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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出俄国贵族阶层解体的实质，反映了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维尔希洛夫作为俄国“多

余人”的变体，阿尔卡季作为处于孩童和成人过渡期的少年，共同亟需精神引导的特

点说明了全体救赎的必要性。“圣容善心”和“蜘蛛灵魂”从正反两面促使少年学会

辨别是非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少年》中关于“宗教与人生”书写的思想史意义，

重在彰显人们在失去俄国东正教精神和失而复得之间的不懈追寻与探求，并且展望少

年一代的理想与使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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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小说的“五卷书”（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少年》最受读者忽略和研究者轻视。有研究者指出，其

原因既在于作家原打算用于创作该小说的重要素材后来均被其他四部长篇小说所瓜分，

也在于《少年》的“情节发展相对‘平顺’”，不如其他长篇小说来得激烈和动荡（Шаулов 
107）。但是，原因不限于此，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少年》作为成长小说所具有的特定

局限性：一是作为主人公的少年过于年轻，所经历和听闻的事情屈指可数；二是作家

有意通过未成年人的视角，来揭示少年时期的辨别能力和精神成长对人生塑型的重要

性和普遍意义。

实际上，《少年》不但是一部典型的描写少年精神成长的小说，更是一个陀思妥

耶夫斯基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重要文本。俄罗斯哲学家古雷加因此指出：“俄

罗斯思想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两部长篇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的基础”（91）。小说批判制造“偶合家庭”的“多余人”变体维尔希洛夫的思想动

因，认为其一味追随欧洲而导致的无神论倾向是罪魁祸首，少年阿尔卡季在认清其父

面目及其思想本质的过程中成长为其对立面，这既体现了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也表

明了全体救赎和普遍救赎的必要性。阿尔卡季作为处于孩童和成人过渡期的少年，“圣

容善心”和“蜘蛛灵魂”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他学会辨别是非和自我矫正，并能最终

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少年》中关于“宗教与人生”的思想书写，重在彰显人们在

失去俄国东正教精神与失而复得之间的追寻和探求，并具有型塑少年一代的理想与使

命的思想史意义。

一、从“多余人”到少年儿童：全体救赎的必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毫不讳言，是俄国贵族阶层的解体导致了“偶合家庭”

的出现和社会的混乱：“难道这不是更为公正的结论：已经有许许多多这类俄国家庭，

毫无疑问是世袭的贵族家庭，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大批大批地沦落为偶合家庭，并且，

在一片无序和混乱之中，跟正统的贵族家庭同流合污”（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452）。这是

少年所处的整体时代氛围，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其生父维尔希洛夫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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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就是一个正在解体的贵族。

维尔希洛夫一手制造了这类“偶合家庭”，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变体，从青年

时的精神亢奋变成了中年后的精神颓丧。早年，他把与农奴姑娘索菲娅发生私情归咎

于年轻时迷恋描写农奴的人道主义小说。这反映出理想主义盛行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典

型状态：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无处发挥或者不知道如何发挥，竟然把满足个人私欲与实

现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混为一谈。壮年时期的维尔希洛夫又迷恋于所谓的“日内瓦思

想”，即卢梭提出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由于“日内瓦思想”的无神论倾向，他自然

而然地轻视基督式的爱：“爱自己亲近的人而不轻视他，是不可能的”（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175）。他接受外来思想，参与欧洲革命等事实表明，他认同这些思想和事实的无

神论本质，而这些都跟俄国东正教文化格格不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追逐欧洲

思潮，但实际上他根本不能长久地信奉一个思想，反而常会发生信念上的动摇。从伦

理上讲他也很混乱，小说讽刺又悖论地表明，他出国后才开始想念祖国，离开妻子才

开始爱妻子。他甚至对此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只要我开始想说透我信仰的思想，几

乎总会这样收场——说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3：
294）。他能把自己年轻时的理想说得头头是道，却从不敢与朝圣者马卡尔辩论，因为

