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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
) ) ) 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田全金  王圣思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

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 /为人生0的进步作家,受到

左翼文艺界的欢迎。 50年代之后, 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 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 /两面人 0。

90年代以来, 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 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 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 /先

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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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ree Dostoevskycs in Ch ina: Cr itica l R ead ing of R esearches
on Dostoevsky in Ch ina

TIAN Quan2jin WANG Sheng 2si

( Ch inese Depa rtmen t, E ast Ch ina Norma l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062, Ch ina)

Abstr act: Fyodor Dostoevsky began to be known and accepted by the Ch inese readers during the New L itera2

tureMovem en.t The deve lopm ent of literature in Ch ina and the change in researchme thodology have produced

three Dostoevskycs: the progressive writer striv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welcomed by th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 ircle in the era of the R epublic of Ch ina; an artist ic success yet ideologica l reactionary in the

1950s; a prophetwhoseworks set up amonument in literature and constitute a constant insp iration for the Chi2

nese readers in the 1990s.

K ey word s: Fyodor Dostoevsky; Ch ina; / striving for the mean ing of life0; dual character; prophet

一、初入中土 /为人生 0: 1918~ 1949

早在 190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就首次

进入汉语世界
[ 1]
。但作为一个作家得到介绍, 则

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1918年。文学研究会的成

员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王统照等在介

绍、翻译、评论陀氏中起了重要作用。

1918年初, 5新青年6发表周作人翻译的论文

5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 6
[ 2]
, 拉开了陀氏评论的序

幕,我国一般读者由此第一次读到陀氏的名字,了

解他在西方的 /复活0及其原因 ) ) ) /非常明显的

现代性 0。周作人的 /译者按 0约有一千字, 是中

国人写的第一篇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周

作人称赞5罪与罚6 /致为精妙 0, 并翻译了 5罪与

罚 6结尾的片段, 热情洋溢地赞颂拉斯柯尔尼科

夫的新生或复活:拉斯柯尔尼科夫 /以苏涅之劝,

悔罪自首0, 流放西伯利亚七年, 其 /向上之新生

活,即始于此 0。周作人还介绍了5克罗加耶 6 (温

顺的女性 ), 并总结说: /陀氏于此, 意谓虽在鄙

夫,灵魂中亦有潜伏之爱, 足与为善。一面又示无

爱情结婚之不幸。0

文章鲜明地表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人 /为

人生0的文艺观, 其中蕴涵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和

个性解放的思想。周氏在译介和评论陀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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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调卑贱的小人物也有人的尊严,也有爱情和

恐怖, 同时强调婚姻自由, 揭露 /无爱情婚姻之不

幸 0。以此为出发点, 在评价陀氏作品时, 自然而

然地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其实, 5罪与罚 6中拉斯

柯尔尼科夫的新生,乃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复

活,是对暴力和理性的扬弃,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人所追求的启蒙理想是有根本差别的。当然, 周

