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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斯托，波特夫 

是一面越来越高地飄揚 

在新的、民主的保加利 

亞上空的旗幟

格奥尔基 I 季米特洛夫

― 代 序 一

始終不渝的民主共和主义者，政治的和宗敎 

的黑暗反动势力和兇狠的沙文主义的不屈不撓的 

敌人， 爭取同偉大的俄罗斯人民締結永恒的友 

誼、建立南方斯拉夫联邦和巴尔干各国人民以及 

其他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間的兄弟合作的热情战 

士，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爭的天才詩人赫 

里斯托，波特夫，是上世紀保加利亞民族解放运 

动中最有才华和最有远見的領袖。

但是以赫里斯托，波特夫和更早期以瓦西 

尔^列夫斯基、柳宾^卡拉維洛夫和格奧尔基，班 

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人民民主和共和的方針，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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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民吧！

讓我們像赫里斯托，波特夫那样無限忠誠地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吧！

讓我們像赫里斯托，波特夫那样大無畏地同 

人民的敌人进行斗爭吧！

永恒的光荣归于到現在为止在保加利亞还是 

無与倫比的、幷且將継續永远活在保加利亞一切 

男女爱国者心灵中的偉大的赫里斯托，波特夫！

(本文发表子1946年 6 月3日保加利亞共产党机关报 

“工人事业报”。）

①科堡是德国城市名，是1887年即位的保加利亞王公菲 

迪南一世退位后經常居住的地方。 此处指菲迪南王 

朝。

@指 1 8 7 7—1878年保加利亞从土耳其异族奴役中获得的 

解放。



以科堡①王朝为首的大資产阶級和掠夺集团所执 

行的反人民政策而沒有实現，迖个王朝在保加和 

亞解放②后就在保加利亞的社会政治和国家生活 

中取得了領导地位，幷且將我国导入了兩次巨大 

的民族災难，而在1944年又使保加利亞面临更加 

可怕的第三次災难。

赫里斯托，波特夫和我国复兴时期人士的民 

主共和事業已由我国人民的各种政治、社会、經 

济和文化团体所代表的整个人民繼承了下来，这 

个事業在1944年 9 月 9 日祖国陣綫的胜利和祖国 

陣綫政府目前所实行的对外对内政策中获得了胜 

利。

我国偉大的民族英雄、革命者和詩人赫里斯 

托 ，波特夫現在也还是保加利亞人民、保加利亞 

青年和保加利亞的人民学生界的最崇高的榜样。 

在今天爭取民主、人民共和国和民族独立，爭取 

我們民族的进步和繁荣的斗爭中，赫里斯托-波 

特夫是一面越釆越高地飄揚在新的民主的保加@ 

亞上空的旗帜。

譲我們像赫里斯托，波特夫那样無限地热爱



波特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故城和鄰近的 

卡尔洛沃城度过的，他父杗曾在卡尔洛沃任敎。 

波特夫在故乡讀完普通中学三年級以后，由子当 

代敎育家納伊登，盖罗夫的帮助，得以在敖德薩 

的一所中学里讀書。不久，由子敖德薩的保加利 

亞侨民中富裕人物的压力和学校的反动領导，停 

止了这个热爱自由和思想进步的青年的助学金， 

波特夫被迫在异乡过着貧困艰苦的日子。在那里 

他和波蘭流亡革命者很接近，甚至于曾在一个波 

蘭家庭中住过。波特夫在敖德藤十分注意俄国的 

革命出版物，攻讀俄国文艺小説，接受了空想社 

会主义的思想，幷且寻求同赤貧阶层的联系，因 

为他認为，赤貧阶层是社会的革命阶級。他在敖 

德薩奠定了自己的革命思想的基础。

1866年秋，波特夫在比薩拉比亞札杜納耶夫 

卡村的保加利亞学校里做敎員，幷且在那里投身 

子农民的革命敎育工作。他受到沙皇警察的怀疑 

后，便离开了村子，子1867年春回到了故乡卡洛 

菲尔城，接替了他年迈的父亲的工作。波特夫在青 

年和知識分子中間傳播他在俄国接受的革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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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斯托^ 波特夫小傳

赫里斯托.波特夫生于1848年12月25日（旧

曆 〕，他的父亲波丘，派特科夫是当时覚醒的小 

城卡洛菲尔最有名的教师之一。伊凡|伐佐夫在 

囘忆波特夫时説： “我看到他正在千人群众大会 

上以响亮的、由于激动而顫抖的声音作着青年人 

特有的、热情洋溢的演説^ ”波丘，派特科夫在 

教学工作中傳播俄国的进步思想，幷参加了保加 

利亞人民爭取教会自由①和民族独立的斗爭。詩 

人的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受到真正保加利亞精神 

教养的女子，会唱許多保加利亞民歌。波特夫生 

長在迖样一个家庭環境中，成長为一个具有強烈 

个性和熾热的想像力的酷爱自由的青年。



的情况，波特夫繼續和流亡革命者保持联系，幷 

参加出版工作。他在学校中講演，参加 了 “鼓报” 

的編輯工作。

1869年春，波特夫在罗馬尼亜的阿历克山德 

里亞城任教，后轉到依茲曼依尔。在这里他認識 

了著名的革命者謝尔盖伊，納查耶夫，开始同俄 

国革命运动發生了联系。但是不久，詩人又陷入 

了拮据的流亡生涯，因为依茲曼依尔村的預算中 

沒有保留他的教师职位。波特夫重返布拉依拉， 

开始出版“保加利亞流亡者的話报”。該报是在 

1871年 7月10日創刊的。波特夫在“保加利亞流 

亡者的話报”上發表了許多革命文章，幷在其中 

發表了那时以前写成的大部分詩歌〔“分担”、

“离別”、 “給我的第一个恋人”、 “斗爭”、 

“海杜特”和 “私奔” 〕。但不久报紙就因波特 

夫患病和缺乏出版經費而停刊了。

在 “保加利亜流亡者的話报”停刊后，波特 

夫成为卡拉維洛夫主編的“自由报” 〔以后改名 

‘‘独立报”）的工作人員。 “自由报”發表了波 

特夫的許多小品文和在这一阶段写的詩歌。在卡



会主义思想。他組織青年学習射击，积極培养他 

們参加反对人民的奴役者的武裝斗爭。波特夫的 

一个最勇敢的表現就是在1867年基里尔和麥托迪 

节 @，他虽沒有被邀請在紀念大会上發言/但是 

他講了話，説明了进行全民反对土耳其奴役者斗 

爭的必要性。他的演説吓倒了保加利亞財主們， 

于是他們迫使波特夫离开了卡洛菲尔。从卡洛菲 

尔时期开始，他在派，斯拉維科夫編輯的“盖伊 

达报”上發表了第一首詩作‘'致母亲”。

波特夫从卡洛菲尔到罗馬尼亞去筹划到俄国 

繼續学習的費用。但是他的希望沒有实現，只得 

留在罗馬尼亞。1867年11月，他在布加勒斯特看 

到赴俄国的可能性完全絶望了，就到布拉依拉 

去，在一个革命者开办的印刷厂中工作，天天和 

流亡革命者在一起，准备隨国外的起义队伍进入 

保加利亞，这时他还写了許多革命文章和詩歌。

波特夫受着艰苦生活的折磨，和疾病、貧困 

为伍，于是就和布拉依拉剧团一起到布加勒斯特 

去，但是年青的詩人在迖里也找不到糊口的机 

会。这时他認識了列夫斯基③。不顧迖一切困难



教会自由的斗爭。

@基里尔和麥托迪是創造斯拉夫文字的兩兄弟，保加利 

亞定子5月24日紀念他們，現定該日为文化教育节。

@保加利亞民族解放运动中著名領袖、保加利亞革命秘 

密委員会的組織者，長期巧妙化裝活动，土耳其人抓 

不到他。后被叛徒出賣，被捕，1873年在索非亞被絞 

死，波特夫钰为他写了有名的輓歌“瓦西尔’列夫斯 

基的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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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維洛夫脫离革命斗爭以后，波特夫开始出版了 

