，他便把它从埃莱欧斯带到了赛司托斯，却把圣域变成田地和牧场。
而当他到埃莱欧斯来的时候，总是在圣堂里和妇人交配的。而现在当雅典人
包围了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准备，也丝毫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因此当他
们向他进攻的时候，他便走投无路了。
（１１７）但是围攻一直继续到深秋的时候，希腊人由于离乡背土和在攻取城
塞时的失利而不耐烦起来，于是他们请求他们的将领再把他们率领回去：但
①

他是在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见荷马：伊利亚特，Ⅱ，701。

是将领们拒绝这样做，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攻克这个地方或是为雅典政府当局
所召回。因此，他们就耐心地忍受他们当时的处境了。
（１１８）可是城寨内部的人们这时却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们竟煮食了
他们的床上的革纽，但终于甚至连这些东西他们也吃光了，于是阿尔塔乌克
铁斯和欧约巴佐斯以及所有波斯人便从要塞的后面，也就是敌军兵力最少的
地方逃了下来并在夜里逃跑了。到天明的时候，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就从塔
楼上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雅典人并把城门打开了。雅典人的大部分跟踪追
击下去，而其余的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１１９）但是，在欧约巴佐斯逃到色雷斯去的时候，阿普新提欧伊·色雷斯
人却把他捉了起来，按照他们的风俗，把他当作牺牲奉献给他们当地的神普
雷司陶洛斯。至于欧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他们是用另一种办法给杀死的。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与他随行的人们是后来才开始逃跑的，他们是在阿伊戈斯波
塔莫伊稍稍上部的地方被追上的，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结果他们
有的人被杀死，其余的人则被生俘了。希腊人把他们纣送到赛司托斯去，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和这些人一道纣送去的。
（１２０）据凯尔索涅索斯人说，看守阿尔塔乌克铁斯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
遇到了一件神妙莫测的事件，那就是当他在煎咸鱼的时候，这些鱼在火上却
开始跳了起来并抽动着，就仿佛是新捉到的鱼一样。其余的人们都聚拢来，
惊讶地望着这种现象。可是当阿尔塔乌克铁斯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时，便向
这个煎咸鱼人说：“雅典的外国人啊，不要害怕这个奇迹罢。这个奇迹不是
显示给你的，这是埃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显示给我的，他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已不在人世并且已经象咸鱼那样的干枯了，但是上天诸神仍然给他力
量来向对他做了不义之行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现在我想赔偿他，那就是，
为了补偿我从他的神殿里取走的财富，我愿意献给这位神一百塔兰特。而且
如果雅典人饶过了我们的活命的话，我愿意再为我本人和我自己的儿子向雅
典人献出二百塔兰特的赎金”。但是希腊的将领克桑提波司却不为这样的诺
言所动。因为埃莱欧斯人请求把阿尔塔乌克铁斯处死而为普洛铁西拉欧斯伸
冤，而且将军本人也打算这样做。因此，他们就把他带到克谢尔克谢斯在海
峡地带架桥的地岬那里去，有的人则说是把他带到玛杜托司市上方的一座山
那里去；而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板子上，高高地吊了起来；至于他的儿子，
则他们是把他的儿子当着他的面用石头砸死的。
（１２１）他们把这一切事做完之后，便乘船回希腊去了，他们带看桥梁的索
具以及其他物品，预备献给他们的神殿。在那一年里，就再没有发生别的事
情。
（１２２）这个被处以磔刑的阿尔塔乌克铁斯，他的祖父是阿尔铁姆巴列司；
这个阿尔铁姆巴列司①曾向波斯人献策，波斯人接受了它并把它献给居鲁士，
他那次献策的大旨是这样：“既然宙斯削平了阿司杜阿该斯而把霸权赋予波
斯人，特别是波斯人当中的你，居鲁士，既然我们所有的土地既狭小，又不
平坦，因此让我们迁出这块地方，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罢。我们边界上这样
的地方是很多的，在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这样的地方我们
只要弄到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使人们更加惊叹的事情。一个统治的民族这
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目前统治了这样多的人以及整个亚细亚的
①

这个人和第一卷第一一四节的阿尔铁姆巴列司看来所指的不是一个人。

时候，难道我们还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居鲁士听到了这些话，不
过他对这计划并不是特别赞赏，而是命令他们说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
命令的时候，他警告说他们这样做，必须准备不再作统治者，而要作被统治
的臣民。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
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波斯人看到居鲁士的见识比他们的见识高，
于是承认自己看法的错误而离开了；他们宁可住在嶢瘠的山区作统治者，而
不愿住在平坦的耕地上作奴隶。

年表
（全部在纪元前）
５８５
６０４（一说 ６０５）——５６２
５６０
５６１—５６０
５５９—５５６
５５０
５４８—５４７
５４６
５４６—５４５
５３８
５２７
５２６
５２５
５２１
５１４
５１２
５１０

５０８—５０７

４９９
４９８
４９７
４９４
４９２
４９０

４８９
４８７
４８５
４８２
４８０（八月）

泰利士预言日蚀。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
克洛伊索斯继承吕底亚王位。
佩西司特拉托斯成为雅典僭主。
米尔提亚戴斯成为色雷斯·凯尔索
涅索斯的僭主。
居鲁士征服美地亚。
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殿被焚。
居鲁土征服吕底亚，推翻克洛伊索
斯。
波斯征服亚细亚的希腊人。
居鲁士陷巴比伦。
佩西司特拉托斯死。
萨摩司僭主波律克拉铁斯放弃与埃
及的同盟而投到波斯方面。
波斯出征埃及。
大流士继承波斯王位。
哈尔莫狄欧斯与阿里斯托盖通的谋
叛。
大流士第一次远征欧罗巴。
征服色雷斯。
佩西司特拉托斯族僭主政治的崩
溃。
雅典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叙巴里斯与克罗同之战。
伊撒哥拉司取得雅典的政权。
斯巴达人进攻雅典卫城。
克莱司铁涅斯执掌大权。
伊奥尼亚爆发起义。
雅典与埃吉纳作战。
雅典军烧毁撒尔迪斯。
伊奥尼亚军在拉戴战败。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
波斯水师出征希腊。
埃列特里亚被毁。
马拉松之役。
米尔提亚戴斯出征帕洛司。
雅典对埃吉纳之战。
大流士死，克谢尔克谢斯即位。
雅典水师的加强。
克谢尔克谢斯侵入希腊。

４８０（九月）
４８０（十月）
４７９（春天）
４７９（八月）
４７９—４７８（冬天）

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
撒拉米司海战。
日蚀。
波斯军驻守阿提卡。
普拉塔伊阿之役。
米卡列之役。
雅典军攻陷赛司托斯。

本书中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

达克杜洛斯
尺（音译普司）
佩巨斯
帕扯司铁
欧尔巨阿
普列特隆
斯塔迪昂
帕扯桑该斯（波斯）
斯塔特莫斯

（一）长度单位
１．９３ 公分
３０ 公分
４６．２ 公分
７．７ 公分
１．８５ 公尺
３０ 公尺
约 １８５ 公尺
５．７ 公里
２８ 公里强
（二）容量单位
甲液体

库阿托斯
科杜列
美特列铁司

１／２ 公合
１／４ 公升
３９ 公升

科伊尼库斯
美狄姆诺斯

乙粉状物体
约一公升
５２ 公升

塔兰特
米那
德拉克玛
欧博洛斯

（三）重量单位
２６ 公斤
４３６ 克
４．４ 克
０．７ 克

塔兰特
米那
斯塔铁尔
德应克玛

（四）币制单位
＝６０ 米那
＝５ 斯塔铁尔
＝２０ 德位克玛
＝６ 欧博洛斯

重要译名对照表
Ａ
Ａｅｇｉａｌｅｕｓ
Ａｅｇｉｃｏｒｅｓ
Ａｂａｅ
Ａｅｇｉｌｅａ
Ａｂｄｅｒａ
Ａｅｇｉｎａ
Ａｂｒｏｃｏｍｅｓ
Ａｅｇｉｏｎ
Ａｂｒｏｎｉｃｈｕｓ
Ａｅｇｉｒａ
Ａｂｙｄｏｓ
Ａｅｇｉｒｏｅｓｓａ
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Ａｅｇｌｅａ
Ａｃａｒｎａｎｉａ
Ａｅｇｌｉ
Ａｃｅｒａｔｕｓ
Ａｅｇｏｓｐｏｔａｍｉ
Ａｃｅｓ
Ａｅｉｍｎｅｓｔｕｓ
Ａｃｈｄ．ｅｍｅｎｅｓ
Ａｅｎｅａ
Ａｃｂａｅｍｅｎｉｄａｅ
Ａｅｎｅｓｉｄｅｍｕｓ
Ａｃｈａｉａ
Ａｅｎｕｓ
Ａｃｈｅｌｏｕｓ
Ａｅｎｙｒａ
Ａｃｌｉｅｒｏｎ
Ａｅｏｌｉａｎ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Ａｓｏｌｕ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ｕｍ
Ａｅｒｏｐｕｓ
Ａｅｒａｅｐｈｉａ
Ａｅｓａｎｉｕｓ
Ａｃｉｓｉｕｓ
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
Ａｃｒｏｔｈｏｕｍ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Ａｄｉｃｒａｎ

埃吉阿列斯
埃依吉科列乌司
阿巴伊
埃吉列阿
阿布戴拉
埃吉纳
阿布罗科美斯
埃吉翁
阿布罗尼科斯
埃尹盖位
阿比多斯
埃吉洛埃撒
阿坎托司
埃格列亚
阿卡尔那尼亚
埃格洛伊人
阿凯扯托司
阿伊戈斯波塔莫伊
阿开司
阿埃姆涅司托斩
阿凯美涅斯
埃涅亚
阿凯美尼达尹
埃涅西戴谟司
阿凯亚
阿伊诺斯
阿凯洛司
阿伊努拉
阿凯隆河
爱奥里斯人
阿齐里斯
阿依欧洛司
阿奇列昂
阿埃洛波司
阿克莱披亚
埃撒尼欧司
阿克里西欧斯
埃司奇涅斯
阿克罗托昂
埃司库洛斯
阿地克兰

Ａｅｓｏｐｕｓ
Ａｄｉｍａｎｔｕｓ
Ａｅｔｏｌｉａ
Ａｄｒａｓｔｕｓ
Ａｇａｅｕｓ
Ａｄｒｉａｔｉｃｓｅａ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Ａｄｙｒｍａｃｈｉｄａｅ
Ａｇａｒｉｓｔｅ
Ａｅａ
Ａｇａｓｉｃｌｅｓ
Ａｅａｃｅｓ
Ａｇａｔｈｙｒｓｉ
Ａｅａｅｕｓ
Ａｇａｔｈｙｒｓｕｓ
Ａｅｇｓａｅ
Ａｇｂａｌｕｓ
Ａｅｇａｅａｅ
Ａｇｂａｔａｎａ
Ａｅｇａｌｅｏｓ
Ａｇｅｎｏｒ
Ｌｅｇｅ
Ａｇｅｔｕｓ
Ａｅｇｅｕｓ
Ａｇｉｓ
Ａｇｌａｕｒｕｓ
Ａｍｉｎｏｃｌｅｓ
Ａｇｌｏｍａｃｈｕｓ
Ａｍｍｏｎ
Ａｇｏｒａ
Ａｍｏｍｐｈａｒｅｔｕｓ
Ａｇｒｉａｎｅｓ
Ａｍｏｒｇｅｓ
Ａｒｒｏｎ
Ａｍｐｅ
Ａｉａｃｅｓ
Ａｍｐｅｕｓ
Ａｉａｓ
Ａｍｐｈｉａｒａｕｓ
Ａｌａｂａｎｄａ
Ａｍｐｈｉｃａｓａ
Ａｌａｌｉａ
Ａｍｐｈｉｃｒａｔｅｓ
Ａｌａｒｏｄｉｉ

伊索
阿迪曼托司
埃托利亚
阿德拉斯托司
阿伽依欧斯
亚得里亚海
阿伽美姆农
阿杜尔玛奇达伊人
阿伽莉司铁
埃阿
阿伽西克列斯
阿伊阿凯司
阿伽杜尔索伊人
埃伊阿科斯
阿伽杜尔索斯
埃伊伽埃
阿格巴罗斯
埃伊盖伊埃
阿格巴塔拿
埃伽列欧斯
阿该诺尔
埃给
阿盖托斯
埃盖乌斯
阿吉斯
阿格劳洛斯
阿米诺克列斯
阿格罗玛科司
阿蒙
阿哥拉
阿莫姆帕列托斯
阿格里阿涅斯
阿摩尔盖司
阿格隆
阿姆培
埃雅凯司
阿姆塔洛斯
埃阿司
阿姆披亚拉欧斯
阿拉班达
阿姆披凯亚
阿拉里亚
阿姆披克拉铁斯
阿拉罗狄欧伊人

Ａｍｐｈｉｃｔｓｏｎ
Ａｌａｚｉｒ
Ａｍｐｈｉｃｔｙｏｎｅｓ
Ａｌａｚｏｎｅｓ
Ａｍｐｈｉ ｌｏｃｈｎｓ
Ａｌｃａｅｕｓ
Ａｍｐｈｉｌｙｔｕｓ
Ａｌｃａｍｅｎｅｓ
Ａｍｐｈｉｍｎｅｓｔｕｓ
Ａ１ｃｅｎｏｒ
Ａｍｐｈｉｏｎ
Ａｌｃｅｔｅｓ
Ａｍｐｈｉｓｓａ
Ａｌｃ ｉｂｉａｄｅｓ
Ａｍｐｈｉｔｒｙｏｎ
Ａｌｃｉｄｅｓ
Ａｍｐｒａｅｉａ
Ａｌｃｉｍａｃｈｕｓ
Ａｍｙｎｔａｓ
Ａｌｃｍｅｎｅ
Ａｍｙｒｉｓ
Ａｌｃｍｅｏｎ
Ａｍｙｒｔａｅｕｓ
Ａｌｃｏｎ
Ａｍｙｔｈｃｏｎ
Ａｌｅａ
Ａｎａｃｈａｒｓ
Ａｌｅｉａｎｐｌｉｎ
Ａｎｓｃｒｅｏｎ
Ａｌｅｕａｄａｅ
Ａｎａｃｔｏｒｉ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ａｇｙｒｕｓ
Ａｌｉｌａｔ
Ａｎａｐｌｉｅｓ
Ａｌｏｐｅｃａｅ
Ａｎａｐｈｌｙｓｔｕｓ
Ａｌｐｅｎｉ
Ａｎａｕａ
Ａｌｒｅｎｕｓ
ＡｎａＴａｎｄｒｌｄｅｓ
Ａｌｐｈｅｕｓ
Ａｎａｚａｎｄｒｕｓ
Ａｌｐｉｓ

阿姆披克图昂
阿拉吉尔
阿姆披克图欧涅斯
阿拉佐涅斯
阿姆披罗科司
阿尔凯娥斯
阿姆庇津托斯
阿尔卡美涅斯
阿姆庇姆涅司托斯
阿尔凯诺尔
阿姆庇昂
阿尔凯铁斯
阿姆披撒
阿尔奇比亚代司
阿姆披特利昂
阿尔开达司
阿姆普拉奇亚
阿尔启玛科司
阿门塔斯
阿尔克美涅
阿米利斯
阿尔克美昂
阿米尔塔伊俄斯
阿尔孔
阿米铁昂
阿列亚
泊阿那卡尔西司
阿列昂平原
阿那克列昂
阿律阿达伊
阿那克托利亚
亚力山大
阿那几洛斯
阿利拉特
阿纳培司
阿罗佩卡伊
阿那普律司托司
阿尔培诺依
阿恼阿
阿尔塔诺斯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阿尔佩欧斯
阿那克桑德罗斯
阿尔披司

Ａｎａｘｉｌａｕｓ
Ａｌｎｓ
Ａｌｌｃｈｉｍｏｌｉｕｓ
Ａｌｙａｔｔｅｓ
Ａｎｄｒａｓｅ
Ａｍａｓｉｓ
Ａｎｄｒｏｂｕｌｕｓ
Ａｍａｔｈｕｓ
ＡｎｄｒＯｃｒａｔｅｓ
Ａｎｌａｚｏｎ
Ａｎｄｒｏｄａｍｓ
Ａｍｅｓｔｒｉｓ
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
Ａｍｉａｎｔｕｓ
Ａｎｄｒｏｐｈｓｇｉ
Ａｎｉｌｃｅｅ
Ａｎｄｒｏｓ
Ａｎｅｒｉｔｕｓ
Ａｒｃｈｉａｓ
Ａｎｇｉｔｅｓ
Ａｒｃｌｉｌｄｅｍｕｓ
Ａｎｇｒｕｓ
Ａｒｃｈｉｄｌｃｅ
Ａｎｎｏｎ
Ａｒｃｈｉｌｏｃｈｕｓ
Ａｎｏｐａｅａ
Ａｒｄｅｒｉｃｃａ
“Ａｎｔａｇｏｒａｓ
Ａｒｄｙｓ
Ａｎｔａｎｄｒｕｓ
Ａｒｅｓ
Ａｎｔｈｅｌｅ
Ａｒｇａｄｅｓ
Ａｎｔｈｅｍｕｓ
Ａｒｇａｅｕｓ
Ａｎｔｈｙｌｌａ
Ａｒｇｓ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Ａｎｔｉｃａｒｅｓ
Ａｒｇｅ
Ａｎｔｉｃｙｒａ
Ａｒｇｅｉａ
Ａｎｔｉｄｏｒｕｓ
Ａｒｇｉｌｕｓ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安那克西拉欧斯
阿罗司
安启莫里欧司
阿律阿铁斯
安德烈阿斯
阿玛西斯
安多罗布洛斯
阿玛图司
安多罗克拉铁斯
阿玛松
安多罗达玛司
阿美司妥利斯
安多罗美达
阿米安托斯
昂多罗帕哥伊人
阿米尔卡斯
安多罗斯
阿涅利司托斯
阿尔启亚斯
安吉铁斯
阿尔奇戴莫斯
安格罗斯
阿尔启迪凯
安农
阿尔齐洛科斯
阿诺佩亚
阿尔代利卡
安塔戈拉斯
阿尔杜斯
安唐德罗斯
阿列斯
安铁拉
阿尔伽戴司
安铁莫斯
阿尔该欧斯
安提拉
阿尔甘托尼欧斯
安提卡列司
阿尔该
安提库拉
阿尔鼓娅
安提多洛斯
阿尔吉洛斯
安提奥科斯

Ａｒｇｉｏｐｉｕｍ
Ａｎｔｉｐｅｔｒｕｓ
Ａｌｇｌｐｐａｅｉ
Ａｎｔｉｐｌｉｅｍｕｓ
Ａｒｇｏ
Ａｎｙｓｓｉｓ
Ａｒｇｏｓ
Ａｐａｒｙｔａｅ
Ａｒｇｕｓ
Ａｐａｔｕｔｉａ
Ａｒｉａｂｉｇｎｅｓ
Ａｐｈｅｔａｅ
Ａｒｉａｎｔａｓ
Ａｐｈｉｄｎｅｅ
Ａｒｉａｐｉｔｈｅｓ
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ｓｅ
Ａｒｉａｒａｍｎｅｓ
ＡＤ ｈｒｏｄｉｔｅ
Ａｒｉａｚｕｓ
Ａｐｈｔｈｉｔｅ
Ａｒｉｄｏｌｉｓ
Ａｐｉｄａｎｕｓ
Ａｒｌｉ
Ａｐｉｓ
Ａｒｉｍａｓｐｉ
Ａｐｏｌｌｏ
Ａｒｉｍｎｅｓｔｕｓ
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ａ
Ａｒｉｏｍａｒｄｎｓ
Ａｐｅｌｌｏｐｈａｎｅｓ
Ａｒｉｏｎ
Ａｐｒｉｅｓ
Ａｒｉｐｈｒｏｎ
Ａｐｓｉｎｔｈｉｉ
Ａｙｉｓｂａ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ｒｉＳｍａｓｐｅｉａ
Ａｙａｒａｓ
Ａｒｉｓｔａｇｏｒａｓ
Ａｒａｘｅｓ
Ａｒｉｓｔｅａｓ
Ａｒｃａｄｉａ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ｓ
Ａｓｃｅｓｉｌｓｎｓ

阿尔吉奥披昂
安提帕特洛斯
阿尔吉派欧伊人
安提培莫斯
阿尔哥
阿努西司
阿尔哥斯
阿帕里塔伊人
阿尔古司
阿帕图利亚
阿里阿比格涅斯
阿佩泰
阿里安塔司
阿披德纳伊
阿里亚佩铁司
阿普罗狄西阿司
阿里阿拉姆涅斯
阿普洛狄铁
阿里亚佐司
阿普提铁
阿利多里司
阿披达诺斯
阿列欧伊人
阿庇斯
阿里玛斯波伊人
阿波罗
阿里姆涅司托斯
阿波罗尼亚
阿里奥玛尔多斯
阿波罗旁涅司
阿利昂
阿普里埃司
阿里普隆
阿普新提欧伊人
阿里斯巴
阿拉伯
阿里斯玛斯佩阿
阿拉洛司
阿里司塔哥拉斯
阿拉克塞斯
阿利司铁阿斯
阿尔卡地亚
阿里司提戴斯
阿尔凯西拉欧司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ｅｓ
Ａｒｃｈｅｎｄｒｎ
Ａｒｌｓｔｏｃｙｐｒｎｓ
Ａｒｅｈｅｌａｕｓ
Ａｒｉｓｔｒｉｄｅｍｕｓ
Ａｒｅｂｅｓｔｒａｔｉｄｅｓ
Ａｒｉｓｔｏｄｉｃｕｓ
Ａｒｉｓｔｏｇｉｆｏｎ
Ａｒｉｓｔｏｌａｉｄｅｓ
Ａｓｂｙｓｔａｅ
Ａｒｉｓｔｏａｓｃｈｕｓ
Ａｓｃａｌｏｎ
Ａｒｉｓｔｏｎ
Ａｓｉａ
Ａｒｉｓｂｏｎｉｃｅ
Ａｓｉｅｓ
Ａｒｉｓｔｏｎｙｍｕｓ
Ａｓｉｎｅ
Ａｒｉｓｔｏｐｂｅｎｔｕｓ
ａｓｍａｃｈ
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ｉｌｉｄｅｓ
Ａｓｏｎｉｄｅｓ
Ａｒｉｚａｎｔｉ
Ａｏｐｉｌ
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ｏｐｏｄＯｒｕｓ
Ａｒｐｏｘａ１ｓ
Ａｏｐｕｓ
Ａｒｓａｍｅｎｅｓ
Ａｓｐａｔｈｉｎｅｓ
Ａｒｓａｍｅｓ
Ａｓｓａ
Ａｒｔａｂａｎｕｓ
Ａｓｓｅｓｕｓ
Ａｒｔａｂａｔｅｓ
Ａｓｓｙｒｉａ
Ａｒｔａｂａｚｕｓ
Ａｓｔａｃｕｓ
Ａｒｔａｃｅ
Ａｓｔｅｒ
Ａｒｔａｃｈｅｅｓ
Ａｓｔｒｏｂａｃｕｓ
Ａｒｔａｅｉ
Ａｓｔｙａｇｅｇ

