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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因人文而出彩，文化因文
学而美丽。雅斯纳亚·波良纳庄
园，一个甲子轮回，托尔斯泰在此
度过。

从莫斯科出发190公里，每逢
周末列车才会停靠此站，而在此站
下车的人几乎都是托翁的拥趸。走
下站台那一刻，我莫名地想到了安
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在月台上
相遇的那一幕⋯⋯

高天流云，岁月匆匆，从托翁
1910年离家出走，已经过去了一
个多世纪。

进入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
暑热很快消退，因火车晚点和旅途
不适引起的浮躁不安，很快被幽美
园林的逸情禅趣而逼走。

庄园很大，广袤，丰饶，气象
万千。右侧森林，左侧小湖，远岸
漫坡散布着葱郁的森林和空旷的田
舍，清澈的小溪沿着林中谷地缓缓
流淌，溪水在低洼处汇集成碧波荡
漾的小湖，岸边的绿荫倒映在明镜
般的湖水中，恰似一幅经过高超光
影处理，变化万千的俄罗斯油画。

游客不多也不少，就像大师的
生前身后，既不热闹也不冷清，有
着淡淡的伤感和寂寥的情绪。

列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受
过良好的教育，曾拥有如此奢华而
又目不所及的庄园和大批农奴。但
是，在他继承庄园之后的半个多世
纪中，他的内心却总是在挣扎，为
自己的贵族身份和生活方式而忧
愤，为庄园的农奴制不合理的生产
关系而苦闷。他尝试进行“变革”
却无疾而终，他力求生活简朴直至
最后离家出走客死异乡。他的命运
本身，就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深沉而
苦长的悲剧。

“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
刚刚开始安排。”据导游介绍，直
到今天，所有俄罗斯15岁左右的
孩子都要学习 《战争与和平》 和
《复活》中的精彩内容，这是国家
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必修课。在俄罗
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
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强烈意识
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托尔斯
泰之于俄罗斯，就像鲁迅之于中
国，看似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但扮演的却是一个缺乏亲和力，有
如文字行刑官的不怎么让人入心的
角色。

托尔斯泰无疑是俄罗斯及世界
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漫步
庄园，耳闻导游叙说其生平，加深
了“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作品的
美，还在于他自身的人格之美”之
印象。从图片和遗物中，不仅能感
受到托尔斯泰曾经生活过的气息，
甚至能体会到大师的心路历程。
《昨天的故事》是列夫·托尔斯泰
文学道路的起点，也是我们探寻托
翁的终点。

托尔斯泰的故居是一栋朴素的
乳白色二层小楼，位于树林中最茂
密的地方。墙边的栅栏上雕刻着马
匹，也许和托尔斯泰喜欢骑马有
关。按管理要求我们套上皮质鞋套
进入托翁故居，故居内的布局、陈
设和作家的两万多册藏书等都原封
不动地保留着。人们可以看到作家
的书房、卧室、客厅和办公室等。
在这里，托翁给人类奉献了卷帙浩
繁、无与伦比的思想与文学作品。
他的书房，竟有三四间之多，远远
超过卧室的数量。在众多的藏书之
中，我看见玻璃罩里，展开摊放着
一本1903年英文版《道德经》，书

中空白之处，密密地写满俄文，水
笔印记已显模糊，那是托翁手迹。
托翁曾经深受老子与孔子思想的双
重影响。道、仁和兼爱是托尔斯
泰感受中国智慧的基石。他对儒
家的修身齐家、中庸之道，道家
的无为、克己谦恭和佛家的慈爱
众生倍加推崇。他后期对人性思
考的卓越著述 《复活》 应该是中
俄文化结合的一抹惊艳。回想他
的一生，那种在出世与入世间无
法摆脱的矛盾重重，顿觉得世界
虽大，时空虽没有交错，人的思
想境界却能如此之接近。

