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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评安东·乌特金的历史小说《环舞》

侯 丹

内容提要 《环舞》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小说，作品在问世之后在俄罗斯获得了多个文

学奖项。作者乌特金以非凡的想象力和精确的细节描写构建出一个真实的历史空间，

带领读者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重新发现了那个充满冒险精神和传奇爱情的 19 世纪。

小说的独创性在于作者将 19 世纪的文学材料纳入到一个全新的哲学轨道上，对经典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重塑。

关键词 《环舞》 安东·乌特金 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

《环舞》（Хоровод，1996）是俄罗斯作家安东·乌特金（Антон Уткин，1967—）

的首部长篇小说，1996年在《新世界》上连载。作者凭借这部作品进入当年布克奖决赛

名单，并于2004年获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

指出，作品具有19世纪散文那种不紧不慢的风格、精炼的短语和均匀的节奏，作者像历

史学家一样充满爱心地关注着古老的细节，巧妙地将人物的命运与俄罗斯和世界历史的

线索相关联，根据人物的空间转换——圣彼得堡的客厅、骑兵连、高加索地区、巴黎的

沙龙等，自然勾连出对文学人物的回忆，令作者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得到了广泛的、超

出良好的回应”①。《环舞》初看上去是一部非常传统的、纯粹的现实主义文本，作

家以经典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徐徐讲述了一个19世纪贵族青年的命运，将1813至1815年

的欧洲运动、1831年的波兰起义、高加索战争等真实历史事件融入到人物的命运轨迹之

中，“在历史小说已丧失了原始的带有血液和泥土的真正史诗味道，变成了一种基于斯拉

①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А.，“Неподвижный хоровод”，《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5）1997，https://magazines.gorky.media/

druzhba/1997/5/obstoyatelstva-mesta-i-vremeni.html[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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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幻想型文本”①的背景下，乌特金的作品以其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以及传统的表达方式，让人们再次回忆起那个时代的人与那个

时代的文学。但是，在传统叙述的表象之下，作者又将去中心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

后现代主义元素融入文本之中，俄罗斯批评家将他的这种风格概括为“现实主义的后现

代主义”②。

一

《环舞》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俄罗斯正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和新旧体制交

替。针对当时俄罗斯的改革，有学者批评道：“合格的医生在诊治病人时绝不会弄伤病人。

而今天的俄罗斯改革者们，看来却以摧毁有病的俄罗斯经济而自夸。他们不是去消除俄罗

斯经济中的官僚主义的贪婪自私和因循守旧，不是去给俄罗斯经济增添新的经营精神和竞

争活力，他们除了使它‘伤筋断骨’地断裂外，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③疾风骤雨式

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人们一时间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怀念着社会保

障制度健全的苏联时代，对未来感到茫然无措。“民族的忍耐力、生存努力和建设能力均

近乎枯竭。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④

苏维埃政权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崩塌，加速了以解构和否定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的传播。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俄罗斯，并在1990至1991年之交变得极为流

行，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激进的改革措施让人们筋疲力竭，时代的剧变为后现代主义思想

在俄罗斯的生长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它迅速地与俄罗斯本土现实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

罗斯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俄罗斯学者利波维茨基认为，西方社会以 “晚期资本主

义”“信息革命”“历史终结”等作为后现代性特征而进行的广泛论证，并不适合苏联和

后苏联的文化现实。⑤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既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

思潮相似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本土化表征。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后现代

①“В поисках утраченного романа”，《Урал》，（3）1997，https://magazines.gorky.media/ural/1997/3/nota-bene. 

html[2021-11-12]

②Басинский   П.，“ В «конце   романа»   ил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6, 

№ 48.