阿里司托克拉铁斯
阿尔康德洛斯
阿里司托摩普洛司
阿尔凯拉欧斯
阿里司托戴莫斯
阿尔凯司特拉提戴
阿里司托狄科斯斯
阿里斯托盖通
阿里斯托拉伊戴斯
阿司布司塔依人
阿里司托玛科斯
阿斯卡隆
阿里司通
亚细亚
阿利司托尼凯
亚细阿司
阿利司托尼莫斯
阿西涅
阿里司托庞托斯
阿斯玛克
阿里司托披里戴斯
阿索尼戴斯
阿里桑托伊人
阿索披亚人
阿尔美尼亚
阿索波多洛斯
阿尔波克赛司
阿索波司
阿尔撒美涅斯
阿司帕提涅斯
阿尔撒美斯
阿萨
阿尔塔巴诺斯
阿赛索斯
阿尔塔巴铁斯
亚述
阿尔塔巴佐斯
阿斯塔科斯
阿尔塔开
阿司特尔
阿尔塔凯耶斯
阿司特罗巴科斯
阿尔泰伊欧伊人
阿司杜阿该斯

Ａｒｔａｅｕｓ
Ａｓｎｃｈｉｓ
Ａｒｔａｎｎｎｅｓ
Ａｔａｒａｎｔｅｓ
Ａｒｔａｐｈｒｅｎｅｓ
Ａｔａｒｂｅｅｈｉｓ
Ａｒｔａｖｃｔｅｓ
Ａｌａｒｎｅｕｓ
Ａｒｔａｙｎｔｏ
Ａｔｈａｍａｓ
Ａｒｔａｙｎｔｅｓ
Ａｔｈｅｎａｄｅｓ
Ａｒｆｅｍｂａｒｅｓ
Ａｔｈｏｎａｇｏｒａｓ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Ａｔｂｅｎｅ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ｔｈｐｎｓ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ｕｔｍ
Ａｔｈｏｓ
Ａｒｔｅｓｃｕｓ
Ａｔｈｒｉｓｂｉｓ
Ａｒｔｏｂａｃａｎｅｓ
Ａｔｈｒｙｓ
Ａｒｔｒｉｃｈｒｎｅｓ
Ａｔｌａｎｆｏｒ
Ａｒｔｏｎｔｅ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Ａｒｔｏｘｅｒｘｅｓ
Ａｔｌａｓ
Ａｔｏｓｓａ
Ａｒｔｏｚｏｓｔｒｅ
Ａｔｒａｍｙｔｔｉｕｍ
Ａｒｔｖｂｉｕｓ
Ａｔｔａｇｉｎｕｓ
Ａｒｔｙｐｈｉｕｓ
Ａｔｔｉｃａ
Ａｒｔｙｓｔｏｎｅ
Ａｔｙｓ
Ａｒｙａｎｄｅｓ
Ａｕｃｈａｔａｅ
Ａｒｙｅｎｉｓ
Ａｕｇｉｌａ
Ａｕｒａｓ

阿尔泰欧斯
阿苏启司
阿尔塔涅斯
阿塔兰铁司人
阿尔塔普列涅斯
阿塔尔倍奇斯
阿尔塔乌克铁斯
阿塔尔涅乌斯
阿尔塔翁铁
阿塔玛斯
阿尔塔翁铁斯
阿铁纳迭斯
阿尔铁姆巴列司
阿铁那哥拉斯
阿尔铁米司
雅典娜
阿尔铁米西亚
雅典
阿尔铁米西昂
阿托斯
阿尔铁斯科斯
阿特里比司
阿尔托巴札涅司
阿特律斯
阿尔托克美斯
阿特兰铁司人
阿尔通铁斯
阿特兰提斯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
阿特拉斯斯
阿托撒
阿尔桃索司特拉
阿特拉米提昂
同尔图比欧司
阿塔吉诺斯
阿尔杜庇欧斯
阿提卡
阿尔杜司托涅
阿杜斯
阿律安戴司
奥卡泰伊
阿里埃尼司
奥吉拉
奥拉斯

Ｂｏｒｅａｓ
Ａｕｓｃｈｉｓａｅ
Ｂｏｕｙｓｔｈｅｎｅｓ
Ａｕｓｅｅｓ
Ｂｏｓｐｈｏｔｕｓ
Ａｕｔｅｓｉｏｎ
Ｂｏｔｔｉａｅａ
Ａｕｔｏｄｉｃｕｓ
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Ａｕｔｏｎｏｕｓ
Ｂｒａｕｒｏｎ
Ａｕｘｅｓｉａ
Ｂｒｅｎｔｅｓｉｕｍ
Ａｘｉｕｓ
Ｂｒｉ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ｚａｎｅｓ
Ａｚｉｒｉｓ
Ａｚｏｔｕｓ

波列阿斯
阿乌司奇撒伊人
包津斯铁涅司
欧赛埃司人
博斯波鲁斯
欧铁乌昂
波提埃阿
奥托迪科斯
布朗寄达伊
奥托诺斯
布劳隆
奥克塞西亚
布伦特西昂
阿克西奥司
布里昂提凯
阿扎涅斯
阿吉利司
阿佐托司

Ｂ
Ｂｒｉｇｅｓ
Ｂｒｏｎｇｕｓ
Ｂｒｙｇｉ
Ｂｕｂａｒ
Ｂｕｂａｓｓｕｓ
Ｂａｂｙｌｏｎ
Ｂｕｂａｓｔｉｓ
Ｂａｃａｌｅｓ
Ｂｕｄｉｉ
Ｂａｃｃｈｉａｄａｅ
Ｂａｄｉｎｉ
Ｂａｃｃｈｕｓ
Ｂｕｌｉｓ
Ｂａｃｉｓ
Ｂｕｒａ
Ｂａｃｔｒａ
Ｂｕｓａｅ
Ｂａｄｒｅｓ
Ｂｕｓｉｒｉｓ
Ｂａｇａｓｕｓ
Ｂｕｔａｃｉｄｅｓ
Ｂａｒｃａ
Ｂｕｔｏ

布利该斯
布隆戈斯
布律戈依人
布巴列斯
布巴索斯
巴比伦
布巴斯提斯
巴卡列司
布底奥伊人
巴齐亚达伊
布迪诺伊人
巴科司
布里斯
巴奇司
布拉
巴克妥拉
布撒伊人
巴德列斯
布希里研
巴该欧司
布塔启戴司
巴尔卡
布头

Ｂａｓｉｌｅｉｄｅｓ
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
Ｂａｓｓａｃｅｓ
Ｃｂａｔｔｕｓ
Ｂｅｌｂｉｎａ
Ｃａｂａｌｉａｎｓ
Ｂｅｌｒｓ
ｃａｂｅｌｅｅｓ
Ｂｅｒｍｉｕｓ
Ｃａｂｅｉｒｉ
Ｂｉｓｓｉ
Ｃａｄｍｅａｎｓ
Ｂｉａｓ
Ｃａｄｍｕｓ
Ｂｉｓａｌｔｅｓ
Ｃａｄｙｔｉｓ
Ｂｉｓａｌｔｉａ
Ｃａｅｎｅｕｓ
Ｂｉｓａｎｔｈｅ
Ｃａｉｃｕｓ
Ｂｉｓｔｏｍｉａ
Ｃａｌａｍｉｓａ
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ｓ
Ｃａｌａｓｉｒｉｅｓ
Ｂｉｔｏｎ
Ｃａｌｃｈａｓ
Ｂｏｅｂｅａｎｌａｋｅ
Ｃａｌｃｈｅｄｏｎ
Ｂｏｅｏｔｉａ
Ｃａｌｌａｎｔｉａｅ
Ｂｏｇｅｓ
Ｃａｌｌａｔｅｂｕｓ
Ｂｏｌｂｉｔｉｎｅ
Ｃａｌｌａｔｉａｅ
Ｃａｌｌａｄｅｓ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Ｃａｌｌｉａｓ
Ｃａｕｃｏｎｅｓ
Ｃａｌｌｉｃｒａｔｅｓ
Ｃａｕｎｕｓ
ｃａｌｌ ｉ ｍａｃｈｕｓ
Ｃａｙｓｔｒｏｂ ｉｕｓ
Ｃａｌｌ ｉｐｈｏｎ
Ｃｅａｎｓ

巴昔列伊戴斯
拜占廷
巴撒凯斯
巴托司
倍尔比那
卡巴里欧伊人
倍洛斯
卡贝列斯人
倍尔米欧斯
卡贝洛伊
倍索伊
卡德美亚人
比亚斯
卡得莫斯人
比撒尔铁司
卡杜提司
比撒尔提亚
凯涅乌司
比桑铁
凯科斯
比司托尼亚
卡拉米撒
比提尼亚人
卡拉两里埃斯
比顿
卡尔卡司
波依贝司湖
卡尔凯多尼亚
贝奥提亚
卡朗提埃伊人
波该司
卡位铁波司
博尔比提涅
卡拉提亚人
卡里亚戴斯
高加索
卡里亚斯
考寇涅斯人
卡利克拉铁斯
卡乌诺斯
卡里玛柯斯
卡乌斯特洛比欧斯
卡利彭
凯欧斯人

Ｃａｌｌｐｉｄａｅ
Ｃｅｃｒｏｐｉｄａｅ
Ｃａｌｌｐｏｌｉｓ
Ｃｅｃｒｏｐｓ
Ｃａｌｌｉｓｔｅ
Ｃｅｌａｅｎａｅ
Ｃａｌｙｄｎｏｓ
Ｃｅｌｅａｓ
Ｃａｌｙｎｄａ
Ｃｅｌｔｉ
Ｃａｍａｒｉｎａ
Ｃｅｏｓ
Ｃａｍｂｙｓｅｓ
Ｃｅｐｈａｌｌｅｎｉａ
Ｃａｍｉｃｕｓ
Ｃｅｐｈｅｎｅｓ
Ｃａｍｉｒｕｓ
Ｃｅｐｈｅｕｓ
Ｃａｍｐｓａ
Ｃｅｐｈｉ ｓｕｓ
ｃａｎｓｔｒｏ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ｕｓ
Ｃａｎｄａｕｌｅｓ
Ｃｅｒｃａｓｏｒｕｓ
Ｃａｎｏｂｕｓ
Ｃｅｒｃｏｐｅｓ
Ｃａｐｈｅｒｅｕｓ
Ｃｈａｌｃｉｄｉａｎｓ
Ｃａｐｐａｄｏｃｉａ
Ｃｈａｌｃｉｓ
Ｃａｒｃ ｉｎｉｔｉｓ
Ｃｈａｌｄｅａｎｓ
Ｃａｒｄａｍｙｌｅ
Ｃｈａｌｅｓｔｒａ
Ｃａｒｄｉａ
Ｃｈａｌｙｂｅｓ
Ｃａｒｅｎｅ
Ｃｈａｒａｄｒａ
Ｇａｒｅｎｕｓ
Ｃｈａｒａｘｕｓ
Ｃａｒｉａ
Ｃｈａｒｉｌａｕｓ
Ｃａｒｎｅａ
Ｃｈｅｒｉｔｅｓ

卡里披达伊
开克洛皮达尹
卡利波里斯
开克洛普斯
卡利斯塔
凯莱奈
卡律德诺斯
凯列厄司
卡林达
凯尔特人
卡玛里纳
凯欧斯
刚比西斯
凯帕列尼亚
卡米柯斯
凯培涅斯
卡米洛斯
凯培欧斯
坎普撒
凯佩索司
卡纳司特隆
凯拉摩斯（湾）
坎道列斯
凯尔卡索洛斯
卡诺包斯
凯尔科佩司
卡佩列乌斯
卡尔奇底开人
卡帕多启亚
卡尔启斯
卡尔奇尼提斯
迦勒底人
卡尔达米列
卡列司特拉
卡尔狄亚
卡律倍司
卡列涅
卡拉德拉
卡列诺司
卡拉克索斯
卡里亚
卡里拉欧斯
卡尔涅亚
卡里铁司

ｃａｒｐａｔｈｕｓ
Ｃｈａｒｏｐ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ｓ
Ｃｈｅｍｍｉｓ
ｃａｒｙｓｔｕｓ
Ｃｈｅｏｐｓ
Ｃａｓａｍｂｕｓ
Ｃｈｅｐｈｒｅｎ
ｃａｓ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ｈｅｒａｓｍｉｓ
Ｃａｓｍｅｎａ
Ｃｈｅｒｓｉｓ
Ｃａｓｐａｔｙｒｕｓ
Ｃｈｅｒｓｏｎｅｓｅ
Ｃａｓｓａｎｄａｎｅ
Ｃｈｉｌｅｕｓ
Ｃａｓｔａｌｉａ
Ｃｈｉｌｏｎ
Ｃａｓｔｈａｎａｅａ
Ｃｈｉｏｓ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ｅｓ
Ｃｈｏａｓｐｅｓ
Ｃａｔｉａｒｉ
Ｃｈｏｅｒｅａｅ
Ｃａｕｃａｓａ
Ｃｈｏｅｒｕｓ
ｃｈｏｎ
ｃｏｍｂｒｅａ
Ｃｈｏｒａｓｍｉｉ
Ｃｏｍｐｓａｎｔｕｓ
Ｃｈｒｏｍｉｏｓ
Ｃｏｎｉｕｍ
Ｃｉｃｏｎｅｓ
Ｃｏｎｔａｄｅｓｄｕｓ
Ｃｉｌｉｃｉａ
Ｇｏｐａｉｓ
Ｃｉｌｉｘ
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ｉｌｌａ
Ｃｏｒｅｓｕｓ
Ｇｉｍｍｅｒｉａｎｓ
Ｃｏｒｉｎｔｈ
ｃｉｍｏｎ
Ｃｏｒｏｂｉｕｓ

卡尔帕托司
卡罗披诺司
卡尔披司
凯姆来司
卡律司托斯
岐欧普斯
卡撒姆包斯
凯普伦
卡西欧斯山
凯拉司米斯
卡兹美涅
凯尔西司
卡司帕杜罗斯
凯尔索涅索斯
卡桑达涅
奇列欧斯
卡司塔里亚
奇隆
卡司塔纳伊亚
岐奥斯
卡塔拉克铁斯
科阿斯佩斯
卡提亚洛伊人
柯伊列阿伊
卡乌卡撒
科依洛斯
科恩
科姆布列阿
花拉子米欧伊人
孔普桑托斯
克罗米欧斯
科尼昂
奇科涅司人
康塔戴斯多斯
吉里启亚
科帕伊司
奇里科斯
柯尔库拉
启拉
科列索司
奇姆美利亚人
科林斯
奇蒙
科洛比欧司

Ｃｉｎｄｙａ
Ｃｏｒｏｎｅａ
Ｃｉｎｅａｓ
Ｃｏｒｏｓ
Ｃｉｎｙｐｓ
Ｃｏｒｙｃｉａｎ ｃａｖｅ
Ｃｉｓｓｉａ
Ｃｏｒｙｄａｌｌｕｓ
Ｃｉｔｈａｅｒｏｎ
Ｃｏｒｙｓ
Ｃｉｕｓ
Ｃｏｓ
Ｃ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
Ｃｏｔｙｌｅ
Ｃｌｅａｄｅｓ
Ｃｏｔｙｓ
Ｃｌｅａｎｄｒｕｓ
Ｃｒａｎａｉ
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
Ｃｒａｎａｓｐｅｓ
Ｃｌｅｏｂｉｓ
Ｃｒａｎｎｏｎ
Ｃｌｅｏｄａｅｕｓ
Ｃｒａｔｈｉａ
Ｃｌｅｏｍｂｒｏｔｕｓ
Ｃｒａｔｈｉｓ
Ｃｌｅｏｍｅｎｅｓ
Ｃｒｅｍｎｉ
Ｃｌｅｏｎａｅ
Ｃｒｅｓｔｏｎ
Ｃｌｉｎｉａｓ
Ｃｒｅｓｔｏｎｉａ
Ｃｌｙｔｉａｄａｅ
Ｃｒｅｔｅ
Ｃｎｉｄｕｓ
Ｃｒｅｔｉｎｅｓ
Ｃｎｏｅｔｈｕｓ
Ｃｒｉｎｉｐｐｕｓ
Ｃｎｏｓｓｕｓ
Ｃｒｉｓａ
Ｃｏｂｏｎ
Ｃｒｉｔａｌｌａ
Ｃｏｄｒｕｓ
Ｃｒｉｔｏｂｕｌｕｓ

金杜埃司
科洛那亚
奇涅阿司
科洛斯
奇努普司
科律寄昂洞
奇西亚
科律达罗斯
奇泰隆
科律司
奇欧司
科斯
克拉佐美纳伊
科杜列
克列阿戴斯
科杜斯
克列昂德罗斯
克拉那欧伊人
克莱司铁涅斯
克拉纳斯佩司
克列欧毕斯
克兰农
克列奥达伊欧斯
克拉提亚
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克拉提斯
克列欧美涅斯
克列姆诺伊
克列欧奈
克列斯顿
克里尼亚司
克列司托尼亚
克吕提亚达伊
克里地
克尼乡斯
克列提涅斯
克诺伊托斯
克里尼波斯
克诺索斯
克利撒
科邦
克利塔拉
科德洛斯
克利托布罗斯

Ｃｏｅｌｅ
Ｃｒｉｕｓ
Ｃｏｅｎｙｒａ
ＣｒＯｂｙｚｉ
Ｃｏｅｓ
Ｃｒｏｅｓｕｓ
Ｃｏｌａｅｕｓ
Ｃｒｏｎｏｓ
Ｃｏｌａｘａｉｓ
Ｃｒｏｐｈｉ
Ｃｏｌｃｈｉｓ
Ｃｒｏｓｓａｅａ
Ｃｏｌｉａｓ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ｏｌｏｐｈｏｎ
Ｃｕｐｈａｇｏｒａｓ
Ｃｏｌｏｓｓａｅ
Ｃｕｒｉｕｍ
Ｃｙａｎｅａｎ ｒｏｃｋｓ
Ｃｙａｘａｒｅｓ
Ｃｙｂｅｂｅ
Ｇｙｂｅｒｎｉｓｃｕｓ
Ｃｙｃｌａｄｅｓ
Ｇｙｄｉｐｐｅ
Ｃｙｄｏｎｉａ
Ｃｙｄｒａｒａ
Ｃｙｌｌｙｒｉｉ
Ｃｙｌｏｎ
Ｃｙｍｅ
Ｃｙｎｅｇｉｒｕｓ
Ｃｙｎｅｓｉｉ
Ｃｙｎｅｔｅｓ
Ｃｙｎｉｓｃｕｓ
Ｇｙｎｏｓｕｒａ
Ｃｙｎｏｓａｒｇｅｓ
Ｃｙｎｕｒｉａｎ
Ｃｙｐｓｅｌｕｓ
Ｃｙｒａｕｉｓ
Ｃｙｒｅｎｅ
Ｃｙｒｍｉａｎａｅ
Ｃｙｒｎｕｓ
Ｃｙｒｕｓ
ｃｙｔｈｅｒａ
Ｃｙｔｈｎｉａｎｓ

科依列
克利欧斯
科伊努拉
克罗比佐伊人
科埃斯
克洛伊索斯
柯莱欧司
克洛诺斯
克拉科赛司
克罗披
科尔启斯
克罗赛阿
科里亚斯
克罗同
科洛彭
枯帕戈拉斯
科罗赛
库里昂
库阿涅埃岩
库阿克撒列斯
库贝倍
库贝尔尼司科斯
库克拉戴斯
库狄佩
库多尼亚
库德辣拉
库吕里奥伊
库隆
库麦
库涅该罗斯
瘴涅西欧伊人
库涅铁斯
库尼司科斯
库诺叙拉
库诺撒尔该斯
库努里亚人
库晋赛洛斯
库劳伊司
库列涅
库尔米亚纳伊
库尔诺斯
居鲁士
库铁拉
库特诺斯人

Ｃｙｔｉｓｓｏｒｕｓ
Ｃｙｚｉｃｕｓ

库提索洛斯
库吉科司

Ｄ
Ｄａｐｈｎｉｓ
Ｄａｒｄａｎｉａ
Ｄａｒｄａｎｕｓ
Ｄａｒｉｔａｅ
Ｄａｒｉｕｓ
Ｄａｓｃｙｌｅｕｍ
Ｄａｓｃｙｌｕｓ
Ｄａｔｉｓ
Ｄａｔｕｓ
Ｄａｕｌｉｓ
Ｄａｕｒｉｓｅｓ
Ｄｅｃｅｌｅａ
Ｄｅｃｅｌｕｓ
Ｄｅｉｏｃｅｓ
Ｄｅｉｐｈｏｎｕｓ
Ｄｅｌｉｕｍ
Ｄｅｌｏｓ
Ｄｅｌｐｈｉ
Ｄｅｍａｒａｔｕｓ
Ｄｅｍａｒｍｅｎｕｓ
Ｄｅｍｅｔｅｒ
Ｄｅｍｏｃｅｄ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Ｄｅｍｏｎａｘ
Ｄｅｍｏｎｏｕｓ
Ｄ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ｅｒｓａｅｉ
Ｄｅｒｕｓｉａｅｉ
Ｄｅｕｃａｌｉｏｎ
Ｄｉａｃｔｏｒｉｄｅｓ
Ｄｉａｄｒｏｍｅｓ
Ｄａｄｉｃａｅ
Ｄｉｃａｅａ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Ｄｉｃａｅｕｓ
Ｄａｉ
Ｄｉｃｔｙｎａ
Ｄａｍａｓｉｔｈｙｍｕｓ
Ｄｉｄａｃａｅ

