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瓦依长诗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的人物构造

   论纳瓦依对帕尔哈德形象的重新塑造和创新

维吾尔族 ! 艾赛提∀苏来曼

! ! 内容提要: 帕尔哈德与西琳 是突厥大文豪纳瓦依文学巨著 五卷诗 ( Hamsa)中的第二部长诗。帕

尔哈德是该长诗中的男主人公。纳瓦依通过帕尔哈德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

他塑造帕尔哈德这一形象的过程中,既汲取了前辈诗人同名作品的人物构造经验,又对这一形象进行了

重新塑造和一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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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帕尔哈德与西琳 是突厥大文豪纳瓦依

(Alishir Nawa# i, 1441- 1501)文学名著 五卷诗

(Hamsa)中的第二部长诗,共有 54章、5453个联

句、11560行, 是其整个诗歌创作中, 艺术成就

最高, 影响最为深刻的一部作品。诗人将该长

诗称为一部长篇爱情悲剧。

纳瓦依在这部长诗中生动地描写了秦国王

子帕尔哈德与亚美尼亚公主西琳之间动人的爱

情故事。帕尔哈德是秦国可汗的独生子, 天性

聪颖、勤奋好学, 自幼专门学习各种知识和技

艺。他成长为知识渊博、多才多艺, 文武双全,

技艺精湛的王子,且从老石匠哪里学得开山凿

石的本领。当他从父王宝库中的宝镜中突然看

到一位陌生的美女, 便一见钟情,甘愿冒一切风

险、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不顾父王的劝阻出

发远行,越过千山万水、戈壁荒原, 最后到达了

希腊。他一路上战胜了山洞中喷火的毒龙, 得

到了宝剑和盾牌;他降服了盘踞在森林里的恶

魔阿赫拉曼,并得到了∃所罗门戒指%;打败了凶

猛的狮子和身着盔甲的铁人,得到了一面宝镜。

他依靠这些东西的帮助, 在希腊山洞里会见了

哲学家苏格拉底, 向他请教了许多知识。当他

从宝镜中看到亚美尼亚人民面临干旱的威胁,

正在艰难地开山凿石修运河, 他即刻前去帮助

他们修渠、兴建运河。在开山工地上,他奇迹般

地完成了引来山泉灌溉的水利工程, 实现了为

民造福的心愿。& 诗人是这样描写帕尔哈德的

勃勃英姿:

