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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神话，追问现实

——2019年度俄罗斯文学概观

孔霞蔚

内容提要 2019年度俄罗斯文坛上最令人关注的事件是两个奖项的设立，即为文

学评论家设立的“狂暴的维萨里昂奖”和为青年作家设立的“虚构35文学奖”，

给俄罗斯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创作方面，非虚构类作品乏善可陈，虚构类作品

重回文坛中心。“三十岁一代”作家群表现优异，尤其在保持俄罗斯文学传统和

引入当代元素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他们在文学主题和体裁方面的不断探索，

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俄罗斯文学的样式与深度。

关键词 俄罗斯年度文学研究 文学奖项 “三十岁一代” 神话的当代阐释

一、文坛新气象：奖项与文坛生力军

2019年初，俄罗斯颇具声望的大型文学杂志《阿利翁》（Арион）宣布停刊，退出了

耕耘将近二十年的俄罗斯文坛。这让一年前因“期刊阅览厅”网站停更而备受打击的俄

罗斯文坛再次受挫，人们不由得发出文学和文学期刊的衰落乃“大势所趋”的悲叹。所

幸的是，“期刊阅览厅”在2019年下半年终于找到了新的网络平台，获得重生。除此，

令俄罗斯文坛欢欣鼓舞的，还有两个独特的文学奖项的设立。其一，是设在叶卡捷琳

堡，面向全俄文学批评家的“狂暴的维萨里昂奖”（премия Неистовый Виссарион）；其

二，是专为三十五岁以下青年作家设立的“虚构35文学奖”（премия ФИКШИН 35）。

“狂暴的维萨里昂”是友人对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称呼。狂暴的维

萨里昂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当代俄罗斯首个为文学评论家及其文学批评成就设立

的奖项。该奖项的设立，旨在鼓舞处于逆境中的当代文学评论家们。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随着俄罗斯文坛生态的不断变化，作家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影响力，文

学评论家们的存在空间亦愈发逼仄。该奖项的设立，或许能多少提振评论家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优秀的评论家们在新世纪还积极涉足文学创作，其中帕维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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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斯基和列夫·达尼尔金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们分别凭借长篇传记小说《列夫·托尔

斯泰：逃离天堂》和《列宁：光尘之王》获得2010年度和2017年度大书奖。而在2019

年，知名的女评论家普斯托瓦雅（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也以长篇小说处女作《欢乐颂》

（Ода радости）亮相文坛。小说写“我”在一年之内所经历的生与死。在这部集叙

事、抒情、哲理于一体的“忏悔录”中，作为作家的女主人公使作品有了超乎寻常的

文学性和思考深度。

与评论家们的“跨界写作”带给文坛的惊喜有所不同，年轻作家的迅速成长则

带给了俄罗斯文坛更大的安慰与活力。近年来，处女作奖（2000—2016）和普希金

皇村奖（2017—）均专注于发掘、扶持和培养俄语文学新生力量。而2019年新创立

的“虚构35”文学奖，则更进一步拓宽了对青年作家的支持。奖项以三十五岁为分

界，规定由三十五岁以下的读者评出三十五岁以下的获奖者。如果不囿于年龄段去观

察，我们也发觉最近几年每每有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其中佼佼者如2015

年俄语布克奖得主斯涅吉廖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негирев）、2016年俄语布克奖得主尼

古拉延科（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нко）、2016年民族畅销书奖得主科兹洛娃（Анна 

Козлова）等。而在2019年，更有多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及其作品出现在各类奖

项的名单上，其中有斯卢日杰利（Григорий Служитель）的《萨维里的时光》（Дни 

Савелия）、涅克拉索娃（Евгения Некрасова）的《卡列奇娜-玛列奇娜》（Калечина-

Малечина）、萨姆索诺夫（Сергей Самсонов）的《守住这土地》（Держаться за 

землю）、斯塔维茨基（Вячеслав Ставецкий）的《阿·格的生活》（Жизнь А. Г.）

等。评论家阿卜杜拉耶夫（Евгений Абдуллаев）由此指出：“2019年的一个趋势是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到来。”A作家鲍里亚利诺夫（Алексей Поляринов）也认为，

