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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托尔斯泰 ,世界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受此影响 ,他笔下的安娜是个充

满矛盾的文学形象。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矛盾性格与悲剧命运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批

判现实主义意义。

关键词 :托尔斯泰 ;安娜 ;矛盾性格

中图分类号 : I10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765 (2003) 04 - 0052 - 03

收稿日期 :2003 - 08 - 27

作者简介 :周辉艳 (1971 —) 女 ,湖南新化人 ,新余高等专科学校中专讲师。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 ,是俄国 19 世纪最伟大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杰作《安娜·卡列尼

娜》中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理使安娜这一形

象的性格充满矛盾性。下面就三个方面 ,谈谈矛盾所在。

一、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以及对安娜形象的影响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的社会特点表现为矛盾尖锐、动荡不

安 ,正处在历史大变动时期 ,古老的封建俄国受到了西欧资本

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 ,资本主义势力的迅猛发展破坏了家长

制农村的旧基础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书中人物列文所说

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 ,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翻了身”的是

封建贵族的旧秩序 ,“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的变动使作者的世界观在创作前后期产生了尖锐矛

盾。在初稿中 ,安娜是一个其貌不扬、品德不佳的女人。她为

情欲所吞噬 ,抛弃了自已温和而善良的丈夫 ,最后很可怜地自

杀了。这是咎由自取 ,却不能说是悲剧。托尔斯泰写《安娜·

卡列尼娜》的本意是要宣扬他宗法制的家庭生活方式和道德

理想。他始终认为 ,贵族阶级家长制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

原则是可贵的。随着农奴制的改革以及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

剧破坏 ,作者进入了“新的热情探索和激烈的矛盾时期”,他对

周围事物的注意以及兴趣 ,使他的世界观和思想发生了很大

变化。于是他果断地对小说作了大的改动 ,大大改变了安娜

的外表和精神面貌 ,使得安娜具有了反抗意识 ,使这一形象闪

耀着思想的异彩 ,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

尽管作家极力描绘了安娜的美和与众不同的个性 ,但在

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却又是矛盾的。

一方面 ,他是一个基督教博爱主义者 ,认为一切人都有权利享

受幸福 ,因此 ,他非常同情安娜对爱情、幸福的执着追求 ,反对

上流社会对安娜的排斥和摧残。另一方面 ,作者从宗教伦理

观念出发 ,认为妇女活动的场所应是家庭 ,理想的妇女应做贤

妻良母。因此 ,他对离开丈夫、丢下儿子而跟情人出走的安娜

又是谴责的 ,他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 ,没尽到做母亲

和妻子的责任。为此 ,作者特意在作品中塑造了在爱情问题

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基蒂和忍辱求全的多莉的形象与安娜相对

照 ,用列文和基蒂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不幸福的家

庭相比较 ,这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批判

力量。

二、安娜爱情观、生活观上所体现的性格矛盾

1. 既接受命运安排 ,又不甘做卡列宁夫人

8 年前 ,安娜还是一个 18 岁少女的时候 ,由姑母作主 ,按

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 ,嫁给了当省长的、比她大 20 多岁

的卡列宁。这种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出于家长之命的婚姻 ,是

宗法制社会的传统 ,安娜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她安之若泰地

和卡列宁一起生活了 8 年。8 年间 ,安娜在“努力”地爱自己的

丈夫。作家在作品中告诉我们 ,她每逢欢乐和愁苦的时候 ,都

会“立刻”去向丈夫诉说 ,可以想见 ,她同丈夫的关系即使不怎

么亲密 ,至少还是和睦、平稳的。但是从安娜的本性上看 ,自

从与卡列宁结婚后 ,她的蓬勃朝气不见了 ,她的生气完全被压

抑了 ,这从后来佛伦斯基在火车站与安娜第一次会面时的印

象中可以得知。尽管如此 ,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 ,对爱情

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 ,实在不能再爱丈夫了 ,便去爱儿子。尽

管没有爱情 ,但生活还“幸福”,至少在当初她与卡列宁之间没

有出现象多莉与她哥哥之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就是说 ,

她无奈地屈从了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托尔斯泰从他的宗教

观念出发 ,安排安娜过上了一种看似平静幸福却不符合她所

追求的理想情感的生活 ,这为悲剧的最终产生埋下伏笔。

2. 逾越樊篱 ,却又不无犹豫

安娜的出嫁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不久 ,到了 70 年代 ,社

会的一切旧有联系都松弛了 ,这引起了人们头脑中一切因袭

观念的动摇 ,其中也包括婚姻观念。这个时期 ,俄国妇女的社

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问题异常尖锐 ,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世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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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社会变异 ,思想更新 ,大家认为应该抛弃旧习惯 ,比如应

