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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归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特色,对其类型进行划分,发掘这些形象所具备的现代性因素 ,

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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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mmar ize character istics of small po tatoes by Dosto ev sky , classif y their t ypes, explore the

modern facto rs these images have, and reveal Dostoevsky∀ s classic natur e.

! ! 小人物 形象在 19 世纪俄罗斯小说中是

一个几乎所有作家都曾描写过的人物系列。从普

希金的 #驿站长∃ 开始, 对小人物卑微命运的关

注从未脱离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俄罗斯作家的视

野。他们或在作品中重点描写小人物被侮辱被损

害的悲惨命运, 或重在揭发官僚制度对小人物生

命力的扼杀, 其目的都是控诉社会的不公, 揭

开病苦,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为 19世纪俄罗斯的一流作家也没有忽略对这

类人物序列的描写, 但是他笔下的小人物除了具

备传统序列的特点之外, 还有自己鲜明的印记

% % % 那就是他们除了被侮辱被损害的遭遇之外,

还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考、反抗和救赎。

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漫漫黑夜中, 他们是走在十字

架下荆棘之路的芸芸众生。

俄国宗教哲学家谢 &尼 &布尔加科夫说过:

每个人的内心在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

实质上表明此人在他身上所相信的是什么, 不相

信的又是什么, 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本人在其内

心所体验到的是什么。 [ 1]
陀氏在作品中塑造的众

多小人物形象中就融入了自我的深刻体验, 灌注

着他对上帝的激情思考。作家把信仰上帝过程中

所产生的困惑、敌视和嘲弄, 乃至最后的皈依用

众多形态各异的人物加以多角度展现, 从而使他

笔下的小人物像一段段乐章演奏出一部低沉回旋

而又直指人心的信仰交响乐。在这部交响乐中,

小人物几乎就是每段乐章的主音符, 构成乐章的

主旋律。因此观察剖析他笔下的小人物是我们进

入陀氏艺术世界, 探寻其神秘之美的重要途径

之一。

一、作家笔下小人物的类型与特征

陀氏笔下的小人物,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

三个类型来予以考察。

首先从共时态考察他的小人物, 我们可以发

现在面对残酷境遇的压迫时, 他们都不限于传统

小人物的无奈呼号, 不限于控诉社会的不公对

待, 而更是表现出思考的特性。思考的果实就是

各具特色的思想。正如巴赫金所总结的: 我们

是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主人公, 又在主人公

身上并通过主人公看到思想。 [ 2]在社会的罪恶中

思考恶的根源, 恶的形成, 并在善恶人性中进行

抉择, 努力去过真正的生活, 这一切可以说是陀

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小人物的本质特征。但是

小人物们的这种思考和幻想在陀氏早期和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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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中是有变化的: 早期人物所带有的幻想和

