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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彼地，我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论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

侯玮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是苏联文学杰出成就的代表。这位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

的考验，依然在大众心目中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创作的人民性。肖洛霍夫

创作的人民性源于他“为人民”的创作初衷。他带着为人民写作的规划走入文学并终其一生都没有背离自

己的创作目标。他对历史与精神真理的无畏追求为艺术创作树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

性体现在其作品的真实性上。他的创作以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多维度多层次地反

映了整个宏大的历史时代的伟大场景，证明了人民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生命力和推动力，而且揭示出

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心灵的矛盾性，展现了历经无数创伤而走向幸福、越过一切不幸而走向最高道

德价值的人民的主题。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阅读、在不同社

会阶层及文化等级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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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站在“十月革命”胜利百年的历史关口，回

顾苏联文学走过的风雨岁月，会发现在复杂难辨、众说

纷纭的文坛现象、作家队伍中，有一个名字几乎赢得了

所有读者与作家———无论他是持何种政见、来自境内还

是境外———的喜爱和景仰，这就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这位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的考验，依然在

大众心目中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
在美学范畴中， “人民性”概念具有多义性，有关

它的内涵与外延曾经在评论界引起长期的争辩，未有定

论; 也曾出现过人民性与阶级性或者阶层性、人民性与

民族性等概念的混淆。我们这里所认为的人民性，就是

承认艺术创作是为了人民，艺术要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

及人民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人民也应当是艺术创作的

主体，人民的语言、历史及文化必然推动艺术创作的进

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肖洛霍夫的创作以其所触及的人

群的广度、所反映的历史的长度，以及描写这一切的真

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性。

一、为人民———肖洛霍夫的创作初衷

1965 年，肖洛霍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

瑞典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表示: “我一直认为，我这个作家

的任务是，以我过去写的和今后写的一切，贡献给这样

的劳动人民、从事建设的人民、英雄的人民，因为这样

的人民不侵犯任何人，但是一向能够庄严地捍卫自己创

造的成果，捍卫自己的自由和荣誉，捍卫按照自己的选

择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帮助人变

得更好，心灵更纯洁，能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

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奋斗的愿望。如果我在某种

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1］( pp． 865 － 866) 这

段话语深深道出了肖洛霍夫整个的创作初衷———怀着一

颗真诚之心为人民而写作。他带着这样的规划走入文学

并终其一生都没有背离自己的创作目标。
那么，肖洛霍夫所理解的人民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用自己的手和脑创作一切的人，就是劳动的人。我也和

许多作家一样，认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用自己的笔为

劳 动 人 民 服 务， 是 自 己 的 崇 高 荣 誉 和 崇 高 自

由”［1］( p． 865) 。肖洛霍夫就来自他所说的这样的劳动人

民。他生活在他们中间，而且无论自己的地位如何，都

对他们不离不弃，永远为他们代言。正如阿赫玛托娃在

《安魂曲》中所言: “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

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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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2］( p． 312) 肖洛霍夫坚守俄罗斯

文学的道德和责任意识，从来也没有把文学当作消遣和

娱乐的工具，也没有躲在自己的书斋中虚构和幻想。他

的创作总是与人民生活、与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转折同

步。对于他来讲，作家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为人

民发声的有力工具。肖洛霍夫的作品写的是顿河哥萨克，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就是一名哥萨克。实际上，他的一

家是从梁赞省迁居到顿河地区的。从此，他就把自己的

生命和创作都全部融入顿河的土地上。哥萨克人的传统

习俗、他们的性格、生活都成为作家创作取之不竭的源

泉。1920 年，顿河建立苏维埃，他才 15 岁就开始积极

工作，当老师，做宣传员，写剧本，参加征粮队。无论

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游历城市与乡村; 无论是到莫斯

科学习写作，还是在卫国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奔赴

前线，他都对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兴趣。
他始终都像一个战士，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会袖手旁

观，而是迅速干预，不怕影响自己的关系，不怕得罪上

级领导; 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连同自己的思考写入作品。
即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便是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他都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不仅积极地参与文学生活，

还积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

因为重病在身而不得不远离社会活动，但依然能够令人

民感受到他就在“俄罗斯的深处”［3］( p． 2) ，他的名字永

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连。
肖洛霍夫作品的无尽源头———是生活。他以同时代

人的身份走入生活，经历暴风骤雨的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以及卫国战争的转折年代，他是带着所有源于生活的