达普尼司
达尔达尼亚
达尔达诺斯
达列依泰伊人
大流士
达司库列昂
达斯库洛斯
达提斯
达托司
达乌里司
达乌里塞司
戴凯列阿
戴凯洛斯
戴奥凯斯
戴伊波诺斯
代立昂
狄罗斯
戴尔波伊
戴玛拉托斯
戴玛尔美诺斯
戴美特尔
戴谟凯代司
德谟克利图
戴谟纳克司
戴谟诺乌斯
戴谟披罗斯
戴尔赛欧伊人
戴鲁希埃欧伊人
戴乌卡里翁
狄雅克托里戴斯
狄雅多罗美斯
达迪卡伊人
狄凯亚
达伊达洛斯
迪凯欧斯
达欧伊人
狄克杜那
达玛西提摩斯
迪达卡伊人

Ｄａｍａｓｕｓ
Ｄｉｄｙｍａ
Ｄａｍｉａ
Ｄｉｅｎｅｃｅｓ
Ｄａｎａｅ
Ｄｉｎｄｙｍｅｎｅ
Ｄａｎａｕｓ
Ｄｉｎｏｍｅｎｅｓ
Ｄａｐｈｎａｅ
Ｄｉｏｍｅｄｅａ
Ｄｉｏｎ
Ｚ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
Ｄｉｏｎｙｓｏｐｈａｎｅｓ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
Ｄｉｏｓｃｕｒｉ
Ｄｉｐａｅａ
Ｄｉｔｈｙｒａｍｂｕｓ
Ｄｏｂｅｒｅｓ
Ｄｏｄｏｎａ
Ｄｏｌｏｎｃｉ
Ｄｏｌｏｐｅｓ
Ｄｏｒｉａｎｓ
Ｄｏｒｉｅｕｓ
Ｄｏｒｉｓｃｕｓ
Ｄｏｒｕｓ
Ｄｏｒｙｓｓｕｓ
Ｄｏｔｕｓ
Ｄｒｏｐｉｃｉ
Ｄｒｙｍｕｓ
Ｄｒｙｏｐｉｓ
Ｄｒｙｏｓｃｅｐｈａｌａｅ
Ｄｙｍａｎａｔａｅ
Ｄｙｍｅ
Ｄｙｒａｓ
Ｄｙｓｏｒｕｍ

达玛索斯
狄杜玛
达米亚
狄耶涅凯斯
达纳耶
狄恩杜美奈
达纳乌司
狄诺美涅斯
达普纳伊
狄欧美戴司
狄昂
狄奥尼修斯
狄欧尼棱帕涅斯
狄奥尼索斯
狄奥司科洛伊
迪帕伊耶斯
狄图拉姆波司
多贝列斯人
多铎那
多隆科伊人
多罗披亚人
多里斯人
多里欧司
乡里司科斯
多洛斯
多律索斯
多托司
多罗庇科伊人
德律莫司
德律欧被司
头（意译）
杜玛那塔伊人
杜美
杜拉司
杜索隆

Ｅ
Ｅｌｂｏ
Ｅｌｅａｎ
Ｅｌｅｏ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ｉｎｅ
Ｅｌｅｕｓｉｓ

埃尔渡
埃里司人
埃列昂
埃烈旁提涅
埃列乌西斯

Ｅｌｉｓ
Ｅｐｉ ｄａｕｒｕｓ
Ｅｐｉｇｏｎｉ
Ｅｐｉｓｔｒｏｐｈｕｓ
Ｅｐｉｕｍ
Ｅｌｉｓｙｃｉ
Ｅｌｏｒｕｓ
Ｅｎａｒｅｉｓ
Ｅｎｃｈｅｌｅｅｓ
Ｅｎｅｔｉ
Ｅｎｉｅｎｅｓ
Ｅｎｉｐｅｕｓ
Ｅｏｒｄｉ
Ｅｐａｐｈｕｓ
Ｅｐｈｅｓｕｓ
Ｅｐｉａｌｔｅｓ
Ｅｐｉｃｙｄｅｓ
Ｅｐｉｄａｍｎｉａｎ
Ｅｐｉｚｅｌｕｓ
Ｅｐｉｚｅｐｈｙｒｌａｎ
Ｅｒａｓｉｎｕｓ
Ｅｒｅｃｈｔｈｅｕｓ
Ｅｃｈｅｃｒａｔｅｓ
Ｅｒｅｔｒｉａ
Ｅｃｈｅｍｕｓ
Ｅｒｉｄａｎｕｓ
Ｅ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Ｅｒｉｎｅｕｓ
Ｅｃｈｉｄｏｒｕｓ
Ｅｒｏｃｈ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ｄｅｓ
Ｅｒｘａｎｄｒｕｓ
Ｅｄｏｎｉ
Ｅｒｙｔｈｅａ
Ｅｅｒｏｐｕｓ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
Ｅｅｔｉｏｎ
Ｅｒｙｘ
Ｅｇｅｓｔａ
Ｅｒｙｘｏ
Ｅｇｙｐａ
Ｅｔｅａｒｃｈｕｓ
Ｅｉｏｎ
Ｅｔｅｏｃｌｅｓ

埃里司
埃披道洛斯
埃披戈诺伊
埃披司特洛波斯
埃披昂
埃里叙科伊人
埃洛罗斯
埃那列埃斯
恩凯列司人
埃涅托伊人
埃尼耶涅斯
埃尼培乌司
埃欧尔地亚人
埃帕波司
以弗所
埃披阿尔铁司
埃披库代斯
埃披达姆诺斯人
埃披吉罗斯
埃披捷庇里欧伊
埃拉西诺斯
埃列克铁乌斯
埃凯克拉铁司
埃列特里亚
埃凯穆斯
埃利达诺司
埃凯司特拉托司
埃里涅乌司
埃凯多斯
埃洛科司
埃奇那戴斯
埃尔克桑德罗司
埃多诺伊人
埃律提亚
埃洛波司
埃律特莱伊
埃爱提昂
埃律克斯
埃盖司塔
埃律克索
埃及
埃铁阿尔科斯
埃翁
埃欧克列司

Ｅｌａｅｕｓ
Ｅｔｅｓｉａｎ
Ｅｌａｔｅａ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ｓ
Ｅｕｂｏｅａ
Ｅｕｃｌｉｄｅｓ
Ｅｕｈｅｓｐｅｒｉｄｅｓ
Ｅｕｈｅｓｐｅｒｉｔａｅ
Ｅｕｍｅｎｅｓ
Ｅｕｎｏｍｕｓ
Ｅｕｐａｌｉｎｕｓ
Ｅｕｐｈｅｍ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ｉｏｎ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
Ｅｕｒｉｐｕ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ｐｏｓ
Ｅｕｒｙａｎａｘ
Ｅｕｒｙｂａｔｅｓ
Ｅｕｒｙｂｉａｄｅｓ
Ｅｕｒｙｃｌｉｄｅｓ
Ｅｕｒｙｃｒａｔｅｓ
Ｅｕｒｙ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Ｅｕｒｙｄａｍｅ
Ｅｕｒｙｄｅｍｕｓ
Ｅｕｒｙｌｅｏｎ
Ｅｕｒｙｍａｃｈｕｓ
Ｅｕｒｙｐｏｎ０
Ｅｕｒｙｐｙｌｎｓ
Ｅｕｒｙｓｔｈｅｎｅｓ
Ｅｕｒｙｓｔｈｅｕｓ
Ｅｕｒｙｔｕｓ
Ｅｕｔｈｏｅｎｕｎ
Ｅｕｔｙｃｈｉｄｅｓ
Ｅｕｘｉｎｕｓ
Ｅｖａｇｏｒａｓ
Ｅｖａｌｃｉｄｅｓ
Ｅｖｅｌｔｈｏｎ
Ｅｘａｍｐａｅｕｓ

埃莱欧斯
季风
埃拉提亚
埃西欧匹亚
埃西欧匹亚人
埃乌波亚
埃乌克里戴斯
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埃乌埃司佩里塔伊
埃乌美涅斯
埃乌诺莫斯
埃乌帕里诺司
埃乌培莫司
埃乌波尔勃司
埃乌波利昂
幼发拉底
埃乌里波斯
欧罗巴
埃乌洛波司
埃乌律阿那克斯
埃乌律巴铁斯
优利比亚戴斯
优利克里戴斯
优利克拉铁斯
优利克拉提戴斯
埃乌律达美
埃乌律戴谟斯
埃乌律列昂
埃乌律玛科斯
埃乌律彭
埃乌律披洛斯
埃乌律斯铁涅斯
埃乌律司铁乌斯
埃乌律托司
埃乌托伊诺斯
埃乌奇戴斯
埃乌克谢诺斯
埃瓦哥拉斯
埃瓦尔启戴司
埃维尔顿
埃克撒姆派欧斯

Ｇ
Ｇｕａｅｎｅｔｕｓ

埃乌艾涅托斯

Ｇａｄｉｒａ
Ｇａｅｓｏｎ
Ｇａｌｅｐｓｕｓ
Ｇａｌｌａｉｃ
Ｇａｍｏｒｉ
Ｇａｎｄａｒｉｉ
Ｇａｒａｍａｎｔｅｓ
Ｇａｒｇａｐｈｉ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Ｇａｕａｎｅｓ
Ｇｅ
Ｇｏｂｅｌｅｉｚｉｓ
Ｇｅｌａ
Ｇｅｌｅｏｎ
Ｇｅｌｏｎ
Ｃｅｌｏｎｕｓ
Ｇｅｐｈｙｒａｅｉ
Ｇｅｒａｓｔｕｓ
Ｇｅｒｇｉｓ
Ｇｅｒｇｉｔｈ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ｉ
Ｇｅｒｒｈｕｓ
Ｇｅｒｙｏｎｅｓ
Ｇｅｔａｅ
Ｇｉｇｏｎｕｓ
Ｇｉｌｉｇａｍａｅ
Ｇｉｌｌｕｓ
Ｇｉｎｄａｎｅｓ
Ｇｌａｕｃｏｎ
Ｇｌａｕｃｕｓ
Ｇｌｉｓａｓ
Ｇｎｕｒｕｓ
Ｇｏｂｒｙａｓ
Ｇｏｅｔｏｓｙｒｕｓ
Ｇｏｎｎｕｓ
Ｇｏｒｄｉａｓ
Ｇｏｒｇｏ
Ｇｏｒｇｏｎ
Ｇｏｒｇｕｓ
Ｇｒｉｎｎｕｓ
Ｇｒｙｎｅａ
Ｇｖｇａｅａ
Ｇｙｇｅｓ
Ｇｙｎｄｅｓ
Ｇｙｚａｎｔｅｓ

伽地拉
伽埃松
伽列普索斯
伽拉萨凯
伽莫洛伊
健达里欧伊人
拉曼铁司人
伽尔伽披亚泉
高阿涅斯
该埃
盖倍列吉司
盖拉
该列昂
盖隆
盖洛诺斯
盖披拉人
吉拉伊司脱斯
盖尔吉司
盖尔吉司人
盖尔玛尼欧伊人
盖罗司
该律欧涅斯
盖塔伊人
吉戈诺司
吉里伽玛伊人
吉洛司
金达涅司人
格劳空
格劳柯斯
格里撒斯
格努罗司
戈布里亚斯
戈伊托叙洛司
戈恩诺斯
戈尔地亚斯
戈尔哥
戈尔冈
戈尔哥斯
格林诺司
古里涅阿
巨该娅
巨吉斯
金德斯
顾藏铁司人

Ｈｅｒａｅｕｍ

赫莱昂

Ｈ
Ｈｅｐｈａｅｓｔｏｐｏｌｉｓ
Ｈｅｐｈａｅｓｔｕｓ
Ｈｅｒａｃｌｅａ
Ｈｅｒａｃｌｅｓ
Ｈｅｒａｃｌｉｄａｅ
Ｈｅｒａｃｌｉｄｅｓ
Ｈｅｒｅ
Ｈａｄｅｓ
Ｈｅｒｍｅｓ
Ｈａｅｍｕｓ
Ｈｅｒｍｉｏｎ
Ｈａｌｉａ
Ｈｅｒｍｉｐｐｕｓ
Ｈａｌｉａｃｍｏｎ
Ｈｅｒｍｏｌｙｃｕｓ
Ｈａｌｉａｒｃｈｕｓ
Ｈｅｒｍｏｐｈａｎｔｕｓ
Ｈａｌｉｃａｒｎａｓｓｕｓ
Ｈｅｒｍｏｐｏｌｉｓ
Ｈａｌｙｓ
Ｈｅｒｍｏｔｉｍｕｓ
Ｈａｒｍａｍｉｔｈｒｅｓ
Ｈｅｒｍｏｔｙｂｉｅｓ
Ｈａｒｍａｔｉｄｅｓ
Ｈｅｒｍｕｓ
Ｈａｒｍｏｃｙｄｅｓ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Ｈａｒｍｏｄｉｕｓ
Ｈｅｒｏｐｈａｎｔｕｓ
Ｈａｒｐａｇｕｓ
Ｈｅｒｐｙｓ
Ｈｅｂｒｕｓ
Ｈｅｓｉｏｄ
Ｈｅｃａｔａｅｕｓ
Ｈｅｓｉｐａｅａ
Ｈｅｃｔｏｒ
Ｈｅｓｔｉａ
Ｈｅｇｅｓａｎｄｒｕｓ
Ｈｉｅｒｏｎ
Ｈｅｇｅｓｉｃｌｅｓ

海帕伊斯托波里斯
海帕伊司托斯
海拉克列亚
海拉克列斯
海拉克列达伊
海拉克利戴斯
希拉
哈戴司
海尔美士
哈伊莫司
赫尔米昂涅
哈里埃斯
赫尔米波司
哈里亚克蒙
海尔摩律科斯
哈里阿尔科司
海尔摩庞托司
哈利卡尔那索斯
海尔摩波里斯
哈律司
海尔摩提莫斯
哈尔玛米特雷斯
海尔摩吐比埃司
哈尔玛提戴斯
海尔谟斯
哈尔摩戴斯
希罗多德
哈尔莫狄欧斯
海罗庞托司
哈尔帕哥斯
海尔披斯
海布罗斯
赫西奥德
海卡泰欧斯
海西佩阿
海克托尔
希司提亚
海该桑德罗斯
希耶隆
海该西克列斯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
Ｈｅｇｅｓｉｌａｕｓ
Ｈｉｍｅｒａ
Ｈｅｇｅｓｉｐｙｌｅ
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
Ｈｅｇｅ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
Ｈｉｐｐｉａｓ
Ｈｅｇｅｔｏｒｉｄｅｓ
Ｈｉｐｐｏｃｌｉｄｅｓ
Ｈｅｇｉａｓ
Ｈｉｐｐｏｃｌｕｓ
Ｈｅｌｅｎ
Ｈｉｐｐｏｃｏｏｎ
Ｈｅｌｉｃｅ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
Ｈｅｌｉｏｐｏｌｉｓ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Ｈｅｌｌａｓ
Ｈｉｐｐｏｌａｕｓ
Ｈｅｌｌｅ
Ｈｉｐｐｏｌｏｃｈｕｓ
Ｈｅｌｌｅｎｉｏｎ
Ｈｉｐｐｏｍａｃｈｕｓ
Ｈｅｌｌｅｎｏｄｉｃａｅ
Ｈｉｐｐｏｎｉｃｕｓ
Ｈｅｌｌｅｓｐｏｎｔ
Ｈｉｓｔｉａｅａ
Ｈｅｌｏｔｓ
Ｈｉｓｔｉａｅｏｔｉｓ
Ｈｅｐｈａｅｓｔｉａ
Ｈｉｓｔｉａｅｕｓ
Ｈｏｍｅｒ
Ｈｏｐｌｅｓ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ｉａ
Ｈｙａｍｐｅａ
Ｈｙａｍｐｏｌｉｓ
Ｈｙａｔａｅ
Ｈｙｂｌａ
Ｈｙｄａｒｎｅｓ
Ｈｙｄｒｅａ
Ｈｙｅｌｅ
Ｈｙｌａｅａ
Ｈｙｌｌｅｉｓ
Ｈｙｌｌｕｓ

谢洛尼莫斯
海吉西拉欧斯
喜美拉
海该西佩列
希帕尔科斯
海该西斯特拉托斯
希庇亚斯
海该托里戴斯
希波克里代斯
海吉亚斯
希波克洛司
海伦
希波库昂
赫利凯
希波克拉戴斯
黑里欧波里斯
希波克拉提戴斯
希拉斯
希波列欧（岬）
海列
希波洛科斯
海列尼昂
昔波玛科斯
海列诺迪卡伊
希波尼柯斯
海列斯彭特
希斯提阿伊亚
希劳特
希斯提阿伊欧提斯
海帕依司提亚
希司提埃伊欧斯
荷马
荷普列司
叙阿琴提亚
叙安佩亚
叙安波里司
叙阿塔伊
叙布拉
叙达尔涅斯
叙德列亚
叙埃雷
叙莱亚
叙列依斯
叙洛斯

Ｈｙｍａｅｅｓ
Ｈｙｍｅｔｔｕｓ
Ｈｙｐａｃｈａｅｉ
Ｈｙｐａｃｙｒｉｓ
Ｈｙｐａｎｉｓ
Ｈｙｐｅｒａｎｔｈｅｓ
Ｈｙｐｅｒｂｏｃｈｅ
Ｂｙｒｅａｎｉａｎｓ
Ｈｙｒｉｓ
Ｈｙｒｉａ
Ｈｙｒｏｅａｄｅｓ
Ｈｙｓｉａｅ
Ｈｙｓｓｅｌｄｏｍｕｓ
Ｈｙｓｔａｎｅｓ
Ｈｙｓｔａｓｐｅｓ

叙玛伊埃司
叙美托斯
叙帕凯奥伊
叙帕库里司
叙帕尼司
叙佩兰铁司
叙佩罗凯
叙尔卡尼亚人
叙尔吉司
叙里阿
叙洛伊阿戴斯
叙喜阿伊
叙塞尔多莫司
叙司塔涅斯
叙司塔司佩斯

Ｉ
Ｉｓ
伊斯
Ｉｓａｇｏｒａｓ
伊撒哥拉司
Ｉａｃｃｈｕｓ
雅科斯
Ｉｓｃｈｅｎｏｕｓ
伊司凯诺斯
Ｉａｄｍｏｎ
雅德蒙
Ｉｓｉｓ
伊西司
Ｉａｌｙｓｕｓ
雅律索斯
Ｉｓｍａｒｉｄ
ｌａｋｅ 伊兹玛里司湖
Ｉａｍｉｄａｅ
雅米达伊
Ｉｓｍｅｎｉａ
伊兹美尼亚
Ｉａｐｙｇｉａ
雅庇吉亚
Ｉｓｓｅｄｅｄｎｅｓ
伊赛多涅斯人
Ｉａｒｄａｎｕｓ
雅尔达诺斯
Ｉｓｔｈｍｕｓ Ｏｆ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ｓｏｎ 雅孙科林斯地峡
Ｉａｔｒａｇｏｕａｓ
雅特拉哥拉司
Ｉｓｔｅｒ
伊斯特
Ｉｂａｎｏｌｌｉｓ
伊巴诺里司
Ｉｓｔｒｉａ
伊司脱里亚
Ｉｂｅｒｉａ
伊伯利亚
Ｉｔａｌｉａ
意大利
Ｉｔａｎｕｓ
伊塔诺司
Ｉｔｈａｎｍｉｔｒｅｓ
伊塔米特列斯
Ｉｔｈｏｍｅ
伊托美
Ｉｙｒｃａｅ
玉尔卡依人
Ｌ

Ｌｅｏｎｉｄａｓ
Ｌｅｏｎｔｉａｄｅｓ
Ｌｅｏｎｔｉｎｉ
Ｌｅｏｐｒｅｐｅｓ
Ｌｅｐｒｅｕｍ
Ｌｅｒｉｓａｅ
Ｌａｂｄａ
Ｌｅｒｏｓ
Ｌａｂｄａｃｕｓ
Ｌｅｓｂｏｓ
Ｌａｂｒａｕｎｄａ
Ｌｅｔｏ
Ｌａｂｙｎｅｔｕｓ
Ｌｅｎｃａｄｉａ
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ｎ
ＬｅｕｃｅＡｃｔｅ
Ｌａｃｍｏｎ
Ｌｅｕｃｏｎ
Ｌａｃｏｎｉａ
Ｌｅｕｔｙｃｈｉｄｅｓ
Ｌａｃｒｉｎｅｓ
Ｌｉｂｙａ
Ｌａｄｅ
Ｌｉｃｈａｓ
Ｌａｄｉｃｅ
Ｌｉｃｕｒｇｕｓ
Ｌａｉｕｓ
Ｌｉｄｅ
Ｌａｍｐｉｔｏ
Ｌｉｇｙｅｓ
Ｌａｍｐｏｈ
Ｌｉｍｅｎｅｉｕｍ
Ｌａｍｐｏｎｉｕｍ
Ｌｉｎｄｕｓ
Ｌａｍｐｓａｃｕｓ
Ｌｉｐａｘｕｓ
Ｌａｏｄａｍａｓ
Ｌｉｐｏｘａｉｓ
Ｌａｏｄｉｃｅ
Ｌｉｐｓｙｄｒｉｕｍ
Ｌａｐｈａｎｅｓ
Ｌｉｓａｅ
Ｌａｐｉｔｈａｅ

列欧尼达司
列昂提亚戴斯
列昂提诺伊
列欧普列佩斯
列普勒昂
雷里撒伊
拉布达
列罗司
拉布达科司
列斯波司
扰布劳昂达
列托
拉比奈托斯
列乌卡地亚
拉凯戴孟
列乌凯－呵克铁
拉克蒙
列乌康
拉科尼亚
列乌杜奇戴斯
拉克利涅斯
利比亚
拉戴
里卡司
拉狄凯
里库尔哥斯
扎伊欧司
里戴
拉姆披多
里巨埃斯人
兰彭
里美奈昂
拉姆披尼昂
林多斯
拉姆普撒科斯
里帕克索斯
拉欧达玛可
里波克赛司
拉奥迪凯
里普叙德里昂
拉帕涅斯
里赛
拉披塔依