在这幽静、整洁、简朴的小楼
里，托翁创造了难以企及的文学艺
术的辉煌，我们彷佛可以看见他
伏案写作的情景，看见他把雅斯
纳亚·波良纳庄园的美丽的风景
写进了 《战争与和平》 安德烈公
爵的家乡童山，甚至可以听到吹过
白桦林的风声，闻到他培植的蔷薇
的花香。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
但不幸的是，这位文豪的家庭生活
正是这多种不幸中的一种。

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期，1862
年，34岁的托尔斯泰同沙皇御医别
尔斯的女儿索菲亚结婚。他们曾经
度过了一段和睦幸福的生活。但两
人的观念和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
距，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
生活每况愈下。这使得写出《战争
与和平》 的文豪家里，只有“战
争”没有“和平”。

文学是“向四面八方结下爱的
丝网”。这期间托尔斯泰完成了其
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
卡列尼娜》。面对“一把辛酸泪”
的生活，托翁没有放弃价值关切，
以换取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而
是反求诸己，对忏悔予以更大期
待，果然，托尔斯泰最后把自己逼
上了绝路。写完《复活》，托尔斯
泰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的传统观
念，回到宗法制度的农民立场，可
是如何消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
还是没能解决。没办法，为了自己
的信仰，托尔斯泰背叛了自己的贵
族家庭，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于附
近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室内。导游
几次欲言又止，经我们刨根问底，
她才说：“他上了中国文化的当，
上得那般认真而情愿。”

像光芒四射的《安娜·卡列尼
娜》散发着无穷魅力一样，托尔斯
泰的墓冢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朝拜者。说是坟墓，其实外表看起
来不过是一个棱角分明的长方形土
冢被浓密厚重的青草覆盖着，四周
有几株大树荫蔽，旁边是一个深深
的沟壑，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
亦无墓志铭，甚至连托尔斯泰的这
个名字都见不到。逼人的朴素禁锢
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
许你大声说话。如果不是“土堆”
前的束束鲜花，根本就没有人会以
为这里长眠着一位文学巨匠和深邃
思想者。导游说，俄罗斯人认为墓
地并不是阴冷潮湿或严肃紧张的地
方，而是让人愉悦、内心安宁的美
丽风景。更何况托尔斯泰无论是文
学成就，还是新锐的思想都是一骑
绝尘。因此附近的俄罗斯青年举行
婚礼时，必然要来到这片庄园，向
他的墓地献花致敬。

（作者系湖北黄冈英山实验中
学教师）

绝尘
——访列夫·托尔斯泰故居

段伟

⦾文荟苑

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
至今矗立着高尔基的纪念像，它的底
座上镌刻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
西姆·高尔基”。在俄罗斯历史悠久、
影响颇大的《文学报》报头上，高尔基
头像也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作
为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代表，每周出现
于读者面前。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
解体以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
究所计划编辑出版的八十卷本《高尔
基全集》仍然在陆续问世，系列丛书
《高尔基：资料与研究》《高尔基档案》
等连续出版物还在继续出版，国际性
的“高尔基系列报告会”依旧是每隔两
年如期举行一次⋯⋯这一切都表明，
人文科学研究并不总是像时局和市场
那样变动频繁。显示于俄罗斯高尔基
研究领域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民族
文学和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岁月的
流逝和历史风云的变幻并没有使人们
都像一些与时俱进的评论者那样，认
定高尔基及其作品早已过时，而是依
然感觉到他的文学遗产具有不可替代
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
夫，1868年3月28日生于俄罗斯伏尔
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市一个木工家
庭。1892年，阿·彼什科夫以“马克西
姆·高尔基”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马
卡尔·楚德拉》，开始走上文学道路。

作为一名作家，高尔基是在19世
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养育下
成长起来的，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
科和契诃夫都是他的文学导师和引航
人，但是他没有拘囿于前辈作家的题
材领域和艺术经验，而是以文学创新
者的姿态出现在两世纪之交“白银时
代”的俄国文坛。他的创作的独特意
义在于：他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俄国
人的精神病灶和心理痼疾，对阻遏民
族历史发展的国民文化心态作出了痛
切批判，同时又力图给人们指出一条
走出愚昧和庸俗的泥淖、建构一种新
型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道路。无论
是在流派纷呈、新潮迭起还是万马齐
喑、归于一统的文学时代，他始终高举
现实主义大旗，但决不排斥浪漫主义、
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乃至

