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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偶像
文导微

摘　要 ：高傲的纳博科夫也有一心景仰的偶像，这个偶像是普希金。在批评、创作

和翻译中，纳博科夫始终维护和宣扬普希金。他强调普希金的原文文本不可替代，关注

包含文本语言在内的作品的文学性，这种解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普希金本人的文

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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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的纳博科夫也有一心景仰的偶像，这

个偶像是普希金。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同普希金的生日恰好相隔一百

年，他因兹欢欣鼓舞 ；他甚至珍视曾伯祖父与

偶像之友的姻亲关系，①视其为二人冥冥之中

的又一缕牵连。为表达对偶像的敬意，纳博科

夫这样写道 ：“成为一个俄国人就意味着热爱

普希金”。②

一

普希金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如今

看来已不可撼动。然而，在历史上，诗人生前

身后也曾几度沉浮。生前，他的“几乎每一部

大型作品都受到沙皇政府的刁难和御用文人

的攻击”；③十九世纪后半期，革命民主主义批

评家掀起反对纯艺术运动，试图推翻普希金的

权威地位而让果戈理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初，

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声称要把普希金等人从

现代轮船上扔下去，一些侨民知识分子也在质

疑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典范的生命力。

纳博科夫坚决反对这些非议。作为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有关争论的亲历

①　指伊万 •纳博科夫与普希金好友普希钦（又译普欣）

妹妹的婚姻关系。见布赖恩 • 博伊德 ：《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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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纳博科夫不时以诗歌、小说等作品回击同

