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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一种有效角度

　 　 　 刘亚丁

摘　 要:　 本文在对俄国文学史写作的若干角度ꎬ如社会历史、审美观念、思潮演变、体
裁发展等给予肯定的同时ꎬ探讨了对话性角度的有效性ꎮ 文中对话性的第一种涵义是:
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冲突或融合关系ꎻ第二种涵义是:相同或相似的

文化元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前后呼应关系(与“互文性”有关)ꎮ 文章以作者本

人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文学沉思录»以及有关文章中的若干例证阐明:对
话性视角的运用ꎬ从横向看ꎬ可以把俄国文学原来被看成是分离的、不同的文化因素加

以沟通ꎻ从纵向看ꎬ能够打通古罗斯文学与不断发展成熟的俄国文学之间的血脉联系ꎮ
因此ꎬ对话性不妨作为俄国文学通史写作的一个补充性角度ꎮ
关键词:　 对话性ꎻ互文性ꎻ古罗斯文学ꎻ俄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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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写俄国文学史ꎬ就研究的角度而言ꎬ当然可以作多种设想ꎬ社会历史学的角度ꎬ审美心理演变的

角度ꎬ从文学思潮演变的走向落笔ꎬ从文学体裁发展过程着眼ꎬ如此等等都有其可行性ꎮ 在思考俄国文

学通史写作的多种角度的时候ꎬ笔者想从自己原来所做的俄国文学发展的某些阶段的史述性的写作中

钩稽出一个略显独特的角度:对话性是一个有效的维度ꎮ 对话性的理论资源ꎬ应该追溯到巴赫金:“复
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ꎮ 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ꎬ都存在着对话关系ꎬ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

相互对立着ꎮ 要知道ꎬ对话关系这一现象ꎬ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ꎬ含义要

广得多ꎻ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ꎬ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ꎬ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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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总之是渗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ꎮ”①但是ꎬ就巴赫金所强调的对话各方的主体性而言ꎬ就对话

应在一个平等的场域中展开等设想而言ꎬ俄国文学的某些时段其实不是体现对话性的最理想的场域ꎮ
因此我们或许会发现ꎬ这种“对话”往往是单项的ꎬ而非双向的ꎮ 本文的对话性ꎬ第一种涵义是:不同文

化元素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冲突或融合关系ꎮ 第二种涵义是: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元素在不同的时

间和空间中的前后呼应关系ꎮ 第二种涵义或许可以从学界所讨论的“互文性”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得到启

示ꎮ② 这里不妨把对话性作为俄国文学通史写作中的多种角度中的一种ꎮ 写这篇文章ꎬ也就是想把我

粗浅的思考抛出来ꎬ听听方家的意见ꎬ以防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偏题”太远ꎮ

一

拙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和«苏联文学沉思录»中都以不同的文化元素的对话和融合为基本

学术理路ꎬ这或许折射了写作它们时我国的甚至是俄罗斯的学术风气ꎮ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我国有一股

文化研讨热ꎬ恰逢我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刚任教之时ꎮ 我受到这股热浪席卷ꎬ加上

人还年轻ꎬ初生牛犊不怕虎ꎬ就大胆写了一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１９８９)ꎮ 这本书试图在对俄国

文学的社会学解读之外ꎬ另寻一观照之点———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来解释俄国文学在这个世纪的演变ꎮ
当时苏联和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界ꎬ占主流的观点是:１９ 世纪俄国文学是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映ꎬ
民族解放运动分为贵族革命阶段(１８２５ 以后)、平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１８６１ 年以后)、
无产阶级革命阶段(１８９５ 年以后)ꎮ 文学的分期也与此相应ꎬ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批评现

实主义文学阶段和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及无产阶级新文学出现的阶段ꎮ③ 毋庸讳言ꎬ从这种角度来研究

１９ 世纪的俄国文学是正确的ꎬ也是有效的ꎬ但当时我并不想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ꎬ试图另辟蹊径ꎮ
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里ꎬ我指出:俄国的现代化从彼得一世开始经历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ꎬ１９ 世

纪开始进入制度和心灵层面的阶段ꎮ １９ 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对制度和心灵现代化的忠实记录ꎮ④ «十九

