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5

作为 20 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1917 年 11 月 7 日在俄国圣彼得

堡爆发的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 年代末，在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正式确定了“伟大

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用语。然而近百年来，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出

于不同的立场与观点，这场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运动被以

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今天，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

际，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它对于俄罗斯政治经济、民族意识、文学艺术等各方

面的转折性影响显得格外迫切。具体到文学界，回顾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

学的变化，梳理社会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认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所发

挥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发掘文学在社会变迁

中的成长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扩

展，更多历史与文学档案资料浮出水面，也都为重新审视和探讨十月革命与

文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所谓革命，都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旧到新的巨大跨越，而社

会革命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革命

所无法企及的。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被视为一场

全新的文化革命，是新的文学历程的开端。原来的文学版图重新划分，旧有

的文学流派被激发出新质——十月革命改写了其后的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

改变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一、19-20 世纪之交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遭遇危机

列夫·托尔斯泰在 1905 年的文章《世纪末》中写道：“在福音书里世

纪和世纪末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纪的开始和结束，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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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仰和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结束，

接着是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和另一种

交流方式的开始。”1 如果说 19 世纪的现实

主义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时代的日常意识基

础之上，那么 20 世纪则拥有完全不同的日常

意识，以及别样的非实证主义的世界图景。

哲学和物理学的新发现、时间和空间的新概

念、人文学科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等都证

明，世界图景远比实证主义观念所认为的复

杂得多，并不是单一意义和直线式发展的，

人的世界观和个体命运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

关系。过去人们头脑中深信不疑的关于世界

的规律性、持久性、稳固性的观念发生动摇，

现实主义美学能否担当起解释世界与人之丰

富性的重任遭遇质疑，按照因果关系进行心

理描写和社会生活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受到挑战。俄国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文学

的奠基人之一德米特里·梅列什科夫斯基宣

称古典现实主义只属于 19 世纪，而不会属于

20 世纪。文学批评家尤里·埃亨瓦尔特指出

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足之处：“难道心灵能够

纳入一定的因果轨道吗？现在和过去一样，

将来和现在一样，心灵都是、也永远是不可

理解的……心灵的规律是不可成文的，因之

也不是艺术所能书写的。”2 苏联杰出的文学

研究家利季娅·金兹伯格认为，19 世纪的现

实主义文学以建立对个体意识产生影响的因

果联系为己任，赋予任何一种心灵经验乃至

非理性的经验以因果联系，“它好像组织起

现实并使其所有参数都合为一体。它所谓人

的概念是夹杂了历史、社会和生理等决定因

素的人，由此使因果关系成为美学主体。”

在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读者得到的关

于环境和性格的描述好像是为艺术结论所准

备的材料”3。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物被各种不

同的环境所解释，艺术家就研究它们之间的

奇妙联系。于是，古典现实主义的“环境刺

激理论”被认为是生硬的现实决定论，现实

主义面临重新评价个性与环境的关系并寻找

新的描绘个性与世界的方式的任务。

旧的世界观失去权威，到宗教中寻求真

理同样茫然若失，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人们

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东正教神甫、诗人

巴维尔·弗洛连斯基写道：“天然的宗教意

识受到损害，明显减弱。它已无力对抗那些

恶意的怀疑和平庸的不信任。贫乏的思想每

分钟都能摧毁一切，但是生命依然如圣像前

颤动的长明灯一般发出微弱的光芒，吹拂着

濒死的宗教生活中的灵魂……四周是浓浓的

黑暗……冬天即将到来……一切都陷入到暗

淡无华的沙漠中去了——一片纯粹的虚无主

义的荒漠。”4 旧有的一切价值都被重新评价

甚至推翻，表面上看人似乎获得了无比的自

由，实际上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获得了

“自由馈赠”的“不幸的存在”，不知怎样

去摆脱这份自由，又能把这份自由交托于谁。

20 世纪初的人面对的是存在和个人心灵的形

而上的深渊，是无边的孤独，在极端的有力

与无力间徘徊。

在彷徨与迷茫之际，俄罗斯文学及文化

开始了和欧洲思想的密集交流，甚至它自认

为是“欧洲最高文明的中心之一”。索洛维

约夫就预言，“俄罗斯的形容词之后应该加

上一个名词——欧洲人。我们是俄罗斯的欧

洲人，就像英国的欧洲人，法国的欧洲人，

德国的欧洲人一样。”5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

学与哲学、文化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密切相

关，成为包罗万象的多元对话舞台，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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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尼采的思想也在此时的俄国深入人心。