2019年是属于“新的三十岁一代”的年份，在这一年，文学乃至文化正在进行代际更

替。他还进一步评价：“新的三十岁一代不仅不惮于讲述最新的历史，而且——与他

们的先辈不同——还是公开而坦率地讲，避免隐喻，从不试图遮掩和以讽刺来稀释自

己的思想……现在，在新的环境下，他们看起来是年轻的新一代小说的典范，在他们

的小说中，真挚和勇气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写法——讽刺和虚无主

义——迅速失去了市场。”B“三十岁一代”作家正在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浓

墨重彩地加入到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史的书写中。

A“Слом иерархий: блогеры обживают реа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тоги 2019 года”，https://magazines.gorky.media/

druzhba/2020/1/slom-ierarhij-blogery-obzhivayut-real.html

B“Слом иерархий: блогеры обживают реа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тоги 2019 года”，https://magazines.gorky.media/

druzhba/2020/1/slom-ierarhij-blogery-obzhivayut-re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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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构重回主流

2019年，俄罗斯文学创作继续呈现多样化态势。非虚构类作品总体上乏善可陈，

不过终归还是拿下了最重要的文学奖项——2019年度的大书奖。这部名为《维涅季科

特·叶罗菲耶夫：局外人》（Ве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 посторонний）的获奖小说，由列

克曼诺夫（Олег Лекманов）、斯维尔德洛夫（Михаил Свердлов）和希曼诺夫斯基

（Илья Симановский）三位作者共同完成。在俄语布克奖于2018年停办之后，大书奖

便成为俄罗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将如此重要的奖颁给一部多人署名的非虚

构作品，实属罕见，其原因也许是该作品系独具个性的俄罗斯作家维涅·叶罗菲耶夫

的首部传记。作品将介绍传主、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叶罗菲耶夫的生平与对

其代表作《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专题研究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作家及其创

作的丰富资料。

与一枝独秀的非虚构创作相比，2019年度的虚构类创作明显更加精彩。历史与现

实题材小说、幻想小说和动物小说等各种虚构类作品都有不俗的表现与良好的反响。

表现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历来是俄罗斯作家所钟爱的重要主题。进入

二十一世纪后依旧如此。2016年，初登文坛的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凭借书写1920—

1930年代鞑靼族女性的小说《祖烈伊哈睁开了眼睛》，一举步入俄罗斯当代经典作家

行列。2019年，她的新作《我的孩子们》再次受到瞩目，获得大书奖第三名。这部小

说依然是社会-政治题材，在内容上，诸如时代背景、主人公的出身背景等方面，都与

《祖烈伊哈睁开了眼睛》有着颇多相近之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叙述手法在朴实、

纯粹的现实主义之上增加了魔幻成分。小说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生活在伏尔加河

沿岸地区的一个特殊族群——俄罗斯日耳曼裔。作家从主人公雅克布·巴赫十月革命

前在日耳曼人聚居区担任老师写起，直至1940年主人公死于哈萨克斯坦的矿井下结

束，历经了一系列个人和历史的悲剧性事件。小说名称“我的孩子们”颇具深意，是

作家的点睛之笔。十八世纪，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出于政治考量，邀请自己的母

国——德国的农民迁至俄国，于是，日耳曼人在伏尔加河沿岸数百公里的土地上定居

下来。1920年代初，该地区发生严重饥荒。1938年，这些日耳曼后裔被流放到苏联不

宜人居的偏远地区。1941年苏德开战前夕，他们又被遣送回历史上的祖国。“我的孩

子们”正是当年叶卡捷琳娜对迁入俄国的日耳曼人的称呼。在艰难的环境和漫长的历

史中，这个特殊族群顽强而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本族群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保留这个族

群在历史上的印迹，留下其令人扼腕的真实记忆，是该小说的重要宗旨。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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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个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历练成长，也是雅辛娜在创作中探索的主题。主人公雅克布

就像作家第一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祖烈伊哈一样，在艰难时世中经历了一系列爱恨生死

的考验，最终成就了自信勇敢的独立人格，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尤

其值得关注，实现了现实主义与具有神话色彩的魔幻元素的结合，使小说更加引人入

胜并富有隐喻性。魔幻元素在情节上体现为作家对雅克布所居住的小村落的描述。这

个小村落如童话里的世外桃源，给雅克布提供了一个安然独处、写作童话和照顾孩子

的栖身之所；其次，雅克布所写的神话故事总是具有预言性。尽管他在童话中尽力描

绘比如饥荒年月里的丰收等美好景象，但丑恶的内容似乎更容易实现，如死神降临、

牲畜疫病、机器丢失，等等；而小说后半部分则更具魔幻色彩：因绝望而投河自尽的

雅克布沉入伏尔加河，在河底他见到了已故的长者、饿死的孩子、被宰杀的牲畜以及

失却的物件——当地日耳曼人与物的残迹和历史的碎片。之后，他被神秘的力量托出

水面……神话与现实、真相和想象在小说中紧密交织，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想象与思考