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把 １９ 世纪俄国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即世纪初至 １８４０ 年代末的“西方文化昂扬期”、
５０ 年代的“文化转折期”、６０ 年代以后的“民族文化繁荣期”ꎮ⑤

现在看来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有种种缺陷ꎬ比如ꎬ西欧文化与俄国本土文化的对话关系在一

些作家的作品中挖掘得不够深入ꎻ由于资料欠缺ꎬ对在 １９ 世纪前期守持本土文化的作家基本没有涉猎ꎮ
尽管如此ꎬ现在看起来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的基本思路也还有其合理性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

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 «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等著录此书ꎬ它也被多种外国

文学史著、不少学者的专著和论文所引用ꎮ
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的不同文化元素的对话性的视角出发ꎬ后来我试图揭示在历史教科书

和文学艺术史中被遮蔽的席卷群才、囊括文艺的浪潮:１９ 世纪后 ５０ 年俄国本土文化全面回归ꎮ 托尔斯

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ꎬ不同艺术门类(“强力集团”“学院叛逆者”和“巡回展览画派”)都反映

了这一大转折ꎮ 深刻厚重的大作品联袂而出ꎬ造就了俄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 ５０ 年ꎮ 文学艺术中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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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回归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大走向的折射:１９ 世纪前半叶俄国精英分子ꎬ如十二月党人、别
林斯基等援西救俄ꎬ以为西欧的今天即是俄国的明天ꎬ可是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使俄国精英分子意识到ꎬ俄
国的村社制度等可以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ꎬ因而重新重视本土资源ꎻ１９ 世纪后半叶

俄国出现一系列大事件ꎬ它们导致从统治阶层到民间思想运动都呈现向内、向下趋向ꎬ尽管其目的不同ꎬ
但都有诉诸俄国最底层的农奴和普通民众的意图ꎮ 揭示俄国本土文化的全面回归ꎬ为阐释俄国文艺中

最辉煌巨作的连续问世将提供出一个新路径ꎮ
１８５０ 年代以降ꎬ俄国的文化主流发生了戏剧性转折ꎬ在 ５０ 年代以前曾对西欧文化趋之若鹜的ꎬ具

有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取向、不同职业的俄国文艺家突然之间都对本土文化表达了敬畏和颂赞ꎬ几乎在

所有的艺术门类都表现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强烈兴趣ꎮ １９ 世纪后半叶俄国文化的主流ꎬ就是回归本

土ꎬ可是这一本土回归的大趋势是被遮蔽的ꎮ 在过去的俄国历史教科书中ꎬ注重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变

化ꎬ在俄国文学艺术史中ꎬ追踪现实主义的流变ꎬ而且不同门类的著作“各自为政”ꎬ彼此割裂(即使是现

在时髦的文化史也是如此)ꎬ因而学术界对这一席卷群才、囊括文艺的大浪潮视而不见ꎮ① 这样的探讨

略有超出文学的界限的嫌疑ꎮ
我后来发表«文化试错的民族寓言:‹罪与罚›的一种解读»ꎬ运用从«十九世纪文学史纲»提出的文

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解释体系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ꎬ即将«罪与罚»纳入 １９ 世纪俄国知识

者先学西方文化、后回归本土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观照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受空想社会

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ꎬ５０ 年代以后皈依东正教ꎬ首倡土壤理论ꎬ回归俄国传统文化ꎮ 作家本人对文化试

错的反思ꎬ映射为«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文化抉择的叙事深层结构ꎮ 借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矩阵

图ꎬ分析体现文化冲突的主人公犯罪和救赎的叙事轴ꎬ同时分析其他人物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抉择ꎬ我由

此得出结论:«罪与罚»表达了对作家本人文化试错的理智清算ꎬ对俄国民族文化选择的深刻反思ꎮ

陀氏对文化试错的反思ꎬ映射为拉斯柯尼科夫选择西方文化还是选择俄国文化的叙事深层结构ꎮ
我们借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来指代«罪与罚»重要的叙事成分②ꎬ可以清晰地显露出叙事的深层结构:

«罪与罚»中有关拉斯柯尼科夫的叙事是围绕两根基本语义轴(犯罪和救赎)来展开的ꎬ这恰好是对

西方文化被非西方文化(俄国文化)逐渐取代的叙述ꎮ
«罪与罚»多次涉及到对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动机的揭示ꎬ这与对拿破仑的想像有关ꎮ 第三部第五章

