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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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教授

客人——神圣的面孔
我们关于阿塞拜疆人好
客的习俗知道什么？

好客的习俗有着深刻的
历史根源和本质，它是全
世界人民的优良传统。
随着其他自定义发展，
每个人有着自己的待客
之道，按照他们固有的
习俗和礼仪，接待游客
34

和来访的朋友，早在原
始的部落就拥有着好客
的习俗和根源，他们为
旅行者们提供住所和保
护，在那些日子，部落
之间的交际和沟通很微
弱，而每一个客人是信息

的载体，都被尊重的对
待。与此同时，在荷马时
代的希腊被认为是受宙斯
保护的。在某些国家（
达吉斯坦，北高加索，叙
利亚，阿拉伯国家等），
热情好客是如此神圣，即
使房子里来了不共戴天的
敌人，主人也会用好客的
礼仪去接见和送行，而且
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
威胁到他的生活。
自古以来阿塞拜疆人就
有着非常有趣的和具有教
育意义的好客习俗。
第一个书面材料就提
到了关于阿塞拜疆人民的
好客，这个书面材料是
小说“科尔库德”，在
这个小说里谈到：“不常
有客人的家庭是破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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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除此之外，在阿塞
拜疆12世纪古文献中也有
资料证实阿塞拜疆人的传
统好客习俗。伟大的尼扎
米在他的著作《伊斯肯杰
尔那玛》中说到过关于钕
莎别在皇宫接待伊斯肯杰
尔的事迹，写到华丽的装
饰；妥善的安排是对客人
表示的尊敬。16世纪，在
作品富祖里中也找到了关
于阿塞拜疆人好客的例子
并很好地反映出来。“如
果客人来到我的桌子旁，
不会感到害羞，不管他是
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
异教徒。”
阿塞拜疆人对客人非常
认真细心，非常关心，也
非常有礼貌。关于阿塞拜
疆人的热情好客在中东和
俄罗斯都非常出名。文献
资料也讲述了阿塞拜疆人
在杰尔宾特如何迎接彼得
一世，在巴库和萨利亚呢
纳大公多尔戈鲁基，沙马
基城市督军在舒沙，别特
扎娃在古巴，雷马尼托夫
在古萨尔,喀山大学教授
别里基尼在巴克汉诺夫房
子及等。
16世纪，在沙马基就
曾有一个很好的关于阿塞
拜疆好客的例子。当时的
沙马基可汗负责妥善安排
并接待宾客。英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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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荣誉来到这里进行贸
易事务洽谈，可汗接待了
他们，在这次接待中，桌
上呈来290道菜。詹金森
写到：“将接近午饭时，
地面铺上桌布，接着便送
来各式各类的饭菜；当他
们收拾桌布时，我数了有
140道菜肴，接着又送来
150道菜肴还有水果，前

后一共有290种菜品。德
国科学家，在1684年初来
到这里。在阿塞拜疆，他
在苏拉哈内参观了拜火教
寺庙，还受邀去当地居民
的家做客：晚上，我们受
到邻村波那的热情招待。
在这里，我们如愿的遇到
了最诚挚的居民，他们在
自己的住所接待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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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地上铺上地毯：他
们不允许我们在肮脏的商
队旅馆过夜。
在19世纪的文献资料
中也有关于阿塞拜疆人好
客的记载。在阿塞拜疆归
并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官
员熟悉了当地的风俗，还
对当地的好客礼仪感到惊
讶，因此文献资料显示了
这一消息。
在文件里写到库巴省
1832年士尼特尼叩瓦值得
称赞的典型方面（谈到古
巴省居民）他们严格遵守
宗教规则，热情好客，并
36

且给予人们庇护，使人们
免受迫害，另一位作者也
写道希尔凡省，他记录
着：“阿塞拜疆人民把热
情好客当做他们神圣的责
任，每个人都尽最大热情
的去招待客人。
在19世纪40年代阿普歇
伦半岛教授详细的讲述了
阿塞拜疆人好客的习俗。
喀萨大学，别里尤金曾在
布宙乌那呆过。阿塞拜疆
人民好客的习俗在19世纪
上旬广为而流传。诗人扎
奇尔在作品中也详细地提
到了这些：可以自己节省

