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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素。《死屋手记》对犯人群体形象的现实描绘蕴含着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

情怀，“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凝聚了对俄国和俄国东正教的认同感，实际上从一个

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东正教的“聚和性”体验，表明了东正教精神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

想之关系。小说中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它能引起列

夫 ·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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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写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由于其中有一些对俄国司法体制的质疑，小说在发表的过程中遭到书报审查机关的刁

难，但稍经周折最终全文发表，并很快推出单行本。小说在发表之初就得到了民主主

义批评阵营的好评，但他们主要肯定的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描写以及对沙皇制度和司

法体制的批判倾向。对这部自传性的报告文学式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自认为其独

特性在于直观式描绘：“如果说《死屋手记》引起了读者注意是因为它描绘了苦役犯，

而在《死屋手记》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直观地描绘过他们〔……〕须知《死屋手记》曾

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这一作品是对一种独特的地狱、独特的苦役营‘澡堂’的描写，

我想要并且努力去描绘画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360—361）。同时代的

作家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对此小说的赞许，也基本集中在描绘的震撼性和对制度的批

判性上，前者认为其中“澡堂”一幕是“但丁式的”（Достоевский 3: 294），后者断

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绘制出了一幅以西伯利亚牢狱生活为背景的壁画《最后的审判》”

（Герцен 18: 219）。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学术史上，《死屋

手记》的地位和重要性一直不受重视，以至于白银时代的文学评论家鲍里斯·恩格尔

哈特和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等人，都不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

归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思想小说”①之类。但是，如果文学评论家们仅看重《死

屋手记》对劳改营的描写和批判，无疑会降低了该作品的历史意义，缩小了其思想价值。

名气较大的评论家中，似乎只有列夫·托尔斯泰对这部作品青睐有加、心心相惜，他

一生多次阅读并谈论读后感，还提及作品中让其心悦诚服的宗教思想价值：“我不知

道整个新文学中还有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作品，包括普希金在内。不是指风格，而是

指观点的令人叹服——真诚、自然、充满基督的思想。这是一本好书，令人读后大有教益”

（160）。

在我们看来，《死屋手记》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揭露俄国的牢狱和司法制度，还

在于揭示在这种时代和制度下贵族和人民，亦即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

的心灵隔阂问题。《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贵族和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

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体现了他对两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凝重忧虑。这些感

受和思考，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重点。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不幸的人”

（несчастный）这一关键词，既是解读作品思想与人物形象，也是考察小说中所体现

的东正教认同感的一把钥匙。“不幸的人”一词不但反映出东正教的“聚和性”思想，

也表明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该小说能引起列夫·托尔

斯泰、尼采等人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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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幸的人”的宗教含义

“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政论文中，而在《死

屋手记》中最为频繁。何为“不幸的人”？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定义，“不幸的人”

就是罪犯；而将罪犯如兄弟般看待，则是俄罗斯人民的本性。“一般老百姓从不因犯

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大，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罚和遭到

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犯罪叫做不幸，并把罪犯叫做

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们在

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死屋手记》59—60）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曾受到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如穆拉维约娃、

安年科娃和冯维辛娜的善待，她们把流放犯都称为“不幸的人”：“我知道，全体俄

罗斯人民也把我们称为‘不幸的人’，这种称呼我听到过多次，从很多人的嘴里都听

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17）。但他对别林斯基的看

法既有赞同，又有保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按照别林斯基的信念，全部是不可能

不犯下自己那些罪行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是无辜的，只是比别人更为不幸”（陀

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17）。他跟别林斯基的分歧在于他不同

意后者的“环境决定论”。在另一篇文章《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对“不幸的

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即人民用“不幸的人”一词是想对他们说：“你们犯了罪，

现在正遭受痛苦，不过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加入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做的

可能更坏。如果我们自己好一些，也许你们就不至于坐牢了。你们遭到报复，承受折

磨，是因为你们的罪行，同时也是因为共同的目无法纪。你们为我们祈祷吧，我们也

为你们祈祷。‘不幸的人’，现在请收下我们的铜板；我们把这些东西给你们，是让

你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不会与你扯断手足般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24）。

称呼和善待“不幸的人”，本身就是仁慈和仁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在

西伯利亚，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们’提供兄弟般的照料

当做是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就像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这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圣洁的感情”（89）。要善待普通人，更要用毫无鄙视或嫌弃