思考是其形象不同于一般传统人物的特色之处,

而中晚期陀氏致力于区分幻想和实践, 希图通过

实践达到真正的基督之爱。

从历时态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陀氏笔下的小

人物自身亦有一动态的发展过程。从杰弗什金 %
高略德金 % 地下室人 % 拉斯科尔尼科夫 % 娜斯塔

霞 % 加尼亚 % 斯麦尔佳科夫 % 伊凡 % 梅诗金 % 索

尼娅 % 阿廖沙这些小人物形象发展来看, 他们自

身也经历了从忍受苦难到人格分裂、再到宗教净

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正好印证了陀氏自我宗教观

念的发展: 从对人间苦难的观照上升到对宗教信

仰的质询, 最后归于伦理意义的善性不灭普世情

怀。正如王志耕所言: 作家要在这些小人物身

上发掘出大人物的潜质, 发掘出在世俗秩序中处

于底层的人内心世界的神性同构。 [ 3] 8 3这种 神

性同构 随着作者对人性和神性的深入思考而赋
予了变化中的小人物形象, 使其呈现为三种类

型: 柔弱的幻想家, 愤怒的反抗者, 谦卑的基

督徒。

(一) 柔弱的幻想家

从 #驿站长∃ 里的维林到 #外套∃ 中的巴什

马奇金, 普希金和果戈理都曾对 小人物 进行

传神刻画。然而不同于他们的是, 陀思妥耶夫斯

基侧重于通过小人物的眼睛来反映他们眼中的世

界, 侧重于描绘他们在观察体验世界时精神意识

层面所产生的幻想和思考。

例如 #穷人∃ 中的杰弗什金在与瓦莲卡的书

信往来中倾诉自己生活的苦闷和贫穷, 自己周围

穷人的悲惨境遇, 以及在这种境遇下发生的一连

串思索。#同貌人∃ 中高略德金一方面幻想自己
的升迁之路, 一方面又时时加以掩饰, 在幻觉中

让小高略德金代替自己实施现实中种种羞于实践

的行为, 以达到某种曲折的自我实现。#地下室
手记∃ 中的地下室人更是沉迷于 二二得四 与

人的任性 等命题的质疑与辩驳中, 愤怒于既

定规则对人的多样性的否定。他认为二二得四已

经不是生活, 却恰恰是死亡的开始, 表现出在精

神层面上与 正常世界 的格格不入。这些小人

物面对强大而又无力反抗的现实时, 只有通过幻

想来慰藉痛苦的心灵, 在思考中尽情表达自己反

抗的愿望。他们的反抗多数停留在意识纷争的层

面而少有具体的实践行为。从这个角度又可见

多余人 的某种流韵遗响。与传统小人物相比,

这些处于陀氏创作初期的小人物一方面未能完全

脱离传统的影响, 表现为对传统形象安于现状、

妥协怯懦的性格继承; 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某种超

越传统、在精神和意识层面上进行反抗的特色。

这一点在地下室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 幻想和思考所带来的内外审视又表现

在几乎所有的陀氏小人物身上。这种幻想和思考

的特色促使小人物以某种独特的眼光审视自己,

审视他人和世界。这种审视恰恰是他们特有的反

抗方式, 也正是他们不同于传统小人物的特点所

在, 因此这些小人物具有了崭新的意义 % % % 一

方面他们的审视凸显了外部世界强大且残酷的压

迫力量与个人处于其中的无力和渺小; 另一方面

这种审视也展现了他们矛盾纠结的内心: 既想安

于现状, 又时刻感到痛苦, 既想奋起反抗, 又不

得不妥协恭顺。于是他们那一颗颗时时处于屈

辱、不安、矛盾、愤怒、分裂的心灵便成为陀氏

所凝神关注的 更高意义上的现实 。

此外, 这种幻想性的思考和精神上的反抗还

是陀氏走向十字架的荆棘道路之伊始。对上帝存

在与否的思考伴随了作家整整一生: 我是时代

的孩童, 直到现在, 甚至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

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

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 [ 4]
这

种深沉长久的精神苦痛之根基, 就是对信仰的神

圣认定和对人类的无疆之爱, 同时这一根基也成

为陀氏最终走向上帝的引路牌, 虽然这一路荆棘

密布, 险象环生。

(二) 愤怒的反抗者

如果说杰弗什金 % 高略德金 % 地下室人这类

小人物尚且停留在幻想中的反抗层面, 那么拉斯

科尔尼科夫 % 娜斯塔霞 % 加尼亚 % 斯麦尔佳科夫

则体现出行动的特质。#罪与罚∃ 中的拉斯科尔

尼科夫在 平凡的 和 不平凡的人 的比较中
决定奋起反抗自己面临的可悲境遇。他要做不平

凡的人, 自由地实现自我意志, 结果却在实现杀

人的 自由意志 后陷入更痛楚的精神分裂中。

娜斯塔霞和加尼亚同为 #白痴∃ 中的人物。前者
被大贵族收养后施以数年的玩弄最后被抛弃, 于

是她在生日晚宴上以嘲笑、侮辱、报复他人表达

自己忍受到极点的被欺凌被损害的愤怒。后者是

一个没落家庭的儿子, 以表面的忍耐、恭顺、谦

卑来隐藏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在婚姻选择中, 他

既服从于权威的安排, 又觊觎将军之女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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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妄图通过交换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至此,

小人物形象已走出柔弱的幻想家状态而走向对恶

的揭发和反思, 甚至是某种恶行的直接实施者。

如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 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

