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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影响研究

侯     丹    

摘 要：论及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首先想到的就是俄国作家果戈理。自鲁迅的第一篇白话

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以来，“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的问题就是鲁迅研究界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不仅我国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俄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格外关注。与中国学者的

研究相比，俄国学者的研究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俄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对这一论

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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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鲁迅在《祝中俄文学之交》中写道：“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

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

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

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P473）读鲁迅的作品就

会发现，他把俄国文学称为“导师”和“朋友”并非客套，俄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果戈理文学传

统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关于“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问题的研究，也早已

进入中俄两国学界的视野中。俄国学者对鲁迅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随着鲁迅

作品俄译本在苏联的出版，鲁迅研究也随即展开，“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的问题，也进入到

俄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俄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表现出多种

特征。

一
   
当鲁迅在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已经出现了近

百年。所以，当时的中国读者很容易就联想到果戈理的作品，并将二者进行比较，这也为中国学

界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调。但是，当鲁迅的作品在俄国出版的时候，不是以单篇，而

是以文集的形式出现，就弱化了两篇同名作品在俄国读者中引起的关注度。而且，因为俄国读

者与学界对作为整体的俄国文学了解得更为全面深入，所以，他们从鲁迅的作品中不仅看到

了果戈理的影响，更看到了很多其他俄国作家的痕迹。

俄国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与中国学界相比，呈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弱化了果戈理对

鲁迅的影响，更加强调作为整体的俄国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苏联时期出版的《文学大百

科》（中国卷）中，关于鲁迅这样写道：“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契诃夫），日常生活描写作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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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作家，最先把乡村主题引入文学，异常鲜明地反映了饱受封建余孽压迫的农民的贫穷、苦

难和绝望。”[2]（P249）1949 年，法捷耶夫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写道：“按其精神是与契诃夫和

高尔基一路的，……他像我们的经典作家一样，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旧社会力量、压迫人

民和‘小人物’个性的那些力量的揭露者和批判者。鲁迅是短篇小说大师。”[3] 波兹德涅耶娃

在她的专著《鲁迅：人生与创作》中指出，鲁迅描写人物的方法是受到了俄国经典作家果戈理、

谢德林、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影响，他生前都翻译过这些俄国作家的作品。她认为，《故事新编》

的讲述方法学习了谢德林，但是作品的内在思想却又受到高尔基的影响。[4]（P515）索罗金在

《鲁迅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鲁迅的创作方法是以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为支点，同时又从

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那里吸收了分析人物内心深处的描写方法。他认为，正是托尔斯泰和契诃

夫让鲁迅注意到人物隐秘的思想和感受。[5] 彼得罗夫认为，契诃夫对鲁迅的影响仅次于果戈

理，“如果说鲁迅受到其他俄国作家的影响，那么排在果戈理之后应该就是契诃夫，鲁迅对社

会弊端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小人物’生活的兴趣，敏锐的艺术分析与洞察力，都与契诃夫接

近”[6]（P151）。而且，他认为在鲁迅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迦尔洵的影响。

从上述笔者的梳理可见，俄国学者在研究鲁迅与俄国文学的关系时，弱化了果戈理影响的

重要性与唯一性，更加强调俄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他们在鲁迅的创作中找

到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安德烈耶夫等众多俄国作家影响力存在的证据。同时，俄国学

界普遍认为，鲁迅的作品本质上不是对任何人的模仿，对俄国文学经验的吸纳并没有破坏他本

身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尽管，“俄国经典文学在鲁迅的现实主义方法的形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它的影响完全没有破坏他自身写作方法的独特性，完全不意味着为了模仿欧洲文学而偏

离了民族传统”[6]（P153），鲁迅“没有重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4]（P515）

二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自然也是俄国学者绕不开的话题，他们同样

认为这两篇小说具有亲缘上的联系。

彼得罗夫指出，鲁迅从果戈理那里借鉴了“叙述形式（日记）和批判社会丑恶的方法（用精

神病人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6]（P151），为了说出社会的真相，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人物，

而果戈理《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给了他提示。谢列勃里雅科夫则认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选择

疯子为主人公并不仅是因为受到果戈理的影响，而且有他自身的原因，“首先，深刻感受到自己

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其次，对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成果感到失望。同时代的政治现实

