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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的前苏联文坛 ,出现了 30多年间从未有过的活跃局面 ,许多在 20～ 30

年代遭到冷遇、镇压或者 40～ 50年代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家相继恢复名誉 ,大量长期被束之高阁的
遗著、旧作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苏联文学界 ,这一鼓动成为 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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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 he end of the 1980 's , there has been an active sit ua tion o f t he f ormer Soviet 's
li terat ure field , w hi ch had nev er exi sted during the past thi rty yea rs. So many w ri t ers who had
been ig nored and put dow n i n the 1920 's and w ho had been criti cized inaccurat ely i n the 1940 's
and 1950 's had reg ai ned thei r reputati ons. A lo t of o ld w ri ting s ev er been fo rbidden or negl ected
had made a no table i mpact on contemporary Sov iet 's li terat ure field, and th e m ov ement had been
a prelude o f the di so rg ani za tion o f fo rmer Soviet in the 199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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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这一切最早在一部分不满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

现状 ,最少保守观念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特别是

解体一系列重大事件 ,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
令人震惊! 冷静地回顾 8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急剧变
化的现状 ,我们一定会意识到: 作为苏联社会上层建

作家的思想 ,他们一方面积极要求为那些历史上受
过错误批判的作家恢复名誉 ,发表其作品 ;另一方面
大胆揭露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消极现象。 而且舆论工

筑、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苏联文学已经向世人昭示: 一
场大的社会变改必然到来。

具本身也逐渐受到影响。随着书刊检查制度的取缔 ,
文学界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活跃局面。 第八次全苏

1987年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思维》一书中指
出: “社会科学家目前还未提出任何完整的东西 ,社

作家代表大会前后 ,古米廖夫的作品开始发表 ,帕斯
捷尔纳克遗产整理委员会也宣布成立。 1986年底 ,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停留在习惯的概念上 ,与生活
的辩证法不相协调。 哲学和社会学落后于社会实践

《旗》杂志推出了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任命》 ,此后
一年多时间里 ,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一些大型文

的需要。历史学也面临着根本改革的任务 ,因此需要
以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对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和业已

学刊物接连发表了创作于 20世纪 20～ 70年代的大
量文学作品。一时间 ,杂志的大多数版面上 ,旧作、遗

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 “需要使社会政治

著纷呈 ,凡是曾被禁止发表的作品都成了编辑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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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手货 ,广大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发表作出了热烈的

作于 20年代初、幻想讽刺性长篇《我们》也终于问

反映。

世。综观这样一些作品的内容可以发现 ,它们所以直

一

到那时才得以发表 ,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 一是涉嫌

舆论工具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贯彻 ,展

“诽谤”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制度 ; 二是它们所“暴
露”的多是苏联历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在这些

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 ,这对经济、政治领域的固有状

问题上 ,历史学家尚未得出切实的结论。在捕捉历史

况造成了很大触动 ,由此又为冲破文艺界的局面创

上的这些“空白点”时 ,作家们的目光大凡是敏锐的 ;

造了条件。 因此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 ,许多在二三
十年代遭到冷遇、镇压或者四五十年代受过错误批

但是在表现宏大的历史事件时 ,他们又无不囿于一
定的个人生活视野。当时为了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新

判的作家如古米廖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帕斯

思维” ,苏联领导人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历史上一些需

捷尔纳克等被接连恢复了名誉 ; 一些重要的文学作
品在湮没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得见天日 ,其中包括《我

要填补的“空白” ,也就是说 ,如果不对这些“空白”进
行适当的填补 ,就无法使人们相信公开性原则。正是

们》、《初生海》、《基坑》、《狗心》、《亚当夏娃》、《安魂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在当时发

曲》、《不灭的月亮》等等 ; 与此同时 ,一些侨民作家的

表的作品应运问世了。舆论界对此作了大量宣传 ,不

作品也从不见容于正统文学的异端变成了民族的精
神财富 ,被介绍给苏联读者: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

少作品尚未刊出 ,图书馆里登记借书的人们已经排
起了长蛇阵 ;作品发表后 ,也的确在读者中和评论界

《保卫卢仁》和一些诗歌先后发表 ,梅列日科夫斯基

引起了广泛反响。 在发表遗著、旧作的同时 ,一些作

的六卷集接连出版 ,十月革命时流亡西方并在卫国
战争期间仍坚持反苏立场的女诗人吉比乌斯的诗作

家仍在继续推出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的作
品 ,如阿斯塔非耶夫的《忧郁的侦探》 ( 1986)、艾特玛

