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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尔斯泰是欧洲作家中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色彩的作家。他认真研读过诸子学说,并将其精华

融会贯通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从 仁爱修身与道德自我完善!、 无为不争!和 勿以暴力抗恶!、

 兼爱与全人类的爱!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说明诸子学说与托尔斯泰创作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诸子学说; 托尔斯泰; 创作

中图分类号: I10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6644( 2005) 01- 0101- 04

纵观托尔斯泰的创作, 不难发现, 托尔斯泰是

欧洲作家中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色彩的作家。

在他辉煌的文学创作历程中, 博览群书, 钻研过多

种学说,东方思想文化对他影响很大。他认真研读

过孔子、墨子、老子的著作, 曾翻译介绍过老子的

∀道德经#,读罢∀墨子#感到 尤其钦佩!, 承认孔子

对他的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的影响则是 巨大!。
诸子学说的精华,如水乳般地融会贯通在他的文学

创作中,使其作品中深藏着中国文化的痕迹。可以

这么说,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与诸子学说对其影响

是分不开的。

一、仁爱修身与道德自我完善

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知道,孔子伦理学说的核

心是 仁!。 仁!主要的内容是爱人修身,而 爱人!
作为 仁!的首要内涵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如 樊
迟问仁, 子曰, 爱人!。[ 1]又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
人!, [ 2]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 吾亦欲无加诸
人!。[ 3]显然, 孔子的 爱人!是建立在尊重人的人
格基础上,从 爱人!的思想出发,以民为本,施惠于
民。 爱人!实质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道主义精

神。 仁!的另一内涵即 修身!。儒家在提倡的格、
致、诚、正、修、齐、治、平一系列有效到达的行为中,

取其中 ∃ ∃ ∃  修身!, 即所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
是以修身为本!。[ 4]为什么以 修身为本!,孔子曰:
 修己安人。!儒家对人性的看法为 性善论!, 相信
既然人的本性为善,那么仁者 修身!, 必然能启发

他人之善性, 加以模仿, 而都以 修身!为本。
可见,孔子把道德修养看着是协调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 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关键。所以,  爱人!
和 修身!作为道德准则的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
对内是修身, 对外是爱人。只有克己修身,才能做

到爱人。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修身于国家、于社

会都大有益处,  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齐家、治国、
平天下。

受孔子思想的影响,托尔斯泰也是一个性善论

者, 他认为:善存在于人的内心,生命本身就告诉人

们什么是善, 即所谓: 信仰有多种, 灵魂却只有一

种, 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

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了。人人都保住自己

的原来面目, 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这里所说的人

的灵魂也就是人的道德、人的良心、善心。人只要

按自己的良心办事, 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人

民就会团结, 社会就会安定。可见, 托尔斯泰道德

自我完善与儒家的爱人修身,精神上有其一致性,

也是以个人自身的改造为对象, 从个别到整体, 人

人道德净化,自我完善, 不仅个人成为道德高尚的

人, 而且整个社会也因此而进化。道德自我完善这

一准则充分地体现在托尔斯泰的一系列作品中。

聂赫留朵夫( ∀一个地主的早晨#) ,放弃学业回
到农庄进行农事改革。他看到广大农民生活困苦,

某天早上就带了一叠钱去施舍,并让需要物资的农

民到村里申请。这是因为他发现了 爱,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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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的不以情况为转移的幸福!, 于是聂赫
留朵夫从 爱人!出发去行善, 做好事, 处理地主与
农民的关系。尽管聂赫留朵夫最后因意识到地主

与农奴之间存在着极难调和的阶级矛盾而心灰意

冷,但他最初满怀救济农民、整顿农庄的热情,却体

现了托尔斯泰寄希望于贵族阶层想通过自身善良

的举措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意图。奥列宁 ( ∀哥萨
克#)放弃贵族生活, 踏上道德自我完善之途。他渴
望过平民化的朴素、自然近似于原始的新生活,在