他深知马卡尔的行为明显是对他言行举止的默然有力的否定。尽管马卡尔的去世卸除

了他的道义负担，可他仍然出现了思想和人格的分裂。他的晚年境况，说明不管在精

神还是物质上他都一事无成，还表明他作为一个永恒的西方主义者，已从“多余人”

彻底沦落为失败的空谈家。“他拥有的全部智慧和整个精神气质依旧未变，虽说往昔

的理想主义更加强烈地凸现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740）。巴赫金认为，维尔

希洛夫是一个觊觎成为“上流社会的圣徒”却并不成功的“荒谬”形象，其原型是俄

国第一个西方派思想家恰达耶夫——“这位穿着上流社会的燕尾服的上流社会的人，

却戴着枷锁，想把枷锁和燕尾服、禁欲和客厅结合在一起”（Бахтин 2: 282）。巴赫金

在这个“多余人”形象中也看到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西方派在宗教与信仰上的乖常之处。

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在追求欧洲的过程中，故意否定最基本的人伦和爱，故意做

出轻视俄国传统和东正教的姿态，是维尔希洛夫们不得不沦为两边都不讨好的“多余人”

变体的重要的思想因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具有奥涅金这样“多余人”特征的人物，基本上都

属于“俄国的欧洲人”。他们多为上流社会接受过教育的青壮年男性，拥有无限的精

力和创造力，为了追随欧洲和生活欧化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最后却并不成功，

常常连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这一结局。他们曾经怀着美好的愿望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却

不幸被那些戕害俄国东正教的异己思想所诱惑，堕落并深陷于理性主义的泥潭，成为

程度不等的无神论者，但也因此认识到理性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于是首鼠两端、莫衷

一是，开始在理性和信仰、欧洲与俄国之间徘徊，成为思想上的狐疑者和流浪者，沦

为脱离俄国根基却在故土漂泊的“多余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奥涅金的怀疑

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某种悲剧成分，并且有时还具有刻薄讽刺的意味”（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 11）。他们的出现代表着社会的撕裂，既与人民隔膜，也和统治者疏离，有的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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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犯了罪，有的行为实际上有损于祖国的利益，他们因为这些异己思想而付出了失

去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依然不肯主动回归俄国的根基，或者说身不

由己、无法结束漂泊。对此，俄罗斯学者斯米尔诺夫指出，这类自认为是欧洲人的俄

国西方派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其本身无法根除的对待欧洲的俄罗斯式的态度，他们缺

乏的恰恰是欧洲式的批判性态度。“欧洲的观点——首先是批判性的。这个观点不轻

信任何东西，要求论据和对所有证据进行考量，不受任何东西诱惑，不简单相信任何

的东西。怀疑在这里始终是首要的，它必须要由理性推论和证明来消除。在 19 世纪俄

罗斯知识分子中间，我们实际上看不到对待欧洲的这种批判的和理性的态度”（斯米

尔诺夫 159）。

《少年》中作为子辈的阿尔卡季，虽然自小在欧式环境中接受法语等欧化教育，

却毫不忘本，反倒更对俄国本土的东西感兴趣，这显然喻示着俄国儿童既能理解那些

欧洲本土的和已经欧化了的文学与知识，本身也具备随时能够回归俄国根基的潜能。

“在那儿，小姐们教我学法语，可我最喜欢的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我背熟了许多篇，

不管安德罗尼科夫有没有空，我每天都径直走进他的小书房，朗诵一篇寓言给他听”

