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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世界三大著名的《忏悔录》之一。《忏悔录》是研究托尔斯泰世界观、人
生观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忏悔录》是托尔斯泰的心灵漂白、世界观巨变和精神升华的自白书，但也映射出

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性。《忏悔录》既坦诚了托尔斯泰的良知，也暴露了他的落后性。他比庸俗的作家们高出

百倍，他比革命志士却矮了半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寻求社会解放中却陷入困顿，这是托尔斯泰的人生悲

哀。《忏悔录》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便是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才能起先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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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世界三大著名的《忏悔录》之一。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奠定了

这位教父的神学史观之基础。①卢梭的《忏悔录》表明自然·自由·自主的创作原则是他一生的追求

及其成就的源泉。②那么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告诉世人什么呢？笔者以为，它反映觉醒了的知

识分子在寻求社会解放中陷入惘然与困顿，反映托尔斯泰思想矛盾与痛苦。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于俄国图拉省克拉皮文县，出身于贵族家庭。一岁半丧

母，九岁丧父，先后由二个姑母抚养成人。在喀山大学学习时，受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的影

响。一八四七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已领地上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尝试。后来在军队中服役，参加了克

里米亚战争。其间开始从事写作。一八五五年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病逝。
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很多，《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家喻户晓的名著。列夫·
托尔斯泰文学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顶峰。他的作品被苏联作家批判地继承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产

生巨大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激变，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完成

的《忏悔录》反映了他世界观的大转变。
《忏悔录》是研究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十分重要一部著作。不过要读懂它、理解它颇有

一点难度。为了更好理解《忏悔录》所表达的文思意境，更准确与全面地把握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

及思想，我们应当结合他的《论生命》、《论末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作品一并研读，这些作

品诠释了《忏悔录》反映出的复杂思想问题。
托尔斯泰生活在贵族家庭，据托尔斯泰估计祖辈留给他有六千多公顷地产和三百匹马，每年

有巨量的地租收入。另外他还有大量的稿费收入。他的家产有六十万卢布之多。须知，当时工人一

天劳动工价是30戈比。因此，托尔斯泰是过着养尊处优奢华的贵族生活。然而他却实然感到内心万

分痛苦，竟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他说：“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

田产，我不花气力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们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为人

称颂。我可以认为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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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好，在与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了活不下去的结论。”③他

几次想自杀。在极度因惑中，托尔斯泰探讨了宗教问题、生命问题、社会解放问题等等。然而，时时

处处托尔斯泰都在觉悟与迷惘交织的痛苦中挣扎，这就是《忏悔录》所体现的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

性与复杂性。爰就《忏悔录》所体现的托尔斯泰情感变化与矛盾交织作些剖析。
一 放眼社会，矛盾聚集，顿生绝命念头

托尔斯泰虽然童年时期父母双亡，由二位姑母相继抚养，但因为出身于农奴主贵族家庭，生活

十分优裕。年轻的托尔斯泰博览群书，思想活跃。促使他日后觉醒的首先是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早

在童年时代，托尔斯泰对宗教就不那么虔诚笃信，而是抱着随大溜、无所谓的心理。托尔斯泰先是对

教义的说教产生动摇，进而对教徒的伪善生活表示反感。他说：“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
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③他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

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自称不信教

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③在上大学时，托尔斯泰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

响，流露出离经叛道情绪，对宗教信仰持否定态度，以理智代替迷信。后来发展到自觉地抛弃宗教

信仰。他说：“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

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③声称“我脱离了宗教。”③

在俄国，东正教很流行，宗教信仰是人们精神支柱。托尔斯泰抛弃宗教信仰后，就以信奉个人

“完善”来填补精神空白。为了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当时他生活的动力就是个人奋斗，以便将来出

人头地。获取更多的金钱、名誉和地位遂成为托尔斯泰生活的信条与追逐目标。为此，他选择了当

作家的人生之路。这是一条发财扬名的捷径。他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是艺术家、诗人……为此人

