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内森·赖特

乌孜别克木卡姆中一首歌的言语、

音乐及语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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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提出谣言时，你是否真诚?

当我走近你时，你面包如黄土，

如你似友人迦我在门前，什么会在生?

当我充满渴望，举手抚摸你的脸，

你俩不展露笑容，传情用现眼?

爱情山峰高，你的心灵之岛尚在低飞，

如果你热恋天空，能否攀上天?

噢，举杯畅饮，借酒消去万古愁，

一饮而尽，忘却天地间之烦恼。

你不顾人们如何将我烦拢

如果只有别人，而没有你独自将我折磨!

噢，举杯畅饮，借酒消去万古愁，

一饮而尽，忘却天地间之烦恼。

甚至她在众人中亨有芳名，月光也不会酒

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们!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段时间内能把订户

增长百分之+，希望大家协助介绍与宣传，在读者们

的支持下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希望读者尽可能到邮局订阅，不要直接到编

辑部订阅，漏订或没有订到的除外。因我们人孚不

足，不能开展此项工作。

作者们!来稿务请 g 一、自留底稿;二字迹写

清;三、稿后写清通讯处与邮编。如系长稿最好把文

章题目先行赐告，以免往返邮寄，请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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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趣的是与 gh 对应的辅音 kh 只在 2·1 行 境，歌中所晤之事不是纯客观的感觉，亦不连贯。它

khokeoh (尘土)中出现，这样， gharnin (悲哀〉 不用言语的时态和语气来叙述国袭的过程，而是用歌

和 Jafo (痛苦〉两词在语意上和语音上都与6·1 中 词中过去时和将来时的转换、陈述及虚似语气的交替

的 ghamin平行。它们与2·1 行中的 khokroh (尘 表达诗人在精神、肉体两方面的深切感受。通迫歌曲

土)， 6 行中 ppst (在下〉及 taghpful (不顾)-起 的结构形式，叙事及给昕众以诗的意境两者并不是分

构成纳瓦侬幻想性诗歌中表现复杂心情的相反的形，离的，音乐的素材和歌词却成为表达诗人内在情感的

式。诗人叙述了"你面如尘土"、"给有在低飞"、"怀中 组成部分，使昕众切身感受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及他

充满悲哀"，"你不顾人们如何将我烦扰"等事实，但诗 永无休止的追求。

人通过巧妙地选择可能性陈述这些事实:在五个词中 附《伊拉克歌》的词:③

的四个词里含有gh， kh 和 P 的辅音。 1·1 背信弃义之人，假如你能治愈我，何罪在

笔者认为 P 和 gh 的结合使用在乌孜别克语中产 其中? /
生很强烈的对比，因为 P 是位置最前的-个双唇清 1·2
辅音，而gh 是位置最后的-个喉音浊辅音〈在口语 2 ·1
中甚至更靠后些〉。它们也作为闭止音和非闭止音而 2·2
互相对立。如象旋律在b 和在其高两个八度的b2 之 3 ·1
间起伏运动，但并不停在其中任何-个啬上-棒，诗 3·2
人对爱情的执意追求，同时又对爱情感到失望的心情 4'·1
通过语音在位置靠前和位置靠后的音之间不停地交替 4·2
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5·1

P 和 gh 两个处于极限位置的音素和包含这两个 5·2
音素在内的词-样，对诗人幻想性的构思无属是很大 6·1
的限制。为了避免这种语音方面的局限，诗人在每行 6·2
中用了许多居于中间部位的音素z 如晌辅音1 在每行 7·1
中出现， n 在全诗中出现25 次， m 出现了 17 次，这 7·2
些更富有流动性的声音与音乐中通过音符而流动着的 8·1
旋律相互配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c 在你身上，

木卡姆学者维克多·贝里阿也夫认为木卡姆包括 8·2 噢，纳瓦侬，你犹如夜莺徒劳地在歌唱!

两种-不同的旋律型: 1) 波浪型 2) 下降型，②并指出

木卡姆歌曲旋法中显著的不对称现象:配合歌韵中的

一个词，旋律可上行半个乃至-个八度，如在3·1

中的 Sunib (意为上升〉便从e 上升到7 e'; 另一

方面，当旋律下行时，多取逐渐下降的方式，在-小

节申从不超过二或三度。这种明显地被抑制着的旋律

下降，常出现在突然上行大跳的旋法之后，通过音高

变化的音节面缓缓下行。

能律的上行跳进在伊拉克歌中有非常重要的语义

意义， rE1I1与歌词 3 中的"Sunib Kolimni" (举手)

和 4 中之"Visl avji" (爱情山峰〉相配合，使音乐与
词意到达高潮相配合和呼应。歌曲的高潮(乌孜别克

语中称 awj) 位于 5·1 上，这一乐旬以一个八度上

行跳进开始，然后继续上升到b' 此时的歌词为

gadah (酒杯〉。

笔者认为上行跳进作为音乐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用

音乐的技法突出了词意。如"举手"'( Sunib
Kolimni) , '‘爱情高峰" (Visol avji) 和"举杯"