作人对于陀氏的认识还比较粗浅, 是以文章中只

有赞扬而没有批判。

1921年恰逢陀氏诞辰百年,我国报刊集中发

表了近十篇中国作家学者撰写的陀氏评论, 次年

又发表了三四篇。总的来看, 这些文章对陀氏都

推崇备至,对其思想和艺术给予充分的肯定。

沈雁冰的 5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 6
[ 3]
是解

放前陀氏评论中篇幅最长、份量最重的论文。此

文引用、介绍了西方学者观点和俄国批评家的观

点,结合作品论述了陀氏思想的几个方面。如性

善论、宗教信仰、陀氏的政治思想等。沈雁冰对陀

氏的总体介绍达到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 对陀氏

的思想论证得相当客观充分, 展现了研究者较为

广阔的视野。沈雁冰紧紧抓住人道主义来全面评

价陀氏,在当时这种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沈雁

冰还介绍了国外许多评论家的一致意见:西伯利

亚的苦工生活使陀氏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因

而有流放前后的两个陀氏之分, 也介绍了极少数

评论家在当时的新观点:只有一个陀氏。

沈雁冰的文章材料丰富,文笔活泼,但也带有

新文学初期的缺点:作者对陀氏原著知之不多,引

用和转述文献时多有错误。如文中提到 5卡拉马

佐夫兄弟6中的凶杀案,说是老卡拉马佐夫 /被他

的儿子伊凡和突米屈列 (德米特里 )所杀 0, 而事

实上德米特里冤案正是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

郑振铎指出陀氏艺术上的缺点:粗率、凌乱、

结构无序等,但同时认为他的伟大不在艺术方面,

乃在于博大的人道精神
[ 4]
。蒋光慈、瞿秋白也指

出陀氏的不足:文字艰涩、冗长、搀着不少长篇议

论,人物的见解都相仿, 显然是作家自己的思想,

同时指出,陀氏的伟力在于心理分析细察毫毛,在

于艺术的真实, 反映俄国社会之 /沉痛的心灵 0,

表现病态的人和社会问题
[ 5]
。

1926年,鲁迅为韦译 5穷人 6作了 /小引 0
[ 6]
,

抓住陀氏艺术的主要特点 ) ) ) /显示灵魂的深 0,

剖析了陀氏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恶。他的评

论要比一般评论泛泛而提陀氏的心理分析要准

确、犀利、透彻得多。而鲁迅有别于一般评论和国

外评论的精到之处,更在于他从 /显示灵魂的深 0

这点出发所作的引申意义, 即对我们民族审美心

理的内省。

20世纪 20年代, 中国的陀氏评论约二十余

篇,它们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大都参考西方和

俄国陀氏评论的观点,视野比较开阔。第二,这些

评论都采用了总论或泛论的形式。对陀氏以肯定

为主, 也提到他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缺点。第三,中

国评论者主要从文学反映人生的角度来认识陀

氏。经常重复提到的是:陀氏的人道主义情感、博

爱思想、平民精神、社会现实因素等, 有些评论甚

至已明确提出他对城市无产者的同情,对畸形社

会的反抗。

20世纪 30年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

播,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

弗里契的社会学,都介绍过来, 对我国的陀氏评论

产生影响。评论者更为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性和

阶级性,从文学反映 /人生 0逐步收拢到文学反映

/社会现实0。

20世纪 30年代, 我国学者撰写的十余篇评

论中, 评介长篇小说5罪与罚 6的文章占了十分之

四。从 20世纪 20年代的泛论发展到此时的具体

作品分析,本应有所深入, 但往往只是作家生平简

介加上故事情节简述,视野不及 20年代。

沈雁冰 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3罪与罚 46
[ 7]
, 仍

然肯定陀氏同情 /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 0,但指出

5罪与罚6中陀氏对现实态度的二重性, 隐含批判

意味。与茅盾以前的评论相比, 这篇文章失去了

原来开阖自如的思想光彩,而变得拘谨慎言。

同样,鲁迅在 30年代论及陀氏的文章中也出

现了一些新变化。他在 5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6
[ 8]

中运用了社会学和阶级论的观点。不过,鲁迅并

非使用单一的观点,在他的评论中,与 20年代一

脉相通的独特之处仍然是对中国人读陀氏作品的

审美心理的探源。

20世纪 40年代, 陀氏评论沿着社会学的道

路继续前进。一些译者写的 /序 0或 /译后记 0式

的评论倒是表达了比较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耿济之
[ 9]
抓住了 5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6的主

旨 ) ) ) 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分析了作家由此安

排的各色各样的典型。他尤其介绍了陀氏小说的

结构方式:哲学思想的充分表白和情节的引人入

胜,两种相反相成的笔法成为这部作品的结构特

点,而哲学、宗教的思想占居中心地位成为圆轴,

复杂错综的故事顺着这个圆轴发展,外在的生动

趣味的情节补偿了哲理的冗长枯燥。王统照在回

忆耿济之及其译著时十分赞同译者的见解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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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陀氏评论并未对陀氏艺术作出更细致

的研究,而是沿着社会学评价方向越走越远。

何炳棣
[ 11]
受丹纳的启发,运用广义的社会学

批评方法,既从陀氏作品的人物身上,也结合俄国

人的种族、环境、地理、气候、时代等因素来归纳俄

罗斯的民族性,如生命力的雄厚,对精神生活的重

视,宗教信仰之浓厚, 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好走极

端,具有 /复活0的观念和伟力,等等。可见, 何氏

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文学,而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性。

纵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陀氏评论, 可以看

到:第一,外国的评论对中国的陀氏评论仍然发生

影响, 因而评论的方法和角度还不算过于单调。

第二, 主要的评论承接了 20年代的审美侧重点,

并且有所发展。一方面, 仍然重视陀氏的人道主

义,另一方面,运用社会学、阶级论的观点和方法,

强调平民和贵族、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阶级冲突,

以及社会底层人民对俄国专制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等。

1918~ 1949年的陀氏评论约有四五十篇
[ 12]