子斯麦尔佳科夫就在与伊凡的谈话中, 明确了自

己的思考并付诸于具体行动, 把这种反抗发展到

极致, 做出了弑父的行为。

在这个类型的小人物形象中, 作者重点描绘

他们深心中的风暴般的激情和由此产生的极端行

为。他们由于体认到社会罪恶对自我人生起到了

不可推卸的毒害作用, 产生了强烈的愤怒, 最终

选择了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存在。陀氏

刻画这些小人物的反抗, 一面呈现出环境对恶所

产生的激发作用, 另一面又写出人物灵魂深处的

撕裂纷争, 人性的善恶交陈和转瞬即变的极端心

理体验。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陀氏 不但剥去了

表面的洁白, 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 而且还要

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 5]

(三) 谦卑的基督徒

在由梅诗金 % 索尼娅 % 阿廖沙等所构成的第
三类系列形象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对宗

教的信仰和期待灌注其中, 在宗教救赎的背景下

完成对这类人物的塑造, 体现出作者的普世

情怀。

#白痴∃ 中的梅诗金公爵以基督的形象再临

人间, 虽然无力拯救他人和自我, 却给周围人带

来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震荡, 使他们终于看到了

一个真正的人 ; #罪与罚∃ 中的索尼娅, 则以

无限的牺牲精神来感召拉斯科尔尼科夫走上了流

放西伯利亚、亦是救赎自我心灵的上帝之路;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阿辽沙, 在佐西马长老

的引导下, 对上帝的信仰经历了崇拜 % 怀疑 % 坚

定的发展过程, 表现出基督徒自身的精神发展。

而谦卑, 则是打在他们身上共有的精神印记。

毋庸置疑, 这一类形象在陀氏的作品中或许

是最不光彩照人、最苍白无力的系列, 但是, 他

们精神上的谦卑博爱圣洁宁静, 却映照出陀氏的

救赎理想。没有他们的存在, 陀氏的神殿将缺乏

照亮荆棘之路的火光, 缺乏圣母玛利亚悲悯众生

的眼神。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个类型的小人物并非相

互隔绝, 而是并行不悖, 互相渗透, 互为支撑,

逐层发展的。第一类小人物特有的幻想性导致其

自我人格的分裂状态, 陀氏由此发展出双重人格

的创作主题。第二类小人物则在这种人格分裂的

状态下以一定的行动来表现对既定命运的某种抗

争和质疑, 陀氏由双重人格问题进而铺展到善恶

多面性和自由选择问题, 完成 罪与罚 主题的

多面演绎。第三类形象在旁观其他人物分裂和反

抗的过程中, 完成圣化自我信仰以及对他人的救

赎。陀氏把自己对人的 自由 命题的思考最终

引向了上帝, 完成了伦理意义上的探寻。这三种

类型的小人物形象之变迁, 恰恰体现出陀思妥耶

夫斯基自己对人性思考的逐层深入和日趋复杂。

从展现苦难到刻画反抗再到皈依信仰, 三类小人

物的序列发展恰好呈现了陀氏对宗教信仰从质询

走向皈依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把陀氏仅仅看成

一个宗教宣传家, 一个上帝的仆人, 相反, 在他

所探究的信仰之章中始终高扬着自由的旋律。他

所倡导是人对信仰的自由选择, 这种选择不是在

外在力量对人的奴役和强制中, 而是在内在自我

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感悟中付诸实践的。

二、现代性:小人物形象的超时代性

任何一篇关于现代文化的书或文章, 若忽

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似乎都会显得残缺不

全。 [ 6]陀氏的意义也在众声喧哗的争论中金刚不

灭, 流光溢彩。归根到底, 这与作家所创作的人

物所蕴含的时代性和超时代性密切相关。

传统作家在人物描写中往往突出人物的善良

正面的品性, 突出恶的戕害和压制, 以及在这种

压制之下人性的崇高与悲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则运用反向描写, 着重突出外部环境的强大和恶

