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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希金诗歌在，光焰万丈长。今年是诗人

诞辰220周年，离开我们也有182年，但

他的诗歌却在世间广为传唱，一如他自

己的预言：“不，我不会完全的死去，我的灵魂在我的

诗歌中，将会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而且绝不腐

朽……我的声名将会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现存的一

切民族都会诉说我的名字，无论是高傲的斯拉夫人的

子孙，芬兰人，还是现今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的朋

友卡尔梅克人。”不过骄傲的诗人没有想到，他的英名

在俄罗斯大地之外依然如雷贯耳，在他心心念念却未

能成行的中国甚至成立了普希金学会，对他的研究至

今方兴未艾，而且常说常新。

的确，伟大的诗人从来不是单一构成物，而是复

杂矛盾的综合体。普希金的生命尽管短暂，但其内涵

却有着海纳百川的容量，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兼容并

蓄了很多异质的成分，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如果说一

个人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复杂矛盾的程度，还在于截然

对立的元素在他身上和谐共存的程度，那么这倒是一

个阐释普希金伟大的绝佳角度。在他身上，我们发现

了至少三种对立的融合：天上神和自然人的对立；生

活的极端和创作的中庸的对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

立。这三种对立完美地共存于普希金一人，共同造就

了他的伟大。

天上神VS自然人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普希金无疑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写作主要靠天

赋，丝毫不努力。人生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沙龙、舞

会、妓院、赌场。卡拉姆津夫人曾说过：“普希金只有

在生病或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写作，一旦康复，便又

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是普希

金最为多产的“波尔金诺之秋”——如果不是因为瘟

疫封路，普希金只能在被困的领地写作，我们今天可

能见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可是即便如

此，诗人在短短37年的生命里为后世留下了783首

诗歌和一系列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族文学奠基之

作。这样的天才，按果戈里的话来说，200年才出一

个。普希金诗神的地位在他生前就已经奠定了，死

后经过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

文学家的褒扬和推广，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

步神化，而在20世纪苏维埃时期，他成为万众景仰的

诗神，名字遍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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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金》记载，普希金的私生活其实很不检点，完全是吃

喝嫖赌玩五毒俱全的浪荡公子。他整天混迹于上流

社会，看见心仪的女子就追求，无论老幼婚否，几度染

上花柳病，仍然不知悔改；他沉迷于赌博，常常把手稿

押做赌注，还非常无赖，赌钱输了就怀疑对方出老千

而拒绝付钱；他在舞会上为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甚至不惜决斗。关于他的蛮横无理有一个著名桥段：

有一次普希金在剧院看戏，节目很一般，他不停地大

声抱怨。邻座的德尼塞维奇少校提醒他不要影响他

人看戏，普希金斜着眼看了看邻座，继续吵嚷，毫不顾

忌别人的指责。幕间休息的时候，德尼塞维奇少校找

到他，告诉他刚才的行为非常失礼。普希金傲慢地向

对方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人

去找少校决斗。最后，整件事以少校在朋友的劝说下

向普希金道歉而告终。

普希金的朋友们，包括著名的茹科夫斯基、卡拉

姆津、维亚赛姆斯基等都对他的放纵行为感到惋惜，

他们在通信中谴责普希金的轻浮和放任，劝他放弃这

种无聊的生活，振作起来从事诗歌创作。但普希金依

旧我行我素，对这种所谓的“自然人”生活甘之如饴，

还曾在《高加索的俘虏》中公开表达了对这种自然任

性的赞美。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文学中的“大神”和现实

中的“小人”如何能够和谐地统一在普希金身上？20

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多甫拉托夫在一次演讲中评价

了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他说，以果戈里、屠

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

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谕意义，它变

成了生活的教科书，这样的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根本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普希金的文学，才是脱离

了社会道德教谕、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多甫

拉托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普希金有着怎样的艺术

观。有一次维亚赛姆斯基公爵对普希金说，“作家的

使命在于用自己的诗歌唤起人们对美德的热爱和对

丑行的憎恨”。普希金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诗歌

高于道德，或者说它们是两码事。”这里面蕴含着非

常伟大的真理：评判诗歌和道德哪个更高是很困难

的，就像要去评判大象和鲸鱼谁更强。困难在于，它

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指责普希金不道德也是

非常愚蠢的，就像你不能指责鹞鹰和狼不道德，不能

指责风暴和洪水不道德。普希金作为自然人的意义

在于他完全是顺应自己的生理属性来进行创作，他

对生活和情感的敏锐感受力全来自于此。他的意识

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器官，正如高尔基对叶赛宁的

评价，是一架为诗意表达自然而造出的管风琴。他

所触及的东西，都变成了文学作品，包括他的私生

活、他的放浪肆意以及悲剧性的死亡。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正是他自然人的部分赋予了他的创作以真