,

其中包括译自英、美、德、日、法及旧俄和苏联的陀

氏评论, 也有中国作家、学者所撰写的评论文章。

中国的陀氏评论受到外国陀氏评论的多方影响,

有一定程度的多样化表现。但是, 接受者的审美

选择决定了接受陀氏的侧重点。新文学在提倡

/人的文学0、/为人生的文学 0过程中呼唤人道主

义,陀氏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特质与此正好合拍。

/文学为人生 0的倾向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中逐步

发展为 /文学反映社会现实 0的倾向, 崇尚科学理

性思维的中国评论者对陀氏的认识也就相对集中

在社会写实的层面,对于他的宗教思想和艺术特

质缺乏深入的认识。

二、社会学语境中的 /两面人 0:
1950~ 1989

上世纪 50年代是三四十年代的继续,但失去

了容纳各种批评方法的土壤, 对陀氏的评价更加

片面。 1953年上海文光书店印行了九卷本 /陀思

妥耶夫斯基选集 0, 卷首前言对他的思想和艺术

作了简要介绍,并说:

我们要特别告诉读者, 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伟大作品的时候, , , 必须要扬弃他的一部分

不健康的思想,他的偶尔的描写的歪曲,和正教的

宣传。

这篇简短的序文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风

尚 ) ) ) 由出版者来教导读者如何 /批判地继承 0

文学遗产。它教导人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

上是伟大的,但思想上应该给予批判。

1956年 2月是陀氏去世 75周年, 世界和平

理事会把陀氏列入是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之一。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欧阳文彬的小册

子 5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 6, 中国各地报刊

上发表了十余篇介绍陀氏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小

册子都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伟大的俄罗斯作

家 0、/不朽的艺术天才 0, 而缺乏具体的艺术分

析。

译自苏联的陀氏评论此时占了绝对优势, 西

欧的陀氏评论译文在中国报刊上几乎绝迹。这时

期翻译出版的叶尔米洛夫的专著5陀思妥耶夫斯

基论6 (新文艺出版社, 1957年 )是用社会学和阶

级分析的方法研究陀氏的重要论著,其基本特点

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为伟大艺术天才和反动

思想家的奇怪混合物。这种做法对中国评论者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流毒直到上世纪 80年代还远

未肃清。

稍作归纳,可发现这个时期陀氏评论有以下

特点:第一, 均以总论的形式出现, 带有重新评价

陀氏、指导阅读的倾向。第二, 采用鲜明的阶级分

析方法,对作家个人政治定性。第三,运用唯一的

社会学标准评价陀氏作品。第四, 彻底批判作家

为社会寻求出路开出的宗教药方。

20世纪 50年代后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

国日益走下坡路。 1957 ~ 1978年, 除了两三篇

/译后记 0外, 中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陀氏的评

论。

文革后,文学理论和批评在 50年代断裂的地

方重新起步,社会学批评驾轻就熟地找到了用武

之地。逐步恢复的陀氏研究也重新进入社会学的

语境。 1986年 2月在上海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

国陀氏学术讨论会, 形成我国陀氏研究的热潮。

向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有六十余篇,涉及的议题

相当广泛。还出现了中国研究陀氏的专著。这些

著作和论文的发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了解

世界优秀文化产品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也暴露

了由于长期的隔绝,从而使得中国学者对国外同

行的研究成果相当陌生。

刁绍华的 5陀思妥耶夫斯基 6是开放初期的

评论著作,基本上停留在叶尔米洛夫的时代,对陀

氏作社会学的评判。例如, 书中说: 5地下室手

记 6/是他最反动的作品之一, 矛头所向也完全是

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 5怎么办? 60
[ 13] ( pp40- 41 )

, 而

5魔鬼 6则 /最充分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

动思想倾向 0, 对革命 /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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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 0
[ 13] ( p49)

。在分析 5罪与罚 6等杰作时, 作者批

评陀氏把犯罪与革命暴力混为一谈,而对作品艺

术特色的分析则极其简略。

刘翘的 5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 6沿用叶

尔米洛夫的观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艺术上

有天才但思想反动 (宣扬宗教 )的奇怪作家。他

选取那些政治上比较保险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

而对政治上比较敏感的 5群魔6和 5地下室手记 6

只字不提。但刘翘主张为 5二重人格 6平反昭雪。

作者强调高略德金是人格分裂的典型,是人性异

化的结果,是作家对导致人性异化的社会现实的

批判, /幻想的色调 0不应完全排斥
[ 14] ( p29)

