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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Heart

Bohuslav Martinů (1890 – 1959)
博 胡 斯 拉 夫 ·马尔蒂努

一页歌集 (选辑) Písničky na jednu stránku (výběr)

露珠 / Rosička
日头啊走过去，落进枫树林，啊那露珠儿落下，落到那樱树里。
露珠儿你落下吧，落到(我的)迷迭香上，等它长大成材，(给)心上人他送上。

话开门 / Otevření slovečkem
快关上，妈妈呀，快关上那厨房，你那俊俏姑娘，我们要把她偷走。
我可是锁好啦，用钢锁锁好的。来了位小伙子，他用话把它打开。

通向爱人的路 / Cesta k milé
哎! 走吧走吧走吧，小马(啊你)走上(那)小桥。去到(我)爱人家里，与她共度良宵。
走吧走吧走吧，我那黑色(的)小马。去寻找那远方，去出走到外乡。
去出走到外乡，去到陌生村庄。不让人们对我，总是闲说异议。

小路 / Chodníček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也不认路。好心的人们知道, 他们将(会)告诉我(们)。
我们走，我们走，翻过绿色(的)山坡。我们在那儿采掇，红色的树莓果。
红色的树莓果，还有熟草莓果。美丽的好姑娘，已经跟我们来了。

圣母玛利亚的梦/ Sen panny Marie
睡着了睡着了，我玛利亚天堂里，我玛利亚天堂里，我在天堂那里。
睡入一个 梦境，来自她的心灵，心上生出一棵，美丽苹果树芽。
她还梦中问了，草地为何绽开，是那红色玫瑰，是为圣母绽开？
她还梦中问了，田野为何绽开，是白色百合花 ，是圣母玛利亚？
她还梦中问了，山野为何盛开，是因绿叶葱葱，还是基督神明？

迷迭香 / Rozmarýn
在我家屋窗户下，开着一簇迷迭花，一位小伙子来我家，向我打听迷迭花。
不要向我打听花，我只是一个女孩，你去问我父亲吧，也可问我妈妈。
我有这样的爸和妈，他们都很爱我，来我家吧小伙子，他们把我给你。

两页歌集 (选辑) Písničky na dvě stránky (výběr)
摩拉维亚姑娘 / Děvče z Moravy

祈祷爱情 / Boží muka

从外乡飞来，飞来鸟儿一只。送来了一封，问候的信件。
我愿去看望，捷克之故乡。都说那里有，美丽的姑娘。
我(更)愿留(在)这里，(在)伊赫拉瓦之地。找到位美丽(的)，摩拉维亚姑娘。
摩拉维亚姑娘，走路挺胸膛。她们对小伙(子)们，都是诚心肠。

但愿他能给我运气，但愿我有位美丽姑娘。

希望 / Naděje
(我)头啊痛啊，心儿啊不停跳。我的心上人啊，他有别的姑娘。
他有别的姑娘，礼物也送给她, 而我还抱希望，有天他来求我。
有天他来求我，双膝跪下求我。这还不是全部，他还脱帽致礼。
别致礼，小伙子，也别脱你的帽，让人们别说我，我是耶稣神像。
我是耶稣神像，站在田野里面，黑眼晴小伙子，总是去那儿看我。

更夫 / Hlásný
村里走来报更的人，快乐唱着报更的歌，基督神主赞美的歌。
啊，你别唱，别唱，报更的人，我爱人刚刚睡着了，(在)我洁白手臂里睡着了。
我不愿让他被弄醒，我不愿打搅他的梦，让他头儿不要痛，让他头儿不要痛。

秘密爱人 / Tajná láska
我俩相亲相爱，但是秘密往来。
姑娘啊，人面前，千万你别认我。
(你)叫我怎么不认，人们都知道我，
你那黑色眼睛，总是朝我看着。

布尔诺街边上圣像(旁)，有一位小伙子合手跪着。
走过来了他的姑娘，她问他在这儿在做什么。
我没有做很多亲爱的，只在对上帝我神祈祷，

兹沃伦城的小伙子 / Zvolenovcí chlapci
兹沃伦城的小伙子神气，他们围巾都揣在兜里。
那围巾是洁白整齐，那巾边花都是画的。
哪条送给霍拉柯家的小伙子叫弗朗特的？
就送给他玫瑰色的，哈罗普家的卡琛卡给的。
这是个姑娘，花朵一样。我们为她能付二十分。
你们是否听得明白， 二十份钱将给你们！
好像我们未曾见到，我们见到你们(在)一起，
在小屋里坐在一起， 你们俩(在)一起亲爱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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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š Janáček (1854 – 1928)
莱奥什·雅纳切克
摩拉维亚民谣集(选辑)
Moravská lidová poezie v písních (výběr)
爱情/ Láska
啊，爱啊，爱啊，不定的爱啊，啊，爱啊，爱啊，不定的爱啊，
像那两岸间流逝的河水啊，像那两岸间流逝的河水啊。
河水瞬间流，爱情即刻走，河水瞬间流，爱情即刻走，
像那迷迭香上的花叶啊，像那迷迭香上的花叶啊。