的目光、平等的态度善待那些犯了罪的“不幸的人”，因为苦役营中的“这些人也许

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尚留在狱外的人更坏”（75）。

与普通百姓相反，那些贵族和上层人士却并不具有这种将罪犯视若手足的本能，

这是贵族们需要向普通百姓学习的地方，因为西伯利亚的人民，哪怕是最穷的家庭，

逢年过节都要给囚犯送来各种食品和礼物，说明人民并没有遗弃这些“不幸的人”。“我

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全体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

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总是经常不断，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

偶尔也有现款”（22）。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个特写镜头解释说，这种悲悯本性甚至

早已深深植根于一个普通儿童的幼小心灵：一对母女在医院里看到了“我”这个苦役犯，



34   外国文学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便向母亲要了一个铜板，追过来要施舍给“我”：“给你，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面

上，收下这个铜板吧”（22）。“我”接过了这个铜板，她才高高兴兴地跑回母亲身边。

因为此情此景而深受感动，“我”把这个铜板在身边保存了很久。这枚铜板成为爱的象征，

表明罪犯并没有被大家忘记和抛弃，甚至备受尊敬和款待，反过来也意味着无私之爱

是改造罪犯心灵的一剂良药。相比而言，“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15）。

但是，作家对人民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朴素的本性也不免忧虑，因为他所描绘的“死

屋”处于西伯利亚的一些偏远地区，在草原、高山和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在这些如

莫斯科郊外村镇般大小的小县城里，“居民朴实，缺乏自由主义思想，一切秩序都是

旧式的、始终不变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崇的”（3）。随着社会的发展，腐化堕落

和恣意暴戾的人越来越多，有些罪犯入狱后反而暴露出原先没有的或者更多的缺点。

不言而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不幸的人”还只是因偶然而犯罪的兄弟姐妹、

自己人，他们还是值得人民同情和挽救的迷路浪子，尚未沦为撒旦和“宗教大法官”

之类不可救药的异教徒。

二、“不幸的人”与“聚和性”体验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面引文中所指出的，“不幸的人”一词蕴含着基督教的

人性本恶的原罪思想，即人的与生俱来的罪性和犯罪动机：“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人

之有罪在于：他本人就是恶的一部分（他为此而指责上帝），同时也是世上痛苦的一

部分，而他本人也就是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想消除恶与罪的存在，我们首

先应当承认的是我们自身有罪”（劳特 295）。而把罪犯称为“不幸的人”实则是一种

共同承担罪责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有的人都有罪责。每个人对罪恶认识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因为犯罪而有罪感，另一些人则是没有犯罪就有罪感。表面看上去的无罪仅是

一种幻觉：每个人都对世界之恶负有责任。任何人都有可能获救和经历精神重生（如

《圣经》中的扫罗变成保罗）。人的这种获救之途是基督救赎牺牲及复活的隐喻”（扎

哈罗夫 88）。

由此又生发了惩罚和赎罪的概念。“正是从罪孽和对罪孽的态度上可以显现出一

个人是否真正是信仰上帝的人。因为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感觉到自己确实有罪，并

愿意赎罪”（劳特 300）。《死屋手记》里展现的就是一群“不幸的人”由于犯罪而要

在特定的时空监狱之中接受惩罚、进行赎罪的画面。人民与“不幸的人”因此就联结

为赎罪的命运共同体。

监狱往往也是凝聚“不幸的人”之共识、充分展示他们美好天赋的时空体。绝大

多数“不幸的人”都能在东正教的感召下追求社会的认同感，这也可谓一种狭义的对“聚

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特殊体验。根据俄国宗教思想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解释，

“聚和性是一种独特的结合，即结合于其中的所有个性都可以充分敞开，取得自我唯

一的、不可重复的、别具一格的本质规定 , 取得自我完整俱在的创作自由的定位，这种

自由使每一个性都成为一种说出来的、崭新的、对于所有人均需要的话语”（Иванов 
101）。在监狱服刑这个特定的时空体中，个性谈不上充分敞开，自由亦非完整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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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改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对罪犯的犯罪动机和罪行进行惩恶扬善与纠偏改错，“不

幸的人”展现的必须是合理合法的个性，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笔下，“聚和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爱和同情体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创作不管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个性或意识，都是以‘爱’为纽带‘聚和’的，要不