。从总

体上看,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陀氏作品,

把他放置在现实主义的模式下解读的。

李春林的5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6
[ 15 ]
阐述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之间的影响2接受 (借

鉴 )关系, 对比分析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 称他们都是新的文学创作

的杰出的开拓者,下层人的苦难的深情的呻唤者,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人的解放道路的执著的

探索者。总的看来,整个研究贯穿着现实主义和

人道主义精神, 并没有借鉴国外学者的最新理论

成果。

那些上世纪 50年代以来一向被冷落或被视

为反动的作品在上世纪 80年代得到重新评价。

夏仲翼
[ 16]
、刘亚丁

[ 17]
、陈建华

[ 18]
、徐振亚

[ 19]
、赵

秀敏
[ 20]
等纷纷为这些作品平反。刘亚丁认为 /文

学与精神病并不绝缘 0, 5两重人格6 /通过主人公

的幻想和病态的描写0揭露了阶级对抗社会里形

成的两重人格, 指出这是私有制社会中人的异

化
[ 17]
。陈建华认为, 5两重人格6在艺术表现手法

上也很成功, 初步显示了陀氏 /最高意义上的现

实主义 0这一特色。另外, 该文几乎不再提陀氏

思想上是否反动的问题, 只是谨慎地指出他与现

代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 18 ]
。

彭克巽
[ 21]
、王圣思

[ 22]
等人对于陀氏与现代

派文学的关系给予关注。这表明思想的活跃和研

究水平的提高,拓宽了人们的鉴赏视野。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于 80

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加深了中国学者对陀氏小说

艺术的认识。1982年, 5世界文学6第 4期发表了

巴赫金的 5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6第一章;

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 5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问题6全译本。巴赫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直

到今天,中国的陀氏研究仍然笼罩着巴赫金的巨

大的身影, 换句话说, 沐浴着巴赫金式 /狂欢 0的

阳光。在新的理论背景下, 关注于陀氏创作诗学

的内部研究开始起步。陈建华
[ 23]
分析了陀思妥

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长篇的 /对位0、/对映 0结构

与戏剧处理。倪蕊琴
[ 24]
分析了托尔斯泰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结构, 指出它们之间史诗性与

悲剧性的巨大差异及巨大的相似 ) ) ) 结构的开放

性。

纵观 20世纪 80年代的评论, 包括一些总论

性的文章, 在论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提高。

有些文章对他的社会政治观、哲学宗教观等作了

专门分析,有的则从陀氏作品的主题、小人物形象

系列、现实主义风格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显示出陀氏研究的范围相应扩大, 并朝扎实的方

向发展。同时, 中国批评家正逐步走出社会学批

评的藩篱, 向 /内部 0的结构诗学研究迈进;而陀

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八十年的 /屈辱0之后, 即

将大步走进新时代。

三、/走进新时代 0的先知:
1990~ 2005

1990年代, 由于对恐怖世界的预言、对人生

的终极关怀,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早就应该享

有的先知的桂冠, 从而再也不是批判的对象。在

政治上平反之后, 巴赫金理论的烛照又使得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缺点, 如语言的拖沓、重复、冗

长等, 突然之间变成了优点,带上了复调和狂欢的

光环。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发表的有关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专著也有十余部。

主要有:何云波的 5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

化精神 6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季星星的 5陀

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 6 (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99);赵桂莲的 5漂泊的灵魂 ) ) ) 陀思妥

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王志耕 5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诗学 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这些著

作和论文,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不仅涉及陀

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系,陀氏

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包括东正教的关系也得到比较

深入的探讨。另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探

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

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5俄国文

学与中国6 (智量等著 ),内中有专章 /陀思妥耶夫

斯基与中国 0 (王圣思作 ),对陀氏在中国评介概

况、陀氏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了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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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另一章 /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 0 (李定作 ),

对 1987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情况有较详细的介绍。

冒键
[ 25]
、李春林和臧恩钰

[ 26]
、徐肖楠

[ 27 ]
等人

的论文,都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作家的影

响。陈建华的5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6 (学林出版

社, 1998)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

播有不少介绍和分析, 并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某些当代作家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 陀氏与中国作家关系的研

究有了发展。孙亦平
[ 28]
分析了鲁迅与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孤独意识,指出他们都是孤独的先觉者,

所不同的是鲁迅孤独的内涵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

色彩, 而陀氏孤独的内涵则具有浓重的人性批判

的色彩。他们在与孤独情境反抗时,鲁迅走的是

立人救国的启蒙主义理想之路, 陀氏走的是拯救

灵魂的宗教之路。刘久明
[ 29]
分析了郁达夫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 侧重于痛苦的宣泄以及二