Ｌｉｓｕｓ
Ｌａｒｉｓｓｓ
Ｌｏｃｒｉａｎｓ
Ｌａｓｏｎｉｉ
Ｌｏｔｏｐｈａｇｉ
Ｌａｓｕｓ
Ｌｏｘｉａｓ
Ｌａｕｒｉｕｍ
Ｌｙｃａｒｅｔｕｓ
Ｌａｕｓ
Ｌｙｃｉａｎｓ
Ｌｅａｇｒｕｓ
Ｌｙｃｉｄａｓ
Ｌｅｂａｄｅａ
Ｌｙｃｏｍｅｄｅｓ
Ｌｅｂａｅａ
Ｌｙｃｏｐａｓ
Ｌｅｂｅｄｏｓ
Ｌｙｃｏｐｈｒｏｎ
Ｌｅｃｔｕｍ
Ｌｙｃｕｒｇｕｓ
Ｌｅｌｅｇｅｓ
Ｌｙｃｕｓ
Ｌｅｍｎｏｓ
Ｌｙｄｉａｎｓ
Ｌｅｏｂｏｔｅｓ
Ｌｙｄｉａｓ
Ｌｅｏｃｅｄｅｓ
Ｌｙｄｕｓ
Ｌｅｏｎ
Ｌｙｇｄａｍｉｓ
Ｌｙｎｃｅｕｓ
Ｌｙｓａｇｏｒａｓ
Ｌｙｓａｎｉａｓ
Ｌｙｓｉｃｌｅｓ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ｕｓ
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

利索司
拉里撒
罗克里斯人
拉索尼欧伊人
洛托帕哥伊人
扰索司
洛克西亚司
拉乌利昂
律卡列托司
拉欧斯
吕寄亚人
列阿格罗斯
吕寄达斯
列巴狄亚
吕科美戴斯
列拜亚
吕科帕司
列别多斯
吕柯普隆
莱克顿
吕库尔戈斯
列列该斯
吕科斯
列姆诺斯
吕底亚人
列欧波铁司
吕第亚斯
列奥凯代斯
吕多斯
列昂
吕戈达米斯
律恩凯乌斯
吕撒哥拉斯
吕撒尼亚斯
吕西克列斯
吕喜玛科斯
吕西司特拉托斯

Ｍ
Ｍａｒｄｏｎｔｅｓ
Ｍａｒｄｏｓ
Ｍａｒｅａ
Ｍａｒｅｓ

玛尔东铁司
玛尔多斯
玛列阿
玛列斯

Ｍａｒｉａｎｄｙｎｉ
Ｍａｒｉｓ
Ｍａｒｏｎ
Ｍａｒｏｎｅａ
Ｍａｃａｅ
Ｍａｒｓｙａｓ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ｓｎｓ
Ｍａｓｃａｍｅｓ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Ｍａｓｉｓｔｅｓ
Ｍａｃｈｌｙｅｓ
Ｍａｓｉｓｔｉｕｓ
Ｍａｃｉｓｔｉｕｓ
Ｍａｓｐｉｉ
Ｍａｃｉｓｔｕｓ
Ｍａｓｓａｇｅｓ
Ｍａｃｒｏｎｅｓ
Ｍａｓｓａｇｉｔａｅ
Ｍａｃｔｏｒｉｕｍ
Ｍａｓｓａｌｉａ
Ｍａｄｙｅｓ
Ｍａｔｉｅｎｉ
Ｍａｄｙｔｕｓ
Ｍａｔｔｅｎ
Ｍｏｅｅｔｉａｎｓ
Ｍａｕｓｏｌｕｓ
Ｍｏｅａｎｄｅｒ
Ｍａｘｙｅｓ
Ｍｏｅａｎｄｒｉｕｓ
Ｍａｚａｒｅｓ
Ｍｏｅｏｔｉｓ
Ｍｅｃｉｓｔｅｕｓ
Ｍａｇｄｏｌｕｓ
Ｍｅｃｙｂｅｒｎａ
Ｍａｇｉ
Ｍｅｄｉａｎｓ
Ｍａｇｎｅｓｉａ
Ｍｅｇａｂａｔｅｓ
Ｍａｌｅａ
Ｍｅｇａｂａｚｕｓ
Ｍａｌｅｎｅ
Ｍｅｇａｃｌｅｓ
Ｍａｌｅｓ
Ｍｅｇａｃｒｅｏｎ

玛利安杜尼亚人
玛里斯
玛隆
玛罗涅亚
玛卡伊人
玛尔叙亚斯
马其顿人
玛司卡美斯
马其顿
玛西司铁斯
玛科律埃司人
玛西司提欧斯
玛奇司提欧斯
玛斯庇欧伊人
玛启司托司
玛撒该斯
玛克罗涅斯
玛撒该塔伊人
玛克托利昂
玛撒里亚
玛杜阿斯
玛提耶涅人
玛杜托斯
玛顿
麦奥塔伊人
玛乌索洛司
迈安德罗司
玛克叙埃司人
迈安乡里欧司
玛扎列斯
麦奥提斯
美奇司铁乌司
玛格多洛斯
美库倍尔纳
玛哥斯僧（即玛果 Ｍｅｄｅａ
美地亚人
玛格涅希亚
美伽巴铁斯
玛列亚
美伽巴佐斯
玛列涅
美伽克列斯
玛列士
美伽克列昂

美地亚伊人）

Ｍａｌｉｓ
Ｍｅｇａｄｏｓｔｅｓ
Ｍａｎｄａｎｅ
Ｍｅｇａｐａｎｕｓ
Ｍａｎｄｒｏｃｌｅｓ
Ｍｅｇａｒａ
Ｍａｎｅｓ
Ｍｅｇａｓｉｄｒｕｓ
Ｍａｎｔｉｎｅｓ
Ｍｅｇｉｓｔｉａｓ
Ｍａｎｔｙｅｓ
Ｍｅｉｏｎｉａｎｓ
Ｍａｒａｐｈｉａｓ
Ｍｅｌａｍｐｕｓ
Ｍａｒａｐｈｉｉ
Ｍｉｌａｍｐｙｇｕｓ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Ｍｅｌａｎｃｈｌａｉｎｉ
Ｍａｒｄｉ
Ｍｅｌａｎｉｐｐｕｓ
Ｍａｒｄｏｎｉｕｓ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ｕｓ
Ｍｅｌａｎｔｈｕｓ
Ｍｏｌｏｓｓｉａｎｓ
Ｍｅｌｅｓ
Ｍｏｌｐｂｅｇｏｒａｓ
Ｍｅｌｉａｎｓ
Ｍｌｏｍｅｍｐｈｉｓ
Ｍｅｌｉｂｏｅａ
Ｍｏｐｈｉ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Ｍｏｓｃｈｉ
Ｈｅｍｂｌｉａｒｕｓ
Ｍｏｓｓｙｎｏｅｃｉ
Ｍｅｍｎｏｎ
Ｍｕｎｙｃｈｉａ
Ｍｅｍｐｈｉｓ
Ｍｕｒｙｃｈｉｄｅｓ
Ｍｅａｎｒｅｓ
Ｍｕｓａｅｕｓ
Ｍｅｎｄｅ
Ｍｙｃａｌｅ
Ｍｅｎｄｅｓ
Ｍｙｃｅｎａｅａｎｓ

玛里司
美伽多司铁斯
芒达妮
美伽帕诺斯
芒德罗克列斯
美伽拉
玛涅斯
美伽西多罗斯
曼提漫亚
美吉司提亚斯
曼图埃司
美伊昂人
玛拉披司人
美拉姆波司
玛拉普伊欧伊人
美拉姆披哥斯
马拉松
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玛尔多伊人
美兰尼波司
玛尔多纽斯
美兰提欧斯
美兰托斯
莫洛西亚人
美雷斯
莫尔帕戈拉司
玛里司人
莫美姆披司
梅里波伊亚
摩披
梅里莎
莫司科伊人
美姆布里阿洛司
莫叙诺依科伊人
美姆农
穆尼寄亚
孟斐斯
穆里奇戴斯
美那列斯
穆赛欧斯
门戴
米卡列
孟迭司
迈锡尼人

Ｍｅｎｅｌａｕｓ
Ｍｙｃｅｒｉｎｕｓ
Ｍｅｎｉｕｓ
Ｍｙｃｉ
Ｍｅｒｂａｌｕｓ
Ｈｙｃｏｎｕｓ
Ｍｅｒｍｎａｄａｅ
Ｍｙｅｃｐｈｏｒｉｔｅ
Ｍｅｒｏｅ
Ｍｙｇｄｏｎｉａ
Ｍｅｓａｍｂｒｉａ
Ｍｙｌａｓａ
Ｍｅｓｓａｐｉａｎｓ
Ｍｌｙｌｉｔｔａ
Ｍｅｓｓｅｎｅ
Ｍｙｎｄｕｓ
Ｍｅｓｓｅｎｉａ
Ｍｙｒｃｉｎｕｓ
Ｍｅｔａｐｏｎｔｉｕｍ
Ｍｙｒｉａｎｄｒｉｃ
Ｍｅｔｈｙｍｎａ
Ｍｙｒｉｎｓ
Ｍｅｔｉｏｃｈｕｓ
Ｍｙｒｍｅｘ
Ｍｅｔｒｏｄｏｒｕｓ
Ｍｙｒｏｎ
Ｍｉｃｙｔｈｕｓ
Ｍｙｒｓｉｌｕｓ
Ｍｉｄａｓ
Ｍｙｒｓｕｓ
Ｍｉｌｅｔｕｓ
Ｍｙｓ
Ｍｉｌｏｎ
Ｍｙｓｉａ
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
Ｍｙｓｕｓ
Ｍｉｌｙａｅ
Ｍｙｔｉｌｅｎｅ
Ｍｉｌｙａｓ
Ｍｙｕｓ
Ｍｉｎ
Ｍｉｎｏａ
Ｍｉｎｏｓ
Ｍｉｎｙａｅ

美涅拉欧司
美凯里诺斯
美尼欧斯
米科伊人
美尔巴罗斯
米科诺斯
美尔姆纳达伊
米埃克波里司
美洛埃
米哥多尼亚
美撒姆布里亚
美拉撒
麦撒披亚人
米利塔
麦撒纳
孟多司
美塞尼正
米尔启诺司
美塔彭提昂
ｇｕｌｆ 米利安多罗斯湾
美图姆那
米利纳
美提欧科司
米尔美克司
美特洛多罗司
米隆
米库托司
密尔昔洛斯
米达斯
密尔索斯
米利都
米司
米隆
美西亚
米尔提亚戴斯
缪索斯
米吕阿伊人
米提列奈
米律阿斯
米欧司
米恩
米诺阿
米诺斯
米尼埃伊

Ｍｉｔｒａ
Ｍｉｔｒａｄａｔｅｓ
Ｍｉｔｒｏｂａｔｅｓ
Ｍｏｅｒｉｓ
Ｍｏｌｏｉｓ
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米特拉
米特拉达铁斯
光特洛巴铁司
莫尹利斯
莫罗埃司
涅阿波里司

Ｎ
Ｎａｐａｒｉｓ
Ｎａｓａｍｏｎｅｓ
Ｎａｔｈｏ
Ｎａｕｃｒａｔｉｓ
Ｎａｕｐｌｉａ
Ｎ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ｕｓ
Ｎａｘｏｓ
Ｎｅｃｏｓ
Ｎｅｌｉｄａｅ
Ｎｅｏｃｌｅｓ
Ｎｅｏｎ
Ｎｅｏｎ
Ｎｅｒｅｉｄｓ
Ｎｅｒｅｕｓ
Ｎｅｓａｅａｎｈｏｒｓｅ
Ｅｅｓａｅｏｎ
Ｎｅｓｔｏｒ
Ｎｅｓｔｕｓ
Ｎｅｕｒｉｓ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
Ｎｉｃａｎｄｒｕｓ
Ｎｉｃｏｄｒｏｍｕｓ
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Ｎｉ１ｅ
Ｎｉｌｅｕｓ
Ｎｉｎｕｓ
Ｎｉｐｓａｅｉ
Ｎｉｓａｅｓ
Ｎｉｓｙｒｕｓ
Ｎｉｔｅｔｉｓ
Ｎｉｔｏｃｒｉｓ
Ｎｏｅｓ
Ｎｏｎａｃｒｉｓ
Ｎｏｔｈｏｎ

纳帕里司
纳撒摩涅司人
那托
纳乌克拉提斯
纳乌普利亚
纳乌斯特洛波司
纳克索斯
涅科斯
涅列达伊
尼奥克列斯
尼昂
Ｔｅｉｃｈｏｓ 涅翁·提科斯
涅列伊戴斯
涅列欧司
涅赛伊阿马
涅赛昂
涅司托尔
涅司托斯
涅乌里司人
尼坎德拉
尼坎多罗斯
尼科德罗莫忻
尼柯拉欧斯
尼罗河
涅列欧斯
尼诺斯
尼普赛欧伊
尼赛亚
尼叙洛斯
尼太提司
尼托克里司
诺埃斯
挪纳克利斯
诺同

Ｎｏｔｉｕｍ
Ｋｕｄｉｕｍ
Ｎｙｍｐｈｏｄｏｒｕｓ
Ｎｙｓａ

诺提昂
努迪昂
尼姆波多洛斯
尼撒

Ｏ
Ｏｎｏｍａｃｒｉｔｕｓ
Ｏｃｙｔｕｓ
Ｏｄｏｍａｎｔｉ
Ｏｄｒｙｓａｅ
Ｏｄｙｓｓｅｙ
Ｏｅａ
Ｏｅｂａｒｅｓ
Ｏｅｄｉｐｕｓ
Ｏｅｎｏｅ
Ｏｅｎｏｎｅ
Ｏｅｎｏｔｒｉａ
Ｏｅｎｕｓｓａｅ
Ｏｅｏｂａｚｕｓ
Ｏｅｏｌｙｃｕｓ
Ｏｅｒｏｅ
Ｏｅｔａ
Ｏｉｏｒｐａｔａ
Ｏｌ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ａｅ
Ｏｌｐｎ
Ｏｌｅｎｕｓ
Ｏｌｉａｔｕｓ
Ｏｌｏｐｈｙｘｕｓ
Ｏｌｏｒｕｓ
Ｏｌｙｍｐｉａ
Ｏｌｙｍｐｉｏｄｏｒｕｓ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Ｏｌｙｎｔｈｕｓ
Ｏｍｂｒｉａ
Ｏｍｂｒｉｃｉ
Ｏｎｅａｔａｅ
Ｏｎｅｓｉｌｕｓ
Ｏｎｅｔｅｓ
Ｏｎｏｃｈｏｎｕｓ
Ｏｎｏｍａｓｔｕｓ
Ｏａｒｚｕｓ
Ｏｎｕｐｈｉｔｅ
Ｏａｒｕｓ

奥诺玛克利托斯
欧库托司
欧多漫托尹人
欧德律赛
奥德赛
欧伊亚
欧伊巴雷司
欧伊狄波司
欧伊诺耶
欧伊诺涅
欧伊诺特里亚
欧伊努赛
欧约巴佐斯
欧约律科司
欧埃洛耶
欧伊铁
欧约尔帕塔
欧尔比亚市民
奥伦
欧列诺斯
欧里亚托司
欧洛披克索斯
欧罗洛司
奥林匹亚
欧休匹奥多洛斯
奥林波斯
欧伦托斯
翁布里亚
翁布里柯伊人
欧涅阿塔伊
欧涅西洛司
欧涅铁斯
欧诺柯挪斯
奥诺玛司托斯
欧阿里佐斯
欧努披司
欧阿洛司

Ｏｐｈｒｙｎｅｕｍ
Ｏａｓｉｓ
Ｏｐｉｓ
Ｏａｘｕｓ
Ｏｐｏｅａ
Ｏｃｅａｎｕｓ
Ｏｒｂｅｌｕｓ
Ｏｃｔａｍａｓａｄｅｓ
Ｏｒｃｈｏｍｅｎｕｓ
Ｏｒｄｅｓｓｕｓ
Ｏｒｅｓｔｅｓ
Ｏｒｅｓｔｈｉｅｕｍ
Ｏｒｅｔｈｙｉａ
Ｏｒｇｅｕｓ
Ｏｒｉｃｎｍ
Ｏｒｉｃｕｓ
Ｏｒｉｔｈｙｉａ
Ｏｒｎｅａｔａｅ
Ｏｒｏｅｓｔｅｓ
Ｏｕｏｍｅｄｏｎ
Ｏｒｏｐｕｓ
Ｏｒｏｔａｌｔ
Ｏｒｓｉｐｈａｎｔｕｓ
Ｏｒｔｈｏｃｏｒｙｂａｎｔｉａｎｓ
Ｏｒｔｈｏｓｉａ
Ｏｓｉｒｉｓ
Ｏｓｓａ
Ｏｔａｎｅｓ
Ｏｔａｓｐｅｓ
Ｏｔｈｒｙａｄｅｓ
Ｏｔｈｒｙｓ
Ｏｚｏｌａｅ

欧普里涅昂
欧阿西司
欧匹斯
欧阿克索司
欧波伊亚
欧凯阿诺斯
欧尔倍洛司
欧克塔玛撒戴司
欧尔科美诺斯
欧尔戴索司
欧列断铁斯
欧列斯提欧姆
欧列图娅
奥尔盖乌司
欧里科姆
欧里科司
欧列图娅
奥尔涅阿塔伊人
欧洛伊铁司
欧洛美东
奥洛波斯
欧洛塔尔特
欧尔喜庞托司
欧尔托科律般提欧
欧尔托西亚
奥西里斯
欧萨
欧塔涅斯
欧塔司佩斯
欧特律阿戴斯
欧特律司
欧佐拉伊

Ｐ
Ｐａｎｏｒｍｕｓ
Ｐａｎｔａｇｎｏｔｕｓ
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
Ｐａｎｔａｒｅｓ
Ｐａｎｔｈｉａｌａｅｉ
Ｐａｎｔｉｃａｐｅｓ
Ｐａｎｔｉｍａｔｈｉ
Ｐａｎｔｉｔｅｓ
Ｐａｐａｅｕｓ

帕诺尔摩斯
庞塔格诺托司
庞塔莱昂
潘塔列斯
潘提亚莱欧伊人
庞提卡佩司
潘提玛托伊人
潘提铁斯
帕帕伊欧斯

Ｐａｌｌｅｎｅ
Ｐａｍｉｓｕｓ
Ｐａｍｍｏｎ
Ｐａｍｐｈｙｌｉ
Ｐａｍｐｈｙｌｉａ
Ｐａｎ
Ｐａｎａｅｔｉｕｓ
Ｐａｎｃｒａｔｉｕｎ
Ｐａｎｄｉｏｎ
Ｐａｎｇａｅｕｍ
Ｐａｎｉｏｎｉａ
Ｐａｎｉｏｎｉｕｍ
Ｐａｎｉｏｎｉｕｓ
ｐａｎｉｔｅｓ
Ｐａｎｏｐｅｕｓ
Ｐａｐｈｌａｇｏｎｉａｎｓ
Ｐａｐｈｏｓ
ｐａｃｔｏｌｕｓ
Ｐａｐｒｅｍｉｓ
ｐａｃｔｙａ
Ｐａｒａｅｂａｂｅｓ
ｐａｐｔｙｅｅ
Ｐａｒａｌａｔａｅ
ｐａｄａｅｉ
Ｐａｒａｐｏｔａｍｉｉ
ｐａｅａｎｉａ
Ｐａｒｅｔａｃｅｎｉ
人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Ｐａｒｉｃａｎｉｉ
Ｐａｅｏｐｌａ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ｅｓｕｓ
Ｐａｒｉｕｍ
Ｐａｅｔｉ
Ｐａｒｍｙｓ
Ｐａｓｕｓ
Ｐａｒｎａｓｓｕｓ
Ｐａｇａｓａｅ
Ｐａｒｏｒｅａｔａｅ
Ｐａｌｅｅｓ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ｓ
ｐａｌｌａｓ

帕列涅
帕米索斯
帕姆蒙
帕姆庇洛伊人
帕姆庇利亚
潘恩
帕那伊提乌斯
庞克拉提昂
潘迪昂
庞伽伊昂
帕尼欧尼亚
帕尼欧尼翁
帕尼欧纽斯
帕尼铁司
帕诺佩司伊
帕普拉哥尼亚人
帕波斯
帕克托罗司
帕普雷米斯
帕克杜耶
帕拉依巴铁司
帕克杜耶斯
帕辣拉泰伊
帕达依欧伊
帕拉波塔米欧伊人
派阿尼亚
帕列塔凯奈
派欧尼亚
帕利卡尼欧伊人
帕伊欧普拉伊人
帕理司
帕依索司
帕里昂
帕依托伊人
帕尔米司
帕伊欧斯
帕尔那索斯
帕伽撒依
帕洛列阿塔伊人
帕列人
帕尔铁尼昂
巴勒斯坦
帕尔特尼欧斯
帕拉司

Ｐａｒｔｈｉａｎｓ
Ｐａｒｕｓ
Ｐｅｒｓｅｓ
Ｐａｓａｒｇａｄａｅ
Ｐｅｒｓｅｕｓ
Ｐａｔａｅｃｕｓ
Ｐｅｒｓｉａｎｓ
Ｐａｔａｉｃｉ
Ｐｅｔｒａ
Ｐａｔａｒａ
Ｐｈａｅｄｙｍｅ
Ｐａｔａｒｂｅｍｉｓ
Ｐｈａｅｎｉｐｐｕｓ
Ｐａｔｉｒａｍｐｈｅｓ
Ｐｈａｇｒｅｓ
Ｐａｔｉｚｅｉｔｈｅｓ
Ｐｈａｌｅｒｕｍ
Ｐａｔｒａｅｓ
Ｐｈａｎａｇｏｒａｓ
Ｐａｔｕｍｕｓ
Ｐｈａｎｅｓ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
Ｐｈａｒａｎｄａｔｅｓ
Ｐａｕｓｉｃａｅ
Ｐｈａｒｂａｉｔｈｉｔｅ
Ｐａｕｓｉｒｉｓ
Ｐｈａｒｎａｃｅｓ
Ｐｅｄａｓａ
Ｐｈａｒｎａｓｐｅｓ
ｐｅｄａｓｕｓ
Ｐｈａｒｎａｚａｔｈｒｅｓ
Ｐｅｄｉｅｉｓ
Ｐｈａｒｎｕｃｈｅｓ
ｐｅｌａｓｇｉ
Ｐｈａｓｅｌｉｓ
Ｐｅｌａｓｇｉａ
Ｐｂａｓｉｓ
Ｐｅｌｅｕｓ
Ｐｈａｙｌｌｕｓ
ｐｅｌｉｏｎ
Ｐｈｅｇｅｕｓ
ｐｅｌｌａ
Ｐｈｅｎｅｕｓ
ｐｅｌｌｅｎｅ

