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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别林斯基是 １９ 世纪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先驱ꎬ但其文学论说中一直保持

着思想与艺术并重的立场ꎮ 随着时代的变化ꎬ杜勃罗留波夫把俄国的文学社会学批评

的现实之维彰显到极致ꎮ 他将“人民性”概念中的“民族性”含义具化为“底层性”ꎬ对

作品的评判过分信赖其现实意义而忽略其艺术价值ꎬ这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

的不满ꎬ但杜勃罗留波夫的这种“现实的批评”实质上是适应俄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

而产生的ꎬ从而以更明确的方式把文学的艺术批评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批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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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作家巴纳耶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回忆到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决裂的情形ꎬ主要是因为屠格

涅夫不满杂志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ꎮ 其中记述了她与屠格涅夫的一段

对话:

“我觉得奇怪ꎬ”屠格涅夫反驳道ꎬ“你怎么看不出杜勃罗留波夫有个大缺点ꎬ还把他跟别林斯

基相比! 别林斯基在对艺术性的理解上有一种天才ꎬ他对一切美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鉴别力ꎬ杜勃

罗留波夫却处处表现出冷淡和偏颇! 别林斯基用他的文章促进了人的美感ꎬ使人向往一切崇高的

美! 我跟杜勃罗留波夫谈话的时候ꎬ甚至对他暗示过他有这个缺点ꎬ我相信他会注意到的ꎮ”
“屠格涅夫ꎬ你忘了现在并不是别林斯基那个时代ꎮ 现在需要向读者说明社会问题ꎬ而且我完

全不赞同你认为杜勃罗留波夫不懂诗歌这个意见ꎻ如果说他在文章中过于强调社会的道德方面ꎬ那
末你自己也该承认这是必要的ꎬ因为这方面太薄弱ꎬ很不稳固ꎬ连我们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如此ꎬ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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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群众了ꎮ”①

这段话其实应当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ꎬ那就是ꎬ时代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因此ꎬ文学艺

术的立场也应当相应地做出改变ꎮ 这种改变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ꎬ一是关于人民

性理解的问题ꎬ二是如何让文学更切近地参与到现实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去ꎮ 而以往我们都是把别、
车、杜相提并论ꎬ笼统地将其归于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批评ꎬ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差异ꎮ 澄清这一

问题ꎬ将有助于我们在学理层面上更好地理解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学术真义ꎮ

一

别林斯基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过人民性问题的思想家ꎮ 但别林斯基时代对于人民性的

理解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争的背景下出现的ꎬ因此ꎬ他经常是把“人民性”(народный)和“民族性”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交叉在一起论述的ꎬ尽管他也对两者的差别做过区分ꎮ② 那时他更看重的是如何理解

在俄罗斯民族意义上的人民性ꎬ其参照系是西欧的民族性ꎮ 因此ꎬ他反对把“人民性”理解为对底层民

众的抽象ꎬ而是主张民族性的超阶层性ꎮ 也就是说ꎬ“人民性”包括在不同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中ꎬ而不

仅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才有人民性ꎮ 但当时的某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ꎬ只有那些描写了

农夫、农妇、满脸胡子碴的商人和小市民ꎬ或者描写了谈话中夹杂着俄国俗词俚语的人物的作品ꎬ才算是

有人民性ꎮ 他指责当时的伪浪漫主义流派“喜欢用‘人民性’字样ꎬ主张不仅在长诗和戏剧中描写下层

社会的正直人ꎬ并且甚至还描写小偷和骗子ꎬ它设想真正的民族性仅仅包藏在粗服和烟熏的茅舍里ꎬ描
写以喝醉酒的仆人在一场斗殴中打破了鼻子ꎬ这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笔法”③ꎮ 相反ꎬ一旦文学作品出

现了描写现代文明生活的情节ꎬ就被说成是背离了俄罗斯的人民性:“许久以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有一种

非常奇怪的意见盘踞着ꎬ以为穿燕尾服的俄国男人或者穿紧身胸衣的俄国女人就已经不是俄国人ꎬ俄国

精神只能求之于粗饭、草鞋、劣等酒和酸白菜ꎮ 在这场合ꎬ甚至许多所谓有教养的人也不自觉地跟俄国

平民老百姓采取同样的见解ꎬ那些人是喜欢把每一个从欧洲来的外国人都称为德国人的ꎮ 这便是担心

我们大家都将日耳曼化的无谓恐惧的根源!”④别林斯基是在评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说这

番话的ꎬ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这部作品描写的人物带有西欧色彩ꎬ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这并不妨碍作品描

