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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儿童书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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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益群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摘 要: 作为 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成人心灵进行严酷拷问的同时, 也将关注的目光停留

在儿童形象上。童年的经验、俄国社会的现实、对儿童世界的真切理解与体认, 共同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深邃

的儿童观。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仅是作者理想的言说, 还是作者用以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 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儿

童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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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 对其人其

作的研究浩如烟海。这位被誉为人类灵魂的拷问

者、人性评判的 残酷的天才  的作家, 在心底有着

温柔的一角 ! ! ! 一位人道主义者对儿童的关注。陀

思妥耶夫斯基在 1978年 3月 16日曾给俄国教育家

米哈伊洛夫的一封信中谈到
[ 1] 354

: 我正在研究孩

子,已经研究了一辈子, 我非常喜欢他们, 我自己也

有孩子∀∀ 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从未放弃

过对孩童的研究,因而一些研究者称其有 孩子综合

癖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到最

后一部作品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 时时闪现着孩童

的身影: 小瓦连卡 ( #穷人 ∃ )、涅朵奇卡 ( #涅朵奇
卡 %涅兹瓦诺娃 ∃ )、我  ! ! ! 11岁的小男孩 ( #小

英雄∃ )、涅莉 ( #被侮辱与被欺凌的 ∃ ), 马美拉多夫

家的孩子们 ( #罪与罚∃ )、郭立亚 ( #白痴 ∃ )、马特廖

莎 ( #群魔 ∃ )、伊柳沙 ( #卡拉马佐夫兄弟 ∃ )等。笔

者试图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研究出

发,进一步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儿童的关注、认识

和理解,并探索其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终极性关怀与

追问。

基于儿童自身的劣势, 儿童形象在成人文学中

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在成人文学中取得言说的主

动权。成人是成人文学中儿童言说的代言人, 也就

是说,儿童的言说总打上了成人思维的烙印, 是成人

童年经验的投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军医

家庭, 童年时期的家安扎在莫斯科最凄凉的地

方 ! ! ! 苏舍沃区, 附近是弃婴收留所、疯人院和墓

地。其父母亲的性格截然相反,父亲性格乖张粗暴,

母亲却善良柔顺。陀思妥耶夫斯基儿童时代的一丝

丝快乐的阳光却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消失, 不幸的家

庭生活给孩提时代的作者带来苦闷和抑郁。 陀思

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 毫

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

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

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 往往都怀抱着一

种纯洁的理想 ∋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 2] 32
。童

年的经验、俄国社会的现实、人道主义关怀、对儿童

世界的真切理解与体认,便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儿童独特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复杂深邃的儿童观。

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仅是作者理想的言说, 也是作

者用以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 更是作者对现实儿童

的人道主义关怀。

1 儿童书写  与理想的言说

#圣经∃里为小孩子按手祝福一章中,耶稣曾生

气地责备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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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

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的,绝对

不能进去  [ 3] 67
。只有像孩子们一样才能进入上帝

的天国,才能得到耶稣的抚摸。孩子们与已经世俗

的大人保持着距离, 是天堂的光芒, 是人类的未来。

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把儿童高置

于成人之上,而且赋予他们神性的色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那些因受尽人世苦难

而贫病交加进入天国的孩童躯体上, 没有暴力和血

腥的痕迹,却发出神性之光。 小小的涅莉置身于鲜

花丛中的小棺材里,消瘦没有生气的小脸, 却有着凝

固的微笑,两手交叠在胸前  [ 4] 376
。走入天国的伊柳

沙也是如此消瘦, 尸体没有异味, 表情严肃如在沉

思,小手一样交叠在胸前。地下室里的小男孩和那

些冻死在襁褓里、寄养在育婴堂被折磨而死以及闷

死在车厢里的孩子们一块参加天堂耶稣的圣诞晚

会。这虽是作者的一种虚构, 也是作者对儿童生命

的理想化和神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孩子往往以天国的主

人、人间基督的形象出现,来拯救成人世界。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彼得保要塞接受审讯时, 创作了短篇小

说 #小英雄∃,其中描述了一位 11岁的小男孩, 其纯

朴、天真的儿童世界与虚伪冷酷的成人世界相对照,

显出儿童生活的崇高与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

己的苦役流放经历创作的 #死屋手记∃中,一位如天

使般的小女孩出现在 我  沉闷阴郁的死屋生活和
在那些忧郁狠毒的苦役犯当中, 她请求 我 看在上

帝的面上收下一块铜板。这块铜板长久地保存在

我 的身边。这个小女孩是作者对这黑暗世界寄
予的一线光明和希望。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中