空间。

雅辛娜借助传统加现代的叙事手法，在《我的孩子们》中呈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

俄罗斯日耳曼裔族群的命运。和她同样喜欢和擅长从历史中勾陈往事、思考小人物与

大历史的沃多拉兹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则继续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反映生

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及至当下的俄罗斯人的困惑。其最新长篇小说力作《布里斯班》

被誉为2019年度俄罗斯文坛“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不仅年销量逾六万册，更受到评

论界的高度评价。评论家巴辛斯基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也许听起来显得不那么爱

国，但，这是一部欧洲水平的小说。就心理描写，就艺术表现力而言，它确实达到了

欧洲的高水准……尽管它当然也是一部非常俄罗斯的长篇小说。”A小说主人公格列

布是一位世界级吉他演奏大师，五十岁时因患帕金森症被迫中断如日中天的事业。此

时，他与偶遇的作家涅斯托尔相约，后者为他撰写传记。此后数年，两人定期见面，

共同写作传记……格列布的札记与涅斯托尔的记述在小说文本中交替出现，构成了这

部复调式社会-心理小说的两个音部，勾勒出了主人公的人生。和沃多拉兹金以往几

部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格列布为寻求内心的平静，始终在寻找自我，探索生命的意

义。音乐曾经是他对抗痛苦和死亡的利器，结果却无法帮助他抵达永恒；他曾寄希望

于爱，但钟爱的妻子却无法为他孕育生命；一位具有音乐天赋的小女孩进入他的家庭

并带给他们欢乐，却又很快死于恶疾……小说标题“布里斯班”是所有人物未曾到过

A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Пять событи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Выбор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ка Павла 

Басинского”，https://litrossia.ru/item/pyat-sobytij-sovremennyj-russkij-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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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之地，是格列布母亲心心念念的彼岸世界，也是格列布回答小女孩患精神病的

母亲询问孩子去向时的善意谎言。在小说里，“布里斯班”就是沉重的肉身永远无法

抵达的海市蜃楼。小说中，记忆一边构建着人物的心理景观，一边也串联起了一系列

重大历史事件。1970年代的基辅，1990年代的列宁格勒，在苏联时期度过的童年和青

年时代是格列布心中深深的记忆。而1991年“8.19事件”时列宁格勒伊萨克广场的集

会，2014年基辅的“广场革命”事件，格列布都有意或偶然卷入其中，成为历史的见

证者。有评论家认为，作家在小说中插入上述情节纯属多余。事实并非如此，作家为

主人公起名字的用心便是证明。格列布的姓“亚诺夫斯基”发端于乌克兰伟大作家果

戈理的家族传统姓氏。沃多拉兹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果戈理因素之所以出现在小说

中，是因为果戈理强烈地热爱乌克兰，但坚持认为自己是广义上的俄罗斯人。A和

格列布一样，沃多拉兹金本人也出身于俄乌结合家庭，在乌克兰度过了童年、少年时

代，大学时期才来彼得堡并定居。对于他和其笔下的格列布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能

重拾2014年之前兄弟般的血肉之情，也如“布里斯班”一样遥不可及。这层痛楚，或

许是小说的另一层隐意。

近年来，随着乌克兰国内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俄罗斯文学界也日益关注事态并有相

关题材的作品问世。2019年，青年作家萨姆索诺夫凭借描写冲突热点地区——顿巴斯的

长篇小说《守住这土地》获亚斯纳雅·波利亚纳奖。萨姆索诺夫出生于1980年，曾获处

女作奖并入围民族畅销书奖和大书奖的短名单。《守住这土地》也是书写大历史中小人

物命运的作品，以2014年乌克兰政府与民间武装大规模冲突为背景。萨姆索诺夫从未去

过顿巴斯，其写作的主要依据是国际法律组织的相关报告，以及对交战双方人员和交战

地区居民的采访。作为一部关涉当今重大政治危机的战争小说，作家并未突出事件的政

治性，而是采取了中立态度。对此，作家的解释是：“我站在苦难和痛苦一方。”B小

说中，战争撕裂了顿巴斯，撕裂了生活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卷入

这场战争，在拿起武器的同时也经历了内心深处的煎熬，饱受无法抑止的创痛。小说采

用多种声音并置叙事，有从前被俄罗斯人羞辱的反俄军事武装军官，有因儿女在战火中

蒙难而复仇的矿工，还有一向懦弱陷入摇摆的工程师和政府官员……“小说所呈现的是

人的命运，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的背后，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读完这部小说，再也