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③托尔斯泰功成名就，名利双

收，享受神仙般生活。可是，当时俄国社会却是另一副腐败景象。道德沦丧、精神颓废、意识观念霉

变，一切都颠倒反常，怪象丛生。好人好事遭嘲笑，恶人丑事反倒受称赞，满目皆是怪事咄咄。当托

尔斯泰想做一个道德高尚人的时候，遇到的却是轻蔑、冷眼和嘲笑，十分难堪。相反，”只要我迷恋

于卑劣的情慾，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

都受到尊敬。”③黑白颠倒了，是非莫辨。托尔斯泰迷惑不解，内心痛苦。在这浑浊霉烂的社会里，托

尔斯泰做个“完善”的人的美梦被当头一棒，心灰意冷，不知所措。他说：“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

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
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
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

道德比较高尚的人。”③这里何等的病态社会。
在难堪而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托尔斯泰的灵魂被触动了，对自已所追求的作家生涯产生了

怀疑。他一方面愧疚自已当作家的不纯动机，坦诚那是受名利地位所诱的结果。”我们真正的、内心

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

纸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③另方面，开始观察注视同僚们的品格，惊奇地发现周围一群作家们不

堪入目，比自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

作的人，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

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③为此,托尔斯泰对自已所追求的作家生活

厌弃了，对自已孜孜以求信仰“完善”产生怀疑。“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已，终于我理解到，这种

信仰是骗人的。”③

宗教信仰抛弃了，追求做“完善人”的理想也破灭了，托尔斯泰苦苦思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③然而，生活在名流贵族圈子里的托尔斯泰，任凭自已怎样的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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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还是找不到答案的。于是他遂萌生厌世、憎恶生命的念头。托尔斯泰把这一切社会丑恶现象

都简单地归咎于生命的谬误。似乎结束生命就一了百了。由于众多社会矛盾的累压叠积，托尔斯泰

无力排解，焦燥郁闷瘀结心头。他迁怒于生命，顿生绝命念头。此时托尔斯泰感到“生命毫无意义。”③

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发泄大量蔑视生命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我的理智认为生命是不合理的。”③

“生命是荒诞的罪恶，这不容怀疑。”③他反复思考，得出结论是“清楚懂得了生命的空虚，过去、现
在、将来都是子虚乌有。”③托尔斯泰是看到社会腐败现实的知识分子，肯正视现实是他的进步，但

不知底里，彷徨无措，又是他软弱性表现。无奈之中他把对社会现象的不满转移到对生命的憎恶，

诚图以了结生命，即以自已的不存在来迴避社会现实的存在，自欺欺人地解脱痛苦。他说：“为了摆

脱这种恐惧，我想自杀……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 因此我想尽快地用绳索或子弹帮自已摆脱

它。正是这种感觉最有力地吸引我去自杀。”③自杀念头正是托尔斯泰悲观绝望的心灵回应与征兆。
托尔斯泰已经麻木了，对生命的意义全然不知，而且在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思维定势中，放大了个

人对社会的责任，夸大了自已救世主的能力。一旦感到回天无力，顿时丧失信心，就迁怒于生命，鄙

薄生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了活不下去的结论。”③“我声称，整个这种生命毫无意义，我活

不下去了。”③知识分子的患得患失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托尔斯泰又没有勇气自杀。自杀喊得震

天响，可又把绳索与子弹藏起来，生怕一时冲动失手走火而亡。他说：“了解了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

后，就停止生活，杀死自已，我懂得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自杀。”③“事实上，我们既坚信必

须自杀，又不下决心实行，那我们算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极端软弱、极不彻底的人吗？”③托尔斯泰把

自已矛盾、绝望、软弱的心境暴露无遗。《忏悔录》对这种心情做了详尽的描述。社会矛盾的聚集，黑

暗腐败的现实，使这位贵族知识分子内心深深自责，认识到这是农奴制的罪恶、并感到在这些罪恶

中有自已的一份,贵族难辞其咎，自已是贵族难脱干系。但又缺乏勇气与力量，看不到前途。所以，觉

醒后的托尔斯泰陷入逃避现实的现实主义者困顿。他几乎精神崩溃了。“我长久地处于精神失常的

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任和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这不是口头上讲，事实如此。”③几经