让鲁迅感到痛苦的孤独”[7]（P227）。谢列勃里雅科夫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有以狂人

之口说出真理的传统，《诗经》和《史记》都有此先例，而且古代文人屈原就被宣布为疯子。所

以，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果戈理传统的结合。[7]（P228）谢曼诺夫

指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受益于果戈理，“过去的中国小说，包括揭露性

小说，几乎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来展现他的性格。鲁迅首先面临的就是克服民族文学中业已形

成的惯性。也许，因此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才几乎全都用来描写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在这种极端转折中鲁迅评价颇高的果戈理的创作对他很有助益”[8]。同样，艾德林在《狂人日

记》中不仅看到了果戈理作品的影响，也看到了另一位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影响，他认为这

篇小说的结尾与安德烈耶夫的小说《谎言》更加相似：“鲁迅的创作是以果戈理的标题开头，以

与安德烈耶夫相似的呼救收尾。”[9]（P6）索罗金的看法在侧重点上有些不同。他认为与鲁迅的

《狂人日记》联系最紧密的不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而是《外套》。“小说借鉴了果戈理的

中篇小说《外套》，主人公的确生了病，但是疾病让他领悟了最高真理：他周围的社会建立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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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谎言和仇恨的基础之上。”[10]（P152）索罗金在作品的艺术思想上看到了这两部作品之

间的联系，因为它们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关于公正、道德和善良的语言

外壳之下，隐藏的是一个弱肉强食、对孤身一人的掉队者群起吞噬的世界。”[10]（P152）

以索罗金为代表的一些俄国学者，在果戈理的小人物与鲁迅笔下的小人物之间发现了同

一性，虽然他们身处的时代、文化空间不同，但他们都是社会中备受压迫的孤独个体。因此，果

戈理对俄国小人物的描写，也让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共鸣。“果戈理通过《外套》和《狂人日

记》让人们了解了十九世纪俄国小人物的悲惨世界。而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后，这个文学发现却

让中国人感到亲近，而且觉得十分必要。”[9]（P10）

艾德林曾经指出，鲁迅的创作揭开了中国底层社会被压迫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微不足道

的底层人民精神发展的历史。鲁迅的《狂人日记》满足了中国社会重新发现自我的时代需求，

果戈理勾勒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中小人物的精神图景，而鲁迅勾勒出了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社会小人物的精神图景。[9] 谢曼诺夫赞同艾德林的观点，认为鲁迅的小说揭开了中国社

会小人物的悲惨世界，同时他也认为，与果戈理的小人物相比，“鲁迅笔下小人物的命运更加悲

惨，因为除了作者和读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同情他，……鲁迅的人物绝望感更深还因为，在

他们周围的并不是残忍的人，卑鄙的人，而只是普通人。在《呐喊》的大部分作品（如《药》《孔

乙己》《阿 Q 正传》）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三个层面的人：受难者，折磨他的人，愚钝地看笑话的

人群。读者会明白，如果明天人群中有谁像孔乙己或阿 Q 一样陷入困境，那么所有其他人也会

这样看他们的笑话”。[11]（P105）

俄国学者在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文学传统的联系时，不仅限于他与果戈理的

同名小说之间的对比研究，而是将他置于果戈理艺术创作的整体当中，在《狂人日记》陷入迫害

妄想的主人公与果戈理笔下饱受压迫的小官吏之间，找到了类型上的相似性。这种文学类型上

的相似性，不仅是因为时代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相似的主人公，而且与作家的品格和艺术观密切

相关。鲁迅和果戈理都是对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抱有深刻同情的作家，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感促

使他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些不被任何人保护和珍惜的小人物身上，描写他们的不幸是为了唤起整

个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关注与怜悯，从而实现艺术的崇高使命。对鲁迅和果戈理来说，艺术从来

都不是一种单纯的消遣，而是具有对社会产生良好影响的使命。果戈理在 1848 年给茹科夫斯

基的信中写道：“艺术应该向我们展示我们人民的全部丑恶品质和特性，其方式是要让自己身

上抛弃一切使我们高尚品质暗淡无光的东西。只有到那时候，而且以这样的方式从事艺术创

作的情况下，艺术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给社会带来秩序和和谐！”[12]（P410）鲁迅晚年时在《我

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

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

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 ,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

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1]（P526）由此可见，鲁迅和果戈理一样，都是抱着改良社会

