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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研究《隋书》中所介绍的龟兹七声名字的源流。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这些名称的

研究，本文利用吐火罗语②文本 ( 来自西格和西格灵所编写的《吐火罗语残篇》) 、梵语文本和古汉语

材料，进行深入的语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并借助古汉语音韵学，试图解释在 《隋书》中所出现的

“龟兹乐七调”的具体含义。所获得的龟兹七声进而与印度古典音乐的音进行对比，尤其参考梵文

《戏剧论》 ( Ntyas'stra) ，Kudimiymalai 碑铭和《歌宝事》 ( Sangītaratnkara) 。基于对敦煌文书中出现

的三种曲调的研究，本文对吐火罗语诗句前的名称进行了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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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火罗语以及吐火罗诗歌简介

吐火罗语属于古代印欧语，但与其他印欧语相对独立，自成一支。存世吐火罗语文献几乎全

部出土于丝绸之路北部③的库车，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区，且都为写本残片，内容上绝大部分是佛

教文献，④ 大多为翻译自印度的佛经，也有吐火罗人自己撰写的文本。龟兹地区所使用的吐火罗

语被称为吐火罗语 B，或西吐火罗语，或库车语。

在吐火罗语文本中如果出现诗句，那么诗句前一般会出现一个名字，且用双竖线与其他字句

隔开。西格 ( Sieg) 和西格灵 ( Siegling) 在《吐火罗语残篇》⑤ 第 X 页写到: “诗句的名字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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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吠陀文献的译释及研究” ( 项目编号: 17ZDA235) 和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创新计划“《梨俱吠陀》全本译注及考释” ( 项目编号: 2017 － 01 － 07 － 00 － 07 － E00001) 资助。
本文题目中“龟兹”取自《隋书》中的龟兹乐师，但是在实际处理中不仅涉及龟兹语料，也兼顾焉耆语的

情况，两者统称吐火罗语。
斯坦因所获吐火罗语写本部分来自丝绸之路南部。
关于吐火罗语的律藏文献情况，参考 Tao Pan，“A Glimpse into the Tocharian Vinaya Texts”in Ｒules of Engage-
ment: Medieval Traditions of Buddhist Monastic Ｒegulation. ( Hamburg Buddhist Studies 9 ) . Edited by Susan An-
drews，Jinhua Chen，and Cuilan Liu. Projekt Verlag: Bochum and Freiburg，2017: 67-92.
Emil Sieg，Wilhelm Siegling，Tocharische Sprachreste. I. Band. Die Texte. A． Transcription. Berlin /Leipzig: de Gruyter，
1921.



置格置 于 诗 句 前，这 些 名 字 绝 大 部 分 借 自 梵 语，对 于 这 些 诗 律 名 称，只 有 一 例 ( 名 为

hari爟apluta爞，出自残片第 17 号正面第 5 行和第 256 号正面第 3 行) 的名字也为梵语的诗律名，

但是诗句节奏却并不一样。”第 XI 页: “虽然在不同文本中节奏一样的诗句一般具有同样的名

称，但是还有一个目前为止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即表面看来完全一样节奏的诗句前却出现不同

的名字……个别情况下还会在同一个名字后面出现不同节奏的诗句。”① 吐火罗语诗句的这一情

况促使之后的学者对这些诗句前的名字展开了讨论: 温特 ( Winter) ② 建议使用“曲调名” ( Mel-
odiebezeichnungen) 这一称呼; 在古代文本中这些名字后所加的 kene ( 库车语) 和 ka爞 ( 龟兹

语) 两个词，在 《吐火罗语基础读本》中被译为 “曲调，音调”; 沃特金斯 ( Watkins) ③ 采纳

温特的观点，称呼这些名字为“曲调，旋律”，并对它们进行了词源分析，与拉丁语的 canō “我

歌唱”和古希腊语 “早晨歌唱者，即公鸡”进行比较。关于吐火罗语诗律的其他详细研

究和进一步的参考文献，参见布罗斯 ( Bross) 、瑞艾恩 ( Ｒyan) ④ 和古恩科 ( Gunkel) ⑤。

关于龟兹音乐，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其中向达所著 《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算