该让青年人选择自己的婚姻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安娜也

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 ,但这时安娜已不同于一般的少女 ,既已

出嫁又有了孩子 ,已不是有“自由选择权的青年人”了。按道

理 ,她应该按照原有生活轨迹生活下去 ,继续过平静的生活。

但是 ,新时代的气息却使古井的死水卷起了波澜 ,在同佛伦斯

基邂逅后 ,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性意识突然苏醒了 ,此时 ,她

生活观、爱情观中的“自由、自主意识”以及追求 的勇气显现

出来了。她不顾世俗的偏见 ,执着地追求个性解放 ,追求爱情

自由 ,高喊着“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等 ,并为维护

自已爱的权利与贵族上流社会抗争。

在跨越礼教的樊篱之前 ,安娜的内心是不无一些犹豫的。

如为了避开佛伦斯基 ,她提前离开莫斯科 ,但在火车上读英国

小说时 ,她却怎么也不能静观“生活的反映”了 ,她对生活的渴

望像暴风雪那样掀了起来。再后来 ,回到彼得堡看到现实中

的丈夫 ,她还想说服自己照旧生活 ,但怎么也不可能做到 ,到

这时她的心才彻底的反抗了 ,尽管她刚刚说服哥嫂和解回来。

至此 ,由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生活观的某种改变 ,使得作品中

安娜的被压抑的个性也得以释放。

3. 热烈追求爱情 ,却又牵挂儿子

安娜与卡列宁的儿子谢廖沙是她的心肝宝贝 ,她爱谢廖

沙胜过爱自已 ,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在去莫斯科的火

车上 ,她与佛伦斯基伯爵夫人一路上谈的便是儿子。与佛伦

斯基从国外旅游回来 ,她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儿子 ,书中甚至

写到“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安娜在与丈夫决

裂以后 ,她非常痛苦 ,因为她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 ———“我失

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将为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可

见 ,安娜对谢廖沙的母爱之深。

安娜可以离开她丈夫 ,却不能离开她儿子 ,这也是她起初

不愿离婚 ,委屈求全 ,甘当一个情妇的原因。事实上 ,离家之

后 ,对儿子的思念之情长期的吞噬了她的心灵。在她后来渴

望离婚的时候 ,她仍然想到了她的儿子 :“他会在他那被我遗

弃了的父亲的家里长大 ,会看不起我。”安娜既想要爱情又想

要儿子 ,但两者不可能兼有。想到她要永远 ———不仅是在肉

体上 ,而且是在精神上和儿子分离 ,并且再也不能挽回 ,她便

感到加倍的痛苦和万分的矛盾。

另一方面 ,谢廖沙在她与佛伦斯基看来 ,又是比其他任何

人都频繁地成为了他们爱情关系上的“障碍”。有谢廖沙在

时 ,安娜与佛伦斯基不但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 ,

而且尽管这样 ,谢廖沙在对佛伦斯基的态度上仍有一种奇怪

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更有 ,安娜觉得谢廖沙就好比一

个罗盘 ,向她指出了“他们偏离他们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

的正确方向已经很远了”。这些都激起了她内心的痛苦和矛

盾。在这里 ,托尔斯泰既对安娜大胆追求爱情给予了极大同

情 ,同时又从人的本性出发 ,表现了安娜为母爱的失落而痛苦

的自然心态。

4. 不爱丈夫却又有种“不忠”的歉疚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自私、虚伪、庸俗、冷漠 ,他的官僚生涯