写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ꎬ更何况别林斯基的内心声音就是要俄国走向欧洲的现代文明ꎮ 所以ꎬ他认为如

果不是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ꎬ俄国的军队还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ꎻ跟别的民族接触就担心可能失去自身

的民族性ꎬ这才是对民族性的“污蔑”⑤ꎮ
所以ꎬ别林斯基主张的人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性”ꎬ是相对于开放和文明的欧洲而言的俄

罗斯民族性ꎮ 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ꎬ要让俄罗斯人民意识到ꎬ真正的民族性建构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ꎬ
将俄罗斯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ꎬ俄国才会找到合适的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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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到了杜勃罗留波夫时代ꎬ即到了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代初期ꎬ俄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ꎬ
随着废除农奴制成为整个社会矛盾的焦点ꎬ当年面对欧洲的俄罗斯民族性问题被搁置了ꎬ而俄国社会内

部的阶级矛盾成为新的焦点ꎮ 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ꎬ或者明确一

点说ꎬ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ꎬ所谓“人民性”中的人民的底层意味被突出出来了ꎬ而其中的民族性意味被

相对遮蔽ꎮ 这也缘于杜勃罗留波夫的自觉的下层阶级立场ꎮ 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神甫家庭ꎬ这在俄国

是比较典型的平民家庭ꎬ接受的教育也是在教会学校里完成的ꎬ而不是读贵族的专门学校ꎮ 这也是他一

直被称呼为“教会中学生”的原因ꎬ这个词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ꎬ被视为没有教养的同义词ꎬ即使是«现
代人»同仁圈子里的知识分子也这样称呼他和同样出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ꎮ 杜勃罗留波夫后来与屠格

涅夫决裂也有同样的原因ꎬ后者的贵族身份和显赫的教育背景ꎬ使他对前者一直持居高临下的态度ꎬ虽
然这也缘于当时的杜勃罗留波夫还年轻ꎬ１８６０ 年的时候他还只有 ２４ 岁ꎬ但自觉的下层阶级意识ꎬ让他

对屠格涅夫的贵族气派十分敏感ꎬ尽管他对后者的创作一直持肯定态度ꎮ
当年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盛赞这部作品对人民性的表现ꎬ然而在杜

勃罗留波夫这里ꎬ按照他的标准ꎬ普希金的“人民性”就不是完整的人民性了ꎬ尽管普希金比起 １８ 世纪

那些诗人来已经对俄国的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反映ꎬ但更多地仍然局限于对上层阶级的描写ꎮ 比如ꎬ他
创作了奥涅金这样的典型形象ꎬ这个形象固然是那个时代的反映ꎬ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奥涅金所在

阶级的特征的出色描写ꎬ然而ꎬ这样的人物毕竟只是少数ꎬ或者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ꎬ他不能代表“人
民”ꎮ “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ꎬ体验他们的生活ꎬ跟他们

站在同一的水平ꎬ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ꎬ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ꎬ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切质朴的感

情ꎬ———这在普希金却是不够的ꎮ 他的家谱学上的偏见ꎬ他的享乐主义的倾向ꎬ他在上世纪末法国逃亡

者所教导下的基础教育ꎬ他的充满艺术的感受力、但和顽强的思想活动却格格不入的天性ꎬ———这一切

都阻碍他去渗透俄国人民性的精神ꎮ 不仅如此ꎬ———他还嫌恶那些从民间搬移到那个包围着普希金的

人群里去的人民性的表现”①ꎮ
而杜勃罗留波夫强调的人民性则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农奴制压迫之下的普通民众的意愿和精神ꎮ 当

然ꎬ杜勃罗留波夫这里谈的已不是对人民性的表现ꎬ而是引导和改造ꎮ 也就是说ꎬ既要描写普通民众的

愚昧的一面ꎬ也要揭示他们身上所潜藏的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的力量ꎮ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描写

“平民”(простонародье)ꎬ而不是贵族和有教养(образованный)阶层ꎮ 因此ꎬ杜勃罗留波夫更看重民间

文学ꎬ因为ꎬ民间文学是由底层社会所创造的ꎬ并真切地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情状ꎬ“在我们的人民

中ꎬ自古以来就保存着许多可以进行宏伟和有益活动的力量ꎬ保存着许多可以作独立而活跃的发展的萌

芽ꎮ 民间诗歌长久以来都保持着它的自然而单纯的性质ꎬ对日常的痛苦和欢乐表示同情ꎬ本能地嫌

恶光荣然而是无益的盛大武功和庄严的生活现象”②ꎮ 也就是说ꎬ在民间文学中ꎬ人民ꎬ或曰底层民众关

心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ꎬ而对于统治者的生活中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否定和颠覆ꎮ
除了对民间文学的赞美ꎬ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平民作家的创作也给予了格外关注ꎮ 我们大家都熟悉

