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普希金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有未完成的作品《罗

斯拉夫列夫》中的帕琳娜。
而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则是可以解读普

希金启蒙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文本。普希金这部小

说的题记“爱惜名誉从小做起”就直接点明了这

是一部培养俄罗斯青少年的教育小说，其古典主

义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忠君和怜悯意旨也极为

鲜明。城防司令在动荡时刻的坚守在于宣扬为人

要忠于自己的职责。男主人公青年士官格里涅夫

虽然与起义的农民领袖普加乔夫有所交往，甚至

接受普加乔夫的恩惠，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

军人的职责。尽管小说的相当篇幅用于普加乔夫

形象的塑造，但客观地讲，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普希

金并不赞同普加乔夫的暴动。作者基于启蒙主义

的人道情怀最终还是倾向于暴动中落难的女主人

公玛丽亚的家庭。
普希金的历史—都市题材长诗《青铜骑士》

所蕴含的深化了的启蒙主题存在于它独特的篇章

构成中。长诗序诗和长诗主体形成了古典主义与

人道主义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对话。序诗以古

典主义颂诗深情地讴歌了俄罗斯前启蒙时代的先

驱者彼得大帝的历史功勋。“我爱彼得大帝的创

造”，一句赞美表达了对有为君王宏才大略的无

比钦佩，但长诗主体的怜悯小人物的人道情怀和

对残酷无情的象征———青铜巨像的抨击又体现了

作为启蒙主义作家在人道主义情感上的平衡。
综上所述，普希金启蒙主义的文化功勋正在

于他广泛吸纳融合了欧洲启蒙主义的进步成果，

扬弃了贵族启蒙文化的陈旧因子，回应俄罗斯民

族解放的时代精神，用俄罗斯人民的语言感召国

民和启迪民智，播扬进步的人道主义温暖，从而为

俄罗斯文化开启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他的启蒙

思想充满了对下层民众关爱的“人民性”，俄罗斯

“为人生”的文学(鲁迅语)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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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继文

艺复兴运动之后对理性觉醒的又一次呼唤。1784
年，康 德 在《答 复 这 个 问 题:“什 么 是 启 蒙 ( 运

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启蒙的本质及其实现

途径。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

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

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

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

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

口号。”［1］可见，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本质在于使人

从幼稚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于能够运用自己

的理智，而走向成熟需要借助于他人的指引。康

德进一步指出，启蒙无须他物，只要自由，是“公

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法国的孔多塞也在他

所著启蒙哲学的经典《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

书中，把科学看做是人的理性不断改进的工具，宣

扬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和所有人的公平正义。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自由，是倡导

摆脱无法支配理性的蒙昧而走向自由运用理性的

光明。这个自由“不是个人意识的张扬，而是整

个人类反对神话和愚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2］。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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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论断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

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

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3］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启蒙是“与过去

告别的断裂意识”和“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4］。
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带来的常常是文化的发展、
思想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前进，也许正基于此，启蒙

至今没有终结。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位于

两大文明的交界处，无论在历史文化还是在民族

性格方面都具有双重性，因此它的启蒙也经历了

既与西方相似又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俄语

中，“启蒙”一词由“穿过、透过、遍及”这个前缀和

“发光、照亮”这个词根组成，顾名思义，就是“把

光亮透进来，让光亮普遍照耀”的意思。那么，什

么是俄罗斯的光明梦? 它追逐这一梦想的过程又

有着怎样独特的经历? 回顾几个世纪的风风雨

雨，我们可以这样说，俄罗斯的光明梦就在于它对

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的求索，对民族同一性和俄

罗斯思想的探寻，而它追逐梦想的过程一直伴随

着对东方还是西方、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抑或欧

洲启蒙文化的选择与斗争、交汇与融合。正是长

期在俄罗斯智性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学，如

明灯一般照亮了这条启蒙的前行之路。我是谁?

谁之罪? 怎么办? 这一个又一个文学问题推动了

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性的善恶、道德的含

义、自由的边界，这些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启蒙

了一代代俄罗斯人，对这些人类普遍问题的不断

探索也彰显了俄罗斯之于世界的特殊使命，促成

了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正面形象的树立，极大提高

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历程既表现

出茫然失措的惊慌与失落，也具有急于寻找归属

感的紧迫与混乱。世界图景的变化导致旧有价值

观念的瓦解和整个社会信仰的全面崩溃，民族和

国家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转折关头。
正如别列佐瓦娅和别尔里亚科娃主编的《俄罗斯

