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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研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

　 　 　 汪介之

摘　 要:　 关于高尔基及其创作的理解与阐释ꎬ因国内高尔基研究中仍然存在的某种状

况而具有一种学术迫切性ꎬ也是正在编撰的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ꎮ «俄国文学通史»将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依托ꎬ从文学史实际和高尔基作品文本出

发ꎬ就高尔基研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展开论述ꎬ系统呈现我国学者的新见解ꎬ以求对于

这位作家的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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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１７ＺＤＡ２８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刘文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研究工作已全面启动ꎮ
这套著作将系统表达我国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关于绵延一千余年的俄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成就与特

色的认识ꎬ其中当然包含关于高尔基及其创作的理解与阐释ꎮ 目前国内学界高尔基研究的基本状况是:
有的论者仍然坚持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之前对高尔基的旧有评价ꎬ维护着一个被“神化”、也被歪曲了高尔基

形象ꎻ另一些论者事实上认为高尔基“早已过时”ꎬ甚至对他进行全盘否定ꎻ还有的论者则感到无所适

从ꎬ于是放弃研读、拒绝谈论高尔基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对高尔基其人其作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ꎬ便成

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ꎮ 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中关于高尔基的评价ꎬ将在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的阐

述中呈现出创新特色ꎮ

一、高尔基的创作高峰究竟在哪里?

历来的外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教材都认定«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ꎬ列宁也曾说过«母亲»是“一
本非常及时的书”ꎮ 但是ꎬ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是高尔基全部创作的高峰ꎮ 作家本人曾在«母亲»法
译本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作品写得匆忙ꎬ有缺点ꎮ 如果说ꎬ“代表作”指的是最能代表作家的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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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学追求的作品ꎬ那么ꎬ«母亲»就很难说是他的代表作了ꎮ 国内外读者接受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也

能说明这个问题ꎮ
全面阅读高尔基的作品就不难发现ꎬ他最成功的作品是写于“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时期” (１９０８—

１９２４)的“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ꎬ以及«罗斯记游»«日记片断»«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短篇小说集»
等系列作品ꎮ 这几组作品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着力描写俄国生活中蛮荒阴暗的现实ꎬ提供了社会各阶层

的人物众生相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民族风情画ꎬ不仅呈现出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与民族命运

之间的内在联系ꎬ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ꎮ 其中ꎬ«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的

艺术成就最为突出ꎮ 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ꎬ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ꎬ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ꎬ常带抒

情色彩和沉思性质的叙述文字ꎬ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风格ꎬ均给读者以极大的审美享受ꎮ 三部曲

自问世以来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ꎬ不仅至今仍是在我国印行量最大的高尔基作品ꎬ而且赢得了西方

批评界几乎一致的好评ꎮ 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几部自传体小说是“俄国文学的杰

作之一”ꎻ意大利都灵版«俄国文学史»认为自传体三部曲和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等构成高尔基全

部创作中“卓越的阶段”ꎻ瑞典学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国学者彼科昆内尔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

史»则肯定自传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①ꎮ 直到晚近ꎬ审美趣味高雅、目光甚微“苛刻”的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ꎬ也在«西方正典»中把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列入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书

目”ꎮ 自传体三部曲无疑是高尔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ꎮ
如果从思想的丰富、对俄罗斯民族灵魂的洞察之深入、对这个民族精神生活史的艺术概括的广度来

看ꎬ高尔基的晚期巨著、四卷本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应当是他的总结性作品ꎮ 关于这部长篇

的深广意蕴和鲜明特色ꎬ笔者在«伏尔加河的呻吟»、新版 ２０ 卷本«高尔基文集»总序、«克里姆萨姆金

的一生»中译本序中都有详细的论述ꎬ此处不复赘言ꎮ 这里只引征国外评论者的一些评价意见ꎬ从中可

以见出各国学界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程度ꎮ 如«美国百科全书»称这部长篇为“１９１７ 年革命前 ４０ 年中俄

国社会、政治和文学生活的缩影”ꎻ德国学者尤吕勒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ꎬ专辟一章«知识分子的

安魂曲»论«萨姆金»ꎬ称它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ꎬ“理解那个时代的俄国、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一

般人的钥匙”ꎮ 日本«万有百科大辞典»则认为这是一部“空前规模的长篇叙事诗”ꎬ“堪称 ２０ 世纪的精

神史”ꎬ“作为思想小说ꎬ达到最高成就”ꎮ②

显而易见ꎬ各国评论者都没有否认高尔基作为一位作家的艺术成就ꎬ但都不认为长篇小说«母亲»
是他创作的高峰ꎬ而是几乎一致地给予他的自传三部曲和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肯定性