三个年头,都没办成的事情,

他只花了一天,就水到渠成。

帕尔哈德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开山凿石的本

领震惊了所有的人。这一消息传到了宫廷, 亚

美尼亚女王携妹妹西琳前来工地看望这位英

雄。他们初识于修渠工地, 西琳的坐骑跌倒,帕

尔哈德双手将西琳接住, 把他从工地送到了宫

廷城堡。西琳原来就是他在父王宝库的那一面

宝镜中窥见的那位美女。西琳的美貌又一次征

服了帕尔哈德。他的英俊和勇敢也使西琳姑娘

民族文学研究 2002. 3



感动,二人一见钟情。然而,正当这一对情人沉

浸在热恋的欢愉时刻, 灾难突然降临。伊朗国

王霍斯罗听说亚美尼亚有一个绝世美女叫西

琳,以武力来向西琳求婚。帕尔哈德与亚美尼

亚人民一次次地挫败了霍斯罗的进犯。霍斯罗

深知,要想得到西琳除了杀死帕尔哈德,别无他

法。他设计杀死了帕尔哈德。西琳闻讯悲痛欲

绝,在情人尸体旁刎颈自尽,以身殉情。

不久,霍斯罗前妻之子西鲁雅杀死了自己

的父亲,篡夺了王位。帕尔哈德的亲友拜赫拉

姆从远方的秦国赶到亚美尼亚, 打败了西鲁雅

为首的波斯军队,解放了亚美尼亚人民。

直至纳瓦依时代,东方各民族文学中关于

帕尔哈德、霍斯罗、西琳的故事流传很广。而且

这些形象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10世纪, 波斯

诗人菲尔多西在其 列王纪 ( Shahname)中首次

把这个传说记入了书面文学中。但是他作品中

有关 霍斯罗与西琳 情节比较简单: ∃波斯国王
霍斯罗外出打猎,遇到了美女西琳,并深深地爱

上她。霍斯罗国王欲娶西琳为妻, 但因西琳出

身卑微,这桩婚事遭到了群臣的反对,霍斯罗国

王不甘心。他召开了元老会, 征得他们同意后

终于与西琳结为夫妻。霍斯罗前妻之子西鲁雅

垂涎后母西琳的美貌,为霸占西琳,杀死了父亲

霍斯罗,篡夺了王位。西琳在霍斯罗的墓前服

毒自尽。%∋ 菲尔多西的长诗中既没有帕尔哈

德,也没有其友夏普尔。而且情节也是非常简

单。

到12世纪,阿塞拜疆的波斯语诗人内扎米

首次把 霍斯罗与西琳 的故事演义转变成为

五卷诗 中的传统长诗。他在写作这部长诗时

广泛参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伊朗萨珊王朝第

25位国王霍斯罗二世与西琳之间爱情的传说

和有关的一些文献。菲尔多西 列王纪 中的记

载也在其中。他把波斯国王霍斯罗作为主人

公, 把他与西琳间曲折离奇的爱情经历作为主

要线索,而帕尔哈德只是其中的配角。

内扎米之后, 东方文学中有许多诗人仿效

内扎米的 霍斯罗与西琳 , 写作了不少同名叙

事长诗。其中有印度诗人阿密尔∀霍斯罗∀德里

维的同名长诗, 但是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和内扎

米的作品一样的。由于这个原因, 他的作品虽

然也获得了某种成功,但在艺术和思想上远不

及内扎米的原作。

晚于菲尔多西五个世纪、内扎米三个世纪、

阿密尔∀霍斯罗一个世纪,我们的伟大诗人纳瓦

依,以坚定的信念用突厥语创作了名为 帕尔哈

德与西琳 的不朽之作。

(二)

纳瓦依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关于如何处

理传统题材与新的内容, 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

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研读了菲尔

多西、内扎米、阿密尔∀霍斯罗等人的同名作品,

接受了他们作品中的精华。同时, 他又从维吾

尔及突厥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殚

精竭虑对这部爱情长诗进行了非凡的再创

作。
(

纳瓦依对长诗的两位主人公    帕尔哈德

与霍斯罗的身份和位置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动,

重新构造了他们的艺术形象。纳瓦依把诗名从

波斯的 霍斯罗与西琳 改成了 帕尔哈德与西

琳 ,把帕尔哈德变成了整部长诗的主人公。在

波斯原作中,帕尔哈德只是一个居于次要位置

的石匠, 而在纳瓦依笔下, 他成为秦国王子;在

原诗中他只是个配角,在这部长诗中却成了男

主角。原作中的男主人公, ∃德高及天、望重如

山%的波斯国王霍斯罗,在纳瓦依的笔下却变成

了一个残暴的恶君,邪恶势力的象征。

关于帕尔哈德的神话传说在中亚各民族民

间早有流传。如同俄罗斯学者提里维尔所说:

∃帕尔哈德并不是内扎米杜撰出来的艺术形象,

他的形象在民间自古就有流传。因此,帕尔哈

德的形象一直传到我们今天。% )文学家阿里耶

夫( ∀  !∀#)对此也说: ∃关于帕尔哈德也有
单独流传的传说, 因为长期以来在中亚各民族

中就有开山修渠, 修运河引水的神话故事传

诵。% ∗

据有关帕尔哈德形象的渊源探讨,我们可

以发现帕尔哈德与中亚和伊朗古代神话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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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神密特拉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在 阿

