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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之百家争鸣的局面。德米特里・

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既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特立独行的现象。在这部作品中，
既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想方面的探究，又有对伟大经典作家艺术手法的感知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
此同时，加尔科夫斯基还给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进行各种诠释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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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语
德米特里·叶夫盖尼耶维奇·加尔科夫斯基（1960 年—）
，俄罗斯作家、哲学家、政论
家。1986 年莫斯科大学夜校毕业后靠印制销售违禁文学作品谋生。他的哲理性长篇小说《无
尽头的死胡同》成稿于 1987 年，发表于 1991—1992 年（1997 年正式出版）
。
《无尽头的死胡同》面世之初，由于书的内容新颖，形式奇特，竟有 20 多家著名报刊
如《新世界》
、
《莫斯科》
、
《文学报》
、
《独立报》等争先恐后登载。自由派维诺格拉多夫和传
统派柯日诺夫对此书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编者和评论家们在通晓全文内容后，随
即认为这样做是“把妖魔放了出来”，于是多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责备作者标新立异、
粗野蛮横、假装斯文和剽窃他人作品。对作者关于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评述，自由派指责他
“反犹”，传统派则批评他“仇俄”。
1992—1993 年间，加尔科夫斯基陆续发表了《地下人》、《破损的罗盘指明道路》、《摒
弃缺点》
、
《斯图奇卡的孩子们》等。这些小说同样引起很大的争议，最终导致加尔科夫斯基
拒绝同谴责其作品是毒草的俄罗斯新闻界合作。1996—1997 年间，加尔科夫斯基创办了杂
志《破损的罗盘》
（出版了三期）
，主要刊登他本人的作品及关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读者
来信等。杂志就其内容来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颇为相似。
1997 年底，俄罗斯《独立报》反布克奖评委会把当年的卡拉马佐夫小说奖授予加尔科
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
。出人意料的是，加尔科夫斯基拒绝接受该奖项并放弃了 12001
美元的奖金。他不无道理地认为，来自攻击其作品一方的奖励是对一个文学家最大的侮辱（可
引申为“不再需要你了”
）
，是一种假惺惺的伪善。同时，加尔科夫斯基也希望以此证明今后
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而不需要向那些抢劫无数赞助者和捐款人的强盗摇
尾乞怜。
1998 年 1 月，加尔科夫斯基创建了个人网页。2001—2003 年间，
《文学报》、
《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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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日》
、
《保守分子》发表了加尔科夫斯基的《神圣短篇故事集》。2003 年发表文集《宣
传》
，2004 年发表文集《磁铁》
，2005—2006 年在网络报发表《观点》一文，2007 年在杂志
上刊发《俄罗斯生活》一文。根据 2009 年 12 月 21 日团体“开放空间”
（Openspace）所进
行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中，加尔科夫斯基排名第十二。1
2《无尽头的死胡同》的艺术特点
根据加尔科夫斯基本人的说法，
《无尽头的死胡同》是一部描写 19—20 世纪俄罗斯文化
史以及虽软弱不幸、但仍然顽强生存的俄罗斯人之命运的哲理小说。作者思想自由，立论大
胆，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冒犯权威和偶像，挑战定论并准备随时展开争论。然而，在那些看
似狂妄的言论里面不乏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作者的某些议论又显得朦胧隐晦，具有某种属
性上的相对性特点，有时甚至彼此矛盾。
小说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一反常规、离奇怪诞。全书由 949 个注释组成。注释的正文是
24 岁的“地下哲学家”奥季诺科夫撰写的关于瓦西里·罗扎诺夫的题为《无尽头的死胡同》
的报告。按常理，这部由注释构成的作品的书名应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注释》
。然而，
作者认为正文并无独立的意义，而是把注释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由此颠倒了传统文本中正
文和注释的关系。小说的结构同样别出心裁。全书是对正文的注释，部分段落是对注释的注
释，甚至是对注释的注释的注释。就内容来说，这部作品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历史、文
化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书中除了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和他的父亲外，还有一系列历史人物，
包括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契诃夫、纳博科夫，
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还谈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作者旁征博引，
摘录了上述历史人物的大量言论，或进行评议，或借题发挥。小说末尾附有作者模拟评论家
写就的七篇书评，从不同角度剖析此书。
加尔科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包含了艺术和非艺术的因素，其中充满了文学、哲学、
科学和其他方面的论述。小说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同时又身兼“作者”
，为小说撰写注释。在
这部长篇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加尔科夫斯基的影响。这首先表现
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大量引用和思考；其次，奥季诺科夫的形象在很多方面是由陀思
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不同人物“组合而成”
。关于主人公奥季诺科夫的描写风格和文体同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法极为相似，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诸
多特点。如奥季诺科夫描写自己的幻想时采用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马卡尔·杰
弗什金的书信语体。当然，这其中区别还是有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充其量只是一部诗剧的
作者，作品互文性部分来源于《圣经》、启示录，部分来自 18—19 世纪的俄罗斯和西欧文学，
奥季诺科夫则是充满各种文化和文学代码的大众文学作品的“普世作家”，他引用和分析的
是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文学，关注的对象是俄罗斯苏维埃和世界文化，所涉及和援引的是从《伊
利亚特》直至今天的作品，包括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本身。后现代文学研究者 И.С.斯科
罗巴诺娃对此指出，
“小说（