时代的反普希金思潮。三十年代末，他又在小

说《天赋》中密集声讨了十九世纪的反普希金

者，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借《天赋》主人

公费奥多尔之口，纳博科夫批评了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指出他们谴责的不是纯

艺术，而只是他们自己对纯艺术的错误理解 ；

其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轻视，

实质上是对真正的俄罗斯文学遗产的否定，目

的是让艺术听命于实用主义。对车氏冷眼相看

的费奥多尔，对普希金推崇备至。他曾潜心阅

读、背诵普希金，“以普希金为食，以普希金为

气”；①他认为现代派诗歌经久不衰者少之又

少，留下的“便只有普希金的自然延续”；②他

将普希金视为“衡量俄罗斯批评家的感觉、智

慧和才华品级”的标尺。③在《天赋》里，通过

正反两个形象的鲜明对比，纳博科夫表达了自

己对代表真正艺术的普希金的绝对拥护。

纳博科夫平生“毁人不倦”：陀思妥耶夫

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帕斯捷尔纳

克、萨特、加缪、弗洛伊德、康拉德、艾略特、

劳伦斯、德莱塞、福克纳、海明威、庞德……

对普希金却敬爱有加。如前所述，他在不同时

期的文学作品中，始终维护普希金、声讨其反

对者 ；后来，到了美国的文学讲台上，他也还

在批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希金的反对者。

对普希金的肯定以及对其反对者的否定，是他

文艺批评的重要基点。不仅如此，他还让普希

金主题以多种形式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并且

贯穿始终——从纳博科夫的第一批俄语诗作

到晚年的英语小说，人们总能找到普希金永

恒的存在，在一九九九年圣彼得堡纪念普希

金二百周年及纳博科夫一百周年的会议文集

（《普希金与纳博科夫》）里，就有半数以上的

文章专论纳博科夫作品之普希金传统 ；除此

之外，年过半百的纳博科夫还甘愿牺牲自己大

量的写作时间，把《叶甫盖尼 •奥涅金》译成英

语，并且做了极其详尽的评注。

在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中，纳

博科夫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护和宣扬普希金。对

此，谢 •达维朵夫的总结可谓切中肯綮 ：“普希

金之后，俄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

（文学成为促进市民、社会、道德、宗教和政治

事业的工具），这一变化麻痹了俄国好几代读

者和批评家的美学感受力。……梅列日科夫斯

基、索洛维约夫、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伊

万诺夫、霍达谢维奇、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

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人相继把普希金树立为

‘我们的普希金’。然而，在国内或在流亡中，

也许没人能比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更忠实地

要求继承普希金的遗产。”④

二

一九三七年，在布鲁塞尔的普希金逝世百

年纪念会上，纳博科夫作了题为《普希金，或

真实与似真实》的主旨发言。发言中，纳博科

夫犀利地指出，尽管世人皆道诗人好，但其实

多数人所见且自以为了解的，并非真实的普希

金。

在此，不妨将纳博科夫谈到的几种“似真

实”归结如下 ：一为与普希金相关的常识，纳

博科夫感喟普希金尽管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可

多数小市民的普希金印象，不过来自日历页面

的几行小诗、一点学校课堂的记忆，或几篇老

生常谈的文章 ；二为普希金作品的改编，纳博

科夫甚至反对将普希金的作品改编成其他艺

术形式，认为把《叶甫盖尼 • 奥涅金》《黑桃皇

后》等搬上舞台实为蠢事，形同丑化普希金，

性质近乎犯罪 ；三为普希金作品的译文，纳博

科夫认为译文难以复制普希金诗歌的特质与

其独特的灵魂 ；四为普希金传记，纳博科夫认

为，在那些捕风捉影、若有其事的镜花水月般

的传记里，可能连普希金本人也认不出“普希

金”来了。总之，按照纳博科夫的观点，人们

通过以上几种途径认识的普希金，都只是普希

金的“似真实”。

纳博科夫的观点好像有些过于保守。依此

①②③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Рус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 Сост. Н.Артеменко-Толст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ИМПОЗИУМ》，том 4，

2002，С.280，330，432.
④　谢尔盖 •达维朵夫 ：《在普希金的天平上称纳博科夫

的〈天赋〉》，曹雷雨译，《外国文学》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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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扪心自问 ：是否真正了解普希金 ? 同普希