“旗帜报’’〔 1875年 1875年，波特夫参加了 

保加利亞中央革命委員会的組織工作。他积极参 

加了国内全民起乂的准备工作和遣送起义队伍橫 

渡多瑙河的准备工作。1875年秋天，由于意見分 

歧，他辞去了保加利亞中央革命委員会委員的工 

作。但是他幷沒有放棄以后的革命活动。四月起； 

义煤發以后，波特夫做了一个起义队的首領，起 

义队就在奥黾亞霍沃的科茲洛杜伊村渡过了多瑙 

河，参加人民的解放斗爭。1876年5月19日（即新 

暦6月2 日〉，波特夫在伏拉察县沃拉峰被土耳其 

子彈击穿而牺牲。这样，迖位革命詩人終子实現 

了他的把自己的生命貢献給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 

理想。

波特夫的詩作幷不多，但是这呰詩作和他的 

政論加在一起却是保加利亞在复兴时代的文学和

文化的最高成就。

①直到十九世紀初，保加利亞东正教会属希躐管轄。民 

族解放运动开始时，有民族覚悟的革命者进行了爭取



—个保加利亞学生，每一个爱国者都知道：

請你使我的手更加有力，

好讓我在奴隶起义的时侯，

在战斗的行到里 

找到食己的玫墓！

当他投入反对祖国的奴役者的战斗中时，他 

的快乐真是無穷的。对人民的偉大的爱喚起了 

他，这些人民飽受奴役和貧困，但是怀着爭取自 

由的坚定意志，坚信能从奴隶枷鎖中获得解放。 

他的快乐是無穷的，因为他像那个世紀一切偉大 

的人物一样，相信人类未来的光輝的日子—定会 

到来，相信人民間的友爱一定会实現。

1876年 5 月波特夫和他的起义队伍截获了奧 

地利輪船“拉戴茨基，，号，渡过了多瑙河，在保 

加利亞岸边登陆。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中成为英雄 

主义和对被奴役的祖国忠誠和热爱的光輝典范。

波特夫的一生和那个时代---保加利亜民族

解放迗动的时代---許多傑出的活动家的一生一

样，結束得很早，他二十八岁就逝世了。

民歌、歌頌光荣的海杜特@和人民的卫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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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大 的 先 驅 者 4

霖 雀 留得米尔.斯托揚婼夫

从赫里斯托.波特夫英勇牺牲的那一天到現 

在已經过了八十年。从那一天起，他就永生在后 

代人們的記忆里。波特夫是保加利西革命解放运 

动思想的創立者，是爭取独立斗爭中的領袖。然 

而他的英名所以不朽，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傑出的 

革命战士，同时也因为他是保加利距最偉大的古 

典詩人。

“当我想到‘我的祈禱，①正在实現的时  

候，我感到快乐，我感到無限的快乐。” 一 詩 人  

在 “拉戴茨基”号船②的申板上給自己在布加勒 

斯特的同伴們这样写道。説到这个“祈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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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个同代人和同学証实説： “波特夫向我叙 

述了小説‘怎么办？，的内容，使我不得不去找 

到这本書来念。”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波特夫 

最早的老师，他們給他指出了他那个世紀的革 

命任务，奠定了他对保加利亞人民解放事業的信 

心。

他相信人民的力量。在他的文章和詩歌中， 

人民的力量是以怎样的熊熊烈火在燃燒着啊！人 

民的力量在革命活动中鼓舞着他。

詩人在布加勒斯恃时期的生活是在貧困、流 

浪、 牢獄中度过的。 波特夫不顧这一切， 他是 

充沛的精力的化身，充滿了創作的灵感。他始終 

关怀着被奴役的患难的祖国， 渴 望 着 “人民革 

命，，〇

“人民革命”，波特夫把自己对解放保加利 

亜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的革命上，他認为人民革命 

能解决当时保加利亜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問題。这 

个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凱旋門”为它們开闢了走向 

繁荣、文明的道路。詩人在“人民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国人民沒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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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史詩，是詩人波特夫从之汲取光輝形象和 

巨大文思的不竭的源泉。波特夫幼年时便很熟悉 

这些叙述巴尔干山的傅奇以及叙述海杜特和人民 

領袖的故事。

他从小生長在卡洛菲尔城，看到許多政治压 

迫和社会上的不平。詩人在他的一篇随笔“土耳 

其司法的范例，，中写道：“在卡洛菲尔城，我認識 

到財主和穷人、土耳其人和人民之間的区別。’’ 

在达篇文章中，他描絵了土耳其奴役时代的駭人 

听聞的景象。

詩人的父亲波丘.溉特科夫是保加利亞当时 

著名的教育家，他殷切地期望自己的兒子能到俄 

国去学習。由子他的联系安排，迖个願望实現了， 

波特夫在敖德薩一所普通中学④四年級学習。在 

那里他第一次讀到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 

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滲透着人道主义和热爱自 

由思想的俄国古典文学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 

想，对波特夫的世界覌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他所敬爱的作家之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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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夫説到，人类走向新的、自覚的創造生 

活的覚醒和理性的胜利，只有在人們摆脱了宗敎 

的麻醉以后才会出現。 “我的祈祷”鮮明地表現 

了他的反宗敎信仰、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他对未 

来的人民之間的友爱的信念。他反对非真实存在 

的神，幷説：

……是你，理智的上帝，

奴隶的保护者，

人民不久就要

慶祝你麵生的日子！ @

在奴役和反动統治的一片漆黑里，需要多么 

清明的理性才能預見几乎在一百年以后才出現的 

人民之間的友爱的曙光啊！

波特夫为新的、革命的和現实的艺术而奋 

斗。艺术和文学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爭取最好 

的生活的斗爭服务。 根据他的意見， 科学、 艺 

术、文学应該适应人民的生活、意向和需要。不 

应該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他提倡可以 

帮助人民进行爭取自由和社会权利的斗爭、可以 

丰富人民知識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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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現在，而只有未来，幷且是光明的未来，因 

为它將和其他斯拉夫人民一起对全世界和整个人 

类作出貢献。，，在这黑暗的时代里，就能迖样深 

信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这是对祖国人民真正的热 

爱啊！

波特夫的作品推动了保加利亞詩歌的發展， 

成为千万人的財富。波特夫的优良傳統牢固地树 

立在我国的文学中，他的作品在后代的革命教育 

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波特夫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不完全是 

一个空想主义者一一我們可以从他对巴黎公社和 

保加利亞公社的信条辯护中看出，他虽然还未見 

到可以实 現 “社会变革”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力 

量，但他从来不把政治和社会的解放割裂开。 

偉大的詩人毫無保留地揭露了人民的剝削

者：

他們搶劫飢饿的人戾：

卑鄙的財主搶劫人民，

貪婪的商人搶劫黃金，

神甫用绘上帝作礼拜來欺鶫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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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告訴我，可憐的人民， 

是誰讓你在这奴隶的搖籃里沉陲？ 

是那个过去把救世主殘忍地 

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呢，

还是那个多年来一直在对你歌唱：

‘‘忍耐就能拯救自己的灵魂”的人”

是他呢，还是他的代理人，

洛約拉①的兒子、犹大@的弟兄， 

真正的叛徒、

預告穷人新的疾苦的人、

更加胡作妄为的土耳其逃兵，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他关子文学和生活 

必須紧密联系以及艺术形式和内容应該一致的思 

想，成了保加利亞革命者波特夫在詩歌和政論中 

的基本守則。

对保加利亜人民来説，赫里斯托’波特夫的 

詩歌是保加利亞文化的最珍貴的宝庫，因为它反 

映了人民的理想，反映了人民对真理和正义的胜 

利、对人民有权过問自由和幸福的生活的信念。 

他的詩歌中的国际主义热情，使千百万为真理和 

正义而斗爭的人們对他的詩歌感到亲切。

本本文發表於1956年第9期 “新保加利亞’’。

①波特夫有一首名詩叫“我的祈禱”。

@  1876年 5 月波特夫率領起义隊伍从罗馬尼亞渡过多瑙 

河进入保加利亞时，截住奥地利論船‘拉戴茨基”号， 

令其運送除伍过河。

@ 見 第 41頁註。

④  指非宗教性的学校。

⑤  見 “在酒店中”。

@ 見 “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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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数着日子，信任着这群畜生， 

連我們也等待着自由的来临！

# 这首詩强烈地表現了詩人对統治阶級、 对宗教的痛 

恨。1870年初次发表在‘‘自由报，，上。

①  洛約拉.依格納提；；1491—1556〉，西班牙人，耶麻 

会的創立人，16世紀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反动派主 

要活动者之一

②  殺死耶稣的人。



出卖了兄弟，杀死了父亲的人!