是启蒙之作，引导了后人对此的研究，例如 《苏祗婆 “五旦七调”与郑译 “八十四调”辨

析》⑥、《燕乐二十八调与苏祗婆五旦七声的关系》⑦ 以及《龟兹琵琶七调与印度七调碑之比较研

究》⑧，本文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隋书》中龟兹音乐情况

《隋书》中关于音乐的内容有三卷，有关龟兹音乐的内容见于 “音乐中”和 “音乐下”。现

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 “考寻乐府锺石律吕，皆有宫、商、

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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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语原文为: “Der Strophe wird ihr Name vorangestellt ( im Lokativ) . Diese Namen sind meist dem Sanskrit entle-
hnte Worte; nur in einem Falle ( hari爟apluta爞，Nr. 17 a，5; 256 a，3) jedoch ist der Name auch der eines San-
skrit-Metrums，aber es ist anders gebaut als dieses.”and p. XI: “Whrend gleich gebaute Strophen in verschiedenen
Texten auch mit gleichen Namen wiederkehren，ist andererseits auffallend und bisher nicht geklrt der Umstand，da
bei anscheinend ganz gleichem Bau verschiedene Namen für dasselbe Metrum auftreten……Vereinzelt begegnet sogar
der gleiche Name für verschieden gebaute Metren”.
Werner Winter. “Zur”tocharischen“Metrik”. Herbert Franke ( ed. ) ，Akten des XXIV.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
tenkongresses München 1957. Wiesbaden: Steiner，1959: 520-521.
Calvert Watkins. “Questions of syntax and meter in Tocharian” . Heiner Eichner and Hans Christian Luschützky
( edd. ) ，Compositiones Indogermanicae in memoriam Jochem Schindler. Prague: Enigma，1999: 601-614.
Christoph Bross，Dieter Gunkel，and Kevin M. Ｒyan， “Caesurae，bridges，and the colometry of four Tocharian B
meters”.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2，2014: 1-23.
Dieter Gunkel，“The Sanskrit Source of the Tocharian 4 × 25-Syllable Meter”. Dieter Gunkel ( ed. ) ，Sahasram Ati
Srajas，Indo-Iran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in Honor of Stephanie W. Jamison. Ann Arbor: Beech Stave Press，
2016，82-95.
李来璋: 《苏祗婆“五旦七调”与郑译“八十四调”辨析》，《黄钟》2000 年第 1 期，第 9 ～ 14 页。
李玫: 《燕乐二十八调与苏祗婆五旦七声的关系》，《中国音乐学》2007 年第 3 期，第 5 ～ 11 页。
周菁葆: 《龟兹琵琶七调与印度七调碑之比较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第 33 ～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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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

声。因而问之，答云: ‘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

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

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 ‘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

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 ‘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

也。七曰‘俟利 ’，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

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 「均」也。其声亦应

黄锺、太簇、林锺、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

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①

文中出现的“娑陁力，鸡识，沙识，沙侯加滥，沙腊，般赡，俟利 ”七调，将在下文中

详细分析。

三、古典印度音乐和 “声 /音” ( Skt. svara-) 的概念

古代 印 度 有 关 音 乐、戏 剧 和 舞 蹈 最 著 名 的 作 品 当 属 约 两 千 年 前② 完 成 的 《戏 剧 论》

( Ntyas'stra) ，《戏剧论》共 36 个章节，内容包括剧场起源、舞台布置、舞蹈动作、服饰化妆、

戏剧分类、音乐理论、歌曲格律和剧中人物等内容。与本文相关的内容见于 《戏剧论》第 28

章③，此章节中列举了印度音乐的七种 “声 /音” ( 梵语为 svara-) ，从低到高排列即④( 括号中为

此音的缩写) Sadja( Sa) ，Ｒsabha( Ｒi) ，Gndhra ( Ga ) ，Madhyama ( Ma ) ，Pacama ( Pa ) ，Dhaivata