苏联文化学家亚历山大·艾特金特认为尼采

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实践的基础。在很多文

学家如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谢尔盖·安

德烈耶夫等的创作中都能发现与尼采哲学息

息相关的人物形象。当代俄罗斯教育与社会

科学学院院士瓦莲京娜·扎曼斯卡娅断言：

“尼采之后世界变得不同（难说变好还是变

坏了）——变成了 20 世纪的世界。”6

在混乱和复杂的世界图景中，20 世纪初

的俄国文学以展示人的多面性，以综合运用

各种艺术手法为主要特征。以因果体系、环

境决定论和叙事的逻辑性为基础的小说诗学

发生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命运的断裂性、

转折的偶然性、小说画面与情景的片段性以

及叙事的非逻辑性。

人的多面性是新世纪文学意识到并着力

揭示的最主要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就说，

人是“斑驳的，好的和坏的都有”。高尔基

也说，“人的自然状态是——五彩斑斓。俄

罗斯人尤其五彩斑斓，这是他和其他民族的

本质区别。”环境决定论的逻辑理性被否定，

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人对事件的内在自由反

应机制和非逻辑性得到确认。托尔斯泰呈现

了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多层次性，高尔基则

更进一步，发现了另一种理解人的可能性：

承认人物在同一时刻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

极端的性质。在同一种情形下，在同一个瞬间，

人物可能会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称之为

“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纵跃”。这种

人性的复杂性在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已有

反映，更在其后一生的创作中都彰显出来。

在反映新的社会状况、颠覆上帝和重估

一切价值方面，习以为常的思维与体裁、风

格与方法表现得力不从心。于是，与现实主

义占统治地位的 19 世纪不同，20 世纪初出现

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学流派，在诗歌中以

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为代表，在

小说中则以印象派和表现主义最为突出。19

世纪 90 年代象征主义在俄国的出现使俄罗斯

文学迅速融入欧洲的文化进程中。文学史上

通常把此后直至 1910 年代的时期称为“白银

时代”。“白银时代”的批评家尼·明斯基，

宗教文化批评家弗·索洛维约夫和瓦·罗扎

诺夫，以及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勃

洛克等作家明确提出了反现实主义的口号，

倡导个性张扬和艺术至上。这一时期的创作

以诗歌为盛。吉皮乌斯、维雅切斯拉夫·伊

万诺夫、巴尔蒙特、布留索夫、古米廖夫、

阿赫玛托娃、赫列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

等大批诗人，不再以俄罗斯文学传统上的教

化和社会功能为重，而是强调个人价值的追

求，宣扬自由和独立是艺术家创作的必要条

件，推崇对爱情、孤独、死亡、神秘等个人

体验的展现；在诗歌语言上也大胆实验，对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

二、十月革命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探求

有人说过：如果形容一滴晨露，法国作

家会从中看到女人的美、情欲的火焰、爱情

的悲剧；德国作家会从中看到整个世界；而

俄罗斯作家所描写的露珠，我们甚至穿着靴

子都能感觉到它的凉爽和引力！这段话形象

道出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其实，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之美不仅在于它真实地

描绘现实生活，更在于它富有穿透力的对心

灵的审视和对人性的感知，在于它担当社会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018

道义、探寻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自由道路的

博大胸怀和不懈追求。从普希金、果戈理、

屠格涅夫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创作，19 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从

不回避现实，而是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反

对沙皇统治，反对农奴制，提出“谁之罪”、

“怎么办”等经典问题，塑造多余人、小人

物、新人等经典形象，迎来了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辉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