维斯塔 中所描写的光明之神密特拉与干旱和

灾难之神阿赫拉曼之间的斗争, 与纳瓦依笔下

的帕尔哈德赴希腊途中与恶魔的阿赫拉曼之间

所进行的战斗情节非常相似。

东方文学中有关帕尔哈德的传说, 有一些

零星的历史记载,那就是公元前 6世纪中亚木

鹿(Marw)附近流传的与英雄 Firat相关的故事。

关于这一方面的唯一的信息记载于伊朗贝希斯

顿( Bihiston)碑文中。

伊朗古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 521年  公元前 486 年)向周围扩张,

占领了中亚的斯基泰、马萨格泰等人的大部分

土地,并进行了残酷的压迫。这时,在木鹿, 帕

提亚等地的人民群众在名为 Firat的人为首起

义。伊朗国王大流士残酷地镇压了此次起义,

并把Firat 折磨至死。这次事件在大流士一世

的命令之下, 用古伊朗语刻碑立在贝希斯顿山

上,这次起义的领袖 Firat 的名字在贝希斯顿山

上以 Firat 或 Frawartish 形式, 在巴比伦和阿拉

米文字以 Pirrumartis, Parumartis 等形式记录

的。,这就如同∃ Behram% (拜赫拉姆)一词在达

里波斯语中被写成∃ Warahan%一样的道理。对

此,俄罗斯学者迪雅可诺夫说: ∃认为−Frawartis#

一词与−Ferhad# 之间没有相同点是错误的。% .

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吾拉姆夫也反复强调∃ Frat%

就是∃ Ferhad%一词的原型。/

就是说, Firat 针对伊朗国王大流士一世

(Darius I)所进行的斗争, 是后来在民间出现此

类神话传说的直接原因。这些传说在口耳相传

的过程中,群众在Firat ( 后来的Ferhad)形象中

加入了在贝希斯顿山上开凿运河, 引水的一系

列新的情节,极大地丰富了原来的形象。因此,

阿维斯塔 中光明之神密赫拉与灾难之神阿赫

拉曼间的斗争也被汇入了这个形象之身。∃从
此,历史上 Firat与伊朗国王大流士一世之间所

进行的战争, 后来转变成了帕尔哈德与伊朗萨

珊王朝国王霍斯罗二世之间的矛盾。% 0但是,

直至纳瓦依时期,因为写作这一题材的诗人均

是波斯文人 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把霍斯罗与西

琳之间的爱情纠葛作为主要线索来描述。帕尔

哈德只是作为一个配角来处理。在 12世纪内

扎米写作的叙事长诗 霍斯罗与西琳 之前,关

于帕尔哈德的传说在民间就已传播很广。10

世纪的波斯诗人阿尕奇 ( Aghachi )在其诗作中

提到了∃帕尔哈德%一名, 内扎米之后, 帕尔哈

德的形象在阿密尔∀霍斯罗的 西琳与霍斯罗 ,

14世纪阿塞拜疆诗人阿里甫∀艾尔达贝利的

帕尔哈德之书 等作品中得以表现, 更加趋于

完美和成熟。但是帕尔哈德的形象在东方文学

中首次作为男主角进行塑造, 是通过纳瓦依的

笔墨完成的。纳瓦依创造性的借助前人的作

品,尤其是属于帕尔哈德这一形象的∃好的品德

通过纳瓦依积极的幻想手段来加以丰富%。 另
一方面,纳瓦依在塑造帕尔哈德这一形象时,更

多地借助了在中亚各民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

传说和历史资料。与伊朗的有关传说和编年史

的记载资料相比, 纳瓦依更多的依靠自己民众

和国土中流传的有关帕尔哈德的传说。尤其是

∃纳瓦依长诗的情节与维吾尔民间口耳相传的

和田王子与亚美尼亚公主西琳之间的爱情经历

为题材的传说故事非常接近。%!因此, 纳瓦依

做了这样的说明:

如果别人愿意听发自你内心的诗作, 希望

其中讲述的神话故事能顺其意, 那么,你首先要

寻找全部有关的历史资料, 从那些书籍中去寻

找我们要讲过的故事。

纳瓦依对长诗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的主人

公的位置和秩序做了重新安排。帕尔哈德作为

主角,以正面人物的身份而出现,并把他描写为

Chin国王子。并使帕尔哈德身上承载了人民群

众的理想和愿望。在内扎米的笔下伊朗国王霍

斯罗描写为:

他德高及天, 望重如山,

世上没有一位君主能与他媲美。

在前人的诗作中, 作为主角的伊朗君王霍

斯罗,在纳瓦依的笔下却是为残暴的、嗜血成性

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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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子到哪里,

哪里就将变为废墟。

如同乌兹别克学者 A∀艾特迈托夫所说:

∃纳瓦依把帕尔哈德作为主要角色,把伊朗国君

霍斯罗作为暴君,侵略者, 一个配角来表现, 是

∃海米塞%创作中最大胆的创新之一。%∀

纳瓦依在长诗中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 表

现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艺和审美要求。纳瓦

依在自己的长诗中表现出对霍斯罗等人物极为

憎恨,认为他不值得西琳去爱。其实在内扎米、

阿密尔∀霍斯罗等用波斯语写作的诗人笔下的

霍斯罗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和复杂的人物。他

在打猎途中与西琳相遇, 一见钟情, 信誓旦旦。

但是为了达到借助东罗马的力量镇压国内叛乱

的目的,他违心地娶了东方罗马皇帝之女玛丽

娅为妻。玛丽娅死后, 他又与伊斯法罕美女谢

克尔寻欢作乐, 并将他娶入宫中。而一直信守

誓约,忠于爱情的西琳却被冷落,在痛苦中饮啜

泪水度日。过了许久, 霍斯罗才想到西琳的存

在,找他言归于好,并把她娶入宫中。霍斯罗的

儿子为达到霸占后母西琳的目的, 杀死了父王。

西琳在霍斯罗的入葬仪式上持剑自刎。西琳对

爱情的忠贞不渝的品格与霍斯罗的轻浮浪荡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纳瓦依批评了内扎米, 阿密尔∀霍斯