小涅莉被 我  称为小天使, 成了大人世界中的救

星。她向娜塔莎的父母讲述了自己和母亲的苦难生

活,唤醒了老人因自尊而埋藏于心底的父爱,让娜塔

莎一家幸福地团圆了。 #白痴 ∃中和梅斯金公爵一

起在瑞典的孩子们帮助患肺病的玛丽忘却了自己悲

惨的厄运。 #一个荒唐人的梦 ∃中的 我  , 在生命百
无聊赖之际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街上一位 8岁光

景的小女孩悲切地呼唤我去救救妈妈, 此事唤起我

心底的恻隐之心, 我  热切地想去帮助那个小女

孩,事实上小女孩真正成为 我  灵魂的拯救者。陀
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卡拉马佐夫兄

弟 ∃也对孩子们作了更精彩的描写。小说中作者借

伊万之口说道,即使肮脏、难看的孩子也可爱。小说

中的伊柳沙是一个被人瞧不起, 但人格高尚的贫民

孩子, 9岁便知道什么是世上的真理, 勇敢地维护自

己的父亲。小说中和郭立亚一起的这帮小孩子们对

病榻前伊柳沙的关心与爱护, 与尔虞我诈的卡拉马

佐夫兄弟间的成人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辽沙

和孩子们才代表着一种人类最高的理想, 一种孩童

式的、基督式的美好理想。

孩子们使人们的生活在最高意义上富有人性,

只有在孩子们的身上, 才能发现人类生存之美。我

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圣洁的儿童形象中

看出其是把儿童置于一种高于成人的地位, 儿童成

为作者言说自我理想的一种象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作家日记 ∃中曾写到, 我

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自负, 我们比他们差  [ 5] 84
。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儿童的无比崇敬之情, 源于其

对儿童的热爱和基督教的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夫

人在回忆录中写到, 作家常常在午饭后抽出时间和

孩子们一起,哭闹的孩子只要和作家一起马上就会

破涕为笑;作家常写作至深夜, 却关心着仆人的孩子

们,为他们盖被抚慰其入睡。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

斯基常常留心大街上的孩子们, 关注孩子们的痛苦

命运, 常去少年管教所和育婴堂看望孩子们。作家

通过与这些活生生的极其个体灵性的孩子们的接

触,走入儿童的生命世界, 去体验、去理解的同时, 也

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体验,形成了自我与儿童的一种

精神关系。这一种精神关系,是将作者自身对 俄罗

斯向何处去  的追寻融入儿童的本真生命当中,代表

作者纯朴的基督教理想。

2 儿童书写  与批判的符码

19世纪的俄国社会在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的双层重压下,一片混乱, 人们信念丧失、道德沦丧、

传统解体。俄国伟大的作家们将笔下的妇女、农民

形象与儿童形象一道塑造成为批判黑暗社会的符

码。黑暗的社会让一群群无辜的小生命承受着天性

丧失、命运悲惨的境遇。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孩子们从彼得堡大街到

伦敦草市几乎全都是苦难的化身。 #穷人∃中高尔

什科夫家的孩子们从没有欢蹦乱跳的时候; #罪与
罚 ∃中马美拉多夫家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如火柴棍般

的幼小身体,一张张瘦削而恐惧的小脸,可怕地哭喊

着死去的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的彼得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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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来晒太阳的小孩子们, 总只有一两岁, 因为活不

到大的年纪就夭折了, 个个都是 多么瘦弱, 多么苍

白,病恹恹的,没有血色; 他们的小脸又是多么的忧

郁  。伦敦草市那些被母亲带来的女孩子卖身求辱
的场景更是凄惨:一个小女孩, 顶多只有 6岁, 衣不

蔽体, 肮脏不堪, 赤脚, 骨瘦如柴, 又遭人毒打, 破烂

的衣服中露出了身上青紫的伤痕。

别林斯基认为儿童学习的折中年龄是 7岁。而

7岁这一年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当中, 是一

个儿童善恶划分的潜在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

喜爱那些 7岁之前的孩子们, 他认为, 四岁, 五岁,

六岁, 也就是那些小孩子们, 曾经是最好的  [ 5] 285
。

作家特别在其小说中提到儿童 7岁这一人生的关键

时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 伊万谈到当孩子真正

是孩子的时候,以 7岁为界,这时的孩子与大人保持

着距离,是另一种生命体, 有着另一种天性。而在

#罪与罚 ∃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索妮娅说,有的小孩

子 7岁就学坏了, 就当了小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 #带着一只手的男孩 ∃中, 我  遇到乞讨的小男