是他嗎？ ^ 告 訴 我 。人民不作声！

鎵銬發出沙啞的可怕的响声，

从錬銬声中听不到爭取自由的呼声：

人民紧皺着双眉，只用头指向

那烏合之众----- 群畜生，

穿着長袍，配着花纓，一群長着眼睛的瞎子。

人民指着，汗从血染的頟头 

流到墓碑上；

十字架插在活生生的軀体里，

鉄銹腐蝕着爛骨，

巨蛇呑噬了人民的生命，

本国的和外国的客人也在呑噬！

可憐的奴隶忍耐着，

我們不知羞恥、毫無怨言地混着日子， 

从我們的脖子上了枷鎖那时起，

从人民帶了鎵銬那时起，



你的一个兒子，保加利亞啊, 

沉重地吊在絞架上。

烏鴉嘎嘎地叫，像在报丧， 

惡狗和群狼在田野里狂嚎, 

老人們虔誠地祈告上帝， 

妇人們哭泣，孩子們号叫。

冬曰唱着醜惡的歌，

狂風在賴野中追逐着荆棘, 

严寒、冰冻和絶望的哭泣, 

把悲愴塡滿了你的心胸。

#瓦 西 尔 ，列夫斯基是1873年被叛徒出賣而栖牲的保加 

利亞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潁袖、保加利亞革 

命秘密委員会的天才組織者。 波特夫这首悼念他的 

詩，是保加利亞文学中最好的一首輓歌。1876年发表 

于 “日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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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西永^列夫斯基的絞刑^

啊，我的母亲，亲爱的祖国，

杯为什么哭得迖么悲惨，这么可憐？ 

你这烏鴉，可惡的鳥，

又是在誰的坆墓上迖样嘎嘎地叫？

唉，我知道，知 道 一 母 亲 ，

你哭，因为怀是不幸的奴隶，

因为你神聖的呼声，母亲，

是無援的呼声，是沙漠里的呼声。

哭吧！我看見：在索非亞城的近郊， 

高高矗立着一座黑色的絞架，



帶着聪明的牧羊狗一 

不帶錢包，不收俸祿的忠心耿耿的部長大人 

們，帶領着羊群，

这个皇帝一看見牠們，

就会説:

“真値得羡慕，迖些羊比我的人民还活得幸 

福！”

羊群向前走，还帶有一些小羔羊，

向前走，因为道路崎嶇而筋疲力尽，

为了聖乔治一神明的強盜，

所有的羊都要年紀輕輕的在刀下臥倒…… 

难道愚蠢笨拙、沒有生灵、脔爛了的死人， 

还需要祭品么？是牧羊人需要，

是飢餓的喉头、喝醉了的神甫需要，

人民啊，就像皇帝 

为了自己的那些荒淫的妃后，

为了那些压榨掠夺你們的人們需要你們一 

样！

而你們却为他們流汗流血，

甚至子在受鞭笞的时候还要跳舞！



聖 乔 治 节 ' 11

“去吃青箄吧，

你們这些爱和乎的人民！

为什么要铪畜生识舍由？

屯們只該被屠宰和剪毛^”
---普希金

狂欢吧，人民！年老的、年幼的，

今天都讚美神和皇帝吧！

今天是聖乔治节。昨天羊群 

踉在牧羊人身后睜怦叫，

这个無憂無虑、呆头呆腦的皇帝，

像世上所有的皇帝一样，

手执漂亮的羊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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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母 親 4

是你嗎，娘，这末凄切地歌唱, 

是你嗎，把我咒駡了三年， 

因为我当了不幸的流浪汉，

遭遇到种种内心所僧恨的事情？

是我浪蕩光了父亲的产業，

还是我打得你遍体鱗伤，

才使我的青春，娘 

弄得千創百孔，枯萎、焦黃？！

亲爱的同伴們看我很快活，

因为我同他們一起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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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 今天，穷人和闊倍

都在那里喝得醉醺醺----

他們同神甫一起歌唱、讚頌神和皇帝…… 

狂欢吧，人民！羊就这样跟在帶狗的牧羊 

人身后，

坪叫看向前走。

拿 这 是 -首 翻 詩 ， 借聖乔治节（祭祀死人的日子〕为 

題，揭露社会的压迫和剝削現象，諷刺人民的忠順。 

1873年初次發表在‘‘鬧鐘报”上。



讓我这顆年青的心，这空虛的灵魂， 

向可憐的你哭訴……

亲爱的父兄姐妹啊，

我要誠摯地把你們拥抱，

然后讓我的血管僵硬，

然后讓我在坆墓中爛掉！

^首詩是波持夫解期作品之―，是詩人的第—齡  

写于敖德薩，他当时不伹受到艰苦生活的压迫， 

^ 經 ^ 不能实現自己脑働痛苦，子是 

痛的心、觸 獅 廳 自 碰 離 ，希

土  1867年初次发表在伊斯坦布尔出馳“蓋伊这 

^  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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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却不知道，我已經衰老，

我的青春，已經被严霜摧殘！

他們哪里会知道？

我沒有朋友可以向他把心里的話傾吐； 

告訴他我爱誰，我信仰什么一一 

我的夢幻和思想一迖一切一直使我煩惱。

除了你，我的母亲，我沒有別人，

你是我的爱情和信念；

可是我的心己經燒尽：

我已經不像过去那样爱你。

娘，我过去多么，多么向往，

我們兩人能共同看見光荣和幸福；

我曾經感到有力量一一我曾經充滿了希望! 

但是請你准备把这一切希望埋葬！

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只剩下可憐的一个人; 

讓我投入你亲爱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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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誰会把手 

放到我这顆受苦的心上?

沒有人，沒有人！

这顆心不知欢乐，不知自由；

只会用狂烈的跳动，

来响应人民的哭号！

兄弟啊，我时常伏倒在 

人民的悲惨的坆墓上哭泣；

可是告訴我吧：

在迖可惡的、死寂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可讓我 

尊重呢？

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

你对真誠崇高的召喚沒有反响， 

对于上帝的召喚^人民的哭号 

却也無动子衷！



致 兄 弟 I

沉痛啊，兄弟

生活在这些不明事理的蠢人中間; 

我的灵魂在烈火中衰老，

我的心在痛楚中煎熬。

我热爱亲爱的祖国，

我严守它的囑託；

可是我自己啊，兄弟，

却因僧恨这些蠢人而不知所措。

暗淡的夢幻，澎湃的思潮， 

撕裂了年青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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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她，

你問我，为什么 

黑夜来到你家，

我怎样跳越籬笆，

我想偷什么。

我不像你的丈夫那样年老， 

在夜間什么都看不到：

我有一个好伙伴，

就是我腰中的利刀。

夜黑得伸手不見掌，

我像巨蛇一样鑽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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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解放运动之初，波特夫被革命解放的思想所吸 

引，感到万分兴奋激动，但是看到大部分保加利亞流 

亡者还沒有覚悟到組織起来进行解放斗爭的必要，深 

为痛心，便写了这首詩，向能了解他的伙伴嘲諷抨击 

那些昏庸的、对被奴役的祖国無动子衷的人們。1868 

年初次发表于布拉依拉出版的“多瑙河的黎明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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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窗口里探出了一个人头

微微一笑。

我立刻就認出这是你， 

到这时，我才猛然惊醒； 

“下次再説”，我同夜鶯説， 

接着就又跳越籬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漆黑的夜里， 

这可怕的时刻走来：

我們兩人中間一个將要死去^ 

或者是你的丈夫，或者是我！

这首詩当時只在1875年波特夫編选的“詩和歌，，集中 

發表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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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看，望着---- '切都在沉睡，