预审官波尔费利提到拉斯柯尼科夫原来发表的一篇题为«论犯罪»的文章ꎬ接着拉斯柯尼科夫自己转述

了文章的基本思想:穆罕默德、拿破仑等都是罪人ꎬ为了立新法而屠杀维护旧法的人ꎻ另一些人则是普通

人ꎬ他们被前一类人屠杀ꎮ 显然拉斯柯尼科夫自己和波尔费利都找到了拉斯柯尼科夫杀人的真正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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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①ꎬ这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的引诱把他推向了犯罪ꎮ
拉斯柯尼科夫杀人与拿破仑的推动作用的内在关联ꎬ应该联系当时的拿破仑主义的流行史实来看ꎮ

路易波拿巴复辟后实行“拿破仑主义”ꎬ１８６５ 年巴黎出版他写的«尤利恺撒传»ꎬ后来在俄国出版了

其俄译本ꎮ １８６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的«莫斯科公报»发表了其序言的部分内容ꎬ在文中ꎬ路易波拿巴提出了

“伟大人物”的“使命”:他们“秉承神意”ꎬ成为“在历史时代中脱颖而出的灯塔式的杰出人物”ꎻ“强有力

的个性”有权破坏普通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ꎮ «俄国导报»１８６６ 年第 ４ 期连载«罪与罚»ꎬ内容恰好就

是波尔费利同拉斯柯尼科夫谈论拿破仑的第三部第五章ꎮ② 在这里拿破仑成了西方文化所代表的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代名词ꎬ是魔鬼的诱惑ꎮ③ 拉斯柯尼科夫时而觉得自己必死无疑ꎬ时而恶梦缠身ꎬ几近疯

狂ꎬ犯罪导致他走向毁灭ꎮ 拉斯柯尼科夫的所作所为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处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期

的陀氏本人的写照ꎮ 迷误既深ꎬ出路何在? 小说的救赎叙事从第四部开始逐渐取代犯罪叙事ꎮ
«罪与罚»的叙事的另一根语意轴是索尼娅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救赎ꎮ 第五部第四章似乎一直不太

受研究者重视ꎬ它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远没有被学者认识到ꎬ其实这一章是拉斯柯尼科夫发生“突转”
的高峰ꎮ 这一章的第一句话是:“拉斯柯尼科夫一直是索尼娅积极有力的辩护人ꎮ”(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был
деятельным и бодрым адвокатом Сони)④这句话中补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很有意味的ꎮ 先看名词:
辩护人(адвокат)ꎬ民间的通俗的说法就是“保护者”(защитник)ꎬ而且他是“积极有力的”ꎮ 同时拉斯

柯尼科夫对索尼娅说话时称她为“你”ꎬ而她对他说话时称他“您”ꎮ 显然本章开始时拉斯柯尼科夫是以

索尼娅的保护者的面貌出现的ꎬ因而“居高临下”ꎮ 后来他开始向她坦白自己杀人的罪行并为自己辩护

时ꎬ两人的角色发生了“突转”ꎮ 索尼娅愤怒地喊道:“怎么办? 马上去ꎬ现在就去ꎬ站在十字街头ꎬ
双膝跪下ꎬ先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ꎬ然后向大家ꎬ向四面八方磕头ꎬ大声对所有的人说:‘我杀了人!’
那时候ꎬ上帝就会重新给你生命ꎮ”⑤而且她对他“居高临下”———她站着ꎬ他坐在床上ꎬ她称他为“你”ꎬ
而且对他使用命令式ꎮ 正是索尼娅ꎬ以东正教徒的名义ꎬ以俄罗斯的名义拯救了本来会归于毁灭的拉斯