罗等诗人对霍斯罗的正面肯定和赞颂的态度,

在自己的诗作中,这位赫赫有名的波斯国王霍

斯罗却成了一个被彻底否定的暴君,黑暗势力

的代表。纳瓦依把自己最喜爱的英雄取自自己

的民众当中, 并使之与历史上给中亚带来混乱

的侵略者、伊朗统治者霍斯罗相对立。对此, 别

尔捷尔斯说: ∃纳瓦依生活时代的条件很特别。

他的国人因他们的来源而感到自豪。他们非常

喜爱自己的语言。在不排斥波斯语的情况下,

认为自己的母语与之相等,甚至会对它产生影

响,纳瓦依在其长诗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就是

沿着此路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传统题材,在作品

中反映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

纳瓦依把内扎米予以赞颂的霍斯罗作为反

面人物来描述,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因为

纳瓦依的这种观点顺应了当时 15世纪中亚民

族社会思想的基本趋向和时代要求。这些古老

的传说在纳瓦依的笔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具有

了新的生命力。纳瓦依在处理这些古老的传统

题材时, 大胆创新, 进行再创作, 赋予它们新的

思想,新的内容。他在原有情节的基础上,根据

自己理想和意念, 塑造了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

高度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
%

郎樱在谈到纳瓦依的创新问题时,非常严

格地指出: ∃同源的两类作品何以会出现如此巨

大的差异呢? 这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波斯型

霍斯罗与西琳 中的主人公霍斯罗是波斯萨珊

王朝时期的国王,在整个波斯文化史上,萨珊王

朝是闪烁着灿烂光辉的黄金时代,尼扎米作为

波斯诗人,他取材于霍斯罗与西琳的爱情故事,

创作出长篇叙事诗 霍斯罗与西琳 , 这是顺理

成章的事。但是,纳瓦依却是个突厥诗人,历史

上突厥人与波斯人曾有过征战不断、互为仇敌

的时代。纳瓦依把秦国王子帕尔哈德作为主要

人物加以热情地颂扬,这是由纳瓦依的民族情

感所决定的。这种人物处理上的变更,也是广

大维吾尔人民和整个突厥人民意愿的体现。% &

(三)

纳瓦依在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英雄帕尔

哈德与美女西琳之间的爱情故事中加入了关于

修渠引水的新情节,重新塑造了帕尔哈德形象。

这是纳瓦依对 帕尔哈德与西琳 的一种创新。

中亚气候干燥, 降雨量极少, 水源紧张, 因

此,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对水的渴望程度非常强

烈。这里只要有水就有绿洲存在, 只要有水生

命就有保障,所以在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的民

族群众中,以开山修渠和引山泉灌溉的水利工

程等为题材的神话传说流传很广,且历史悠久。

引水问题在 15世纪, 也即纳瓦依生活时代仍然

是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之一。纳瓦依熟知人民群

众为水而遭受苦难, 为争取水而流尽血汗, 所

以,他把这个现实问题带进了自己的长诗,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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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而且东方人

民古代∃神话传说中关于西琳的情节大部分都

与修渠引水题材有联系。%()所以纳瓦依以这些
民间传说为基础,把水的问题作为帕尔哈德与

西琳爱情经历的一个重要媒介。他还在该长诗

中,将开凿贝希斯顿山,向亚美尼亚引水为人民

造福的问题与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情故事联系

在一起进行描述。

内扎米的长诗 霍斯罗与西琳 , 或者阿密

尔∀霍斯罗的同名长诗中都没有修渠引水情节。
在他们的诗作中帕尔哈德只是为满足亚美尼亚

公主西琳修造的奶池需要而出现的。

但是,在纳瓦依笔下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

情经历与∃奶池%无关,而是与开山修渠、引水为

民造福等现实问题相联系。这种革新使帕尔哈

德的形象特有的个性更加突出,并更加完美了。

美丽的公主西琳在纳瓦依的笔下不爱侵略者霍

斯罗国王, 而是爱恋勤劳勇敢的秦国王子帕尔

哈德。帕尔哈德为亚美尼亚人民修渠引水工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西琳。

纳瓦依的长诗中, ∃西琳并不是修−奶池# 的倡导
者,而是考虑国家和人民命运的聪明公主,引水

工程的倡导者等身份而出现的。% (

纳瓦依在其作品中借助民间故事中的英雄

考验母题, 极大地发展了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

情经历。帕尔哈德从遥远的秦国跨上旅程, 翻

山越岭,途中消灭了三个阻碍,即毒龙, 铁人, 恶

魔阿赫拉曼。然后来到亚美尼亚修渠, 参加水

利工程建设。经帕尔哈德无限的努力, 干涸的

山上终于有了水。他在这过程中逐渐成熟并经

受了锻炼。也就是说, 在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

情故事中,蕴藏着人民群众的理想,以人民利益

为重的一种高尚的情操。

以帕尔哈德为首所开凿的运河被称为∃生

命之河%, 水库被称为∃恩惠之海%。从他为河流
和湖泊所取的名字中也可以看出纳瓦依对水问

题的重视程度。纳瓦依认为, 水即生命,水即救

星。因此, 帕尔哈德与西琳纯洁的爱情以这个

重要问题为媒介而显得更加高尚。诗人的 帕

尔哈德与西琳 比其导师内扎米,阿密尔∀霍斯

罗等人的 霍斯罗与西琳 表现了更为深刻的民

族性和伟大的人文主义特点。纳瓦依笔下帕尔

哈德与西琳之间的爱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

望,心声以及利益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四)