思想、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进入文学史的。他是时代忠

实的记录者，他所汲取的事实材料都带着亲身经历的新

鲜感和熟悉感，因此，他在知识领域不输于任何一个方

志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民歌家等。这些知识照

亮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天才，在细节性和完整性上构

筑了作品中毋庸置疑的生活氛围。另外，肖洛霍夫的作

品真正拥有一种全民族的意识，他把对于俄国革命的命

运和社会历史的思索推向中心，回答了同时代人最迫切

的、关系到每个人自身最直接利益的重要问题，表达了

他们的渴望和需求，使读者对作家产生极大的信任。著

名作家卡扎科夫叹服: “肖洛霍夫是你真正值得信赖的朋

友，因为他从不会欺骗你，他令人钦佩地真实和诚实

……他为我们这些生活和创作上都与他同时代的人建立

了伟大的功勋。肖洛霍夫不仅令人惊叹，而且教会了我

们什么是艺术。”［4］舒克申也坦承: “肖洛霍夫对于我来

说是一个发现……我见到的他是什么样子呢? 非常的深

刻、睿智与朴素。对于我来说肖洛霍夫是编年史家的化

身，他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他使我认识到———不是用

语言，而是以其自身作为榜样、其对维申斯克和整个文

学生活的参与———不要急于去追求艺术上的什么纪录，

应当去寻求平静与安静，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人民的命

运。”［5］( pp． 235 － 236)

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情，这需要极大的担当与牺牲精神，别尔佐夫认为:

“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不仅需要艺术

上的天才，而且更需要有作为一个公民的勇气。”［6］这也

决定了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痛苦的悲剧性的一生。
但他终究以自己的创作和行为榜样重建了革命年代与和

平年代的精神与美学价值体系。他对历史与精神真理的

无畏追求为艺术创作树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作家卡塔

耶夫在 1936 年去世前所言准确地指出了肖洛霍夫的威望

之所在: “我以为，肖洛霍夫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活得如

他被需要的那样，有时我觉得，他一个人是为了我们所

有人工作。”［7］( p． 186)

二、写人民———肖洛霍夫创作的真实性

肖洛霍夫的小说创作是苏联文学最优秀成就的代表，

按照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分析，正是从肖洛霍夫开

始了“新的人民的小说”。他用自己的天才稳固和承续

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苏联文学中

创立了“肖洛霍夫流派”，确定了它以真实性为核心的

人民性和民族性。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五月的塞瓦斯

托波尔》中写道: “我全心全意所热爱的、竭尽全力创

造出他所有的美的主角，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美妙

的主角———是真实。”［8］( p． 168) 这显然也是肖洛霍夫的追

求。他的创作以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艺术表

现力，多维度多层次地反映了整个宏大的历史时代的伟

大场景，证明了人民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生命力和

推动力，而且揭示出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心灵的

矛盾性，展现了历经无数创伤而走向幸福、越过一切不

幸而走向最高道德价值的人民的主题。这些作品本身就

是人民在革命道路的不同阶段的命运之书。开始是《顿

河故事》，接着是《静静的顿河》，继而是《被开垦的处

女地》，后来是《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
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民意识的成长史。

肖洛霍夫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
1925 年，作家在 20 岁时就动手写作这部长篇，1940 年

完成，中间历时 15 年。小说以 1912 年至 1922 年间波澜

壮阔的历史作为情节基础，描写了以主人公格里高利为

代表的哥萨克人在面临革命与道路抉择过程中，走过的

艰难道路。小说的真实性不但表现在作家大量运用了顿

河地区的档案资料、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事

件发生的准确日期、真实的命令、决议、电报、传单、
信笺、绝对准确的行军路线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小说

鲜活地传达了人民生活强劲的脉搏，展现了它全部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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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痛苦、个体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个人力量与世袭偏

见和传统的斗争。这一点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格里高利身

上。格里高利是哥萨克的典型代表。哥萨克是世界史上

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这个词就是“自由、勇敢的

人”的意思。哥萨克主要生活在顿河草原等地区，向来

以勇敢、剽悍、尚武著称。沙俄时期他们既种地又打仗，

所以，既是农民，又是军人。格里高利就生活在这样一

个家庭，他期待建立功勋和荣誉，但他身上又具备一些

知识分子的特点: 爱思索，不盲从，具有独立自主的精

神。无论是在历史事件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处

于矛盾的中心和冲突的焦点。在那样一个混乱和动荡的

年代里，在那样一个世袭的宗法制社会和家庭中，他意

识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真理。
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杀人的经历令他怀疑