质朴无华、心地善良的哥萨克中间, 他意识到上流

社会道德的虚伪,他感到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于满足

自我的欲望而在于摒弃私心, 追求美好的东西。他

发现 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 能够与哥萨克结

合,  只有爱, 只有自我牺牲!。于是, 他割断情思,
把自己心爱的座骑送给了山民路卡希卡,助其向马

丽安娜求婚的一臂之力。尽管奥列宁慷慨的赠予

终不被哥萨克所理解而离开高加索,但托尔斯泰意

在表明:贵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自身的道德完善,

力求 平民化!, 才能够得到道德上的新生。
如果说聂赫留朵夫最终意识到剥削与被剥削

的关系是任何爱也不能调和的而心灰意冷;奥列宁

因自己的牺牲不被哥萨克所理解而离开高加索都

体现了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观念, 那么

∀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则是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
善极致的典型。

青年时代的聂赫留朵夫善良、充实, 乐于为一

切美好的事业献身。他研究了斯宾赛∀社会静力
学#,第一次理解到土地所有制的种种残忍和不公
正,于是将继承父亲的土地送给了农民, 真诚地爱

着纯洁的卡秋莎。可是当他进入禁卫军后,便从一

个正直的青年堕落为 以女人为最好享乐工具的浪
荡公子!,从一个诚实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堕落为
荒淫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诱奸了卡秋莎。法

庭上与卡秋莎重逢, 使聂赫留朵夫受到良心的谴

责,决心为拯救卡秋莎不惜一切代价。他为卡秋莎

上诉, 陪同她到西伯利亚并决定和她结婚, 与她一

起受苦。聂赫留朵夫思想的发展过程, 实质上就是

自我反省,自我认识,体现人性由丧失到人性复归,

即弃恶从善,达到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

从上述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可看出,他们或是

清晰、或是朦胧地感到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的腐化堕

落,因此,力图以性善、仁爱为出发点,到达道德自

我完善的归宿。由此可见, 托尔斯泰提倡的 道德
自我完善!与儒家的 仁爱修身!都充满了真诚的人
道主义精神,都注重人的 内省!, 注重道德的自我
完善, 在对社会的改造中强调人的主观世界的改

造,人的主体意识的净化, 这些在特定的时代是有

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 无为不争!与 勿以暴力抗恶!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政治主张,在他的论著中

有不少论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5]  上德无为
而无不为!, [ 6]  为无为, 则无不治!。[ 7]老子认为
 无为而无不为!最符合他的 道!, 是最高的 德!,
只要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就无往而不胜。同时, 老

子还提倡退守不争的处世哲学。他说:  天之道, 不
争而言胜!, [ 8]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9]极力主
张以柔克刚, 以退为进, 要人们采取 不敢为天下
先!的态度,甚至委曲求全。 曲则全,枉则直!, [ 10]

凡事听天由命,逆来顺受。

关于老子的 无为!,托尔斯泰曾赞美道: 老子
书中惊人之处就是他称之为无为的美德。他说:

 老子直接了当地把世界一切罪恶归结成%为& ∋ ∋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但是又不能不赞同这

点。! [ 11]受老子无为不争的影响, 托尔斯泰在 无
为!上与老子取得了共识。1893年, 他曾写过∀无
为#一文, 完全赞同老子无为的主张。他说:  根据
老子的学说,人们的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 不是因

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

做的。因此, 假如人们奉行无为, 那么,他们就能摆

脱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一切灾难。! [ 12]在老子无
为不争的基础上, 托尔斯泰逐步形成发展了他的

 勿以暴力抗恶!的理论即托尔斯泰主义。他反对
一切暴力, 从不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 他

希望统治者能够 挽救自己的灵魂!进行 道德自我
完善!,不再对劳动人民施以暴力。他希望革命者
不要用暴力来制止暴力。总之,要想建立理想的宗

法制社会,  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弃绝暴力!, [ 13]

 唯有人民不参加任何暴力行为,才能够消灭他们
自己所受的暴力压迫!。无为不争,勿以暴力抗恶
的思想同样渗透于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

∀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在刻画俄军主帅库
图索夫时时常将他的无为不争、忍耐退让、消极怠