孩,也只刚 7岁, 他的发展道路最终是变成个十足的

罪犯。有些孩子才 16岁就已经把官衔看作智慧, 并

且津津乐道于肥缺美差了; 一个 15岁的孩子心里就

老想着 100元钱币; 伦敦草市那些衣不蔽体的小姑

娘们过早地怀着强烈的仇恨和绝望。这些孩子们都

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成长, 他们的恶是环境所造

成的。

即使在那些圣洁的小天使们身上也会有恶的一

面, #罪与罚 ∃中斯维里加洛夫梦中救起的那个只有

5岁的小女孩, 睡醒之后妖冶的小脸蛋露出的是一

副厚颜无耻的挑逗人的表情。 #被侮辱与被作害

的 ∃中的小涅莉的变态心理,她从小形成的对于人的

怀疑、戒备与怨恨的情绪,她的古怪、固执、冷酷的性

格是她的生存环境与遗传决定, 但也无法掩饰孩子

心底的恶之果。 #白痴∃中一个瑞士村子里的 40多

个孩子都曾经拿受歧视的玛丽取乐, 甚至往她身上

扔泥巴。#卡拉玛佐夫兄弟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
写了阿辽沙初次遇到的那些孩子们和伊柳沙的一场

石头战,孩子们对伊柳沙无比的仇恨和蔑视,也可说

是作者对儿童恶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 小伊柳沙

为了报仇用削笔刀戳了男孩子克拉索特金, 将所有

的恨化作手中的石头扔向阿辽沙, 并在他中指上狠

狠地咬了一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儿童之苦和恶根源于

土地的缺失和家庭的不幸, 他在 #土地与孩子们 ∃一
文中谈到孩子们不应和土地分离。成千上万的人因

为连一块贫瘠的土地都没有, 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地

下室生下孩子, 这些孩子有一半叫不出自己父亲的

名字, 有另外一半叫不出自己母亲的名字。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文中反复强调: 孩子们应该在土地上出

生,而不应生在大街上  [ 5] 289
。这些属于未来的孩子

们只有在 村社花园  里才能够健康地成长, 才不会

有 10岁的小女孩和工人们在酒馆里喝酒了。土地

缺失和家庭不幸所造成的恶劣环境给孩子们带来极

坏的影响, 孩子变坏的原因还在于他那些坏的天性

(因为人生下来就有这些东西 ), 以及那些不善于或

懒得及时克服这些坏的天性并用榜样使其变好的教

育者。其次,孩子和大人一样, 受到他所处环境的影

响,还受到个别人的影响, 其程度可达到将他完全控

制  [ 6] 264- 265
。俄罗斯学者莫 % 艾普斯金 ( .

 !∀#∃%)在#童年的形象∃一文中认为: 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孩子们一面是传统基督教对圣洁的象征,

一面又是准备侵犯基督教圣物的、恶魔般的

人  [ 7] 247
。在儿童形象撒旦特质一面的背后更多的

是丑恶社会环境的影响:偶合的家庭, 父母亲的不尽

职责以及社会的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社会深切

地呼吁: 先生们, 我们世纪的孩子们生活得多么艰

难! 因为这个, 我只是仅仅想让你们关心下孩子们

呀! ∀∀ [ 5 ] 292

3 儿童书写  与现实的关注

孩子是花朵, 是春天树上长的绿叶, 他们需要

阳光、空气、广阔的天地、新鲜的养料  [ 8 ] 54
。如何使

人间最美的花朵灿烂地开放? 这是极具人道主义情

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关注的问题。作家关注着

当时儿童的生存境况和儿童的习性、成长特点,表达

了自身对儿童的理解与认识, 诸多观点对当下教育

不无裨益。

儿童是具有独立生命意义的个体, 他们既不是

成人的附属品,也不是缩小的成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一颗仁爱之心走入儿童的世界, 把儿童作为一个

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他夫人也不由得赞叹他:

我从前没有、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人能像我丈夫那

样善于了解儿童的心灵世界, 并且用有趣的谈话让

儿童听得津津有味。在这样的时刻, 费奥多尔 %米

哈依洛维奇自己也变成儿童了  [ 9] 288
。对儿童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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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与了解,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更深刻地了解孩子