（陀思妥耶夫斯基 13: 145）。值得注意的是，克雷洛夫寓言既有以法国作家拉封丹寓

言为师、进行借鉴和化用的特点，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弊端。陀思妥耶

夫斯基在用阿尔卡季偏好克雷洛夫寓言这一细节，表现少年的倔强与叛逆性格的同时，

更反映他在儿童阶段就显露出好学和多能的优秀品格：这已经预示着他今后会有不同

于生父的人生之路。阿尔卡季这个可以称为“身处欧洲的俄国人”，与其作为“身处

俄国的欧洲人”的生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些曾经是文明的家族里，要是可

能有子辈还想坚持什么信仰，那么父辈和祖辈甚至会加以嘲笑，这绝非个别现象”（陀

思妥耶夫斯基 14: 751）。在少年阿尔卡季这一代即将成长起来的新人里，基本不再会

有“多余人”的犹豫和狐疑特点，因为他们肯定能处理好欧化和保持俄国根基的关系。

尽管孩童在《少年》中隐含着象征俄罗斯思想的纯洁和无辜的意味，这里不完全

是儿童心理学意义上的孩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描写的少年儿童形象和孩童世

界，总体而言其复杂性一点也不亚于成年人和成人世界。跟成人一样，儿童大多具有

双重性，即“无辜受难”的经历和儿童容易盲目向罪的特点。这既是《少年》中阿尔

卡季自身的特点，也是他有时容易受生父影响的原因。张变革指出：“孩童形象是复

杂的，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特点，即孩童性，其双重性带有人性的普遍特征。孩童问

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人性问题”（19）。因此，作家对复杂多样的儿童和少年形

象的塑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论和普遍救赎的主题，因为他们都是成

年人的镜子。“孩童构成的群体凸显了成人世界的特征，美好品质和良好动机也因原

罪的掺入而造成悲剧。盲目愚顽既是儿童也是成人苦难的深层原因，走出悲剧的出路

在于以宽恕和爱战胜仇恨和审判。同时，孩童的单纯美好见证了人被造的高贵”（张

变革 21）。少年是儿童的继续和未来的成人，少年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少

年》中处在成长关键路口的少年，正面临着到底是走向生父还是养父的人生道路的抉

择，阿尔卡季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中儿童形象的成长版或未成熟版，他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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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人的精神引导，但阿尔卡季的生父恰恰无力担当此任。甚至，比起这些未成年人来，

他们那些迷茫而犹豫的大人们更需要得到引导和纠偏。

而且，现实中复杂的人性问题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尤为醒目，孩童的现实特点又与

世界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更说明了全体救赎和普遍救赎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少年》

中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救赎的远不止是儿童和少年，所有的成人都不过是成熟版

的孩童，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救赎。“所有人都如同迷失的孩童，困惑而需要救赎，而

人身上的神性特征是人获救的希望”（张变革 19）。从救赎在《少年》中的有效性来看，

对维尔希洛夫这样“神性特征”荡然无存的成年“多余人”的救赎，其本意在于警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以此警告少年和读者：追随欧洲的道路对俄国是行不通的，俄国必

须走一条依靠成长为中流砥柱的少年阿尔卡季们的自主之路。因此，普遍救赎既针对

个人和社会，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经过救赎和纠偏，俄国才能走上健康成长之路。

不言而喻，《少年》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阿尔卡季本人以

及他身边的众多人物都是处于成长中的人，而成长小说的“具体而专门的主题”就是

“小说中成长着的人物形象”（巴赫金 3: 223）。就词源学而论，“Bildungsroman”（即

成长小说）来自于德语，其中的 “Bildung” 一词在德语中原本为宗教术语，“它既指‘外

形’或‘外表’（Gestalt，拉丁语 forma），也指‘塑型的过程’或行为（Gestaltung, 
formatio）”（Kontje 1）。据文学史家贝塔·伯杰（Berta Berger）考证，“Bildung”
一词中的“Bild”最早被经院哲学家、教堂里的神父以及虔信派教徒们用来指“上帝

形象的恢复”，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Vorbild, God’s image）创造的，但由于人

的堕落，这一形象被扭曲了；同时，为了赎罪，人又不得不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来重

塑自己的形象。这部分地说明了宗教忏悔文学和成长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Gohlman 
17）。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也是如此：它既来源于宗教的自我塑型，即在失去

上帝形象后不断寻找上帝的形象，又最终走向回归宗教的怀抱，彰显的是东正教及其

宗教精神在开端（失去）和终结（失而复得）之间对少年个人、长不大的成年人个体

乃至整个社会全体的救赎意义。

所以说，如果将“成长小说”如此定义的话：“从最浅显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上说，