“意识流”文学的成功经验，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大大深化和拓展了现实主
义。对于同时代各种不同流派的作
家，高尔基不免时常与其争论，但是却
总是能抱着一种客观、公正和宽容的
态度看待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这
也使他赢得了各派作家的尊重。

高尔基又是一位参与意识极强、
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时代的
风云变幻使他不能安坐于艺术的象牙
塔中，文学只是他介入、干预生活的一
种方式。尽管官方宣传曾为他戴上了
一顶顶他所不需要的桂冠，但站立在

俄罗斯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心目中的高
尔基，却是一个有着高尚人格、和他们
一起痛苦、一起欢乐的普通人。因此，
高尔基的猝然离世，对于俄罗斯人民
来说，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可亲可
敬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抵
御极左路线的中坚力量。正如20世纪
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

“高尔基直到1936年才逝世；而只要他
还健在，就会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
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
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
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
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
的传统，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受

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高尔基的逝
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
的保护者，同时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
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
联系。”

高尔基去世后，他的思想、创作和
人格，依然浸润着他身后的一代代俄
罗斯作家的心灵。他对于提高民族精
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对知识
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
他关于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
解，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道德水准与
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于思
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规律
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为20世纪俄

罗斯文学中陆续出现的《静静的顿河》
《切文古尔镇》《日瓦戈医生》等揭示
历史复杂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
认识上的准备，并在这些作品中获
得了形象的展开。1950年代初期作
为当代苏联文学之先声的“解冻”文
学的出现，其实是高尔基一贯坚持
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
复和重新确认的标志。1960至1970
年代苏联文学中大量涌现的道德题
材作品，则是对高尔基所致力的民
族文化心态批判的一种悠远的呼
应。1980年代“回归文学”中出现的
一系列带有历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
样可视为当年高尔基的思考、探索和
追寻的延伸。

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是巨大
的。早在1907年，他的作品就被译介
到我国来。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更
为重视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和研究。
鲁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达夫、柔
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穆木天等现
代中国文坛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
高尔基作品的译者，而且，他们大都留
下了评价高尔基其人其作的精彩文
字。中国文学界历来有鲁迅是“中国
的高尔基”之说，这不仅是指他们两人
在本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更
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具有改造
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相同基本意
向。鲁迅评介高尔基《俄罗斯童话》
的两篇文字，可直接移用来评论他本
人的作品。鲁迅看到了自己与高尔
基的思想契合和精神相通之处，也从
他那里受到启示与鼓舞。茅盾所受高
尔基的影响更为具体，即如他自己所
言，一是使他“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
力”，二是“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
法”使他获益颇多。巴金则十分推崇
高尔基“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态度，

“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体裁样式和
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的、忧郁
的”语言风格，他本人也正是接受了高
尔基这几个方面的影响。路翎、艾
芜、张天翼、蒋光慈、夏衍、王西彦等
现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尔基
创作的直接影响。高尔基对中国文
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这种影
响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层面的，也
有具体创作方面的。高晓声、张贤
亮、高行健、乔良、舒婷、梁晓声、张炜
等当代作家，或曾满怀深情地谈到高
尔基对自己的震撼与影响，或显示出
和高尔基相近的创作意向与风格，这
都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文学依然受到
高 尔 基 思 想 与 文 学遗产的滋养。
1980年代，在我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
历史性转换中，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
学”这一命题，对于文学的起死回生和
复归本位，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
们当然没有忘记，最先作出这一精辟
概括的正是高尔基。