们,融入他们的世界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孩子们并不愚笨, 他们有

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过程,在与孩子们交往中,我们应

给予更多的是爱与尊重。相反, 很多成年人对孩子

并不了解,他借梅斯金公爵之口,说: 什么也无需对

孩子们隐瞒,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还小,知道这些还早

作借口∀∀当一只美丽小鸟信任而又幸福地望着您
的时候,欺骗他们是可耻的!  [ 10] 63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注重对小女孩纤弱而敏感

的心灵世界的探索, 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塑造了很多

小女孩的形象, 并细致刻画了小女孩的心理世界。

#涅朵奇卡 %涅兹瓦诺娃 ∃中的卡加因为列奥达太

太表扬涅朵奇学法文字母比她快而心生嫉妒, 在受

到列奥达太太批评后,活蹦乱跳的卡加整整两天没

有笑声和叫声。面对骄傲和自负的小卡加对涅朵奇

卡内心的嘲笑和不友好的态度, 公爵父亲批评了她,

卡加年幼的心受到了震动, 自我反省后向涅朵奇卡

道歉, 获得了父亲的原谅。幼小的心灵不需要父母

大声的呵斥和任意的放纵, 对其心灵的引导才是最

正确的方式,因而面对父亲, 卡加能完全直率、坦白

和毫无隐瞒。不仅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还塑

造了许多敏感而又多疑的小女孩, 她们善良的灵魂

后面隐藏着种种变态的情绪。孤儿涅朵奇卡、涅莉、

受虐的丽莎 ( #永恒的丈夫 ∃ )以及捉弄阿辽沙的丽

扎,这些小女孩儿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忧郁而倔强

的心理、富于幻想的性格,以及幼小身躯所承受的世

间苦痛,都渴望得到自己心仪之人的爱,却又几经迂

回而不能坦白相诉。从这些稚嫩的生命中我们看到

了他们似懂非懂、像是成熟却又未完全成熟的孩子

们的心理变幻,世间的爱让她们感受到生活的温馨。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在用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经历向

世人诉说小女孩的情怀,以及如何使这些稚嫩的小

生命从对恨世的地狱中走入爱的天堂。否则, 这些

受尽世间侮辱的小女孩只有毁灭自己, 天使般的灵

魂只有被成人羞辱。如 #罪与罚 ∃斯维里加洛夫幻
想中的 14岁小女孩一般投河自尽, 在潮湿寒冷的黑

夜里,发出被无耻凌辱的、却又无人听见的绝叫。陀

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年 #作家日记 ∃中写了一篇题

为 #孩子生活中的趣事 ∃的文章, 讲述了一位叫莎沙

的 12岁的小女孩因学习不好, 受一个小女孩的影

响,欺骗母亲离家出走,在外受尽苦难最后回到家中

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离家出走的小女孩为

例阐述了儿童教育的观点, 他认为这个孩子并不如

同她自己所称的那样笨,这是一个孩子成长发展过

程中所出现的可以为成人理解的事件。这颗幼小的

心灵已走出了第一个童年期,但还远未成熟, 他们有

时会产生一些令人吃惊的、荒诞的想法、梦想和决

定。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具有二元性的特

点,一方面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最令人感动的、幼稚的

天真和不成熟; 另一方面他们身上又呈现出非同一

般的理解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以及很快地接受父母

亲和教育者思想观念的能力, 因而他们看起来无所

不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一阶段小女孩子的生活

称为 特别危险和关键的 时期。

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看重一个人童年

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们只有在童年时代留下美好的

回忆,接受良好的教育,得到父母的关怀与爱,才能健

康成长。父母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应当永远保持一种

崇高的形象, 否则的话,父母不好的形象就有可能在

小孩子的心里播下一颗坏种子。相反,童年时期保留

下来的美好的回忆正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如果能带

着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走向生活,那么, 这个人便可

终生得救,即便只有一段美好的回忆留在我们心中,

有朝一日它也会有助于我们得救 [ 11] 907
。 #穷人 ∃中

瓦连卡对童年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 是对

自己困苦生活的一种安慰;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

尼科夫幼年时奋力保护一匹被成人抽打的小黄马的

事,也许正是其内心中隐藏的善的体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儿童的尊重、对孩童心灵

世界的关注、对童年期的看重,正是其在社会现实生

活中对儿童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4 结 语

对儿童的理解就是对人自身的理解,追寻儿童

的意义,就是在追寻人类自己 [ 12 ] 29
。尼采在 #查拉

斯图拉如是说∃中说人的精神变形是从骆驼变成狮

子,最后变成小孩。尼采在小孩身上发现了人类新

价值创造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童的生命和

生活中倾注了爱与心血,在探索人之谜时将人类的

希望赋予儿童。儿童生活的 黄金国 ,才是人类生

活最美好的境界,才是乌托邦的理想之国, 才是人类

精神的家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儿童身上寄予

理想, 同时又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给以关注, 可以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童观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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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心中怀有美好的理

