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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穷人》作为文学传记的主观时间与
转型空间

万海松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文学传记性是其最主

要的特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记忆，文学传记兼具真实性与虚构性，两者在《穷人》中相得益

彰。《穷人》的文学传记性与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穷人》中的时间体现为流动与停滞

并存的绝对主观性特点，空间体现为社会变动时期特有的转型性特点，这也是书信体小说主体性

建构意识的艺术反映。在《穷人》中，田园诗时空体瓦解，现代主体性时空重构，这种现象与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性形成了某种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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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数文学家起步阶段的小说常具有极其突出的自传性特征，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处女作《穷人》（Бедные люди）也不例外，这是一部烙有他本人以及他身

边人生平印迹的长篇小说。《穷人》融合了多重的自传特征，其中既有书信体小

说固有的诸多传记要素，也有作家赋予它的某些其他传记特征。书信体小说的

传记性在于书信与小说的同一性，也就是俄罗斯陀学家萨拉斯金娜所说的“‘文

学自我增值’的绝佳效果”（Сараскина，2011：131），即主人公以通信形式创

作出一部小说，同时主人公也作为读者参与讨论和评判小说的内容。

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

被损害的》中，主人公伊万·彼得罗维奇是一名作家，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具有

“很多的自传特点”，只是尚未“形成统一的整体”（钱中文，2009c：9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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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后期的作品和《穷人》一样，都带有程度不一的自传色

彩，但《穷人》中关于文学、阅读和图书产业等问题的探讨与争辩，更明显地

反映出作家在初登文坛前后对文学创作与翻译、文学出版与市场等状况的了解，

以及涉世之初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思考。因此，如果说《穷人》是陀思妥耶夫

斯基自传色彩最浓厚的小说，也绝不为过。

一、传记性与自我意识

总体来说，文学传记性是《穷人》作为书信体小说最主要、最鲜明的特征。

小说标题中的“Бедные”一词在俄语中颇有意味，它兼有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蕴

涵：既可以表示贫穷之意，表明从外在条件看主人公生活境况的穷困和社会地

位的卑微，又可以表示怜悯之意，从内在心理层面显示出作家对这些身处社会

底层的小人物们发自肺腑的同情之心。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的小说 Бедная Лиза
书名中也有这个词，它曾被有些译者译成《苦命的丽萨》或《可怜的丽萨》。

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处女作似乎也可译作《可怜的人们》（本文沿袭

《穷人》译法），有的评论者因此认为《穷人》是“古典主义时代感伤主义文学

在俄国的最后一声叹息”（Исупов，2016：73）。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这个词，

本身就体现了上述双层含义，亦即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的双重视角。《穷人》的

文学传记性恰好介于由内观外的私密性和由外观内的公共性之间，兼具这两个

视角的便利性，却又不拘泥于任何一方。由于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小说在情感

与理智、主观与客观、记忆与当下、传记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等方面都保

持着恰当的张力关系，这使它成功地跻身于文学传记经典之列。

对文学作品的传记特点进行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传统并持久的热点。

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对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提出了很

多忠告与建议，比如，不可将作者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不能将艺术作品等同

于作家生活的摹本，要留意作品对于创作者的心理学意义和隐喻性，传记材料

不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对作品的评价，等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非常肯定

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理由大致有三点：首先，这种研究具有“评注上的价

值”，可以“用来解释作家作品中的典故和词义”；其次，这种研究考察的是与

作家发展相关的最突出的问题，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

退的问题”；最后，这种研究可“为解决文学史上的其他问题积累资料”，具体

是指阅读情况、交往史、游历史、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因为“所有这些都

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也就是有关该诗人或作家在文学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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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他所受的外界影响以及他所汲取的生活素材等问题”（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2017：68）。

作为一种特定的记忆，传记跟文学创作一样，生来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

成分。英国学者、传记研究专家马克斯·桑德斯甚至认为记忆都是“作伪”，

对文学研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必定是由被记住的事件或者经历转换而来的”

（马克斯·桑德斯，2021：401）。不言而喻，传记与史实一样，都不可能讲述

传主或事件的全部发展进程和细节，它们都具有非完整性的特点，这使得它们

不可避免地存在非真实性或者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此处正是可

让文学性得以大展拳脚的地方。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无意于区分叙事的真与假及其意义的固定，而