重人格、病态心理的表现, 不同于一般的 /为人生

派 0作家。

相比之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介研究显

得薄弱。谢天振主编的 5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史 6
[ 30]
专节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

译介, 但时间止于 1949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具体的译介学研究仅零散地见于一些论文之中。

克冰
[ 31]
论述了偶合家庭的翻译问题,并通过

这个议题阐述了对陀氏作品中家庭的理解。李

今
[ 32]
分析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翻译的

历史, 并对韦丛芜、邵荃麟、耿济之等翻译家的坎

坷命运、特别是翻译风格作了评述。田全金
[ 33 ]
借

鉴安德列# 勒菲弗尔 (Andr�Lefevere)的 /操纵理

论 0,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译介与中

国文化语境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陀氏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

响还没有得到深刻的阐发。只是可以从批评家的

解说中看到中国学者对于陀氏博大精深的诗学的

向往, 甚至期望它能帮助我们 /最终走出那不仅

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 0
[ 34]
。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关系得

到了更多、更深入的探索。何云波的 5陀思妥耶

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 6对陀氏创作与俄罗斯

传统文化的联系作了阐述, 他从文化角度切入论

题,揭示了陀氏文化心理的三个基本方面:人道主

义、东正教信仰和民族精神。论著介绍了陀氏的

宗教特质、宗教皈依、宗教影响三个方面,并从这

三个方面入手, 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意识

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赵桂莲借助于对俄罗斯文化特别是俄罗斯宗

教和民俗方面的深入了解, 对陀氏创作中出现的

/恶0的形象,如罗戈任、斯塔夫罗金以及 /恶 0的

意义本身作了严谨深入的分析。作者还进一步指

出,不仅东正教不同于西方的其他基督教派,俄罗

斯的东正教还由于自己所处的地域和历史环境的

独特而具有不同于其他的东正教的特点, 俄罗斯

的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涵义,对神正论、对

自由都有独特的理解
[ 35] ( pp. 223 - 224)

。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

巴赫金的理论输入后, 他的 /狂欢化 0、/复

调 0、/共时性 0、/对话 0和 /全面对话 0等成为当

代中国批评家频频使用的关键词。与此同时, 批

评家们也努力寻找突破巴赫金的途径,对其诗学

概念频频提出修正。例如, 青江
[ 36]
就试图证明,

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创了 /全面对话小说 0或

/复调小说0,而是巴赫金依据对陀氏小说的阐释

首创了 /全面对话理论 0。

以此为背景,近年产生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诗学或审美叙事模式的专题性著作。

季星星在巴赫金 /共时性诗学 0的基础上, 通

过对小说发展史的考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

小说分析,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

比如, 情节和描写的淡化一向被认为是小说散文

化的一种表现, 季星星却认为其中融进了戏剧诗

学的展示性与呈现性,包括:叙述者的退隐,叙述

视角的旁观化;环境与人物肖像描写的提示化;人

物心理的展示性
[ 37] ( pp. 141 - 149)

。

王志耕强调走入宗教文化语境来研究陀思妥

耶夫斯基。中国学者受巴赫金的强烈影响, 纷纷

就陀氏诗学的共时性发表评论, 似乎这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天然特征。王志耕则反其道而行之,

从基督教文化语境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历

时性0诗学。
[ 38]
王志耕借助于对陀氏宗教修辞的

分析, 试图说明俄国宗教文化语境对陀思妥耶夫

斯基诗学本质的构成性制约。复调本质上是 /整

体价值之下的自由对话0, 也就是说,复调本身以

相似的方式指向整体性 ) ) ) 一个无需证明的形而

上的存在,也就是超验的上帝
[ 39]
。这里继续的仍

然是关于历时性诗学的思考, 不过是进一步争取

与复调理论达到兼容。

纵观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的陀氏评论,可以看

出以下特点:第一, 广泛吸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

果,文化视野相当开阔。第二, 由外部研究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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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转移,研究方法由社会学转向各种方法并用。

第三, 对陀氏的批判彻底结束了,转而把他尊为伟

大的先知。

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大多数批评

者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单纯的外国作家

来论述,对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从中国文化

视角审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未给

予足够的重视。其次, 翻译研究还非常薄弱。第

三,从宗教文化语境切入论题是重要的,但不能仅

仅从基督教文化语境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氏作为一个基督教 (东正教 )背景下的俄罗斯作

家,当他跨越时空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

在另一种宗教文化语境下展示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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