油，大米
但不能对待客人时节省
要为他们提供舒适的房
间作为过夜的地方
提供足够的羊肉饭
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作
家大仲马描述了艾哈迈德
贝克的热情好客，引起极
大反响，他写道：艾哈迈
德贝克邀请他去的房子非
常美丽，她的美丽不同于
其他的房屋，是他在杰尔
宾特和第比利斯见过的很
独特的房子，这大厅是如
此辉煌，他无法用语言表
达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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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族学资料，阿塞
拜疆人民好客的一种表现
形式——房里的大量床上
用品。在19世纪初的资料
中写道：在富人的家里可
以找到很多图画的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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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木质天花板，而且用
色彩装饰的非常漂亮。
所有可见的财富还有羽毛
床垫，枕头，用丝绸材料
和金色花朵制作的其他用
品。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19
世纪末的另一个文献资
料：“伊斯兰教徒必须做
到对客人热情，殷勤，奢
华的要求，这些都被认为
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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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所（阿曼 -耶夫列
里）在山上为迷路的人，
疲惫的人，夜路旅行者建
设了庇护所，在阿塞拜疆
的开山之作古迹。这表
明，阿塞人热情好客的优
良传统不仅表现在自己有
房子，也表现在了为路人
在偏远的村里提供住所去
帮助他们。
在阿塞拜疆现实民族
学中制定了传统的待客规
则，这已经成为一种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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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别是他们接见贵宾
时。人们在为接见举行聚
会时都在一定的地点。人
们被分为两组，其中，最
重要的一组是长者一组，
位居最前面，第二组是由
政府官员，民间歌手，音
乐家组成，走在第一组后
面。他们身穿民族特色
服装接见客人，用自己的
歌曲欢迎客人，并用饮料
面包邀请他们。当客人进
入房子，他们脚下铺上美

丽的库巴地毯，上面是奇
尔马-扎尔汗呐的漂亮顶
棚。按其他不同风俗，他
们在客人脚旁，屠宰羊，
通过供奉的行动来表示敬
重，然后把羊肉分发给每
一个需要的人。
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
材料中这样描述沙马基将
军会见舒沙居民：“在城
市马路入口他屠宰公牛献
血溅到我们的马匹脚下。
在清真寺公牛的肉被分发
到每一个穷人的手上。”
在17世纪根据土耳其旅行
家报道。茄乐比，在巴库有
特殊的官员接见客人，当客
人进入房子，根据习俗，年
轻的女孩会遮住脸，戴着面
纱为客人脱鞋，并用温水为
客人洗脚。
根据民族学数据资料，
在阿塞拜疆，客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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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为以下几个级别：官
员，外来人，亲戚，乡党
或居民，女人，朋友，做
客的人。需要指出的是，
在偏远的农村，每一位都
是最亲密的朋友。按照
风俗，他们在田间劳动后
在一定的时间都会去朋友
那里互相做客，持续3~5
天。（每年一次）。现在
我们来谈谈具体的事实。
根据报道者纳贾夫·奇石
（一个来自加利亚奇-奇
边远的村庄的人）的演
讲，他的祖父在19世纪
末，在山区农村与曲米成
为了朋友（那时那位朋友
被称作苟纳赫），他去做
客时，正当秋天，春天水
果收获时期（苹果，梨等
等）。这个时候一家人从
果园返回家中，主人把新
鲜水果和干果当做礼物，
做客3–4天，他带着礼物
（羊毛制品，肉，黄油，
奶酪等）返回家中。
在民族学资料中有关于
其他接待客人形式的表明
证据。当丰收水果和葡萄
后，村民们邀请亲戚，邻
居来作客，并展示他们的
收获，分享经验，相互建
议，交换信息。之后他们
在桌子上摆放食物。这个
习俗被园艺家欧尔杜巴德
称作波斯坦 “泊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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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同于其他地区，
他们邀请客人，分享水果
和蔬菜的新品种，在会见
将要结束时，他们请客人
在草地上吃烤羊肉，还把
西瓜和香菜的新品种作为
礼物送给他们。
按照阿塞拜疆的习俗，
客人没收到礼物不可以离
开主人家，反过来客人也
会拿礼物来。例如，在从
事园艺工作的地区，他们
给客人包里放干果，苹果
和其他产品作为礼物，在
那些边缘地区，从事生产
羊毛的地方，一般会送客
人袜子，手套，皮带和其
他产品，非常有趣的是，
在库巴区，以及在伊斯马
伊乐区域送客人用干梨和
核桃串成的珠子，梨或桑
葚或苹果酱等。从事放牧
工作的人送奶酪，黄油和
其他奶制品。
我们接待客人有这样
的习俗。在阿塞拜疆，人
们认为，应该请客人吃最
好的食物---烤牛肉，烤
羊肉，抓饭等不同的食物
种类。他们拿来不同的调
味品，绿色蔬菜，没有酒
精的饮料。按照习俗，在
午饭前年轻人们用罐子和
盆子绕过客人，往他们手
上浇上水，然后递给他们
毛巾，并擦干手。午饭前