③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④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21页。

⑤Липовецкий М.，Рус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Урал. гос. пед. ун-т.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7. 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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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学具有更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和虚无主义特征，前者与对苏联文化的解构有关，后

者则来源于对苏联解体时期混乱现实的感受。罗格特涅夫指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诞

生于虚无主义分子和带有讽刺情绪知识分子的交汇之处”①。因此，俄罗斯后现代主义

从源头上就与虚无主义密不可分。

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一个潮流，也是对日常生活和

社会政治的一种批判性与讽刺性的理解方式。快速推进的历史洪流将所有个体都裹挟进

来，人们在历史的风浪中浮沉，完全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掌控力，后现代主义世界观的

迅速蔓延也就水到渠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可被称为新宿命论。它的特点是，人

不再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不再认为一切都靠自己、一切都责在自身。”②俄罗斯作

家波利亚科夫指出，“在整个90年代, 后现代主义都是主要的文学潮流”③。乌特金正是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完成了《环舞》的写作。

对现实的无力感让乌特金退回到遥远的19世纪。在“有攻击性的环境中保持一种

规范的逃避主义立场”④，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待现实的典型态度。乌特金建起

了一道时间之墙，将现实的狂风暴雨阻挡在围墙之外。19世纪的贵族文学哺育着俄罗斯

民族关于平静美满、安逸永恒的幸福梦幻，有产阶级的精英们过着很少为金钱操心的日

子，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与物质烦恼无关的纯粹的自然状态。乌特金从这一阶层中选

出了自己的文学主人公，作为带领他和读者回到过去的向导。主人公迈着不急不缓的脚

步带领读者在圣彼得堡军营、上流社会的客厅、边城要塞、巴黎街头、俄罗斯乡村之间

漫步，平静而从容地讲述着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无论遭遇怎样的命运他都坦然接受，

对命运和他人没有任何怨言。主人公的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生

活从未将他逼入绝境，财富让他无论何时都能衣食无忧，怡然自得，即便失去了生命中

最热烈的爱情和诚挚的友情，他也依然能在莫斯科的俱乐部喝着勃艮第出产的红酒，慢

条斯理地打发无聊的夜晚，在乡间的庄园里骑马散步、打猎消遣，作者在主人公的身上

寄托了正在经历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改革困境的俄罗斯人所向往的“财务自由”的理

想，让读者暂时忘却疲于奔命的现实，浸没在19世纪玫瑰色的幻景中，感受摆脱金钱束

①Роготнев  И.，Рус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https://ilya-yu.livejournal.com/8118.html[2021-11-16]

②Настя   Б.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http://kursak.net/teoriya-i-praktika-russkogo-

postmodernizma/[2021-11-16]

③张煦《“闭合的后现代主义与开放的现实主义”——俄罗斯著名作家波利亚科夫访谈》，载《外国文学动态研

究》2018年第3期，第44页。

④Рейнгольд   С.,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Знамя》, （9）1998，https://magazines.gorky.media/

znamia/1998/9/russkaya-literatura-i-postmodernizm.html[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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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只是追逐激情奔跑的人生。但是，财富并没有让主人公的生活更有意义，反而让他

成为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他对朋友说：“我从来就什么都不做。你这么问我，好像我

从前做过什么似的。”①乌特金将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和宿命论思想

加诸人物身上，否定个人选择和努力对人生具有的积极意义，通过命运之环的意象凸显

命运的强悍和个人的软弱无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循环，当主人公

人生过半返回他踏入社会生活的起点——圣彼得堡，孤身一人坐在舅舅的书房里，他感

到“我生活的不规则的圆环要闭合了”②。

二

“环舞”是俄罗斯的一种民间舞蹈。它起初是异教仪式的一部分，跳舞者围成一个圆圈

以蛇形方式走位，向着或逆着太阳移动，表达对强大的太阳神亚里尔的崇拜。后来，环舞

渐渐失去宗教意义而成为俄国民间最受欢迎的传统舞蹈形式，甚至一个村庄都可以在传统

舞蹈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创造性元素，比如两个圆形成并列或相互流动的八字形，或者组成

环中环的队形。可以说，《环舞》正是按照舞蹈的流动形态建构了小说的情节体系。

小说有两个主要情节线索，每条线索都是一个围绕轴心旋转的圆环。一条是以主

人公为主线的故事，讲述其前半生的经历，服役，流放，爱情纠葛，这些19世纪俄国文

学中常见的主题都出现在了主人公的经历当中；另一条线索则围绕主人公的舅舅伊万公

爵展开，讲述舅舅与波兰美女拉多夫斯卡娅伯爵小姐纠缠一生的不幸爱情。作家以现实

主义的方式将事件、思想、感情编织在一起，通过大量细节描写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

