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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是托尔斯泰于 1889 年至 1899 年用十年

心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托尔斯泰思想和创

作的总结，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是成就

托尔斯泰成为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名

的奠基之作。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的热情暴露

达到了最高峰，他作为俄国千百万宗法式农民利益

的代表者所抱的社会政治立场表现得最明确；同时，

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用他的宗教道德方案来挽

救人类免于一切邪恶的尝试也暴露得最为清晰。因

此，他被列宁称誉为“最清醒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

家”。[1]

《复活》这部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形象，

其中，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以其欢笑、爱情、哭泣和痛

苦，最感动世人。玛丝洛娃的形象是俄罗斯民族精

神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了解

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窗口。
小说《复活》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

的庄园里诱奸了农奴的私生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

后就抛弃了她，玛丝洛娃怀孕后被赶出庄园。她多

次给富人当女工，在受尽歧视和凌辱之后，沦落为妓

女，后又被诬告犯了谋杀罪而入狱。在法庭上，聂赫

留朵夫作为陪审员重又遇见十年前被他奸污过的玛

丝洛娃，内心受到谴责。他决心赎罪，为玛丝洛娃奔

走上诉，并打算和她结婚。在奔走失败后，就跟玛丝

洛娃一同去西伯利亚。在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下，

玛丝洛娃改正了多年来养成的不良习性，并重新爱

上了聂赫留朵夫，但她不愿拖累聂赫留朵夫，而与一

个流放的革命者西蒙松结合了。

一、迷途使其形象丰满

玛丝洛娃是列夫·托尔斯泰人物画廊中最出色、
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的

形象。托尔斯泰第一次把这样一个出身低贱的妇女

作为作品的正面人物来写。他怀着同情、严肃和激动

的心情刻画了玛丝洛娃的形象。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一个牛棚下诞生的农妇

的私生女。由于女主人的收养得以以婢女养女的身

份出入地主贵族之家。她的迷途缘自于内心纯洁爱

情的破坏和生活的迫害。从纯洁开始，发展到肮脏，

最后到“罪恶”，经历了一波三折。少女时代的玛丝洛

娃是一个像水晶般纯洁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聪明伶

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而且保持了劳动人民淳

朴、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待人热情真诚，怀着孩子

般的信赖。这个时期的她，只知道用一颗美好的心去

爱人。
最初她与聂赫留朵夫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

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并使她怀

孕了。当怀孕的玛丝洛娃拖着疲乏的身子，冒着风

雨，前来看望路过的聂赫留朵夫时，而他却在灯光明

亮的车厢里打牌饮酒、寻欢作乐，把她忘得一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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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玛丝洛娃触景生情，善良的她开始对爱产生了

怀疑。
随后玛丝洛娃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

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滚，刚刚步入社会的她

就感受到了人生的悲苦和社会的残酷。这时的她对

生活也产生了怀疑。
什么才是生活的意义？爱情的真诚被蹂躏，生

活中的她看不到诚实劳动的价值，朴实的人民在受

苦，但贵族老爷们却坐在灯火通明的火车里玩乐。
难道这就是生活吗？人生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最终她滚进了火炕，沦落风尘，过了七年非人的

生活。
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

监狱，押上审判台。这时玛丝洛娃终于“放声大哭”：
“我没罪，没罪啊！这是冤枉人。我没犯罪，我没起过

那种心，我想都没想过”。[2]接着又是“放声大哭”。
这是她心中最悲戚的哭声。
其实即使在最为惨破的社会底层，她还是没有

失掉真诚、善良、自尊的可贵本性。她是那样善良，

那样厚道，即使在她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

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

也不能坦然进餐；她有极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使

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的蹂躏，从而产生反抗和

报复的念头。她作践自己，当上妓女，以这样的方式

对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一度爱

过她的聂赫留朵夫进行报复。而现在的性质就不一

样了，如果她真的以杀人犯之名被冤入狱的话，那她

就连这最后一丝尊严与最为卑微的反抗的权利也失

去了。面对这一切，玛丝洛娃怎能不悲痛欲绝？现在

的玛丝洛娃比任何时候都迷茫无助。
所以，她最初在探监人员中认出聂赫留朵夫时，

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习惯成自然地露出媚笑，她讨

好聂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帮助她早日脱离监狱，回到

妓院，同时从这位阔老爷身上多弄几个钱。她趁监

狱长不注意，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十卢布钞票藏起来。
其实这是她本质上最不愿做的，可这时的她已被生