痛苦挣扎，后来他终于走出贵族生活圈，接触劳苦大众，扩大视野，思想情感发生变化，柳暗花明又

一村。
二 寻根究源，找到社会病因，独我觉悟

经过一番内心痛苦煎熬，托尔斯泰想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寻找答案。一八八一年托尔斯泰决定

搬到莫斯科住。他原来对俄国农村的贫穷有所了解，但对城市的情况却不甚了解。到了莫斯科，城

里的贫穷使他大吃一惊。他看到的是满街乞丐，有时是成群结队地站在教堂门口行乞。后来，托尔

斯泰走访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它是城市贫民中心区域。他目睹男男女女都是破破烂烂衣服，离奇

古怪的鞋子，满目凄切酸楚，令人心绞。托尔斯泰特地察访“利亚平夜店”，这是免费收留流浪汉、乞
丐夜宿的小店。里面又黑又脏又臭，人们贫病交加，惨不忍睹。贫困、愚昧、痛苦呻吟振撼了托尔斯

泰的心灵，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城市的现实呀。社会的确是一个大课堂，托尔斯泰深受教育与洗

脑。“利亚平夜店”促使托尔斯泰对社会有更深层的了解。当他目睹成千上万的贫民在饥饿、挨冻、
受辱时，才懂得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托尔斯泰的心更激烈的愧疚，自责说：“当莫斯科有几万个这

样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吃里脊肉和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匹和铺地

板……这就是犯罪，并且不是一次性的犯罪，而是经常不断地犯罪。”③“我在利亚平夜店看见那些

又饿又冷的人时第一次体验到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对这种情况是有罪的，象我这样生活

是不应该的，一千个不应该，一万个不应该……唯有这一点才是真理。”③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社会

现实的洗礼中开始转变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对贵族富人的奢侈生活进行了谴责鞭挞。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贫苦大众的凄惨生活情况，托尔斯泰自动报名参加当时莫斯科的人口普查工

作，并要求能到最贫穷的地方去调查。“借人口调查之便走访所有的贫民窟，除进行人口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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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要与不幸的人们交往，详细了解他们的需求……”③当局允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被派往最

贫穷的勒然诺夫城堡去。托尔斯泰说：“我早就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象是一个最可怕的贫穷和堕

落的巢穴，因此特意请求人口调查的发起者们把这个地段指定给我。”③当局遂了他的心愿。
百闻不如一见，托尔斯泰亲临勒然诺夫城堡。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这里住着一群各式各

样的人，有木工、马车夫、洗衣女工、小贩、鞋匠、落魄者，妓女、病残者、酒鬼、乞丐等等三教九流之

辈，属城市居民的底层。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城市赤贫状况大大超乎托尔斯泰的想象。这不仅使

托尔斯泰视野扩大，更深切了解社会黑暗现实，也促使他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与提高。他说：“当我

于一八八一年搬来莫斯科住时，城里的贫穷使我大吃一惊。”③“以前对于我就是陌生而奇怪的城市

生活，现在更加使我厌恶，以至我原先当作快乐的奢侈生活的种种乐趣，现在对我来说就成了痛

苦，”③“我的全部生活却都是恶。”③显然，经过一系列的深入社会实际调查，托尔斯泰受到一次次的

教育，灵魂触动了，思想受到洗炼与净化，认识进一步得到提高。于是托尔斯泰已不再停留在同情、
自责的水平上，开始思考深层问题，即寻找社会不公的性质与原因，想找到答案。③“因此我开始思

考城市生活和城市贫困的性质。”③能够自觉思考社会贫富不平等的原因，探究社会不公的性质，说

明托尔斯泰思想认识已发生飞跃，向着理性方向发展进步。
经过不懈努力，刨根究底，托尔斯泰终于找到答案，即土地私有制、金钱奴役、权势奴役是造成

俄国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原因。感性认知终于上升到理性认识，思想得到升华。
了解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俄国社会原来大量残存农村公社，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土地村社公