评价ꎮ

二、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评价

长期以来ꎬ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直被说成是作家“思想错误的产物”ꎬ相关的文学史著作

和教材ꎬ或压根儿不提这本书ꎬ或把它作为高尔基思想“动摇”、犯了政治错误的例证ꎮ 这究竟是一本什

么样的书呢?
１９１７ 年ꎬ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巨变ꎬ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注入高尔基的思索之

中ꎮ 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ꎬ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了 ８０ 多篇随笔ꎬ其中有 ５８ 篇使用了“不合时宜

的思想”这个统一标题ꎮ 这些文章后来结成两本互为补充的文集:第一本名为«革命与文化:１９１７ 年论

文集»ꎬ共收 ３４ 篇文章ꎬ１９１８ 年在柏林出版ꎻ第二本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ꎬ收
有 ４８ 篇文章ꎬ同一年在彼得格勒出版ꎮ 后来人们往往把这两本书合称为«不合时宜的思想»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ꎮ 在苏联国内ꎬ这两本文集一直被严密封存ꎬ３０ 卷本«高尔基文集»也未收入ꎮ 直到 １９８８ 年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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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宜的思想»才在苏联重见天日ꎮ 十年后ꎬ«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在我国出版ꎮ
我国研究者大都是从 １９９０ 年代初才开始注意这部著作的ꎬ但仍有一些评论者坚持认为ꎬ«不合时宜

的思想»集中反映了高尔基的错误思想立场ꎮ 但只要我们阅读这本书ꎬ就必然会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

结论ꎮ 书中ꎬ作家对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高度重

视ꎬ对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解ꎬ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ꎬ等等ꎬ不仅显

示出一种思想家的目力ꎬ而且至今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启迪意义ꎮ 高尔基特别强调文化的道德价值ꎬ他写

道:“文化的真正实质与意义ꎬ在于从生理上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野的事物ꎬ厌恶一切贬

低人、使人痛苦的东西ꎮ 对于文化的真正感悟和理解ꎬ只有在对自身的和外在的一切残酷、粗野和

卑鄙都同样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条件下才有可能ꎮ”①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矛盾的特殊性、规律性ꎬ高尔

基有着深刻的洞察ꎬ认为“思想是不能用肉体上的强制手段战胜的”ꎬ言论的力量不是可以机械地被消

灭的ꎮ 若能让各种不同意见尽可能充分地发表出来ꎬ那么ꎬ在各种思想的公开交锋中ꎬ错误的思想终究

会暴露其蹩脚之处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ꎻ相反ꎬ被人为地驱逐的思想ꎬ却常常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调ꎬ
并引起同情”ꎬ“被封锁的言论常常具有特殊的说服力”ꎮ 他还指出:“不理解或没有充分估计知识的力

量ꎬ这是‘通往文明之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ꎻ“哪里政治太多ꎬ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ꎮ② 这些文字

穿透浩瀚的历史风云ꎬ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华ꎮ «不合时宜的思想»不仅体现了高尔基这位正直知

识分子的强烈社会使命感ꎬ而且已成为关于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部独特的编年史ꎬ一部关于革命与文

化的忧思录ꎮ
１９２１ 年秋ꎬ高尔基离开俄国ꎬ先后在德国、捷克逗留ꎬ１９２４ 年迁往意大利索伦托ꎮ 在国外ꎬ他曾创办

«交谈»一刊ꎬ致力于“恢复俄国和西方知识界的联系”ꎬ并在国内文学界和境外文学界“两岸”之间搭

桥ꎮ 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的随笔«论俄国农民»(１９２２)以及那一时期他致列宁、罗曼罗兰等人的一系

列书信ꎬ也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表现了作家忧国忧民的思想ꎮ

三、高尔基是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一提到高尔基ꎬ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ꎬ«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奠基作ꎮ 这种判定不仅早已成为各种文学史教材中似乎无可非议的结论ꎬ而且也给出了人们认

识高尔基的基本思维框架ꎬ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符码”ꎮ 然而ꎬ随着苏联解体以来各种文学档案的逐

渐披露ꎬ这一几乎天经地义的传统结论已受到怀疑乃至否定ꎮ 拂去岁月的风尘ꎬ越过当年极左思潮和话

语所设置的屏障ꎬ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一“主义”的真正态度便清晰地呈现

出来ꎮ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 １９３２ 年ꎬ它是进入 ３０ 年代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政