( Dha) and Nisda( Ni) 。这些音的相对音高用“音程”⑤ ( 梵语为S' ruti-) 数表示⑥，具体为: “在s

adjagrma 中，Sadja音的音程数为 4，Ｒsabha音的音程数为 3，Gndhra 音的音程数为 2，Madhy-

ama 音的音程数为 4，Pacama 音的音程数为 4，Dhaivata 音的音程数为 3，Nisda音的音程数为

2”。如果用“⊥”表示一个单位音程，那么《戏剧论》中所说的七声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 图 1) : ⑦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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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文使用《隋书》卷十四《志第九音乐中》，中华书局，1973 年 8 月，摘录段落位于第二册的第 345 ～ 347
页。
关于《戏剧论》的年代，参考 Manomohan Ghosh，The Ntyas' stra Ch. XXVIII - XXXVI. Calcutta: Asiatic Socie-
ty，1956，80ff.。
本文使用玛奴莫汉·高室 ( Manomohan Ghosh) 于 1956 年所作的校勘本。
见于第 28 章的第 21 句诗，梵语原文为: tatra svarh—sadjas' ca rsabhas' caiva gndhro madhyamas tath |
pacamo dhaivatas' caiva nisdah sapta ca svarh‖21‖
梵文 s' ruti-一词的翻译来自《梵和大辞典》: “音程 ( ーオクターヴに22ある) ”，一个八度中有 22 段音程。
梵文原文为: sadjas' catuhs'rutir jeya rsabhas tris' rutih smrtah | dvis' rutis' cpi gndhro madhyamas' ca catuhs'rutih‖25
‖ catuhs'rutih pacamah syt tris' rutir dhaivatas tath | dvis' rutis tu nisdah syt sadjagrme svarntare‖26‖
参考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 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2000，

p. 123.



在印度音乐史上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记录是于 1904 年发现于印度南部名为 Kudimiymalai ( 以

下简称 Ku) 一处地方的音乐碑铭，① 碑文字体类似七世纪印度南部的 Calukya 字体，② 所以可以

将此碑铭断代到公元 7 世纪。在此碑文被发现之前，在 《戏剧论》之后的存世最早的有关印度

音乐的文献是创作于公元 1210 ～ 1247 年的 《歌宝事》 ( 梵文为 Sangītaratnkara ) ，作者为

S' rngadeva。这一碑铭的发现至少部分填补了 《戏剧论》和《歌宝事》之间一千余年的空白，因

此意义重大。碑文的内容是印度七类古典音乐的 “音阶” ( 梵语为 Ｒga) ，它们分别是: ( 1 )

Madhyamagrma，( 2) Sadjagrma，( 3 ) Sdava，( 4 ) Sdhrita，( 5 ) Pacama，( 6 ) Kais' ikamadhyama，

( 7) Kais'ika。在 Ku 碑铭中，用于记录音阶的音有九种 ( 括号内为缩写) ，具体为: Sa( Sadja) ，

Ｒa( Ｒsabha) ，Ga ( Gndhra ) ，A ( Antara ) ，Ma ( Madhyama ) ，Pa ( Pacama ) ，Dha ( Dhaivata ) ，Na
( Nisda) ，Ka( Kkalī) 。与《戏剧论》中列出的七声相比，碑铭中出现了两种新的音，即名为

Antara “接近的，不同的”和 Kkalī“一种轻而甜的声音”的两种。根据两音相对其他音的位

置，可知“Antara”一名实为 “Antara Gndhra”的缩写，而 “Kkalī”当为 “Kkalī Nisda”
一名的缩写。“Antara Gndhra”的意思是“具有 4 音程数的 Gndhra，即大调式的 Gndhra，

或自然 Gndhra”③; 而“Kkalī Nisda”的意思是“具有 4 音程数的 Nisda ”。④ 因此，在 Ku 碑

铭中出现的“A”音符事实上占据了图 1 中 M 音的第二个音程，而“Ka”音符则占据了S的第二个音程。

Kudimiymalai 碑铭中 pacama 一词

四、《隋书》中 “七声”的分析

伯希和⑤在分析《隋书》中的七声时，除了给出了各自的中古音构拟，还提出了可能的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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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碑文的内容参考 Ｒao Bahadur P. Ｒ. Bhandarkar 发表于 Epigraphia Indica 第 XII 卷第 226 ～ 237 页的版本。
参考 Georg Bühler，Indische Palaeographie von circa 350 a. Chr. - circa 1300 p. Chr. ［Tafeln］，K. J. Trübner，
1896，pp. 7-8.
参考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2000，

p. 17.