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农村公社逐渐瓦解了，土地村社公有遭到破坏，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

流落城市，靠做农民工糊口或当乞丐。了解城乡贫困化的托尔斯泰，终于悟到土地私有化是罪魁祸

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是俄国城乡贫困化的直接原因。他说：“这些劳工被夺去了土地和劳动工具

并被赶去使用他人的劳动工具。”③“正是前两个因素———土地和资本不在劳动者手里而在其他人

手里这一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极其复杂的组合关系，造成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奴役。”③土地

是农民的命根子，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流落城市，成为城市贫民与乞丐。剥削阶级掌握

了生产资料，从而可以剥削与奴役赤贫者，这就是事物的本质，是城市贫困化与社会不公的根本原

因。托尔斯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了不起的觉悟。
勤于思考的托尔斯泰似乎不满足于对土地所有制这个认识。经过他的考察研究，他认为金钱

也是奴役现象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他批驳了经济学家把金钱当作纯粹的交换工具及劳动等价物

的观点，认为这是为统治者辩护的欺人之谈，是伪科学。他说：“在普通人看来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奴

役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金钱。但科学却否定这一点，说金钱只是交换工具，和奴役人毫无共同之

处。”③托尔斯泰指出：“财富的分配，此及剥夺一些人的土地和资本，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都取决

于金钱，现在一些人仅仅是通过金钱享有另一些人的劳动，也就是奴役他们。”③“我看到，金钱本身

不但不是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恶，它剥夺了人们的主要福利———劳动和享受自已的劳动。”③托尔

斯泰对金钱的认知是摆脱学院式的研究，着眼于社会实际，因此摆脱纯理论的学究束缚，不拘泥于

书本，看重社会效应。平心而论，社会存在不平等，金钱不可能只是中性的中介物，金钱对人剥削

人、人奴役人会起屠刀作用。谁掌握了金钱谁就握住刀柄，迫使身无分文的穷人就范。金钱的确已

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托尔斯泰的认识更具深刻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在对土地私有制、金钱奴役认识的基础上，托尔斯泰进而思考土地私有制及金钱会如此肆虐

穷人的背后因素是什么。“科学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些人被剥夺去了土地和劳动

工具而另一些人拥有它们。”③经过研究，托尔斯泰揭露出权势是一只看不见的背后黑手。靠政权的

力量与暴力，一部分人可以掠夺另一部分人，使一些人发财，另一些人一无所有陷入赤贫。权势是

造成社会出现奴役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说：“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根本原因仅仅在于一个人能够

16



第 6 期

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他只要牢牢抓住这个令人生畏的地位不放，就能强迫另一个人去执行他的

意志。”③只要还有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可以凭他得到承认的权利杀死任何一个别的人，就会有不正

确的财富分配即奴隶制存在。”③庞大的国家机器行使着生杀予夺的镇压之权，暴力的淫威支撑着

贫富不均及社会不公的罪恶政治体系。一言以蔽之，权势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总之

一句话，哪里有刺刀支持的暴力，哪里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配，财富就会全数流入强暴者的

腰包。”③在暴力横行的天下，金钱失去等价物的尺度。金钱作为交换手段的中介物功能被弱化，被

权势磁力吸走，向统治者倾流。“可见，只要有暴力，金钱就不可能充当真正的交换手段，因为它们

不可能是价值的尺度。”③托尔斯泰终于找到贫富不均、社会不公产生的原因，即土地私有制、金钱

奴役、权势奴役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痼疾的根源。至此，托尔斯泰觉悟了。已经达到理论上认识。令

人敬佩的是,正当贵族老爷们纸醉金迷时，托尔斯泰独我觉悟，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能够从理论高

度揭示俄国社会贫困化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只有理论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从而也是深刻的认

识。终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获得根本改变。但是，认识社会是一回事，改造社会又是另一回事。改