(gadah) 在苏菲派的隐附中指气举杯为爱情高峰而干

杯"，在这里"高峰"一字用了为音乐家所熟知的、木

卡姆高潮所用的词"avj"，这样音乐便淋漓地表达了

词意，而不仅仅是给歌词披上音的外衣加以装饰。

木卡姆中的歌曲不仅叙事而且为昕众创造-种意 飞

其语义及他组织语言的功力。

由于诗律要求每旬最后-词的严格重复，纳瓦依

必须设法避免语义上的重复。每待最后一词

"qilsang" (如果你做〉根据其在旬中的位置有着不
同的含义。在1 . 1, 1· 2; 3, 4 和 8 行中它只是

个限定动词。在 2·1 和 6·1 行中其他限定动词银述

过去的事实。在 5·1 行 (7·1 行中重复)限定动词

ber 为"铺"之意。纳瓦侬用条件短词在 1 • 1、 1·

2 及 2、 3 行中表现了"如果什么"甚至是"为何不"的

词意。在第 4 行中，用 mumkin (如果〉的方式讲出

"你能上天，如你喜爱天空气在 5·2 行中，此词意对

为"既使你做飞在 6·2 行中为"如果你傲"，最后在

第 8 行中，纳瓦侬用 qils.ang (如果你做〉用第二人

称来称呼他自己，用遥远的情人"她"的口吻说出"纳

瓦依你如夜莺般地歌唱， (但她没看到)"。这样，在'

重复有带有附加成分动词的严格语法基础上，纳瓦依

建立起写作叙事抒情诗的可能性。他表述了对对话的

尝试，得到-些重要的"征兆"。但当他对情人"l.虫话"

的希望一但破灭，他便转向对自己谈话并断言，既使

诗中的歌咏很有价值，但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歌词语音特点和旋律的样式反映了诗人既渴望又

绝望的心情。第-行中的辅音音素表现中遍及全诗的

音素循环。辅音出现的次序为:

第一行: n , b, I, d, d, r，也 m， b, v, f ,
d, v, g , I, s, ng.

第二行: v, {, g , v, d, g , I, b, v, d, g,
v, f, g, I, S, ng.

这些辅音展示了诗的祥式。意眯深长的是在诗中

几乎完全不出现唇音P 和喉音gh，尽管 P在鸟孜别

克语中是一个常用的辅音，但在全诗中只出现过一

次。当它在 4· 1 中出现时，诗意正走向兴奋的高

潮。与其相比较，在有转折意义的第5 行及其重行第

7 行中，我们发现z

第一行: v, h， n、 gh， m, n, eh, I, e, b,
r , g , d, b, s, g , y.

第二行: I, r , m, m, k, k, j, h, n , m,
I, k, g, b, h , g , I, s, rg.'

眠音 gIl在 ghamin (悲哀〉中出现，好象P 一

样， gh 在此诗中也是一个不寻常的辅音。 gh 在诗中

仅在 taghofal 和 ghamin 两词在 5、 6、 7 行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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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马孜割克木卡姆实际上是采用某一调式的歌

曲构成的组烛，因此撒什木卡姆 (flP六水卡姆)，依

据这一流源表演艺术家的曲目，包括了六种不同的调

式。每套木卡姆包括有10 至 50 首曲子。其中许多是

只器不曦的器乐曲，本文讨论的"伊拉克"是同在木卡

姆中的…首歌，它在伊拉克木卡姆中是最重要的一首

曲子。

这首歌的歌词是鸟在别克诗人纳瓦侬(1441

15(1) 的你晶，来用"盼扎勒吁豆式。这种形式源于阿

拉伯， 1:亘在波斯及察晗台诗歌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精扎勒"为现行诗，每首五至十三个双行，-韵到

底。这种诗体的双行额只能是奇数而不能是偶数，并

要求在最后一个现行中出现作者的名字。

纳瓦侬的"晗扎勒"的突出特点是其诗行在语法上

平行，但在语义上转换的旬法组织。罗曼·雅可布森

深入地研究了这一特征，笔者运用了他的技术成果。

雅可布森说诗人们采用语词注意其原义而不强调与其

有关的其他词意。①诗人通迫平行结构突出诗意，这

些平行结构用语音、语法或词义重复构成。

纳瓦依的平行结构探索了为敢有限的词在不同旬

子中运用的可能性。他用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但

在每行中根据其语法位置使它们有不同词义。因在结

构次序上给词义予增补，所以词本身更令人注目。

在用"晗:tL勒"格律写成的"伊拉克"歌的第-行

中，纳瓦侬用语法上的词形变化对旬子进行安排:如

Vafo (真实、忠诚)是从其反义词bevafo (不忠

实〉变来的，进而变化为间接宾语Vafoga (向着忠

诚)，再出现直接宾词Vafo (忠实)。此时，原来"不

忠实"的词义就已被变为Vafoga (意为向着忠诚)，

此词在旬中的含章即为"主动信守诺言"。

在第二行中 Vada (诺言)-词代替了Vafn

(忠实)，除了动词原形 qilib (做〉变为条件式

qisang (如果你做〉之外，没有附加任何词素，在
1 . 2 的前半旬简单地用一附加成分 ga，并在 1 . 2
后半句用相近的词 Vafo (忠实)和 Vada (诺言)，

纳瓦侬把这两个相近的短句连续起来，淋漓尽歇地表

达了其中因果关系."当你讲你要信守诺言时，你是否

患于你的保证"。"他不忽视在内容方面的交流" (雅

克布森语)，但他强调了-内容与诩语组织间的亲密关

系，用语音的和谐使诗意更浓。纳瓦侬诗的魅力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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