他写的评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的文章ꎬ但很少有人去特别注意他写的评论柯尔卓夫

(这一篇因为有中文译文而为更多国人所知)、舍甫琴柯、玛尔科沃夫乔克、伊万尼基金等平民作家

的文章ꎮ 在评论柯尔卓夫的文章中ꎬ尽管他一直强调他不是因为这位诗人出身低微而青睐诗人ꎬ而是因

为诗人的卓越艺术才华ꎮ 但实际上ꎬ他之所以关注这位诗人ꎬ除了其底层身份以外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柯尔卓夫是一位歌谣诗人ꎬ而正是这种体裁决定了其诗中所描写的都是民间传说故事ꎬ表现的都是俄国

民间的生活事件和朴素奔放的感情ꎮ 另一位受到杜勃罗留波夫关注的是农奴出身的乌克兰诗人舍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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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ꎬ当然ꎬ后者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体验更为真切ꎬ这也让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更加充满赞誉之辞:“他完

全是一个民间诗人ꎬ是那种在我们身边无法指认出来的民间诗人ꎮ 在舍甫琴柯这里ꎬ一切思考和同

情都与人民生活的意义与制度完美契合ꎮ 他出身于人民ꎬ生活在人民中间ꎬ不仅思想ꎬ而且他的整个生

活状态都与人民密切相关、血肉相联ꎮ 他曾经生活在有教养阶层的社会里ꎬ曾生活在小俄罗斯和大俄罗

斯ꎬ但长时期以来ꎬ他在这个社会上看到的只是令人厌恶和蔑视的粗俗、压迫、暴力、不公ꎬ然而ꎬ伴随着

最初的道德和自由意识的曙光ꎬ他的灵魂对自己苦难的故乡的向往却越发强烈ꎬ这唤醒了他对故乡的叙

事ꎬ让他反复唱起故乡的歌ꎬ思念起故乡的生活和大自然ꎮ”①

杜勃罗留波夫对平民作家的赞美ꎬ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描写了普通民众的生活ꎬ而是他要通过对

这种底层性的推崇ꎬ来标明他的一种阶级意识和立场ꎬ即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推翻这种充斥着暴力与不

公的社会制度ꎬ解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鸿沟ꎮ 因此ꎬ在所有的平民作家中ꎬ杜勃罗留波夫更为欣赏

乌克兰女作家玛尔科沃夫乔克(此为笔名ꎬ原名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维林斯卡娅)ꎬ原因是作

为一个小说家ꎬ沃夫乔克描写了真实的“平民”(простонародье)生活ꎬ并且揭示了其中蕴藉的颠覆农奴

制的力量ꎮ 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长篇评论文章«俄罗斯平民的固有特征»一文ꎬ其中写道:“农奴制已近

末日ꎬ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ꎻ对此无可争议ꎬ它已行将就木ꎮ 但在国家内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事实不会

随风而散、不留痕迹ꎮ 即使它在法律上被取消两个世纪之后ꎬ它的某些地方性因素也会留存在人们的风

习之中ꎻ是否有可能迅速重建由类似农奴制现象所导致的一切关系呢? 否ꎬ农奴制还将长久地得到我们

的反映———在书本中ꎬ在客厅的谈话中ꎬ在我们生活的整个体制之中ꎮ 不仅仅上一代人的观念ꎬ就连正

准备步入社会事务的一代人的观念ꎬ即使不是直接在农奴制的奴役体制下建立起来的ꎬ也不可避免地要

受到这种强大体制的影响ꎮ 此前的一段时期内还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否定这些观念ꎬ因为作为这些观

念的基础的农奴制仍然是受国家法律认可的ꎮ 如今这个基础被否决了ꎬ被认为是与人权为敌的ꎬ它失去

了法律的庇护ꎬ因此ꎬ由农奴制所孕育的观念与诉求将被置于过去属于它的地盘上接受审判ꎮ 今天ꎬ文
学的任务就是追究农奴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残余ꎬ寻找到由它所孕育的种种观念的根源ꎬ将其彻底击

溃ꎮ”②而玛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典范ꎬ由于其作品的朴素而真实ꎬ使她成为清除

农奴制残余的战场上的一个“艺术战士”ꎮ

二

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起来ꎬ杜勃罗留波夫具有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欲望ꎬ因此也在其

批评文章中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现实主义立场ꎮ 尽管别林斯基把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作家命名为以揭露现