纳瓦依在自己的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 把

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中的一些传统题材、母题

及叙事结构特点与 帕尔哈德与西琳 长诗的传

统题材情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叙

事长诗具有新的特点。

帕尔哈德与西琳 长诗的题材最初(公元

7- 8世纪)是在伊朗、阿塞拜疆、高加索及中亚

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广泛流传。通过 12世

纪内扎米∀甘吉维所写的 霍斯罗与西琳 ,这些

传统的题材才得以定型为叙事诗体裁, 其情节

变成为∃神圣的情节%。从此, 写作该长诗的诗

人都根据这些传统题材,进行再创作,写作自己

的同名作品。到 15世纪, 他对该长诗的传统题

材进行了较大的变革,溶入了突厥史诗的叙事

方式、情节和母题。在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这

种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该作的序诗中他论

述了自己的创新之处:

但愿我诗作的构思充满新意,

但愿人们读它时没有雷同之感。

一味地重复他人之语,

对于读者又有何益处?

尾随别人骑马行路不是好事,

踏着别人走过的路前进并不光彩。

在别人的花园里采撷鲜花有失体面,

我的诗作中许多是我亲手培植的花

坛。( 

纳瓦依创作 帕尔哈德与西琳 时,将突厥

史诗中的许多叙事程式与该长诗的情节结构有

机地结合起来。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中帕尔哈德

形象的塑造完全是按突厥史诗中的英雄成长模

式来加以叙述的。

在突厥语民族中广泛流传的 玛纳斯 、乌

纳瓦依研究



古斯传 、阿勒帕米斯 、阔布兰德 、古尔∀奥

古力 等英雄史诗中,英雄的身世一般由固定的

情节框架来组成的: ∃即, 突厥史诗中英雄的身

世一般由英雄特异的诞生    非凡的少年时代

   求亲成婚    生命受到了威胁    远征

   凯旋(或阵亡)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这几

乎成为突厥史诗中英雄身世的一种固定框

架。% (∀

作品
情节框架和母题 英雄特异诞生 英雄非凡的少年 英雄结义 英雄 远征 英雄考验

乌古斯传
史诗的前部分已

残缺

四十 天后, 长 大

了 , 走路了, 玩耍

了。他牧放马群,

骑马, 打猎, 成为

一名无畏的英雄。

   
英雄乌古斯率领

大军, 向四面八方

进行远征。

乌古斯杀死了凶

恶的独角兽, 为民

解除危害和痛苦。

玛纳斯

年老的加克普无

子, 十分悲伤。向

上天求子, 妻子神

奇的怀了孕。

玛纳斯从童年起,

开始表现了无与

伦比的英雄气概。

他率众反抗敌人。

表现了英勇顽强

的精神。

英雄玛纳斯与契

丹王子阿勒曼别

特结拜为兄弟。

玛纳斯作为全民

族的英雄, 对卡勒

玛克人进行了长

期的斗争。

玛纳斯求娶卡尼

凯时, 接收难题考

验。

阿勒帕米斯

年老的父母无子,

母亲在一棵树下

睡觉, 她 梦中得

子, 醒来 果然受

孕。

英雄阿勒帕米斯

在少年时代体现

了非凡而顽强的

不屈的英雄气质。

英雄阿勒帕米斯

与勇士哈拉曼结

拜为兄弟和朋友。

阿勒帕米斯率军

进行远征。

英雄阿勒帕米斯

求娶巴尔琴时, 接

收难题考验。

帕尔哈德

与西琳

Qin国的国王年老

无子, 非常痛苦。