柯尼科夫ꎮ 后来拉斯柯尼科夫果然按照她的“指令”ꎬ到十字路口去亲吻大地ꎬ然后去自首ꎮ 在西伯利

亚ꎬ索尼娅在“大墙”外陪伴拉斯柯尼科夫ꎬ他们隔“墙”执手ꎬ心心相应ꎬ于是将发生拉斯柯尼科夫“逐渐

获得新生”的奇迹⑥ꎮ 作家将女主人公命名为“索尼娅”是很有寓意的ꎬ在俄语中索尼娅(Соня)是索菲

亚(Софья)的小名ꎬ其同音词是 Софияꎮ София(索菲亚)就是古希腊语的“智慧”(Σοφια)ꎬ在«旧约»
中ꎬ索菲亚就是«箴言»第八章那呼喊觉醒的“智慧”⑦ꎮ 在东正教的文化传统中ꎬ索菲亚则是被亚德里

安大帝(２ 世纪)迫害的有信、望、爱三个女儿的母亲ꎮ 由于其发音的特点在俄罗斯传统中她是具有逻各

斯之光的神祗⑧ꎬ这样ꎬ索尼娅实际上成了拉斯柯尼科夫的睿智圣母式的拯救者ꎬ她引导他走向了复活ꎮ
在«罪与罚»中ꎬ按照第一根语意轴的逻辑ꎬ受拿破仑主义诱惑的拉斯柯尼科夫几近毁灭ꎮ 从第四

部开始ꎬ在另一根轴上ꎬ东正教信仰的肉身化的、体现俄国文化美质的索尼娅逐渐完成对他的救赎ꎬ使之

复活ꎮ 这是俄国文化逐渐超越西方文化的“苦难历程”ꎮ 外来文化与俄国本土文化的对话性就这样显

豁出来ꎮ

９１１

刘亚丁　 对话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一种有效角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ꎬ朱海观、王汶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版ꎬ２００４ 年重印ꎬ第 ２５５－２６３
页ꎮ

М. Гусꎬ Идеи и образы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ꎬ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ꎬ１９６２ꎬ ｃｃ. ２７５－ ２７７. Ｄ.
Ｆａｎｇｅｒꎬ Ａｐｏｇｅｅ: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Ｆｙｏｄｏｒ 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６３.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１５２ 页ꎮ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ꎬ朱海观、王汶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版ꎬ２００４ 年重印ꎬ第 ４１３ 页ꎮ
Достоевскийꎬ Ф.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ꎬ М:ꎬ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импꎬ２００１ꎬｃ.３４９.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ꎬ朱海观、王汶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版ꎬ２００４ 年重印ꎬ第 ４１５ 页ꎮ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ꎬ朱海观、王汶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版ꎬ２００４ 年重印ꎬ第 ５４０ 页ꎮ
Степановꎬ Ю. С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рьтуры. Москваꎬ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проспектꎬ２００１ꎬ

ｃｃ.４７９－４８１.
Можейкоꎬ М. София / /Новейш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ловарьꎬ Ми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жный домꎬ ２００３ꎬ ｃ.９６３.



二

对于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ꎬ我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有所涉猎ꎬ１９９６ 年出版了一本«苏联文学沉思

录»ꎮ 当时由于苏联 /俄罗斯的同行们热衷于反思自己文学的历史ꎬ所以关于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研究的

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ꎮ 在这本书里ꎬ我把当时俄罗斯同行和我国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对 ２０ 世纪俄国

文学的“三分天下”说(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侨民文学和回归文学三足鼎立)化繁为简ꎬ提出了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二水分流说:一是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文学”(或称“中心话语”)ꎬ二是将侨民

文学和回归文学合并为“边缘文学” (或称“边缘话语”)ꎮ 我借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中的对话思

想ꎬ将 ２０ 世纪的俄国文学看成是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对话过程ꎮ 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同当

时和后来的建设题材作品作了“对话”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关注“人的魅力”的审美标准同很

多作品的注重进步与倒退的历史标准展开了“对话”ꎻ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前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围绕价值标准展开了“对话”ꎮ «苏联文学沉思录»借用“文学史上的进化观念”把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ꎮ 第一时期:“创新与争夺文化霸权”(１９３２ 年以前)ꎬ不管是世纪

之初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无产阶级诗人、未来派的更替ꎬ还是 ２０ 年代文学团体之争ꎬ也不管是表现方法

的创新ꎬ还是总体创作原则的探索ꎬ当事人都怀有以我之创新一统天下的意气ꎬ这个时期的文学洋溢着

“年轻人”的青春活力ꎮ 第二个时期:“中心、边缘、对话”(８０ 年代以前)ꎬ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ꎬ
形成了文化的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话的格局ꎮ 苏联文学至此进入鼎盛期ꎬ最成熟、最完美、最有大家