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沙俄军队中，他听到共产党的宣传，

于是十月革命到来时，他很快就加入红军并勇敢作战。
一段时间后，他对红军军官不经审判就把俘虏全部杀掉

又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迫不得已加入白军，之后又逃

跑参加哥萨克暴动。然后后悔，重新参加红军，结果红

军对他也不信任了。复员回家后村子里已经建立了苏维

埃，把他当作敌人要逮捕他，逃跑途中他落入匪帮。最

后他从匪帮逃出终于回到了家乡。格里高利的摇摆性同

样表现在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上: 他是麦列霍夫家的小

儿子，爱上了邻居的老婆———美丽、刚毅的婀克西尼娅。
父亲认为有辱门风，就逼着他去相亲———富人家的女儿

娜塔丽娅。他不知自己对婀克西尼娅的爱有多深，立刻

就被美丽的娜塔丽娅吸引。娜塔丽娅温柔和顺，对格里

高利一见钟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才知道自己对婀克

西尼娅根本就放不下。两个女人的爱是不同的。情人的

爱狂烈、义无反顾，可以跟着他去赴死，但也实际，在

他去服役的时候，可以爱着他却和别的男人同居。相比

之下，妻子的爱深沉、含蓄，但是，非常忠贞，至死不

渝。他就是这样在二者之间徘徊。在他还是个血性男儿

的时候，他不理解妻子的爱，不理解她从一个少女转变

成少妇时依然葆有的那份羞涩和矜持，因而他不懂得珍

惜。他说: “娜塔丽娅，你怎么这么冷啊!”他毫不犹豫

地带上情人出逃。随着年岁渐长和生活的磨炼，他渐渐

明白了妻子宽厚的爱，她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为他养育

着一双儿女，操持家务，孝敬老人，善待姑婆，于是他

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家后他又不舍婀克西尼娅，仍然和

她来往，但这时他开始顾及妻子的感受，不再理直气壮、
毫无顾忌，而是尽量不想让妻子知道。但消息还是传到

妻子耳中，娜塔丽娅因绝望堕胎而死。他又回到情人身

边，带上她准备逃到南方去生活，结果情人中了红军征

粮队的子弹，哼都没哼一声就突然死去。一切都落空了，

格里高利的眼中天空和太阳都变了颜色——— “黑色的天

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评论家叶尔米洛夫在卫国

战争前写道: “对于格里高利没有爱了，他的爱已经死

去，他的生活也不存在了，所以，他看到的是一轮黑色

的太阳。我们不知道比此更加虚空的形象，作家对自己

的人物进行了如此残酷的惩罚。黑色的太阳就像沙漠上

的死亡一样可怕。”［9］( p． 3) 读者被肖洛霍夫深深吸引的正

是这种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这样的描写方式在今天看来

都是无所畏惧的。普里什文在 1941 年 4 月 5 日的日记中

记载，听说肖洛霍夫写完了 《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

他甚至不顾斯大林希望圆满结尾的要求，坚持了自己，

这令大家都感到惊讶，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诚实。
很多作家在赞叹肖洛霍夫杰出天才的同时，也表达了对

这个结局的不满。阿·托尔斯泰写道: “第四部的结尾在

读者中败坏了小说的名声。格里高利这个不振的形象和

整个肖洛霍夫创作形象的世界———这个令人想长久生活

于其中的世界都是那么独特和真实，而这个结尾……我

认为就是个错误。”［10］法捷耶夫一方面承认 “很难找到

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 另一方面，认为: “我们所有人

都被结尾伤害了美好的苏联感情。我们对结尾期待了 14
年，而肖洛霍夫却把我们喜爱的这个人物引向了道德的

虚空。”［11］( p． 3) 肖洛霍夫应该早就料到自己可能遭受的谴

责，但他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历史观点，说出那苦涩的甚

至是无情的真相，也许这正是格里高利作为一个人的魅

力之所在。
伴随着苏联农村变革的进程，肖洛霍夫在 1932 年至

1960 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反映

了集体化运动在顿河地区的推进，以及给哥萨克带来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肖洛霍夫写道， 《被开垦的处女地》
是他根据有关 1930 年发生在农村的事件的鲜明回忆而写

成的。这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把农

民都归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
小说真实记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复

杂历程，生动再现了农村旧体制的毁灭和新生活的建立

过程，其艰难和痛苦一点也不亚于哥萨克在革命和国内

战争时期所面临的流血冲突。肖洛霍夫依然不回避矛盾，

而是把农民内部几个阶层之间、农民与白卫军分子之间、
农民与党的政策的执行者之间的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歌颂了党在摧毁旧体制进程中坚强的领导作用和社会