是被‘爱’同情的小人物，要不是丧失‘爱’的可憎的变态性格，要不是维护基督博

爱的信徒，要不是用暴力去抗争的社会底层人物，等等”（张杰 76）。

接受别人爱的施舍，同时也将爱的施舍给予别人，是认同感的传递和接力。作为

囚犯，能够接受别人的施舍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存在感，而他们将

自己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施舍中的一部分再施舍给教堂时，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种存

在感，更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净化和升华。这种因爱而爱的良性互动，是《死屋手记》

中一种独特的“聚和性”体验。《死屋手记》详细描述了囚犯在斋戒祈祷时会油然而

生的一种三层递进的宗教感受。首先是获得施舍的快感：“我们每次来教堂都能分到

一些施舍品；我记得，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竟使我感到快活，在这种奇怪的快感里有

一种异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249）。其次是从得到施舍的钱中拿出一戈比买

一支圣烛或丢进教堂的募捐箱里时的自豪感：“‘我也是一个人呀。’当他们往箱里

丢钱的时候，心里可能这样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呀〔……〕’”（249）

最后是接受圣餐礼时的激动：每个人都觉得，神甫的祝福“即使是强盗，也来接受吧”

（249）这句话，仿佛是针对他自己讲的，触及到了灵魂的深处。

借助于爱体验到超越个体的“聚和性”，进而坚定对爱的信仰，是东正教的核心思想，

也是追求东正教认同感的高级阶段。正如俄国宗教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所说：“当

民族性的本能从模糊成为明晰进入认识的时候，这种本能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民族的某

种深刻的、神秘的倾慕和爱，此爱不是理性主义伦理学所理解的枯燥乏味的和道德主

义的爱〔……〕，而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爱，是某种能生出灵魂翅膀的情爱，是在与

他人的统一中的享受，是对聚和性的体验，是真正的超越自我，是特殊的‘超越’。〔……〕

对聚和性的感受，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爱，它使爱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

信愈坚，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

而是先于判断，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文化哲学》2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相比于基督般无私之爱的伟大力量，强制和暴力只会将

社会拖入病态的深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实施肉刑的权力，乃是社会的弊病之一，

是毁灭社会上任何一种萌芽、任何一种文明变革意图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使社

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根本原因”（216）。这与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所列出的东正

教与天主教的一大差别说不谋而合，后者指出：“东正教徒的基本性格特点是由温顺

和爱决定的。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谦逊、真诚和朴实，这与罗马天主教所固有的改宗

精神和内在强制性（compelle intrare）是格格不入的。东正教不强行说服人，不引诱人，

而是使人自己迷恋和向往，这是东正教在世界中的作用方式”（《东正教》194）。

作为监狱小说，《死屋手记》频繁描写牢房的逼仄和压抑，牢房之外远方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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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晴朗，以及身处教堂时追求高远和飞腾的升华感。小说虽较少见枯燥乏味的宗教说理，

却又弥漫着褒扬和倡导宗教认同感的浓烈意味。小说屡次提到笃信宗教的囚犯对身边

人的无形影响，他们因信仰而获得了狱内外人士的普遍尊敬。就“聚和性”思想而言，

《死屋手记》更多强调的是特定时空中的“聚”，即此概念最早的提出者阿列克谢·

霍米亚科夫所说的“多方面的统一”（Хомяков 243），亦即对上帝的信仰，对东正教

的认同感，而并非“和而不同”中的“和”，亦即“不是简单地服从统一”的“每一

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张杰 75）。因为作家看到，这些作为“每一个个性”的“不

幸的人”在监狱中乃至现实中互相之间存在着越撕越大的心理鸿沟，他希望去弥合贵

族与人民之间愈益加深的隔膜。这就是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死屋手记》中的体现。

三、东正教认同感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

《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贵族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士

脱离社会底层民众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体现了他对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巨大隔

膜的现状和相互关系的未来走向的忧思。在写作《死屋手记》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

斯基还执笔起草了《〈时代〉杂志 1961 年征订启事》，它被认为是根基派共同的思想

纲领之一，我们在《死屋手记》中时常可以找到《启事》中一些高度凝练的思想的具

体体现，这两个文本可以互参互证。需要指出的是，《死屋手记》中的根基主义思想

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时期才突然产生，这是他自进入文坛以来就逐渐形成

的一种看待现实的视角，或者说思想立场。因此，《死屋手记》并不像有些评论者所

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之变的小说③，而是延续着作家一贯的思

想和信念。约瑟夫·弗兰克指出：西伯利亚流放“这些经验当然有助于改变陀思妥耶

夫斯基，但它们的性质还不足以与他早期的信仰构成尖锐的冲突；它们更多的是强化

了他先前世界观更纯粹的道德—宗教的方面，而脱离了与社会—政治行动学说的联系”