实为主导的“自然派”ꎬ但别林斯基是把这种对作品批判性的肯定融入到他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之中ꎬ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ꎬ因为一个激烈的批评家是不可能被尼古拉一世的专制暴政所容许的ꎮ 到了相

对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时期ꎬ言论自由度提高ꎮ 更重要的是ꎬ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批

评家ꎬ既带有底层社会的反抗性ꎬ又有自教会学校接受来的圣徒苦修精神ꎬ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十

分明确ꎬ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干预ꎬ所以文章表述的直接性大大增强ꎮ 这种基本立场也导致了杜勃罗留波

夫的批评带有更为明显的主观意向ꎬ即对现实性和批判性的肯定ꎮ
可以说ꎬ俄国文学的批判性意味ꎬ是由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所揭示出来的ꎮ 这不是说俄国文学没

有否定性内容ꎬ而是指作家的写作更多受到俄国正教文化的制约ꎬ其基本价值取向是救赎ꎬ而非“审
判”ꎬ因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精神是自我救赎ꎬ而不是拯救他人ꎻ尽管在俄国历史的现实叙事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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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帝国意识ꎬ但其文学叙事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ꎮ 但在革命民主主义批评

家们的眼中ꎬ文学对现实的忠实性描写ꎬ就是对俄国苦难现实的揭露与批判ꎮ 这样的评价在别林斯基时

代表现得并不明显ꎬ但到了杜勃罗留波夫这里ꎬ则他的批评文章总是把作品的主旨引向现实批判ꎮ
他的代表性批评文章«黑暗的王国»ꎬ看上去是为了澄清以往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的论争ꎬ

杜勃罗留波夫提出要尊重作品的事实ꎬ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替代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内容ꎮ
但实际上ꎬ他的目的十分明确ꎬ就是要否定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斯拉夫立场的理想化解读ꎬ而要将

作品的主旨引向现实批判的立场ꎮ
当时的斯拉夫派人士把奥斯特洛夫斯基视为“俄国美好的旧时代”的崇拜者ꎬ其剧作则是对俄国传

统美德的正面描写ꎬ因此ꎬ他们在作品里看到的便是一个传统的卫道士ꎬ如果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现出一

点否定性色彩ꎬ便被视为受到了“自然派”批评家的压力ꎮ 斯拉夫派杂志«俄罗斯丛谈»曾发表评论奥斯

特洛夫斯基的文章称:“有的时候ꎬ他却缺乏决心和勇气ꎬ去实现他所思索过的东西:看样子ꎬ他是被那

种为自然派倾向在他身上熏陶成功的、虚伪的羞耻以及卑怯的习惯所扰乱了ꎮ 因此ꎬ他虽然常常开始构

思什么崇高和阔大的东西ꎬ可是一想起那个自然派的尺度ꎬ他的构思就被吓跑了ꎻ他应当使他的欢乐的

感想尽情奔放ꎬ可是他仿佛害怕高飞ꎬ因此他的形象总显出某种程度的不完全ꎮ”①对此杜勃罗留波夫表

现出强烈的不满ꎬ在他看来ꎬ所谓理想性都是那些带有偏见的批评者强加给剧作家ꎬ而不是剧作本身所

固有的ꎮ 比如ꎬ受到斯拉夫派盛赞的剧作«各守本分»(直译为«不是自己的雪橇不要坐»)ꎬ实际上主人

公鲍罗德金的性格描写是不真实的ꎬ作为一个商人ꎬ其本性应当是唯利是图的ꎬ但在剧本中却被写成近

乎完美无缺的个性ꎬ他忍耐、谦逊ꎬ最后还娶了富商鲁萨科夫的不名誉的女儿ꎬ“在整个剧本中ꎬ都表现

出是一个遵循着古老的美德、高尚而善良的人ꎬ他的最后一个举动完全不符合鲍罗德金所代表的这一类

人物的心灵状态ꎮ 可是作者却要把尽其所能的善良品质都归到这个人物的身上ꎬ甚至把其中连鲍罗德

金本人想必也会惊诧地否认的那些品质ꎬ也加到了他的身上”②ꎮ 显然ꎬ这样的剧作是杜勃罗留波夫所

不欣赏的ꎬ他欣赏的是表现社会黑暗和民众苦难生活的题材ꎬ以及带有明显的被压迫者反抗色彩的作

品ꎮ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两篇长篇文章中ꎮ
«黑暗的王国»一文主要是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批判性内容ꎬ揭示其对现实俄国生活的揭露

与否定ꎮ 他断言:“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ꎬ一切戏剧冲突和灾难ꎬ都是由于两个集团———老年的与青