的目的从事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写作并不是目的，而是服务社会、拯救心灵的一种手段。虽

然置身于不同的文化空间，又相隔着漫长的时间距离，但是两人对艺术使命的理解却不谋而合。

三
 
在小人物的世界里，死亡总是如影随形，果戈理和鲁迅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描写过很多死

亡的场景，俄国学者从两位作家对小人物的“死亡”书写以及道德立场中，发现了二者之间的

相似性。

尤里·曼恩曾指出：“果戈理经常停下来描写其他人如何看待人物的死亡。对死亡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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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果戈理的作品中不断重复的瞬间。”[13]（P31）在鲁迅的作品中，“死亡”同样是一个反复出现

的主题。苏洛夫采娃指出：“对鲁迅来说如何对待人的生与死是判定社会面貌和国家精神生活

水平的一个重要准则。在这一点上鲁迅的立场与对此类问题感受敏锐的果戈理也具有类型上

的相似性。”[14] 她认为，阿 Q 最后的结局与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如出一辙。《涅瓦大街》中皮

斯卡廖夫的葬礼，《外套》中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亡都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和怜

悯，阿 Q 的死亡也同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怜悯与同情。在皮斯卡廖夫的葬礼上，小说写道：“谁

也没有为他流泪，除了巡长寻常的身影和法医冷漠的面孔之外，他的尸体旁边看不到任何其他

的人。”在巴施马奇金死后，果戈理写道：“圣彼得堡少了一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好像这

个城市里本来就没有过这么个人一样。”[15]（P211）没有人对他的死亡表现出丝毫的哀伤，而且

“第二天，在他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新的官吏，这一位的个头儿相当高，写出的字母已不是直体

的，而是相当歪斜的”[15]（P211）。这几行字高度概括了官僚体制下一个小官吏死亡的悲惨境

遇，及其周遭人物对他的冷漠态度。阿 Q 在被枪毙之前，看着那些看热闹的人们，一向愚昧而

无畏的他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们的眼神让他想起了山脚下碰见的饿狼，他一向用来

振作自己的“精神胜利法”此时失去了效用，人们凶恶的眼神让他眼前发黑，想喊“救命”，没人

同情他这个背上了莫须有罪名即将被处死的人，所有人都抱着看戏的心态，没有怜悯，没有慈

悲，甚至因为这场戏没有想象的好看而心生怨怼：“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

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

戏：他们白跟一趟了。”[16]（P552）

从两位作家的描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民族、时代不同，但是社会的冷漠程度却未有

丝毫差别，无论是皮斯卡廖夫、巴施马奇金，还是阿 Q，他们的死都是无人惋惜、无人伤感、无人

悼念，而作家本人的道德立场都毋庸置疑地站在了死去的小人物这一边，对冷漠的社会现实进

行了谴责。苏洛夫采娃从这一点出发，看出了两位作家之间的联系。谢列勃里雅科夫甚至指

出：“对于阿 Q 无辜被处决场景的叙述就完全符合果戈理的创作精神。”[7]（P243）艾德林也认

为：“在鲁迅笔下，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一场谋杀，是所有人的冷酷无情、缺少慈悲共同完成的一

场谋杀。”[9]（P11）他甚至指出，鲁迅对死亡的看法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不同，司马迁说，“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在鲁迅看来，没有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没有微不足道的死

亡。这种死亡观与果戈理的看法更为接近。无论是《白光》中陈士成的死，还是《铸剑》中眉

间尺的死，在鲁迅看来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和暴政造成的结果，都比泰山还重。

俄国学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现了鲁迅和果戈理在艺术方法上的联系，描写小人物的

非正常死亡，以及旁观者的态度，并借此对社会的等级压迫和道德风尚加以批判，成为他们在作

品中表达道德立场的重要内容。但是，俄国学者并没有指出两位作家在相似的描写背后隐藏

的并不一样的感情。在果戈理笔下，对小人物死亡场景的描写形成了一种催人泪下的感伤格

调；而在鲁迅那里，则是愤怒多于感伤。对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看客心态，鲁迅更多的是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鲁迅在很多作品中都揭露了民众的麻木不仁，这是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统治造成

的结果，人们习惯性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待那些受压迫的人。《药》《明天》《长明灯》《看