是更加注重叙事的有效性。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曾像尼采宣布上

帝已死一样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因为在他看来，传记的谬误就在于试图与作者

绑定在一起，从而将意义固定下来。对此，马克斯·桑德斯认为，小说的写作

实践走向了真实与虚构的模糊地带，这是后现代写作的特点之一。“对于这种后

结构主义的挑战，回应方法之一就是让自传 / 传记成为后现代写作，让它更多

地意识到自身的叙事性、虚构性和不可能性……这一转向，与 20 世纪小说当中

日益明显的自传 / 传记转向相互吻合，产生了徘徊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写作实

践”（马克斯·桑德斯，2021：408）。由此，文学史家们创造出所谓“纪实小

说”（faction）、“非虚构小说”（non-fi ction）和“自传体小说”（autofi ction）等

术语，用来界定某些虚实融合的小说。

在后结构主义之后，体裁的界限不再重要。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传记不太受重视，后来借助于小说的形式逐渐复兴，在 20 世纪晚期又重新得

到了文学和社会研究者们的欢迎与重视，于是书信也随之被视为准文学或类文

学作品。马克斯·桑德斯指出，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传记和自传这些“语境

化的材料似乎是文本的生产和接纳过程中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文本的

阐释的一部分”；他进一步认为，存在一种把书信视为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文本

的研究趋势，如济慈的书信“本质上是诗歌作品，不过碰巧采用了书信的形

式”（马克斯·桑德斯，2021：410）。意大利传记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2021：17）认为，书信本身就具有自传性：“信件、演说、评论（commentarii）
以及游记在功能上都有自传的性质。它们肯定出现在形态完整的自传之前，需

要我们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主张：“我倾向于把逸闻趣事（anecdotes）、言

　又可译为“自传体虚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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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collections of sayings）、单篇书信或书信集（single or collected letters）以

及辩护词（apologetics）等作为传记与自传的真正前身”（阿纳尔多·莫米利亚

诺，2021：26-27）。也就是说，书信天然具有传记或自传的诸多特征，尽管这

并不意味着书信就等于传记或者自传：书信是传记的材料，书信若要成为传记，

还需要经过文学加工这一程序，比如说选择特定的史实、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编

排、一定程度的虚构等等。

文学具有传记性，传记具有文学性，这本身并不矛盾，两者具有天然的通

约性。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书信体小说之所以具有传记性，就在于

传主（人物）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传主（人物）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达到自我的觉醒，所以，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是文学作品的自传性得以成

立的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公元前 4 世纪，自传体书信在古希腊较为流行，如

柏拉图的《第七书》和亚历山大写给母亲、描述他远征的几封书信等。阿纳尔

多·莫米利亚诺（2021：127）在历数了这些流行于古希腊的自传体书信后指

出：“在这些自传体书信中自我宣传和辩护扮演了主要角色。”他还把圣奥古斯

丁的《忏悔录》看作是“第一部完美结合了自传信息和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2021：21）。

据巴赫金对欧洲文学发展脉络的考证，《希波克拉底小说》是书信体创作在

欧洲文学史中最早出现的标志（钱中文，2009b：146）。但本研究发现，巴赫

金所指的《希波克拉底小说》也许未能全部保存至今，因为现存的只有法国作

家拉伯雷所编的希腊语版《希波克拉底格言》的“补遗”部分，且其中绝大多

数都是箴言体的警句格言；也许，《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才是成文的书信体文学

的早期源头之一。总体而言，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初“用的是

一种折射性质的话语，亦即书信的形式”（钱中文，2009b：268），而书信体是

“第一人称叙事”（Icherzählung）的一种，这种话语是双声部的，“多数场合是

单指向的，它从布局结构上便替代了作者话语的存在”（钱中文，2009b：268-
269）。据此，本研究认为：在《穷人》中，作者的话语跟其自传性一样，是通过

主人公的叙述“折射”出来的；而且，自我意识也是《穷人》自传性的辨识性

标志，具体表现为强烈维护个人尊严的权利意识和思想抗辩的个性色彩。杰武

什金对果戈理的小说《外套》的争辩性见解极富蕴涵，典型地彰显了他的自我

意识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杰武什金出乎意料地发现，《外套》竟然是一

本“居心不良的书”，不仅因为它的情节“不真实”，而且果戈理选取的片段没

有任何独特和出色之处，“无非是平凡的、下贱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无聊的例子而

已”（陈燊，2010a：80），为此，他甚至想控告这本“诽谤”之书。所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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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金认为自我意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越俄国“自然派”创作的核心因素：“果

