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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 又名斯克列夫茨基， 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

家，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导师，苏联 文

学的创始人；同时又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 列宁

高度赞扬他是“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

1 高尔基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风格及特征

高尔基人生坎坷，文学创作艰辛曲折，在俄国无产阶级文

学界留下了深邃的印迹，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的艺术融合，塑

造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风格。 高尔基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文学创作手段犷悍泼辣、刚健明快，
力度饱满、气势超群。 作家在这一时期所谱写的高昂激越的旋

律，给俄罗斯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其主要作品以浪漫主义

色彩的语言故事为题材，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和奋斗精神，赞

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

战斗的激情；不以情节为重，旨在抒发丰富的情感。 《海燕 之

歌》成为这一时期鼓舞革命斗志的号角和战斗檄文。 随后，高

尔 基 的 文 学 创 作 思 想 日 臻 成 熟，长 篇 小 说《母 亲》和 剧 本《敌

人》标志着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母亲》塑造了

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长篇小说

《克里姆。 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一部史诗式的文学巨作。
在苏联文学史上，高尔基的文学艺术风格独树一帜。 他的作品

语言激励流畅，个性张扬，寓意深刻，富有涌动的拼搏精神 和

人生哲理，高尔基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点评和政论文章，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 大 贡 献，
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根据自

己的人生经历，是以传记形式写成的自传体记，它既是作者童

年至青年时期的生活自述，也是举世惊叹的文学艺术珍品，它

们独自成篇，又前后相连，艺术性地再现了主人公阿辽莎坎坷

成长的三个历程， 真实深刻地反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俄罗斯民众生活， 刻画了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自私的心理表现

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揭露了沙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被视

为俄苏自传体小说的里程碑和批判主义现实文学的典范。 作

品中主人公阿廖沙的艺术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 自传中所描

述的艺术环境既是作者早年生活的写照，也是俄国人民，特别

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渴望新生活的真实体现。 这三部

作品情节生动，真挚感人，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

1.1 关于《童年》作品分析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作品主

要描写主人公阿廖沙从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寄居在外祖父家

的童年生活。 小说以一个孩子的共同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

人生。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幼年时期痛苦生活的刻画，展示了 19
世纪末俄国社会的糜烂、衰败而趋向沦亡的过程，反映了当时

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 特别真实描绘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

风俗人情的生动图画， 反映了作家童年时期对光明与真理的

不懈追求，作者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还表现了许多优秀的

普通人物，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成为当时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
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代表。

作品《童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 的 思 想 内 容 和 高

深的文学艺术特色， 在俄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展示了无可比拟的艺术价值。 尽管作品中描写了许多目

不忍睹的悲惨事实， 但整部作品仍然体现着乐观主义的思想

情绪，主人公阿廖沙并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现实生活所

倾覆，信心满怀，奋斗拼搏，用于探索新生活的乐观主义精 神

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具备了积极向上的艺术效果。
正如高尔基自己所说的：“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

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 自

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

1.2 关于《在人间》作品分析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作品

描绘了阿廖沙十一岁被迫无奈独立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悲惨

经历。 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

做杂工苦役，饱尝世间悲苦，备受生活煎熬；受尽欺凌侮辱、嘲

视愚弄、甚至毒打陷害，体验了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认识 到

人性的丑恶。 同时，善良外婆的、正直的厨师、玛戈尔皇后的博

学，又使主人公渴望和向往生活的光明；同文物鉴定人、司 炉

工、木匠等人的交往也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阿廖沙酷

爱阅读书籍，为寻找书籍，吃尽苦难，在正直的厨师斯穆雷 帮

助下开始读书，激发了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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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尔基，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 同时又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和学者。 高尔基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

文学作品，极有代表性的包括闻名于世的散文诗《海燕之歌》，长篇小说《母亲》，剧本《小市民》等等。 该文针对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

曲《童年》、《在人间》以及《我的大学》的艺术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借助作品的创作背景，阐述了高尔基的文学艺术风格与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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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作品浓缩积淀了一个旧社会少年的生活史，蕴

含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小资产阶段手工业的瓦解

过程。 阿廖沙外祖父卡希林一家的破产， 就是俄国十九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真实生活写照。 小说在表现主人公生活经历的

同时， 描述了沙俄统治下普通人群的困苦生活和他们的苦闷

情绪，书中真实地再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的严峻与阴暗，具有

全人类的教育意义。

1.3 关于《我的大学》作品分析

《我的大学》 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作品描绘了阿廖沙在喀山求学时期的生活与成长经历， 严酷

的现实生活使主人公上大学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 不得不为

自身生存而到处奔波：做苦役，与流浪汉为伍，和形形色色 的

小市民、知识分子交往，经历了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 的

意义、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不懈的认知探索。
在《我的大学》里，高尔基用犀利的笔触 语 言 反 映 了 当 时

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和反抗沙皇统治的精神活动， 展示

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状况。 在高尔基的自传

小说中,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对俄国的

黑暗丑恶现实的不满和憎恶，并积极探索美好生活的出路。 他

曾经幻想自己做一个强盗， 劫富济贫或者用祈祷上帝的方式

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后来，受进步学生、秘密团体成员及流 放

的革命者的影响，思想发生变化。 阿廖沙不断阅读革命民主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
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 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了

长足的进步。

2 自传三部曲作品的人物塑造

统观高尔基的文学创作， 真实的写作素材始终贯穿于作

品之中。 高尔基在作品中借助阿廖沙与他们的交往活动，热情

讴歌了善良正直的劳动人民。 当时俄国正处于大革命前夕，整

个社会处于沙皇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 作品通过对阿廖沙

童年经历的描写也侧面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从广义上讲，
也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个人悲剧。

3 结束语

总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以及《我的大学》自传三

部曲， 以真实的生活素材， 深刻发掘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

物，运用激励畅通的艺术语言，成功的塑造了多种迥异的人物

性格心理特征，彰显了高尔基精湛的文学创作风格。 辩证科学

的分析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文学艺术性， 有利于我们对外国

文学作品的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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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princip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
ture. Unlike individualism and epicuism building up individual's
interest on the base of detriment on nature, universal love incul-
cates us such a view that men must not only love each other, but
love nature, for man is a part of nature and have to live on what
nature provides and supports. Confronted with the danger of los-
ing human being's common homestead, modern men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ease the ten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na-
ture. Reducing deprivation nature of its resources will be the
most imperative step on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Concerning
this issue, Mo Tzu's doctrine of frugality can also gives us pro-
found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history, Warring State is a peri-
od wasting abundant substantial material and manpower on use-
less rites, music and war aggrandizement. Mo Tzu's doctrine of
frugality is of social significance to his times. Nevertheless, even
today, the view of frugality proposes people rationally, moderate-
ly, and scientifically exploit and mak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After all, no one wants to be reduced to such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e last water of the world might be your tear". At
present, in view of an acut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apid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shortage of resource and ener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thrifty society and frugal
economy as a matter of urgency. Actually,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needs joint effort from not
only the East, but also the West.

3 Conclusion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eld in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
ture, re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
ture should be the same object of the whole human being. After
all, we have only a common homestead to live on. Free from man
-centered viewpoint and guided by Mo Tzu's doctrines of univer-
sal love and frugality, people are expected to b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control and maintain a good ecological balance.
For nature is man's close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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