气象的作品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ꎮ 第三个时期:“暮气、危机、多元”(苏联解体之前)ꎬ该时期的苏联文

学出现回顾过去、重写历史的“衰老”迹象ꎬ文学也为苏联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敲响了警钟ꎬ作品的思想

观念和艺术手法呈现多元化趋向ꎮ① 这本书也受到国内同行关注ꎬ多有引用ꎮ
«苏联文学沉思录»所提出的从“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分野来观照 ２０ 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路

径ꎬ在我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ꎮ 比如我后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洛霍夫的创作与苏

联文学的关系”ꎬ在对肖洛霍夫作了比较研究后写了«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②这本专著ꎬ其中有

一篇«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ꎮ 这篇文章就是将肖洛霍夫置于“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关系中来加

以阐释ꎬ揭示了他获得殊荣的独特原因:苏联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为认识肖洛霍夫的价值提供了新的

思路ꎮ 肖洛霍夫既遵从中心文学的规则ꎬ又突破其约束ꎬ他的作品有许多与边缘文学相重合的东西ꎬ他
本人却对边缘作家采取批判态度ꎮ 他既有中心文学的合法性ꎬ又有边缘文学的批判性ꎬ他处于中心与边

缘的过渡地带ꎮ 这就是肖洛霍夫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的读者中获得广泛接受

的原因ꎮ③

对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与中心话语的对话关系ꎬ在«苏联文学沉思»和后来的文章里作了阐

述ꎮ④ 这里不妨对«安魂曲»与中心话语的对话关系略作展开ꎮ 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ꎬ相对而言ꎬ对«安
魂曲»的讨论要少一些ꎮ⑤ 但是ꎬ从对话的角度来看ꎬ恰恰是«安魂曲»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ꎮ 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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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中ꎬ是诗人有意识与中心话语展开对话ꎮ 我与我的人民同在ꎬ是阿赫玛托娃进行对话的核心内容ꎮ
这须从阿赫玛托娃自己所经历的那场批判说起ꎮ① １９４６ 年ꎬ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次年ꎬ８ 月 １４ 日ꎬ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旗›‹列宁格勒›的决定»发表ꎬ决定中涉及到阿赫玛托娃有如下表述:

«星»杂志卖力地散布了女作家阿赫玛托娃的作品ꎮ 阿赫玛托娃的文学、社会政治面貌苏联公

众早已熟知ꎮ 阿赫玛托娃是与我们的人民相对立的无思想性的诗歌的典型代表ꎮ 阿赫玛托娃的诗

歌浸透着悲观颓废情绪ꎬ表达了旧式沙龙诗歌的趣味ꎮ 这种诗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贵族的颓

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立场ꎬ拒绝与人民并肩前进ꎬ有害于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ꎬ因而是苏

联文学不能接纳的ꎮ②

过了两天ꎬ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作家大会上做了«关于‹星›‹列宁格勒›的报告»ꎬ他对这位女诗

人的人身攻击这里从略ꎬ仅举与对话主题有关的内容: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远离人民的ꎮ 这是旧式贵族成千上万的腐朽诗歌ꎬ除了从“过去的美妙

时代”吸取气息而外ꎬ注定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ꎮ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地主府邸ꎬ装饰着上百年的菩

提树的林荫道ꎬ彩灯ꎬ雕像ꎬ石头拱门ꎬ橙黄色的凉亭ꎬ门上还有腐朽的族徽ꎮ 贵族的彼得堡ꎬ皇村ꎬ
保罗宫的火车站ꎬ以及其他的贵族传家宝ꎮ 这是与人民对立的遥远的文化的残余ꎬ由于某种奇迹而

遗存到现在ꎬ可是毫无生机ꎬ只是自我封闭ꎬ虚幻想象而已ꎮ③

阿赫玛托娃的组诗«安魂曲»实际上在 １９４３ 年以前已经完成了全部内容ꎬ但在上述事件发生后ꎬ阿
赫玛托娃为组诗添加了“代序”:

在叶若夫主义控制的恐怖岁月里ꎬ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度过了十七个月ꎬ一次有人“认出