造社会不仅需要理论，还要付诸实施，并受实践的检验。知行一致才是彻底唯物主义者。觉悟了的

托尔斯泰为寻求救世良药，寻找解放社会的方案又陷入迷惘困顿与痛苦。《忏悔录》表达了贵族知

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矛盾痛苦心情。
三 摸索出路，彷徨无措，再陷困顿

找到社会病根，觉悟了的托尔斯泰本该精神振奋，生气勃勃，为真理而奋斗，为俄国的解放事

业而献身。可惜的是在寻找社会解放的道路时，他踌躇不前。他不与革命者为伍同路，精神彷徨无

措，深陷困顿与矛盾痛苦之中。托尔斯泰的思想波折起伏，情感复归，回头寻求宗教的慰籍与解脱，

对先前鄙薄的生命又怜惜起来。如果不仔细研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作品，了解托尔斯泰的

高尚品格，那很可能对《忏悔录》会产生不理解，误认为《忏悔录》是信口雌黄，朝三暮四，前面大骂

生命，后面却宝贝起生命来，成了臆说。其实不然，《忏悔录》乃是认真严肃的作品，只是由于知识分

子的软弱性以及贵族阶级的局限，不能走革命道路，托尔斯泰必然表现出矛盾复杂的心理与落后

性的一面。
托尔斯泰早在青少年时代对宗教信仰就产生怀疑。他后来一系列的思想感情变化是肇始于对

宗教的怀疑。进而怀疑生命的意义，鄙视生命，一直想自杀，结束生命的存在。虽然后来认识到社会

不公的病根，可是由于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的理论认知带有自发盲目性，靠良知支

撑，无法达到科学高度。托尔斯泰缺乏科学理论力量，思想有些苍白无力。另外，托尔斯泰虽然深入

贫民窟了解贫苦大众的实际情况，接触了劳苦大众，但没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产业工人还

不甚了解，因此缺乏力量与勇气。他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但找不到解放他们的方法与阶级力量。
他自已想出来的灵丹妙药，闭门造车，都是空想主义的东西，于事无补。

难能可贵的是托尔斯泰在找社会病根时，接近真理。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症结所在，认识

到统治阶级的权势是幕后黑手。他说：“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所有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权几乎是

当代社会一切活动的目的，它几乎主宰着我们世界的一切活动。”③又说：“那些法官和警察保护着

的也正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万恶的根源。几乎全世界都忙于分配所有权，保障所有权。”③这是多么

深邃与睿智的思想呀，这是了不起的卓识，几乎接近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揭示。可是如何解决生产资

料所有制问题呢？托尔斯泰心中茫然无措。他所构想的一套方案与马克思主义恰是背道而驰。
托尔斯泰认识社会不公的根源，表明世界观的大变化。照理说他的思想应当继续进步与升华，

成长为一位革命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托尔斯泰的思想却辄然而止。他的情感比较复杂，在

寻找解放社会的出路与办法时，害怕革命，思想又复归从前，退化为既信仰宗教，又爱惜起生命来，

令人啼笑皆非。托尔斯泰的言辞令人吃惊。他说：“我记得，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时候，我才活着

夏祖恩：谈托尔斯泰《忏悔录》的思想矛盾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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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就是生命。”③“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③“活下

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③还说：“我对宗教信仰的态度，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

……只有宗教信仰的原理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③“任何宗教信仰的实质都是赋予生命以不朽的

意义。”③这些话出自于原先声明脱离宗教信仰的托尔斯泰之口真令人惊愕不已。本来怀疑与不信

宗教的托尔斯泰现在居然对上帝与宗教顶礼膜拜起来，赞美颂词溢于言表。说什么“我对自已说，

宗教信仰的意义，和具有理智的人类一样，都发端于神秘源。这个源就是上帝，是人体及其理智之

源。我的身体是上帝传佮我的，我的理智和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这样传给我的。”③“为了活下去，我那

时非有宗教信仰不可。”③“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③托尔斯泰承认“尽管有些怀疑和痛苦，我仍

然信奉正教。”③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从宣布自已脱离宗教，抛弃正教，到又信奉正教，托尔斯泰