想,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反省中,在现实的不

断完善中,从而不断地完善人类生活。正如陀思妥

耶夫斯基自己写到的: 人的生命中没有最可宝贵

的、神圣的童年回忆, 人就不可能生活∀∀童年给人

留下的回忆几乎总是影响最深刻的。但这些回忆究

竟是什么,他们究竟给人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对他们

来说这一珍贵的宝藏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 ! ! 所有这
些,毫无疑问,是既令人感兴趣又严肃的问题。倘若

能够事先多多少少猜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有

可能消解现代许多使人担忧的问题, 许多人会对俄

罗斯的年轻人具有十足的信心; 最主要的是 ! ! ! 也

有可能多多少少将感觉到我们的将来  [ 13] 15
。对孩

童的关注也就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儿童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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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low carbon econom y has becom e them ain trend of globa l economy, w hich a lso prov ides enorm o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 ities for sm a ll and m edium enterprises( SME s) . Studying low carbon econom y from new en

ergy leve,l reducing carbon em issions per unit of product ion, and low carbon consum ption, w e can conc lude that it is

im perat ive for SM Es to deve lop low carbon econom y. There a lso ex is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duct ing en

terprise innova tion and chang ing the past extensive m ode of developm ent are im po rtant approaches fo r SME s to de

ve lop low carbon ec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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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 ina)s crisis m anagem ent lacks a clear convey ing of inform ation and therefore is not an e ff ic ient crisis

hand ling m echan ism. C rises are no t taken as dynam ic con tinua and are treated as separated fragm ents, wh ich w illo f

ten generate vacuum areas in comm unication. St imu lated by pub lic op in ion on the Internet crises m ay evo lve into

m ore ser ious ones. Therefore, in hand ling crises, top ic m anagem ent m ay contribute to lead ing public opin ion to a

m ore friendly side and thusm in im izes the dam age o f crisis and avo id further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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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tistica lly analyzes the aux iliary w ord De(的 )  in sing le attributive and exp lains the cau

ses o f errors w ith theories of SLA. Through research, w e believe that erro rs of De are caused by overgeneraliz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ru les and them other tongue negative transfer. Com bining types and various causes o f errors,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Tha i students) d ifficu lt ies in the acquisit ion o f De m a inly consist of the concealing and

revea ling o f De when a noun is used as an attribut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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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5094, in Ch inese)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his insight into adu ltm inds, Dostoevsky a lso paid attention to children. H is ow n experience

in h is childhood, social rea lity ofRussia at h is tim e, and h is understand ing o f the children wo rld w ork together in the

form at ion of Dostoevsky)s com plicated and profound approach to ch ildren. Ch ildren in his stories are not only repre

sentat ion of his idea ls but also a sym bo l o f his anim adverting against the darkness of the soc iety and an em bodim ent

of his hum anist ic care abou t the realw orld ch 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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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ic itat ion is a translat ion strategy tom ake what is im plicit in the source language explici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 ithout losing the orig inal inform 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w ith concrete exam ples, the classificat ion o f

explicitation strategy and dem onstrate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tendency of pragm atic explicit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otentials of three cultura lm odels to dea lw ith pragm atic explicitat ions are ana lyzed in con junction

w ith exam ples in Eng lish translation o 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e caus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ag

m at ic explicitation are also exam ined in term s o f exp licitation li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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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w estern philosophy cam e into ex istence, anc ientG reek ph ilosophy had derived from re lig ions in its

tim e. Ph ilosophy cam e into hum an m ind when ancientG reeks found the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 f Sph inx. And its ap

pearance requ ires abstract and independent consc iousness o fm en. Th 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eve lopm ent of hu

m an consciousness through ancient Greek relig ions from prim it ive tribal relig ions to O lym pus re lig ion and to

D ionysus Orpheus relig 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hum an se lf aw areness turned from the vagueness in the beg inning

to clearness and nature and m an him se lf cam e to be sub jects of hum an thinking. In such process, ancientG reek reli

gions enlightened m an)s se lf aw areness that hum an consciousness grew m ature and la id foundat ion for philosophic

th in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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