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一统化的必然结果ꎮ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ꎬ是
斯大林在文学领域推行极左政策的两大措施ꎮ 这两件事都由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格隆斯基负

责实施ꎮ １９３２ 年 ４—５ 月间ꎬ斯大林曾问格隆斯基:“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ꎬ那么您以为如何?”③格隆斯基随即无条件地表示赞同ꎬ５ 月 ２０ 日便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

分子会议上宣布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ꎮ 这一史实清楚地说明:首创“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不是别人ꎬ恰恰是斯大林本人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斯大林在一次由苏联领导人和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提倡“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ꎮ 这次座谈会是斯大林利用高尔基在国内的时机ꎬ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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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ꎮ 如果说ꎬ前述斯大林对格隆斯基所说的话具有为苏联文学创作方法定名的意义ꎬ那么他在座谈会
上的讲话则是要通过一大批作家向整个文学界传达他个人的意见ꎬ这显然比 ５ 月 ２０ 日格隆斯基的宣布
更具权威性ꎮ 至此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已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ꎮ 座谈会召开地点的选择ꎬ
给人们造成了高尔基和这一提法密切相关的印象ꎮ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ꎬ１０ 月 ２６ 日的文学座谈会虽然是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ꎬ但在整个
晚上他却始终没有谈过苏联作家应当运用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ꎬ更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概念ꎻ其二ꎬ１０ 月 ２９ 日ꎬ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ꎬ委员会秘书吉尔波丁做论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ꎬ高尔基恰恰在这一天离开苏联ꎬ重返意大利ꎮ

至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ꎬ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总结这场讨论时ꎬ已经在«苏联作家协会
章程草案»的理论部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ꎬ后来被人们经常引用的、为人们所熟
悉的那一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ꎬ至此已完全成型ꎮ 三个多月后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
会ꎬ只是对其履行程序上的通过手续而已ꎮ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被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
程»ꎮ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于 １９３４ 年 ８—９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ꎮ 高尔基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ꎬ并在
此次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苏联文学
的“基本方法”的ꎮ 这一切似乎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提供了某种证据ꎮ 但是ꎬ透过
这些只有形式意义的表象ꎬ却可看到一些更具实质性的内容ꎮ 实际上ꎬ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以
文学主管的身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阐释的ꎬ不是高尔基ꎬ而是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ꎮ
高尔基始终没有附和后者的意见ꎮ 作为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主持人ꎬ高尔基在大会上先后致开幕词(８
月 １７ 日)ꎬ做长篇报告(８ 月 １７ 日)ꎬ发表讲话(８ 月 ２２ 日)ꎬ致闭幕词(９ 月 １ 日)ꎬ还在大会结束后随即
召开的作协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ꎮ 但是ꎬ在所有这些发言中ꎬ他总共只有两次使用过“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概念ꎬ而完全没有就这个概念、定义及其特点展开论述ꎮ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ꎮ

假如高尔基果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创始人ꎬ假如他确实从 １９０６ 年创作«母亲»起就
创立了这一方法ꎬ那么ꎬ２８ 年以后ꎬ当这一方法终于被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为整个苏联文学的
“基本方法”时ꎬ他本人却对此避而不谈ꎬ没有表现出任何“历尽千难万险ꎬ终于取得成功”的喜悦ꎬ好像
这是一种和自己的漫长创作生涯毫无关系的“创作方法”ꎬ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ꎮ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高尔基在给作协理事会书记谢尔巴科夫的信中ꎬ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
法提出怀疑ꎮ 他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ꎬ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ꎬ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
确的意见ꎬ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ꎬ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ꎮ 我怀疑ꎬ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身之前ꎬ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
它的‘胜利’ꎬ并且是‘辉煌的胜利’ꎮ”①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态度ꎬ也
有力地表明他既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发明者ꎬ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ꎮ

关于高尔基本人所遵循的创作方法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ꎬ只有从他的作品出发ꎬ才能
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ꎮ 系统阅读高尔基的作品ꎬ就可发现他的早期创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ꎬ又
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手法ꎻ他的中期创作ꎬ则显示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ꎬ体
现了作家深刻的忧患意识ꎻ他的晚期创作ꎬ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ꎬ积极追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新
发展的潮流ꎬ博采众长而熔铸一新(«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ꎮ 统而观之ꎬ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始终
是高尔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基本方法ꎬ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又分别借鉴了其他文学流派的艺术
经验ꎬ为自己的思想探索不断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ꎮ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ꎬ很难找到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与«母亲»相近的作品ꎮ 在完成«母亲»之
后ꎬ高尔基还进行了 ３０ 年的创作活动ꎬ写下大量作品ꎬ这些作品没有一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标准ꎮ 显然ꎬ高尔基并不是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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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样看待 １９２８ 年以后的高尔基?