的思想是如此的起伏变化，感情复归，企图从宗教信仰中麻醉自已，可以忍受眼前的痛苦与贫穷，

把幸福寄于上帝国（天国）的乐园，从而摆脱人类的苦难。托尔斯泰崇尚教义，因为教义声称在宗教

信仰中人人皆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实现人类平等。同时上帝教谕人们不要积攒财产，

把钱财捐献出去。托尔斯泰认为藉此可以消除贫富不均，消除社会不公。因此，托尔斯泰似乎从宗

教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鼓励人们都去信教，从而达到解放社会的目的。真是异想天开。觉

悟了的托尔斯泰又坠入迷惘深渊。
同样，托尔斯泰对生命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先托尔斯泰天天想自杀，“有一年

之久我几乎每时每刻在问自已，要不要上吊或开枪自杀？在这段时间内……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

感情折磨着。”③在接触贫苦大众后，他豁然开朗，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比较积极一些。认为不应当在

贵族寄生虫生活中谈论什么生命价值与意义问题，应当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价值来理解生命意

义。他说：“为了理解生命，我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

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③应当说托尔斯泰这时对生命的

理解比较乐观、开朗与积极的。可惜，曾几何时，当他恢复对宗教信仰之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发生

变异，从劳动人民身上的生命意义转换到上帝给予人类新生命的意义。信东正教以后，托尔斯泰又

活跃起来，充满信心。“这样，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复苏了，我重新开始生活。”③“我摆脱了自杀的念

头而得救。”③前后判若两人。在宗教思想指导下，托尔斯泰运用奥古斯丁神学二元论玄学哲学炮制

出“二元生命论”理论。托尔斯泰把人的生命划分为动物人的生命与理智意识人的生命二种。动物

人的生命是会生老病死的， 是痛苦的，这种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理性人的生命就是信仰上帝宗教

的生命，是幸福的，永生的，是唯一的真正生命。在完成《忏悔录》之后，托尔斯泰于1886—1887年撰

写了《论生命》—文，阐述“二元生命论”。在托尔斯泰眼里，人身既作为动物人的躯体，又是理性人

生命的载体，所以活着的人，他既是动物人又是理性人。动物性躯体从属于理性规律。他说：“生命

是服从理性法则的动物人的活动，理性就是动物人为自已的幸福应该服从的规律。爱则是人的唯

一理性活动。”③托尔斯泰任为，只有当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死亡和痛苦。如果

人们走向为他开启的、服从理性规律、表现在爱中的人生道路上去，那就既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
显而易见，托尔斯泰的生命观是融于宗教观念之中。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基本精神就是“神爱世人”。
托尔斯泰根据基督教教义，倡导爱的哲学。“爱是真正的生命唯一充实的活动，“爱的感情是从属于

理性意识的人身活动的表现，”“不懂得自已的生命意义何在的人不可能有爱的感情表现，”“真正

的爱是根本抛弃人身幸福的结果。”人与人应当相爱相助。托尔斯泰从教义的爱的精神角度阐述生

命的意义。在崇拜上帝之中领悟生命的意义。这是消极的、非科学的思想认识。觉悟了的托尔斯泰

又沉醉于宗教信仰。籍宗教信仰、宗教之爱来解放社会、拯救人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相去甚远。表明托尔斯泰在寻找社会解放的道路时深陷困顿，无力自拔。
此外，托尔斯泰还精心设计出一套实现人类平等的实践方案。在他看来，人的不平等表现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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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不平等。穷苦人每天都在干自已不乐意干的事，从事不愿意做的劳动。一旦人人劳动平等，从

而消除剥削，实现人人平等，实现社会公平。只要每个人每天都合理安排劳动时间，过同样的生活，

劳动成为乐趣而不是苦活，这样人与人就平等了。于是他苦心设计作息时间表：“就是把一天中的

一部分———第一股子劲———用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第二部分用来从事脑力劳动，第三部分用来从

事手工劳动，第四部分用来与人交往。”③“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消灭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错误分工，