金距离几何 ? 人们可能会凛然、哑然或哗然。

无论如何，纳博科夫只承认一种朴素的“真

实”：

相反，我们中间那些真正知道普希

金的人，带着稀罕的热情和真诚崇拜着

他 ；……一切都让人快乐 ：他的每一个

移行符号，河水转弯那样自然，节奏的每

一分些微的差别……我们在他闪闪发光

的草稿面前俯身，竭力借此弄清他灵感燃

烧的每个阶段……统统读遍，他的每一段

笔记、每一首长诗、每一则童话、每一曲

哀歌、每一封书信、每一出戏剧、每一篇

评论，没完没了地一遍遍重读……①

只有一种真实——“真实”的普希金只在

他自己包括草稿在内的浩瀚原作里。所有这些

珍贵的文本都需要细读、深读、多次重读。在

纳博科夫这里，文本至上。

不过，即便同样始于原文，不同的读者也

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看到普希金与人民的血

肉联系，有人看出普希金的社会价值、历史意

义。那么，纳博科夫看到了什么？看重什么？

他没那么深刻，也没那么高远，他似乎更愿俯

身文本，多看一看它的词语。

在《天赋》里，当费奥多尔阅读、背诵普

希金的时候，他是想学习普希金“词语的精确

以及它们那迷人的纯洁的组合”。②在《普希

金，或真实与似真实》里，纳博科夫将译文视

为“似真实”，也是出于对原作语言的尊重。他

虽然援引了自己译成法语的普希金诗作，但

同时又一再声明 ：那只是“貌似真实的”普希

金，例如《三泉》里的“俄语动词，仿佛由于存

在的幸福淙淙流淌，可在译文里它只是一行

文字”。③与此类似，他认为普希金名句“我记

得那美妙的瞬间”对应的英文很难保全俄文

原有的旋律、平衡感、词语的音韵联想和意义

联想，例如前两个词“‘Yah pom-new’是更深、

更平稳地潜入往昔，而‘I remember’却好像一

个缺乏经验的跳水者平直落下，肚皮拍到了

水面上。”④

纳博科夫重视普希金语言的原因可能有

这么几个 ：一是因为在纳博科夫自己的文学

作品中，语言本身也是无法忽视的主角，所以

对语言天生敏感且颇有造诣的纳博科夫作为

读者，自然也格外关注其他作家的行文 ；二是

因为俄语是纳博科夫可以带走的故乡，而普希

金的俄语又更能解慰游子的乡愁，就像侨民诗

人霍达谢维奇形容的那样，“普希金词语的许

多色彩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意味深长，……有

时，一系列深藏于心的想法和情感只能在普希

金的词语和句法范围之内才能阐明”；⑤此外，

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它源于纳博科夫对作

为独特个体的普希金的绝对尊重、忠诚与爱。

纳博科夫将常识、改编、译文、传记认作“似

真实”，就是因为改编、译文、传记容易使真实

的普希金被编导、译者、传记作者似是而非的

阐释或有意无意的误解所替换，而常识又往往

让具体的普希金被僵固的一般观念所取代。但

纳博科夫只忠于具体、生动、常读常新的普希

金，他于是更希望严肃的读者一遍遍亲近普希

金的原文，从语言开始，检视作品的细节，亲

自去看、去听、去尝、去想，亲自感受普希金

的表达是如何简约、和谐、精确，是如何无可

替代，如何珍贵，亲自去发现普希金的独特。

然而，尽管纳博科夫有自己的道理，但呈

现在语言视角之下的普希金，毕竟有别于俄苏

“官宣”的标准形象，也有别于不少中国读者

早已习惯的普希金印象。也许有人依旧感觉不

适，仍要指责这种视角肤浅、未能发掘出各种

伟大的意义。不过，普希金有可能会欣赏纳博

①③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 Пер. с англ./Сост. 
С. Ильина，А. Кононо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СИМПОЗИУМ》，том 1，2004，С.541-542，547.
②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Рус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 Сост. Н.Артеменко-Толст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ИМПОЗИУМ》，том 4，

2002，С.280.
④　Vladimir Nabokov，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Bruccoli Clark，1981，

p.320.

⑤　霍达谢维奇 ：《摇晃的三脚架》，隋然、赵华译，第

102 页，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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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的一意孤行，并重复自己的一句话作为鼓