（12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和它之前的许多小说均反映了作家对社会上层和

底层人民关系问题的一贯思考，而它不过是加深了他原有的认识，并没有使其思想立

场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如果要说有所不同的话，最大的区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苦役营里深切体会到了上层贵族脱离底层人民的现象的严重性，程度之深让他震惊。

正如作者自白：“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普通老百姓。我本人也变成了普通老

百姓，变成了象他们那样的苦役犯。〔……〕我既惊奇，又感到难堪，仿佛我过去从

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听说过，尽管我不但知道，而且也听说过。但现实生活

给人的印象却与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86）。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一个普通犯人进入监狱后，很快就能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如

同来到自己家里”，而一个贵族入狱后就完全不同了。“不管他如何正直、善良、聪明，

他将一连数年受到大家的敌视和蔑视；他不能为大家所了解，更主要的——大家都不

信任他”（280）。不仅是有些贵族与人民的隔膜愈益深刻，而且贵族与贵族之间的隔

膜也开始加深，结果造成贵族在贵族那里找不到认同感，却在普通百姓那里找到了认

同感。他希望借助东正教来弥合这种隔阂，这些感受和思考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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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主义思想在《死屋手记》中的具体体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狱中这些“不幸的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总体

来说天性都是非常美好的，比如阿列伊这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些人的性格天生

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你任

何时候对他们都尽可放心”（68）。主人公在入狱一年后，不禁心生感慨：由于苦闷，

一年多来他竟然未能在那些看似恶毒、充满敌意的狱友身上看出好人来，因为这些“善

于思考，富有感情”的狱友“被一层令人讨厌的外壳包裹着”（251）。

主人公多次对普通人民的创造才能、协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主人翁意

识，表示由衷的佩服和赞叹，比如包工拆驳船的场景，就反映出人民团结协作所产生

的惊人力量和效率。在狱方为了买马而挑马的一幕里，普通百姓囚犯的集体主义精神

和主人翁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囚犯都把为狱方买一匹价廉物美的马这件事完全

当成了自家的事情，纷纷出主意，亲自挑选和比试，以至于因挑马标准的不同而出现

了以两个原盗马贼兼马贩子为首的两拨人，一时争执不下。“囚犯们焦急地等待着每

一匹新马被牵进来。他们都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尤其使他们感到快慰的是，他们

现在仿佛都成了自由人，好像真的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马”（262—263）。这种

轮流公开展示自己懂马、识马之技能，并为公家省钱而竭力与马贩子讨价还价的行为，

既说明囚犯中人才济济，无疑也反映出追求社会的认同感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通百姓身上还看到了就连城市里的专业演员都比不上的出色

的艺术天赋。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表示，监狱里这些“不幸的人”临时客串的“演员”

以及他们所依据的演出剧本，都算得上是隐藏于民间的无价瑰宝，因此他提出：“如

果文明的戏剧研究者能对现有的、也许并非毫无价值的民间戏剧进行一番新的、十分

认真的研究，那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163—164）。

与普通囚犯身上的优点和他们团结起来所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相比，贵族囚犯完

全相形见绌。在狱中贵族们常常相互吸引，但又互相提防，这似乎已成常态，以至于

贵族们竟然没有一个知己，往往只有监狱里的狗和其他的小动物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那些腐化堕落、品质恶劣的贵族，说他们是被贵族抛弃、又不为

普通百姓接受的无根基者，简直一无是处、贻害无穷。贵族们堕落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有些贵族苦役犯完全会由于囚犯身份而故意降低了做人的标准。有些贵族囚犯故意

封闭自己的心灵，从不对人倾诉衷肠，显得异常孤僻。“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都

显得有点病态，性格孤僻，而且十分偏执”（295）。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些孤僻