戈理的主人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就获得了新的意义。阿卡基·阿卡

基耶维奇不反思，他没有自我意识，独自过着隔绝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

自己的主人公反思”（钱中文，2009a：91）。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反思就意味

着分析原因和寻找对策，以便采纳一种最适合自我与他者的分寸感，同时也意

味着想方设法地去建立并维持自己内心与外界的平衡。在《穷人》中，自传性

因素不仅体现为作家与人物心理的同构，还体现为“我观世界”（世界也包括我

自己）和“世界观我”的双向互动，亦即巴赫金在论述《双重人格》时所提出

的“自己眼中之我”和“他人眼中之我”（钱中文，2009b：286）。

二、文学传记时间的绝对主观性

书信，特别是狭义的私人通信，早期本来就是通信人交流信息和直接表达

主观感受的载体：书信反映写信人的主观性，书信体小说通过人物的描述体现

出作家的主观性。因此，书信对情感的张扬铸就了叙事的主观性基础。英国小

说理论家伊恩·瓦特（2020：192）认为，情感经验和参与情感的意识把日常生

活的现时性和记忆的相对固定性联结起来：“描绘内心生活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究其实质是时间尺度的问题。个人日常经验由连续不断的思想、情感和感觉流

组成，但是大多数文学形式，如传记乃至自传，往往像一张过于粗略的时间网

格，难以捕捉到事件的即时性，因此记忆就构成了这类描写的主要部分。然而

正是这种分秒毕现的意识构成了一个人性格的主要内容，并决定了他与他人的

关系。因此，只有接触到这种意识，读者才能充分地参与虚构人物的生活。”在

瓦特看来，书信最适合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和个人倾向，也较便于作家通过描

绘人物的内心活动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最能真实记录

这种意识的就是私人信件”（伊恩·瓦特，2020：192）。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对文学术语“主观”和“客观”进行定义和

分类时指出，“从它们最早在批评中出现的用法开始，其意义是多层次且不断变

化着的”（艾布拉姆斯，2015：281）。作为历史兼文学批评术语中的一组对立

概念，“主观”与“客观”存在多种适用性，其中一种被用来衡量诗歌：“抒情

诗被认为是彻底的主观形式，史诗则通常被置于对立的即纯粹客观的一端，戏

剧被认为是介乎两个极端之间的混合形式”（艾布拉姆斯，2015：282）。艾布

拉姆斯这种二分法的界定略显陈旧、值得商榷，因为随着小说和其他文体创作

的进一步发展，篇幅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体裁的交融越来越常见。抒情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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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呈现客观性超过主观性的特征，小说也可融入更多的主观性体验，特别是

意识流小说和思想小说，展现的基本就是纯粹的主观和随心所欲的流动性。

当然，作为自传性和对话性同样突出的小说，《穷人》中的审美特征更多地

是在主客观之间滑行，更接近于艾布拉姆斯所定义的戏剧。但是，作为特殊的

文学传记，《穷人》中的时间特征体现为主客分离、迫不得已的流动性，它反映

出人物对生活的更高期盼与自身改造生活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具言之，文

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希望随着时间的发展，自己的生活境遇在未来有较大的改观，

但是由于本性和能力所限，他们往往又无力单靠自己来实现这一愿景。因此，

主人公常常需要借助合理的想象、突如其来的情节甚至神话般的外在力量来改

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文学传记主观性特征的表现。

流动性是文学传记在时间发展方面的主要特征，也往往是一个转型时代对

文学的必然要求。小说透露出杰武什金们对于目前的生活既感到满意但又不满

足于此的态度，他们所过的生活既可以是自主的，有时又是不由自主的。因此，

他们经历着既随意又被迫的时间。在他们看来，往事真的不堪回首，因为今非

昔比、今定胜昔。“可是那一段时间是悲惨的，瓦连卡！不过反正它已经过去

了！岁月流逝，我们只能为这段时间叹息。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说它干吗？

有时我连一个戈比也没有。我又冷又饿，可我却高高兴兴，就是这样。”（陈燊，

2010a：129）杰武什金不像瓦尔瓦拉那样留恋往昔时光，他珍惜现在的工作和

生活，同时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将来的一切都是那么光明，美好！”