A“«Брисбен»:о чем новая книга Евгения Водолазкина?”，https://news.rambler.ru/other/41297474-brisben-o-chem-

novaya-kniga-evgeniya-vodolazkina/

BОксана Полякова，“Сергей Самсонов：Вся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ахнет сортиром”，https://mosregtoday.ru/culture/

sergey-samsonov-vsyakaya-revolyuciya-pahnet-sorti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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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去理会那些政治纷争。”著名作家、评论家奥特罗申科（Владислав Отрошенко）

对《守住这土地》的评价切中要害。A

三、在幻想的文学世界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考量人类社会，我们所得到的景观是一个模样。那么，换

个角度，譬如从动物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结果又是怎样呢？青年作家斯卢日杰利

在其处女作小说《萨维里的时光》中，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该作为作家赢

得2019年度亚斯纳雅·波利亚纳奖之读者评选奖和大书奖第二名。斯卢日杰利是一名

戏剧演员，评论家将其作称为“演员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只名叫萨维里的猫，它

博学睿智，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不幸的是，它出生不久就离开了妈妈，还遭到阉割。

第一位主人培养了它热爱自由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为追求自由它“离家出走”。在流

浪中，它被若干个主人收留，经历若干曲折，在深爱的“女友”死后也选择了离开这

个世界。小说是一部漫游记，萨维里的足迹遍布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它悉知每个角落

的隐秘。它经历了友谊与背叛，体验了残酷与仁慈，感受了相爱与分离。透过它的眼

睛，我们认识了街头流浪汉、校园毕业生、画廊看门人、中亚打工仔、猫咪宠物店店

主，等等。同时，《萨维里的时光》也是一部探讨永恒问题的哲理性作品。每一章萨

维里都会来到一个新“家”，结识新人，发生新故事，而每一章结尾又必定是分离，

结束在那里的生活和故事。分离如开始，不悲不喜。因为生活的时光本该如此，平淡

悠长。小说唯一遭人诟病之处，是萨维里过于按照人类的方式思考和表达。不过，斯

卢日杰利有自己的理解：“这确实是一个猫的故事，尽管有人难免会将它与我们这个

世界直接画上等号。简而言之，这本书写的是失去，是离别，是那些我们没有答案

的问题……此外这本书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和恐怖，同时又是多么美

好。”B

在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别样的、想象的世界。2019年度两部优秀

的幻想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俄罗斯作家心目中想象世界的样本。

近年以写作“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而蜚声俄语文坛的鲁巴诺夫（А н д р е й 

AГеоргий Рзаев -Шах-Тахтинский，“Боль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Большом. Премия “Ясная Поляна”–2019”，http://

blog.cety.ru/georgiy-rzaev-shah-tahtinskiy/14433-bolshaya-literatura-v-bolshom-premiya-yasnaya-polyana-2019.html

BДаля Бартулите，“Григорий Служитель: Дни Савелия - роман о потерях и расставании”，https://www.obzor.lt/

news/n52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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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убанов），在2019年终于拿到了他的第一个民族畅销书奖，获奖作品是被他称为“斯

拉夫幻想小说”的长篇神话《菲尼斯特——光明之鹰》（Финист——ясный сокол）。

菲尼斯特的故事在俄罗斯耳熟能详，1947年著名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根据这个民