惰和拿破仑的骄横逞雄、贪婪妄大、虚荣残暴相对

照。面对不义的侵略战争, 库图索夫的对策是 忍
耐和时间是我们的勇士、英雄!。在描写重大的奥
斯特里茨战斗前的军事会议场面时,库图索夫睡着

并打起了鼻鼾。这一细节描写, 正是消极无为, 静

守旁观的真实写照。他让人想起了老子 侯王若能
守, 万物将自化!,  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
敢进寸而退尺!等古训。此外, 小说中的另外两个
主人公身上也体现了消极无为的思想。安德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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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靠个人的奋斗传扬声名的虚荣心去参军。战争

中,他勇敢、富于献身精神。可在奥斯特里茨,安德

列仰望 宏伟的!、 无边无际的苍穹!, 突然悟出了
人生真谛:  多么安静,多么悠闲,多么庄严,完全不
像我那样在奔跑∋ ∋!瞬间,他感到了虚荣心的可
悲,感到个人的渺小, 于是, 他抛弃了虚荣心, 产生

了厌世的思想, 由积极上进变得心灰意懒。彼埃尔

在和卡拉塔耶夫屈辱的俘虏生活中,从他身上看到

了泰然自得,随遇而安, 无思无识,顺从天命, 相信

 人不是自己在生活, 而是上帝在安排!, 曾一度成
为顺从天命,  为上帝活着!和 爱一切人!的 性善
论!者。

此外,老子反对军事远征, 用武力扩大疆域。

他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
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14]和老子
一样, 托尔斯泰也看到了暴力战争的残酷性, 他厌

恶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在他的许多作品中, 不仅

指责战争对人类造成的种种实际危害, 还进一步从

人种的堕落,遭受摧残的角度证实了 暴力就是恶!
的观点。他猛烈抨击所有的政府发动的内外战争,

他明确表示,  对任何暴力和杀戮, 不管他们是从哪
个方面发生的, 我都极端厌恶!。[ 15]

对于社会的改良,在托尔斯泰看来, 与其使用

暴力跟人争夺, 不如战胜自身的邪恶, 使自己的灵

魂得救。他幻想着用 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 ∃ ∃ 也是
最伟大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在托尔
斯泰的文学作品中, 宣传主张阶级调和比比皆是。

诸如,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为农民办学校,只要地

主不懒惰, 不没落,亲临田间学农事, 学持家, 农民

就不会贫困。 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困,以
厉害的互相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 16]由此可
见,托尔斯泰以宗法制农民的天真, 借助于老子的

道德学说来向精神呼吁,力图用良心、博爱来恢复

所谓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

以,他主张一切人不分曲直地克制忍让, 唯恐激化

固有的阶级矛盾而产生暴力。

从托尔斯泰对库图索夫消极无为战略的赞许,

对安德列积极进取人生态度的否定,以及对卡拉塔

耶夫消极屈忍哲学的肯定, 我们可以看到, 托尔斯

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无为与老子的消极遁世的无

为不谋而合, 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同老子所说: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 17]  天下莫柔于水,
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 18]对此托尔斯泰心领神
会。他在 1884年 3月 10日的日记中写道:  就应
该这样,如老子所说,应该像水那样。没有阻障,它

就流;一遇堤坝,它就停止,堤坝被冲垮,它又流;遇

到方形容器, 它是方的;遇到圆形容器,就是圆的,

正因为如此, 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 更有力

量。! [ 19]总之,托尔斯泰与老子对水的品格的理解,
对人要像水那样随机而变、随遇而安的理解何等的

相似。同样, 对无为、不正、退守的理解也达到了共

识。

三、兼爱与全人类的爱

在中国, 爱的法则作最早最好地表述的是墨

子。他说:  奚以知天之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
相恶相贼也?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

之也。! [ 20]这里墨子提倡兼爱的理由是 天爱人!,
因而 莫若法天!。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永恒的大
同世界就会出现。

如果说 勿以暴力抗恶!和 道的自我完善!实
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那么两者的两旨则为实