了”我ꎮ 那时ꎬ一个嘴唇发紫的女人站在我身后ꎬ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ꎬ她从我们都已习惯

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ꎬ凑近我的耳朵问道(那儿人人都是低声说话的):
“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么?”
我说:
“能ꎮ”
于是ꎬ一丝淡淡的笑意从曾经是属于她的那张脸上掠过ꎮ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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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ꎬ改变僵化的模式ꎬ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过上好日子ꎮ”郑异凡:«主编的话»ꎬ载«苏联史»第一卷ꎬ姚海:«俄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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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①

显然ꎬ这里阿赫玛托娃回忆了她排队探监看儿子时的情形ꎬ而她描写那位妇女ꎬ特意强调她“从未

听说过我的名字”ꎬ以便与当时普遍接受的“人民”的概念吻合ꎮ 无独有偶ꎬ１９６１ 年阿赫玛托娃又为«安
魂曲»加了卷首题诗:

不ꎬ既不是异国他乡的天底下ꎬ
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ꎬ
在我人民蒙受不幸的地方ꎬ
我与我的人民同在ꎮ
１９６１②

在这里不难感受到ꎬ诗人阿赫玛托娃通过这些代序和卷首诗歌在进行对话ꎬ针对的是上述的决议和

日丹诺夫的报告ꎬ对她的作品远离人民的指摘作出了否定性回答ꎮ
俄国学者从«安魂曲»中读出了阿赫玛托娃同人民的融合ꎮ 西戈夫指出:“在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中ꎬ

«安魂曲»成了人民灵魂接受的中心ꎮ 阿赫玛托娃经历了切骨的个人悲剧(儿子和丈夫普宁ꎬ被捕)ꎬ同
时她力图表现全民族的悲剧ꎮ 恰恰是同人民的结合给了她经受考验和创作的力量”③ꎬ“应该注意的是ꎬ
在«安魂曲»中ꎬ阿赫玛托娃积极使用了‘人民’这个词ꎬ而在她早期的诗作中几乎见不到这个词”④ꎮ 但

是ꎬ由于这位俄国学者没有吸收巴赫金的对话观念ꎬ所以他未能发现阿赫玛托娃同日丹诺夫和决议对话

的“奥秘”ꎮ 不妨设想ꎬ阿赫玛托娃在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６１ 年两次为«安魂曲»添加内容ꎬ这是有意为之的对

话行为ꎮ

三

从古罗斯文学发端期与后来的成熟期(我所指的是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ꎬ我也试图找出其中的对话

关系ꎬ即以宗教性内涵为主的古罗斯文学ꎬ在以世俗内容为主的成熟期得到了遥远的回应ꎮ 换言之ꎬ成
熟期的作家在世俗性的内容中与自己古代文学先贤进行了对话ꎮ 因此ꎬ互文性研究或许是打通古罗斯

文学与不断发展成熟的俄国文学之间血脉的一种方法ꎮ
“生平”类的宗教文体在 １３—１８ 世纪的文学中大量出现ꎬ最古老的“生平”很可能是«洞穴修士安东

尼生平»(Житие Атония Печерского)ꎬ但已失传ꎬ其部分内容可从“基辅洞穴神甫记”的转引中得知ꎮ⑤

流传下来最早的此类作品是«洞穴修道院主持费多西神甫生平»ꎬ这部作品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费多西的

修道经历ꎬ从出生说起ꎬ然后叙及其少年时代每日进修道院、随香客到耶路撒冷朝圣被母亲追回等事迹ꎬ
后来逃出家庭ꎬ到洞穴修道院拜在安东尼主持门下ꎬ继而成为该修道院主持ꎬ并实现了一些奇迹ꎮ 在讲

述费多西成为修士的时候ꎬ该作品的叙述者特地以第一人称出现告诉读者:“我们费多西神甫从少年至

他到洞穴修道院的经历ꎬ她母亲告诉了一个叫费多尔的人ꎬ他在费多西长老时代是掌管厨务的修士ꎮ 我

亲耳听他讲述了这一切ꎬ就录了下来ꎬ以便让敬重费多西的人知晓ꎮ”⑥使叙述的真实性得以确立ꎮ 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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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夫和沙赫马托夫认为ꎬ该作品的作者就是写«往年纪事»的涅斯托尔ꎮ①