正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那些不堪的生活经历，就不可

能有直击灵魂的传世文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丰富

的爱情经历，普希金会写出《致凯恩》《我曾经爱过您》

这样的千古绝唱。所以，天上神和自然人是普希金的

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普希金的伟大。

生活中的极端VS创作上的和谐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基

本不懂相对性的意义，俄罗斯人的心灵渴望完整性，

它不接受将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它追求绝对。易言

之，俄罗斯人喜欢极致，要么是一切，要么是零。正

如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写的那首著

名的诗：“要爱就爱到疯狂，要吓就吓个半死，要骂就

骂个狗血喷头，要砍就一劈两半……”普希金的极端

反映在他对生命极限体验的追求上：爱情、决斗和赌

博。这三样是最富刺激性的人生感受：爱情是人类

感情的极端表现，决斗是面临死亡的极端体验，赌博

是冒险、偶然性和过山车式大起大落的刺激体验。

爱情占据了普希金生活的大部分。他很小就对

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据他自己说，他第一次感受

到爱的冲动是在7岁。他比皇村的同学们都早熟，

也更了解女性。他的“纯非洲式”色欲叫人吃惊。从

1812年起，尚未满13岁的普希金就爱上了一个名

叫科朱贝依的伯爵小姐，并向她献诗。此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终日游走在裙裾之间。他追逐女性不分

年龄大小，也不考虑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甚至爱

上了文坛泰斗卡拉姆津的妻子。1829年他在乌沙

科娃姐妹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两份“唐璜”名单，分别

是他精神上的恋人和肉体上的占有者，共计37位。

后来，他在给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的诗中称，妻子是

他的第113次爱情。

决斗也是普希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位年轻

的诗人脾气暴躁且非常傲慢，一言不合就决斗，这是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情。卡拉姆津夫人在1820

年3月23日写道，“普希金几乎每天决斗一次。但

多亏上帝保佑，每次都不是致命伤，双方总是安然无

恙地归来。”据后人统计，诗人一生中与人决斗大约30

次，为女人，为尊严，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决

斗。按照传记作者特罗亚的解释，普希金从步入生活

起，就感到应该蔑视危险，他按照自己的信念为自己

准备了一种辛辣、矛盾而又紧张的生活，只有生活在

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感觉到幸福。

赌博也是诗人平生所好，据《天才诗人普希金》记

载，“只要一见到绿桌毯和扑克牌，他就会晕头转向，

他会不顾一切向命运挑战，要么大发横财，要么就破

产。这种极端做法很符合他冒险的性格，他希望像在

天上一样，一生一世打骨牌、玩扑克”。的确，“诗人的

所有稿酬都流到牌桌上了，莫斯科警察局把普希金列

为著名赌客第 36号”，他著名的戏剧作品《黑桃皇

后》，正是他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

普希金之所以迷恋爱情、决斗和赌博，恰恰是因

为这是生命中的极限体验，这种体验能为人带来最大

限度的存在感。作为一名天才式的人物，普希金对生

命的感受阈值要比一般人高。普通人的日常欢乐无

法激起他生活的欲望，只有极端的生存体验，比如爱

情、决斗和赌博，才能让他感受到存在的意义，或者像

特罗亚所说，“只有生活在极端欢乐和危险之中，他才

感觉到幸福”。

可是，这位在生活中处处寻求极端体验的浪荡公

子，在创作中却以和谐的中庸之美著称。首先，普希

金在诗歌创作中极为重视形式的和谐，那些优美动听

的抒情诗无一不是结构、音韵、节奏和谐统一的典

范。他最为有名的“奥涅金诗节”就是鲜明的例证：每

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行中包括4个抑扬格音

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行诗中，每行结尾为轻

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每行结尾为重音者谓之

“阳韵”，8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

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

是：ABAB、CCDD、EFFE、GG。各行音节数为9898、

9988、9889、88。这些严格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构成

了“奥涅金诗节”特有的格律特征。白银时代著名批

评家罗扎诺夫认为，普希金“是创作所有诗歌形式的

天才，他能自如地运用八行诗和抑扬格，他的心灵是

融合了全世界音响的共振器。他从完整的世界中撷

取声响，并将新的音乐涌现出来，从而使世界更为丰

富，在普希金之后，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普希金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亮的忧伤”，