参考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p. 51: “When N leaves its own S' ruti

and occupies Kumudvatī，the second S' ruti of S，it is called Kkalī N. This is the natural N of the present Bilvala Th
ta or diatonic major scale.”
Paul Pelliot，Ｒeview of“Hb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 ＇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Deuxième fascicule”. T＇oung Pao Vol. 28，No. 1 /2，1931: 95-104.



对应词，但是他却没有解释这些重构出来的声名具体是何含义，也没有和印度古典音乐中的音进

行联系，此外他的分析也没有涉及重要的吐火罗语材料。以下的讨论将会包括这三方面的分析，

并尝试为《隋书》的这一段落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
1. 第一声“娑陁力”
此名称的中古音①为 / s-d-ljk /，所基于的吐火罗语词可能为 sdharik，这一词出现于库车

语残片 B583 号正面第 5 行的一个复合词 sdharik-anandrs'中。库车语 sdharik 一词借自梵语，但

其可能的梵语词形式* sdhrika 并未见于存世文本中。但是在 Ku 碑铭中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词

sdhrita-“被支持的”，在 《歌宝事》中有 sdhra爟a-“共同的，相同的”一词。根据 《隋书》
记载，“娑陁力”一词的意思是 “平”，或据 《乐书》记载是 “道”②。梵语* sdhrika-一词虽

然在字典中无记录，但是考虑到它是通过词缀-ika-从 sa-dhra-构成，这个词的意思多少可以从

sdhra爟a-“共同的，相同的”和 dhra-“地面”揣测，它的确与 《隋书》和 《乐书》中所记

载的意思吻合。对于在吐火罗语从梵语借词过程中将第二个--缩短的情况，即梵语 C1C2C3V
o

＞ 吐火罗语 C1C2aC3V
o，参考梵语 mrjra-“猫” ＞ 库车语 mrjare，以及梵语 pdna-“成立”

＞ 库车语 pad爞③。
由于吐火罗语 sdharik 是音或调名，它应该是与梵语的 Sdhrita 和 Sdhra爟a 有关，但是后

两者都没有出现在《戏剧论》中的“七声”和 Ku 碑铭所记录的“九音”中。事实上正如“Ant-
ara”和“Kkalī”的 例 子 所 证 明 的 一 样，Sdhra爟a “平 均”这 个 名 字 可 能 是 “Sdhra爟a
Gndhra”，即 “平均 Gndhra 音”的缩写，而 “平均 Gndhra 音”是指具有 3 音程数的

Gndhra 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龟兹音乐中的第一个音符 sdharik 就位于 Gndhra 音后，占

据 Madhyama 音的第一个音程的位置。
2. 第二声“鸡识”
基于“鸡识”的中古音 /kiei-s' jk /，可以得知对应的吐火罗语词应该是 kes' ik ( 此词焉耆语

和库车语形式一致) ，这个词一方面在焉耆语中见于残片 A144 的正面第 1 行 ( 后面的诗句节奏

为 4 × 17) 和残片 A257 正面第 6 行 ( 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17) ，另一方面也见于库车语残片

B400 正面第 3 行 ( 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17 ) 。另外，焉耆语kis' ik ( 见于残片 A358 正面第 1
行④) 或许也属于这里，因为在吐火罗语⑤中在硬腭音前后存在“e ＞ i ”的音变。⑥

吐火罗语 kes'ik⑦ 必定是来自印度的借词，而且由于它出现在音乐和诗歌文本中，这一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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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本文采用柯蔚南 ( Coblin) 和高本汉 ( Karlgren) 所作的中古音构拟。事实上对于本文所考察的汉字，Coblin
和高本汉的中古音构拟与其他学者的结果并无太大差异，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陈旸所著《乐书》第 159 卷: “宫调胡名婆陁力调，又名道调”。此处原本的“娑”字被替换为“婆”，可

能由于两者的相似，且两者经常一起出现，即“婆娑”一词 。
由西格和西格灵在库车语残片 B365 号正面第 1 行补全。
置于［bah］ū(dant) ka爞 ( 由 Sieg ＆ Siegling 补全) “多牙”一词前，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25。
这一现象据贝明 ( Peyrot) 研究在库车语中经常出现，考虑到这一曲调名是从库车语传到焉耆语 ( 此名称在

两种语言中形式一致) ，在焉耆语中发现这一词形亦属寻常。
参见 Michal Peyrot，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Amsterdam /New York: Ｒodopi，2008，pp. 59-60.
目前为止吐火罗语学界普遍认为焉耆语和库车语的 kes'ik 来自梵语 kes'ika-“具有美丽头发的”，参见 Gerd Car-
ling，A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ume 1: letters a-j，in collaboration with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2009，p. 160.