文化史》中所分析的那样:“苏联人过去在两种尺

度中生活:现实的和神话的。神话是他生活的动

机，这个神话就是:他是世界上美妙的和先进的国

度里的公民，这个国家将走向‘光明的未来’。现

在知道了这个美妙的未来是不存在的，而原先以

为强 大 的 祖 国 再 也 不 准 备 保 护 自 己 的 公 民

了。”［5］走出苏联文化的空间，人们第一次发现自

己突然长久地无人过问。“何去何从”这个尖锐

的问题不仅再次鲜明地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而

且也使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俄罗斯人陷入艰难的

抉择之中。这一阶段的俄罗斯文学与 20 世纪之

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作为大变革、大
动荡的过渡时期载入史册的，因而在文学理念上

突破了统一的世界观而表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

思想与审美倾向。苏联时代趋于弱化和隐蔽的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从改革以来就日趋

激烈化和表面化。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暂时宣告了

“西方派”的胜利，然而争论远远没有停止。以对

苏联模式神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元论的

解构与颠覆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经过风起

云涌的狂潮之后在 90 年代后期逐步式微，而继承

了优秀传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危机中不断

创新，在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与批判反省中寻

求着解决民众精神危机之出路。可以说，俄罗斯

文学依然承担着启蒙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探求自

由道路和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上，继续进行新的

尝试与拓展。“乡村散文”的复兴就是这种尝试

的一个明证。
“乡村散文”又译为“农村散文”或“农村小

说”，指的不简单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描

写对象的农村小说，而更多地是指一种赋予了农

民和土地以特殊精神意义的创作共性。一方面，

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与俄罗斯农业政策和农民

问题的演变过程息息相关。在俄罗斯，农民是一

个历尽苦难的阶层。连年的战争、饥荒、不断变更

的政策条令，都把农民一步步推向绝望的境地。
因此，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表达农民的内心诉

求，是乡村散文必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另一

方面，乡村散文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著名作家

阿伯拉莫夫曾经说过:“农村———是俄罗斯的深

处，是我们的文化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土地。”乡村

散文之所以被认为是关于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人

民的深刻的艺术史诗，标志着 20 世纪下半叶俄苏

文艺哲学思想的腾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这一时期俄苏文学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它蕴含了

丰富的哲学内涵、复杂的社会历史心理、鲜明的民

族精神倾向，并拥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下面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乡村散文的发展过程。
“乡村散文”曾经长期占据俄苏文学批评与

研究的中心。关于它的概念、诞生以及演变一直

众说纷纭。笔者梳理了俄罗斯和中国批评家与研

究家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看法，梳理出这样一条发

展线索。第一阶段———序曲。就是 20 世纪 50 年

代的农村特写和笔记小说，其标志性作品是 1952
年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当时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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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夫斯基认为这一作品将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评

价“它冲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暴露了农村中存

在的种种尖锐矛盾”，由此形成“奥维奇金流派”。
代表性作家有田德里亚科夫、雅申、扎雷金等。第

二阶段———形成。标志性作品是发表于 50 年代

末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家》，因此有

这样的说法:“‘乡村散文’是从‘玛特廖娜的家’
里走出来的”。第三阶段———繁盛。具体时间为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后期，标志性作品是别

洛夫的《平常的事》(1966 年)，这部作品在文学

史上划时代的意义等同于奥维奇金的速写，别洛

夫说出了人的真相，使读者重又回到卡拉姆辛在

《可怜的利扎》中的“土壤”和“柏油路”的争论。
由此作家开始关注以前被禁止的题材，描写集体

化的悲剧性后果，描写在苏联日益城市化的进程

中农村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塑造那

些富有智慧或葆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普通劳

动者，力图宣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思想上

对苏联意识形态宣传漠然视之的同时，“乡村散

文”在艺术上也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美学范式相左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美学体

系。三卷本《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这样评价:“乡

村散文的诗学整体上就是寻找民族生活的深刻基

础，以之取代正在对这一基础进行破坏的国家意

识形态。”在这一时期，阿伯拉莫夫、别洛夫、阿列

克谢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诺索

夫等作家佳作不断，使“乡村散文”这一名称确立

并盛行起来。第四阶段———沉寂。大约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正是国家

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很多作家忙于论战，创作减

少。正如拉斯普京在 1995 年的《我的村庄在哪

里》一文中所说，“今天提及‘农村’文学，恍若提

及上世纪的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这一切似乎已离

开我们很远很远。20 年过去了，一挂沉重的帷幕

像一面墙将这段时光，将‘农村’文学隔在了那逝

去的时代。”第五阶段———回暖并逐步复兴。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来的这段时期。标志性作品是拉斯普京

2003 年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除拉斯普

京、别洛夫、叶基莫夫、诺索夫等老一辈“乡村散

文”作家创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

的中青年作家如尤里·佩特科维奇、罗曼·谢恩

钦、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等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