他们拿来咖啡和水烟，然
后拿来柠檬茶和不同的果
酱。送菜也要按照顺序，
每一种菜都要按照顺序
来，所有的菜如果全部送
来会被认为是不体面不礼
貌的。遵守规则有他积极
的好的一面：第一，做菜
需要时间，有停歇，这期
间客人可以互相交流意见
也可以休息。第二，所有
的菜如果在同一时间被
送上来，客人们会不知所
措，没有了食用顺序。除
此之外，大量的不同的菜
肴的味道也会混合在一起
影响客人的胃口。
在阿塞拜疆，不管过
去还是现在，最普遍的习
俗是，客人轮流被邀请到
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主人家
里。在过去，如果因为某
种原因，客人来了主人不
在，他的妻子或者长者在
家接待。晚上，客人的周
围一般都聚集了主人的亲
戚，邻居主人，乡亲们，
他们一般要互相交谈3到4
个小时。
客人在专门被收拾的
房间睡觉。（在阿塞拜疆
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专门的房间——客房）。
在某些地方，还为客人建
立特殊的位置空间，被称
作巴拉-汗，在大门口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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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第二层，以便客
人能马上自己爬起来，避
免与家庭的主人遇见不
方便。在客人房间的墙上
一般是悬挂祈祷的毯子，
为了是方便客人进行礼拜
和祈祷。巴拉汗的存在
和大量的床上用品再一次
证明并广泛传播了阿塞拜
疆人好客的习俗。每一个
家庭都尽可能的努力为客
人提供干净并且装饰好的
地方。房间装饰图纸的天
花板，墙壁和被覆盖地毯
的墙壁，悬挂着昂贵的武
器，架子上贵重的和装饰
用的瓷器。甚至现在在阿
塞拜疆地区的客人房间都
保持着异常的整洁，当有
客人的时候使用。噶卡什
维利曾报道，在村庄赫纳
里克的客人的房间——是
高加索的房子里最好的地
方，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房
间的地毯，还有房间一直
保持着整洁，但是因为这
里人家不住在这里，仅
仅是听说有客人在这里交
谈。还有一个关于阿塞拜
疆人好客习俗的证据，出
现在人民的口头作品中，
这些作品广泛反映了这个
习俗。值得注意的还有谚
语，那里有丰富的资料，
也都反映了他们热情好客
的习俗。例如：’桌上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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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大方的人不会贫困”，
“客人带来的是财富”，
“没有客人的家—如同没
有水的磨坊”，“客人自
己来，主人欢送”，“不
要让客人说吃饭”等等。
瓦哈布扎德描述道：有
这样一个传说，是一个对
于客人表达尊敬的特殊服
务的，在一个阿塞拜疆的
家里，主人在为客人忙碌
着，在这个时间，家里唯
一的小孩爬到有开水的大
锅旁，并跌倒在里面，他
的妈妈看见后，卷起孩子
的尸体，藏起来，保持沉
默，直到客人离开。送走
客人后妻子才把所有告诉
丈夫，大家开始痛哭。家
庭不能破坏客人的心情，
因为这是破坏习俗，这被
认为不能容忍。好客的习
俗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所有上面的材料都是一
个个生动的例子，无一不
展现了阿塞拜疆人的好客
习俗。所有这些还一直存
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并继续
着，已经融入到现实生活
中，并且成为了一种日常
习惯。

www.irs-a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