帕尔提亚人
帕洛司
培尔谢斯
帕撒尔伽达人
培尔赛欧斯
帕塔伊科斯
波斯人
帕塔依科伊人
佩特拉
帕塔拉
帕伊杜美
帕塔尔目米司
帕埃尼波斯
帕提位姆培司
帕格列斯
帕提载铁司
帕列隆
帕特列斯
帕纳戈拉司
帕托莫司
帕涅司
帕乌撒尼亚斯
帕兰达铁斯
帕乌西卡伊人
帕尔巴伊托司
帕乌西里司
帕尔郡凯斯
佩达撒
帕尔那斯佩斯
佩达索所
帕尔纳扎特列所
佩迪埃司
帕尔努凯斯
佩拉司吉人
帕赛利斯
佩拉司吉亚
帕希斯
佩列欧司
帕乌洛斯
佩里洪
佩该乌斯
培拉
培涅俄斯
佩列涅

Ｐｈｅｒｅｎｄａｔｅｓ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ｕ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ｅ
Ｆｅｌｏｐｅ
Ｐｈｅｒｏｓ
ｐｅｌｕｓｉｕｍ
Ｐｈｉｄｉｐｐｉｄｅｓ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Ｐｈｉｄｏｎ
Ｐｅｎｅｕｓ
Ｐｈｉｇａｌｅａ
Ｐｅｎｔｈｙｌｕｓ
Ｐｈｉｌａｅｕｓ
Ｐｅｒｃａｌｕｓ
Ｐｈｉｌａｇｒｕｓ
Ｐｅｒｃｏｔｅ
Ｐｈｉｌａｏｎ
Ｆｅｒｄｉｃｃａｓ
Ｐｈｉｌｅｓ
Ｐｅｒｇａｍｏ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ｕｓ
Ｐｅｒｉａｌｌａ
Ｐｈｉｌｉｓｔｕｓ
ｐｅｒｉａｎｄｅｒ
Ｐｈｉｌｉｔｉｓ
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Ｐｈｉｌｏｃｙｏｎ
Ｐｅｒｉｌａｕｓ
Ｐｈｉｌｏｃｙｐｒｕｓ
Ｐｅｒｉｎｔｈｕｓ
Ｐｈｌａ
Ｐｅｒｉｏｅｃｉ
Ｐｈｌｅｇｒａ
Ｐｅｒｐｈｅｒｅｅｓ
Ｐｈｌｉｕｓ
Ｐｅｒｒｈａｅｂｉ
Ｐｈｏｃａｅａ
Ｐｈｏｃｉｓ
Ｐｌａｔｅａ
Ｐｈｏｅｂｕｓ
Ｐｌｅ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ｎａｓ
Ｐｌｅｉｓｔｏｒｕｓ
Ｐｈｏｅｎｉｘ

培伦达铁斯
伯罗奔尼撒
培列提美
佩洛普司
培罗斯
佩鲁希昂
披迪披戴斯
佩奈洛佩
庇东
佩涅欧司
披伽列亚
潘图洛斯
披莱欧司
培尔卡洛斯
披拉格罗斯
佩尔柯铁
披拉昂
培尔狄卡斯
披列司
培尔伽莫斯
披力波司
培莉亚拉
披利斩图斯
培利安多洛斯
皮里提斯
伯里克利斩
披洛库昂
培利拉欧斯
披罗库普洛司
佩林托斯
普拉
佩里欧伊科司
普列格拉
佩尔佩列埃斯
普里欧斯
佩莱比亚人
波凯亚
波奇司
普拉铁阿
波伊勃司
普列司塔尔科期
腓尼基人
省雷司陶洛斯
培尼克司

Ｐｌｉｎｔｈｉｎｅｔｅｂａｙ
Ｐｈｏｒｍｕｓ
Ｐｌｙｎｕｓ
Ｐｈｒａｏｒｔｅｓ
Ｐｏｅｃｉｌｅｓ
Ｐｈｒａｔａｇｕｎｅ
Ｐｏｇｏｎ
ＰｈＲｉｃｏｎｉａｎ
Ｐｏｌｉａｄｅｓ
Ｐｈｒｉｘａｅ
Ｐｏｌｉａｓ
Ｐｈｒｉｘｕｓ
Ｐｏｌｉｃｈｎｅ
Ｐｈｒｏｎｉｍｅ
Ｐｏｌｙａｓ
Ｐｈｒｙｇｉａ
Ｐｏｌｙｂｕｓ
Ｐｈｒｙｎｉｃｈｕｓ
Ｐｏｌｙｃｒａｔｅｓ
Ｐｈｒｙｎｏｎ
Ｐｏｌｙｃｒｉｔｕｓ
Ｐｈｔｈｉｏｔｉｓ
Ｐｏｌｙｄｅｍｃａ
Ｐｈｔｈｉｕｓ
Ｐｏｌｙｄｅｃｔｅｓ
Ｐｈｙａ
Ｐｏｌｙｄｏｒｕｓ
Ｐｈｙｌａｃｕｓ
Ｐｏｌｙｍｎｅｓｔｕｓ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Ｐｏｌｙｎｉｃｅｓ
Ｐｈｙｔｈｏ
Ｐｏｎｔｕｓ
Ｐｉｅｒｉａ
Ｐｏｒａｔａ
Ｐｊｇｒｅｓ
Ｐｏｓｉｄｅｉｏｎ
Ｐｉｌｏｒｕｓ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Ｐｉｎｄａｒ
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ａ
Ｐｉｎｄｕｓ
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ｕｓ
Ｐｉｒａｅｕｓ

普林提涅湾
波尔莫司
普律诺司
普拉欧尔铁斯
波依启列司
普拉塔古涅
波贡
普里科尼斯
波里亚戮斯
普利克撒伊
波里阿司
普利克索斯
波里克涅
普洛尼玛
波里亚斯
普里吉亚
波律包司
普律科司
波律克拉铁斯
普律农
波律克利托斯
普提奥梯斯
波律达姆娜
普提奥斯
波律戴克铁斯
佩阿
波律多洛司
披拉科斯
波律姆涅司托司
披利斯
波律涅凯斯
佩脱
彭托斯
披埃里亚
波扯塔
披格列斯
波西迪昂
披罗洛斯
波赛东
品达洛司
波西多尼亚
品多斯
波西多纽斯
披莱乌斯

Ｐｏｔｉｄａｅａ
Ｐｉｒｒｅｎｅ
Ｐｒａｅｓｕｓ
Ｐｉｒｏｍｉｓ
Ｐｒａｓｉａｄｌａｋｅ
Ｐｉｔｕｓ
Ｐｒａｘｉｌａｕｇ
Ｐｉｓａ
Ｐｒｅｘａｓｐｅｓ
Ｐｉｓｉｄｉａｎ
Ｐｒｅｘｉｎｕｓ
Ｐ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ｉｄａｅ
Ｐｒｉａｍ
Ｐ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
Ｐｒｉｅｎｅ
Ｐｉｓｔｙｒｕｓ
Ｐｒｉｎｅｔａｄｅｓ
Ｐｕｔａｎａ
Ｐｒｏｃｌｅｓ
Ｐｉ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Ｐｒｏｃｏｎｎｅｓｕｓ
Ｐｉｔｔａｃｕｓ
Ｐｒｏｍｅｎｅｉａ
Ｐｉｘｏｄａｒｕｓ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Ｐｌａｃｉａ
Ｐｒｏｎａｅｅ
Ｐｌａｔａｅａｅ
Ｐｒｏｐｏｎｔｉｓ
Ｐｒｏｓｏｐｉｔｉｓ
Ｐｒｏｔｉｓｉｌａｕｓ
Ｐｒｏｔｅｕｓ
Ｐｒｏｔｏｔｈｙｅｓ
Ｐｒｙｔａｎｉｓ
Ｐｓａｍｍｅｎｉｔｕｓ
Ｐｓａｍｍｅｔｉｃｈｕｓ
Ｐｓａｍｍｉｓ
Ｐｓｙｌｌｉ
Ｐｓｙｔｔａｌｅａ
Ｐｔｅｒｉａ
Ｐｔｏａｎ Ａｐｏｌｌｏ
Ｐｔｏｕｍ
ｙｌａｅ
Ｐｙｌａｇｏｒｉ

波提戴
佩列涅
普拉伊索斯
披罗米司
普位西阿司湖
佩洛斯
普拉克西拉欧斯
披萨
普列克撒司佩斯
披西达伊人
普列克西诺斯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普利亚莫斯
佩西司特拉托斯
普里耶涅
披司图洛斯
省里涅塔达司
庇塔涅
普罗克列斯
毕达哥拉斯
普洛孔涅索斯
披塔柯斯
普洛美涅亚
披克索达洛司
普洛美修斯
普拉启亚
普洛奈亚
音拉塔伊阿
普洛彭提斯
普洛索披提斯
普洛铁西拉欧斯
普洛铁乌斯
普洛托杜阿斯
普律塔尼斯
普撒美尼托斯
普撒美提科斯
普撒米司
普叙洛伊人
普叙塔列阿
普铁里亚
普托司·阿波罗
普托昂
披莱
披拉戈拉斯

Ｐｙｌｏｓ
Ｐｙｒｅｎｅ
Ｐｙｒｅｔｕｓ
Ｐｙｒｇｏｓ
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Ｐｙｔｈｅａｓ
Ｐｙｔｈｅｒｍｏｓ
Ｐｙｔｈｉａ
Ｐｙｔｈｉｕｓ
Ｐｙｔｈｏｇｅｎｅｓ

披洛斯
披列涅
披列托司
披尔哥斯
毕达哥扯斯
披铁阿斯
佩铁尔谟斯
佩提亚
披提欧斯
披托盖涅斯

Ｒ
Ｒｂａｍｐｓｉｎｉｔｎｓ
Ｒｈｅｇｉｕｍ
Ｒｈｅｎａｅａ
Ｒｂｏｄｅｓ
Ｒｈｏｄｏｐｅ
Ｒｈｏｄｏｐｉｓ
Ｒｈｏｅｃｕｓ
Ｒｈｏｅｔｉｕｍ
Ｒｈｙｐｅｓ

拉姆普西尼托司
列吉昂
列那伊亚
罗德斯
洛多佩
罗德庇司
罗伊科司
洛伊提昂
律佩斯

Ｓ
Ｓｃｉｏｎｅ
ｓａｔｔａｇｙｄａｅ
Ｓａｕｌｉｕｓ
Ｓａｕｒｏｍａｔａｅ
Ｓｃａｅｕｓ
Ｓｃａｍａｎｄｅｒ
Ｓｃａｍａｎｄｒｏｎｙｍｕｓ
ＳｃａｐｔｅＨｙｌｅ
Ｓｃｉａｔｈｏｓ
Ｓｃｉｄｒｕｓ
Ｓａｃａｅ
Ｓａｄｙａｔｔｅｓ
Ｓａｇａｒｔｉｉ
Ｓａｉｓ
Ｓａｌａｍｉｓ
Ｓａｌｅ
Ｓａｌｍｏｘｉｓ
Ｓａｌｍｙｄｅｓｓｕｓ
Ｓａｍｉｕｓ

司奇欧涅
撒塔巨达伊人
撒乌里欧斯
撒乌洛玛泰伊人
斯卡伊欧斯
司卡曼德罗斯
司卡芒德洛尼莫司
斯卡普铁·叙列
斯奇亚托斯
司奇多洛斯
撒卡依人
萨杜阿铁斯
撒伽尔提欧伊人
撒伊司
撒拉米司
撒列
撒尔莫克西司
撒尔米戴索司
萨米欧司

Ｓａｍｏｓ
Ｓａｍｏｔｈｒａｃｅ
Ｓａｎａｎｃｈａｒｉｂｕｓ
Ｓａｎｄａｎｉｓ
Ｓａｎｄｏｃｅｓ
Ｓａｎｅ
Ｓａｐａｅｉ
Ｓａｐｐｈｏ
Ｓａｒａｎｇａｅ
Ｓａｒｄａｎａｐａｌｌｕｓ
Ｓａｒｄｉｎｉａ
Ｓａｒｄｉｓ
Ｓａｒｄｏ
Ｓａｒｐｅｄｏｎ
Ｓａｒｔｅ
ｓａｓｐｉｒｅｓ
Ｓａｔａｓｐｅｓ
Ｓａｔｒａｅ
Ｓｃｉｔｏｎ
Ｓａｂａｃｏｓ
Ｓｃｏｌｏｐｏｉｓ
Ｓａｂｙｌｌｕｓ
Ｓｃｏｌｕｓ
Ｓｃｏｐａｄａｅ
Ｓｉｒｏｍｕｓ
Ｓｃｏｐａｓｉｓ
Ｓｉｓａｍｎｅｓ
Ｓｃｙｌａｃｅ
Ｓｉｓｉｍａｃｅｓ
Ｓｃｙｌａｘ
Ｓｉｔａｌｃｅｓ
Ｓｃｙｌｅｓ
Ｓｉｔｂｏｎｉａ
Ｓｃｙｌｌｉａｓ
Ｓｉｕｐｈ
Ｓｃｙｒｏｓ
Ｓｍｅｒｄｉｓ
Ｓｃｙｔｈｅｅ
Ｓｍｅｒｄｏｍｅｎｅｓ
Ｓｃｙｔｈｉａ
Ｓｍｉｌａ
Ｓｅｂｅｎｎｙｔｅ
Ｓｍｉｎｄｙｒｉｄｅｓ
Ｓｅｌｉｎｕｓ

萨摩司
萨摩特拉开
撤那卡里波司
桑达尼斯 Ｐ
桑多开斯
撒涅
撒帕依欧伊人
莎波
萨朗伽伊
撒尔丹那帕洛司
萨地尼亚
撒尔迪斯
萨尔多
撒尔佩东
撒尔铁
撒司配列斯
撒塔司佩斯
撒妥拉伊人
斯奇同
撒巴科斯
斯科洛波伊斯
撒必洛斩
司科洛斯
司科帕达伊
西罗莫斯
斯科帕西司
西撒姆涅斯
斯奇拉凯
昔西玛凯司
司库拉克斯
西塔尔凯司
司库列斯
西托尼亚
司苦里亚斯
西乌铺
司奇洛斯
司美尔迪斯
司枯铁斯
司美尔多美涅斯
斯奇提亚
司米拉
赛本努铁斯
司敏杜里代斯
赛里努司

Ｓｍｙｒｎａ
Ｓｅｌｙｍｂｍｒｉａ
Ｓｏｃｌｅｓ
Ｓｅｍｅｌｅ
Ｓｏｇｄｉ
Ｓｅｍｉｒａｍｉｓ
Ｓｏｌｉ
Ｓｅｐｉａｓ
Ｓｏｌｏｉｓ
Ｓｅｒｂｏｎｉａｎｍａｒｓｈ
Ｓｏｌｏｎ
Ｓｅｒｉｐｈｕｓ
Ｓｏｌｙｍｉ
Ｓｅｒｍｙｌｅ
Ｓｏｐｈａｎｅｓ
Ｓｅｒｒｈｅｕｍ
Ｓｏｓｉｍｅｎｅｓ
Ｓｅｓｏｓｔｒｉｓ
Ｓ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Ｓｅｓｔｏｓ
Ｓｐａｒｇａｐｉｓｅｓ
Ｓｅｔｈｏｓ
Ｓｐａｒｇａｐｉｔｈｅｓ
Ｓ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ｏｒｔａ
Ｓｉｃａｓ
Ｓｐｅｒｃｈｅｕｓ
Ｓｉｃｉｌｙ
ｓｐｅｒｔｈｉａｓ
Ｓｉｃｉｎｎｕｓ
Ｓｐｈｅｎｄａｌａｅ
Ｓｉｃｙｏｎ
Ｓｔａｇｉｒｕｓ
Ｓｉｄｏｎ
Ｓｔｅｎｆｏｒｉｓ
Ｓｉｇｅｕｍ
Ｓｔｅｎｙｃｌｅｒｕｓ
Ｓｉｇｙｎｎａｅ
Ｓｔｅｓａｇｏｒａｓ
Ｓｉｌｅｎｕｓ
Ｓｔｅｓｅｎｏｒ
Ｓｉｍｏｎｉｄｅｓ
Ｓｔｅｓｉｌａｕｓ
Ｓｉｎｄｉ

士麦拿
塞律姆布里亚
索克列斯
赛美列
粟格多伊人
谢米拉米司
索罗伊
赛披亚斯
索洛埃司
谢尔包尼斯湖
梭偷
赛里婆斯
索律摩伊人
谢尔米列
梭帕涅斯
塞列昂
索喜美涅斯
塞索斯特里斯
索司特拉托司
赛司托斯
斯帕尔伽披赛斯
赛托司
斯帕尔伽佩铁司
西卡尼亚
斯巴达
西卡司
司佩尔凯欧斯
西西里
司佩尔提亚斯
西琴诺斯
司潘达莱斯
希巨昂
司塔吉洛斯
西顿
司顿托里司
细该伊昂
司铁尼克列洛斯
昔恭纳伊人
司铁撒哥拉斯
昔列诺斯
斯铁塞诺尔
西蒙尼戴斯
司铁西拉欧斯
信多伊人

ｓｔｒａｔｔｉｓ
Ｓｉｎｄｕｓ
Ｓｔｒｕｃｂｅｔｅｓ
Ｓｉｎｇｎｓ
Ｓｔｒｙｍｅ
Ｓｉｎｏｐｅ
Ｓｔｒｙｍｏｎ
Ｓｉｐｈｎｕｓ
Ｓｔｙｍｐｈａｌｉａｎ ｌａｋｅ
Ｓｉｒｉｏｐａｅｏｎｅｓ
Ｓｔｙｒｅａｎｓ
Ｓｉｒｉｓ
Ｓｔｙｘ
Ｓｉｒｏｍｉｔｒｅｓ
Ｓｕｎｉｕｍ
Ｓｉｔｓ
Ｓｋｙａｇｒｕｓ
Ｓｙｂａｒｉｓ
Ｓｙｅｎｐ
Ｓｙｅｎｎｅｓｉｓ
Ｓｙｌｅｕｓ
Ｓｙｌｏｓｏｎ
Ｓｙｍｅ
Ｓｙｒａｃｎｓｅ
Ｓｙｒｇｉｓ
Ｓｙｒｉａ
Ｓｙｒｔｉｓ

司妥拉提斯
辛多斯
斯特路卡铁斯人
辛哥斯
司妥律美
西诺佩
司妥律蒙
昔普诺斯
司图姆帕洛斯湖
西里欧派欧尼亚人
司图拉人
昔利斯
司图克斯
西洛米待列斯
索尼昂
苏撒
叙阿格罗斯
叙巴里斯
叙埃涅
叙恩涅喜斯
叙列乌斯
叙罗松
叙美
西拉为赛
叙尔吉司
叙利亚
叙尔提斯

Ｔ
Ｔｅｌｅｓａｒｃｂｕｓ
Ｔｐｌｉｎｅｓ
Ｔｅｌｌｉａｄａｅ
Ｔｅｌｌｉａｓ
Ｔｅｌｌｕｓ
Ｔｅｌｍｅｓｓｏｓ
Ｔｅｌｏｓ
Ｔｅｌｙｓ
Ｔｅｍｅｎｏｓ
Ｔｅｍｎｏｓ
Ｔｅｍｐｅ
Ｔｅｎｅｄｏｓ
Ｔｅｎｏｓ

铁列撒尔科司
铁里涅司
铁里亚达伊
铁里阿斯
泰洛斯
铁尔美索斯
铁洛斯
铁律司
铁美诺斯
铁姆诺斯
铁姆佩
提涅多斯
铁诺斯

Ｔｅｏｓ
Ｔａｂａｌｕｓ
Ｔｅｒｅｓ
Ｔａｂｉｔｉ
Ｔｅｒｅｕｓ
Ｔａｃｈｏｍｐｓｏ
Ｔｅｒｉｌｌｕｓ
Ｔａｅｎａｒｕｍ
Ｔｅｒｍｅｒａ
Ｔａｌａｕｓ
Ｔｅｒｚｎｉｌａｅ
Ｔａｌｔｙｂｉｕｓ
Ｔｅｔｈｒｏｎｕｍ
Ｔａｎａｇｒａ
Ｔｅｔｒａｍｎｅｓｔｕｓ
Ｔａｎａｉｓ
Ｔｅｎｃｒｉａｎｓ
Ｔａｎｉｔｅ
Ｔｅｎｃｒｏｓ
Ｔａｒａｓ
Ｔｅｕｔｈｒａｎｉａ
Ｔａｒｅｎｔｉｎｅｓ
Ｔｈａｇｉｍａｓａｄａｓ
Ｔａｒｇｉｔａｎｓ
Ｔｈａｌｅｓ
Ｔａｒｓｕｓ
Ｔｈａｍａｎａｅｉ
Ｔａｕｃｈｉｒａ
Ｔｈａｍａｓｉｕｓ
Ｔａｕｒｉ
Ｔｈａｎｎｙｒａｓ
Ｔａｘａｃｉｓ
Ｔｈａｓｏｓ
Ｔａｙｇｅｔｕｍ
Ｔｈｅａｓｉｄｅｓ
Ｔｅａｒｕｓ
Ｔｈｅｂｅ
Ｔｅａｓｐｉｓ
Ｔｈｂｅｓ
Ｔｅｇｅａ
Ｔｈｅｒｍｉｓ
Ｔｅｉｓｐｅｓ
Ｔｈｅｍｉｓｃｙｒａ
Ｔｅｌａｍｏｎ