才能建立起不会破坏人的幸福的正确分工。”③多么天真可笑的方案啊？这个方案幼稚到不懂得社

会存在人的素质、文化程度、行业特点、技术要求等等差别，居然要求全社会每天按程序从事同样

的劳动，每个人照一个模子轮换、交替工作。人们不禁要问，这行得通吗？显然，这种改造社会，解放

社会的方案是乌托邦。从中可以透视出托尔斯泰思想困惑到何等程度。
托尔斯泰《忏悔录》是用一个梦来结尾的。这是意味深长的。他梦见自已悬挂在无底深渊之上。

头往下看，毛骨悚然，感到极端可怕与恐惧。头朝上看，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就忘掉害怕。“下面的

无限性使我讨厌和害怕，上面的无限性使我感兴趣和坚定。”③梦既有宗教喻意，只有天国才是幸福

的归宿，否则掉到十八层地狱无底深渊。梦也暗示托尔斯泰一生的追求虚幻如梦。因此，梦是托尔

斯泰拯救社会的愿景，也是自已人生的哀叹。
托尔斯泰一生受痛苦折磨，《忤悔录》之后二十多年，他都是处于悬挂在深渊上煎熬，始终没能

找到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提不出解救穷人的科学办法。最后因处置家庭财产问题与家人发生激

烈争执，在愤懑中他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在十一月的深冬季节，病逝于一个小车站，了结了困顿的

一生。
托尔斯泰是开明的有良知的贵族出身知识分子，痛恨自已贵族寄生生活，忧国忧民。先知先觉

的托尔斯泰把解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可是来世天国乐园掩盖不了眼前的社会黑暗。
思想充满矛盾。他的一生正处马克思主义诞生与发展时代。他不象普列汉诺夫、列宁那样接受马克

思主义理论。因此在解决俄国社会问题上一直是彷徨无措。托尔斯泰是游离于俄国革命洪流之外

的爱国志士，他反对用暴力推翻反动统治，没有选择革命道路，结果只能在痛苦、困顿中了却一生，

惜哉。托尔斯泰逝世七年之后，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历史事实否定了托尔斯泰的乌托邦幻

想。
《忏悔录》是托尔斯泰的心灵漂白、精神升华与世界观转变的自白书，是富人的良心谴责、发泄

对社会愤慨的纪实真言。但是知识分子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已，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只能是一事无成。徒有一生悲愤，落得凄切归阴。《忤悔录》既坦诚了托尔斯泰的良知，也暴露了他

的落后性。他比庸俗的作家们高出百倍，却比革命志士矮了半截。托尔斯泰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

家，但他救世思想是不现实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寻求社会解放中陷入迷惘困顿，这是托尔斯泰

一生的悲哀。逝者如斯乎，在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的今天，《忏悔录》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只有接受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才能起革命先锋作用。然而，恰恰在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托尔斯泰遗忘了

忏悔，这是他客死他乡，至死不悟的悲剧。
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世界伟大的现实主义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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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Contradiction of Tolstoy’s Confession
- - - Centennial of Tolstoy’s Death

XIA Zu’en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Fujian 350300)

Abstract: Tolstoy’s Confession is one of the three famous Confessions. Tolstoy’s Confession is the im－
portant work for us to study Tolstoy’s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From the book Confession we can
find Tolstoy’s inner world and the change of his world outlook and his thought of contradiction. Tolstoy
was much better than vulgar writers but less than revolutionaries. The book Confession showed us that
only accepting the theory of Marxism can intellectuals lead a pioneering role.
Key words: Confession, thought contradiction, theory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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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启 事

本刊编辑部主任薛世平编审在完成本期学报编辑出版任务后将正式

退休。薛世平老师于 1987 年 9 月调入本校从事学报工作至今已 23 年。本

刊一路走来，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健康地成长，得力于长期以来广大作

者、读者及各届校领导始终如一的关怀和支持。临别之际，他本人特委托

本刊编辑部向广大热心支持和关心本刊工作的新老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

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赐稿。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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