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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對文學的影響乃多元層面
問：俄國大革命（十月革命）對俄羅斯

文學產生了怎樣的直接影響？
答：十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倡導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工農兵形象與日常生活
成為創作題材。但其實革命前的俄
羅斯文學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如
19世紀末西方文學中的非理性思潮
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文學，現
代主義文藝思潮十分活躍。著名的
「白銀時代文學」已經開始，主要
代表是象徵派、阿克梅派和未來
派。就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較19
世紀相比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
「內傾化」與「個人化」，契柯夫
的戲劇與蒲寧的小說即如是。十月
革命的爆發和蘇維埃政權建成初
期，這些文學活動並未受到影響，
甚至因為國情巨變而變得更活躍
了。革命首先給很多期盼俄國走向
新生的作家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希
望。比如引領俄國未來主義文學思
潮的馬雅可夫斯基稱十月革命是
「自己的革命」，著名鄉村詩人葉
賽寧寫道：「從此刻起我再也不愛
貧窮的俄羅斯……從這天起，我更
加熱愛共產主義建設了。」蘇維埃
初期成立的「左翼藝術陣線」等文
藝團體也都是擁護革命與蘇維埃政
權的。但十月革命之後的蘇維埃政
權的種種政治經濟政策和文藝政策
的狹隘化與偏執化，卻讓這些舊時
代的文人們感到失望或疑惑，後期
有所轉向。

問：革命前後，俄國文學有哪些變化？
革命為俄國文學帶來了哪些不同的
影響？

答：文學本身的層面，應該理解為文學
之為文學所具有的獨特的藝術特
徵、敘述手法與美學理念。實事求
是地講，還是有一些遵從了藝術規
律的優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
作品，如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
歷程》、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
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
革拉特科夫的《水泥》、肖洛霍夫
的《靜靜的頓河》等。
但這種對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

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與頌歌式的藝
術特點走向了極致。從文學本身
的特點來看，當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文學變成了唯一被許可的創作
方法，成為一種只許歌頌不許批
判的文學，一種政治的「傳聲
筒」式的文學的時候，它的藝術
水準就可想而知了。所有的藝術
只要脫離或疏離了藝術的本質，
它的藝術性就會受到嚴重的損
害。誠然，由於體制內作家本身
藝術水平的差異，還是有一些高
水平的文學作品出現，但大部分
應時之作很快就消失在歷史中
了。
然而，還是有很多俄羅斯作家，

他們不甘於成為應聲蟲，其創作轉
入地下，有的作家甚至到海外，擺
脫了意識形態束縛的創作卻成就了
大量極其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出
現了「地下文學」或「抽屜文學」
這樣的文學現象。比如白銀時代的
著名詩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
和曼德爾施塔姆等人在極其艱難的
生存環境中依然保持着批判的銳氣

與藝術的靈氣。再比如沙拉莫夫和
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文學」，更
是撕開了蘇聯大清洗的黑色面紗。
還有真誠反思從帝俄晚期到資產階
級革命再到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的
蘇俄歷次重要革命與政權更替中，
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帕斯捷爾納克
的《日瓦戈醫生》與格羅斯曼的
《生活與命運》等現實主義巨著。
從這一點來看，他們都繼承了俄羅
斯思想中的苦難意識、彌賽亞情
結、東正教精神，以及這一切所帶
來的巨大的勇氣。

革命融匯了俄國思想傳統
問：在您看來，就普世主義和民族傳統

的相互影響而言，紅色革命之後的
俄羅斯文學和過往的歷史之間是一
種怎樣的關係？

答：應該說，俄國紅色革命的意識形
態，是具有俄國特色的普世主義，
有着深刻的俄國傳統思想。如果沒
有或明或暗地利用俄國傳統思想中
的「彌賽亞情結」（救世主思
想），俄國的紅色革命及之後的蘇
維埃政權提出的成為全世界社會主
義陣營中的「老大哥」思想就不可
能如此迅速和廣泛地被國內接受。
在土地改革和打擊富農的農村經濟
活動中，如果沒有俄羅斯傳統的村
社制度作為農民的心理積澱，就不
可能在貧農中獲得廣泛的支持。
從文學上來看，實際上19世紀
中後期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
革命民主主義作家就開始了對空想
社會主義的憧憬和歌頌。後來的高
爾基又着力以現實主義方法描繪俄
國底層人民的普通生活和革命活
動。這些都成為了「社會主義現實
主義」文學的先聲。
另一方面，被官方意識形態排擠

的白銀時代作家和之後的地下作家
們，他們則是在精神上完全繼承了
俄羅斯知識分子熱愛祖國、善於思
辨、敢於批判的優秀傳統。寫作方
法上，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作家有
的繼承了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傳統
現實主義，還有不少作家一面繼承
由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引領的
「怪誕的」假定性手法，另一方面
又吸納了當時西方文學中各類現代
主義思潮，在創作風格上呈現出百
花齊放的狀態。流亡海外的作家群
所形成的「僑民文學」，更是繼承
與創新並存，作品受到世界矚目。

問：革命之後的俄羅斯文學中，「東正
教」及其文化、精神是一種怎樣的
存在？

答：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明確禁止東
正教信仰，因此在蘇聯，「東正
教」及其文化在俄羅斯大都市中幾
乎消失，很多教堂被封閉，但在廣
大農村還有大批信眾。文學中的存
在情況與生活中類似。但衛國戰爭
爆發後，出於激發廣大人民的愛國
主義熱情和凝聚力的目的，蘇聯政
府放鬆了對東正教信仰的管制，東
正教及其文化、精神又重新出現在
生活與文學中。而從俄羅斯人民的
深層精神生活中來看，東正教的影
響從未消失過，那些真誠反映俄羅
斯人民生活與精神狀態的文學作品
中，東正教的影子也一直存在，它
以人民對苦難的堅忍、對大自然的