形成了他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思维方法。他头脑僵化 ,思想

保守 ,从外表到内心毫不可取之处 ,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是

官气十足的大官僚 ,是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长。安娜始终不喜

欢卡列宁 ,不喜欢他的大耳朵 ,更不喜欢他的性格。卡列宁只

知道法定的婚姻 ,而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只知道安娜是妻子 ,

却不想到她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正如安娜所说 ,卡列宁

“不是男子 ,不是人 ,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 ⋯⋯一架凶狠

的机器”。当安娜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 ,在火车站看到卡列宁

时 ,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那对难看的大耳朵 ———“啊哟 ,他的

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 ?”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

重 ,但她却习惯了这种不满情绪 ,而且反觉得自己好像在作假

一样。安娜不满丈夫说“爱”这个字眼 ,丈夫如果说“我爱你”,

会激起她的反感 ,她不愿听 ,但她对丈夫说的却是“请把你感

到的明白说出来 ⋯⋯”安娜厌弃丈夫 ,却又再三说他是“善良

的人”,不时地同情他说自己“对不起”他。她甚至希望自己一

死 ,让大家包括卡列宁都得到解脱。在病危的时候 ,她还向丈

夫忏悔 ,请求丈夫的饶恕。也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使安娜不能

接受卡列宁的“宽容大度”———允许她离婚并把儿子给她。这

种种表现正是一个善良的妻子因不忠实于丈夫而于心不安的

一种负罪 。托尔斯泰的宗法道德观念在这里得到了鲜明体

现 ,安娜有追求爱情的渴望 ,却又被宗法制度下的传统思想所

围困。

三、悲剧结局所体现的性格矛盾

安娜与佛伦斯基的邂逅可说是一次偶然 ,但在回彼得堡

的火车上重逢的一刹那 ,她心上就洋溢着了一种喜悦的骄矜

心情 ,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的脸上。他们的爱情

发展很快 ,彼此吸引。安娜的心理是矛盾的 ,但她却又把幸福

的梦想全寄托在了佛伦斯基身上 ,她抛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去爱佛伦斯基 ,包括她的名誉、地位、家庭以至心爱的儿子。

在意大利 ,她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但隐隐的又觉得是“不可饶

恕”的。佛伦斯基起初也真诚的爱安娜 ,为了她 ,他放弃功名 ,

改邪归正 ,不再吃喝玩乐 ;为了她 ,他不怕舆论的压力 ,也不惜

开枪自杀 ,等等。但佛伦斯基始终只被安娜的外貌所吸引 ,并

没有了解安娜的精神境界。他只知道和安娜寻欢作乐 ,从来

不体贴也不可能理解安娜内心的母爱和爱情的痛苦斗争 ;而

且佛伦斯基终究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族 ,他不可能把自

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两人世界里 ,他需要社会活动 ,需要交

际 ,因此很自然地导致了安娜的不 满。安娜自从离家后 ,便

把佛伦斯基的爱情当作了唯一的感情支柱 ,她不能失去他 ,但

越不想失去便越害怕失去 ,于是爱在她的心里便演化成了猜

忌、怀疑、怨恨。如当她在剧院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侮辱

后 ,美丽的脸颤栗了 ,回到家却责怪起佛伦斯基的“镇静”来 ,

说什么“你不应当使我弄到这个地步的 ,假如你爱我 ⋯⋯”在

两人关于社会活动的争执中 ,安娜是开着玩笑说的 ,但她的声

调里却能辨别出恼怒的意味。

佛伦斯基在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 ,安娜内心决定克制住

自己 ,不要吵闹以便能镇静地忍受离别。但当佛伦斯基以那

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向她告别时 ,她的心受到了伤害 ,想要克

制也克制不了。当佛伦斯基为监视亚什温赌博而晚回后 ,他

张开双手向安娜探过身去 ,此时的安娜是多么高兴他的这种

柔情蜜意的表示 ,但是她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邪劲不让她屈服

于她的冲动之下 ,她心里矛盾着 ,就像斗争的情况不允许她投

降似的 ,她没有“屈服“。到后来 ,她希望他出门时到她这里

来 ,而他没有 ;她希望他抬头望望她的窗口 ,而他也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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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使她感到末日到来的恐怖。她不希望爱情的完结 ,但