主义新人的诞生，也揭示了其间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

争和严酷现实。《真理报》上评论这部小说是农村别具

特色的教科书，是成功解决问题的教材。
卫国战争时期和卫国战争胜利后，肖洛霍夫又创作

了大量优秀的战争小说。他直面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性震

撼以及痛苦经验，表现苏联战士对国家、对民族最质朴

最深切的情感，他们在战场上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战

后同样勇于面对苦难，保有对未来的希望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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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史诗性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普

通战士索科洛夫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和亲人相继遇难的痛

苦后，收养一名流浪儿，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的感人故

事。这个人的遭遇意味着整个民族的苦难，而他的刚毅

和坚韧既是整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展现，也是人的价值和

尊严、人的伟大魅力的体现。肖洛霍夫所追求的艺术真

实深得同时代作家的钦佩。多夫仁科在苏联作家第二次

代表会议上承认: “我们被那些虚假的激励所左右，除了

肖洛霍夫外，都从自己创作的调色板中去除了忧患，忘

记了 它 才 是 最 最 真 实 的 存 在， 就 像 幸 福 与 快 乐 一

样。”［12］( p． 309)

三、人民阅读———肖洛霍夫作品的普及性

肖洛霍夫创作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其作品在不同社会

阶层及文化等级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从普通的集体农

庄农民到院士，从白卫军军官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

些阅历不同、文化素质各异甚至是思想立场完全对立的

人，都为肖洛霍夫的作品所深深打动，争相阅读并传颂。
《静静的顿河》正好在卫国战争前夜全部完成，有成千

上万的人阅读它，把它视为心头最爱。有大量证据表明，

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士在出发前都把这本书装入行装。作

家别洛夫的回忆颇具代表性: “第一次听说肖洛霍夫的名

字是在 9 岁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父亲在列宁格勒

参加战斗，负伤后在沃洛格达区的一所医院治疗，复原

后他回家休假。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述战争、战地医院和

他在养伤时读的《静静的顿河》。我记得他因为没能读

完这部书是那么难过。”［13］( p． 8) 这些回忆证明在卫国战争

年代肖洛霍夫的书对于普通士兵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别洛夫的父亲最终没有读完这部书，短暂的休假后他重

上前线: “他在查列维奇河岸牺牲了，是我把这本书读完

的。”［13］( p． 8) 读这本书对于别洛夫来说已经不单是为了知

晓接下去的情节，更是为了弥补父亲生前的遗憾。
《静静的顿河》也以其昂扬的精神力量被社会精英

传诵。杰出的学者、院士维尔纳茨基在 1941 年 11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 “《静静的顿河》读完了。它将是一座

历史的纪念碑，所有社会和政治斗争激流的残酷和激烈

以及生活的深层都在其中鲜明表现了出来。我感兴趣的

小说鲜明反映并且回答了现实问题，是在陈旧的却以令

人惊异 的 方 式 保 存 至 今 的 ‘哥 萨 克’的 背 景 下 反 映

的。”［14］( p． 214) 他兴趣盎然地又去寻找作家的其他作品。
他在 1941 年 11 月 15 日的笔记中得意地写道: “看，赫尔

岑的《往事与随想》、几本科学杂志、肖洛霍夫的 《被

开垦的处女地》。”［14］( p． 215)

肖洛霍夫讲述的国内战争的悲剧是如此真实，连来

自意识形态不同的、敌对阵营里的人都能接纳。《静静的

顿河》中所描写的维申斯克叛乱的领导者之一逃到国外，

他在保加利亚去世前写道: “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静

静的顿河》，之后嚎啕大哭，为他们的痛苦和快乐———一

切都写得那么美，那么可爱……你们会看到和知道那些

哥萨克工人怎样在夜晚聚集到我的棚舍内阅读 《静静的

顿 河 》， 他 们 流 着 泪， 唱 着 古 老 的 顿 河 歌

曲。”［15］( pp． 157 － 158)

早在《静静的顿河》发表之后，肖洛霍夫作品中所

渗透的那种伟大的、具有拯救民族精神的弥赛亚意识、
那种可以联合一切的力量，就已经为国人所洞察。经过

岁月的洗礼，这种精神和力量愈发彰显。它使肖洛霍夫

的创作能够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处于人民精神生活的

中心，依然焕发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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