敬畏和對國家的熱愛的態度存在
着。

問：十月革命對每一個具體的俄羅斯人
的個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產生了怎樣
的影響？

答：每個個體對政治的認知都是千差萬
別的。但帝制的推翻和社會主義制
度顯著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物質生
活，而物質生活的改善又使得更多
的人擁有了參與藝術生活的權利和
能力。雖然文藝政策並不寬鬆，但
畢竟那些享譽世界的俄羅斯芭蕾、
戲劇、音樂等藝術在帝俄時代只屬
於貴族的精神生活，十月革命之後
也進入了尋常百姓的精神世界。此
外，蘇聯在工業領域獲得的巨大發
展，在航天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也
持續激發着普通蘇聯民眾的愛國主
義精神。

歷史依舊視角多元
問：您在俄羅斯擔任訪問學者，十月革

命在今天的俄羅斯，不同年齡層的
人會以怎樣的視角去看待這一歷
史？

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兩個城市的人
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基本可以代表整
個俄羅斯民眾的想法。雖然各個年
齡層的俄羅斯人對十月革命都有多
元化的看法，但那些經歷過蘇聯最
輝煌時期的老人們大多對十月革命
和蘇聯時期的高福利生活與集體主
義精神十分懷念。而蘇聯解體後出
生的年輕人則絕大部分對十月革命
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不過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解體之

後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們對十月革命
的理解差異非常大。對革命及其領
袖的讚美和批判同時存在，普通
人，尤其是外國人很難確定哪一種
論調是更客觀真實的。

問：中國人對俄羅斯的文學印象，大多
停留在沙皇時代和蘇聯時代。蘇聯
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狀況如何？
有無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和作家？

答：蘇聯解體之初的俄羅斯文學陷入了
極端困難的境地：結怨極深的作家
隊伍徹底分裂，作家們兩軍對壘，
口誅筆伐。一時間，文學失去了讀
者，宗教、色情、暴力代替了文
學，圖書市場蕭條，嚴肅文學雜誌
印數暴跌，媚俗的「彩色雜誌」大
行其道。但是，有着深厚底蘊的俄
羅斯文學很快便開始恢復元氣，呈
現出新的氣勢。畢竟寬鬆自由開放
的文藝政策是優秀文學作品的溫
床。許多在蘇聯時期就享有盛譽的
老作家還在推出新的優秀作品，如
現實主義作家拉斯普京（《告別馬
焦拉》）和阿斯塔菲耶夫（《魚
王》）；還有在蘇聯時期就開始創
作，蘇聯解體之後更是大放異彩
的，以後現代主義手法聞名的葉羅
菲耶夫（《從莫斯科到彼圖什
基》、《俄羅斯美女》）、索羅金
（《排隊》、《甜糖城堡》、《暴
風雪》等）、佩列文（《夏伯陽與
虛空》、《百事一代》等）、女作
家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美狄亞和
她的孩子們》等）等作家。這些作
品基本都有了內地權威出版社出的
中譯本，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多關注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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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朝暉表示，其實俄羅斯國家的形成史
就是一部戰爭與革命史。古代的戰爭史幾
乎成了古羅斯文學的唯一內容，比如最早
的古羅斯民間史詩《壯士歌》和中世紀最
著名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與古代戰
爭引起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統一情懷相
比，俄羅斯近代戰爭對俄國民眾和文學的
影響發生了很大變化。
19世紀30年代前後，俄國思想界在彼

得大帝改革之後就開始的「斯拉夫派」與
「西方派」之爭就進入了白熱化狀態，貴
族知識分子分成了兩個陣營，以文字的形
式進行論戰。俄國的報刊、政論、詩歌、
散文等均表達出明確的「俄國往何處去」
的關注度。正是因為兩個陣營在國家現代
性的語境中進行激烈的文字論戰，才使得
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突然爆發並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
而十月革命與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的社
會主義變革給蘇聯文學帶來的影響則經過
了複雜的變化。早期主要是由社會主義現
實主義文學政策指導下的文學主題與思想
的「一面倒」。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
以衛國戰爭本身和愛國主義激情為主題的
文學成為當時蘇聯文學的主流，十月革命
主題漸漸變弱。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
台，蘇聯的文藝政策進入了「解凍」時
期，一些深刻反思從二月革命開始到衛國
戰爭這近四十年時間國家與人民命運的文
學作品重見天日或開始出現。最典型的如
《白衛軍》、《靜靜的頓河》、《日瓦戈
醫生》和《生活與命運》等。

孔朝暉認為，中國目前的俄羅斯研究
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但與俄羅斯研究
中的政治、經濟、安全等議題相比，
人文研究方面還是顯得薄弱；文學方
面，若與英美文學研究相比，中國的
俄羅斯文學研究在方法上還是相對傳
統和保守，研究視角也相對狹窄。同
時她指出，由於解體之後的俄羅斯
文學還在經典化的過程中，當代作
家與作品的優劣還未經過長時間的
沉澱和淘洗，中國學者只能根據俄
羅斯國內的文學獎項與民調來選擇
當代作家作品作研究對象，因此
「重傳統輕當代」的研究失衡現
象仍然存在。但總體而言，俄羅
斯文學與文化有極其獨特的魅
力，這與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地
理、種族特性都有着密切的關
係，所以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
究是有廣闊前景的。

文學與戰爭革命
緊密相連

俄羅斯研究
依然忽視當代

■俄國十月革命領袖列寧。

■■展現革命的漫畫
展現革命的漫畫。。

■孔朝暉教授。

■進攻冬宮。

■羅斯受洗代表東正教與俄國文化的緊密聯
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