的贵族囚犯，在内心里或多或少对普通百姓存在深刻的偏见，不愿意接近他们，故意

把自己与人民隔绝起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

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

任何的人性”（296）。

小说中关于监狱里请愿的一节，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普通人民和贵族之间深刻的隔

膜。作者在小说的多个地方探讨了人民之所以不信任贵族、人民和贵族之所以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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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作者看来，除了个别贵族无法容忍的个人缺陷，造成目前这种贵族和人民之

间这种状似油和水之关系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贵族就是贵族，人民

就是人民”的意识。因此，这种看法使得整个社会在对待贵族和人民时，态度就有显

著的差别，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狱方在对待贵族时总要适可而止，而对待普通百姓囚

犯则是唯恐不够狠。另外一个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贵族们在精神上的

贫乏，其表现就是深深的失落感，这也造成了贵族之间的相互隔离和不信任。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对狱中那些老百姓的缺点视而不见，他看到，普通

老百姓经常会自轻自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到了底层人民身上狂放不羁的破坏力，

比如那个壮硕无比的鞑靼人卡津，他曾怀着喜悦的心情将一个无辜的小孩慢慢地折磨

至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心的是，普通老百姓竟然随意糟蹋自己的才华，任性地轻

视和破坏自己的首创精神。“任何一项创举，任何一种首创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

痛苦，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了不能自己开创任何事业，而只能侍奉别人；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

（64）。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贵族和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势在必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社会上层人士如何接近底层人民、弥合之间的隔膜提出了一些

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知识分子和贵族应该改变习惯，因为改变人民天性中

的缺点很难，所以只有通过贵族自身态度的改变才能间接地影响人民。他们应该放弃

偏见，改变对人民的敌视态度，真心诚意地去接触和了解人民。其次，用人民乐于接

受的方法善待人民，不要欺骗。用俄罗斯的方式对待人民，会博得人民的尊敬与认可。

再次，贵族要学习人民身上那种来自俄罗斯土地的顽强精神和对上帝的信仰，拥有人

民那样非凡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以便能够为共同的事业做出贡献。这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要借助于东正教的精神力量，因为东正教的认同感能逐渐弥合他

们之间的心灵隔阂。而人民对上帝的信仰，恰恰可以弥补贵族和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

纠正他们扭曲的人格。正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篇

讲话》中指出的：“就是这些平民百姓中最坏的人通常都保存着知识分子中最好的人

所丧失的东西：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的罪恶的意识。〔……〕如果在启蒙代表中间，

宗教情感的残迹迫使他因先进文学家的渎神行为而恐惧的话，那么在死屋里，这个宗

教情感应该在苦役犯恭顺的和虔诚的信仰的影响下而复活和更新”（202）。陀思妥耶

夫斯基同时指出，人民也可以向贵族和知识分子学习到一定的知识和判断力。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小说里对贵族和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领路人寄予了希

望。从犯人们干包工活拆驳船一事中可以看出：只要把人民组织好，让人民团结起来，

就能最大程度地挖掘人民的潜力，发挥他们强大的创造力。这样的领路人角色，像彼

得罗夫之类是不能胜任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们虽不能成为事业的倡导者和

主要领袖，却是事业的主要完成者和开拓者，因为他们只有坚强的决心和勇敢的精神。

而这还完全不够，他们还需要具有干共同事业的明确的目标、计划和策略，这些就是

领路人的使命。为了共同的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他们的团结协作。有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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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大声疾呼：不要让人民在监狱里无益的内耗中浪费其才华和生命，

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来为共同的事业服务。

四、某些思想家偏爱《死屋手记》的原因

尽管《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明

显弱于其他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可为什么有些思想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和尼采还

是比较看重《死屋手记》？

首先，是因为他们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幸的人”等底层人民的同情、希望

和仁爱，对他们的创造力充满信心。尼采在读完《死屋手记》后，完全赞同陀思妥耶

夫斯基对“不幸的人”和罪犯问题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们（指西伯利亚

的苦役犯——引者注）完全不是他之前想象的那样。他们就像是用最好的、最坚实的

和最珍贵的树木雕琢而成的，而这些树木唯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长成”（Ницше 
620）。陀学家弗里德连杰尔因此认为，托尔斯泰的女主人公如安娜·卡列尼娜，也“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那样，不仅是‘罪犯’，而且也是‘不幸的人’”（189）。