的普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中重点抒写小人物的无

力感、虚弱感, 又写出他们身上的极端心理、分

裂意志。因此, 人物形象既带有某种特定时代的

表征, 又具备了超时代的普遍性, 成为影响现代

派种种主义的深海潜流。

这种超时代性或者说现代性因素在他的小人

物形象中具体表现为三: 凸显人的内在真实; 重

视偶然性因素; 对虚无思想的探疑。

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线所指向的重点在

人的内心而不在外部世界, 所以他笔下的小人物

的内在心理就时刻处于被审视与审视的状态: 一

方面, 他们的痛苦、潜能、欲望被作家和读者审

视, 在审视中读者既理解同情羔羊的无助, 又讶

异厌弃某些小人物身上的 恶性 ;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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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本身又处于不断审视自我和他人以及世界

的状态中。这种叙述手段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作品中存在着双重审视: 人们通过审视小人物

发现自己与小人物的相似相通性, 小人物通过审

视自我和他者, 完成与读者的交流和对世界多样

性的验证。陀氏表现人物的内在真实, 是通过致

力于刻画主人公时刻变化的思想, 以及发生在思

想中的辩驳和对话来完成的。如地下室人, 一方

面关注自我的内心, 着力强调不受他人制约和奴

役的个性独立; 另一方面他又时刻注视他人的目

光,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竭力确证自我的意义, 这

种确证很多时候发生在主人公的思想中。陀氏精

微的描摹出人物跳跃不羁的思想动态, 营造出内

在真实的心理画卷。由于重视展现挣扎于迷失和

困惑中的人的多面性和分裂性格, 陀氏的小说成

为文学 向内转 的风向标。他所致力于描摹的

这种 更高意义的现实主义 得到 20世纪众多

流派的认同, 如意识流文学就将这种对人物内在

心理真实的表现发挥到极致。

对偶然性因素的凸显实际上是对传统 人主

宰世界 观念的一种反拨。从古希腊开始, 西方

文学就热衷于歌颂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

出的勇气和力量。然而到了 19 世纪晚期, 文学

开始出现内转倾向。面对日益发达的工业文明,

人的内心世界却越发狂躁, 人们心中常激荡着困

惑和疑问: 是我主宰世界还是世界主宰我? 那数

不清的偶然性, 无法预料的突发性命运会将我们

抛向何方? 这样的生存意识给人带来的无力感、

虚脱感和局外感, 成为 20世纪文学吟咏的主流。

命运不再是必然性因素的逻辑演绎, 而是无数偶

然性的集合, 这是人类自身必将面对的生存

困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性, 就在于他敏锐地

意识到命运中的偶然性因素在个人生存中会起到

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在人自身的选

择中留下了痕迹。对偶然性因素的重视, 在其作

品中表现为对影响人物命运偶然性事件的设置,

以及人物由此意识到的命运不可掌握无法逆转的

悲剧感。例如 #白痴∃ 中, 梅诗金在火车上与罗

果仁相识, 以及后来与娜斯塔霞的相遇, 都带有

一系列的偶然性。罗果仁向公爵描述了娜斯塔霞

的某个性格侧面, 随后在将军家, 公爵再次听闻

娜斯塔霞的有关信息, 并看到娜斯塔霞的照片,

这些偶然性因素的设置, 为他理解并爱上娜斯塔

霞做了一系列的铺垫。随着情节的发展, 三者交

汇之处越来越多。公爵在与二者的交往中出现系

列幻觉, 这些幻觉又预示着娜斯塔霞的死亡。最

后女主人公死于罗果仁之手, 公爵与罗果仁守尸

一夜, 次日公爵旧病复发。在这样的情节演进

中, 我们发现, 偶然性在人物悲剧中起到了重要

的推进作用。命运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性的琐屑小

事导向的悲剧性结局。同样, 现代派文学中, 也

竭力凸显偶然性在人物命运中所占有的导向性地

位。比如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小说 #墙∃ 中, 主人

公的胡乱戏语, 恰恰实现了敌人搜捕革命领导人

的意图。作家运用偶然性巧合凸显命运的荒诞

性, 人处于其中的无可奈何之感。荒诞派戏剧作

家通过设置一系列偶然性事件在人生中的重复演

绎, 来表现人生孤独的主题, 等等。

虚无主义是陀氏致力于表现的另一个重要主

题。他所有的后期小说都会有一到两个以虚无主

义为自身精神标记的主人公, 最突出的代表就是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伊凡。虚无主义产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发现 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 [ 7]
。