成长小说就是一种描摹个人认识自我、追寻自我过程的小说体裁，它聚焦于主人公从

青少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成长过程”（孙胜忠 4），那么，主人公所认识和追寻的“自

我”也是以上帝的形象作为参照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其实成长小说也可谓是寻神论

原型在确定自我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文学折射。

二、“圣容善心”与“蜘蛛灵魂”

“圣容善心”与“蜘蛛灵魂”是少年阿尔卡季对他所遇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的

心灵面貌的概括，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少年学会了辨别是非和选择正确的人生之

路。“圣容善心”和“蜘蛛灵魂”在小说中的相逢与对立，被赋予了特定的思想史意义。

阿尔卡季在大病初愈的时候，曾经想到那些拥有“蜘蛛灵魂”（душа паук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306-307）的人，还说他们的灵魂里同时容纳了“最崇高的理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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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卑鄙的欲念”，而这种人就不配追求“благообразие”。该词（благообразие）来

自于圣像画，原义是按照上帝的模样来塑造人。“目前我只想说：但愿读者能记住蜘

蛛的灵魂。记住一个具有这种灵魂的人，居然还想离开他们、离开整个上流社会去追

求‘好人品’①！这种对‘好人品’的渴望极其强烈，这自不待说，可这种渴望怎么能

和另一些天晓得什么样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个秘密，我曾千百次地对

人的这种本领（看来俄国人在这方面的本领更大）感到纳闷：居然在自己的灵魂里能

同时容纳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卑鄙的欲念，而且两者都完全是真诚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 14: 510；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307）。汉语似乎没有对等的词可以翻译出它的多层含义，

因为从词根分析，它有圣容、善容、好模样、好榜样等涵义，不但有慈眉善目这层外

在的直接意义，更有善心、向善这层内在的引申意义。它表现一个人的外（表）圣内（心）

善，我们暂且直译为“圣容善心”。有学者主张译为“优雅的风度”②和“优雅风度”③。

陈思红指出：“这词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谈到卡拉塔耶夫时说到的，但这

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上了新的涵义”④。鉴于《战争与和平》通行中译本有的译为“十

分完美”⑤，有的译为“优美”⑥，均未体现出该词来自于宗教的特点，我们对其中出

现该词的两段话的翻译姑且另起炉灶：“但是，他（即卡拉塔耶夫——引者注）所讲

的故事的主要魅力就在于，一些最普通的事情，即皮埃尔有时见过但未加关注的事情，

经他一说，就具有表里如一的庄严性质（характер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го благообразия）”

（Толстой 50）；“他在听这类故事时喜笑颜开，为了弄清对他所讲的故事的圣善之义

（уяснить себе благообразие того, что ему рассказывали），他时而插话，时而提问 ”
（Толстой 50）。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创造性地使用了该词，也都

突出了它对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品格的重要性。

“圣容善心”在《少年》中多次出现，但均在否定该词对立面意义上使用的。马

卡尔就曾直言：凡是不信上帝、堕落和赞美堕落的人，都没有“圣容善心”。作家在

小说中借少年之口承认，这个词是自造的、是“巧合”，也是“命中注定”的“奇迹”：“马

卡尔·伊万诺维奇，刚才您又用了‘圣容善心’这个词儿，而我恰好在昨天以及这些天里，

一直为这个词儿所苦恼”（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305；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505—506）。显然，

“圣容善心”几乎构成了“蜘蛛灵魂”的对立面，而后者就是“人面兽心”“用心卑劣”

的同义词。在《少年》的草稿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丑陋”（безобразие）作为“圣

容善心”的反义词，前者的原义就是“没有（神圣）面容”“无面目”，引申为丑陋、

丑恶之意。“精神提纲：对圣容善心的思念。圣容善心出现在维尔希洛夫忏悔后的高潮处。

丑陋（醋意）出现在他和她的谈话被窃听之后的高潮处”（Достоевский 16: 368）。因

此，有时丑陋也是作家所批判的“蜘蛛灵魂”的特点之一。

相比之下，少年对“圣容善心”可谓一见倾心、念念不忘，而对“蜘蛛灵魂”则

有明察秋毫的洞见和本能的厌恶。作家在《少年》的创作提纲中也曾提到：“马卡尔

代表圣容善心，维尔希洛夫代表混乱”，少年因此想要远离混乱（Достоевский 16: 
394）。在《少年》的“最终计划稿”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提及该词：“（我）