励 ：“真正的天才更多地是相信自己那些以对

艺术的爱为基础的见解”。①纳博科夫虽与普希

金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对艺术共同的爱却能拉

近他们的距离。

三

普希金在《论批评》中再次强调了“对艺

术的爱”，谓“批评是揭示文艺作品的美和缺

点的科学。……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

没有批评。”②也就是说，文艺批评应该以文

艺为本，这是大前提。如有逾越，就会变成他

寓言诗里的“鞋匠”：“有一次，鞋匠把一幅画

儿仔细端详，/ 他告诉画家，鞋子画得走了模

样 ；/ 画家立即拿起画笔加以修改，/ 可是鞋匠

双手叉腰又开了腔 ：/‘我觉得，这张脸有点不

正……/ 而且袒胸露背，不成名堂……’/ 这时

阿别列斯忍无可忍打断话头 ：/‘朋友，请对鞋

子以外的事情别妄加评讲！’……”③与此话

题明显相关的，还有他的《试驳某些非文学性

指责》一文。普希金态度明确 ：文艺批评应该

以文艺为本，关注文学性而不是在此之外的

东西，正如鞋匠不应评论鞋以外的部分，文艺

批评家也当素位而行。恰好，纳博科夫也主张

为作品的“形式、想象和艺术”去读书，④而非

出于文学之外的原因，“不是为了孩子气的目

的，把自己当成书里人物 ；也不是为了青少年

的目的，学习如何生活 ；更不是为了学术的目

的，耽于种种归纳概括”。⑤普希金和纳博科夫

对待文学作品的总体态度是相似的，都是艺术

视角、文学本位。

论及文学创作、文人使命时，普希金仿佛

也提前道出了纳博科夫的心声 ：诗人“孤高

自许，非常严峻”，⑥“不是为了追逐浊世风波

而生，/ 也不是为了私利和战争，/ 而是为了心

中的灵感，/ 为了美妙的歌声和祷文”，⑦他不

迎合世人，他“就是帝王。/ 自由的心灵在前指

引”。⑧因此在《普希金，或真实与似真实》的

结尾，纳博科夫呼吁 ：“诗人应该是自由的、

孤僻的、孤独的，像一百年以前普希金向往的

那样。”⑨

当然，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一切开端的

开端，本身是丰富多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纳博科夫与普希金的文学观，至少有相当一部

分是互通的 ：在批评与创作方面，都坚持艺术

视角、文学本位，坚持艺术自由。我们同意阿 •

兹洛切夫斯卡娅的意见 ：“从普希金那里，纳

博科夫首先继承的是总体艺术观，以及艺术

家不参与‘时事’的精英立场”。⑩源于相近的

文学观，两人的文学作品也有几分相似的气

质，都同样“高傲和纯粹”（借纳博科夫对普

希金艺术的形容），也因而受到了相似的指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阿达莫维奇等人对纳博

科夫的批评，如内容空洞、缺少思想、轻浮匠

人，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纳杰日金、布尔加

林、托尔马乔夫等人对普希金的某些批评如出

一辙。而在他们收到的全部批评里，甚至不乏

一模一样的指摘，例如“崇尚形式”、作品犹如

“中国的皮影戏”。

如果跟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站在一边，“纯

粹”会是好的开始。曾有良医教导弟子 ：医者

的愿望越纯粹，他将来所得的医道就越纯粹，

如果心里还有很多想法或者务实的东西，他以

后的开方、用方、用法，都会有很多瑕疵 ；学

医，不是为了给别人治病，不是为了别人活着，

不是学外在的东西，不是去数黄帝有什么宝

贝、岐伯有什么方子、仲景又有什么样深刻的

认识 ；做学问，最终是学自己，外在的很多东

①　普希金 ：《普希金论文学》，张铁夫、黄弗同译，第

147 页，桂林 ：漓江出版社，1987。下文对普希金

诗作的引用皆出自此书。

②③⑥⑦⑧　《普希金论文学》，第 50、147-148、31、34、

35 页。

④⑤　Vladimir Nabokov，Lectures on Literature，New Y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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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唤醒自己。①医道如此，文道亦然。作者的

愿望越纯粹，像普希金所说为了灵感而写作，

他就越有可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看到

自己的真心 ；读者的愿望越纯粹，像纳博科夫

所说为了艺术去读书，他就越有可能体会到

文学作品内在的灵感、映出自己的文心。归根

结底，普希金和纳博科夫“艺术自由”的文学

观，是“为己”而非“为人”的。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的艺术于世无益，并不妨碍人们从其作品

中看到人世关怀，例如从普希金的作品中看到

人民性、社会性、历史性、普世性，从纳博科

夫的作品中看到他对罪恶与残酷的拷问、对庸

俗与愚昧的嘲讽、对个体与生命的尊重、对尊

严与自由的捍卫、对温柔与天赋的守护。他们

其实是“当其无，有器之用”，是“虚其心”，是

“无为而无不为”。由此可见，文学性与非文学

性的界限难以截然区分。所谓“横看成岭侧成

峰”，立场、方法不同而已。

普希金和纳博科夫都有过造访中国的梦

想，却都憾未成行，不过，在精神世界里，这

两位俄罗斯人好像超越了时空，同我们的贤人

君子相遇了。他们的“纯粹”也多少呼应了庄

子的“无用之用”和刘勰的“守格”思想，尽管

现实生活中文学是复杂的、“纯粹”是相对的。

关键在于伟大作家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

举足轻重。这也许正是当初列宁拥抱普希金的

原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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