你也在踉怀的丈夫一起熟睡。

我在花园里坐下，

有力的手里紧握着利刀：

我説，刀要出鞘了，

它將体現我的憤怒。

我望望屋里，蠟燭在燃燒 

你們睡着^我心中充滿了 

強烈的火焰，憤怒在燃燒，

狂怒將使我窒息，

我兩眼盯着蠟燭，

可是沒有發覚：

黑夜已消逝，

黎明已来到。

夜鶯在婉轉歌唱：

喜悦地迎接黎明；



他們搶刼飢餓的人民：

卑鄙的財主搶刼人民，

貪婪的商人搶劫黃金，

神甫用給上帝作齓拜来騙人！

你們搶劫人民吧，混賬的傢伙們！

你們搶劫人民吧！有誰干渉你們？

人民不会很快地站起来：

我們全都是人手一杯酒；

我們喝酒，我們唱那些热血奔騰的歌兒， 

我們向暴君呲牙咧嘴；

酒店对我們来説太小一 

我們高叫：“上巴尔干山去！，，①

我們局叫着，，可是一旦从酒醉中醒来， 

就忘記了自己的話和誓言，

在人民的神聖的牺牲者面前，

無动子衷，滿面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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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酒 店 中 #

煩悶啊！煩悶啊！把酒拿来吧！ 

但願我喝得醉醺醺，

好忘記你們这批

連恥辱和荣譽都分不清的蠢貨！

讓我忘記自己的故乡，

父亲留下的可爱的家园 

和那些把自由和战斗精神 

遺留給我們的人！

讓我忘記自己貧困的宗族、 

父亲的坆墓、母亲的哭声， 

和那些用高尙的方法 

把最后一口面包夺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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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國 者 ，

他是一个爱国者— 把灵魂都献給了 

科学和自由； -

但，不是自己的灵魂，兄弟們，

而是人民的灵魂！

他对大家行善，

你要知道，这只是为了金錢，

他是个人 ^怎么办昵？

子是連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从不忘記作乱拜；

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个才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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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在胡作妄为，

玷汚我們的家乡：

杀戮、絞死、毒打、辱駡、 

处罰被奴役的人民！

啊，斟滿酒吧！我还要喝！----

好讓我的灵魂感到輕松，

好扼杀我清醒的感覚，

好讓我的男子汉的手变得軟弱！

不管敌人怎样，我还是要喝酒，

不管怀們，爱国者怎样，我还是要喝酒! 

我己經沒有什么可亲可爱的东西，

而怀們^怀們全是儍瓜！

①

？特夫在罗馬尼亞流亡时，看到很多爱国志主非常怀 

^ 3酿 人 民 ，但只在口头上空談，而不进行 
芦。他对这种情況感到憤慨，並为此苦惱，子是就， 

「这首詩表达他当时的心情。1873年初次發表在‘‘独

立报”上。

指去參加人民反土耳其奴役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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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沒 漢 #

快，流浪汉，快走，

早一点赶到家园；

你家門外在跳着霍罗舞①， 

你將从跳舞的人群中穿过。

孩子、大媽和姑娘們 

都会向你説： “欢迎你！”

而少女們 唱完了結婚讚歌后,

正在兴高采烈地做遊戏。

沒有关系！

別人夺去了你过去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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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堂是个大买卖！

他对大家行善，

你要知道，这只是‘为了錢，

他是个人一~怎么办昵？

子是連自己的老婆也典押了。

他还是一个善心的人：

从不抛弃穷苦人；

但是，兄弟們，不是他在养活你們， 

而是你們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他！

他对大家行善，

你要知道，这只是为了錢，

他是个人 ^怎么办昵？

于是連自己的肉也吃光了。

^这首詩諷刺了当时自称“爱国者”的保加利亞財主的 

丑惡面貌和他們唯利是圖、欺騙人民的勾当。丨873年 

初次發表在“鬧鐘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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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的牢房里 

中毒死去。

可是这也沒有什么！只要你还活看, 

不久就会当父亲，一  

上帝是善良慈悲的，

你一定要生子繁族。

看，怀哭了！唉，像个女人！

女人生来就会哭-一 

女人和穷人：

你呢，旣不裸体，又沒有餓肚。

你只要向穿着道袍的神甫説：

“請上帝饒恕’’，

然后再請客人大吃大喝，

你就还会跟过去一'样！

娶个美貌的女郎，

或是找一个有錢的醜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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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还能找到別的姑娘：

上帝不是鉄石心腸。

老母亲將走出来，

溫存地迎接兒子，

她將哭着喊着説：

“我到底等到了兒子从国外归来!”

她將拥抱你健壯的身軀，

而你也將紧摟她那殘弱的身体； 

你会听見母亲述説憂伤，

你会听見她那淳朴的話語。

你听着，可是先別哭，

你第一个情人和別人訂了婚， 

另一个消息还等着你一一 

是关于亲爱的父亲和兄弟！

土耳其人杀死了你的父亲，

你的兩个兄弟都被投入监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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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我 不 是 … …

为什么我不是个詩人，

像庇舒尔卡①一样的詩人？

唉，我也为祖母的紡錘 

写它一首讚歌！

为什么我不是个詩人，

像薩普諾夫第三@ 一样！

为主教的駿馬 

热情地謳歌！

但是我为什么不是弗拉迪堪③， 

写出奇妙的剧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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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它一群兒兒女女，

用穷人的血汗把他們餓养。

蠢人就是这样，

希望度'过美好的一生，

而从来也不問問自己，

是人昵，还是畜生！

#这首詩麵自細、目 鄉 1872̂ ^ ^  
在 “自由报”上。

① 保 加 利亞挪觸，跳时拉成一个大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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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羊將要变成狼，

歌手也要变得跟綿羊一样 ？!

^这首詩嘲笑某些作家，在人民受奴役和压迫的时候， 

还在高唱天眞的無憂無虛的歌。在这些作家中，伐佐 

夫和斯拉維科夫是人民的作家，但是在他們的作品中 

也有非革命的情調。1873年初次發表 在 “鬧鐘报，， 

上。

①庇舒尔卡〔1823—1873〉，曽在洛姆市当教員，創立了 

讀書室和戏院；出版了几本毫無才华的詩集。

@薩普諾夫曽編輯一种报紙，企圖“向人民介紹正面的 

科学，我們完全有权利說I 这是有益的科学”。

@是兩个平凡的剧本的作者。

④沃伊尼科夫0833—1877 ,保加利亞剧作的創始者， 

也写詩。

@波 尔 利 切 夫 〈1830-1892〉，一个教員，不懂保加利 

亞文学語言而翻譯了‘‘依利亞待”。

④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

@波特夫嘲笑斯拉維科夫的哀歌“我不欲歌’’。

@ 伐 佐 夫 1872年在“期刊’‘中發表了“我的信念，，，詩 

中表露了茑待改良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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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青蛙，写老鼠，

写牠們同拉旦皇帝的战斗7

为什么我不是沃伊尼科夫@ ，

一个著名的多产作家，

編撰对我們开国皇帝的 

一大堆祈禱？

为什么我不是波尔利切夫⑤， 

翻譯依利瓿特⑥，

为了这样的譯文，

讓我挨人打？

但是为什么我不是斯拉維科夫， 

哭看唱看説：

“我不想唱，我不想笑，

从今天起我就开始学羊叫”?⑦

但是为什么我不是伐佐夫@ ， 

歌頌自己的“信念”説：

28



説 你 到 艾 難 .細 拉 去 的 时 候 ,

人們不知道：在澡堂子里，

是給-塊木头，趟 給 —个伽受了聖乱。

2 2 = 1  咖 寄 生 的 生活。187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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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給聖特尔諾夫斯基

神聖的敎主啊！人民的神甫！

今天我唱着讚頌你的光荣的歌， 

我还説，神甫，

你不該当敎主'一一不过該当国王^

可是作为一个信敎的人，

我想知道我們兩个都应知道，

我們的牧师是在哪里受的聖礼一一 

在敎堂里呢，还是在土耳其澡堂子里?