伊凡秉持这样的思想, 处于精神无依的痛苦中。

他和阿廖沙争论关于上帝和不朽, 该不该在孩子

的苦难与眼泪上建造和平安宁的大厦, 以及描述

宗教大法官的故事, 都是在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难

寻信仰的灵魂孤独痛苦的呓语。在这质疑上帝的

表象之下, 恰恰是一颗苦苦寻觅能被确证的信仰

的矛盾心灵。他的不信仰正是将信仰视作无比神

圣的反证。因为他将信仰悬至于最高理想状态,

所以不希望有任何疑点和盲点存在于中。陀氏在

小说中将伊凡的理性和阿廖沙的信仰构成对比,

既表现出他对伊凡痛苦追寻的深深理解, 亦表达

出作家在理性探寻之后的发现。这种发现借由阿

廖沙之眼展现: 他内心满溢的狂喜渴望着自由、

空间和广阔。他头上是一望无际的广阔的穹苍,

其上布满了无声的闪烁的繁星。从天顶到地平线

依稀的银河幻成两道。清新而万籁俱静的黑夜覆

盖着大地, 教堂的白色尖顶和金色圆顶在青玉色

的夜色中熠熠闪光。屋旁花坛里秋天绚丽的鲜花

沉睡着等待天明。大地的寂静与天空的宁静相

交, 地上的奥秘与群星的奥秘彼此相通。 [ 8] 544在

作家看来: 生活就是天堂, 只要我们愿意理解这

个, 天堂和它所有的美丽就会立刻降临。陀氏认

为, 伊凡秉持的理性可以让我们清晰地思考世

界, 却不能让我们真诚地感受到生活的真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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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只有在信仰和爱中才能拥有一种新的视

力, 才能感受到每一步都有那么多美丽, 看一

个孩子, 看日落时分, 看草木的生长, 看凝视着

你而且爱你的眼睛 [ 9] 才能因感悟到生命的伟大

奥秘而把痛苦 渐渐转化成宁静、感人的欢

乐。 [ 8] 438
至此, 虚无思想被上帝之爱所战胜。

陀氏表现虚无思想的意义在于, 他超前性地

认识到虚无对人性和人生的重要影响, 甚至把它

看成是每个痛苦心灵的必经阶段, 然而虚无之后

的领悟却是他倾心高诵的赞美诗 % % % 在苦难中磨

砺, 在罪孽中救赎, 在信仰中谦卑, 在狂喜中皈

依。这就是陀氏的天堂之心。也正是这高悬的理

想和祭坛上的十字架, 使陀氏超越了虚无, 走向

了更壮丽的星空和海洋。 他在对苦难的描绘中

所传达的是他对整个世界恶的本质以及如何走向

善的深刻思考。 [ 3] 47所以没有在陀氏作品中读出

爱和善的人, 就没有真正走近过他的内心。

虚无思想也是 20世纪文学重点展现的内容,

然而在现代派种种潮流中, 虚无思想往往被扩散

成无边的文字和情绪, 充斥在各个作家的笔下,

传达出放逐上帝后现代西方人无所适从、焦虑不

安的精神状态。由虚无思想所带来的人物心理上

的焦虑不安和行动上的矛盾分裂是陀氏创作的描

写重心, 但它的终极目标是指向宗教救赎。20

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中心则是虚无所带来的人的

焦虑感、边缘感和游离感, 终极指向不是宗教救

赎, 而是体认人自身的异化和无意义性的存在,

这是二者的区别。

如同莎士比亚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说

不尽的, 但他又是可以多角度言说的。他笔下的

这些灵魂中演绎着各式风暴般的激情, 在各种思

想对话碰撞出的多维之悟的小人物所唱响的, 正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声部的信仰之歌。这歌声令

我们顺着作家那穿越时空的无垠视野, 去呼唤心

灵对真纯世界的复归, 渴望人类相爱的理想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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