哲学和美学强劲发展，文学研究家马尔克·斯

洛尼姆和格列布·司徒卢威直言现实主义的

衰落和艺术坐标的根本变化。但实际上，现

实主义文学没有消亡，而是默默汲取营养，

积蓄力量，在危机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19 世纪末，列夫·托尔斯泰在晚期创作

中更多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的道德完善的途

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其世

界观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其中提出了关于

死亡的世界性哲学问题，主人公伊万对死亡

的思索蕴含着存在主义思想。作家本人也如

伊万一样，感到周遭的生活不仅令人厌烦，

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20 世纪初，托尔斯泰

在一系列道德哲学著作中，阐述了人的自我

完善的思想，说明生活只有在人自己改变、

而不是在外部条件改变时才得以改变。文明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技术革新可以是坏事，

也可以是好事，取决于人受控于哪种力量。

他认为人们都不珍惜幸福，出路只有一个——

带着爱去生活，停止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

长篇小说《复活》、戏剧《活尸》、中篇小

说《哈吉·穆拉特》揭示了道德的谎言、政

治和国家机器的黑暗，深化了作家的“不以

暴力抗恶”的思想。俄苏文学研究家符谢沃

洛特·凯尔迪什认为，托尔斯泰在揭示当代

社会危机的同时表现出了积极的变革思想，

这使“晚期托尔斯泰与年轻的同时代人的创

作在 20 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

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

19-20 世纪之交，契诃夫敏锐地感觉到世

界图景的混乱和危机，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试

图寻找突破的方法。他把握现实的方式与托

尔斯泰不同，没有专注地跟踪某种宏大的社

会现象，而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捕捉社会生

活和人情世故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揭示

出蕴涵其中的残酷性及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

理解的深层原因。他不动声色地描写那些因

循守旧、沉闷压抑的生活，描写底层人物的

悲哀与不幸。小说《套中人》反映了农奴主

阶级的没落，《樱桃园》《海鸥》《三姐妹》

《万尼亚舅舅》等戏剧作品表达了热爱自由

的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向往。然而，光明在哪

里？怎样才能创造光明的未来？契诃夫没有

找到答案。

因此，一方面，现实主义吸纳各派艺术

精华、苦苦追寻俄国的出路，另一方面，现

代主义则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自我。

当此之际，俄国文坛上一缕新的即将改写人

类历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的曙光正在升起。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

也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步深化并引领俄罗斯现

实主义文学走上了新的航道。

列宁不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一

直关注文学问题。他发表于 1905 年的《党的

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号召作家把自己的

命运与革命、与人民、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公开提出了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文学的

问题。这些论述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人民

性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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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

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

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

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

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

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

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

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

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 ( 从原始

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 ) 和

现在的经验 ( 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 ) 之间经

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很

多重要作家的评论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列夫·托尔斯

泰的六篇文章论述了托尔斯泰创作与革命之

间的关系，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

镜子”的论断，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

典范。

作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高尔基

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迥然不同。高尔

基的早期创作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他 1895-

1901 年的散文《鹰之歌》、史诗小说《人》

都充满了对自由精神的赞颂和对人的激情礼

赞。他的小说《切尔卡什》、剧本《小市民》《在

底层》《消夏客》等通过对城市贫民的热烈

关注体现了他的人民性思想。他创作于 1906-

1907 年的长篇小说《母亲》被视为俄罗斯文

学中工人和革命题材的开端，塑造了无产阶

级革命者的形象，预示了无产阶级事业必胜

的前景，至今仍被视作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的奠基作品。高尔基在揭露旧社会的

同时预见了新社会的到来，看到了人的希望

和力量，表达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之后他以

自己全部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并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成为新

型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三、十月革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面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很多作家

对新的政权盛情赞美并寄予厚望。高尔基认

为俄罗斯人民从此带上了自由的桂冠，他相

信在这个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痛苦的国家里，

从新的联盟中将诞生新的强大的人民。但是

也有一些作家则对革命表达了怀疑和抵触情

绪。面对流派纷呈、团体众多、思想复杂的

文学形势，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积极的干预

措施，不断完善文艺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

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和

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奠定了基础。

革命胜利伊始，人民教育委员、美学家

卢那察尔斯基就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与

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呼吁。列宁作为革命后新

文化建设的组织者，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的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制定工作，同时也在不

断丰富和深化着他的文艺思想。他确立了党

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

的性质，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方

向，对作家提出了要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深处、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参加者的要求。