生平类的作品非常多ꎬ东正教的有德行的僧侣很多都有时人写的生平ꎮ 值得注意的作品有 １５ 世纪

的«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生平»ꎮ 该作品承袭圣徒行传的传统ꎬ讲述莫斯科圣三一修道院开山宗师、
被称为奇迹创造者的圣谢尔基的生平ꎬ叙及他的童年、青年时代ꎬ离家修行、创建修道院、实现奇迹、为德

米特里顿斯科伊出征玛迈而祈祷ꎮ② 到了 ２０ 世纪ꎬ革命以后侨居巴黎的扎伊采夫写了«圣拉多涅日

斯基谢尔基传»ꎬ该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古罗斯文学中的圣徒行传的模仿和改写ꎬ其内容则直接取

法于«圣谢尔基生平»ꎮ③

扎伊采夫作为一位流亡作家ꎬ以传记小说来抒发这种故国恋情ꎮ １９２４ 年ꎬ他在巴黎写成«圣谢尔基

传»ꎬ１９３２ 年写成«屠格涅夫传»ꎬ１９５１ 年写成«茹科夫斯基传»ꎬ１９５４ 年完成«契诃夫传»ꎮ 他把这些俄

国文化名人塑造成俄罗斯民族之魂的不同侧面ꎮ 扎伊采夫在«谈谈自己»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如在俄

国革命的时代我倾心于意大利一样ꎬ客居拉丁国家已有 ２０ 年ꎬ我却总是在写俄国在«屠格涅夫传»
中回复到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ꎬ在«圣拉多涅日斯基谢尔基传»中回复到俄国的神圣精神ꎮ”④扎伊

采夫最后这句话ꎬ道出了他的«圣谢尔基传»的要旨ꎮ 追求神圣正是谢尔基内宇宙的核心ꎬ外在言行的

指归ꎮ 在«圣拉多涅日斯基谢尔基传»中ꎬ扎伊采夫的文笔也有勃洛克为他定位的“抒情” “寂寞”和
“透明”ꎬ充溢在文字间的静静的、抒情的感伤意味ꎬ既与谢尔基那不求外在的轰轰烈烈、只务内修德性

的一生相谐和ꎬ又与作家心中神圣宁静的古罗斯相统一ꎮ 在这部传记小说中ꎬ又有不同于作家以往风格

的文字ꎮ 扎伊采夫最讨厌在文学中讲道理ꎬ谈哲学ꎬ故作深沉ꎬ最喜欢让形象本身表明一切ꎬ但这部小说

的主人公是个 １５ 世纪的圣徒ꎬ又牵涉到许多今人难以理解的历史和掌故ꎬ作家于是在很多地方运用抒

情插笔ꎬ对事件和人物作评价和解释ꎮ 对隐士修行的艰辛ꎬ对奇迹产生的心理原因ꎬ对德米特里大公的

决战的意义等等ꎬ都由叙述者直接出面发议论ꎬ精彩深刻ꎬ要言不烦ꎬ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景观ꎮ
有俄国学者从体裁的角度分析了古罗斯的圣徒传与民间故事的相似的结构形态ꎬ这是一种对话关

系ꎮ⑤ 古罗斯宗教文学从词句的角度对后来的俄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ꎬ这也是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

系ꎮ 试举两例:
«圣母游历苦难记»(Хождение богородицы по мукам)是与«新约»相关联的ꎬ它的地狱苦痛、末日

意味等深深烙印进后来的具有宗教意味的俄国文学作品ꎮ⑥ 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三部曲的题目就直接来自于前述的«圣母游历苦难记»ꎮ

在«告别马焦拉»(１９７６)中ꎬ拉斯普京坚守着家园ꎬ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来抗拒毁损家园的粗