对马卡尔说：‘我喜欢您的圣容善心’”（Достоевский 16: 357）。不仅阿尔卡季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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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尔拥有从外到内的圣容善心，而且，这一特点对阿尔卡季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

是使他在少年最后阶段弃恶向善、精神升华的重要推动力，他甚至决定从此追随马卡

尔。“我很高兴见到您。也许我早就在盼着您了。他们这些人我谁都不爱，因为他们

没有圣容善心。〔……〕我决不追随他们，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我要跟您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291；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482）苏联学者谢苗诺夫就此认定，“‘圣

容善心’观念融伦理因素与美学因素于一体，其实质是精神和谐的乌托邦”，作家是

想用这一概念来强调存在之理性目的与美，但主要是通过人物之口宣扬其世界大同的

理想（Семенов 39）。而另一位苏联学者古斯则认为，圣容善心似乎是东正教和社会

主义的杂糅：“马卡尔长老虽然口中念叨着值得肯定的套话，但是他的基督教的‘圣

容善心’，有点类似于‘东正教社会主义’，却无法成为下一代人的纲领，尽管下一

代人的命运是如此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不安”（Гус 458）。这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圣容善心”的精神意义。

在马卡尔身上，以上帝为榜样、仿效上帝的“好模样”或“好人品”（“圣容善

心”），主要体现为大智若愚、抱朴守拙的赤子之心，因此他成了上流社会和底层人

物都喜欢的人。“他的魅力首先在于他心胸极其坦荡，毫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态度，人

们不难猜到他有一颗几乎天真无邪的心。他心境‘快乐’，所以他有‘好人品’。‘快

乐’这个字眼他非常喜欢，而且津津乐道。诚然，时而他会表露出一种近乎病态的兴奋，

一种近乎病态的感动，——我想，部分是因为他害热病的缘故，实事求是地说，他一

直处于发热状态，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好人品”（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512—513；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3: 308—309）。马卡尔这种随遇而安的“快乐主义”性格，往往被视为

逆来顺受的同义词，但显然，快乐又确实能使人面容可悦、模样可爱、平易近人。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圣容善心”与“新人”形象和

爱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代新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从那些与阿辽沙·卡拉马

佐夫相反、“希望骚乱”的一类青少年形象上，可以反观出作家的良苦用心，即：构

造这些人物和情节，作为青少年“探索真理”的必经之路。这反映出作家本人内心深

藏的对“秩序和圣容善心”（Достоевский 15: 414）的渴求。他将跟“圣容善心”几近

同义的“诚实”、“善良”和“静思”等品质赋予阿辽沙这类“新人”。“跟《少年》

中的‘有趣少年’一样，阿辽沙也是一个追求‘圣容善心’的积极个体（‘我想要去做’），

但是，唤醒他敢做敢为的刺激因素却是个性的‘幻想主义’，也就是爱”（Достоевский 
15: 414）。作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指出，阿辽沙的功绩将不在于早年所做出的

毫无理性的牺牲，而在于成年后温顺地为人民服务，亦即爱人民。

因此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拥有“圣容善心”就是走向爱人民的基础，

这是他的理想在少年一代身上的反映，而“蜘蛛灵魂”又代表着他们在成长道路上必

须认识清楚的一种总体道德氛围。由于少年内心潜藏着对秩序和“圣容善心”的本能

渴望，所以，小说指出，即使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出现一些波折也无需遗憾：他终

究将不会因为属于“偶合家庭”而导致无法“成功地归附于我国最高的文明阶层，并

与之融为一体”（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749）；而就上一代少年人的经验而言，有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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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因祸得福：“如果他们，比方说，在初涉人世时就意识到全部混乱和自己的偶然性，