在他们眼里，这些“不幸的人”，尽管是偶然失足的兄弟姐妹，但可能在道德上

还要比那些不信教、不敬神的上层人士更优秀。正如弗里德连杰尔指出的那样：“在《死

屋手记》中，一位就经历和心理气质来说与托尔斯泰截然不同的人，对俄罗斯平民的

内心美，以及对平民的道德价值优于有教养的贵族少数人的道德价值，抱有强烈信念（托

尔斯泰本人对此也抱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这一信念该使托尔斯泰感到惊异”（181）。

其次，他们还都是“环境决定论”的反对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安娜·卡

列尼娜》时发现，列夫·托尔斯泰的主张竟然与他的观点异曲同工：“人在面临全部

生活真实的时候，他不怪罪别人，只怪罪自己”（Достоевский 25: 52）。尼采也认为

人的内在原因要大于外部原因：“人的内在力量要大的多，被看成外部影响的许多东西，

不过是您同它的内在一致性。环境也完全可能被利用，并且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转

引自劳特 296）。

最后，也是最终的缘由，就在于对东正教的或近似于宗教的博爱力量和牺牲精神

的认同。弗里德连杰尔指出，德国思想家尼采就曾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

斯基都是“人道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而断言“他们十分尊重‘小人物’，尊重‘庄

稼汉’”，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基督宗教色彩”正是来源于“古代

和中世纪的人道主义思想及观念”：“他们的宗教是他们对‘庄稼汉’的爱与崇敬的

哲学表现，是他们肯定‘庄稼汉’应与‘大人物’平等，甚至承认前者在道德上超过

后者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弗里德连杰尔 243）。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认为，东正教的

博爱精神是很多作家都认可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东正教中包含着约翰基督教的痕迹：

‘孩子们，你们要互爱！’。这是对所有人的爱，甚至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

特点为全部东正教徒所共有，包括东正教长老和苦行者，甚至那些在自己的意识中远

离东正教的世俗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等”（布尔加科夫，《东正教》

194）。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监狱和强制性劳动根本不能感化“不幸的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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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狱体制只能让普通百姓与现实世界隔绝开来，而普通犯人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

认为自己的罪行只是缺点。如若一味颂扬监狱体制只会导致人的心灵的衰弱枯竭，而

颂扬者无非是“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作感化和忏悔的

典范”（17）。显然，作家关注与重视“不幸的人”等“小人物”，认同并颂扬东正

教的博爱和奉献精神，呼应了其根基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消除社会上下层之间隔阂的内

在要求。

从《死屋手记》中的摇旗呐喊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就一直在呼

吁俄国社会的上下层要实现普遍和解和紧密团结。一方面，俄国人民绝大多数笃信东

正教，所以很大程度地保留了俄国文化传统的基因，但在俄国现代化改革的大潮下，

“人民是孤单的，没有给他出谋划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20：1072），除了上帝和沙皇，因此他们急需作为领路人的进步知识分子；另一方面，

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虽然头脑精明，但大多对俄国人民不了解、不理解，甚至存在偏见，

却又期盼社会振作、俄国强大起来。若没有人民的参与，知识分子要振兴俄国社会的

想法无异于空中楼阁。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知识分子只有认识到俄国人民对“伟

大的、普遍的、全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团结”的渴求，理解他们所认为的“只

有通过以基督之名实现全世界的普遍团结才能得到拯救”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072—073），方能成为人民所希冀的、也能接受的领头羊角色。

而在这之前，与人民和睦相处，尤其是把人民看作“自己人”，是推进和解与团结需

要迈出的第一步。否则，“没有这种认可，就不可能有团结”（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074）。由此可见，追求东正教乃至泛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

以实现普遍团结之目的，可谓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精神根基。

注解【Notes】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思想小说”（пя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оманов）又称“五卷书”（пятикнижие）

或“伟大的五卷书”（великое пятикнижие），分别指《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

马佐夫兄弟》。别尔嘉耶夫以《地下室手记》为分水岭，把这五大思想小说列入了《地下室手记》之

后的创作（Бердяев,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353）。

②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曾宪溥 王健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下文随文注明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比如，有研究者认为：“流放生活使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远离俄国的先进阶层，因

而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所发展，开始背离了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进步的社会理想”（李兆林 徐

玉琴 236）。还有研究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转变开始于苦役时期，后来才最终完成，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内心发生了斗争，他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寻找中间立场”（Достоевский 

4: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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