也出现在杂志上… …大量长期被束之高阁的遗著、

托夫的《断头台》 ( 1986)、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边》

旧作猛烈地冲击了 1987年的苏联文坛。在这股发表

( 1986)以及拉斯普京的《火灾》 ( 1985)等。 这批作品

遗著、旧作的热潮中间问世的 ,既有写于半个世纪以
前的作品 ,如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布尔加科夫的

是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苏联文学发展进程
的延续 ,无论就其反映现实的魄力还是艺术表现手

剧本、古米廖夫的诗歌 ,也有作于 50～ 70年代 ,以国

法而言 ,都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但与难以计数的遗

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肃反、卫国战争及斯大林逝世
前后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为表现内容的作品 ,其中

著相比 ,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而且几乎成了
1987、 1988两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支流”。1987年 ,

较为轰动的除别克的《新的任命》外 ,还有雷巴科夫

苏联文学界没有拿出一部描写现实的力作 ,相形之

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普利斯塔夫金的《金色的

下 ,倒是政论在反映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扮

云朵在这 里留宿 …… 》、杜 金采 夫的 《穿 白衣 的人
们》、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等。

演了主角。政论作为一种并非“纯文学”的灵活体裁 ,
便于对现实作出迅速的反应 ,对生活中的矛盾进行

这几部作品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也都代表

直接而深入的剖析 ; 同时政论作家们怀着强烈的社

了它们成书年代的文学发展水平 ,因而具有无可否

会责任感 ,把反映生活的笔触伸向了政治、经济、教

认的艺术价值。只是由于没有遇到适宜的外部条件 ,
它们的问世都颇经历了一番曲折。 这些作品因创作

育、外交等领域 ,不仅对变幻着的现实作大胆的面面
观 ,而且直接阐述自己的鲜明立场。 1988年 ,著名政

的时代不同而表现的内容各异: 有的以讽刺加幻想

论作家布尔金、施米廖夫、卡里亚金、契尔尼因科等

的形式描写 20年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冒进 ;有的借
古喻今预言核战争的危险 ; 有的把斯大林这样的重

人的政论集《苏联的改革》一书出版 ,引起很大反响。
另一方面 ,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

要历史人物直接写进作品 ,作为主人公之一加以艺

家以及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到政论作家的行列中 ,

术的素描 ; 有的则触及自然科学领域或民族事务中

以政论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

的尖锐问题。 进入 1988年 ,发表遗著的趋势有增无
减。 帕斯捷尔纳克驰名世界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

例如诗人叶甫图申科在 1987年就写过不少政论文
章。 还有一些杂志在 1986、 1987两年开辟了专门登

生》结束了 30年的“流亡” ,回到它的诞生地 ;格罗斯

载回忆录的专栏 ,其中发表的许多当事人撰写的回

曼那部以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为时代背景反思的鸿篇
巨制《生活与命运》在《十月》杂志上连载 ; 扎米亚京

忆已故作家的文字或作家本人的日记、随笔等 ,都是
鲜与读者见面。这样 ,由遗著、当代作家的旧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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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新作品、形式各异的政论文和内容丰富的回

历史真相的强烈要求 ,这一点可从 1988年几家大型

忆录组成的 1986、 1987年的苏联文学 ,呈现出了一

文学杂志如《新世界》、《民族友谊》的发行量大幅度

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就文学界自身而言 ,它的真正松

增加中略见一斑。此外 ,发表大量旧作品并未过多地

动只是在 1986、 1987两年中的事。戈尔巴乔夫的“新
思维”固然给文学界带来了如上诸般变化 ,但文学界

妨碍反映现实的新作品问世。 除莫斯科的两家文学
刊物《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莫斯科》拒不刊登旧作而

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 ,作家队伍中开始出

集中发表新作品外 ,其它杂志上也发表了为数不少

现了宗派情绪和不容异见的现象。 一些人利用公开

的新作 ,活跃在当代苏联文坛上的作家们 , 1987年

性和民主化原则 ,在无谓的琐事上发生激烈争吵 ; 一
些杂志的编辑部因文学见解上的分歧而互相指责对

几乎都有篇幅或长或短的作品问世。 当然大部头作
品的创作需要较长的周期 ,一些作家的新作尚未完

方为“宗派主义”。可见 ,在长期停滞之后猛然转向的

成 ;同时 ,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也在 1986、 1987年两

苏联文学界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那么 ,对在
短时间内大量刊出的那些填补历史“空白”的文学作