意识到哪怕连他们的家庭环境中也缺少高尚的精神，缺少名门望族的传统和美的完备

模式，那么有这样的意识甚至更好，因为往后他们就会自觉地主动去追求这种境界，

并因此而学会珍惜它”（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749）。

由“圣容善心”到“全人类之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理想一代的真正俄国

人的重要标志，也是小说中人物有无亲和性的重要指征。拥有了这些优秀品质，他们

就能成为引领人民的“贵族”。在《少年》的手稿中，作家曾指出：“俄罗斯贵族，

如同是世界公民和全人类之爱的预言家。这是历史进程嘱托于他的。是彼得大帝打开

了他们面前的视野〔……〕”（Достоевский 16: 430）。古雷加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指的“贵族”，其实并非“一个阶层的属性”，而是“一种文化水准，一种精神状态”

（100）。小说中，作为世袭公爵的索科利斯基堕落为罪犯，而昔日的农奴马卡尔·多

尔戈鲁基却展现出贵族般举止。贵族降格和人民升格的这一反差对比，凸显了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质言之，贵族和知识分子如果不向人民和传统学习，反而

因一味追随欧洲而蔑视和否定他们，那就很容易堕落成在故乡漂泊的异己者甚至罪人，

而普通人民特别是上一代“多余人”的子辈，则反倒会因为看清了他们并坚守东正教

文化的根基而获得精神成长的巨大空间，最终能够成为理解欧洲并以自己的特色融入

欧洲，继而引领整个社会前进的精神导师。

三、“宗教与人生”的思想史意义

《少年》之所以大量讲述马卡尔的以及他和少年阿尔卡季交往的故事，即关于“宗

教与人生”的思想书写，目的就是要以马卡尔及其观念来影响少年的成长，进而通过

少年的精神成长来影响整个俄国社会。作为成长小说，《少年》中关于“宗教与人生”

的书写非常吸引人。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精神特征。

首先，俄国式的漂泊和苦修以其普世性本质让人着迷。马卡尔的漂泊与浪游经历

及其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着同为少年的阿尔卡季和丽莎兄妹，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的最后塑型起着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作用。在俄国文学中，漂泊是一个东正教命题，

它影响着俄罗斯民族的知识人格的形成：漂泊的主题与苦修传统相关：“当然，‘漂

泊’是今人的一种命名，而在耶稣及其追随者来看，则无所谓‘漂泊’，因为普天之

下都是上帝的空间，这就是耶稣的理想，即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空间——教会。〔……〕

漂泊式苦修在东部教会内普遍存在，并成为一种文化，影响到俄罗斯民族中知识人格

的形成和文学书写形态”（王志耕 93）。《少年》中的马卡尔基本上遵循的就是漂泊

式苦修，或者说在漂泊中获得跟苦行修士一样的精神体验。

其次，信仰中介在俄国有存在的必要。马卡尔俘获少年之心，引导他走上信基督、

爱上帝之路的方式之一，主要是想象性地讲述那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离自己很远的

苦行修士、特别是沙漠修士的故事或传说。马卡尔所提到的女圣徒埃及玛利亚这些苦

行修士，在东方教父传统中，往往通过隐居沙漠等独修的方式以及他们不停地向上帝

祷告获得真知。他们的活动可以称为隐修主义或静修主义，静修主义的目的是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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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接近上帝。在《少年》中，马卡尔竭力为俄国静修主义者们的隐居和静修方式

进行辩护：“当然啦，开头你会觉得自己可怜（我是说，你刚住进荒凉的修道院时），

可后来呢，你会一天比一天感到快乐，再后来你就能见到上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516）。“哪能跟修道院里的隐居相比呢？人在修道院里会使自己变得坚强，甚至

可以做出种种壮举”（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516）。尽管马卡尔如此赞扬静修主义，但