和礼仪，并保留了欧洲运动、波兰起义、高加索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和处于次要地位的

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成功地构建出19世纪的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作者的叙述在很大程

度上显现了19世纪文学大师的痕迹，这也是乌特金被视为俄国经典现实主义传承者的重

要原因。但是，小说却不具有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常见的批判激情与反抗精神。俄罗

斯学者普罗霍洛娃指出， “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不是力求理解世界，而是接受世界的现

状”③。《环舞》中包括主人公在内的所有人既不是奥涅金、毕巧林那种具有反叛意识

的“多余人”，也不是乞乞科夫那种百折不挠、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他们是一群宿命论

①安东·乌特金《环舞》，路雪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

②安东·乌特金《环舞》，第355页。

③Прохорова   Т.,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https://cardly.ru/prohorova-postmodernizm-v-russkoi-

literature-postmodernizm-v-literature-rossii.html[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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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温顺地接受命运加诸自身的不幸，与19世纪热衷于寻找不幸根源、追问“谁之罪”

问题的文学主人公完全不同。

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思想是小说最核心的思想。文本中多次强调命运的强大

与不可逆转，圣彼得堡的公爵夫人说：“当心别让命运抓住。”主人公的朋友涅夫列夫

说：“我们是世界的俘虏，这个充满各种陈腐规则的卑鄙肮脏的老家伙……就连感情也被

别人替我们经历过了。”①楚赫纳老太婆对主人公命运的预言也在小说结尾处应验。主

人公孤身踏上人生舞台，体验过真挚的友谊、似火的爱情，但最终一切烟消云散，回到

故乡时仍是孑然一身。小说以“环舞”为标题，就是想要表达命运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让

人生的轨迹成为没有终点的圆环。命运之环无休无止无目标地围绕其轴心旋转着，而这

个轴心就是被致命爱上的女子。

别尔嘉耶夫曾经说：“俄罗斯文学没有西欧文学那样美妙的爱情形象……在俄国人

的爱情中，总有某种沉重的、痛苦的、阴郁的和往往是丑陋的东西。”②《环舞》再

次重复了俄罗斯式的爱情悲剧。小说中共有三个人物遭遇了致命的爱情：主人公，伊万

公爵，涅夫列夫。涅夫列夫的故事嵌入以主人公为主线的情节之中，形成了一个环中之

环的结构形式。贫穷的涅夫列夫爱上了注定无法得到的上流社会小姐叶莲娜，而叶莲娜

后来成了主人公的妻子；两人都因为叶莲娜与人发生决斗，涅夫列夫打死了对手，主人

公差点被对手打死。一切都在循环，不同人物的命运相互重复，生与死、行动与思考、

痛苦与幸福、真理与谎言都围绕这个轴心旋转，人们被限定在命运之环的轨道上，无一

逃脱。

生命失去了最迷人的色彩即不确定性，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只是过去的

重复。这种对人生消极而悲观的态度，显然与热衷于批判和斗争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

文学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乌特金的小说虽然与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相似的主题和

描写，但是俄罗斯评论界并不认为他是个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

三

《环舞》是一部回到过去的小说，为了拉近与时代之间的距离，作家选择了一个

假托作者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个假托作者便是小说主人公。以假托作者的形式讲故事

①安东·乌特金《环舞》，第18页。

②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于培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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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国19世纪文学的一种常见叙事手法，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以一个乡间地主别

尔金为假托作者，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选择了养蜂人鲁得·潘科作为假

托作者。但是与前辈大师不同的是，乌特金的假托作者是个无名无姓的人，他虽然是作

品中的主人公，但始终处于匿名状态，作品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及他的姓名，他从“我”

的视角来讲述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但是对自己究竟是谁却没有任何说明，我们从他的

叙述中只能模糊地勾勒出主人公的身份和形象：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家庭富

有，拥有大量财产。与之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的人物涅夫列夫、叶拉金、叶莲娜等人则