年中表现出了新的特色。 由此看来 , 1987年苏联文
坛上没有出现质量较高的新作品 ,并不能归咎于遗

品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是否都具备接受能力?作家、批

作的大量刊行。 再者 ,发表这样一些作品 ,不仅是为

评家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了恢复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它还可以刺激创作竞争 ,

二

因为遗著中的确有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 ,两相
对照 ,倒是一些新写出的作品艺术性太差 ,既不能同

从 1988年 开始 ,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以

苏联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相比 ,也无从与那些几经

“初步总结”为题 ,对前一阶段的文学作了一番回顾 ,
发表了部分作家、读者的来信摘要和几位著名文学

磨难始得面世的好作品竞争。
总的来说 ,自从苏联社会进入 20世纪 80年代

评 论家 的谈话。 其它报 刊也相 继发 表文章 , 总结

以来 ,文学界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6、 1987年两

1986、 1987年的文学现状。 涉及的论题主要集中在

年得以发表的那些旧作、遗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已

遗著的大量发表和政论、特写两个方面。以迅速反映
生活见长的政论、特写 ,大多涉及包括生态平衡在内

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它们在文学史上该占据怎样
的位置自有公论。从这个角度看 ,发表这些作品是当

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其社会政治影响远

时政治形势的必需。 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

大于文学艺术价值。大家虽然对此看法不尽相同 ,推
崇的政论作品也因人而异 ,但基本上还是持肯定的

响不能否认在客观上为一些作家恢复名 誉是必要
的 ,但在肯定他们的创作时 ,不能否认 ,在客观上抹

态度。 围绕着是否应该发表那么多陈年旧作以及该

煞了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 ,并因此而忽视了当时作

如何评价它们的问题 ,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作家

家们的最新创作。 然而 ,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巨变 ,的

圈子中相当一部分人 ,如老作家卡维林、诗人叶甫图
申科等 ,对此表示非常的欢迎 ,不仅认为这些作品的

的确确在大造舆论!

发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而且充分肯定了它们

三

的艺术价值 ,甚至认为其中某些作品足以标志新的

苏联 70年的历史上由于政治运动迭起 ,不止一

文学时代的到来。另有一些作家如普罗斯库林等 ,则
持比较保守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认为把这样大批的

代作家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 ,诸如禁止发表作品、公
开点名批判、开除作协会籍、驱逐出境直 至遭到镇

旧作刊登在杂志上 ,影响了反映现实的新作品的发

压。 正 因 为如 此 , 文 学史 上才 留 下了 许 多“空 白

表 (甚至《新世界》的主编扎雷金也有这种看法 ) ,另
一方面认为其中许多作品水平并不高 ,它们在读者

点”— — 一 些没有发表的作品 ,一些鲜为 人知的作
家、一些没有结局的论争、一些至今秘而不宣的档案

中的一时成功只是由于描写了像斯大林这样的为大

…… 在回顾并正视这一切时 ,不能不遇到如何公正

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而作品本身未必经得起时间

地评价那些需要恢复名誉的作家们的创作 ,如何正

考验 ,不出几年定会被人遗忘。 当然 ,他们并未绝对
否定发表这些遗著 ,而是强调这样的作品应当出版

确地处理侨民作家与苏联文学关系的问题 ,甚至一
些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大作家也面临着后人的重新

单行本 ,杂志不应一哄而上 ,只让这样的作品充斥版

评价。一些作家的创作面目趋于完整 ,一些长期湮没

面。从社会发展的总形势和这些作品产生的反响看 ,
发表这些作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广大读者有了解

的名字又成为人所共知 ,甚至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
某些侨民作家的作品也出现在苏联的报刊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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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时、因地不同而有别 ,能否

年代的思想解放在他们尔后几十年的创作中 ,也都

把它们统统纳入苏联文学的范畴? 有些苏联学者认

留下了不 同程度 的影 响。 在这 一点上 , 1985年 ～

为 ,那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祖国的语言写成的作品

1987年苏联文艺界的改革形势有别于 30年前 , 有

当然属于苏联文学 ,而侨民作家在海外的俄语创作
则无法为含有一定政治因素的“苏联文学”概念所包

目共睹的是 ,当时苏联文坛猝然出现了许多作品 ,但

容。同时 ,这一部分作品又应当是俄罗斯文学的组成

如上所述 ,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新作 ,不是对新时期的
表现 ; 它们借形势问世 ,其艺术魅力、审美价值尚待