后的梵语词应该是在《戏剧论》① 和 Ku 碑铭中出现的 Kais'ika 一词 ( 参见上文) 。但是这个梵语

词并未直接进入吐火罗语，而是以其中古印度语的形式 ke s' ika 被借用到龟兹音乐中。② 《隋书》

中所记载的“长声”一意可看作间接证据，因为梵语 kes'ika-的意思是 “长发的”。不过 Kais'ika

这一名称并未见于印度 “声”的序列中，只是作为一个 “音阶”名称出现。但正如上文 “Ant-

ara”和“Kkalī”的例子一样，这个“Kais'ika”或者“Kais'ikī”一词可能是 “Kais'ikī Nisda”的

缩写，即“具有 3 音程的 Nisda 音”。③ 因此类似于龟兹乐第一个音 sdharik，第二个音 kes'ik 位

于 Nisda 之后，占据Sadja 的第一个音程位置。
3. 第三声“沙识”

基于它的中古音 /sa-s' jk /，原本的吐火罗语词应该来自梵语sadja-一词，即印度音乐的第一

个音。
4. 第五声“沙腊”

“沙腊”的中古音为 / sa-lp /④，对应的吐火罗词为sadap，此词见于残片 B372 反面第 1 行

( 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12) 以及焉耆语复合词 sadap-devadattena爞 中 ( 出现在残片 A 8 正面第 4

行，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20 /22 /10 /15) 。吐火罗语 sadap 来自梵语 sdava-一词，但是后者并非音

名，而表示“包含六个音的音阶”⑤，并作为音阶名使用。梵语词sdava-意思为“甜食，蜜饯”，

事实上和梵语的sat“六”无关，因为 sdava-的词形是由于所谓的s表示 kh 的 “颠倒写法” ( 德

语 umgekehrte Schreibung) ⑥ 变化而来，是来自梵语 kh爟dava-“甜食，蜜饯”一词。同理，表示

印度音乐中第一个音的梵语sadja-一词来自梵语 khadga-“剑，犀牛”，词义包含 “尖的，顶端

的”，适合用来表达“第一个”这样的意思。因此，在梵语 sdava-中，所谓的“通俗词源” ( 德

语 Volksetymologie) 扮演了重要角色，被人们认为是来自梵语 sa t “六”这个词，进而表示 “包

含六个音的音阶”。由于所基于的梵语词有 “六”的含义，这个吐火罗语的音很可能对应于印度

音乐体系中的第六个音，即名为“Dhaivata”的音，虽然“沙腊”在龟兹乐中位列第五 ( 这一情

况可参考关于第六声“般赡”的讨论) 。
5. 第六声“般赡”

通过“般赡”的中古音 /pwn-z' jam / 很容易可以知道它对应的吐火罗语词是 pacam，此词在

焉耆语和库车语中词形一致，借自梵语 pacama-“第五”，即音阶中第五个音⑦，《隋书》中所

记录的词义“五声”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吐火罗语文本中，pacam 一词后面出现的诗句有两

类，第一类具有的节奏是 4 × 14，例如残片 A279 反面第 7 行; 第二类诗句的格律为 4 × 18，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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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第 28 章第 40 句诗中出现的sadjakais' ikī 一词。
参考巴利语 kesika-“有长毛的”和耆那教俗语 kesia-“有长毛的”。从梵语到吐火罗语的借词中双元音-ai-一
般会被保留，例如库车语 s'aikse ＜ 梵语 s'aiksa-以及 s'aileyak ＜ 梵语 s'aileyaka-。
参见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p. 51.
关 于-d-＞ -l-的 音 变， 参 考 Oskar von Hinüber， Das ltere Mittelindisch im berblick. Wien: Verlag der
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1，pp. 266-267.
参考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p. 108，以及“the Ｒgas based on the
Sdava scale are known as Sdava Ｒgas”，如同 Ku 碑铭中一样。
参考《梵语语法》第一册第 136 页及以下以及《古代印度雅利安语词源学词典》第三卷的第 138、500 页。
参见 Bimalakanta Ｒoychaudhuri，The Dictionary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p. 83.