经过十月革命后长达四五年的国内战争，

苏联迎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高潮。现实主义文学在继承 19 世纪俄罗斯文

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型

现实主义的引领下，顺应时代要求，更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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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再现

了错综复杂的国内战争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塑造了大量正面的人民英雄和

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使文学真正成为走向

生活、走向人民大众、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的文学。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人公是

为个体的生存、尊严和理想而斗争，那么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主人公就是奋起捍卫新

的理想和生活的人民的代表。这些人物中既

有领袖和英雄，也有普通人民群众，他们都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历史。

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

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小

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反映了在残酷激烈的

战争中党的坚定领导、人民的觉醒和红军指

战员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以费多尔·革拉

特珂夫发表于 1925 年的长篇小说《水泥》为

肇始，“生产小说”正式登上文坛，并迅速

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题材之

一。列昂诺夫的《索溪》、卡达耶夫的《时间啊，

前进！》、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爱伦

堡的《一气干到底》、马雷什金的《来自穷

乡僻壤的人们》等小说以厂矿、建筑工地为

背景，同步讲述新兴的苏联工业建设与改革

进程，歌颂劳动，歌颂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

树立有理想、有信念、有干劲、有力量的时

代先锋——工人及领导者、工程师、科技工

作者等形象，一度成为苏联文学的名片。乡

村题材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大拓展。潘

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肖洛霍夫的《被

开垦的处女地》等长篇小说全面描写农业集

体化运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春草国》

也描写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方面，奥斯特洛夫

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这两部长篇小说表现出全新

的特点，成为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

尔·柯察金，从一个底层劳动者脱胎换骨为

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是俄苏文学史上标志性的新人形象。与 19 世

纪文学中的新人相比，他身上散发的理想主

义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他革命的浪漫主义

精神和投入到火热生活中的激情，他坚韧不

拔的意志和不惜付出青春与生命的行动力，

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经纬交

织。他那振聋发聩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

是生命”曾经成为多少人的座右铭，而“要

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又激励过多少人生道路

上的徘徊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入到为建立自

由、平等、公正的社会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

去，把个人生活的幸福融入到集体主义的共

同追求中去，这样的人物实现了托尔斯泰所

苦苦求索的复活与重生，又比高尔基《母亲》

中的革命者走得更远，承担得更多，成为社

会主义新社会要树立的人物标杆。

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史诗性现实主

义传统的又一位伟大作家。他生长于顿河哥

萨克地区，亲眼目睹了家乡在 20 世纪初那些

动荡的年代里经历的苦难和战争，以此为背

景创作出《静静的顿河》这部宏伟巨著。主

人公格利高里有一颗哥萨克人崇尚自由的勇

敢的心。他不愿受制于僵死的传统势力和为

垂死的生活方式服务的道德规范；他与阿克

西尼娅的爱情冲破旧的世俗枷锁，是对所有

顽固旧势力的挑战。他们为共同幸福所进行

的斗争谱写了一曲自由的颂歌。然而，在现

存社会关系中，他们既无力维护自己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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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尊严。社会变革的复杂和

残酷也投影在格利高里的内心生活上。他在

对白军和红军的选择上痛苦矛盾的内心斗争，

是每个面临重大社会变革时的人必然遇到的。

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主人公无法把握个人的

命运，无论是个人追求，还是爱情生活。肖

洛霍夫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对历史事件

的分析和主人公个人命运的轨迹并行描写，

反映了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沉浮和成长。肖洛

霍夫曾说：“现实主义包含着革新生活、改

造生活、使之造福于人的思想。自然，我所

说的现实主义，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

的现实主义。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所表现的

世界观，与消极旁观、脱离现实互不相容，

但却号召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并且提供一种

可能性，以便达到切合千百万人心愿的目标，

为他们照亮斗争的道路。”8

在 1934 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

的章程里，明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

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方法。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引导人民走向光明、

鼓舞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人是复杂的，

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

致文学艺术创作受到钳制，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日益走向公式化、刻板和僵化，偏离了现

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针对苏联解体后掀起的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热潮，既要肯

定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它对不断发展变化

的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其他文学艺术流派的

不断借鉴与吸收；也不能如一些西方学者或

者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家那样，完全否定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否认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

现实主义文学的划时代意义，而应该给历史

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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