高尔基评价中的要害问题ꎬ是如何看待他的晚节ꎮ 苏联解体前后陆续出现的对高尔基形象的颠覆

性言论ꎬ从那时起就不断地随着北风吹到我国来ꎮ 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ꎬ主要集中于 １９２８—１９３６ 年

这 ８ 年时间内他的所作所为ꎮ 有人指责他从意大利回国期间对残酷的现实一声不响ꎬ将保卫人民、文化

和正义的大事置于一边ꎬ却忙于参观视察、会见权贵和出席各种庆典活动ꎮ 也有人认为他参与了 ３０ 年
代个人崇拜的鼓噪ꎬ赞许当时那种分裂、敌对和仇恨的氛围ꎮ 还有人说他好像有两个脑袋、两副面孔ꎬ这
只曾经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ꎬ晚年竟在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正确性ꎬ甚至支持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ꎮ 更

有人断言他是“幸福的幻影”的制造者ꎬ而在幻影破灭时则保持沉默ꎬ甚至不惜对自己说谎ꎮ 上述评价

意见ꎬ一度使人真伪莫辨ꎮ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关于高尔基“晚节”的评说ꎬ更极大地改变了
广大读者对晚期高尔基的原有印象ꎬ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如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十分成功地熏黑

了历史的真相”ꎮ 于是ꎬ所有那些与索尔仁尼琴的评价相左的意见ꎬ包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英国思

想家以赛亚伯林、俄国流亡作家霍达谢维奇、扎米亚京等人的看法ꎬ便较难进入人们的接受视野了ꎮ
国内有人在书中写道:１９２８ 年高尔基“从海外归来后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

中”ꎬ成了“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ꎬ“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ꎮ① 笔者尊重的一位著名评论家也认为高

尔基是“两截人”:前半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ꎬ后半截却支持斯大林的反人道行径ꎬ实际是一个“双
头鹰”ꎮ

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如此ꎮ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也即高尔基结束第二次回国、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ꎬ
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ꎬ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的看法ꎮ 高尔基反对“党内摩擦”ꎬ
认为青年们会把党内矛盾“理解为两个派别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ꎬ甚至还理解为反对您的‘个人专

制’的斗争”ꎮ② 由此不难看出ꎬ高尔基希望能够阻止斯大林排除异己、迫害“敌对分子”的一系列行动ꎮ
在 ２０ 年代末、３０ 年代初个人崇拜泛滥时期ꎬ高尔基为保护一大批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挺身而出ꎬ与
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ꎮ 他对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左
琴科等诸多遭受批判的作家的高度赞扬ꎬ同样具有抵制极左路线的意义ꎮ

高尔基还坚决反对把苏联作家协会实际上变成扩大了的“拉普”ꎬ力求阻止原“拉普”的一批领导人

进入并控制作家协会理事会ꎬ进而称霸整个文学界ꎮ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初ꎬ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

前ꎬ高尔基直接写信给斯大林ꎬ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赞同由原“拉普”批评家、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

书记尤金提出的作协理事会建议名单ꎬ同时推荐另外 ９ 名理事人选ꎮ 但是高尔基的意见却未能改变由
原“拉普”成员构成作协理事会主体的格局ꎮ 对此ꎬ高尔基十分不满ꎬ又于代表大会闭幕当天给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写信ꎬ公然发出激烈的抗议ꎬ盛怒之情溢于言表ꎮ 直到 １９３６ 年逝世前不久ꎬ他还写信

给斯大林为横遭批判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辩护ꎬ对“批判形式主义”运动提出怀疑ꎮ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正是在 ３０ 年代初ꎬ高尔基拒绝给斯大林写传记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ꎬ斯大林通过国

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向高尔基转达了自己的意愿ꎬ希望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ꎮ 高尔基先是对此事采取

了回避和推脱态度ꎮ 年底ꎬ哈拉托夫又写信追问已回索伦托的高尔基ꎬ高尔基立即回信ꎬ列举自己近期要

尽快完成的十来件事情ꎬ唯独避而不谈为斯大林写传ꎮ １９３２ 年ꎬ高尔基把给他寄来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全

部退回ꎮ 如果高尔基真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ꎬ那么为斯大林作传ꎬ不正是向
领袖献忠心的最好机会吗? 他怎么会放弃这个求之不得的为主人歌功颂德的“天赐”良机呢?