具有更明确的身份和清晰的轮廓。与主人公关系亲密的舅舅伊万公爵也是个没有姓氏的

人，我们从文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主人公和伊万公爵的家族信息，这和19世纪文学对主人

公的塑造方式完全不同。

在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中，作家对主人公的家族以及之前的经历一般都有比较

详细的交待。回顾人物的生平轨迹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诗学特征，作家不

断地追踪每个人物的命运轨迹，其目的就是在环境中找寻不幸的根源，从实证主义哲学

思想出发在人物从前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中寻找导致命运结局或悲剧发生的原因。而

《环舞》在这点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诗学特征。乌特金割裂了人与

现实之间的深度联系，拒绝从环境中寻找人物不幸根源的传统模式，从宿命论的思想出

发将这一切都归因于命运的蛮横与强大，认为在主人公和伊万公爵的不幸中环境没有丝

毫的责任。

弗朗索瓦·利奥塔尔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曾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

理论的普遍怀疑，对整体性、统一性和一元论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非中心性和多元

性。社会进入离散的原子状态，“生活目标由每个人自己决定。每个人都返回自我，每个

人都知道这个‘自我’是微不足道的”①。离散的个体既是中心，也是边缘，个体消失

在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失去了清晰的面貌特征。爱泼斯坦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态度

是一种折衷主义，既不赞扬也不批判，既无中心也无边缘，“只是将意义均匀地分散在整

个文本领域”②。

《环舞》对主人公的塑造完全符合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主人公不仅面貌变得

模糊不清，而且丧失了在文本中通常占据的中心地位。伊万公爵的故事、涅夫列夫的故

事，还有其他次要人物的故事，都嵌入到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中，形成了“故事中的故

①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②Эпштейн М.,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в России，https://kartaslov.ru/книги/Михаил_Эпштейн_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_в_

России/2#content[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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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种情节模式。多层级的故事结构弱化了主人公在文本中的中心意义，甚至在通篇

读完之后，读者会觉得主人公的故事只是充当了伊万公爵和伯爵小姐爱情故事的注脚，

作者只是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将伊万公爵的故事线索补充完整。而主人公活动空间的转

换，似乎也是为了在不同的地点遇见不同的讲述人，从而把伊万公爵的故事连缀起来。

《环舞》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对19世纪的文学主人公进行了重构。尽管主

人公的特征具有19世纪文学主人公的诸多特点，人生经历也与文学先辈们有诸多重合之

处，如像奥涅金一样继承了大笔遗产并为名誉参加决斗，又如毕巧林一样与山民作战，

或像奥勃罗莫夫一样无所事事，可他最终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被作者戴上了

古代人面具的同时代人的隐身人物。主人公对命运的顺从与无奈，看似东奔西走实则徒

劳无益的人生，都是对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普遍情绪和生活现状的写照，虽然主人公和现

实中的人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但同样难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作家纷纷借助不

同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环舞》也应该是这股反思潮中的一

种。乌特金将历史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相结合，通过一部虚构的历史小说表达了自己

对俄罗斯社会现实的个性化思考。

四

《环舞》的叙述模式也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它的叙述者不只是主人公一人，

多位第二层级的叙述者也参与其中，共同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叙述模式。

伊万公爵与拉多夫斯卡娅伯爵小姐的故事由五个人参与讲述，这五个人都属于第二

层级叙述者，其共同讲述串联起了公爵与波兰美女之间的悲剧性故事。伊万公爵对波兰

美女的感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老布尔巴的小儿子

安德烈对波兰美女说：“我的祖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祖国……为了这个祖国，我愿意出

卖、交出和毁掉所有的一切。”①波兰美女的出现让安德烈忘记了东正教信仰，背弃了

祖国和亲人，而伊万公爵在看到拉多夫斯卡娅伯爵小姐之后也产生了类似的念头：“如果

需要改变信仰的话，我愿意这样做……”②在俄国人的观念里，背弃东正教信仰、不被

上帝祝福的婚姻注定不会有幸福的结局。伊万公爵和安德烈一样，都为自己对异族女子

的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伊万公爵的爱情悲剧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果戈理文学传

①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陈建华译，收入周启超主编《果戈理全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120页。