提奥斯
塔巴罗斯
铁列斯
塔比提
铁列欧司
塔孔普索
铁里洛斯
塔伊那隆
铁尔美拉
塔拉欧司
铁尔米莱
塔尔图比欧斯
铁特洛尼昂
塔那格拉
铁特拉姆但司托斯
塔纳伊司
铁乌克洛伊人
塔尼司
铁乌克罗斯
塔拉斯
铁乌特拉尼亚
塔兰提诺伊人
塔吉玛萨达斯
塔尔吉塔欧斯
泰利士
塔尔提索斯
塔玛奈欧伊人
塔乌奇拉
塔玛希欧斯
陶利卡人
坦努拉司
塔克撒启司
塔索斯
塔乌该托斯
铁阿西代斯
铁阿罗斯
铁贝
铁阿司披斯
底比斯
铁该亚
铁米斯
铁伊司佩斯
铁米司库拉
铁拉门

Ｔｈｅｍｉｓｏｎ
Ｔｅｌｅｂｏａｅ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
Ｔｅｌｅｃｌｅｓ
Ｔｈｅｏｃｙｄｅｓ
Ｔｅｌｅｃｌｕｓ
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
Ｔｅｌｅｍａｃｈｕｓ
Ｔｂｅｏｍｅｓｔｏｒ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ｉａ
Ｔｉｇｒａｎｅｓ
Ｔｈｅｏｐｏｍｐｎｓ
Ｔｉｇｒｉｓ
Ｔｈｅｒａ
Ｔｉｍａｇｅｎｉｄｅｓ
Ｔｈｅｒａｍｂｏｓ
Ｔｉｍａｇｏｒａｓ
Ｔｈｅｒａｐｎｅ
Ｔｉｍａｎｄｒｕｓ
Ｔｈｅｒａｓ
Ｔｉｍａｒｅｔｅ
Ｔｈｅｒｍａ
Ｔｉｍａｓｉｔｈｅ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ｎｄｏｎ
Ｔｉｍｅｓｉ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ｎｙｌａｓ
Ｔｉｍｏ
Ｔｈｅｒｏｎ
Ｔｉｍｏｄｅｌｎｕｓ
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ｒｕｓ
Ｔｉｍｏｎ
Ｔｈｅｓｅｕｓ
Ｔｉｍｏｎａｘ
Ｔｈｅｓｍｏｐｈｏｒｉａ
Ｔｉｍｏｘｅｎｕｓ
Ｔｈｅｓｐｉａ
Ｔｉｒｙｎｓ
Ｔｈｅｓｐｒｏｔｉａｎｓ
Ｔｉｓａｍｅｎｕｓ
Ｔｈｅｓｓａｌｕｓ
Ｔｉｓａｎｄｒｕｓ
Ｔｈｅｓｓａｌｙ
Ｔｉｓｉａｓ
Ｔｈｅｓｔｅｓ

铁米松
铁列波阿伊
铁米司任克列斯
铁列克莱司
提欧库戴斯
铁列克洛司
铁奥多洛斯
铁列玛科斯
提奥美司托尔
铁奥帕尼正
提格拉涅斯
铁欧彭波斯
底格里斯
铁拉
提玛盖尼戴斯
铁拉姆波司
提玛戈拉斯
铁拉普涅
提曼多洛斯
铁拉司
提玛列捷
铁尔玛
提美西铁乌司
铁尔莫东
提美西奥斯
铁尔摩披莱
悌摩
铁隆
悌摩戴谟斯
铁尔桑德洛斯
提蒙
铁谢欧斯
提莫纲克斯
铁斯莫波里亚
悌摩克塞诺斯
铁司佩亚
捉律恩司
铁斯普洛托伊人
提撒美诺斯
帖撒洛司
提桑德洛斯
帖撒利亚
提细亚斯
铁司特斯

Ｔｉｔａｃｕｓ
Ｔｈｅｔｉｓ
Ｔｉｔｈａｅｕｓ
Ｔｈｍｕｉｔｅ
Ｔｉｔｈｏｒｅａ
Ｔｈｏａｓ
Ｔｉｔｏｒｍｕｓ
Ｔｈｏｎ
Ｔｍｏｌｎｓ
Ｔｈｏｎｉｓ
Ｔｏｍｙｒｉｓ
Ｔｈｏｒａｘ
Ｔｏｒｏｎｅ
Ｔｈｏｒｉｃｕｓ
Ｔｒａｓｈｉｎｉａ
Ｔｈｏｒｎａｘ
Ｔｒａｓｈｉｓ
Ｔｈｒａｃｅ
Ｔｒａｐｅｚｕｓ
Ｔｈｒａｓｙｂｕｌｕｓ
Ｔｒａｓｐｉｅｓ
Ｔｈｒａｓｙｃｌｅｓ
Ｔｒａｕｓｉ
Ｔｈｒａｓｙｄｅｉｕｓ
Ｔｒａｙｎｓ
Ｔｈｒａｓｙｌａｎｓ
Ｔｒｉｂａｌｌｉｃｐｌａｉｎ
Ｔｈｒｉａｓｉａｎｐｌａｉｎ
Ｔｒｉｏｐｉｕｍ
Ｔｈｙｉａ
Ｔｒｉｔａｅａ
Ｔｈｙｎｉ
Ｔｒｉｔａｎｔａｅｃｈｍｅｓ
Ｔｈｙｒｅａｅ
Ｔｒｉｔｅｒｅ
Ｔｈｙｓｓａｇｅｔａｅ
Ｔｒｉｔｏｎ
Ｔｈｙｓｓｎｓ
Ｔｒｏａｄ
Ｔｉａｒａｎｔｕｓ
Ｔｒｏｅｚｅｎ
Ｔｉｂａｒｅｎｉ
Ｔｒｏｐｈｏｎｉｎｓ
Ｔｉｂｉｓｉｓ

提塔科斯
帖提司
提泰欧斯
特姆易斯
提托列阿
托阿斯
提托尔莫斯
托恩
特莫洛斯
托尼司
托米丽司
托拉克司
托罗涅
托利科司
特拉奇尼亚
托尔那克司
特拉奇司
色雷斯
特拉佩佐斯
特扰叙布洛斯
特拉司披耶司人
特拉叙克列斯
妥劳索伊人
特拉叙狄欧斯
特拉沃斯
特拉叙拉欧斯
特利巴里空原野
特里亚平原
特里欧庇昂
图依亚
特里泰埃斯
札尼亚人
特里坦塔伊克美斯
杜列亚
特里提司
壮撒该塔伊人
妥里通
杜索司
特洛阿司
提阿兰托司
特罗伊真
提巴列诺伊人
特洛波尼欧斯
提比西斯

Ｔｒｏｙ
Ｔｙｄｅｕｓ
Ｔｙｍｎｅｓ
Ｔｙｎｄａｒｅｕｓ
Ｔｙｎｄａｒｉｄｓｅ
Ｔｙｐｈｏｎ
Ｔｔｒａｓ
Ｔｙｒｅ
Ｔｙｒｏｄｉｚａ
Ｔｙｒｓｅｎｕｓ
Ｔｙｒｒｈｅｎｉａｎｓ

特洛伊
杜德乌斯
图姆涅斯
图恩达列乌斯
图恩达里达伊
杜彭
杜拉斯
推罗
图洛迪札
第勒赛诺斯
第勒塞尼亚人

Ｕ
Ｕｒａｎｉｕｓ
Ｕｔｉｉ
Ｕｒａｎｉａ

乌拉尼欧斯
乌提欧伊人
乌拉尼阿

Ｘ
Ｘａｎｔｈｉｐｐｕｓ
Ｘａｎｔｈｕｓ
Ｘｅｎａｇｏｒａｓ
Ｘｅｒｘｅｓ
Ｘｕｔｈｕｓ

克桑提波司
克桑托斯
克谢纳戈拉斯
克谢尔克谢斯
克苏托斯

Ｚ
Ｚａｎｙｎｔｈｎｓ
Ｚａｎｃｌｅ
Ｚａｕｅｃｅｓ
Ｚｅｎｓ
Ｚｅｎｘｉｄｅｍｕｓ
Ｚｏｎｅ
Ｚｏｐｙｒｕｓ
Ｚｏｓｔｅｒ

札昆托斯
臧克列
撒乌埃肌司人
宙斯
杰乌克西戴莫斯
佐涅
佐披洛司
佐斯泰尔

要目索引
（罗马数字表示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节数）
二画

卜筮 Ⅱ，８３；Ⅳ，６７—６９，Ⅷ，１３４。
人生的悲观看法Ⅴ，４；Ⅶ，４６。
几何学的传入，１０９。
三画
个人财富 Ⅱ，１２１ ；Ⅴ，６２；Ⅵ，１２５；Ⅶ，２７ ，２８； Ⅸ，８０。
大地的崇拜Ⅰ，１３１；Ⅳ，５９。
大流士（Ｄａｒｉｎｓ）Ⅰ，１３０，１８３，１８７，２０９—２１１ Ⅱ１１０，１５８，Ⅲ，３８，
７０—７３，７６—７８，８２，８５—９０，９５，９６，１０１，１１９，１２６—１３０，３３２
—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０；Ⅳ，１，４，７，３９，
４４，４６，８３—８５，８７—８９，９１—９３，９７，９８，１０２，１０５，１２１，１２４
—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３，１６６，１６７，２０４；Ⅴ，１，
２，１１—１４，１７，１８，２３—２５，２７，３０，３６、３７，６５，７３，９６，９８，
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２４； Ⅵ，１—３，９，１３，２０，２４，２５，３０，４０，
４１，４３，４６，４８，４９，７０，８４，９４，９５，９８，１０１，１１９ Ⅶ，１—５，
７，８，１０，１８，２０，２７，３２，５２，５９，６９，１０５，１０６，１３３，１３４，
１９４。
弓 Ⅲ，２１，３０；Ⅶ，６１，６４—６７，６９，７７，９２。
四画
不死队Ⅶ，８３，２１１；Ⅷ，１１３。
五项比赛Ⅵ，９２；Ⅸ， ３３。
太守领地（波斯）Ⅰ，１９２ ；Ⅲ，８９，９４。
太阳崇拜Ⅰ，１３１，２１２，２１６；Ⅱ，５９，７３，１１１，Ⅳ，１８８；Ⅸ，９３。
巴比伦Ⅰ７７，１０６，１５３，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４，
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０；Ⅱ１０９，Ⅲ，９２，１５０—１６０ ，Ⅳ，１，１９８；Ⅶ，６２。
巴比伦人的天文学Ⅱ，１０９。
巴奇司（Ｂａｃｉｓ）的宣托 Ⅷ，２０，７７，９６；Ⅸ，４３。巴科司（Ｂａｃｃｈｕｓ）Ⅱ，
８１；Ⅳ，７９，１０８。
巴勤斯坦（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Ⅰ，１０５；Ⅱ，１０４，１０６；Ⅲ，５，９１；Ⅳ，３９；Ⅶ，
８９。
方尖碑Ⅱ，１１１，１７０。
日蚀Ⅰ，７４，Ⅶ，３７，Ⅸ，１０。
日钟 Ⅱ，１０９。
月的崇拜 Ⅰ，１３１；Ⅱ，４７，Ⅳ，１８８；Ⅶ，３７。
木乃伊Ⅱ，８６—８９；Ⅲ，１６。
气候与人的性格Ⅸ，１２２。
牛血 Ⅲ，１５。
王室街道（波斯）Ⅴ，５２。
王室裁判官（波斯）Ⅲ，１４，３１；Ⅴ：２５１； Ⅶ，１９４。
五画
世界的区划Ⅱ，１６；Ⅳ，４２，４５。
以弗所（Ｅｐｈｅｓｕｓ）Ⅰ，２６，９２，１４２，１４７；Ⅱ，１０，１０６，１４８；Ⅴ，５４，
１００，１０２；Ⅵ，１６，８４；Ⅷ，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７。
北海（指地中海）Ⅱ，３２，１５８，１５９；Ⅲ，１７；Ⅳ，４２。

北海（指黑海）Ⅳ，３７。
卡利克拉铁斯（Ｃａｌｌｉｃｒａｔｅｓ）Ⅸ，７２，８５。
卡里亚（Ｃａｒｉａ）Ⅰ，２８，１４２，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５；Ⅱ，６１，１５２，１５４，
１６３；Ⅲ，１１，９０；Ⅴ，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２；Ⅵ，２０，２５；
Ⅶ，３１，９３，９７，９８，１９５；Ⅷ，２２。
卡里玛柯斯（Ｃａｌｌｉｍａｃｈｕｓ）Ⅵ，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４。
卡帕多启亚（Ｃａｐｐａｄｏｃｉａ）Ⅰ，７１，—７３，７６；Ⅴ，４９，５２；Ⅶ，２６，７２。
印度Ⅲ，３８，９４，９７—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Ⅳ，４０，４４；Ⅴ，５；
Ⅶ，９，６５，７０，８６；Ⅷ，１１３；Ⅸ，３１。
印度犬Ⅰ，１９２；Ⅶ，１８７。
印度河Ⅳ，４４。
外国风俗的采用 Ⅰ，１３５；Ⅱ，７９；Ⅳ，９６。
头发 Ⅰ１９５；Ⅱ，３６，１０４；Ⅳ，１７５，１８０，１９１；Ⅵ，１９；Ⅶ，７０，２０８
—２０９。
穴居人 Ⅳ，１８３。
尼尼微（尼诺斯）Ⅰ，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９，１７８，１８５，１９３；Ⅱ，１５０。
尼罗河（Ｎｉｌｅ）Ⅱ，１０，１１，１３，１５，１６—２０，２２，２４—２６，２８，２９，３１
—３４，７２，９０，９３，９７，９９，１１３，１２４，１２７，１３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８，１７９，Ⅲ，１０；Ⅳ，３９，４２，４５，５０，５３。
尼罗河的水源 Ⅱ，２８，３４。
尼罗河的汜濫及其原因Ⅱ，１３，１４，１９—２６，９３，９７。
尼罗河的河口Ⅱ，１７，１７９。
尼罗河的船Ⅱ，２９，９６。
幼发拉底河（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Ⅰ，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１，１９３；Ⅴ，５２。
幼发拉底河的船 Ⅰ，１９４。
归化 Ⅴ，５７；Ⅷ，７５；Ⅸ，３３。
民主政治 Ⅲ，８０；Ⅴ７８，９２。
民族移动 Ⅰ，５６，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８；Ⅵ，１３７；Ⅶ，９４，９９。
皮（纸的代用口）Ⅴ，５８。
石油Ⅵ，１１９。
六画
亚述（Ａｓｓｙｒｉａ）Ⅰ，１，９５，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６，１７７，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９；
Ⅱ，１７，３０，１４１，１５０；Ⅲ９２，１５５；Ⅳ，３９；Ⅵ，５４；Ⅶ，９，６３。
亚麻布Ⅱ，３７，１０５，１８２；Ⅲ，４７，Ⅶ，６３。
亚得里亚海（Ａｄｒｉａｔｉｃ ｓｅａ）Ⅰ，１６３；Ⅳ，３３；Ⅴ，９。
亚细亚（Ａｓｉａ）Ⅰ，４，６１５，１６，２７，７２，７９，９５，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
１３０，１７７，１９２，２０９；Ⅱ，１６，１７，１０３；Ⅲ，５６，６７，８８，９０，９４，
９６，９８，１１５，１１７，１３７，１３８；Ⅳ，１，４，１１，１２，３６，３８，４０，
４１，４２，４４，４５，１４３，１９８；Ⅴ，１２，１５，１７，３０，４９，５０，９６，
９７，１１９；Ⅵ，２４，４３，４５，５８，７０，１１６，１１８，１１９；Ⅶ，１，９，
１１，２０，２１，２３，２５，３３，７０，７３，７５，１０７，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５，１４６，
１５７，１７４，１８４，１８５；Ⅷ，１０９，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６，１３６；Ⅸ，８９，１１６，

１２２。
伊西司（Ｉｓｉｓ）Ⅱ，４１，４２，５９，６１，１５６，１７６；Ⅳ，１０，１８６。
伊伯利亚（Ｉｂｅｒｉａ）Ⅰ，１６３；Ⅶ，１６５。
伊利亚特（荷马作）Ⅱ，１１６，１１７。
伊里利亚（Ｉｌｌｙｒｉａ）Ⅰ，１９６；Ⅳ，４９；Ⅷ，１３７；Ⅸ，４３。
伊披盖涅娅（Ｉｐｈｉｇｅｎｉａ）Ⅳ，１０３。
伊索（■ｓｏｐｕｓ）Ⅱ，１３４。
伊奥尼亚（Ｉｏｎｉａ）Ⅰ，６，１８，２６—２８，７４，７６，９１，９２，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
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４；Ⅱ，１，１５—１７，６９，
１０６，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３，１７８；Ⅲ，１，３９，９０，１２２；Ⅳ，３５，８９，９７，
９８，１２８，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Ⅴ，２８，３０，３１３７，
４９，５０，５８，６５，６９，９７，９８，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５—
１１７，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Ⅵ，１—３，７—１４，１７，１８，２２，２６，２８，３２，
３３，４１—４３，８６，９５，９８；Ⅶ，９，１０，５１，５２，９４，９５，１９１；Ⅷ，
１０，２２，４４，４６，４８，７３，８５，９０，９７，１０９，１３０，１３２；Ⅸ，２６，
９０９６，９８，９９，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
伊奥尼亚文字Ⅴ，５８—５９。
伊撒哥拉司（Ｉｓａｇｏｒａｓ）Ⅴ，６６，７０，７２，７４。
优利比亚戴斯（Ｅｕｒｙｂｉａｄｅｓ）Ⅷ，２，４，５，４２，４９，５７—６４，７４，７９，１０８，
１２４。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Ⅱ，８１；Ⅳ，９５，９６。
刚比西斯（Ｃａｍｂｙｓｅｓ）Ⅰ，２０８；Ⅱ，１，１８１；Ⅲ，１—４，７，９，１０，１３
—１７，１９—２１，２５，２７，２９—３４，３６，３８，３９，４４，６１—６８，７３—
７５，８０，８８，８９，９７，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６，１３９，１４０；Ⅳ，１６５，１６６；
Ⅴ，２５；Ⅶ，１，８，１８。
列欧尼达司（Ｌｅｏｎｉｄａｓ）Ⅴ，４１；Ⅶ，２０４—２０８，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５，２２８，
１１４；Ⅸ，１０，６４，７８，７９。
吃人的风俗 Ⅰ，２１６；Ⅲ３８，９９；Ⅳ，２６，１０６。
地峡（科林斯）Ⅶ，１３９，１４５，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７，１９５，２０７，２３５；Ⅷ，
４０，４９，５６，５７，６０，６３，７１，７２，７４，７９，１２１，１２３；Ⅸ，７—１０，
１２，１３，１５，１９，２６，２７，８１。
地震 Ⅴ，８５；Ⅵ，９８；Ⅶ，１２９。
多里斯人（Ｄｏｒｉａｎｓ）Ⅰ，６，２８，５６，５７，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６，１７１；Ⅲ，
５６；Ⅴ，６８，６９，７２，７６，８７，８８；Ⅳ，５３，５５；Ⅶ，９，９３，９５，
９９；Ⅷ，３１，４３，４５，４６，８８，７３，１４１。
多岛海Ⅱ，９７，１１３；Ⅳ，９５；Ⅶ，３６，５５。
多鐸那（Ｄｏｄｏｎａ）Ⅰ，４６；Ⅱ，５２，５３，５４—５７；Ⅳ，３３；Ⅸ，９３。
妇女（各地的）Ⅱ，３５；Ⅳ，２６，１１６，１８９，１９３。收入 Ⅰ，６４，１９２；Ⅲ，
８９—９７。
米尔提亚戴斯（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Ⅳ，１３７，１３８；Ⅵ，３４，３９—４１，１０３，１０４，
１０９，１１０，１３２—１３７，１４０。
米利都（Ｍｉｌｅｔｕｓ）Ⅰ，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５，４６，９２，１４１，
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６，１６９；Ⅱ，３３，１５９，１７８；Ⅲ，３９；Ⅳ，７８，１３７；
Ⅴ，２４，２８—３０，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６，１２０，