间神话写作了一部精美的作品。传统的故事版本非常简单，讲述一个姑娘在三个善良

女巫的帮助下从情敌手中夺回心上人的故事。鲁巴诺夫的小说虽以此为蓝本，内容情

节却复杂得多。三个女巫被三名壮汉取代，小说由三个独立成篇的部分组成，壮汉们

既是讲述者，又是故事里的重要主人公。作家在故事中还有意增加或凸显了某些斯拉

夫元素，比如：三个壮汉都叫伊万（他们分别是流浪艺人伊万、军械师伊万和飞鸟

人、强盗索洛维，他也要求女主人公称他为伊万）。众所周知，“伊万”是一个有着

特殊文化内涵的名字，是古罗斯民间传说中几乎所有大智若愚的青年男子最常用的名

字；其次，出现在俄罗斯古老的动物寓言和神话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古老的蛇、林

中女妖、狼人、给人带来好运的巫婆等——在小说中悉数登场；另外，作家大量运用

民间口头语，竭力避免使用拉丁语等外来词汇。凡此种种，一方面使小说整体氛围与

其时代背景（公元三四世纪）更加吻合，另一方面，也是鲁巴诺夫这位具有强烈斯拉

夫意识的作家个性使然。当然，作为一部当代神话，小说中的“当代元素”必不可

少。三个伊万都深爱玛利亚，而玛利亚始终魂系天边的菲尼斯特。这样的情节与当下

时髦的玛丽苏剧颇有相似。此外，菲尼斯特所在的“天空之城”伫立于半空，是高级

人种——飞鸟人的栖居之所，被视为“野人”的下等人——地球人——则生活在飞鸟

人之下，而“天空之城”与当代科幻小说中的天外之城极为相似。借由这个古老的传

说，鲁巴诺夫成功地创作了一个新的神话。

如果说《菲尼斯特——光明之鹰》是古老神话的变体，那么涅克拉索娃的《卡列

奇娜-玛列奇娜》则是一部令人惊骇的原创的“新莫斯科神话”。小说出版于2018年，

入围2019年度大书奖和民族畅销书奖短名单，虽未能折桂，在读者和评论家中口碑却

好得惊人，甚至被称为年度民族畅销书奖的“无冕之王”。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贝科

夫认为涅克拉索娃写了一部“一流的小说”，称她是“普拉东诺夫的直接继承者”，

甚至说“我感觉，一个大作家诞生了”A。“卡列奇娜-玛列奇娜”是一种俄罗斯传统

儿童数数游戏的名称，1907年作家列米佐夫还曾创作过一首童谣。而这首童谣，正是

小说小主人公、十一岁的卡佳的安慰剂，每当孤独和悲伤无助的时候，她就会哼唱这

首童谣。她和父母居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栋破败高楼里，经济拮据，父母无力悉心照

A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Книжная полка Дмитрия Быкова: три главных книги июля-2018”，https://sobesednik.ru/

dmitriy-bykov/20180803-knizhnaya-polka-dmitriya-bykova-tri-glavnyh-knigi-iyuly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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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她。一天，同学的欺辱和老师的威胁令她精神几近崩溃，就在她躲进厨房企图自杀

时，神话里的女妖从炉子后面钻出来，与她结盟开启了一段“邪恶的”冒险经历，对

那些伤害过她们的人展开报复……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女妖”是含冤死去的未成

年人的灵魂，会给人带来厄运。这个含冤的不祥之物同情卡佳，并和她成了姐妹般的

伙伴。卡佳在她的影响下心情变得愉快，却也开始胆大妄为：学会了狡辩、撒谎、报

复和不择手段。卡佳的命运悲剧一方面源于她的原生家庭：父亲无能而暴戾，母亲忙

于挣钱养家，家庭关爱的缺失造成了卡佳的性格缺陷；而社会环境的弱肉强食和冷漠

无情，则给她以致命的伤害。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的温暖，卡佳从非现实世界的女妖

那里获得了，但同时她也被带入了邪恶的深渊。可见，《卡列奇娜-玛列奇娜》不仅是

一部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教育小说，涉及原生家庭、校园霸凌等当下社会问题，同时

也是一部体现孤独这一永恒主题和探索善恶及其相互转化的作品。1985年出生的涅克

拉索娃喜欢称自己是“社会魔幻现实主义者”A，她的确非常善于将民间故事、神话

传说与当代日常生活和种种社会问题编织进自己的故事世界里。这个特点，在她获得

皇村奖的小说《不幸的莫斯科》（2017）和其他作品中便已显现。

不难发现，2019年的俄罗斯文坛出现了成熟的知名作家与作为生力军的青年作家

共同发力的态势，尤其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群的崛起，给俄罗斯文坛注入了青春活

力与当代元素，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内容和主题上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同时对当

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又有着深切的关注，在题材和体裁方面不拘一格，以多元化的写作

方式描述和思考现实，拓展了文学表达现实的可能性，其中当代神话（魔幻）的书写

是最为可贵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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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Творческая встреча с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Евгенией Некрасовой”，https://uralcult.ru/news/libraries/i105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