残片 A255 反面第 3 行。

《弥勒会见记》第二幕 ( 写本编号为 YQ 1. 42 1 /1) 中 pacma爞 一词

6. 第七声“俟利 ”

从 “俟利 ”的中古音 / gi-li-sp / 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原本的吐火罗语词是什么，但是同时期

的其他词汇却可以提供帮助。“俟利”出现于古代官职名 “俟利发”或 “颉利发”中，后两者

来源可能为突厥语名号 iltbir① 或古突厥语卢恩字母形式( h) elitbr ～ ( h) elitβr②。借自梵语rsi-
“仙人”的焉耆语 risak “仙人” ( 库车语 rsk) 一词的形式表明，开头的rs-在焉耆语中可以表示

为 ris-，而库车语开头的 rs-的实际发音很可能也是 ris-。此外开头的 r-可能为了便于发音会有 i-

增音 ( 英语 i-epenthesis) 的现象 ( 参考犍陀罗语 istri 和巴利语 itth ī “女人”一词，对应吠陀梵

语的 str ī'，阿维斯塔语动词 iric“离开”对应吠陀梵语词根 ＲEC “离开”，阿维斯塔语 iri “被伤

害”对应吠陀梵语词根 ＲES “被伤害”) 。同理，与“俟利 ”同时期的词“荷力皮陀”，来自梵

语Ｒgveda 一词，“荷力皮陀”见于隋朝吉藏所著的 《百论疏》 ( 大正藏编号 1827 第 42 卷第 251

页上栏第 23 行) ，中古音为 /γa-ljk-bje-d /。因此，俟利 / gi-li-sp / 非常可能记录了 ilisap 或 iri
sap③ 这样的音，所以，原本的吐火罗语词可能是库车语 rsap，见于库车语复合词 rsap-devada-
tte爞ne ( 于残片 B375 正面第 2 行，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20 /22 /10 /15) ，rsap-pacagatine ( 于残片

B577 正面第 4 行，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15) 以及 rsap-salywe-malkwerne ( 于残片 B108 反面第 1
～2 行，后面的诗句节奏为 4 × 18) 。库车语 rsap 是来自梵语 rsabha-“公牛”的借词，用来表示

印度音乐的第二个音，《隋书》中“斛牛”一译也支持这一解释。
7. 第四声“沙侯加滥”

最后讨论“沙侯加滥” ( 中古音为 /sa-γu-ka-lm/ ) 是因为这个词的吐火罗语和梵语形式不

明确，所提出的解释只是可能性较大的猜测。从上述讨论可知，龟兹七声中的六声可以在印度音

乐的七声中找到合适的对应，然后剩余的龟兹第四声应该也对应印度音乐七声中剩余的那个音或

与其接近的音，非常巧合的是，这个音正是印度七声中的第四音，即 Madhyama “中间”音。在

音程 ( S' ruti) 分布上，考虑到龟兹第一声 Sdharik 紧随印度 Gndhra 声其后，龟兹第二声 Kes' ik

也是紧随印度 Nisda 声其后，那么，龟兹第四声也可能是紧随印度 Madhyama 声之后。在印度

音乐中，紧随 Madhyama 的音名叫“Tīvra Madhyama”，意为“强烈有力的 Madhyama”。中文的

“沙”字可以用来转写梵语的( -) s'̌-，š-和 š-，参考伊沙 /i sa / 对应梵语 ī s' na-“统治的”; 沙

腊 /sa-lp / 对应梵语的 sdava-; 沙竭 / sa-gjt / 对应梵语 sgara-“海”。中古音 /γu / 一般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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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缪勒 ( Müller) 1910 第 94 页及以下; 另一种形式“eltbr”由伯希和 1929 第 225 页及以下和笠井幸代