维尔希洛夫却犀利而刻薄地指出，马卡尔自己绝不会去沙漠隐居。“他自己绝不会去

荒漠结庐，也绝不会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流浪汉’”（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518）。在维尔希洛夫看来，马卡尔是俄国土地上的庄稼汉，他最感兴趣的是发生在周

围生活中的事情、俄国大地上的事情，善于用民间智慧、用朴素的宗教观念来指导自己、

点拨他人，因此，他们不能算作真正的苦修士，而更像是艺术家，他们具有老百姓都

拥有的多愁善感的冲动，“这种软心肠被我国百姓广泛地带到了自己的宗教感情里”（陀

思妥耶夫斯基 14: 519）。从这一点看，马卡尔的身份更接近于传教士和布道者，而非

实践意义上的苦修士，马卡尔们可以说是修士和百姓之间的信仰中介。

最后，小说以“信宗教的人生”来宣扬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之爱。在讲述自己漂

泊和浪游中见闻的故事时，马卡尔常用自己看待人生和世界之看法的改变，来功利主

义地证明信仰东正教的种种“好处”。马卡尔的“在石头上种沙子”的类似参悟（陀

思妥耶夫斯基 14: 516—517），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玛长老的哥哥马克尔的临

终之言异曲同工（因此他们的名字基本谐音）。虽然马卡尔教导别人要以基督为榜样，

但临死之前他却认为自己反倒像那个做出重大的个人和家庭牺牲的约伯，因为妻子的

背叛而致使他被迫原谅索菲娅和维尔希洛夫。结果就是，他为了成全他们的隐秘婚姻

而故意出走他乡、在俄国大地上流浪。

接受和认可以上这些思想和说法，就意味着少年获得了成长之路上的处世箴言。

正如主人公阿尔卡季在结尾处所透露的：他的人生“札记”其实就是一部“思想”的历史，

“我相当神秘地预告我的新生活已经开始，这到底是指什么？其实这新生活，这条展

现在我面前的新路，就是我的‘思想’，也就是先前的那个‘思想’，只不过已经完

全改换了面貌，以至于让人认不出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 14: 747）。这样一来，小

说关于“宗教与人生”的书写对少年乃至于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也就昭然若

揭了。

小说在最后以少年的收养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口吻，指出“思想”对一个人

少年阶段的重要性，收养人所赞同的“思想”，其实就是少年本人所经历的“思想”故事，

亦即他关于“宗教与人生”的心路历程。收养人所历数的阿尔卡季“思想”的诸多特

点，基本上诠释了小说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重要性。其重要意义具体在于：首先，

这个思想具有独创性，是他通过认清父辈的本质、靠亲身经历感悟出来的，因而极其

珍贵；其次，这种思想具有保护少年的作用，让他免受其他不好的人和思想的影响；

最后，这种思想可以使他与青年阶段（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实现顺利对接，

也就是说，能够一直指导他的青年和成年阶段的生活。

少年的成长价值也在于其今后将发挥的引领作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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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社会的新希望；在整个社会都处于“偶合家庭”、父子角色完全错位的时代，

少年才是重建文化和文明的希望与力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想，《少年》中的阿

尔卡季必将走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所选择的道路：爱人民并引导人民前

进，用爱去书写不朽的人生功勋。“他（即阿辽沙——引者注）之所以走上这条路，

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使他心悦诚服，向他一下子呈现出了使他的灵魂冲出黑暗走

向光明的全部理想。而且他或多或少已经是属于当代的青年，也就是说，天性淳厚，

追求真理，处处寻找真理和相信真理，一旦相信了就全心全意地立刻为真理而奋斗，

要求尽早去建功立业，为了建功立业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 15: 
33）。虽然阿辽沙连中学都未毕业，但他也不打算重回学校，去钻研学问，尽管这是

大多数青少年选择的必经之路：阿辽沙则“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道路，

但是仍旧渴望尽早建立功德”（陀思妥耶夫斯基 15: 33）。因为人世间本身就是一个比

校园更大的学校，经过了初步的考验，他们已经合格，而且今后，一定会比马卡尔的

中介角色更进一步，能够同时理解欧洲和俄国，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因此会成长为

真正的人民引领者，而这一理想的宏伟显然不啻于去万邦传福音的基督徒使命。这就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着重以少年为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身份来书写“宗教与