因为，神甫，村子里的人們都在議論，

3.0



保加利亞女人、勇敢的母亲 

过去和現在 

生育了什么样的孩子；

我們美丽的祖国大地 

过去和現在

又养育了什么样的小伙子！

唉，老爺爺，我已經听厭了 

那些爱情的歌，

我要亲自歌唱痛苦，

唱穷人的痛苦啊，老爺爺， 

还要唱自己的憂伤，

自己的憂伤，無穷的憤怒！ 

我痛苦啊，老爺爺，我悲伤， 

你 吹 吧 ^不 要 害 怕 ，^  

我有一顆勇士的心，

我有后山人@的清脆的歌喉， 

要是誰也不听我的歌，

歌声就会傳遍

森林和山谷----

森林会傾听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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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杜 特 111

父与子

喂，老爺爺，吹起怀的長笛，

讓我跟在#的身后高声歌唱，

唱那勇士的、海杜特的歌，

唱那讚頌旧日的队長的歌 

讚頌勇猛的海杜特恰夫达尔。① 

旧日的队長恰夫达尔 

派特科，斯特拉什尼克的兒子！

讓那村中晩会上的 

姑娘和小伙子們，

讓山中的勇士們，

讓那清涼的酒店里的男子汉們都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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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夫达尔帶領过起义大队 

整整二十年

对財主和土耳其人来説，

他是个兇猛的海杜特；

可是对可憐的穷苦人来説，

恰夫达尔队長就是保护人！

就是因为这个，

在斯特朗嘉高地的树林里 

和依林一皮林山上的草地上才唱起了讚頌他 

的歌；

从察里格拉德@到塞尔維亞，

悠揚的長笛和着歌声，

从白海@到多瑙河一 

在那魯麥利亞⑤的田野上……

收割女郞清脆的歌声到处飄揚……

恰夫达尔是独一無二的队長^

是父母的独生子，

在忠誠的起义大队里也是独一無二的；

他从小就撇下了母亲，

不懂事时就离开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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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会重复我的歌，

子是我的悲伤就会消逝，

我的悲伤，老爺爺，就会从心中消逝! 

要是誰甘願受苦一 

我不是也只好説他一句“好苦”嗎？ 

勇士可不能忍受痛苦一一 

我过去説过，現在也説：

―我羨慕那敢子

为光荣和志气报仇的人----

那些对好人做好事，

在坏人头上插上一把刀的人。----

我还要高唱这首歌！

1

誰不知道恰夫达尔队長，

誰沒听説过他的事蹟？

不管是財主，还是吸血鬼，

或者是那土耳其的头目；

不管是山上的牧羊人，

还是可憐的穷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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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着一个人数众多的起义队，

威胁看三个土耳其县，

統治看整个巴尔干山，

而我却留在这里一一 

在这个吸穷人血的人这里！

我給他看管私生子；

时时刻刻受申斥，

説我也变成豺狼样，

不会再成为真人，

説我就会在黑暗的监獄里腐爛，

然后把我縛在卡拉高地的木樁上，

把我的肉一塊塊撕下……

我的舅父是个可惡的人！

媽媽--- 我跟你説 他是个可惡的人，

我不願再留在他那里，

給他看那私生子，

給他放那長滿了疥癖的綿羊。

讓那些鳥鴉和惡狗吃掉牠們吧！ 一一 

我要到爸爸那里去，

到巴尔干山上爸爸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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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夫达尔沒有姐妹，沒有兄弟，

也沒有什么亲戚--一 

只有一个吸血鬼的舅父 

和一个九人組成的勇士队！…… 

恰夫达尔小家伙还在十二岁时， 

他的母亲就讓他給別人当牧羊童， 

进別人的門，

吃別人的飯；

可是恰夫达尔呆下去了，呆下去， 

从清早呆到了午間，

恰夫达尔賺到了什么？

他給母亲帶来了一件軋物一 

就是这些沉痛的抱怨：

“为什么，媽媽，你把我 

卖到別村当長工；

讓我牧羊，

譲人們笑話，

还当着我説：

我的父亲是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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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吻他那黑色的眼睛，

嘆了口气説：

‘‘我为怀哭，恰夫达尔，

为你，我可爱的好孩子，

美丽漂亮的孩子；

怀是我的独生子，孩子，

独生子，小兒子，

滿嘴説些蠢話。—

母亲將多么难过呀，

孩子，讓怀去找你的父亲 I 

成个海杜特！

怀父亲昨夜归来，

孩子，他問我，怀到哪里去了 

他对我大加申斥，

問我为什么把你，孩子，

送到舅父那里去，

而不把杯送到他那里----

讓他看看

他有个勇敢的美丽的小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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譲爸爸教会我 

他所喜欢的工作。”

母亲心中一陣陣难过，心乱如麻- 

就像一塊石头打在她的心上； 

她望着恰夫达尔的兩眼，

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

撫摸他那蓬卷的头髮，

可憐的母亲抽咽，哭泣，

恰夫达尔受惊地望着她，

子是他也跟着眼淚盈眶，

急忙問：

“告訴我，媽媽，你为什么哭？ 

难道是他們把父亲抓了去，

抓了去又把他杀死了，

而你，媽媽，留得一人 

孤苦伶仃，又飢又渴？……”

母亲拥抱恰夫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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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海杜特的集合地 

看見那些勇猛的海杜特；

母亲又难过，又心疼，

拥抱着亲爱的孩子，

接着……又抽咽着，哭了起来!

^海杜特是反対土耳其統治者和本国叛徒的保加利亞 

人，他們最初为了报私仇而进入山中，乘机狙击仇人。 

到土耳其統治末期， 这些人受到民族解放思想的影 

响，已发展为有民族覚悟和有組織的武装革命隊伍， 

像現代的游击除。

这是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詩人本来想描写保加利 

亞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斗爭的全部历史， 

但是可惜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首詩有民歌風格。 

1871年初次发表在“保加利亞流亡者的話报”上。

①  保加利亞民間流傳的著名的海杜特。

②  巴尔干后山的保加利亞人以善子歌唱著称。

@保加利亞人民过去称农斯坦布为察里格拉德。

@保加利亞人称爱琴海为臼海。

⑤指保加利亞南部平原，

41



讓他把你送到远处去，

好好去念書，

或者成个海杜特，

在山上到处奔跑。

他叮嚀了三百遍，

讓我在軋拜天把你送到 

海杜特的集合地……

你就要去了，我的兒子恰夫达尔，

母亲独生的好孩子！

你明天就要到他那里去，我要求求老天, 

假如你爱你的母亲，

那你，孩子，就哭着耍求 

不要帶你跟着起义大队跑，

而讓他把你远远送走，

好好去念書——

当你在異乡的时候，

別忘記給你的母亲捎信来……”

恰夫达尔高兴得哭了出来，

因为要到父亲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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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她去了林間草地。

老母亲急忙跳到那

又高又漂亮的涼台上；

一見血紅的軍旗，

就唉声嘆气，坐下大哭，

她看見軍旗飄揚 

在勇士中間，在队伍中央， 

斯托揚娜的白衣裳 

在多伊欽的怀抱里閃閃發光，

当多伊欽看到 

他亲爱的情人走来，

就从勇士中一躍而起，

用手指着她説：

“来呀，伙伴們，站起来！ 

她从那边来了一一你們看哪: 

这就是我的林中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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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奔‘

牧笛在草地上吹奏起来， 

在草地上，在树林旁；

年輕美丽的斯托揚娜 

挑起白銅水桶走向井旁。

她那討厭的嬸娘，

在花园里尖声叫嚷：

‘‘你瘋了嗎，我的斯托揚娜， 

这末早就去打水？

站住，等我和你一同去。” 

説着就跑到她媽媽那里， 

説斯托揚娜的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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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終年起不了床!