活折磨得关闭了最初那颗自我审视的心。
当然玛丝洛娃的本质毕竟还是善良纯洁的，虽

然她一时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但是她美好的本质却

仍然埋藏在她心底最深处。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

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

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

戈比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去。这个羞涩的表情像

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仍豁露出她纯洁的天性。
由此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对玛丝洛娃“迷途”的

描写，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幼稚和对爱情的朦胧这个

层面上。由玛丝洛娃沦落风尘，变成一个妓女，过上

非人的生活，使我们更进一步看清了她受生活所迫

的艰难境遇，特别是社会对她的歧视和践踏。更让人

难以置信的是，在当时的俄国，整个社会失去了公平

和正义，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欺骗和陷害。而现实的主

人公玛丝洛娃却始终没有丧失掉一颗善良、纯朴的

心。[3]作者就是把人物放到这样一个多侧面的社会

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物的多侧面。因此，我们

感觉到迷途的玛丝洛娃的命运是那样的坎坷不平，

形象是那样的丰富而令人回味。

二、探索使其精神可贵

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形象的魅力是一种能够唤

起人们对生活、生命热爱的力量。玛丝洛娃这一艺术

形象的价值，绝不仅仅停留在对她迷途的铺陈之中，

绝不仅仅停留在对当时俄国社会黑暗、不人道、缺少

公平、正义的控诉和血淋淋的展示之中。其价值在于

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即主人公人性的复活，进

而展示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力的赞美。
基于此，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让我们看到

了她那颗纯洁、勇于探索的心是什么力量也压制不

住的。即使她曾坠入命运的谷底，一旦给她一个契

机，她就会燃起灵魂的火焰，照亮自己前行。
所以，当她面对聂赫留朵夫喋喋不休地说要赎

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结婚的时候，她虽然不相信他，

对他非常反感，以致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骂道：“你

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

干什么？”[2]但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玛丝洛娃恢复

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天起，她那颗被苦难折

磨得麻木的心开始复苏了。她在是报复还是宽恕的

心灵矛盾之后，选择了宽恕。她明白了，生活的本质

在于宽恕。
生活不久就向玛丝洛娃展开了它的另一面。在

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的途

中，政治犯西蒙松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

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种可贵的感

情唤醒了玛丝洛娃的自尊心，并唤醒了她对于自己

未来的热爱。
在她的心中，那些政治犯“都好得出奇”。她虽然

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是

这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对西蒙松

的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在

这份感情中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找到了平等

与人性的尊严，而这对于具有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

本性的玛丝洛娃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才是

她最该走的路，是她以后人生的方向。
众所周知，俄罗斯民族处在一个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上，他们的民族性格上打上了

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烙印，他们具备了东西方民族所

具有的很多美好的品质：真诚、热情、勇敢，更为可贵

迷途、探索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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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对人生对社会的不懈探

索精神。他们常常会问自己，向社会提出“怎么

办？”、“谁之罪？”等问题。而往往由于他们的勇敢与

热情使其在探索中误入歧途，但反而正是经过了这

些大风大浪，他们才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找到了

自己的价值。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就是这样一

个勇于探索的人，她因探索使其人性和尊严复活。

三、救赎使作者与人物一同走向完善

托尔斯泰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探索，他不断向

自己的灵魂拷问，希望可以探索出人生的意义。他

对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这一人物的刻画，也体现了他

的这种探索的过程。玛丝洛娃从迷途经过探索最后

得到救赎，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探索的可贵。作

者对玛丝洛娃的救赎方式是让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在于宽恕，自由的灵魂无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能

绽放光芒，让她最终选择了与革命者西蒙松的结合，

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玛丝洛娃的思想认识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于自

己一生探索的总结。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世界观

已彻底从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向了宗法制农民的立

场上。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另一

方面却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如果人生中

真的有那么多不幸，而我们必须去面对又不能改变

的话，那么要想救赎自己，唯有用一颗宽恕的心。他

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的因素，只要你愿意去感

化他，最终世界上的人都是道德完善的人。那么这个

社会就不会有什么黑暗和不平等了。小说的最后，玛

丝洛娃用一颗无私的心宽恕了聂赫留朵夫，并在人

民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作者让主人公与他一道走

向道德的完善。

Losing her Way, Exploration and Self-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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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lstoy depicted in his novel Resurrection Mathlove as an insulted character who went wrong. Los－
ing her way makes the image of unsophisticated and kindhearted Mathlove more colorful. Losing her way doesn’t
bring about her downfall, but makes her explore constantly the revival of human nature, and ultimately leads to
her self-rescue, on which the writer’s philosophy of the world and of human life based to some extent, that is,
the writer, together with the heroine, pursued ego integrity in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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