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Ⅵ，１，５—７，８，９，１１，１９，２０—２２，２５，２６，
２８，３１，７７，８６；Ⅸ，９７，９９，１０４。
米恩（Ｍｉｎ）Ⅰ，１７１，１７３；Ⅲ，１２２；Ⅶ，１６９—１７１。
自由 Ⅶ，１３５。
色雷斯（Ｔｈｒａｃｅ）Ⅰ，１６８；Ⅱ，１０３１３４，１６７；Ⅳ，４９，７４，８０，８９，９３
—９５，９９，１０４，１１８，１４３；Ⅴ，２，３—６，８，１０，１４，２３，２４，１２６；
Ⅵ，３３，３９，９５；Ⅶ，２０，２５，５９，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５，１１６，１８５；Ⅷ，
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Ⅸ，３２，８９，１０６，１１９。
色雷斯人之蔑视农业Ⅴ，６。
西西里 Ⅰ，２４；Ⅴ，４３，４６；Ⅵ，１７，２２—２４；Ⅶ，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５，
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０，２０５；Ⅷ，３。
西拉库赛（Ｓｙｓｒｃｕｓｅ）Ⅲ，１２５；Ⅶ，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１。
农业斯奇提亚人 Ⅳ，１７—１９，５２—５４。
七画
乱婚 Ⅰ，２１６；Ⅲ１０１；Ⅳ，１８０。
伯里克利斯（Ｐｅｒｉｃｌｅｓ）Ⅵ，１３１。
伯罗奔尼撒（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ｕｓ）Ⅰ，５６，６１，６８，１４５；Ⅱ，１７１；Ⅲ，５６，
５９，１４８；Ⅳ，７７，１６１，１７９；Ⅴ，４２，７４，７６；Ⅵ，７９，８６，１２７；
Ⅶ，９３，９４，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７，１６３，１６８，２０２，２０７，２２８，２３５；Ⅷ，
３１，４０，４３，４４，４９，５０，５７，７５，７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８，１１３，１４１；
Ⅸ，６，８，９，１９，２６，２７，３９，５０，７３，１０６，１１４。
克列欧美涅斯（Ｃｌｅｏｎｅｎｅｓ）Ⅲ，１４８；Ⅴ，３９，４１，４２，４８—５１，５４，６４，
７０，７２—７６，９０，９７；Ⅵ，５０，５１，６１，６４—６６，７３—７６，７８—８２，
８４，８５，９２，１０８；Ⅶ，１４８，２０５，２３９。克里地（Ｃｒｅｔｅ）Ⅰ，２，６５，
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Ⅲ，４４，５９；Ⅳ，４５，１５１，１５４，１６１；Ⅶ，９２，
１４５，１６９—１７１。
克洛伊索斯（Ｃｒｏｅｓｕｓ）Ⅰ，６，７，２６—２８，３０—３８，４０，４１，４３—４９，５１，
５３—５６，５９，６９—７１，７３，７５—８１，８３—９３，９５，１３０，１４１，１５３，
１５５，１５６，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１；Ⅲ，１４，３４，３６，４７；Ⅴ，３６；Ⅵ，３７，
３８，１２５，１２７；Ⅶ，３０；Ⅷ，３５，１２２。
克桑提波司（Ｘａｎｔｈｉｐｐｕｓ）Ⅵ，１３１，１３６；Ⅶ，３３；Ⅷ，１３１；Ⅸ，１１４，
１２０。
克莱司铁涅斯（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雅典人）Ⅴ，６６—６９，７０—７３；Ⅵ，１３１。
克谢尔克谢斯（Ｘｅｒｘｅｓ）Ⅰ，１８３；Ⅳ４３；Ⅵ，９８，Ⅶ，２—８，１０—１９，２１，
２４—２９，３１，３５，３７—４１４３—４８，５０，５２—５７，５９，６１，８２，９７，
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３，
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９，１３５—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２，１６４，１７３，１７９，１８６，１８７，
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１，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５，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６，
２３７—２３９；Ⅷ１０，１５—１７，２２，２４，２５，３４，５０，５２，５４，６５，６６，
６７，６９，８１，８６，８８，８９，９０，９７—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０，
１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４；Ⅸ，１，３２，４１，６９，７８，８２，９６，
９９，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６，１２０。
克谢尔克谢斯军队的情况 Ⅶ，２０，２１，６０，１８４—１８７；Ⅷ，６６。

利比亚 （Ｌｉｂｙａ）Ⅰ，４６；Ⅱ，８，１２，１５—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２６，２８，３０，
３２—３４，５０，５４—５６，７７，９１，９９，１５０；Ⅲ，１２，１３，１７，９１，９６，
１１５；Ⅳ，２９，４１—４５，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７，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５，
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５；Ⅴ，４２，４３；Ⅶ，７０，７１，８６，
１６５，１８４。
利比亚的气候Ⅱ，２４—２６。
利比亚的地理Ⅱ，１５—１８；Ⅳ，４１—４３。
利比亚的地质Ⅱ，１２。
利比亚语Ⅳ，１５５。
医术Ⅱ，７７，８４，１０７；Ⅲ，１３０。
吕底亚（Ｌｙｄｉａ）Ⅰ，７，１０，１１，１３，１７，１８，２７—２９，３４—３６，４５，４７
—５０，５３—５５，６９，７１，７４，７９，８０，８３—８８，９０—９４，１０３，１４１，
１４２，１５３—１５７，１７１；Ⅱ，１６７；Ⅲ，９０；Ⅳ，４５；Ⅴ，１２，４９，５２，
１０１，１０２；Ⅵ，３２，１２５；Ⅶ，３０，３１，４２，７４。
吕库尔戈斯（Ｌｙｅｕｒｇｕｓ）Ⅰ，６５，６６。
麦酒 Ⅱ，７７。
麦奥提斯湖 （Ｍａｅёｔｉａｎ ｌａｋｅ，ＰａｌｕｓＭｏｅｏｔｉｓ，即今亚述海） Ⅰ，１０４；Ⅳ，
３，２０，２１，５７，８６，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３，１３３。
岐奥斯（Ｃｈｉｏｓ）Ⅰ１８，１４６，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５；Ⅱ，１３５，１７８；Ⅴ，
３３，３４，９８；Ⅵ，２，５，８，１５，１６，２５，２６，２７，３１；Ⅷ，１０６，
１３２；Ⅸ，１０６。
希劳特Ⅵ５８，７５，８０，８１；Ⅶ，２２９；Ⅷ，２５；Ⅸ，１０，２８，８０，８５。
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Ⅱ，９９，１２３； Ⅳ，３０； Ⅶ，１５２。
希罗多德的思想（值得注意的地方）Ⅰ，３４，９１，９７；Ⅱ，３，８—１２，８６，
１２０，１７１； ，４０；Ⅳ ，２０５；Ⅴ，７８； Ⅵ，２７，Ⅶ，１０，１２９，１３３
—１３７，１９１；Ⅷ，１３，７３，７７，９６，１０５。
希罗多德的宿命论Ⅰ，８；Ⅱ，１６１； Ⅳ，７９；Ⅴ，３２，９２；Ⅵ，６４；Ⅸ，
１０９。
希罗多德的旅行 Ⅰ，１８１；Ⅱ，３，２８，２９，４４，７５，１０４，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８，
１４９，１５０；Ⅲ，１２，５５，１１５；Ⅳ，５１，８１，１９５。
希腊人的衣服 Ⅳ，７８；Ⅴ，８８。
希腊人的宗教 Ⅱ，５，４３，４８—５０，５１，５２，５８，１４５，１４６；Ⅳ，１０８；
Ⅴ，４９，９２；Ⅸ，３７。
希腊人的性格 Ⅱ，８７；Ⅴ，５８。Ⅶ
希腊文字的起源 Ⅴ，５８—６１。
希腊语Ⅰ，１１０；Ⅱ，３０，５６，１３７，１４３，１４４；Ⅲ，１１５；Ⅳ，５２，７９，
１０８，１１０，１５５，１９２；Ⅵ，９８；Ⅷ，１３５；Ⅸ，１６。
炙 Ⅳ，１８７。
灵魂不灭的信仰 Ⅳ，９４—９６。
狄图拉姆波司 （Ｄｉｔｈｙｒａｍｂｕｓ）Ⅰ，２３。
狄罗斯岛 （Ｄｅｌｏｓ）Ⅰ，６４；Ⅱ，１７０；Ⅳ，３３—３５；Ⅵ，９７—９９，１１８；
Ⅷ，１３２，１３３；Ⅸ，９０，９６。
狄奥尼索斯（Ｄｉｏｎｙｓｕｓ）Ⅰ，１５０；Ⅱ，２９，４２，４７，４８，４９，５２，１２３，

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６；Ⅲ，８，９７，１１１；Ⅳ，４９，８７，１０８；Ⅴ，７，
６７；Ⅶ，１１１。
贝奥提亚（Ｂｏｅｏｔｉａ）Ⅰ，９２；Ⅱ，４９；Ⅴ，５７，５９，６１，７４，７７，８１，８９，
９１；Ⅵ，３４，１０８；Ⅶ，１３２，２０２；Ⅷ，３４，３８，４０，４４，５０，６６，
１００，１４４；Ⅸ，２，６，７，１７，１９，２４，３１，３９，４６，４７，６７，６８，
８７，１００。
达伊达洛斯（Ｄａｅｄａｌｕｓ）Ⅶ，１７０。
乳香 Ⅰ，１８３；Ⅲ，９７，１０７；Ⅵ，９７。
佩西司特拉托斯（Ｐ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Ⅰ，５９—６４；Ⅴ，６５，７１，９４；Ⅵ，３５，
１０３，１２１。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Ｐ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ｉｄａｅ）Ⅴ，５５，６２，６３，６５，７０，７６，９０，
９１，９３；Ⅵ，３９，９４，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７，１２３；Ⅶ，６；Ⅷ，５２。
佩拉司吉人（Ｐｅｌａｓｇｉ）Ⅰ，５６—５８；Ⅱ，５０—５２，１７１，Ⅳ，１４５；Ⅴ，２６，
６４；Ⅵ，１３６—１４０；Ⅶ，４２，９４，９５；Ⅷ，５２。
佩提亚（Ｐｙｔｈｉａ）（戴尔波伊的女祭司）Ⅰ，１３，１９，４７，４８，５５，６５—６７，
８５，９１，１６７，１７４；Ⅲ，５７，５８；Ⅳ，１５，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Ⅴ，４３，６３，６６，６７，７９，８２，９０，９２；Ⅵ，
３４，３５，５２，６６，７５，７７，８６，１２３，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Ⅶ，１４０，１４２，
１４８，１６９，１７１，２２０；Ⅷ，５１，；Ⅸ，３３。
儿童的买卖Ⅴ，６。
刺青Ⅴ，６。
画术 Ⅱ，１８１；Ⅳ，８８，１９１，１９４；Ⅶ，６９；Ⅷ，２７。
奇姆美利亚海峡Ⅳ，１２，２８，１００。
宙斯（Ｚｅｕｓ）Ⅰ，６５，８９，１７４，２０７；Ⅱ，１３，１１６，１３６；Ⅲ，１２４，１２５；
Ⅴ，４９；Ⅶ，５６，６１，１４１，２２１；Ⅸ，１２２。
居鲁士 （Ｃｙｒｕｓ）Ⅰ，４６，５４，７１—７３，７５—７７，７８，８０，８４，８６—９１，
９５，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６，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１，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９，
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８—１９１，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４；Ⅱ，１；Ⅲ，１—３，３２，
３５，３６，６９，７５，８８，８９，１２０，１５２，１５９，１６０；Ⅴ，５２；Ⅶ，２，
８，１１，１８，５１；Ⅸ，１２２。
帕乌撒尼亚斯（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Ⅳ，８１；Ⅴ，３２；Ⅷ，３；Ⅸ，１０—１３，２１，
２８，４５—４７，５０，５３—５７，６０—６２，６４，６９，７２，７６，７８，８０—８２，
８７，８８，１０１。
帖撒利亚（Ｔｈｅｓａｌｙ）Ⅲ，９６；Ⅴ，６３，６４，９４；Ⅶ，６，１０８，１２８—１３０，
１３２，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２，１９１，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５，２３２，
２３３；Ⅷ，２７—３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Ⅸ，１，
９，１７，１８，３１，４６，７７，８９。
底比斯（贝奥提亚）Ⅰ，５２，６１，９２；Ⅴ，５９，６７，７９，８１，８９；Ⅵ，８７，
１０８，１１８；Ⅶ，１３２，２０２，２０５，２２２，２２５，２３３；Ⅷ，５０，１３４，１３５；
Ⅸ，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２７，３１，４０，４１，５８，６６，６９，８６—８８。
底格里斯河Ⅰ，１８９，１９３；Ⅱ，１５０；Ⅴ，５２；Ⅵ，２０。
披萨（Ｐｉｓａ）Ⅱ，７。
拉姆普撒柯斯（Ｌａｍｐｓａｃｕｓ）Ⅴ，１１７；Ⅵ，３７，３８。
拉戴岛（Ｌａｄｅ）Ⅵ，７，１１。

拉凯 戴孟（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ｎ）Ⅰ，４，６，５１，５６，５９，６５—７０，７７，８２，１５２，
１５３，１７４；Ⅱ，８０，１６７；Ⅲ，３９，４４，４５，４７，５４—５７，１３４，１４８；
Ⅳ，７７，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７８；Ⅴ，３８，４２，４８，４９，
５０，５４，６３—６５，７２，７３，７５，９０—９３，９６，９８；Ⅵ，５２，５３，５８，
６０，６７，７０，７２，７５，７７，７８，８５，８６，９２，１０６，１０８，１２０，１２３；
Ⅶ，３，１０，３２，１０２，１０４，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３，
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８，１７３，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８，
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８，２３９；Ⅷ，１—３，２５，
４３，４８，６６，７２，８５，１１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４；Ⅸ，
６，７，９，１１，１２，１４，１９，２６—２９，３１，３３，３７，３８，４７—４９，５３
—５６，５８—６５，７０—７３，７６，７７，１０２，１０３。
明礬Ⅱ，１８０。
欧尔 培乌司教Ⅱ，８１。
欧伊波司（Ｏｅｄｉｐｕｓ）Ⅳ，１４９；Ⅴ，６０。
欧罗巴 Ⅰ，４，１０３，２０９；Ⅱ，１６，２６，３３，１０３；Ⅲ，９６，１１５，１１６；
Ⅳ，３６，４２，４５，４９，８９，１４３；１９８；Ⅴ，１，１２；Ⅵ，３３，４３；Ⅶ，
５，８—１０，２０，３３，５０，５４，５６，７３，１２６，１４８，１７２，１７４，１８５；
Ⅷ，５１，９７，１０８，１０９；Ⅸ１４。
欧凯阿诺斯（Ｏｃｅａｎｕｓ）Ⅱ，２１，２３；Ⅳ，８，３６。
河马Ⅱ，７１。
法Ⅲ，３８；Ⅶ１０３。
法官的腐败Ⅴ，２５；Ⅶ，１９４。
波赛东（Ｐｏｓｅｉｄｏｎ）Ⅰ，１４８；Ⅱ，４３，５０；Ⅳ，５９，１８０，１８８；Ⅶ，１２９；
Ⅸ，８１。
波律克拉铁斯（Ｐｏｌｙｃｒａｔｅｓ）Ⅱ，１８２；Ⅲ，３９—４６，５４，５６，５７，１２０—
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
波提戴阿（Ｐｏｔｉｄａｅａ）Ⅶ，１２３；Ⅷ，１２６—１２９；Ⅸ，２８，３１。
波斯 Ⅰ，１２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Ⅲ ，１，４，３０，７０，７２，８９，９７，１０２；
Ⅳ，３７—４０，１４３；Ⅶ，８，２９，１０７。
波斯人的寒喧（～＝波斯人）。－的教育 Ⅰ，１３６。～的原始性 Ⅰ，７１，８０。
－的种族 Ⅰ，１２５。～宗教Ⅰ，１３１，１３２；Ⅶ，１６。～的生日Ⅰ，１３３；
Ⅸ，１１０。～的风俗Ⅰ，１３１—１４１。－的埋葬Ⅰ，１４０。－的模仿性Ⅰ，
１３５。～的勇气Ⅶ，２３８。～的速传制度Ⅷ，９８。
波斯王位继承 Ⅲ，２；Ⅵ５９；Ⅶ，２。
波斯妇女 Ⅲ，３。
波斯语 Ⅵ，２９。
苏撒（Ｓｕｓａ）Ⅰ，１８８；Ⅲ，３０，６４，６５，７０，９１，１２９，１３２，１４０；Ⅳ，
８３，８５；Ⅴ，２４，２５，３０，３２，３５，４９，５２—５４，１０７；Ⅵ１，２０，
３０；Ⅶ，３，５３，１３５，１５１，２３９；Ⅷ，５４，９９；Ⅸ，１０８。
卖淫 Ⅰ，９３，１９９；Ⅱ，１２１，１２６，１３４。
金字塔Ⅱ，１２４—１２７，１３４，１３６。
金产地 Ⅰ，９３，２１５；Ⅲ，２３，５７，９７，１０２—１０６，１１４，１１６；Ⅳ，９５；
Ⅴ，１０１；Ⅵ，４７，４８；Ⅶ，１１２，Ⅸ，７５。
金银的比较 Ⅲ，９５。

阿司杜阿该斯（Ａｓｔｙａｇｅｓ）Ⅰ，４６，７３—７５，９１，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４—１３０，
１６２；Ⅲ，６２；Ⅶ，８；Ⅸ１２２。
阿尔卡地亚（Ａｒｅａｄｉａ）Ⅰ，６６，６７；Ⅱ，１７１；Ⅳ１６１；Ⅴ，４９；Ⅵ，７４，
８３，１２７；Ⅶ，１７０，２０２；Ⅷ，７２，７３；Ⅸ，２７，２８，３５。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Ａｒｔｏｘｅｒｘｅｓ）Ⅵ，９８；Ⅶ，１０６，１５１，１５２。
阿尔克美欧尼达伊（Ｓｌｃｍｅｏｎｉｓａｅ）Ⅰ，６１，６４；Ⅴ，６２，６３，６６，７０，７１，
９０；Ⅵ，１１５，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１。
阿尔美尼亚（Ａｒｍｅｎｉａ）Ⅰ，１８０，１９４；Ⅲ９３；Ⅴ４９，５２；Ⅶ，７３。
阿尔哥斯（Ａｒｇｏｓ）Ⅰ，１，５，３１，６１，８２；Ⅲ，１３１；Ⅴ，４９，５７，６１，
６７，６８，８６—８９，１１３；Ⅵ，１９，７５—７９，８０，８２，８３，８４，９２，１２７；
Ⅶ，１４５，１４８—１５３；Ⅷ７３，１３７，１３８；Ⅸ，１２，２７，３４，３５。
阿尔铁米司（Ａｒｔｅｍｉｓ）Ⅰ，２６；Ⅱ，５９，８３，１３７，１５５，１５６；Ⅲ，４８；
Ⅳ，３３—３５，８７；Ⅴ，７；Ⅵ，１３８；Ⅶ，１７６；Ⅷ，７７。
阿尔铁米西亚Ⅶ，９９；Ⅷ，６８，８７，１０１—１０３。
阿列斯（Ａｒｅｓ）Ⅱ，５９，６３，８３；Ⅳ，５９，６２；Ⅴ７；Ⅶ，７６，１４０；Ⅷ，
７７。
阿米尔卡斯（Ａｍｉｌｃａｓ）Ⅶ，１６５—１６７。
阿庇斯（Ａｐｉｓ）Ⅱ，１５３；Ⅲ２２—２９，３３，６４。
阿里司塔哥拉斯（Ａｒｉｓｔａｇｏｒａｓ）Ⅴ，３０—３８，４９—５１，５４，５５，６５，９７
—９９，１０３，１０５，１２４，１２６；Ⅵ，１，３，５，９，１３，１８；Ⅶ，８。
阿帕图利亚祭（Ａｐａｔｕｒｉａ）Ⅰ，１４７。
阿拉伯人 Ⅰ，１３１，１９８；Ⅱ，８，１１，１２，１５，１９，３０，７３，７５，１２４，
１４１，１５８；Ⅲ，４，８，９，８８，９１，９７，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３；Ⅳ，３９；
Ⅶ，６９，７０，８６，９７，１８４。
阿波罗（Ａｐｏｌｌｏ）Ⅰ，５２，６９，９７，９２，１４４；Ⅱ，８３，１４４，１５５，１５６，
１５９，１７８；Ⅲ，５２；Ⅳ，１５，５９，１５５，１５８；Ⅴ，５９—６１；Ⅵ，５７，
８０，１１８；Ⅶ，２６；Ⅷ，３３，１３４，１３５。阿律
阿铁斯（Ａｌｙａｔｔｅｓ）Ⅰ，６，１６，１８—２２，２５，２６，７３，７４，９２，９３；Ⅲ，
４８；Ⅷ，３５。
阿特兰提斯海（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ｅａ）Ⅰ，２０８。
阿提拉斯山（Ａｔｌａｓ）Ⅳ，１８４。
阿马松（Ａｍａｚｏｎ）Ⅳ，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７；Ⅸ，２７。
阿提卡（Ａｔｔｉｃａ）Ⅰ，６２；Ⅳ，９９；Ⅴ，６３，６４，６５，７４，７６，８１，８７，
８９；Ⅵ，７３，１０２，１２０，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Ⅶ，１０，１３７，１４３，１８９；
Ⅷ，４０，４９—５１，５３，６０，６５，９６，１１０１４４；Ⅸ，３，４，６—８，１２，
１３，１７，２７，７３，９９。
阿提卡种族Ⅰ，５７，５９。
阿提卡语Ⅵ，１３８。
阿普洛狄铁（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Ⅰ，１０５，１３１，１９９；Ⅱ，４１，１１２，１８１；Ⅳ，
５９，６７。
阿路拉（Ａｒｕｒａ）Ⅱ，１４１，１６８。
阿玛西斯（Ａｍａｓｉｓ）Ⅰ，３０，７０；Ⅱ，４３，１３４，１４５，１５４，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９，
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Ⅲ，１—４，１０，１４，１６，３９—４１，４３，
４７，１２６。雨 Ⅰ，１９３；Ⅲ１０；Ⅳ１５１，１８５，１９８。

九画
南海（指黑海）Ⅳ，１３。
南海（指红海）Ⅱ，１５８；Ⅳ，３７，４２。
叙利亚（Ｓｙｒｉａ）Ⅱ，１１，１２，２０，１０４，１１６，１５２，１５７—１５９；Ⅲ，５，６，
６２，６４，９０，９１；Ⅳ，３９；Ⅴ，４９；Ⅶ，６３，８９。
叙阿琴提亚祭（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ｉａ）Ⅸ，７，１１。
品达洛司（Ｐｉｎｄａｒ）Ⅲ，３８。
哈利卡尔那索斯（Ｈａｌｉｃａｒｎａｓｓｕｓ）Ⅰ，１４４，１７５；Ⅱ，１７８；Ⅶ，９９；Ⅷ，
１０４。
宣誓Ⅰ，７４；Ⅲ，８；Ⅳ，７０，１７２，２０１；Ⅵ，７４。
带角的蛇 Ⅱ，７４；Ⅳ，１９２。
活埋 Ⅲ，３５；Ⅶ，１１４。
狩猎Ⅰ，７３；Ⅳ，２２，１８３。
科林斯（Ｃｏｒｉｎｔｈ）Ⅰ，１４，２３，２４，５０，５１；Ⅱ，１６７；Ⅲ，４８，４９，５０，
５２，５３；Ⅳ，１６２；Ⅴ，７５，７６，９２，９３；Ⅵ，８９，１０８，１２８；Ⅶ，
１３，１５４，１９５，２０２；Ⅷ，１，５，２１，４３，４５，６１，７２，７９，９４；Ⅸ，
２８，３１，６９，８８，９５，１０２，１０５。
红海Ⅰ，１，１８０，１８９，２０３；Ⅱ，８，１１，１０２，１５８，１５９；Ⅲ，９，３０，
９３；Ⅳ，３７，３９—４２；Ⅵ，２０；Ⅶ，８０，８９。
美伽拉（Ｍｅｇａｒａ）Ⅰ，５９；Ⅴ，７６；Ⅷ，１，４５，６０，７４；Ⅸ，１４，２１—２８，
３１，６９，８５。
美地亚人（与波斯人合称）Ⅰ，１６３，２０６；Ⅳ，１９７；Ⅴ，７７，１０４，１０９；
Ⅵ，９，２２，２４，６７，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０；Ⅶ，１３４，１３６，２０７，
２２６，，２３９；Ⅷ，５，６５，７５，８０，１１４，１４１，１４３；Ⅸ，７，１７，４４，
４６，７７，８２，１０３。
美地亚人（本来的）Ⅰ，１６，５５，５６，７２—７４，９１，９５—４８，１０１，１０２，
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３—１３０，１３４，１６２，１８５；Ⅲ，
６５，７３，１２６；Ⅳ，１，３，４，３７，４０；Ⅴ，９；Ⅶ，８，６２，６４，８０，
８６，９６，１８４，２１０，２１１；Ⅷ，８９，１１３，１３０；Ⅸ，３１，４０。
美地亚国 Ⅳ，１；Ⅶ，２０。
美地亚帝国Ⅰ，７２，１８５。
美地亚族Ⅰ，１０１。
迦太基 Ⅰ，１６６，１６７；Ⅲ，１７，１９；Ⅳ，４３，１９５，１９６；Ⅴ，４２；Ⅵ，
１７；Ⅶ，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７。
十画
埃及Ⅰ，１，２，５，３０，７７，１０５，１４０，１５３，１８２，１９３，１９８；Ⅱ，１，４
—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８，１９，２２，２８—３０，３１，３２，５４，５５，
５７—５９，６１—６６，６９，７１，７３，７５，７７，７９—８２，８６，９０—９２，９４，
９７—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
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４，
１４５—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１
—１７３，１７７—１８１；Ⅲ，１，２，３—７，１０—１６，１９，２４，２５，２７—３０，

