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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小说创作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沪上举行!彼得堡"!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新书分享会###

俄国!白银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之一安德列#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成

书于 #(#& 年 &#(!! 年出版俄语删节本 '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 则出版于 #())

年& 是俄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凡#

布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按出版时间序列

看&后者理应比前者更为!进步"和前卫'

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彼得堡%写

了!流动"的城市&$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则写的是!静止"的乡村'

这并不难理解' 毕竟文学从不遵循按

时间序列线性!进化"的原则' 而作家不同

的经历也决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创作' 譬

如&别雷虽然在$彼得堡%里写了彼得堡&实

际上他 #$$*年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

大学数学系教授&父亲爱好音乐&擅长演奏

钢琴'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从莫

斯科大学毕业后& 又留在该校文史系继续

学习三年' #(*&年至 #(!)年间&别雷曾多

次出国&先后去过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 非洲和中东地区& 旅居次数最

多(时间较长的是在德国柏林&二十年代中

期后基本定居莫斯科&直到 #()+ 年 # 月病

逝' 他从小生活过的&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

街 ,,号的一座三层建筑&如今已被辟为别

雷博物馆& 博物馆里维持着作家生活时的

情景&让人可以充分感受别雷的日常生活'

可以想见&从小在城市里生活的别雷&对城

市自然有深刻的观察和感悟'

相比而言& 布宁 #$'* 年生于俄国波

罗纳捷市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祖上曾是

显赫的贵族' 布宁三岁那年&全家搬到他

们置产的乡村沃罗涅什镇去生活' 布宁长

大后&由于经济拮据&只读了四年书便辍

学在家&靠大哥的指导进行自修' 刚满 #$

岁&布宁便只身走向社会独立谋生&曾当

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甚至摆过

书摊卖过报' #$$' 年 + 月& 因在彼得堡

$祖国%周刊上发表了一首诗歌习作&才得

以于同年在奥廖尔市一家杂志社谋得薪

酬微薄的戏剧评论员职务' #$(, 年&布宁

曾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结识作家契诃夫

和俄国象征主义文学名家勃留索夫&从此

专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如此看来&别雷写城市 &布宁写乡村

是自然而然的事' 而思想意识的不同&又

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两人有不同的创作

视野' 别雷始终以超党派自居&年轻时&他

深感沙皇俄国黑暗& 于是总是赞成变革&

不管是什么样的变革&他都拥护' 到了苏

维埃时代&虽然不理解甚至公开表示不赞

同当局的某些理念&却从一开始就积极参

加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应邀热情为青年作

者授课或进行专业指导'

不同于别雷& 布宁就显得保守多了&

他似乎从没忘记永远已经逝去的!黄金般

美好的"贵族生活&成了作家后&也始终自

命清高(孤芳自赏' 到了 #(*, 年底第一次

民主革命在全俄罗斯城乡蓬勃兴起时&布

宁辞去当时在$真理%杂志社的任职&出国

旅游' 再后来&到了 #(!* 年 # 月 !& 日&红

军攻克南方重镇敖德萨&他携妻子搭乘一

艘法国邮轮离开俄国' 后几经周折&于同

年 ) 月辗转抵达巴黎&两年后迁居法国东

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一个叫格拉斯的小

镇' 他的后半辈子&除每年到巴黎过冬及

短时间的出访(旅游&基本上都在那里度

过' 当然&布宁虽然长年生活在异乡&却在

写作上频频回望故国山河' 由此&两位同

时代作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甚至有着某

种对照性的创作面貌&就很好理解了'

但这并不是说 & 布宁继承了俄罗斯

文学传统& 别雷则是对这一传统的离经

叛道'这两位作家&如批评家张闳在日前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彼得堡%$阿

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新书分享会 " 上所

说& 生活在马车时代和火车时代的转换

时期 &布宁在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里

写没落贵族的生活& 还残留着托尔斯泰

笔下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影子 & 有着比较

慢的节奏& 他的叙事仿佛也停留在马车

时代' 也因此&小说总是给人感觉像马车

一般慢慢前行&甚至时有停滞的感觉 &这

部分原因在于如翻译家曹元勇所说 &布

宁以很大篇幅描绘自然& 他把自然当成

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反观中国 &

从四大古典名著开始& 大多数文学作品

里都少见对自然的描写& 这是一个很大

的缺憾'而对于布宁来说&俄罗斯幅员辽

阔&到处是森林草原&浓墨重彩写大自然

是自然而然的' "如其所言&在感叹古老

的俄罗斯正在逝去的同时& 这部小说的

确让人感觉到那种真实的俄罗斯大地和

乡土的浓郁气息'张闳表示&布宁显然对

古老的俄罗斯有一种缅怀 & 体现在他后

来写的其它小说像 $安东诺夫卡苹果%等

也是这样&那种情怀可谓非常浓郁'