2014 第 81 页。
参考艾达尔 ( Erdal) 2016 第 175 页及以下。此处感谢陈瑞翾告知突厥语语料信息。
中古汉语不区分 / r / 和 / l /。

taopan
Hervorheben



梵语 -ho-，例如摩睺勒 /mw γu lk / 对应梵语 mahoraga-。“沙侯”的中古音为 /sa-γu /，可以

对应梵语的 saho-，即梵语 sahas-“力量”一词在浊辅音前的 Sandhi 形式，或者对应 saha- ( 参

考呕侯侯 /u-γu-γu /一词，对应梵语 ahaha) 。汉字 “加” /ka / 通常转写梵语的 ǩ，而不是

ǧ，所以，这里对应“沙侯”的应该不是 saho-，原本的梵语词可能是 sahaskara-“增强的，给予

力量的”。有一个间接的证据也支持这一解释，即 《隋书》中记录的词义 “应声”。梵语 sahas-
kara-一词非常容易被误解为是 saha-“一起，共同”和 skar-“做”的复合词，skar-“做”是

kar-“做”的另一种形式，最著名的例子当属 Sa爞skrta“梵语”一词。梵语 saha-和 kar-的复合

词词义为“共同行事，应和”，参考梵语 sahakra-“合作，帮助”和 sahakara爟a-“共同行事”。
8. 音乐学讨论

如果《隋书》所记载的龟兹乐“七声”的内容真实可靠的话，那么，这其中有几处有趣的

地方。为了便于解释和叙述，先将龟兹七声及其梵语对应词列表如下 ( 表 1) :

表 1

1 2 3 4 5 6 7

名称
中古音

娑陁力
/ s-d-ljk /

鸡识
/kiei-s' jk /

沙识
/ sa-s' jk /

沙侯加滥
/ sa-γu-ka-lm/

沙腊
/ sa-lp /

般赡
/pwn-z' jam /

俟利
/gi-li-sp /

吐火罗语 sdharik kes' ik ? ? sadap pacam rsap

梵语 * sdhrika kais' ika sadja ? sdava pacama rsabha

中国乐 宮 商 角 变徵 徵 羽 变宮

基于印度音的音程 ( S' ruti) 分布，龟兹音的分布如下 ( 图 2) :

图 2

从图 2 可知，如果使用音程数作为单位的话，龟兹七声所在的音程分别为 4，7，10，14，

17，20，23，这是一个非常均匀的分布，几乎是一个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但是 《隋书》中记

录的七声的顺序和印度音乐体系的七声顺序却很不同，对此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吐火罗人或

龟兹人只是沿用了印度音乐的术语，但是却改变了他们的相对位置; 第二种可能就是 《隋书》

或者叙述者并没有正确记录龟兹音的相对位置。

五、吐火罗语诗句前名称的新解读

基于上述分析，吐火罗音乐的印度源头应该不容置疑了，事实上这点并非意外之事，因为绝

大部分吐火罗语文本都是翻译自印度的佛教文本或者是基于印度佛教文本的本土创新。以下试图

对于吐火罗语诗句前所谓的 “曲调音”进行定性分析。

在《乐书》第 159 卷中写道: “龟兹佛曲，并入婆陁调也”，此处的 “婆陁”即 《隋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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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娑陁力”，吐火罗语 Sdharik。这一则信息出现在有关 “胡曲调”的章节，这一章介绍了龟

兹七声其中的六声，这六声同时又被用作调名，文中又列举了归于此调的佛曲。①

在编号为 Pelliot Chinois 3271 敦煌文书中出现了三个有意思的曲调，即“斗百草”“泛龙舟”

和“阿曹婆” ( 中古音构拟为 /-dzaw-bw / ) 。这三个曲调名置于歌辞前，前两者还和歌辞的内

容紧密相关，此外三首歌辞还有不同的题名，分别是 “喜去觅草”、“游江乐”和 “镇陇西”②，

题目取自歌辞内容。据《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炀帝不解音律，……令乐正白明达造新