年的、富的和穷的、专横的和谦卑的之间冲突的结果ꎮ”③甚至ꎬ杜勃罗留波夫还以形象化的语言重构了

“黑暗的王国”的景象ꎬ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世界分成了由两种人组成的“黑暗的王国”ꎬ一种是

“困顿衰疲的囚徒”ꎬ一种是“专横顽固、粗暴而蛮横的统治”的代表ꎮ 通过这样的概括ꎬ杜勃罗留波夫成

功地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归入了现实批判的创作类型ꎮ «黑暗的王国»这篇文章是针对 １８５９ 年出

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两卷集所写ꎬ这个集子里收录的主要是剧作家的前期作品ꎬ里面较少反抗因素ꎬ
所以ꎬ杜勃罗留波夫试图通过放大其中的“黑暗”性描写来强化作品的批判性效应ꎮ 他就剧本中对底层

民众悲哀处境的描写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绘的黑暗王国里ꎬ那种外表的顺从ꎬ
那种达到完全疯狂地步的、其中的个性被令人痛心地抹煞了的、迟钝的、集中起来的悲哀ꎬ是和奴性的狡

猾、是和丑恶的欺骗、是和无耻的背信弃义交织在一起的ꎮ 在这个黑暗世界里ꎬ没有神圣ꎬ没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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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ꎬ也没有真理: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野蛮的、疯狂的、偏执的专横顽固ꎬ它把一切正直和公正的意识都

从这个世界里驱逐出去了ꎮ 在这人类的尊严、个性的自由、对于爱情和幸福的信仰、正直劳动的神

圣都被专横顽固粉碎成尘埃ꎬ都被赤裸裸地践踏的地方ꎬ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ꎮ”①杜勃罗留波夫

强调作品所描写的“黑暗的王国”的黑暗性的目的ꎬ当然是为了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ꎬ从而达到干预社

会变革的目的ꎬ可惜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早期作品里很少出现有抗争意识的人物ꎮ
但这篇文章发表不久ꎬ剧作家就发表了他最重要的剧作之一«大雷雨»ꎬ而杜勃罗留波夫欣喜异常ꎬ

立刻又写下另一篇长文«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ꎬ称“我们找到我们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才能以及关

于他的作品的意义的许多想法的新证据”②ꎬ而这种“才能”就是表现人民之中蕴藏的反抗性ꎬ这种反抗

性的代表就是女主人公卡捷琳娜ꎬ这个性格“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ꎬ它“在我们整个文学中迈

步前进了一步”ꎬ因为此前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中的人物ꎬ大多是逆来顺受的类型ꎬ如前所述ꎬ是“困顿

衰疲的囚徒”ꎬ不仅奥斯特洛夫斯基ꎬ就是此前的整个俄国文学ꎬ也多是“善良的、令人尊敬的但却软弱

而没有性格的人”③ꎮ 如果是这样的话ꎬ俄国文学即使都表现出巨大的揭露性力量ꎬ但这能不能引发更

广泛的抗争意识ꎬ却是一个未定的问题ꎮ 而如果文学作品能够直接描写具有反抗色彩的人物ꎬ尤其是受

压迫者的形象ꎬ则它的社会效应就会大大增强ꎮ 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ꎬ卡捷琳娜正是这样的人物ꎬ这种

性格代表了“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他是意志集中而坚决的ꎬ百折不回地坚信对(自然的)真实的敏

感ꎬ对(新的理想)满怀着信仰ꎬ乐于自我牺牲(就是说ꎬ与其在他所反对的原则底下生活ꎬ他就宁使毁

灭)ꎮ”④卡捷琳娜较之传统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的主要之处在于ꎬ她不甘于屈服ꎬ而是保持着内在的自

尊ꎬ始终不与压迫的力量妥协ꎬ当她的生存原则无法抵抗这强大的压迫力量的时候ꎬ她宁可自我毁灭ꎮ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这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可以依赖的一种性格的(真正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
人民生活在他们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高峰ꎬ因此他能够创造这种成为伟大的人民思想的代表者的人

物ꎬ这种人物并不把(伟大的)思想挂在舌头上ꎬ也不放在头脑里ꎬ而是在敌众我寡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地

坚持到底ꎬ直至毁灭ꎬ而又完全不计及自己有责任去作(崇高的)自我牺牲ꎮ”⑤杜勃罗留波夫在整个评论

的过程中ꎬ总是力图把思想引到启发民众的抗争轨道上去ꎬ所以ꎬ他反复强调ꎬ与其在这种黑暗的王国里

生存ꎬ不如像卡捷琳娜那样以死相争ꎮ 虽然他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公开呼吁人民起来拆毁这个黑暗的王