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的革新之

处&或许在于作品的体裁' 小说以主人公

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童年( 少年和青

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线索&以第一人

称展开叙述&着重表达!我"对大自然(故

乡(亲人(爱情和周围世界的感受' 作品发

表之初&就有人认定这是作家个人的 !自

传"&但布宁本人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强

调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 后来&确认这

是一部小说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但称它

为!艺术性自传"或回忆录的&仍然大有人

在' 一些作家评传和文学史著作将这部作

品视为长篇小说&崇拜布宁的作家帕乌斯

托夫斯基却把它称作中篇小说&但又认为

它和一般的中篇小说有所不同' 帕乌斯托

夫斯基写道)!我依旧把$阿尔谢尼耶夫的

一生%称为中篇小说&尽管我同样有权把

它称为史诗或者是传记' **在这一部叹

为奇观的书中& 诗歌与散文融为一体&它

们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布宁

创立了一种新颖的(绝妙的体裁' "当代的

一位俄罗斯评论家则说)这部作品!有点

儿像哲理性的长诗&又有点儿像交响乐式

的图画"' 而布宁自己在$阿尔谢尼耶夫的

一生%中&称这部作品为!笔记"'

$彼得堡%在体裁上的创新就不言而

喻了&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别雷开创性地

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才使得纳博科夫把

$彼得堡%与$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

和$变形记%一起&评为!!* 世纪前期西方

四大小说名著"' 而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苏联出版的一部专著的说法)!没有安德

烈#别雷的$彼得堡%&就难以理解二十世

纪欧洲文学中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加

缪和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及普鲁斯特部分

作品等重要文学现象的产生' "以张闳的

阅读观感&$彼得堡% 是一部碎片化的(爆

炸式的(快捷的作品&虽然被普遍认为是

意识流小说&实际上并不是很纯粹的意识

流&别雷还用了一种蒙太奇手法&小说里

快速闪现各种各样的景观& 句子破碎&节

奏很快&像坐高速列车闪过一样&呈现了

一个流动的城市景观' !$彼得堡%的节奏

甚至比$尤利西斯%还要快&而且是快到了

所有的连续的东西都打破了( 破碎了&而

那些片断又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

作家叶开则特别注意到 $彼得堡%日

俄战争的写作背景&#(*+ 年到 #(*, 年间-

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侵占中国东

北和朝鲜半岛- 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

了一场战争&最终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

终' !我们的历史一般只简单写到列强在

我国的土地上开战&殊不知那是一个极其

敏感而特殊的时期&它震动了亚洲和欧洲

两块大陆&由此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

定性事件' "这一时期的彼得堡可谓思潮

汹涌 &在别雷笔下&彼得堡是一座患了高

烧的城市&潮湿则构成了彼得堡城市的外

部景象&与阴晦潮湿的氛围形成映照的是

干燥的内在景观&人物的意志之火&如忽

明忽暗的火苗' 也因此&别雷在小说里摒

弃了对历史细节的准确还原&而是用意识

流的手法&呈现历史情境下典型人物的内

心思绪和!灵魂的疾病"'

正因为这种创新&如该书译者靳戈所

言&$彼得堡%在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以及暴露批判黑暗现实的精细(深刻方面

也许不及经典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借助

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及通过二者的结合

所表现的俄国和世界当时正面临的灾难

性危机方面&却要比用它同时代用传统现

实主义方法写成的作品强烈( 紧张得多&

因此也更震撼人心&催人猛醒'

但$彼得堡%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借鉴

是显而易见的' 靳戈表示&小说里不少主要

事件和人物& 都直接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

文学名著' 例如&阿波罗#阿伯列乌霍夫及

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

的关系&立刻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

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等等' !$彼得堡%

的独到之处在于& 别雷根据现实和艺术本

身的发展& 利用前人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加

以讽刺模拟性的再创造&在表现+沙皇统治

下彼得堡的覆灭, 这个传统的和流行的主

题时具有了新的内涵' "另一方面&得益于

对文学经典的讽刺模拟&$彼得堡% 通篇笼

罩着一种亦庄亦谐的气氛' 不仅如此&在靳

戈看来&别雷还力求各种艺术的融合&最大

限度地发挥长篇小说形式的艺术表现力'

!整个作品犹如一幅包罗万象的巨型绘画

或雕塑&别雷的手法时而简朴明快&时而沉

重凝重' 许多完全或基本相同的句子(段落

在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重复等等& 体现了别

雷对诸如对位(变奏(转调等音乐中作曲法

的技巧的借鉴和移植& 使得小说读来像一

部复杂的交响乐' "

事实上& 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

无论是$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还是 $彼

得堡%&都体现出了不合时宜的特点' 如果

说前者给古典俄国乡村唱了一曲挽歌&后

者则是唱给俄国城市的堪称空前绝后的

序曲' 以叶开的理解&别雷以及同时代的

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还能通过文

学的方式 & 在盛行整齐划一的美学的时

代&在写作中呈现出一种混乱的&不同步

的&乃至碎片化的美&这本身就体现了他

们的卓越之处&也是对我们当下写作很有

启发的地方'

当然&两位作家与时代的 !不同步 "&

也让他们的创作有了不同的遭际' $彼得

堡%问世后虽然走红过一段时间&但从别

雷逝世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这部作

品也渐渐被冷落了& 自 .(), 年以后再也

没有重版过' 苏联文学界直到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才对别雷以及他的作品重新发生

兴趣' 而布宁的创作也差不多到五十年代

中期&才开始受到重视'

显见地& 像别雷和布宁这样的作家&

和他们的时代之间有一种不协调性' 在张

闳看来)!如果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片

固化的废墟&他们的使命就要收拾这片废

墟&通过他们的语言的乌托邦&为特定的

时代提供某种远景&并担负起扭转乾坤的

使命&这恰恰体现出他们创作中一种整体

性的价值' "

布
宁

别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