高尔基对待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态度ꎬ也表明他绝不是什么“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ꎮ 例如ꎬ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９ 日ꎬ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ꎬ高尔基写信给他说:“第 ５７
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ꎮ 这很好ꎬ但是不是过早了? 实际上不是过早ꎬ只是读者可能

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ꎬ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 我担心ꎬ书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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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ꎬ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

托洛茨基的问题ꎮ 姑且不论ꎬ依我看来ꎬ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ꎮ”①

高尔基对“领袖至上主义”的抨击ꎬ更有力地证明他不仅不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ꎬ而且正是它的

坚决反对者ꎮ １９３３ 年ꎬ高尔基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袖至上主义是一种心理病症ꎬ当自我中心主义扩

展起来ꎬ它便像肉瘤一样毒化、腐蚀着意识ꎮ 患领袖至上主义疾病时ꎬ个人因素膨胀ꎬ集体因素衰竭ꎮ 领

袖至上主义无疑是一种慢性病ꎬ它会逐渐加剧为领袖至上主义所困者ꎬ都患有好大狂ꎬ而在它背后

便是如同黑色阴影般的迫害狂”②

透过这些言论ꎬ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及其后果的警觉和反对ꎮ 如果高尔基真

的支持斯大林的反人道行径ꎬ还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俄罗斯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保管、研究与出版部主任斯皮里东诺娃在她

的«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１９９４)一书中ꎬ曾根据大量的实证材料得出如下结论:晚年的高尔基“试
图阻止斯大林恐怖ꎬ谴责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ꎬ为大写的人而斗争ꎬ其积极主动并不亚于在十月革命的

如火如荼的年代ꎮ 与索尔仁尼琴的断言相反ꎬ他不会歌颂 １９３７ 年ꎬ不会为其辩护ꎬ也不会忍耐屈服ꎮ”作
家的“人性的真诚和真正艺术家的内在嗅觉ꎬ不容许他成为斯大林时代的御前歌手”③ꎮ 这段话可视为

对索尔仁尼琴观点的最好回应ꎮ
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也写道:“高尔基直到 １９３６ 年才逝世ꎻ而只要他还健在ꎬ就会利用

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ꎻ他自觉地扮演着

‘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ꎬ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ꎬ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

遭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ꎬ“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ꎬ同时也失去了

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ꎮ④ 这是对高尔基晚期活动和作用的公正评价!
高尔基并非完人ꎬ他在自己的晚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ꎬ无疑不是完美的ꎮ 但高尔基的全部不足、

迷误和缺陷ꎬ除了表明极权政治体制操控作家和文学的可怕力度和结果之外ꎬ还有他个人认识上难以避

免的局限性的原因ꎬ但这些局限丝毫不带有趋炎附势、卖友求荣、见风使舵、助纣为虐的性质ꎬ丝毫无损

于他的人格光辉ꎮ 他个人的经历、修养、知识结构和他对于世界的理解ꎬ他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条件ꎬ决
定了他在自己的晚年只能那样说、那样做ꎬ也使得他时时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ꎮ 这些矛盾与痛苦

的根源在于:作为俄罗斯母亲的儿子ꎬ他要力图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

前的形象ꎬ但是 ２０ 年代末期以后的苏联现实却不断破坏着这一形象ꎻ他始终怀抱着一种可以称之为

“集体理性”的社会主义理想ꎬ但是斯大林“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式却是直接同专制主义、践踏民

主的行径联系在一起的ꎻ他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ꎬ但是反科学、反文化的因素却不断

从外部强有力地牵制着科学与文化的发展ꎮ 面对这一切ꎬ高尔基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

文化、保护知识分子ꎻ但是他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ꎬ更无力拯救所

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ꎻ既不可能超越时代ꎬ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

的矛盾和问题ꎮ 这就造成了罗曼罗兰 １９３５ 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所发现的他的内心痛苦ꎮ 罗曼罗兰

对高尔基不仅抱有一种同情性理解ꎬ还做出了切合其思想实际的评价ꎬ所以他的观点已被我国学界许多

研究者所接受ꎮ 事实上ꎬ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ꎬ对于过去一个世纪中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

来说ꎬ应当说具有某种典型性ꎬ这也就是高尔基至今仍然使包括中俄等国在内的几代忧国忧民的知识者

感到亲切的根本原因ꎮ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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