３１，３２，３４，３９，４２，４４，４５，４７，６１—６３，６４，６５，８８，９１，９７，
１０７，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９，１４０，１６０；Ⅳ，３９，４１—４３，４５，４７，１５２，
１５９，１６５—１６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５；Ⅵ，６，５３—５５，
６０；Ⅶ，１，２，４，５，７，８，２０，２５，３４，６３，６９，８９，９７；Ⅷ，
１７，６８，１００；Ⅸ，３２。
埃吉纳（Ａｇｉｎａ）Ⅱ，１７８；Ⅲ，５９，１３１；Ⅴ，８０—８４，８５，８６—８９；Ⅵ，
４９，５０，６１，６４，６５，７３，８５，８７）９４；Ⅶ，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７，２０３；
Ⅷ，１，４１，４６，６０，６４，７９，８１，８３，８４，８６，９１—９３，１２２，１３１，
１３２；Ⅸ，２８，３１，７５，７６，７８—８０，８５。
埃西欧匹亚（Ｅｔｈｉｏｐｉａ）Ⅱ，１１，１２，２２，２８，２９，３０，４２，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６，１１０，１３０，１４６，１５２，１６１；Ⅲ，１７，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２５，３０，９４，９７，１０１，１１４；Ⅳ，１８３，１９７；Ⅶ，９，１８，６９，７０，
９０；Ⅸ，３２。
埃西欧匹亚石Ⅱ，８６，１２７，１３４。
埃里斯（Ｅｌｉｓ）Ⅱ，１６０；Ⅲ，１３２；Ⅳ，３０；Ⅴ，４４，４５；Ⅵ，３０，７０，
１２７；Ⅷ，２７，７２，７３；Ⅸ，３３，３７，７７。
埃司库洛斯（Ａｓｃｈｙｌｕｓ）Ⅱ，１５６。
埋葬方式Ⅰ，１４０，１９８；Ⅱ，８５—９０；Ⅲ，２４；Ⅳ，７１，７２，７３，１９０；
Ⅴ，４—８；Ⅵ，５８。宦官Ⅰ，１７７；Ⅲ，４８，７７，１０４，１０５；Ⅷ，１０５。·７１６·
库列涅（Ｃｙｒｅｎｅ）Ⅱ，１８１，１８２；Ⅲ，１３，９１，１３１；Ⅳ，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６，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５—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３。
爱奥里斯Ⅰ，６，２６，２８，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７，１７１；Ⅱ，１，１７８；Ⅲ，１，
９０；Ⅳ，８９，１３８；Ⅴ，９４，１２２，１２３；Ⅵ，８，２８，２９，９８；Ⅶ，９，
５８，９５，１７６，１９４；Ⅸ，１９５。
桂皮，Ⅲ１１０—１１１。
桥Ⅰ，１８６；Ⅳ，８７—８９，９７，１３９—１４１；Ⅶ，２４，２５，３６，１１３；Ⅷ，
１１７。
海卡泰欧斯（Ｈｅｃａｔａｅｕｓ）Ⅱ，１４３；Ⅴ，３６，１２５，１２６；Ⅵ，１３７。
海列斯彭特（Ｈｅｌｌｅｓｐｏｎｔ）Ⅰ，５７；Ⅳ，３８，７６，８５，８６，８９，９５，１３７，
１３８，１４４；Ⅴ，１，１１，１３，１４，２３，３３，９１，１０３，１１７，１２２；Ⅵ，
２６，３３，４３，９５，１４０；Ⅶ，６，８，１０，３３，３５，３６，４５，５４，５６，
５８，７８，９５，１０６，１３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６３；Ⅷ，５１，８７，９７，１０７—
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０；Ⅸ，６６，９８，１０１，１０６，１１４。
海拉克列斯（Ｈｅｒａｃｌｅｓ）Ⅰ，７；Ⅱ，４２，４３—４５，８３，１４５，１４６；Ⅳ，８）１０，
５９，８２；Ⅴ，６３；Ⅵ，１０８，１１６；Ⅶ，１７６，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４；Ⅷ，
４３，１３１。
海拉克列斯桂Ⅱ，３３；Ⅳ，８，４２，４３，１５４，１８１，１８５，１９６；Ⅷ，１３２。
泰利士（Ｔｈａｌｅｓ）Ⅰ，７４，７５，１７０。
特洛伊（Ｔｒｏｙ）Ⅰ，５；Ⅱ，１０，１１７—１２０，１４５；Ⅳ，３８，１９１；Ⅴ，１３，
２６，９４，１２２；Ⅶ，２０，４２，９１，１６１，１７１；Ⅸ，２７。
神的嫉妒Ⅰ，３２，３４；Ⅱ，３９—４３；Ⅶ，１０，４６；Ⅷ，１０９。
神托解释者Ⅻ，３６，３７。
神的名称Ⅰ，１３１，１８１；Ⅱ，４２，４６，５２，１３７，１４４，１５６；Ⅲ，８；Ⅳ，
５９。

神托Ⅰ，５３，５５，６６，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５；Ⅱ，２９，１７４；Ⅲ，６４；Ⅴ，４３，
９０，９３；Ⅵ，８０；Ⅶ，６，７６，１１１；Ⅷ，６２，１３４；Ⅸ，４２。纸草Ⅱ，
３７，９２；Ⅶ，３６。
翅蛇Ⅱ，７５；Ⅲ，１０７，１０９。
迷宫Ⅱ，１４８。
马其顿（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Ⅴ，１７，１８，２０，９４；Ⅵ，４４，４５；Ⅶ，９，２５，７３，
１２７，１２８，１７３，１８５；Ⅷ，３４，１１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７，１３８；Ⅸ，３１，
３４，８９。
马其顿王的系谱Ⅷ ，１３９。
马拉松（Ｍａｒａｔｈｏｎ）Ⅰ，６２；Ⅵ，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６，
１１７，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６；Ⅶ，１，７４；Ⅸ，２７，４６。马
拉之战Ⅵ，１０７—１１７。
高加索山Ⅰ，１０４，２０３，２０４；Ⅲ，９７；Ⅳ，１２。
十一画
培尼克司（Ｐｈｏｅｎｉｘ）Ⅶ，１７６，２００。
密仪Ⅱ，５１，１７１；Ⅴ，６１，８３；Ⅷ，６５。
专制政治Ⅲ，８０，８２；Ⅶ，１０３。
梭伦（Ｓｏｌｏｎ）Ⅰ，２９—３２，３４，８６；·７１７·Ⅱ，１７７；Ⅴ，１１３。烽火Ⅶ，
１８２；Ⅸ，３。
盖隆（Ｇｅｌｏｎ）Ⅶ，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６，１６８。
荷邓（Ｈｏｍｅｒ）Ⅱ，２３，５３，１１６—１１８；Ⅳ，２９，３２；，６７；Ⅶ，１６１。
货币铸造Ⅰ，９４；Ⅳ，１６６。
雪Ⅳ，７。
鱼类和捕鱼Ⅱ，７２，９２，９３，１４９；Ⅲ，１９，９１；Ⅳ，５３；Ⅴ，１６。
十二画
凯尔特人（Ｃｅｌｔｉ）Ⅱ，３３，Ⅳ，４９。
凯尔特人（Ｃｈｅｒｓｏｍｅｓｅ）Ⅳ，１３７，１４３；Ⅵ，３３，３４，３６，３７，３８，３９—
４１，１０３，１０４，１４０；Ⅶ，２２，３３，５８；Ⅷ，１３０；Ⅸ，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８，１２０。
博斯波鲁斯（ＢＯＳＰＨＯＲＵＳ）Ⅳ，８３，８５—８９，１１８；Ⅶ，１０，２０。
斯巴达（参照拉凯戴孟）Ⅰ，６５—６７，６８，６９，８２，８３，１４１，１５２，１５３；
Ⅱ，１１３，１１７；Ⅲ，４６，１４８；Ⅳ，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Ⅴ，３９—４２，
４６，４８，４９—５１，５５，６３，６５，７５，７６，９０，９１，９２，９７；Ⅵ，４９，
５０—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１，６３，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７０—７２，７４—７７，
８１，８２，８４—８６，１０５，１０６，１２０；Ⅶ，３，１０４，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
１３７，１４７，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９，２０２，２２４，２２６，２０９，２１１，２２０，２２４，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Ⅷ，２，１１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１，
１３２，１４２，１４４；Ⅸ，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９，２６，２８，２９，３３，３５，
３６，３７，４６，４７，４８，５３，５４，６１，６２，６４，７０，７１，７３，７６，７８，
７９，８５。
斯巴达人与广义斯巴达人的区别Ⅳ，５８；Ⅶ，２３４；Ⅸ，２９。
斯巴达王的系谱Ⅵ，５３；Ⅶ，２０４；Ⅷ，１３１。

斯巴达的人口Ⅶ，２３４。
斯巴达长老院Ⅰ，６５。
斯奇提亚（Ｓｃｙｔｈｉａ）Ⅱ，２２；Ⅵ，５，８，１２，１７—２１，２８—３１，４６）５８，
６１，７６，８１，９９—１９１，１０５，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９。
斯奇提亚人的语言（以～代斯奇提亚人）Ⅳ，２７，５２，５９，１０８，１１７。～
的衣服Ⅰ，２１５；Ⅳ，２３，７８，１０６。～的起源Ⅳ，５—１２。～的化妆
品Ⅳ，７５。～的种族Ⅳ，４６。～的宗教和卜筮，５９—６３，６７—６９。～
的人口Ⅳ，８１。～的俗习惯Ⅳ，４６，９８，１０５，１０７。～的埋葬Ⅳ，
７１—７５。
普里吉亚（Ｐｈｒｙｇｉａ）Ⅰ，１４，２８，３５，７２；Ⅱ，２；Ⅲ，９０；Ⅴ，４９，５２，
９８；Ⅶ，２６，３０，３１，７３；Ⅷ，１３６；Ⅸ，３２。
普拉塔伊阿（Ｐｌａｔａｅａｅ）Ⅳ，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３；Ⅶ，１３２，２３２，２３３；Ⅷ，１，
４４，５０，１２６；Ⅸ，７，１６，２５，２８，３０，３１，３５，３８，３９，４ １ ，５１，
５２，６１，６５，７２，７６，７８，８１，８３，８５，８６，８９，９０，１００，１０１。
普撒美提科斯（Ｐｓａｍｍｅｔｉｃｈｕｓ）Ⅰ，１０５；Ⅱ，２，２８，３０，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７，
１５８，１６１。
极北民Ⅳ，１３，３２—３６。
游牧斯奇提亚人Ⅰ，１５，７３；Ⅳ，１９，５５；Ⅵ，４０，８４；Ⅶ，１０。
琥珀Ⅲ，１１５。
结婚的风俗Ⅰ，９３，１３５，２１６；Ⅱ，９２；Ⅳ，１６８，１７２，１８０；Ⅴ，６；
Ⅵ，１２２。
腓尼斯，１，２，５，１０５，１４３；Ⅱ，３２，４４，５４，５６，７９，１０４，１１２，１１６；
Ⅲ，５，６，１９，３７，９１，１０７，１１１，１３６；Ⅳ，３８，３９，４４，４５，１４７，
１９７；Ⅴ，４６，５７，５８，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２；Ⅵ，３，６，１４，１７，２５，
２８，３３，３４，４１，４７，１０４；Ⅶ，２３，２５，３４，４４，８９，９０，９６，１６５，
１６７；Ⅷ，８５，９０，１００，１１９；Ⅸ，９６。
腓尼基人的技术Ⅶ，２３。２５。
腓尼基人的船Ⅵ，１１８；Ⅷ，９７，１１８，１２１。
进贡的儿童Ⅲ，９７。
雅典（Ａｔｈｅｍｓ）Ⅰ，２９，３０，３２，５６，５７，５９，６０，６２—６５，８６，９８，１４３，
１４６，１４７，１７３；Ⅱ，７，５１，１７７；Ⅲ，１３１，１３４，１６０；Ⅳ，９９，
１４５，Ⅴ，５５，５７，６１—６６，６９—７４，７６—７９，８１，８２，８４—９１，９３
—９７，９９，１０３，１０５；Ⅵ，２１，３４，３５，３６，３９，４１，４３，４９，５０，
７３，７５，８５—９０，９２—９４，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１—
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５
—１４０；Ⅶ，１，２，４，５，６，８—１１，３２—３３，５１，６２，９０，９２，９５，
１０７，１３３，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５，１５１，１６１，１６８，１７３，１８２，１８９，
２０３；Ⅷ，１—５，１０，１１，１７—１８，２１，２２，３４，４０—４２，４４，４６，
４８，５０—５６，６１，６３，６５，６６—６８，７０，７４，７５，７７，７９，８４—８６，
９１，９３—９５，９６，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５，１３６，
１４０—１４４；Ⅸ，１，３—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９，２１—２３，２６—２８，３１，
３２，３５，３９，４４—４６，４８，５４—５６，５９—６１，６７，７０，７１，７３，７４，
７５，８５，９９，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０。
雅典人的起源Ⅰ，５７。

雅典的人口Ⅴ，９７。
雅典的古代种族Ⅴ，６６。
雅典的海军力量Ⅶ，１４４，１６１；Ⅷ，１—３，４４。
黑海Ⅰ，６，７２，７６，１１０；Ⅱ，３３，３４；Ⅲ，９３；Ⅳ，８，１０，３８，４６，
８１，８５，８６，８７，８９，９０；９５，９９；Ⅵ，５，２６，３３；Ⅶ，３６，５５，
９５，１４７。
十三画
塞索斯特里斯（Ｓｅｓｏｓｔｒｉｓ）Ⅱ，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
１３７。
奥西里斯（Ｏｓｉｒｉｓ）Ⅱ，４２，１４４，１５６。
奥林匹亚和奥林匹亚比赛Ⅰ，５９；Ⅱ，１６０；Ⅴ，２２，４７，７１；Ⅵ，３６，
７０，１０３，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Ⅶ，１７０，２０６；Ⅷ，２６，７８２，１３４；Ⅸ，
３３，８１。
意大利Ⅰ，２１，１４５；Ⅲ，１３６，１３３；Ⅳ，１５；Ⅴ，４３；Ⅵ，１２７；Ⅲ，
６２。
敬老的风俗Ⅱ，８０。
狮子Ⅲ，１０８；Ⅳ，１９１；Ⅶ，１２５；１２６。
盐Ⅳ，１８１—１８５。
圣病Ⅲ， ３３。
贿赂 Ⅲ，１４８；Ⅴ，２１，５１；Ⅵ，７２；Ⅷ，４，５，１１２；Ⅸ，４１。
运河 Ⅰ，１９３；Ⅱ，１０８，１５８；Ⅳ，３９；Ⅶ，２２—２４，３７。
铁尔摩披莱（Ｔｈｅｒｍｏｐｙｌａｅ）Ⅶ，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５—
２０７，２１３，２１９，２３３，２３４；Ⅷ，１５，２１，２４，２７，６６，Ⅸ，７１；７８，
７９。
铁米司托克列斯（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Ⅶ，１４３，１４４，１７３；Ⅷ，４，５，１９，２２，
２３，５７—５９，６１，６３，７５，７９，８３，８５，９２，１０８—１１２，１２３—１２５；
Ⅸ，９８。
十四画
梦Ⅰ， ３４，１０７，１０８，２０９；Ⅲ，３０，１２４；Ⅴ，５６；Ⅵ，１０７，１１８，１３４；
Ⅶ，１２，１４，１７，１９；Ⅷ，１３４。
寡头政治 Ⅲ，８１。
寿命Ⅰ ，３２，１６３；Ⅲ， ２３。
玛尔多纽斯（Ｍａｒｄｏｎｉｕｓ）Ⅵ，４３，４５，９４；Ⅶ，５，９，１０，８２，１０８，１２１；
Ⅷ，２６，６７—６９，９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６，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Ⅸ，１—５，１２—１８，２０，２３，２４，３１，
３２，３７—４５，４７—４９，５８，６１，６３，６４，６６，７０，７１，７８，８２，８４，
８９，１００，１０１。
玛哥斯僧 Ⅰ，１０１，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２，１４０；Ⅲ，７９；Ⅳ，１９，
３７，４３，１１３，１９１。
碑铭 Ⅰ，９３，１８７；Ⅱ，１０２，１０６，１２５，１３６，１４１；Ⅳ，８７，９１；Ⅴ，
５９—６１，７７；Ⅶ，２２８；Ⅷ，２２，８２。
罚金 Ⅲ，５２；Ⅵ，２１，９２，１３６。

蓖麻子油 Ⅱ，９４。
语言 Ⅰ，５７，１４２；Ⅱ，２，５２；Ⅳ，２４，１８３。
赫西奥德（Ｈｅｓｉｏｄ）Ⅱ，５３；Ⅳ，３２。
银矿Ⅲ，５７；Ⅳ，１７，２３；Ⅶ，１１２，１４４。
魂的轮迴Ⅱ ，１２３。
十五画
撒 依人（Ｓａｃａｅ）Ⅰ，１５３；Ⅲ，９３；Ⅳ，１１３；Ⅶ，９，６４，９６，１８４；Ⅷ，
１１３；Ⅸ，３１，７１，１１３。
撒尔迪斯（Ｓａｒｄｉｓ）Ⅰ，７，１５，２２，２７，３０，３５，４３，４７，４８，６９，７０，
７３，７７—８１，８４，８６，９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５７；Ⅱ，１０６；Ⅲ，３，５，
４８，５０，１２０，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Ⅳ，４５；Ⅴ，１１—１３，２３—２５，３１，
５３，５４，７３，９６，９９—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３；Ⅶ，
１，８，１１，２６，３１，３２，３７，４１，４３，５７，８８，１４５，１４６；Ⅷ，１０５，
１０６，１１７；Ⅸ，３，１０７，１０８。
撒米拉司（Ｓａｌａｍｉｓ）Ⅴ，１０４，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５，Ⅶ，９０，１４１—１４３，１６６，
１６８；Ⅷ，１１，４０—４２，４４，４６，４９，５１，５６，５７，６０，６４，６５，７０，
７４，７６，７８，８２，８６，８９，９０，９４，９５—９７，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６，
１３０；Ⅸ，３—６，１９。
潘恩（Ｐａｎ）Ⅱ，４６，１４５，１４６；Ⅵ，１０５，１０６。
蝗虫（食用）Ⅳ，１７２。
轮索Ⅶ，８５。
十六画
砖Ⅰ，１７９。
砖造金字塔 Ⅱ，１３３。
锡和锡岛Ⅲ，１１５。
骆驼Ⅰ，８０；Ⅲ，１０２—１０３；Ⅶ， ８３，８６，８７。
十七画
戴尔波伊（Ｄｅｌｐｈｉ）Ⅰ，１３，１４，１９，２０，２５，３１，４６—５２，５４，６５—６７，
８５，９０，９２，１６７，１７４；Ⅱ，１３４，１３５，１８０；Ⅲ，５７；Ⅳ，１５，１５０，
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９；Ⅴ，４２，４３，６２，６３，６７，８２，８９，９２；
Ⅵ，１９，２７，３４，３５，５２，５７，６６，７０，７６，８６，１３５，１３９；Ⅶ，
１１１，１３２，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８，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８，１７９，２３９；
Ⅷ，２７，３５，３６—３９，８２，１１４，１２１，１２２；Ⅸ，３３，４２，８１，９３。
载尔波伊神托的受贿Ⅴ，６３。
戴美特尔（Ｄｅｍｅｔｅｒ）Ⅰ，１９３；Ⅱ，５９，１２２，１２３，１５６，１７１；Ⅳ，１９８；
Ⅴ，６１；Ⅵ，９１，１３４；Ⅶ，１４１，１４２；Ⅸ，５７，６２，６５，６９，９７，
１０１。
十八画
萨地尼亚（萨尔多）鸟Ⅰ，１７０；Ⅴ，１０６，１２４；Ⅵ，２；Ⅶ，１６５。
萨摩司（Ｓａｍｏｓ）Ⅰ，７０，１４２，１４８；Ⅱ，１４８，１８２；Ⅲ，３９，４０，４３—４５，

４７—４９，５４—５６，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１，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６，１４８
—１５０；Ⅳ，４３，９５，１６２—１６４，Ⅴ，２７；Ⅵ，１３，１４，２５，９５；Ⅷ，
８５，１３０，１３２；Ⅸ，９０，９６，１０６。
十九画
涯青Ⅰ，１７９。
二十画
鳄Ⅱ，３２，６８—７１；Ⅳ，４４，１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