这个词组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中和之美。忧伤是俄罗

斯民族生活的底色；明亮是诗人赋予生活的亮色，这

层亮色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生活的忧郁。比如在《我

曾经爱过您》这首诗里，前面讲述爱的无望和痛苦，后

面却表现出一种真爱的坦荡：“我爱您是那样真挚和

温柔，希望别人爱您也能像我一样”。《假如生活欺骗

了你》《致凯恩》也都是如此，原本忧郁的过往，到最后

都有一个光明乐观的结局。此外，《叶甫盖尼·奥涅

金》中塔季扬娜的形象也是一个和谐理想的化身。普

希金的艺术世界是光明和谐的，他为俄罗斯文学奠定

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在现实的世界里迷恋极端的生命体验，在艺术的

世界里却保持中庸之美。也许是因为艺术世界是诗

人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和谐完美的。现实的

世界紧张激烈，危险刺激，但是恣意任性的后果往往

带来撕心裂肺之痛，故而需要平和，需要安宁。正因

为现实生活充满了极端体验，所以必须在艺术的世界

中营造和谐的天国，这正是艺术对抗现实的伟大功

能。或许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普希金艺术世界

的中庸之美实际上也是一种极端的追求，是对美的追

求。普希金在创作上的一丝不苟，正是追求艺术极致

的表现，是在艺术世界里追求极限体验。但是不管哪

种情况，都是生活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结果。

民族性VS全世界性

普希金的民族性毋庸置疑，他是俄罗斯民族文学

的奠基者。在他之前的文学，并不接触实际生活，不

反映现实，只是某些贵族沙龙的消遣品。只有普希金

使文学具有了为民族事业服务的价值。这首先源于

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刻了解，不仅是自己所属的

上流社会，而且包括广大的普通人民。他从小熟读从

罗蒙诺索夫到茹科夫斯基的一切文学作品，同时又从

奶妈那里汲取了很多民间文学的精华；他喜欢去集市

和普通人聊天，把他们的语言纳入自己创作的语言当

中。他所有的创作都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传达

了民族精神的实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被别林

斯基称为“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具有高度人民性

的作品”。所以果戈里说：“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

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

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俄罗斯大自

然、俄罗斯灵魂、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性格反

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

凸镜的镜面上一样”。

但是在这位俄罗斯民族文学奠基人身

上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世界性。普希金的

世界性首先体现在他知识体系的世界性

上。由于贵族式家庭教育，普希金从小学习

过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此外他还通晓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一些斯拉夫

语。多语种的学习让他有机会通过原文阅

读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11岁以前，他就

阅读了父亲书房的所有书籍，包括哲学著

作、18世纪自由派的小册子、色情故事和百

科全书。之后在皇村学校的图书馆，更是大

量阅读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开端的世界文

学。有学者统计，普希金翻译和模仿的作品

涉及60多位外国作家和翻译家，例如古希

腊、罗马的阿那克里翁、色诺芬、贺拉斯、奥

维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帕尔尼、梅里美，

英国的莎士比亚、约翰·班扬、司各特、拜伦、

柯尔律治、华兹华斯，苏格兰的麦克菲森，德国的歌

德，意大利的但丁、阿里奥斯托，波兰的密茨凯维奇，

美国的华盛顿·欧文，巴西的冈扎加，塞尔维亚的卡拉

吉奇，波斯的萨迪，荷兰的塞昆德以及传教士西林等。

普希金知识体系的世界性使他将吸收的世界文

化有机地纳入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大展才华，

从而成就了创作的世界性特色。据俄罗斯文学研究

者张铁夫先生统计，仅《叶甫盖尼·奥涅金》一部作品

就提到了50余位外国作家和学者。此外，普希金还

写了不少世界题材的作品，比如早期以古希腊罗马文

学和神话为题材的诗作《勒达》（1814）、《阿那克里翁

之墓》（1815）、《真理》（1816）、《牧神与牧女》（1814-

1816）；再如支持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诗《战争》

（1821）、《短剑》（1821）、《忠诚的希腊儿女啊，不要

哭……》（1821）、《我们又一次赢得了荣誉》（1829）。

19世纪 2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一组关于拿破仑的

诗。但是诗人的目光并不仅仅注视西方，他还写了不

少以东方文化为主题的诗歌，有宗教题材的《我是个

孤独的播种者》（1823）、《先知》（1826）、《仿古兰经》

（1824），也有纯东方风情的抒情诗，比如《致巴赫奇萨

拉伊的泪泉》（1824）、《埃及女王》（1824）、《夜莺与玫

瑰》（1827），以及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2）、《巴

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3）、《茨冈人》（1824）等。

普希金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

上，那就是他与全世界共鸣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著名的“普希金演说”中指出了诗人这独一无二的

才能：充分地、完美地再现其他民族的天赋能力，也就

是呼应世界的能力。世界上任何诗人，无论是莎士比

亚、塞万提斯还是拜伦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有普希

金写哪国人像哪国人，写别国的事完全看不出来是外

国人的手笔，只有他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体现在其他民

族的精神中，而且体现得十全十美。

那么普希金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对立的命题

怎样统一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了完美答案：全世

界性、全人类性正是俄罗斯民族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征，俄罗斯民族精神力量的旨归正是要实现全人类

的联合，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梦想。“是的，俄罗斯

人的使命就是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要成为真正

的俄罗斯人，成为完全的俄罗斯人也许意味着（归根

结底，请注意这一点）只有成为所有人的兄弟，如果你

愿意的话，也就是属于全人类的人。”所以普希金的民

族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他的世界性，而且他是俄罗斯

民族性与世界大联合的先行人。

普希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伟大个体。上述三个

对立命题也许远不是普希金矛盾性的全部，但是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之所以伟大的辩证逻辑：对

立双方是相互依附相互决定的，没有这种对立，没有

这种深刻的矛盾性，就不可能有旷世奇才的出现。

普希金的所有天才、创作的秘密及其世界性的意义

都来源于这种对立，这也许就是一把打开普希金伟

大之处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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