部分 ,无论是否得到官方的承认 ,许多当代作家都曾

检验。 1986、 1987年两年大量涌现的作品并没有为

受到侨民文学、特别是老一代侨民作家的影响。对文
学史家来说 ,采用一个新概念来包容这样一个文学

文坛输送新生力量。 同时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

分支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于是“ 20世纪俄罗斯文

维”来势凶猛 ,社会改革声势浩大 ,对文学界也多有
触动 ,但许多棘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 作家队伍中

学”这个外延大于“苏联文学”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敢于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并向苏联读者适当地介

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还很严重 ;文学批评家不时因

绍侨民作家 ,同时酝酿把他们写入 20世纪俄罗斯文

权不平衡。 从总体上看 ,已经发表的 ,绝大多数为俄

学史 ,这在 1985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侨民文学分

罗斯族作家的作品 ,少数民族文学的“遗产”还是刚
刚开始挖掘 ;文学对生活的表现领域日益广泛 ,发表

支进入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无疑是苏联文学界观
念上的一大突破 ,它对于全面考察 20世纪俄语文学

观点相佐而受到对方的报复、围攻 ; 文学专著的撰写

遗著的趋势虽未见得长久 ,但在短时期内还是会持

的面貌产生了极大影响。

续的。如何看待这些作品 ,当然因公众对文学所暴露

1986、 1987两年间 ,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
评非常活跃。从报刊上反映出 ,批评的民主性有所增

的事实真相的适应水平而异 ,但是它们得以发表的
这一事实本身 ,就不仅表明了作家及文学刊物的立

强 ,几家重要的文学报纸和文学评论刊物冲破了“一

场 ,而且已经透露出社会对新的艺术思维和新的艺

言堂”局面 ,人们敢于对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提出指

术观念的精神准备。

责 ,对一部作品的不同意见可以在报刊上同时推出 ,
读者来信也大量刊登在报纸的版面上。 这样一种形
势的出现是文艺界的新事物。 它客观上对公开性原

虽然当时苏联的历史已有 70年 ,但由于农业集
体化、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问题的充分
公开化开始还不久 ,历史学家尚无法在占有确凿档

则的贯彻、对民主的进一步深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7年苏联报刊上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些理

案的基础上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的估价。因此 ,人们

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但文艺

内容的文学作品 ,希图从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对斯

理论工作者普遍对理论的现状表示了不满 ,认为应

大林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 ,是当时最敏感的问题之
一 ,社会各阶层都对此作出了反应。 1988年 ,《旗》杂

把对理论的阐述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 ,同时强调了
创作方法的多元化。 因此 ,理论界一改对 20年代风

自然地把探求真实的目光投向了以表现这段史实为

志刊登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晚年写作的 长篇随笔

靡文坛的多种流派所持的冷漠态度 ,各种创作潮流

《从我这代人的视角看—— 关于约· 维· 斯大林的

的代表人物陆续得到了多方面的介绍。 理论界不少

思考》 ,读者也异乎寻常地热衷描写斯大林的作品。
从 1988年 3～ 4月间《苏维埃俄罗斯》报和《真理报》

人似乎不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 ,而承认
苏联文学的多姿多彩了。然而对于新的现实 ,文学创
作尚且未及时作出深刻的反应 ,理论上恐怕一时更
难于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所引起的自上而下的文艺

之间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的争论及其造成
的影响中 ,也可见苏联公众对此问题的关心。
综上所述 ,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发生

政策的变化、文化界松动局面的出现、知识分子思想

急遽变化的现实 ,在 90年代初期发生的震动全球的
苏联解体的社会巨变中显然是起到了一个舆论导向

的变化 ,曾使许多苏联人联想到 20世纪 50年代的

的作用 ,演奏了一曲“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前奏

那一次“解冻”。 仅就文艺界而言 ,其现状虽然与 50
年代中期有许多相似处 ,但毕竟存在很大的不同。50

曲 ,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年代中期 ,个人迷信的束缚刚刚冲破 ,苏联人民获得
了思想上的巨大解放 ,尽管解冻随着与之俱来的混
乱。 那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有很有才气的作家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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