但願你生病，

女兒，生那瘰撫瘡，

願多伊欽逃不出 

鎖鏈和牢房！

你爱的这个海杜特 

明朝你就見他被刺杀①， 

在那兒他会朝着你 

和森林中的女妖獰笑！

他已把你的哥哥用甜言蜜語騙走， 

使他成了一个海杜特；

又使你，你这該死的女兒，

离弃了你的亲爹娘！”

这些詎咒吵醒了 

斯托揚娜年迈的父亲；

他惊慌地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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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未婚妻！”

他滿心快活，欢笑着迎往前去, 

迎接亲爱的斯托揚娜；

走近她一一看到她在微笑，

便朝天放了一枪。

起义大队也一齐开枪，

为床祝婚軋齐声高唱；

她伸开双臂，

讓年輕的多伊欽拥抱她。

她那可憐的媽媽，

看到自己受了欺騙，

又流泪，又毒駡，

—会兒駡自己的女兒，一会兒駡多伊欽。

“可憐的女兒，你踉着多伊欽，

不会幸福，不会苗壯，

你会像花一样凋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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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了一片烏云#

升起了一片烏云，

从巴尔干山向着树林运行：

是小小的陣雨呢，

还是可怕的狂風暴雨？

唉，我的老爹，好难受的天！

牲口几乎拉不动木荦，

你跟在犁后播种'

額上淌汗，泪下如雨！

告訴我，老爹，

为什么在这長長的田瓏旁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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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手褪自己的腦袋6

可是他一看見多伊欽，

和自己的女兒、亲爱的兒子，

就摸了摸鬍子，

向森林局喊：

“森林啊，森林，我亲爱的母亲，

这末多年你一直养育了我，

森林啊，养育了我这年老的勇士 

和那整队的小伙子和同志，—

森林，你养育迖些孩子吧，

只要太陽还在世上照耀；

只要鳥兒还在林中歌唱，

迖面軍旗就会永远飄揚！”

^这首詩是反映当时的人民如何热爱为正义和自由而斗 

爭的反土耳其战士。1871年初次发表在“保加利亞流 

亡者的話报”上。

①土耳其人在奴役保加利亞时的一种酷刑，用尖木杆把 

革命者从下部穿到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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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到村里去嗎7 

你会知道为什么

这年老的队長在木犁旁边哭泣! 

全村人聚在广場上，

望着我的小伙子們，

我的好孩子！

那里，你就会看見，

在木杆上、在那粗大的木杆上, 

釘着我的小伙子的头顱一一 

兩个起义队伍互相火拚了 |

兩个队長是兄弟，

都是我的忠实的兒子：

兩人爭夺誰来領导 

前輩的起义大队！

对不和睦的起义大队説来， 

群山也显得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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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怕黑云昵，

还是因为你年幼的孩子們正在受苦？

告訴我，老爹，

我还記得你过去是什么样的好汉） 

願上帝寬恕斯托伊娜大娘，

从前在田里她唱歌，你犁地。

你記得嗎？另一次，是去年：

我路过树林，

你坐在勇士們中間，

像一位長了鬍鬚的老父亲。

你那时是什么样！

而現在哭泣一为什么，老爹？

是因为軍旗不再飄揚昵，

还是因为失去了年輕的心？

“唉，我的好孩子！为什么盤問我? 

你听听那嘎嘎怪叫的鳥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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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老爹，我們走吧。

“等 等 ， 帮 帮 我 吧 ，讓 我 在 这 兒 死 去 … …”

拿这首詩是波特夫針对流亡者之問不和睦和不团結的現 

象而写的。1873年初次发表在“独立报，，上。原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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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今天头顱高悬在木杆上， 

过路的人都为他們哭泣。

上帝啊，你用雷把我劈碎吧! 

狂風啊，你把我吹成灰燼吧! 

好讓我別再看見年幼的孩子 

和他們可憐的母亲

圍在木杆下狂怒一一 

向着头顱举起双手，

然后又怎么受苦，

無穿無戴，受尽鞭笞。”

大滴的雨点落下来，

鵝鴨乱飞，噪叫：

可怕的狂風暴雨就要咆哮， 

可不是小小的雨点了一

人人飞奔，跑向村庄，

老爹却不肯解套囘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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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的村女在田野里什么地方歌唱， 

勇士的血更兇地涌流出来！

現在是收割的季节了……女奴隶們， 

唱这些悲惨的歌吧！而你，太陽，

也在迖奴隶的土地上照耀吧！这位勇士 

就要牺牲了……可是我的心啊，你安靜 

下来吧！

在爭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獸、自然, 

都要为他哀悼，

歌手們也要唱歌讃頌他……

白天，老鷹为他遮蔭，

狼温馴地舐他的伤口；

空中的山鷹，勇敢的鳥，

也像照顧亲兄弟一样，照顧着他！

黃昏来临一一月亮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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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基，迪米特尔#

他还活着，活着！那里，在巴尔干山上, 

—个胸前受了重伤的勇士，

一个年輕力壯的勇士，

倒在血泊里，躺着，呻吟着。

他把步枪抛弃在一边，

另一边是折成了兩段的軍刀，

他的眼睛發花，头在搖摆，

嘴里咒駡着全世界！

勇士躺着，可是在天上 

停住了的太陽憤怒地烤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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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费歌兒飞向天空，-一 

飞着，唱荇，直到天明, 

到处寻找卡拉盛的及魂-

可是天已經亮了！在巴尔干山上， 

勇士躺荇，血在流嵙，

狼还在舐费他那剧痛的伤口，

太陽又在烤晒着^烤晒着！

拿哈基.迪米特尔〔1842—1868 ；1是保加利亞起义隊伍 

的一位英雄領袖，1868年夏，他和他的战友斯泰方. 

卡拉嘉从罗馬尼亞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亞，准备 

發动反土耳其奴役的武裝起义，在巴尔干山脈的布茲 

路嘉山上和土耳其部隊作战吋，英勇牺牲。

这首詩是悼念他的輓歌，詩人以巨大的力量歌頌 

了英雄的壯烈牺牲，吿訴当时的革命者：为自由而倒 

下的人是不会死的，以鼓舞斗志。波特夫这一首詩是 

保加利亞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保加利亞民間 

广泛傳流，对以后的保加利亞人民反对資本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斗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873年初次發表 

在 “独立报”上。

①按古代斯拉夫的民間傳說，仙女們常住在地下、水 
中、深山或森林里，时常用歌舞来迷惑年靑的牧人、 

歌手和勇士。

@在迪米特尔陣亡的战斗中，卡拉嘉被俘，后被土耳其 

人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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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漸漸佈滿繁星，

树林开始微語，風兒輕輕吹拂，一  

巴尔干山唱起海杜特的歌！

白衣仙女①

温柔而美丽，开始唱起了歌，一一 

她們靜悄悄地踏过綠色的草地，

向看勇士走来，在他身旁坐下。

一个用葯草敷住他的伤口，

另一个把冷水洒在他身上，

第三个快捷地吻了他的嘴，一一 

勇士看着她，一一多么可爱，笑容可掬!

“告訴我，好姐姐，卡拉嘉②在哪里？ 

我忠誠的队伍又在哪里？

告訴我，然后把我的灵魂帶走，~ ~  

姐姐啊，我耍在这里安息！”

仙女們拍拍手，互相拥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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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媽媽，你疼爱我，

怕我在明天橫渡 

靜靜的白色多瑙河时，

唉，可能年輕輕的牺牲！

可是，你告訴我，我該怎么办, 

是你，媽媽，生下了 

这个有勇士的心的我，

媽媽，迖顆心不忍看到 

土耳其人胡作非为 

在我的故乡：

那里是我成長的地方，

是我吸吮第一口奶的地方； 

在那里，我美丽的爱人 

曾抬起烏黑的眼睛，

帶着靜靜的微笑 

把目光投入我痛苦的心灵5 

在那里我的父亲和兄弟 

为我受尽苦难！……

啊，媽媽一勇士的媽媽啊 I  

原諒我吧，再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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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一八六八年

別哭泣，媽媽，別悲伤，

因为我当了海杜特，

媽媽，当了海杜特、叛乱的人， 

留下了你孤苦伶仃，

为头生的兒子而伤心！

可是，你咒駡吧，媽媽，不住地咒駡 

这惡毒的土耳其流放吧，

它把我們这些年輕人，

放逐到生活艰苦的異乡一 

逼我們奔波流浪，

被人唾駡，無倚無靠，举目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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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迖一切

告訴我未成年的弟弟們，

讓他們記牢，讓他們知道，

他們也,有过一个哥哥，

可是他們的哥哥倒下了，牺牲了, 

因为那苦命的人不願 

在土耳其人面前低头，

不願看到穷人受苦！

媽媽，譲他們記住我，

記住我，然后去寻找 

我那白色的肉遍山崖 

遍山崖，遍縻粜，

我那黑色的血跡在土里，

在土里，媽媽，在黑色的土里| 

但願他們能找到我的枪，

我的枪，媽媽，还有我的刀，

好讓他們遇到仇人时，

就用子彈来欢迎，

就用軍刀来拥抱……

如果，媽媽，你因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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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扛上了枪，

响应人民的召喚，

去反对我的異教的敌人。

为了我亲爱的一切，

为了你，为了父亲，为了兄弟一  

我將进行不懈的战斗！

以后……就是我的軍刀所指引的道路, 

媽媽，就是勇士的光荣所指引的道路! 