（陈燊，2010a：129）虽然他对生活时有抱怨，但总体还是感激生命、珍惜生活

的：“活在世上是美好的。”（陈燊，2010a：130）他略带黑色幽默的忏悔，反映

出普通教徒们共有的典型的感恩论：“昨天我含着眼泪在上帝面前忏悔，求主饶

恕我在那段愁苦时期犯下的一切罪过：我的抱怨、我的自由思想、我的吵闹和

激动。”（陈燊，2010a：130）所以，无论如何，杰武什金们不会自寻绝路，这

主要是由于他们能够保持内外的平衡，也基于他们对未来充满强烈期待的时间

观，因为他们已经告别祖辈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和世代轮回的停滞性时间。

他们所担心和害怕的，应该是不能保持住目前略感知足的生活状态，而退

回到他们以前、小时候甚至祖辈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不愿意时代（时间）倒

退，不想重复真实记忆中的过去。对此，杰武什金体察到人们偏爱回忆美好过

去的玄妙之机：“真是怪事，过去是痛苦的，然而回忆往事似乎又是愉快的。甚

至那坏的事，有时使我不愉快的事，在回忆中不知怎么坏的方面消失了，以诱

人的形象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陈燊，2010a：1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8
年 8 月 9 日写给哥哥的信中可以看到跟杰武什金这句话几乎相同的看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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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不过是一个金色的梦，是一些华丽的幻想”（陈燊，2010b：16）。瓦尔

瓦拉之所以迷恋美好的过去，把童年时代回忆得跟人们向往的天堂一般，因为

她童年时的确享受过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她年幼无知，尚不能体会

生活的辛酸，也跟她的生活今不如昔、并因此往往主观性地赋予童年记忆以美

好的想象有关。质言之，时空的差距导致对美的想象得以产生和活跃，正是童

年远离了现在的生活，哪怕它有一丝一毫值得回忆之处，人们都愿意逐渐放大

这种美好而忽略其余部分，使得它对处于现在时空中的想象者越来越具有吸引

力，并被经常拿来跟目前的生活进行比照，而每回忆一次就会给童年记忆加上

一层美丽的面纱，结果就造成现实与回忆模糊了界限，历史追忆与未来想象互

换了角色：回忆是历历在目、清晰可辨的，现实反倒成了虚幻得难以辨认的雾

中风景。更为甚者，忆旧、恋旧容易使人不愿再面对现实，让人虚弱、消沉甚

至颓废，就像瓦尔瓦拉所说：“特别是我在沉思着什么，突然从沉思中醒悟过来

的时候，我就觉得毛骨悚然”（陈燊，2010a：112）。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有

时候大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正如瓦尔瓦拉无奈地承认的：“我过去的回忆中

可以带到新生活里去的愉快的事情很少”（陈燊，2010a：145）。她在遭遇生活

变故之后长期经历着回溯性的时间，与那时杰武什金所经历的即时性时间截然

不同，这也反映出书信体小说在时间上的主观性特征：“书信体小说中的时间是

绝对主观的和现时即刻性的时间。读者仿佛跟着主人公在现时即刻地体验着生

活，而不是在事后追溯往事或回忆过去”（张德明，2002：40）。

杰武什金的时间观与他的自我要求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密切相关。一方面，

他在盼望更美好的明天；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他又希望时间能停滞不前，

或者说，他度过的时间是停滞性的。因为当他千方百计地想要维持甚至推进与

瓦尔瓦拉的感情时，他不得不拼命地压榨自己，不惜多方告贷，为此受尽屈辱，

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损害，而物质生活的质量还不如以前；当他意识到与她的

感情终将无疾而终，瓦尔瓦拉定将离他而去，他又无力掌控结局的时候，他

的时间就基本上是停滞性的了：“冬天快来了，黄昏是漫长的，令人百无聊赖”

（陈燊，2010a：144）。

在杰武什金这样的小人物身上，时间还呈现出看似流动、实则周而复始的

循环性特点。不难发现，在瓦尔瓦拉讲述的关于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故事里，

其父亲老波克罗夫斯基的命运似乎就预示着杰武什金的将来，而波克罗夫斯基

那英年早逝、婚后总共才活了四年的可怜的母亲，也似乎象征着瓦尔瓦拉和她

的表妹萨莎今后的命运。按道理，他们已经属于两代人，但显然，在地主贝科

夫和老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操控之下，他们都无法摆脱金钱和资本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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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就无力超越那种父子相继的循环式时间。约瑟夫·弗兰克指出，跟老波