声，创……斗百草、泛龙舟……等曲”，可知“斗百草”和 “泛龙舟”原本是龟兹乐师所新造，

两者之中，“泛龙舟”尤其有趣。据陈文成③的研究可知，此调约 8 世纪传入日本。敦煌文书中

所记录歌辞内容为春日美景和江上风光，但是传到日本的歌辞却是完全的佛教内容，包含了

“妙法”“供养”和 “成佛”等重要的佛教概念，但是两者的诗句均为 4 × 7┆7，即 “七言八

句”，且每句的七字断句为 4 /3。更有趣的是此曲的调，据《倭名类聚钞》或 《和名类聚抄》第

四卷曲调类第四十九记载，此曲为 “水调”或 “南吕商调”，而在 《唐会要》第三十三卷中却

说: “林锺商，时号小食调……泛龙舟”。据陈文成研究，这是因为 “日本雅乐所用的律名以唐

俗乐为准，唐俗乐律比唐雅乐律高二律”，所以，此 “泛龙舟”曲的调依据唐俗乐律当为 “水

调”或“南吕商调”。④“南吕”对应“羽”，而后者在龟兹乐中被称为 Pacam，这点见于上文。

简而言之就是，名为“泛龙舟”的汉文佛曲歌辞节奏为 4 × 7┆7 ( 4 /3 /4 /3) ，此曲为龟兹乐师⑤

所造，曲调为“Pacam 商”。而在库车语和焉耆语文本中同样存在节奏为 4 × 7┆7 ( 4 /3 /4 /3 )

的诗句，诗 句 前 写 有 pacam 一 词 的 单 数 位 置 格，在 焉 耆 语 中 为 pacma爞，在 库 车 语 中 为

pacamne。这些细节上的吻合显然不能用 “凑巧”来解释，但是本文无法处理两者的源头和演

变问题。⑥

基于上述信息，可以认为吐火罗语诗句前的名称事实上是基于某个曲调而创作的伴奏音乐的

名称，而这个曲调有时还会反映在这些名称中，例如，吐火罗语的 pacam 曲调，库车语中的

sdharik-anandrs' 曲调，焉耆语中的 kes' ik-nandavilp 和库车语中的 kes' ik-anandrs' 等。所以焉耆

语 ka爞 和库车语 kene 的意思为“曲，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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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乐有歌，歌有曲，曲有调。故宫调，胡名婆陁力调，又名道调……商调，胡名大乞食调，又名越调，又名

双调……角调，胡名涉折调，又名阿谋调……徵调，胡多名婆腊调……羽调，胡名般涉调，又名平调移风

……变宫调，胡名阿诡调也。李唐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

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咸德佛曲，龟兹佛曲，并入婆陁调也。”
参见任半塘: 《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 1680 页以下，第 379 页以下和第 1671 页以下。
陈文成: 《关于泛龙舟》，任半塘主编: 《敦煌歌辞总编》，第 1850 ～ 1864 页。
陈文成: 《关于泛龙舟》，任半塘主编: 《敦煌歌辞总编》，第 1856 页。
在陈文成之前，任二北认为泛龙舟不可能是龟兹音乐，他写道: “不知龟兹乐于郑译时，方初传入中国，一

时何至卽有莫大力量，足以禁止中国原有之一切音乐 ……”但是他的论断很容易被驳倒，因为在《隋书》
中的这一段中只是说龟兹乐师白明达遵命造新曲，其中包括“泛龙舟”而已，并没有所谓“禁止中国原有

之一切音乐”的内容，参见任二北: 《敦煌曲初探》，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第 48 页。
在《倭名类聚钞》中，紧随“水调”其后还列出了“般 ( 盘) 涉调”，即 Pacam，而在“盘涉调”中，又

有曲名为“盘涉”。



六、结论

基于上述利用吐火罗语、梵语和古汉语材料所进行的交叉学科研究，龟兹乐中的 “七声”

获得了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解释，并与相应的印度音乐中的音进行了比较。有些 “声”名也用于

曲调的名称中，例如“娑陁力”“鸡识”和 “般赡”调，这些曲调的名字也出现在吐火罗语诗

句前，有时单独出现，例如 pacam，有时出现在复合词中，例如 rsap-devadatte。因此，这些吐

火罗语诗句前的名称应当是伴奏音乐的名称，因为这些诗句当时都是随着乐曲吟唱的。这些曲调

名或来自曲子的调名，或是基于诗句的内容新创，① 这一情况可以和中文的 “词牌”或 “词调”

名作对比，这些词牌名起初是由词的内容决定的，但是发展到后来词牌名渐渐跟词的内容没有关

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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