高尔基：
把心交给读者的伟大作家

汪介之

百年西泠，翰墨春秋。西泠印社
是中国近代文化一个缩影，很多社员
都是近代文化艺术的旗帜人物，对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日，由中共
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化创意产
业办公室、西泠印社等共同主办的“喜
迎G20·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该系列活动契合G20峰会“创新、
活力、联动、包容”的主题，突出“艺术
无国界”的意识。分为“杭州有约·喜
迎G20西泠印社名家精品展”“感悟经
典·喜迎G20中国当代名家手札书法邀
请展”“名家讲座”三个部分。其中，两
大展览汇集当代书法、绘画、篆刻界的
一流名家和文化名流精品佳作,还包括
西泠印社从首任社长吴昌硕到现任社
长饶宗颐，丁仁、王福庵、黄宾虹、潘天
寿、陆俨少等近代资深社员以及刘江、
朱关田、韩天衡、李刚田、童衍方、陈振
濂等当代副社长的珍品佳作，展出作
品创作年代超过100年的时间跨度，
用跨越时空的艺术篇章呈现历史和现
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传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对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尽可
能原汁原味地保存、收集、整理、研究、

归类，进博物馆；还有一种就是套用传
统的样式，在传统文化精神、艺术精神、
艺术要义、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代表
文化艺术的这种记忆里，选择性地结合
一个时代的背景与精神加以创新，用新
的创作理念、新的内容，表达现代价值
观、理想追求和核心价值，与时俱进焕
发出这种文化艺术在当下的魅力。

中国当代名家手札书法邀请展以
尺牍书札形式作为展览媒介，跨领域

邀请了美术界、文化界、史学界、影视
界、商政界、教育界的名流人士。同
时，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十竹斋”特制
笺纸，以作者擅长的书体在特制的笺
格纸上进行书法演绎，除了通常用的
红八行、双联红八行信笺，还新创了一
种四尺斗方红八行。艺术家们可以在
斗方红八行里用各种书体更加自由地
创作，为大家带来别样的艺术感受。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九十高龄
的刘江老先生写给一位小学生的回信
《致沈林鹏小朋友信》，字虽不多，但让
人读来倍感亲切温暖，特别是最后署
名自称笨爷，让人体味到老艺术家与
祖国花朵间那种浓浓的亲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还征集到
一些历代名家手札文牍，如翁同龢《致
惠夫侄孙家书》，那长长短短的语句发
自内心，真实而质朴；黄宾虹《致爱徒朱
砚因》却让我们领略到大师闲话家常的
别样风采。此外，还有董其昌、赵之谦、
康有为、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的作品。

为此次展览编纂的《杭州有约·喜
迎G20西泠印社名家精品展作品集》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作品展作品集》
《感悟经典·喜迎G20中国当代名人手
札书法邀请展作品集》和《中国历代名
人名家手札文牍作品集》同期出版。

以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1936 年 6 月 18 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莫斯科永久地停
止了呼吸。他的作品《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在
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好评，尤其是《海燕》，
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为纪念高尔基逝世80周年，人民文学
出版社今年重版了三十多年前初版的二十卷本《高尔基文
集》。本期我们刊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介之对高尔基其人
其文的解读文章，以飨读者。

本报讯（记者 张贵勇）
剪纸、做毛猴、抖空竹、玩华
容道、制作风筝、舞龙表演、
体验面塑⋯⋯在第 11 个全国
文化遗产保护日来临之际，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和朝阳区
文委在芳草地国际学校教育
辅助中心共同举办了芳草非
遗嘉年华活动，旨在通过丰
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更
多的孩子更好地认识和了解

“非遗”，促进“非遗”项目的
传承和保护。

开 幕 式 上 ，还 举 行 了 注
册商标“芳草非遗嘉年华”揭
牌仪式和“北京市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培 训 基 地 ”授 牌 活
动。据了解，芳草地国际学
校教育辅助中心目前已经开
设了包括面塑、茶艺、结绳、
古琴在内的 14 项非遗课程，
在朝阳区不同学校开办了 11
个非遗体验社团，并与学校
深入对接，合力开发、打造了
一系列具有特色、学生喜欢
的校本课程。

芳草非遗嘉年华
活动举办

⦾资讯 ⦾现场

⦾纪念

当代名家社员何水法录黄宾
翁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