②安东·乌特金《环舞》，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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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痕迹。这种与经典文学的对话，也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在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解构的对象不仅是苏联神话，也包括被理解为一种纪念碑的

古典文学。”①后现代文学作品嘲笑了经典文学渴望为俄罗斯问题提供答案的教科书情

结，对于谁该受到指责之类的问题避而不谈。通过布尔巴对安德烈的处决，果戈理表明

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同时也衬托出布尔巴光辉的英雄形象。而对伊万公爵与异族女子之

间的爱情，乌特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在公爵的爱情悲剧中，没有人受到指责。作家用

相似的爱情故事解构了《塔拉斯·布尔巴》中作者的道德立场和爱国主义激情。

主人公的朋友涅夫列夫、白城要塞的指挥官伊万诺夫少校也属于第二层级的叙述

者。涅夫列夫给主人公讲述了他在被俘之后的经历，以及一个被切尔克斯人俘虏的法国

人的故事。这个法国人的故事由伊万诺夫少校开头，最终由涅夫列夫收尾。这些穿插在

作品中的小故事，造成了小说情节碎片化，因为每一条线索都不是一气呵成，情节发展

往往被其他的人物和行为打断，当读者刚对一个人物的命运产生兴趣，关于他的叙述却戛

然而止。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阻碍了读者沉浸在任何一条情节线索中，而是在理智上保

持了与这些陈年旧事的距离，不被卷入虚幻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叙述模式也受到了一些俄

罗斯学者的诟病，文学批评家特鲁宁认为，“乌特金的写作方式就像亚历山大·大仲马归来

后决定描写过去的方法一样：过去被粗暴对待，以满足作家的需要。同时，又明显缺乏最

重要的东西，即被生动描写出来的、完成主要行为的主角”，“读完后，不可能记住主角到

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这在阅读过程中被遗忘了”。②

从文本的阅读体验来看，特鲁宁的评价并没有错，但这并非作者乌特金才华不足

而导致的艺术缺陷，而是作者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碎片

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典型特征。根据利奥塔尔的观点，在现

代的、后工业化的社会，“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③，取而

代之的是零散的小型叙事，否定了历史作为理性认知对象的整体性，强调个性化的历史

体验。小说《环舞》以多元的、个人化的“小型叙事”取代了单一叙述主体的统一叙

事，以碎片化的情节组合取代了统一连续的情节进展，对人们早已熟悉的19世纪文学材

料进行了全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加工，表达了与19世纪经典文学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与历

史观。

①Прохорова Т.,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http://libed.ru/metodihceskie-posobie/538888-1-tgprohorova-

postmodernizm.php[2021-11-18]

②Трунин К., Уткин А.,  Хоровод,1996，http://trounin.ru/utkin96/[2021-11-18]

③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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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乌特金的小说《环舞》是一部兼具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和后现代主义诗学

特征的复杂作品。作者在具体事件和生活环境的描写上完全遵循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

写作风格，力图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和真实的非主要人物塑造，还原一个逼真的历史空

间。但是，小说在情节建构、叙述模式和人物塑造上又表现出碎片化、多元化、非中心

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点，这种奇妙的组合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熟悉又

陌生的独特面貌。作者将19世纪的文学材料纳入一个全新的哲学轨道，平静而从容地谱

写了一曲遥远而悲伤的老歌，在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中，注入了对俄罗斯

社会现实的忧思与无奈。尽管以诺维科夫为代表的俄罗斯评论家反对将《环舞》与“臭

名昭著”的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①，但无法否认的是，小说《环舞》与俄罗斯后现

代主义思想的确具有紧密的联系。利波维茨基曾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与混乱

对话的策略，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艺术体系，俄罗斯小说终将回归现实主义的人文精

神。文学的发展验证了利波维茨基的预言，进入2000年之后，曾经风行一时的俄罗斯后

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式微，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回归。波利亚科夫认为，随着本世纪初现实

主义文学的回潮，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出现了交叉，这种融合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

的现状和趋势。②显然，小说《环舞》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品顺应了

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因此，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整体衰落

之后，《环舞》不仅于2013年再版，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了俄罗斯之外，这个

事实虽与文本无关，却证明了文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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