国ꎬ但文章的结尾已经表达得相当明确了:“假使我们的读者ꎬ把我们的意见考虑之后ꎬ发现艺术家的确

在«大雷雨»中号召俄国生活和俄国力量(采取坚决的行动ꎮ 假使他们体会到这个行动的合法性和重要

性)ꎬ那时候不管我们的学者和文学裁判官怎么说ꎬ我们都会满意了ꎮ”⑥

显然ꎬ杜勃罗留波夫把卡捷琳娜这个人物理想化了ꎬ卡捷琳娜的死并不能说明在她身上体现了“俄
罗斯人的坚强性格”ꎬ或者说ꎬ起码没有体现出在抗争中毁灭的精神ꎮ 另一位批评家阿格里高利耶夫

就认为杜勃罗留波夫是在用自己的理论来套«大雷雨»这部剧作⑦ꎮ 而激进的批评家皮萨列夫在另一个

层面上同样否定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价ꎮ 在他看来ꎬ在俄国的生活中只能产生两种人ꎬ一种是“侏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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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永远的孩子”ꎬ“前者是积极作恶ꎬ后者是消极作恶ꎻ前者更多折磨别人ꎬ而较少内在痛苦ꎬ后者

更多内在痛苦ꎬ而较少折磨别人ꎮ 不过ꎬ一方面ꎬ侏儒完全不会享受宁静的幸福ꎬ而另一方面ꎬ永远的孩

子则常常给别人带来巨大的痛苦ꎻ只是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ꎬ而是出于令人感动的天真ꎬ或者就是因为

十足的愚钝ꎮ 侏儒会因为头脑的褊狭而痛苦ꎬ而永远的孩子则因为智力的冬眠以及由此导致的健康思

想的匮乏而痛苦”①ꎮ 卡捷琳娜也不例外ꎬ她属于永远的孩子一类ꎬ没有自主的思考能力ꎬ因此也无法给

俄国带来真正的光明ꎮ 当然ꎬ皮萨列夫的立场也许更为激进了一些ꎬ他认为只有那些以实际行动给俄国

带来变化的人才能给俄国带来真正的希望ꎮ 然而事实上ꎬ即使在皮萨列夫时代ꎬ即农奴制已被正式废除

之后的时期ꎬ俄国社会中也还没有产生明确的改革思路ꎬ民间的改革家们也仍然处在种种探索之中ꎬ那
么当然ꎬ在提早若干年的杜勃罗留波夫时期ꎬ社会上就更少真正有行动能力的革命家ꎮ 所以ꎬ杜勃罗留

波夫的愿望是ꎬ只要受压迫者明白现行的社会秩序是不合理的ꎬ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压制ꎬ而宁可自我

毁灭也不与之同流合污ꎬ则自由的曙光总有一天会真正到来ꎮ

三

然而ꎬ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的时代是孤独的ꎮ １９ 世纪中期的俄国ꎬ在国家变革的思路中ꎬ革命并不是

主流社会的首选ꎬ更何况还有一大批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斯拉夫立场上ꎬ或者基于俄国传统的宗教

文化精神ꎬ主张通过重建社会信任、重建个性美德、重新回归传统文化来解决俄国的问题ꎮ 所以ꎬ杜勃罗

留波夫呕心沥血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的批评文章ꎬ然而却很少能从作家群中得到相应的

回报ꎮ
我们看ꎬ从«黑暗的王国»到«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ꎬ短短半年时间ꎬ这两篇文章的篇幅居然相当

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ꎬ有几百页之多ꎬ然而它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那里得到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为了这篇谈我的喜剧的有力文章ꎬ我衷心感谢您ꎮ”②这句话是留存到今天唯一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对

杜勃罗留波夫文章加以评价的证据ꎬ而奇怪的是ꎬ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量的书信中ꎬ在其他人有关当时

的回忆录中ꎬ都没有提到过两个人之间有过什么交往ꎮ 而就是这句话也是写在一张草稿上ꎬ应当是一封

信的草稿ꎬ但是否写完并寄给杜勃罗留波夫也未可知ꎮ③ 有研究者认为ꎬ无论如何ꎬ这都证明奥斯特洛

夫斯基是认可这位年轻批评家的意见的ꎮ 然而ꎬ这种简单的回应相对于杜勃罗留波夫巨大的工作与付

出而言ꎬ还是显得过于“吝啬”了ꎮ 这其中的具体原因已无由推断ꎬ但总的来看ꎬ还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批