克罗夫斯基相比，即便杰武什金有“更高程度的自我和文化意识水平”，但他

“陷入的是同样的挣扎”（约瑟夫·弗兰克，2014：183）。巴赫金也认为，杰武

什金之所以从果戈理小说《外套》中的小人物身上读出了自己的传记性后十分

生气，是觉得“人们窥探了他的贫困，分析和描写了他的全部生活，盖棺定论

地给他下了断语，没给他留下任何发展的余地”（钱中文，2009b：74）。在我

们看来，杰武什金也是在抗议这种时间上的完成性和循环性，因为让他尤其愤

怒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外套》中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在他没有任

何起色的一生中，时间都是停滞性的，这让杰武什金十分不安。显然，杰武什

金想通过“控诉”来进行“造反”，实际上他是在拒绝自己的时间和命运受到

他人的控制，主观上也想追求时间的自由，亦即个人发展的自由。

综上可见，在《穷人》中，瓦尔瓦拉和杰武什金的时间不仅呈现出因人而

异的细微差别，而且总体上还呈现出既流动又停滞的特征。说它是流动性的，

只是指局限于一代人的个体之中；而在代际之间，它又是循环往复的。因而，

这种流动性是有限的、虚假的和停滞的。

三、田园诗时空体的瓦解与现代主体性时空的重构

瓦尔瓦拉给杰武什金看的笔记本记录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陈燊，

2010a：23）。那是一个外省的偏僻之地，他们住在一个公爵的大庄园附近的

村子里，“过着安静的、悄悄的、幸福的生活”（陈燊，2010a：24）。这段值

得瓦尔瓦拉留恋和回味的时光尽管不长，但是已经可算作是短暂而完整的田园

诗时代了：“如果我能一辈子不离开那个村子，在一个地方住下去，我一定会

十分幸福”（陈燊，2010a：24）。瓦尔瓦拉所向往的“在一个地方住下去”，

完全契合巴赫金所定义的田园诗时空体“地点的统一”（钱中文，2009a：418）
的主要特点。

巴赫金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近代文学中空间不变的一类小说统称为田园

诗小说，因为这些小说都反映了同一个特点：小说人物的世代生活都“附着”

在同一个地方，且一切生活事件都不能与这同一地方分离。具体而言，在这种

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

的附着性、黏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

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

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钱中文，2009a：417-418）。因而，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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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即人类的整体生活）是一个统一体（единство），时

空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地点的统一性（единство）决定了一切时间界限的弱

化（смягчение），而这对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循环节奏（циклическая 
ритмичность времени）又具有极其重要的帮助”（Бахтин，2012：473）。在田

园诗的时空体里，时间循环往复的特征取决于空间的固定统一。

跟祖辈们基本定居不迁的固定空间相比，《穷人》中的瓦尔瓦拉们开始因社

会变动和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离开记忆中的家园，被迫开始在空间上流动起来，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常常因为居无定所而不停地搬迁。瓦尔瓦拉们的命

运跟他们在空间上的迁移一样易生变故，他们再也回不到“地点统一”的田园

诗时代，再也找不到老宅和故园。他们受时代和命运的裹挟，被彻底地抛进了

现代性的漩涡。他们的时空被瓦解、被推动、被重组。空间的变迁导致了时间

的流动，时间有时候是急遽流动的，有时候却又仿佛是停滞的，而这恰恰是转

型时代给主人公们带来的感觉不一的时间性特点。因此，《穷人》文学传记时间

的主观性与随意性特征既是小说的虚构性所致，也是转型时代的现代性发展的

必然结果。换言之，《穷人》采用书信体的形式，不但是体裁形式的需要，即巴

赫金所说的文学中的时空体具有重大的“体裁意义”——“体裁和体裁类别恰

是由时空体决定的”（钱中文，2009a：270），而且也顺应了文学史发展到现代

阶段时呼唤建立主体性的需要，因为“书信体小说这一‘记述分秒’（理查逊

语）的艺术，强调了现代人生存的此在性和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的琐碎性，

与柏格森的‘绵延’的时间观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遥相呼应，并在普

鲁斯特等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张德明，2002：40）。

《穷人》中呈现出现代小说主体性时空体验的特征表明人和人物形象对现代

时空的建构具有愈益重要的作用。“书信体小说则竭力通过对具体的时间、地点

的标明，突出现代人的在世的有限性，在不经意间激发人们努力在有限的时空

范围内创造完全属于主体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某种抽象的信条、教义而奉献

自己，从而建构起一种完全属于近代的主体性时空体验。”（张德明，2002：40）
在现代主体性时空中，书信可以被当作维系现代社会人的公共性的一种重

要载体，也可被视为重构现代主体性时空的手段和体现。张德明认为，书信在

重获情感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方面具有特定的现代性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