向安拉祈子, 国王

年老的时候, 王后

神奇的怀孕。

帕尔哈德在少年

时期成为一个勇

敢的英雄, 他学会

了各种手艺和开

山凿石的本领。

帕尔哈德与伊朗

青年夏普尔成为

好友。

帕尔哈德得知亚

美尼亚旱灾重, 翻

山涉水, 到远方的

希腊和亚美尼亚,

帮助人民的修渠

劳动。

帕尔哈德在路上

杀死巨龙, 征服了

阿赫拉曼 恶魔。

在亚美尼亚奇迹

般地完成了引山

泉灌溉的水利工

程。

! ! 从以上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瓦依在

描写自己英雄帕尔哈德的身世时, 完全是按照

突厥史诗传统的情节模式来构造的。如同乌古

斯汗、玛纳斯、阿勒帕米斯等史诗英雄一样, 帕

尔哈德也是因父母一直到老未有身孕,向上苍

祈求子女, 年老的母亲神奇怀孕而生的。他的

少年时代也是在非凡的事件中度过的,最终成

长为一个无所畏惧、力大无比的勇士。因为在

其父亲的宝库中所藏的伊斯坎德尔宝镜中看到

西琳的容颜后, 陷入一种想象中的爱情之中。

因此,他踏上征程,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朝着智

慧之都希腊前进。如同乌古斯汗杀死为世人带

来灾难的独角兽一样, 帕尔哈德也在旅程中经

过苦战杀死一巨龙, 战胜一个使世界陷入黑暗

的巨妖阿赫拉曼, 并使之归顺。从而打开了伊

斯坎德尔之谜。他还在一座高山上的山洞里面

见了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并且在精神上得

到了升华,然后去亚美尼亚解除旱灾。正如同

郎樱女士所说: ∃ 当亚美尼亚人民面临旱灾威
胁,正在艰难地开山修渠时,他与挚友夏普尔启

程前往亚美尼亚去帮助那里的人民解除痛苦。

在开山工地上, 他奇迹般地完成了引山泉灌的

水利工程,实现了为民造福的心愿。%(∀

帕尔哈德这一形象的特点与突厥史诗中的

英雄为整个民族利益而进行的英勇业绩十分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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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纳瓦依通过 帕尔哈德与西琳 , 把中近东

广泛流传的传说故事移到了自己的故乡, 移到

了自己的民众当中。作品的开头, 他就以爱恋

之情谈到了 ∃ 赫达% ( Hita ) , 秦 ( Chin )、和田

(Hotan)等名称。整个长诗的情节发展都是围

绕着当时的现实社会问题,民众的愿望和理想

而展开的。纳瓦依在其 五卷诗 中所描写的主

人公与内扎米和阿密尔∀霍斯罗之 五卷诗 均

有所不同。纳瓦依把叙事长诗的人物安排在突

厥民族土地上, 也即安排在秦 ( Chin) , 马秦

(Machin)等国的土地上。在纳瓦依的作品中所

出现的∃ Chin%,指的是现在的新疆, ∃Machin%指
的是现在的和田, 赫塔( Hita )指的是中国。总

的来说, 东方古典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

∃ Chin%在地理方面指的是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区

域,也就是历史上的西域。把费尔多西的 列王

纪 (又名 王书 )翻译成汉文的张鸿年先生虽

把该书中出现的∃ Chin%译成∃中国%, 但他对于

其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 ∃该史诗中的
∃ Chin%系指西北部原为突厥人统治地区, 而不