评锋芒过于激进了ꎬ以至于总体上倾向于“根基主义”的作家群体还无法与之形成整体认同ꎮ
这从杜勃罗留波夫与屠格涅夫的关系上也可见一斑ꎮ 我们大家都知道ꎬ因为对«前夜»的评价问

题ꎬ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分道扬镳ꎬ起因是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不顾屠格涅夫的反对ꎬ发表了杜勃

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ꎮ 其实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把英沙罗夫理解成了一个“革
命者”ꎬ并表示俄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者:“英沙罗夫这种自觉的全身心洋溢着解放祖国的伟大思想ꎬ并
志愿对祖国发挥实际作用的人ꎬ是无法在当今俄国社会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ꎮ 难道所有英雄气概

和务实作风必然会远离我们吗ꎬ假如不想在碌碌无为中消亡或徒劳地死去?”④同时文中也表示出ꎬ在俄

国很快就会出现像英沙罗夫一样的英雄ꎬ即“真正的白天”就要到来:“到那时ꎬ文学中也会出现丰满的、
刻画鲜明而生动的俄国的英沙罗夫形象ꎮ 对此我们不必等待很久:在我们期盼它在生活中出现时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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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狂热而痛苦的焦虑ꎬ就是一种明证ꎮ 对我们来说ꎬ这种形象是必要的ꎬ没有它ꎬ我们的全部生活就仿

佛无关紧要ꎬ每一天都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ꎬ而仅仅是第二天的一个前夜ꎮ 但那一天终将到来! 因为不

管怎样ꎬ前夜距离随之而来的明天不远了:不过只有那么一夜之隔! ”①但这种理解却大大地背离

了屠格涅夫本人的观念ꎮ 至于到底为什么屠格涅夫对这篇文章大表不满ꎬ我们同样找不到可信的材料

来说明②ꎬ但屠格涅夫毕竟要求涅克拉索夫拒绝这篇文章ꎬ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恳请你ꎬ亲爱的

涅克拉索夫ꎬ不要刊登这篇文章:它除了让我不快没有别的ꎬ它偏执而刻薄———如果它被发表了ꎬ我将不

知所措ꎮ 请你尊重我的请求ꎮ”③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ꎬ屠格涅夫之所以对这篇文章不满ꎬ是因为他觉得

文章贬低了他的艺术才华ꎮ④ 但在我们的论域中看来ꎬ屠格涅夫的不满还是源于杜勃罗留波夫无法理

解英沙罗夫这一形象的复杂性ꎬ尤其是在他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宗教意味ꎬ而一味地将其解读为一个革

命者ꎮ
如前文所述ꎬ杜勃罗留波夫十分欣赏乌克兰女作家玛尔科沃夫乔克ꎬ为此写了长篇评论文章«俄

国平民的固有特征»ꎬ表达了他对底层书写的肯定性立场ꎮ 然而ꎬ这篇文章却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否

定ꎬ认为它为了表达个人的倾向而完全不顾作品的艺术性ꎬ因此ꎬ他同样写下长文«———波夫先生与艺

术问题»ꎬ发表在自己办的杂志«时代»１８６１ 年第 ２ 期上ꎬ文中称:“在他的«俄国平民的固有特征»(«现
代人»１８６０ 年第 ９ 期)一文中ꎬ在分析玛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集时ꎬ———波夫先生几乎直截了当地声

称他认为艺术性分文不值ꎬ并且声称ꎬ正因为如此ꎬ他无法理解艺术性的益处何在ꎮ 在分析玛尔科沃

夫乔克的一部中篇小说时ꎬ———波夫先生坦率地承认ꎬ作者不是按艺术标准写这部小说的ꎬ但刚刚说了

这些话ꎬ他马上又断定ꎬ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ꎬ即ꎬ完全证明了在俄国平民之中存在

着这种事实ꎮ 实际上ꎬ这部小说不仅没有证明这种事实(非常重要的事实)ꎬ反而处处引起大家疑问ꎬ原
因就在于ꎬ由于作者缺乏艺术感觉ꎬ小说中那些用来证明作者主旨的人物ꎬ在作者笔下反而失去了任何

俄国意味ꎬ读者更倾向于把他们称为苏格兰人、意大利人、北美人ꎬ而不是俄国平民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他
们怎么能够证明在俄国平民之中存在着这种事实ꎬ如果这些人物本身就不像俄国平民的话? 可是———
波夫先生根本不顾这一点ꎻ只要表现出思想和目的就好ꎬ哪怕破绽百出也无妨ꎻ这样一来那还要艺术性