道路，并且在表现内容与写法上颇有新意。苏联

解体后新时期的“乡村散文”，直面国家剧变后农

村所面临的更加衰败的现实环境，以及人在道德

精神领域进一步的堕落，字里行间透出痛心疾首

的呼号。从过去的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暴露和批判

走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作品既有老一辈拉

斯普京、叶基莫夫的小说，也有年轻一代作家的小

说。在他们笔下，今天的俄罗斯农村面临更加严

重的问题，已经到了濒死边缘。首先是经济的全

面瓦解，土地的荒凉、破败、人烟稀少，村庄数量大

大减少，现存的村庄也奄奄一息、赤贫如洗。改革

前这些村庄几乎被废弃，农民逃难到外地，改革后

曾有人试图拯救，农民也纷纷回来，结果国家的剧

变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滑坡直至崩溃。同

时，青壮年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村民的老无所依，而

市场化经济又带来人性的彻底丧失。别洛夫在

《20—21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小说》中指出，“农村

在今天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它已经消亡了。开始

是在斯大林集体化的打击下，后来是战争，接着是

赫鲁晓夫的打击，缩减小型村庄等等。这些都留

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整个 20 世纪都是对俄罗斯

农村和俄罗斯农民一刻不停的打击。而改革最终

给了它致命性的一击。”
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的短篇小说《天堂钟

声》，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

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城

市化”与“私有化”进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罗斯农

村老人孤独与被抛弃的命运依然在延续。如果说

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

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

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

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

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

抛弃甚至于赤裸裸的掠夺。佩特科维奇的短篇小

说《一小块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库兹金老人向

自己的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

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

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

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

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
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

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
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

怨和叹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

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
“乡村散文”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继续探寻俄

罗斯的出路，既包括对现实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

更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同一性、俄罗斯民族复兴与

崛起之希望的探寻。拉斯普京更加坚定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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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的拯救之路在于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

乡村大地，在于能够使人感受到美妙和力量的俄

语语言，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东正教，

也在于绝不软弱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相比阿斯塔

菲耶夫的《柳达奇卡》(1989) 中那个从农村走向

城市、遭受强暴后自杀的女主人公，拉斯普京在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塑造的那个为了维

护女儿的尊严去寻求公平和正义的母亲是多么刚

烈坚定。叶基莫夫在《皮诺切特》中好像做实验

一般让自己的人物实施强权措施，虽然换来了集

体农庄面貌的改观，但是却让主人公饱尝被孤立、
被误解的滋味。作者对自己的人物持中性的立

场，一方面作家显然喜欢自己的人物( 读者也是

这样);但另一方面，强权的人还是令人害怕重蹈

覆辙。因为小说发表在叶利钦执政时期，所以特

别具有预警的意义。
“乡村散文”的重新复兴是当代俄罗斯作家

在面临解体后国家面临的复杂局面的一种精神归

宿的寻找，是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歧路口、在民族

危机的转折关头进行民族自救的一种方式。俄罗

斯人文大学教授、著名俄罗斯文学及文化学学者

伊·孔达科夫提出，“全球化理念”绝不意味着对

文化民族性与本土化特征的遮蔽。相反，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文化与人际交流的拓展，

“全球化理念”的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也会日渐

鲜明，忽略了这一点将是对全球化文化认知的重

大失误。所以，“乡村散文”讲述的不仅是农民问

题，有这样一种说法:“乡村题材是全民族的题

材。”“乡村散文”所表现的对象也不只是农村的

居民，而且更是作为 20 世纪充满了复杂性和悲剧

性存在的俄罗斯人，是在俄罗斯剧变中不可避免

的冲突。它所寻找的也不仅是农村问题的解决之

道，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这一点上，

“乡村散文”对苏联解体后民众思想的启蒙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尽管启蒙时代以降近 200 年以来俄罗斯社会

与文化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巨变，但被普希金、果戈

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等文学巨匠们接受并独特阐释的启蒙主义思想的

精髓今天依然作为这个世界文化大国文明构建与

文化建树的主要构成，并成为这个民族在新世纪

继续进行文化探索的重要的文化基石与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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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根

本上改变了欧洲思想界对自然、历史、社会、政治、
宗教的整体看法。随着科学革命带来的一系列伟

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奠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

的理性的科学方法的制定，使得人类在 18 世纪时

对于“无限知识这一目标唾手可得”［1］充满信心。
到 19 世纪下半叶，作为启蒙运动高举科学和理性

旗帜的后果，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进化

论思潮在俄国流行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大多数

俄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强大推动

下，知识分子立足于研究现实，拒绝对世界的先验

判断，坚持客观地看待生活，这些新的思考问题的

态度，毫无疑问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

发展。可以说，启蒙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切

合俄国的时代要求，广泛渗透进文学家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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