客》《祝福》都涉及了这一主题。钱中文曾对此做过细致比较，说道：“如果说对果戈理来说最

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小人物’被压迫的处境，那么鲁迅提出的任务更为广泛，他要回答

有关祖国命运的问题，并对封建制度的残余进行审判。”[17]（P193）鲁迅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时代

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不仅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命运问题，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问

题。因此，法捷耶夫在将阿 Q 与果戈理的《外套》进行比较后认为：“鲁迅表现的民族性可以

说更胜一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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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娃的研究跳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框架，从两位伟大作家艺术创作的全貌

中寻找其中的联系。她从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的人物身上，发现了与《死魂灵》人

物的相似之处。小说写道：“耀宗金氏，居左邻，拥巨资；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黄肿如秋茄，

即王翁亦弗之礼。尝曰：“彼自蓄多金耳！不以一文见赠，何礼为？”[18]（P226）波兹德涅娃称之

为“中国的蒲柳什金”，这两个人物不仅性情相似，都是拥有万贯家财却不舍分毫的吝啬鬼，而

且连外貌都十分相似，都是“敝衣破履”，面黄肌瘦。她在评论中写道：“鲁迅塑造了‘中国的蒲

柳什金’，发现了中国的《钦差大臣》，确定了在旧中国几乎所有《死魂灵》中的类型的活标

本。”[19]（P413）鲁迅本人在 1936 年出版的《死魂灵百图》小引中写道：“果戈理开手作《死魂

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

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

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20]（P460）可见，正是现实的土壤为鲁迅提供了与果戈理的

人物相似的原型。波兹德涅娃的点评与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发现是完全一致的。

索罗金则从鲁迅艺术世界的全貌中看到了与果戈理的不同之处，他写道：“作家鲁迅描写

的世界一片黑暗，但并非毫无希望。光芒来自一位满身灰尘的、瘦小的黄包车夫，那是一个具

有真正高尚心灵的人（《一件小事》），来自于《药》中一闪而过的、对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的青年

革命者形象。希望还蕴藏在作家的言词间：主人公的孩子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

活过的（《故乡》）。”[10]（P153）在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没有任何能带给人希望的积极因素，

小人物的反抗与复仇只能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实的世界里，果戈理没有让读者的

道德感情得到任何安慰和补偿。索罗金认为，鲁迅与果戈理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果戈理的悲观失望和鲁迅表现出的希望，都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紧密相关。果戈理的

时代正值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铁腕统治时期，果戈理在密不透风的黑暗中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征

兆，他的悲观与失望既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所有为俄罗斯命运忧虑的有教养阶层的共同感受。

与果戈理不同，鲁迅置身于黎明之前的中国社会，虽然黑暗正浓，但是未来的曙光业已穿过浓

稠的黑暗投射进来，鲁迅在其中看到了“新生活”的可能，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他对时代发展

的准确预判，就像张洁宇曾借用阿甘本的话来评价鲁迅从黑暗中预见光明一样：“不仅勇敢地

凝视着时代的黑暗，穿透性地注视着光明后的阴影，同时又能在晦暗中觉察到一种无限遥远且

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21]

总体来看，与我国学者对这一话题的研究相比，俄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他们更熟悉俄罗斯文

学的整体图景与果戈理的创作，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文学视野，使他们更容易发现两

位作家之间一些我国学者忽略的相似性。当然，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并非面面俱到，他们

对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只限于人物类型和艺术方法的分析，并没有深入到两位作家的艺术思

想，并寻找其中的联系，也没有发现在相似的人物类型背后，隐藏的是两位作家情感和观念上

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学界对鲁迅的研究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波兹德

涅耶娃为代表的鲁迅研究专家，在分析鲁迅的创作时都受到了当时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文艺

思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以文学作品是否落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作

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因此他们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果为我们

研究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以及与整体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对

我国的鲁迅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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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act Research on Lu Xun and Gogol’s Literary Tradition

HOU Dan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literature on Lu Xun，the first person 
t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Russian writer Gogol.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Lu Xun’s first novel in 
vernacular. The Diary of a Madman，the issue of Lu Xun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Gogol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opic in the study of Lu Xun. Not on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on this issue，but also Russian scholars have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the research of Russian scholars 
shows some obvious differences. The study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Russian scholars have im-
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Lu Xu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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