干什么? 说到底ꎬ那还写小说干什么呢? 不如简明扼要地写出在俄国平民中存在的这个事实———如此

如此———又简单ꎬ又明确ꎬ又实在! ‘还要讲什么故事!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⑤尽管杜勃罗留波夫受到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严厉的批评ꎬ但在他年轻的 ２５ 岁生命的最后时刻ꎬ他仍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两卷集出版写下了他最后一部长篇论文«逆来顺受的人»ꎮ 在这篇文章中ꎬ杜勃罗留波夫故意用大量的

篇幅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描写ꎬ以说明他其实并不是要否定“美学的批评”ꎬ只不过ꎬ在他

们那个时代ꎬ对俄国文学的艺术性的要求不能提到首位ꎬ很多人都是在杂志的催促中写作的ꎬ他甚至举

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为了定期交稿而匆忙赶写来说明这一点ꎻ但并不能因为作品在艺术方面的粗糙

而放弃对它的关注ꎬ因为ꎬ我们需要发现艺术作品的思想ꎬ即使作家在艺术的“技术”方面乏善可陈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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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部作品在某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ꎬ就值得批评家大书特书ꎮ 从杜勃罗留波夫这些论述中

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他对于批评的实质的理解ꎬ那就是ꎬ作品艺术性的缺陷并不重要ꎬ重要的是它

的社会意义ꎬ批评的任务就是把这种社会意义揭示出来ꎬ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ꎮ
许多人都提到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现实的批评”(реальная критика)概念ꎮ 按照他本人的表述来

看ꎬ是应当尊重作家的创作的“现实”ꎬ而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政论文来看ꎮ 他在«黑暗的王国»一文中

分析了俄国批评界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众说纷纭的评价ꎬ“其原因就在于ꎬ大家都竭力要他作为某一种信

条的代表者ꎬ因此ꎬ当他不忠于这种信条时ꎬ就惩罚他ꎬ反过来ꎬ在拥护它们时ꎬ那就赞扬他”①ꎮ 也就是

说ꎬ批评家们不是批评奥斯特洛夫斯基ꎬ而是借着这种批评来验证自己的“信条”ꎮ 因此ꎬ“为了做得更

好起见———就得使用目的在于批评他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现实的批评ꎬ来对待奥斯特洛夫斯

基的作品”②ꎮ 就此ꎬ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现实的批评”的原则ꎬ首先是不以预定的标准来衡量作家:
“我们并不向剧作家提出什么纲领ꎬ也并不想替他制订什么先决的规则ꎬ叫他应当按照这些规则来构

思ꎬ来完成他的作品ꎮ 我们认为ꎬ这样的批评方法ꎬ对一个才能已经为大家所公认ꎬ公众对于他的敬爱已

经根深蒂固ꎬ同时又在文学中占有一定成分的意义的作家ꎬ是非常无礼的ꎮ”③其次ꎬ就是不把批评者自

己的思想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ꎬ即“不允许强要剧作家接受别人的思想”ꎬ“对于现实的批评ꎬ这儿ꎬ首先

着重的是事实:作者描写了一个传染着古老偏见的善良而又并不愚蠢的人ꎮ 批评家应当去研究ꎬ这样的

人物是不是可能的ꎬ是不是真实的ꎮ 如果看出它是忠实于现实的ꎬ那末批评家就进而用自己的看法ꎬ来
思考他所以产生的原因等等ꎮ 假使在被研究的作者的作品中ꎬ已经指出了这些原因ꎬ批评家就应该利用

它们ꎬ同时应该感谢作者ꎻ假使没有ꎬ也不要用匕首直指他的咽喉ꎬ对他说ꎬ为什么他胆敢描写这样的人

物ꎬ而并不解释这个人物生存的原因?”④

总之ꎬ杜勃罗留波夫是要说明ꎬ应当区分艺术作品与理论思考的叙事方式ꎬ尊重艺术家的创作事实ꎬ
是对这个事实做出评判ꎬ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替代文本事实ꎮ 然而实际上ꎬ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的批

评”的实质ꎬ恰恰是要求批评者自己必须站在一个明确的立场上来面对所谓的文本“现实”ꎬ并以自己的

主观价值标准来评判文本对象ꎮ 实际上ꎬ这也是所有批评的正当阐释权力ꎬ只不过在杜勃罗留波夫那个

时代ꎬ尽管他的立场已经足够激进ꎬ然而也还需要一个文本的限定性来为自己的批评获得合法性而努

力ꎮ 当然ꎬ在他具体的批评实践中ꎬ比起别林斯基来ꎬ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社会改造的热情ꎬ总是更为

鲜明地要把一部作品引入符合于个人价值立场的框架里来ꎬ从而使文学的批评变成了社会的批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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