当你听到了，媽媽，

子彈在村子上空呼嘯，

小伙子們都冲了过来时，

怀走出去，媽媽，問問他們----

你的免子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們对你説，

我已經被枪彈击穿而倒下，

那么，媽媽，你也別哭泣^

也別听信人們説，

説我

“原来是个不忠不孝的人”，

媽媽，那时你就囘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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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件事弟弟們会看見，

媽媽，等他們長大时，

也会跟哥哥一样一 

強烈地爱，強烈地恨。

如果，媽媽，我的媽媽，

我活着，結結实实的，囘到了村子, 

生气勃勃的，手执軍旗，

旗下是一条条好汉，

他們穿着軍裝更显得英俊，

額上綴着金獅子帽徽，

肩上扛着鐵花抢，

腰中佩着蛇形劍，

啊，那时，我勇敢的母亲啊！

啊，我美丽的爱人啊！

从园中采集鮮花吧，

把那常春籐和天竺葵掐下来，

編成花环和花束，

戴在我們的枪上和头上！

那时你，媽媽，拿着花环和花束， 

来到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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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样做，

那就当姑娘們

聚集在我們屋前跳霍罗舞时， 

当我的伙伴們

和我的爱人帶着女友們走来时， 

媽媽，你走出去，

領着我那些未成年的弟弟， 

傾听歌唱我的那支勇士的歌一 

我是为什么倒下，怎么牺牲的， 

临死前又向我的队伍 

説了些什么。

看欢乐的霍罗舞，媽媽，

会使你心碎，

当怀的目光

遇到我那美丽的爱人的目光时， 

我所疼爱的兩顆心 

將深深为我嘆息一 

媽媽，她的心，还有你的心！ 

你們倆都会落泪，

泪珠洒在年輕和年老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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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波特夫准备和热留的起义大除一起从罗馬尼

亞搜过多瑙河回国，进行武裝起义，但是沒有成功。 

这首詩是根据自己那时的心情写成的，反映了当年保 

加利亞流亡者的革命热情和对胜利、失敗的認識。这 

首詩也說明了当时他們已不僅是自發的海杜特，而是 

有覚悟有組織的起义者了。詩的写法近乎民歌。丨871 

年初次發表在“保加利亞流亡者的話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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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媽媽，拥抱我吧，

亲吻我这美丽的前額吧一 

額上印着兩个字：

自由或者是勇敢的死！

我会把爱人拥抱，

用我血染的手摟住她的双肩， 

讓她傾听我这顆勇士的心 

怎样跳动，怎样翻騰，

我用吻来止住她的哭泣，

我用嘴来吮去她的淚水。

可是，这时……媽媽，別了！ 

你，爱人，也別忘記我！

队伍出發了，开走了，

路途是可怕的，但是光荣的： 

我可能年輕輕的牺牲……

可是……只要这个褒賞就夠了 

有一天人民説：

有个苦命人为了真理，

为了真理也为了自由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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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的感情在泥濘中受蹂躪！

忘掉那些瘋瘋癲癲的窜情吧，

在我胸中，爱情已不再照耀， 

你再也不能喚醒它，

那里，已被深深的悲痛占据，

那里，一切都被創伤复盖了，

痛苦的心被憤恨所包圍！

你有美妙的歌喉^你年輕，

可是你听見森林怎样在歌唱嗎？

你听見穷人們怎样在哭号嗎？一  

我的灵魂渴望着迖个声音，

我的受伤的心向往着那里，

那里！一那个洒滿鮮血的地方!

啊，抛去这些毒害人的字眼！ 

你听听森林和树叢怎样呻吟，

听听千年的大風暴怎样吼嘯，

听听怎样一句句地訴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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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我 的 第 一 个 恋 人 #

拋掉这首爱情的歌吧，

不要再往我心中灌注毒药―~^

我还年輕，可是我已忘記了青春，

就是还記得，我也不再去寻找 

我曾經痛恨过

而且在怀面前唾棄过的事情。

忘掉那过去的时刻吧，

我曾为了怀迷人的青睐和嘆息而突泣: 

那时我是奴隶一拖着鎖鏈，

为了你的一个微笑，

我瘋狂地卑視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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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山谷咧着大嘴，

子彈在山谷中唄嗖飞过，

那兒死亡是亲切的微 笑 ，

冰冷的玫墓是甜蜜的憩息！

啊，哪一个歌喉能为我高唱和喚起 

这些歌曲和这个微笑？ ^

讓我举起血泪的酒視願战斗， 

爱情在它面前也啞口無言，

子是那时我自己就会高歌一  

我热恋和怀念着的一切！ ^

这首詩是写給波持夫故鄕的女教師舒舒列娃还是写給 

別人的，現在2 未査出。 1871年初次發表在‘‘保加 

利亞流亡者的話报，，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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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旧时代的故事 

和新的痛苦的歌!

你也唱迖样的歌吧，

姑娘，給我唱唱痛苦的歌，

唱唱兄弟怎样出卖亲兄弟，

唱唱青春和精力怎样耗光，

孤苦伶仃的寡妇怎样哭泣，

無家可归的孩兒怎样受苦！

唱吧，或者沉默一一走开！

我的心已經跳动，一一它將飞騰，

它要飞，亲爱的姑娘一一清醒一下！ 一  

飞向那方：

那个大地被可怕的、兇惡的叫喊

和临死的哀歌

所震撼 I I 鳴的地方……

那里……那里風暴折断着树枝，

軍刀把枝条編成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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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迖一切我們都像亲兄弟一样地分担过

了，

而且今后我們倆还將分担……

我們將要分担人們的責备，

我們將要承受蠢貨們的譏笑； 

我們將要承受，但是我們不会 

在任何人世閭的痛苦下呻吟。

我們不会在

慾望和庸俗的偶像面前低头：

我們己經用自己哀伤的兩張豎琴 

奏出了我們的心願。

現在讓我們怀着感情和思想前进， 

我們要分担最后的苦痛：

讓我們履行自己的誓言一 

冒着死亡，兄弟，冒着死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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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担，

我和怀在感情上是兄弟，

我們还怀着同样的思想，

我相信，在达个世界上，

我和你不会为任何事情而后悔。

我們做得是好是坏9 

我們的后代將会断定，

而現在^讓我們手牽手，

以更坚定的步伐前进！

異国的苦难和貧困 

曾經是我們生活中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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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爭拿

青春在悲哀和困苦中度过，

热血在血管中憤怒地奔流，

目光昏暗，头腦不能辨認：

迎面来临的是善还是惡……

心中充塞着沉痛的囘忆，

可惡的記忆經常使它們反复出現！ 

胸中已經沒有爱情，沒有絲毫信念, 

也沒有任何希望一 

能把明理的人从僵死的夢中喚醒！ 

头腦清醒的人在这里被認为是瘋子, 

愚蠢的人到处被人尊敬：

“因为他富有”，人們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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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詩是写給卡拉維洛夫的，卡拉維洛夫〈1837— 18 

7 9〕是保加利亞作家，政論家，1873年以前积極參加 

並領導过保加利亞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詩人和卡拉 

維洛夫曽共同度过几年艰苦的革命流亡生涯。卡拉維 

洛夫后来脫离了革命，波特夫也因此把这首詩的副題 

― ~  “給卡拉維洛夫” 一一刪去。丨870年初次發表在 

兩人共同編輯的“自由报”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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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蠢話！多少世紀来 

理智和良心一直在同它搏斗；

斗士在悲痛和困苦中死去，

可是你説，除此之外他們能做什么7 

这个世界習慣子佩戴枷鎖，

直到今天还崇敬殘暴和罪惡；

还亲吻沉重的鉄手，

还听信撒謊的嘴説：

挨打的时候要啞口無言，祈求上帝，

讓野獸来剝你的皮，

讓毒蛇来吮你的血，

你只要相信上帝，幷且祈禱：

“上帝啊，饒恕我吧^我是有罪的。” 