却明显地感到了一切将完结。安娜对佛伦斯基的爱是越来越

热烈、越来越自私 ,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被疏远 ,写信、打电报

都没有作用了。这时她才猛然醒悟到 :“如果与佛伦斯基结

婚 ,不要说幸福 ,就是摆脱痛苦 ,难道还有可能吗 ?”这样 ,在一

切都失去了的情况下 ,安娜的出路只有一条 ,那便是死亡。

安娜自杀而死了。她是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而死的 ,这种

追求精神高于同时代的一般贵族妇女。但同时她又是一个贵

族妇女 ,因而她不能不为种种贵族偏见所束缚 ,比如 ,她相信

梦 ,相信预兆 ,相信上帝 ,她一方面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 ,并且

确信自己不比别的贵妇人差 ,但同时她又在心里承认自己是

“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这说明了在她勇敢的行动

背后潜在着一种脆弱的自我意识。

安娜的惨死是个社会性的悲剧。当她公开向上流社会表

明自己有爱的权利的时候 ,她就把自己摆在了跟整个上流社

会为敌的位置上了 ,她就已成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众矢之的了 ,

这也是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她真诚的勇敢的爱着佛伦斯

基 ,触犯了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 ,触犯了统治阶级的法律条文

和宗教教义 ,触犯了上流社会的陈腐舆论。如书中写到 ,安娜

与佛伦斯基的关系公开以后 ,“嫉妒安娜 ,而且早已听厌了人

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猜对了 ,都幸灾乐祸

起来 ,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 ,就把所有的轻蔑的压力都投

到她身上 ,她们已准备好了一把把泥土 ,只等时机一到 ,就向

她掷来 ———”而其实 ,上流社会本身就是十分肮脏的。特维尔

斯卡娅夫人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利蒂亚伯爵夫人通过卡

列宁把安娜置于绝境 ,她自己几乎就是个娼妇 ,先后“爱过许

许多多的人”。贵族男女间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比比皆是。但

安娜追求不到自己渴望的爱情 ,就宁愿死也不向上流社会妥

协 ,她是一个叛逆者 ,是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 ,她誓死

也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她的死是对整个上流社会的

一种抗议和抗争 ,表明了与上流社会的决绝。在冲破封建束

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 ,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

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 ,具有深刻

的批判揭露意义 ,这是安娜形象性格的进步性之所在 ,也是作

家世界观和思想的进步性之所在。

但毕竟 ,安娜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 ,采用的也只是

个人反抗的简单方式。她没有要求以暴力推翻这个“官僚机

器”的统治 ,她甚至于没有过任何一点要求改革这个社会的表

示 ,她追求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获得个人的爱情。当追求的

自由爱情不能得到时 ,她就失望了、绝望了 ,不再追求了 ,甚至

也不在乎一切了。如最后在火车站 ,她似乎是通过那封信在

与佛伦斯基下最后赌注 ,结果 ,佛伦斯基没有立刻回来 ,预示

着她“赌”输了 ,于是她以年轻的生命作代价 ,演出了一幕悲

剧。这表明了安娜性格的局限性 ,同时也表明了作家世界观

和思想的局限性。

作家通过安娜的惨死 ,对俄国上流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 ,

对俄国寄生阶级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作家以他特有的洞察力

去观察世界 ,思索人生 ,但受时代特点制约 ,末能为安娜谋求

更好的出路。安娜的爱情以悲剧结局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自

身的逻辑 ,即在 19 世纪 70 年代 ,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贵妇人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带有历史的进步性 ,同时又

带有贵妇人的软弱性 ,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 ,其结局只能是个

悲剧。安娜的命运悲剧 ,是性格悲剧。而安娜性格的矛盾直

接根源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 ,这是受当时时代特点所制约的。

所以 ,从根本上说 ,安娜的性格矛盾 ,亦即性格悲剧 ,反映了俄

国当时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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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Anna’s character under the pen of Tolstoy

ZHOU Hui - yan

( Xinyu College , Xinyu 338031 ,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mes of the changing society , Tolstoy’s world view had sharp contradiction. Influenced by this , Anna under his pen was a lit2
erary figure full of contradiction. It was this contradiction that determined her tragic fate. Her contradictory character and tragic fate made the

work have profound critical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olstoy ; Anna ; Contradictory character

　·54　　　 · 周辉艳 :试析托尔斯泰笔下安娜性格的矛盾性 　 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