书信体小说体现了近代历史主体从传统的集体性社会走出并向现代个体化社会

过渡的特征”（张德明，2002：41）。但是，本研究还需指出的是，书信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在田园诗时空体瓦解后对它的一种怀念与恋旧。

在《穷人》中，在一段极其相近、几乎同步的时间内，瓦尔瓦拉和杰武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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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却仿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体中：瓦尔瓦拉通过回忆想象着往昔美好的田

园诗生活，而杰武什金在豌豆街逛夜景时体会到的是真切的现代性时空体。他

们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也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俄国田园诗时空体的解体与现代

主体性时空的重构，而这种此消彼长的进程又是在共同的文学时空中进行的，

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纪的某些田园诗中，时间问题得到了哲学上的

认识。田园诗生活的真正有机的时间，在这里与城市生活忙碌而零碎的时间，

或者甚至同历史时间，形成了对照”（钱中文，2009a：421）。杰武什金在看到

豌豆街的繁华景象时，想象着这个现代性时空中应该有瓦尔瓦拉的一席之地，

可杰武什金却并未在瓦尔瓦拉的田园诗时空的想象中出现，而且他身心分离，

处于不同时空中，虽然心全被现代时空所吸引，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处在保

守的、基本不变的“若干世纪以来形成的、已经被主人公意识到的传统和习惯”

（Этов，1972：317）之中。瓦尔瓦拉留恋田园诗时空、不愿面对现代时空，而

杰武什金虽然满心向往并在努力追求现代主体性的时空，无奈身体却被保守的

田园诗时空死死拽住，每动弹一步都要付出碰壁的危险和失败的代价。这些都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时空转型在俄国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尤其是对于杰武什金

这样的小人物，他们根本无力超越自己所属的时空，由此也就出现了巴赫金所

说的时间的循环性与历史的进步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乡土小说的田园

诗时空体中，“……不存在广阔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升华，作品的意义在这里

超越不了人物形象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循环性在这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所以

生长的肇始和生命的不断更新都被削弱了，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

进步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在这里生长就变成了生活毫无意义地在一处原地踏

步，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水平上原地踏步”（钱中文，2009a：
422）。于是，除非田园诗时空体的某些组成因素被独立出来、得到升华，或者

被分离出来并被赋予“个人意识”（钱中文，2009a：423），田园诗时空体的瓦

解与式微也就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尔瓦拉善于将她的田园诗时空体

中的要素抽离出来，并赋予实用的现实意义，所以她既能随时沉浸于田园诗时

空的想象中，也能很快适应杰武什金所向往的现代主体性时空；而且，作为善

于阅读的女性，她比杰武什金更能适应现代主体性时空，她更愿意主动出击，

把握时机进行自我改造，同时也在试图改造身边的人和周围环境。

在社会转型之际，人进行自我改造，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的现代主体性时空，

同时这也是人被迫告别田园诗时空体的必然之举。“为接替田园诗里规模有限的

集体，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囊括全人类的新集体。……人为了生活在这个庞大而

陌生的世界里，就应该教育自己或改造自己；他应该把握这个世界，把它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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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世界。”（钱中文，2009a：427）就《穷人》中的人物而言，瓦尔瓦拉是