现 全人类普遍的爱!。这是托尔斯泰学说重要的
内在灵魂。托尔斯泰读过∀墨子#, 与之心曲相同。

他曾说过:  爱,或者以别的名辞说沟通人类心魂的
渴望,是人生的惟一的最高法则∋ ∋这条法则曾被
人间一切圣哲之士宣扬过,印度人、中国人、希伯来

人、希腊人、罗马人。! [ 21]可见, 全人类各民族都有
爱的理想。托尔斯泰认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

是实现 爱的法则!,爱人如己,爱一切人,包括自己
的敌人。要宽恕人,宽恕无数次。只要所有的人相

亲相爱, 那么一个没有暴力的宁静而永恒的宗法制

社会就会出现。托尔斯泰一生执著不懈的探讨, 都

是围绕着 全人类爱!这一神圣的主题。可以说,
 全人类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托尔斯泰创作始终。

为了启迪人们心中的爱,托尔斯泰曾说:  ∋ ∋
你们在做什么呢? 你们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在什

么上面呢? 你们爱谁? 是你们的妻子吗? 你们的

孩子吗? 但这并不是爱,爱妻子和孩子,这不是人

类爱,动物也会这样爱, 而且更强烈。人类爱,这是

人人相爱, 是爱一切人, 像爱神的儿子和弟兄一

样。! [ 22]在爱一切人的准则下, 卡拉塔耶夫( ∀战争
与和平#)每当讲起他最心爱的故事: 一个商人 无
缘无故白白受苦!, 最后当生命将终时,还饶恕了那
个害他坐了许多年牢的强盗的时候,脸上总是流露

出 欢喜的神色!; 卡列宁( ∀安娜(卡列尼娜#)因饶
恕了安娜与渥伦斯基和解了,便平生第一次尝到了

 饶恕的幸福!、 精神的平静!; 安德烈( ∀战争与和
平#)负伤后, 在包扎所里看见血肉模糊的阿拉托
尔,对他产生怜悯之情, 并且在对敌人的宽恕中体

验到快乐; 比埃尔( ∀战争与和平#)被捕后, 遭到素
以残忍著称的法国将军大富审讯时,出现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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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奇迹,  大富抬起了眼睛,注意看了看比埃尔。他
们相互看了几秒钟, 而这一看便拯救了比埃尔。这

个注视,越出了一切战争与法律的条件, 是两人之

间发生了人类的关系。他们两人同时模糊地感觉

到了无限数量的事物,并且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

类的子孙,他们俩是兄弟!。[ 23]这就是爱的力量,爱
可以化敌为友。在这种爱的法则下, 聂赫留朵夫

(∀复活#)通过道德良心的谴责, 他的良知复苏了,
重新确定了爱心,并把这种无私的宽厚的爱扩展到

一切人,  从马车夫押解员起一直到他打过交道的

典狱长和省长为止!。他的心也由此而获得极度的
欢愉与宁静。作品中写道: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玛
丝洛娃的任何行动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情,这就

使得聂赫留朵夫喜气洋洋∋∋他爱她并不是为他
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 ∋现在无论他在
想什么事,也无论他在做什么事, 他的一般心境总

是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但对她一个人如

此!。这种心情如同一道爱的激流向他所遇到的一
切人涌去。在他 爱!的影响下,女主人公玛丝洛娃
也终于化恨为爱,从堕落走上了新生。

由此可见, 托尔斯泰与墨子一样, 都认为人类

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规律, 这种爱是上天赋予人

的,不可更移永恒的人性,人若丧失了它,便不成其

为人。这种爱能够把人们之间的仇恨化为相互怜

悯, 能够使堕落变为纯洁。因此, 人类爱在托尔斯

泰与墨子思想上产生了共鸣, 体现了人类在其自身

的文明发展进程中, 对于善和爱的永恒的依托和希

翼。

上述所见, 诸子学说的精髓与托尔斯泰的创作

水乳交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以这么认为, 托

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合

璧。正如列宁所说;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历史内

容, 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
此,研究诸子学说与托尔斯泰创作之间的必然联

系,将有助于我们对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对俄国

文学乃至俄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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