説吧，求吧，深 深 地 相 信 吧 ^，

上帝不会惩罰它僧恨的人^

世界就是这样！

謊言和奴役統治着这可詎咒的大地？

就像画了押似地，

从一代到一代， 日日夜夜---永远这样度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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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問，他曾經活活燒死过多少老百姓， 

他曾經搶刼过多少穷人，

还在神龕面前用祈禱、誓言、謊話，

欺騙上帝。

而神甫、教堂却忠心耿耿 

为这位社会的受难者服务；

粗野的教师向他俯首，

和編报的一起卖弄聪明，

説什么智慧的开端是对上帝的畏惧…… 

这就是俗語説的，

披着羊皮的狼群，

这是替神聖的謊言打下基础，

把人的头腦永远束縛在沉重的伽鎖中！ 

所罗門，这个荒淫無恥的暴君，

早已和他在聖人中間的格言一起，

被送进了天堂，

他曾經在蠢人中間説过的蠢話，

至今却仍傅流在人間^

“要畏惧上帝，要尊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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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祈 禱

“我們大慈大悲的上帝

啊，我的上帝，公』下的匕帝， 

不是在天上的那个你，

而是同我在一起的，上帝，―  

在我的心里和灵魂里的那个你…

不是神甫和牧师 

向他磕头作揖，

东正教的畜生們 

为他燃点蠟燭的那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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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血腥的、罪惡的王国，

卑鄙淫乱和充滿淚水的王国，

到处是悲痛---無穷無尽的惡毒！---- 的王

国里，

斗爭已經沸騰了，

它以迅速的步伐，

走向自己神聖的結局……

我們就要高呼： “面包或者是枪彈!”

#这首詩反映了詩人对現实的不滿和对斗爭的信念。 

1871年初次發表在“保加利亞流亡者的話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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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怀，理智的上帝， 

奴隶的保护者，

人民不久就要 

庆祝你誕生的曰子！

啊，上帝，鼓舞每一个人 

热 爱 自 由 吧 ^

讓每个人用一切可能的办法 

去同人民的死敌战斗吧。

請你使我的手更加有力，

好讓我在奴隶起义的时候，

在斗爭的行列里 

找到自己的坆墓！

不要讓我迖顆火热的心

在異国变涼，

不要讓我的声音無声無息地逝去， 

像在沙漠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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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泥土 

揑成男人和女人，

而譲人做

大地上的奴隶的那个你； 

不是給

皇帝、教皇、主教塗抹聖油， 

而讓我的穷苦的弟兄們 

处在奴隶地位的那个你；

不是教誨奴隶 

忍耐和祈禱，

用空洞的希望来餵养他 

直到他进了坆墓的那个你；

不是那个你，

騙子和無恥的暴君的上帝， 

不是那个你，

蠢貨和人类死敌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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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後 記

赫里斯托，波特夫的热情充沛、滲透着战斗 

意志的詩篇对中国讀者説来，幷不是生疎的。就 

我們所知，在解放后不久就有人把波特夫的詩从 

世界語譯成中文了-后来在“譯文”杂誌中也陆 

績發表过波特夫的詩，其他几本翻譯的詩选中也 

有一些波特夫的詩，大部分是从俄文和法文譯过 

来的。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們能把波特夫的 

詩歌从保加利亞文直接譯出，我們最初不敢担任 

这件工作，一方面因为我們都不是詩人，不是詩 

人硬要譯詩，后果实在是不可想像的；另一方 

面，因为我們对中、保語言的掌握和文学修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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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詩將假的上帝和眞的上帝作了对比，表現了詩人 

対眞理和自由的渴望和热爱，表現了对反动統治势力 

和愚弄人民的宗教的強烈的仇恨，以及詩人对革命的 

决心。这首詩和“哈基.迪米特尔”一样，广泛流傳 

在民間，对教育动員人民起很大的作用參



悼念他，这一天已成为保加利亞为自由而牺牲的 

英雄們的紀念日了，几乎他所有的詩作都譜成了 

歌，在人民中广泛流傅。多少工厂、农庄、学校 

都是以波特夫命名的。在反法西斯战爭时期鼓舞 

和动員保加利亞人民进行斗爭的秘密电台就是以 

“赫里斯托，波特夫”为名的，直到今天，索非 

亞电台的呼号还是“赫里斯托.波特夫”。

波特夫牺牲时只有二十八岁，他只給后人留 

下了二十首詩，但是这二十首感情丰富的战斗的 

詩歌却是保加利蓝文学中無价的財富。他的革命 

的一生和他的詩篇是鼓舞保加利亞人民爭取独 

立、自由和美好的未来的偉大力量，多少革命志 

士、游击队員都是唱着波特夫的歌而壯烈牺牲 

的。

在爭取食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乐生不死：土地、’夭空、猛晷、

食然，都要为他哀悼，歌手們也

要唱歌讚煩他……

这四行詩成了波特夫的就义之歌，也可以説 

是他留給后代人的革命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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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而波特夫又是保加利亞最偉大的詩人，他 

的詩不論在思想内容或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完 

善的境地，翻譯他的作品实在不是我們所能胜任 

的。过去我們也曾打算翻譯几首，总是沒有譯几 

行就不得不停下笔来，感到难以傅达他的思想感 

情子万一。后来在出版社的鼓励下，才大胆地接 

受了这个任务。翻譯过程中，我們兩个人氐了最 

大的努力，願向中国讀者完整地介紹波特夫的 

詩，但在这里必須向讀者説明，我們最多只能比 

較正确地傳达了詩中的原意，而波特夫的天才詩 

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結合和完整統一是被 

我們糟蹋了。希望以后能有較好的譯本出現。

波特夫生長在保加利亞人民反对土耳其異族 

統治的革命高漲的年代里，他的詩歌反映了迖个 

革命的时代。

波特夫是为了祖国的自由而倒下的，他的光

輝的、战斗的一生和英勇的牺牲給保加利亞人民 

留下了不朽的、声高的榜样。每年六月二日，保 

加利亞青年都組織爬山队到迖个偉大的革命詩人 

被土耳其奴役者的槍彈击穿的地方一一沃拉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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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人民的無限忠誠和热爱，了解到一些保加 

利亞人民的革命斗爭傅統和对胜利、美好未来的 

無限信心，我們將感到十分欣慰。

这个詩集是据索非亞赫里斯托，波特夫研究 

所1950年出版的“赫里斯托，波特夫全集”第三 

卷中詩歌部分譯出的。詩的次序也根据上述版本 

排列，基本上是根据詩的内容排列的。波特夫的 

詩都沒有注明写作日期，現在只査到各詩的发表 

日期，写在譯註中了。

最后我們还要提出，虽然我們是以严肃的态 

度对待这本詩集的翻譯工作，但是因为我們都是 

初学翻譯的年輕人，水平有限，加以时間倉促， 

譯文中不妥的甚至子錯誤的地方在所难免，我們 

衷心地希望广大的讀者和翻譯界前輩能給予指 

正〇

1156年9月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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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夫和其他保加利亞先烈的鮮血幷沒有白 

流6 他們的理想实現了。勤劳勇敢的富有革命傳 

統的保加利亞人民在保加利亞共产党的領导下， 

已經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現在正在跬利地建設着 

社会主义社会。波特夫的英雄形象和他的不朽的 

詩篇又成了动員和鼓舞保加利亞人民建立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力量。

随着中保兩国文化交流的發展，近几年来已 

有不少保加利亞的优秀文学作品同中国讀者見面 

了。記得我們在保加利亞学習的时候和囘国以 

后，許多保加利亜同志都一再期望我們能直接从 

保加利亞文翻譯一些作品介紹給中国讀者，为中 

保的文化交流作一些工作。为了答謝耐心教导我 

們的保加利亞老师和热心帮助我們的保加利亞同 

学，为了不辜負他們对我們的期望，为了能对中 

保兩国的文化交流献出一分微薄的力量，我們今 

天試譯了保加利亞偉大的天才詩人的詩集，总算 

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开端。

假如这本詩集能夠使中国讀者了解到一些波 

特夫的崇高的革命感情，坚定的战斗意志和对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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