鲁行径ꎮ 在作品的文本中ꎬ作家有意识地运用«圣经»似的潜文本来赞美马焦拉岛ꎮ 在小说的第 ４ 节中

有达丽娅静观马焦拉岛的场面ꎬ这里的丰富蕴涵迄今未被读者和学者很好地领悟ꎮ

И тихоꎬ покойно лежал островꎬ тем паче раднаяꎬ самой судьбой назначенная земляꎬ что
имела она четкие гранцыꎬ сразу за которыми начналась уже не твердьꎬ а течь. Но от края до
краяꎬ от берега до берега хватало в ней и раздольяꎬ и богатстваꎬ и красотыꎬ и дикостиꎬ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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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по паре — всегоꎬ отделившись от материкаꎬ держала она в достатке — не потому
ли и назвалась громким именем Матёра?①

岛子ꎬ尤其是命运所亲自指定的这故乡的土地ꎬ沉寂、宁静地横卧着ꎮ 它界限分明ꎬ界限之外就

不是大地ꎬ而是水流了ꎮ 但是岛上从这端到那端ꎬ从水边到水边ꎬ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
一切含灵之物———虽然它身离大陆ꎬ却是一切都成双作对———不正是因为这样ꎬ才有马焦拉的响亮

名字吗?②

这是静穆的圣乐(ｓａｃｒｅｄ ｍｕｓｉｃ)ꎬ它实际上就是拉斯普京浓彩重墨书写的拟创世纪:这里的词汇和

意象大都来自于«圣经创世纪»ꎬ首先ꎬ将岛子称为“土地” (земля)ꎬ这就与«创世纪»第一章首句联系

在一起了———“起初神创造天地”(В начале сотворил Бог небо и землю③)ꎬ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地ꎮ “它
界限分明ꎬ界限之外就不是大地ꎬ而是水流了” ( имела она четкие гранцыꎬ сразу за которыми
начналась уже не твердьꎬ а течь)ꎬ这里的“大地”(твердь)用了一个古词ꎬ恰好也是俄文本«创世纪»１:
７ 中用的“上帝造出大地”(И создал Бог твердь ④)ꎮ 这就是拉斯普京塑造的伊甸园ꎮ “但是岛上从这

端到那端ꎬ从水边到水边ꎬ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一切含灵之物———虽然它身离大陆ꎬ却是一

切都成双作对ꎮ”(Но от края до краяꎬ от берега до берега хватало в ней и раздольяꎬ и богатстваꎬ и
красотыꎬ и дикостиꎬ и 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по паре.)这里包含的«创世纪»潜文本ꎬ来自于耶和华对义人挪亚

的吩咐:“凡有血肉的活物ꎬ每样两个ꎬ一公一母ꎬ你要带进方舟ꎬ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ꎮ” («创世纪»６:
１９ꎮ Введи также в ковчег из всех животныхꎬ и от всякой плоти по пареꎬ чтоб они остались с тобою
в живыхꎻ мужеского пола и женского пусть они будут.⑤)至此可以发现ꎬ«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眼前

的马焦拉岛ꎬ既是光明幸福的伊甸园ꎬ同时已经暗含危机:由于与«创世纪»中的挪亚典故的内在联系ꎬ
小说的这段文本隐含了对人犯罪后挪亚所存身的危机四伏的世界之影射ꎮ 在这幅拟创世纪的图景中ꎬ
最深刻的象征是:修建水电站大坝前的蓄水ꎬ与«创世纪»中上帝惩罚不义的人类的大洪水之间是存在

联系的ꎮ 这里不光有形象之间的直线联系ꎬ从拉斯普京的反复审思当代人道德状况的持续写作来看ꎬ两
种相似形象之间带出了作家的深刻道德批判意识:土地和家园不仅被外力毁灭ꎬ更毁于人自身道德的沦

丧ꎮ 同时ꎬ一个更富有悲剧意味的问题也渐渐凸现:大洪水到来前ꎬ保种图存成了最迫切的使命ꎬ在«创
世纪»中挪亚担当了这一使命ꎻ在«告别马焦拉»中ꎬ这个拟创世纪的发现者———达丽娅奶奶承担了挪亚

的功能ꎬ肩负起保种图存的神圣使命ꎮ
对话性视角的运用ꎬ从横向看ꎬ可以把俄国文学原来被看成是分离的不同的文化因素加以沟通ꎻ从

纵向看ꎬ能够打通古罗斯文学与不断发展成熟的俄国文学之间的血脉ꎮ 因此ꎬ对话性不妨作为俄国文学

通史写作的一个补充性角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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