以跟地主贝科夫结婚的形式告别了她曾经想象并留恋的田园诗时空体，尽管她

婚后跟贝科夫居住在外省的乡下，也完全有可能是在重温那种失去了的田园诗

生活，但这已经是崭新的生活了。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恩·瓦特在谈到理查

逊的小说《帕梅拉》（伊恩·瓦特视之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信

体小说）时所认为的那样，女主人公“高嫁”男主人公的现象具有“相当持久

的特征”，即他们的婚姻通常会提升新娘的而不是新郎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伊

恩·瓦特，2020：154）。与此同时，杰武什金则在努力地适应着彼得堡这种现

代新型城市的时空体，因为城市中新旧并存的建筑和风景不仅未能吓坏杰武什

金们、压垮他们的内心和生活（如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中的主人公叶甫

盖尼那样，将彼得堡视为庞然怪物并最终被这座现代城市吓得发疯），反而更

加激发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豪情壮志——“一大清早我总忙着去上班，有时看看

城市的情景，看它怎样苏醒、起来、生火、喧腾和热闹——有时在这样的情景

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变得渺不足道了……您深入地研究一下，自己再来判断判断：

毫无道理地妄自菲薄，使自己置身于不体面的尴尬处境，这样做公平吗？”（陈

燊，2010a：118）杰武什金的自我判断充分说明，他们早就意识到，追求个人

自尊、永不放弃尊严感，有助于人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把控好方向，能使自己

更快地适应新的时空体，更好地完成自己和社会的同步转型，而且这也是现代

主体性时空对人及其尊严最好的褒扬。

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个人经历的发展，通过描述《穷人》中男女主人公生

活的变化，同构了本人和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时空体变迁。在《穷人》发表前

写给哥哥的信（1839 年 8 月 16 日）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出不因过去成为

梦幻而放弃理想和希望的决心，体现出跟杰武什金一样珍惜现在的生活和时空

的态度：“我承认，要使全部精神寄托在我真正的希望上，就必须对未来有坚强

的信心，对自己有坚定的了解，但又怎么样呢？无论这希望实现与否，反正都

是一样，我一定要做所要做的。……神圣的希望是会实现的。”（陈燊，2010b：
20）并且，在这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即通过

写作学会做人，写作与做人具有相同的道理：“学会理解‘做人和生活意味着什

么’，——在这一点上我相当成功；我可以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学习性格，我

生活中的最好时光就是和这些作品一起自由自在而又快乐地度过的”（陈燊，

2010b：21）。通过阅读与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穷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一

样，都在完成既认识自己又破解社会之谜的同构任务：“我相信自己。人是一个

秘密，要识破它。如果你一生都在识察这个秘密，那你就别说你浪费时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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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陈燊，2010b：21）

结语

美国学者、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指出，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具有极其重要

的跨学科意义，它已经超出文学的范围，进入了研究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领域：

“它们是更为重要的由社会决定的实践结构化实例，不仅为一定范围内可能发生

的事件设置障碍，也能被自身范围内的行为者去感知甚至想象。不同于被认为

是意识真相的‘世界观’概念，时空体将注意力引向思想和行动可能性的有效

条件，以及独立环境的意识和实践，它们被结构化为体制性和富有成效的组织

领域。”（海登·怀特，2019：302-303。黑体字原文如此）在海登·怀特看来，

在历史研究方面，引入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甚至要比时期（历史分期）概念更

加有效。同样，对《穷人》中的时空进行考察，也能更有效地显现它融合文学

与传记的特点。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传记，《穷人》既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对时间和

空间的艺术认知，也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大多数小说的时空特点，即时间

的主观性和空间的转型性。在这样的时空体中塑造人物和描写情节，具有巴赫

金所说的“使统一的独白型艺术世界解体”（钱中文，2009b：65）的作用。巴

赫金也曾指出，时空体能够决定人的形象在历史中的塑造机制。“作为形式兼内

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

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钱中文，2009a：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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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Time and Transformation Space in Dostoevsky’s Novel 
Poor Folk as a Literary Biography

Wan Hais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epistolary novel Poor Folk is Dostoevsky’s strongly autobiographical 

work, and literary biography is its main biographical feature. As a specific cultural 
memory, a literary biography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authenticity and fiction,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novel Poor Folk. The literary biography in Poor Folk is 
related closely to the awakening of the characters’ self-consciousne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ime in the novel is the absolute subjectivity and the fl ow of time that coexist with 
the stagnation of time in the work. The space feature is the unique transformation 
during a period of social change, which is also the artistic refl ection of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consciousness in epistolary novel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dyll chronoto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ronotop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novel Poor Folk form a type of isomorphism with Dostoevsky’s autobiography.

Keywords: Dostoevsky; Poor Folk; literary biography; subjective time; transformation 
spac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刘继安）

of human language (Chomsky 2016). The Minimalist Program aims to construct a 
simple computational system of syntax that can be used to derive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language. The goal of formal linguistics, as in natural science, is to account 
for the numerous, complicated phenomena pertaining to human language in a unifi ed 
way, and in terms of a few simple principles.

Keywords: Formal linguistics; generative grammar; empirical science; Plato’s 
Problem; nativism; falsifi ability;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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