人生”思想的初衷。

关于《少年》（1875）的创作动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追忆道：他差一点要把

它写成自己的《父与子》（1862）。“《少年》——这是实现我的构思的第一次尝试”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 176—177）。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尝试，既受屠格涅

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的情节和思想的启发，也在思想史意义上超越了它，因为他

从描述关于父与子的关系的来由和进展出发，展望了少年一代的理想与使命，别具一

格地把《少年》写成了一部关于少年精神成长的“思想”传记。因此，《少年》也成

为了他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

注解【Notes】

①陆肇明将 “благообразие”译为“好人品”，是取其引申意义。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4卷《少

年》下，陆肇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502 页。

②参阅陈燊：《总序》，《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 卷，磊然、郭家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51 页注释①。

③④参阅陈思红：《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简史》，任光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40 页注释①。

⑤参阅《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 8 卷，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57 页。

⑥参阅《战争与和平》，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1347 页。



104  外国文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白春仁译，《巴赫金全集》（修订版）第 3 卷，

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211—268 页。

[Bakhtin, M. M.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 Translated by Bai Chunren, 
Collected Works of M. M. Bakhtin in 7 Volumes, vol. 3, translated by Bai Chunren, et al., Hebei Educa-
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pp. 211-68.]

Бахтин, М. М. “Лекции M. M. Бахтин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иси Р. М. Миркин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омах, Т. 2,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0, С. 213-427.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Наука, 1972-1990.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3、14、15、19 卷，陆肇明、臧仲伦、张羽译，河北

教育出版社，2010 年。

[Dostoevsky, F. M. Complete Works of F. M. Dostoevsky in 22 Volumes. Vols. 13, 14, 15, 19, translated by Lu 
Zhaoming, Zang Zhonglun and Zhang Yu, Hebe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Gohlman, Susan Ashley. Starting Over: The Task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Contemporary Bildungsroman. 
Garland Publishing, 1990.

古雷加：《俄罗斯思想及其缔造者们》，郑振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Gurega, A. V. The Creators of Russian Idea. Translated by Zheng Zhendong, Nanjing UP, 2018.]
Гус, М. С. Идеи и образы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зд. 2-е, доп.,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1.
Kontje, Todd Curtis. The German Bildungsroman: History of a National Genre. Camden House, 1993.
Семенов, Е. И. Роман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одросток»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жанр), Наука, 1979.
Шаулов, С. С. “«Куманинское дело» и роман «Подросток»: рецеп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

в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Т. 12, № 4, 2020, C. 105-16.
斯米尔诺夫：《“人类全体的”与“人类普遍的”：全球世界文明规划的轮廓》，张百春译，新思路

文化有限公司，2020 年。

[Smirnov, A.V. “All-Anthropic” and “General-Anthropic”: Outlines of a Civilizational Project for the Global 
World. Translated by Zhang Baichun, New Thinking Culture, 2020.]

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2020 年。

[Sun Shengzhong. The Bildungsroman: A Historical Stud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Толстой, Л. Н. Война и мир. Роман в 4 томах, Т. 4,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7-1940.
王志耕：《“漂泊”与“禁忌”：屠格涅夫小说的基督教命题》，《外国文学研究》第 4 期，2017 年 8 月，

第 92—101 页。

[Wang Zhigeng. “‘Wandering’ and ‘Taboo’: The Christian Proposition in Turgenev’s Novels.” Foreign Litera-
ture Studies, No. 4, Aug. 2017, pp. 92-101.]

张变革：《从孩童的世界到世界的孩童：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的孩童问题》，《外国文学研究》

第 4 期，2009 年 8 月，第 20—27 页。

[Zhang Bian’ge. “From Children’s World to Children in the World: Problem of Children in Dostoevsky’s Late 

Work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4, Aug. 2009, pp. 20-27.]

责任编辑：王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