爱人的光采 / Záře od milého
我在梦中见到，山边翻来乌云，那是小伙(子)眼睛，明亮乌黑晶莹，明亮乌黑晶莹。
我在梦中见到，山边电闪雷鸣，那是小伙(子)脸庞，明亮绽红激情，明亮绽红激情。

爱人的画像 / Obraz milého				
姑娘走进，青青树林，绿色小树林。在那遇见，年轻画匠，一双黑眼睛。
„ 画匠画匠，黑眼睛画匠，请你听我讲。请你给我，画一张像，在我心中藏。
请你不要，黑眼睛画匠，别画圣约翰，画就画张，黑眼睛画匠，我心上人的像。“

野薄荷 / Polajka						
野薄荷，野薄荷， 我俩早(已)相识了，来了一位小伙，你我和他玩魔。
我没向他施魔，连我妈妈也没做，是我一双黑眼睛，叫他真很着魔。
是我一双黑眼睛，叫他真很着魔，那回白天看见我，晚上急忙跑来了。
是我一张巧嘴，叫他真很着魔，说起话来叽叽喳，像只小鸟不停着。

花儿送给谁 / Komu kytka					
姑娘坐在那，姑娘坐在那，青青草地上，青青草地上。
她在编花环，她在编花环，玫瑰红艳艳，玫瑰红艳艳。
花环编好了，花环编好了，把它送给谁，把它送给谁?
把它送给你，把它送给你，心爱的小伙子，等你回家时。

爱人的小马 / Koníčky milého				
如果我早知道，这是谁的小马，我会给它们打来，青青的青草来，我会给它们打来，青青的青草来。
如果我早知道。这是我喜欢的，我会给它们打来，青青的青燕麦，我会给它们打来，青青的青燕麦。
如果我早知道， 这是我爱人的，我会给它们编织，金色的丝缎带，我会给它们编织，金色的丝缎带。

渴望 / Tužba							
嘿，杨库，我(的)杨库，田野中香槐树，芬芳将我环抱，在清新(的)田野中。
我的心 我的心，在胸中砰然动，像一只小鱼娃，在深深(的)溪水中。
我的心 我的心，就这样暗自问，随便的一个人，忠诚地爱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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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ín Dvořák

(1841– 1904)

安东宁·德沃夏克
民歌调套曲op. 73
Cyklus písní V národním tónu op. 73
夜安吧，亲爱的 / Dobrú noc, má milá
夜安吧，夜安吧，亲爱的，愿上帝祝福你，保佑你。
夜安吧，入睡吧，但愿你去梦里，但愿你去梦里，梦甜蜜。
夜安吧，入睡吧，但愿你去梦里，但愿你去梦里，梦甜蜜。
梦幻吧，你梦吧，梦幻吧，当你醒来，你要我相信吧，
告诉你，我爱你，我要把我的心，我要把我的心送给你。
告诉你，我爱你，我要把我的心，我要把我的心送给你。

打草姑娘，打草 / Žalo dievča, žalo trávu
打草姑娘，姑娘打草，就在戴麦施瓦尔村旁。
草打好了，垛成草垛，向那小伙打起招呼，向那小伙打起招呼：
草打好了，垛成草垛，向那小伙打起招呼：
小伙小伙，那边的小伙，你过来帮我搭这草垛！
让你爹娘帮你来做，他们要是不把你给我，他们要是不把你给我；
让你爹娘帮你来做，他们要是不把你给我。
当你还在摇篮里面，他们把你许配给我。
当你女孩还在放鹅，已在我心(里)长大出落，已在我心(里)长大出落。

啊没有，这里没有 / Ach není, není tu
啊，这里没什么，能使我快呀乐，啊，没什么在这里，让我欢喜。
从前有的快乐，都已顺水流走。啊没什么，这里让我欢喜！
从来给我作的，都是我不欢喜，从来让我作的，我都不愿意。
把我嫁给了他，心肠只有半个。啊，没什么，(在)这里，让我欢喜！
啊，这里没什么，能使我快呀乐，啊，这里没什么，让我欢喜。
啊，这里没什么，让我欢喜！

嘿，我有鬃马一匹 / Ej, mám já koňa faku
嘿，我有鬃马一匹，它是我的好座骑，嘿，我有鬃马一匹，它是我的好座骑，
在山上，山谷里，在清凉的露珠里，在山上，山谷里，在清凉的露珠里。
嘿，我曾有只云雀，它的腿跌坏了，嘿，我曾有只云雀，它的腿跌坏了：
亲爱的，递给我，清水几滴来止渴，亲爱的，递给我，清水几滴来止渴。
嘿，我曾有位姑娘，像火花明又亮，嘿，我曾有位姑娘，像火花明又亮：
我对她失望了，她的心被打中了，我对她失望了，她的心被打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