是指中国内地%。(#

俄罗斯著名学者别尔捷尔斯在考证纳瓦依

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身世时,都直接与中国突厥

斯坦,也即新疆相联系。他认为,纳瓦依作品中

的∃ Chin%不是中原,而是中国突厥斯坦,也就是

今天的新疆。所以, Chin国王子帕尔哈德也是

个新疆维吾尔人。(∃

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意识到, 纳瓦依出于

对本乡本土的无限热爱, 不是从别的国度寻找

自己作品的主人公, 而是取自自己的民族,也即

取自突厥语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当中。

因此,纳瓦依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将自己的

帕尔哈德与西琳 以突厥语民族人民所熟悉的

内容,形式来加以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喜爱的作

品。在这一点上,他从始于 11世纪喀喇汗王朝

时期的维吾尔  突厥书面文学传统中更多地汲

取了营养, 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传统。尤其是

他 五卷诗 中的长诗 帕尔哈德与西琳 、七星

图 、伊斯坎德尔城堡 等作品中这种意愿表现

的更为明显。对此,巴图尔∀艾尔西丁诺夫这样

评述: ∃古典诗人在借助传统题材时, 多数情况
下以接近自己的民众和自己的生活环境为目

的。因此,这种题材往往在当地民间传说的基

础上来构造。% (%纳瓦依在其 五卷诗 中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作Chin(中国新疆)人来做描写。在

伊斯坎德尔城堡 、七星图 等长诗中,把画家

摩尼( Mani)也是要作∃ Chin%人来描写的。 帕

尔哈德与西琳 中帕尔哈德的老师、以及朋友卡

伦(Qarun)、夏普尔( Shapur)、拜赫拉姆( Behram)

等人都是与 Chin(中国新疆)相联系的。 七星

图 中拜赫拉姆所宠爱的妃子迪丽阿拉姆也是

一位 Chin 国姑娘。拜赫拉姆为了重新获得她

的爱情,与∃ Chin%(秦国)皇帝建立了联系。

这一切∃并不是随意加入的情节,是因发展

突厥叙事诗传统为目的而来的。同时,纳瓦依

五卷诗 中的帕尔哈德、摩尼、卡伦、夏普尔、迪

丽阿拉姆、伊斯坎德尔,以及其他人物都与古代

龟兹千佛洞,和田玉雕、吐鲁番摩尼教绘画有着

紧密地关系,古代维吾尔人将这些古老的形像

联结与千佛洞、玉雕艺术、摩尼教和佛教壁画来

结合在一起解释的。%(&

但是,纳瓦依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祖国%乡

土意识, 他用自己的笔让帕尔哈德踏上了长途

旅程。让他经过许多国家, 城镇到达智慧之都

希腊,使他与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会面。通

过这一切的经历,使帕尔哈德获得了知识学问,

军事技巧,以及各种技艺。使他在精神方面也

同样得到一种完善的升华, 最后使他到达了西

琳的故乡亚美尼亚。在这里他协助人民群众开

山凿石, 修渠引水。在帕尔哈德非凡力量和奇

异的能力作用下, 这个工程得以圆满完成。正

在此时,他与美丽的西琳姑娘相见,并坠入了爱

情之河。他们的纯洁爱情有坚实的精神基础。

爱西琳的帕尔哈德,也同样爱西琳美丽的国家,

人民和土地。为了亚美尼亚人民的安宁和平生

活,帕尔哈德投入了反抗侵略者霍斯罗的战争。

∃纳瓦依在自己的作品中使帕尔哈德的命运与
西琳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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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这些民众获得了平安生活, 祖国有了一个

安宁的秩序,帕尔哈德才能感到爱情、个人命运

有了保障。这就是帕尔哈德这一形象最为重要

的特点之一。%(∋

纳瓦依使这一部长诗具有了世界性, 同时

热情地描写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在纳

瓦依的笔下帕尔哈德是 Chin人, 西琳是亚美尼

亚人,夏普尔是伊朗人,苏格拉底是希腊人。他

的人物来源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

国度。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爱人类, 相互

尊重和为自由而斗争的高尚原则上。这一切显

明地表现了纳瓦依特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

这部长诗中的热爱劳动, 崇尚知识学问、珍视技

艺,肯定人的价值等积极的观点都体现了 15世

纪突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

注释:

& ! 参见 维吾尔文学史 ,第 368- 369页, 新疆大学出

版社, 1998 年版。

∋ ! 转引自郎樱: 从1霍斯罗与西琳2到1帕尔哈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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