《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文本中有着大量的引用，致使作品相当
部分的容量完全被引用所涵盖，其中不乏对文学作品、历史的、宗教哲学的、文化哲学的、
心理分析的论文之逐字逐句的引用。
”
（Скоропанова 1999：442）这里我们看到正是后现代
主义文学的特点使得作品互文性的疆界被扩大到了作者引语的运用中。
至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的大量互文性特点，根据加尔科夫斯基对文化哲学的
感知可以按以下几类来进行解读：
第一类：19—20 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分析和诠释了各种关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的史实材料。
第二类：19 世纪俄罗斯文学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三类：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之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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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研究相对于文学作品更能展示作家个性和世界观的政论文献和《作家日记》
。
然而，应该指出，加尔科夫斯基常常“挑衅”读者既有的认知模式，有时甚至将对陀思妥耶
夫斯基个性的感悟降低到了日常水平。有些注释的风格被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笑
话”形式。这在读者看来无疑是亵渎了伟大的作家。
第五类：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后来文学如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影响。尽管纳
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无好感，但他的创作中仍有很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互文性
引用。
3 小说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哲学感知
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加尔科夫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之与众不同的观点。
И.С.斯科罗巴诺娃指出，
“
《无尽头的死胡同》强烈反对使俄罗斯文化史陷于过于贫瘠和扭曲
的正统版本，说到底就是反对实证主义，反对任何压制鲜活真理的教条。对西欧化、激进左
派之意识形态以及马列主义进行抨击，以此捍卫斯拉夫派、右翼保守派和宗教哲学思想。”
（Скоропанова 1999：451）然而，加尔科夫斯基对斯拉夫派的描写没能够保持始终如一的
立场：除了一些肯定性的因素外，作家还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性的因素。关于斯拉夫派他指
出：“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不是这些人”。（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应该指出，加尔科夫斯基小
说中的历史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而是某些固定人物的实践活动结果的事实序列。
这些事实成为加尔科夫斯基讽刺性解读的对象。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人物中也包括陀思妥耶夫
斯基。
在描述俄罗斯历史时，加尔科夫斯基指出，“问题在于俄罗斯历史完全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俄罗斯思维会停滞在生产形形色色的塞子上？是为了自我毁灭，为了俄罗斯思想不从
错乱中滋生和衍生出来。在俄罗斯人的大脑中，两个完全对立的塞子会相向撞击，一起毁灭。
两个直径相同的‘怎么办’重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什么也不办’。这就是俄罗斯历
史的不幸之所在。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9—10）正如我们所见，在回顾俄罗斯 20 世纪初的
历史时，加尔科夫斯基做出了悲观的结论。与历史发展相应的还有负载全部矛盾和差别的文
化的发展。由此可见，加尔科夫斯基描写的时代从根本上讲是充满矛盾和混沌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写作才华正是通过诸如此类事件的语境得到发展，他本人最终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
及之后文学史上的泰斗。作家的领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体验可以从其 17 岁那年首次遭遇的生活考验说起。作家当时所
在的工程学校内盛行贿赂。加尔科夫斯基以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的语气评价学生时代的陀思
妥耶夫斯基：
“费多尔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秀，但不会并拒绝行贿，成绩排名在中间，是
一个三分生。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69）
。接下来加尔科夫斯基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8
年 10 月 30 日写给父亲的信（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5：т. 28-1，52）：
“我为自己的考试成绩感到
骄傲，我考了个优秀，那又怎么样？我被留了一级。我的天哪！我有什么激怒了你？为什么
你的来信中不能对我宽容一些？……唉，我为此留了多少泪。听闻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很糟
糕。那些考得远不如我的人（受到庇护）都通过了。有什么办法，看得出来，自己是无法打
通道路的。
”就在这第 522 条注释中，加尔科夫斯基接下来从摘自 10 月 31 日陀思妥耶夫斯
基给兄长的信中长篇累牍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就是俄罗斯现实。一边是‘能力比较强
的’
，另一边是‘教唆犯’
。从童年起就这样了。”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69）在加尔科夫斯基
看来，这一切对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成为该时
代的一面镜子，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作家经常使用真人真事来作为书中情节和人物的原型。
还有一个注解是关于工程学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兄长索要一件外套。加尔科夫斯
基引用了 1848 年 10 月 7 日的信。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5：т. 28-1，128）加尔科夫斯基指出：
“从书到外套，从《外套》到书。
”无疑，这里指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外套》
。俄罗斯文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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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者们多次指出两位作家的继承性关系。加尔科夫斯基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以弄
清继承的根源时，仿佛在补充（也许是批驳）已经写好的文学作品。他广泛运用戏仿，然而
在戏仿的背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隐藏的生活事件逻辑本身。在奥季诺科夫的面具下，读者
看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加尔科夫斯基试图弄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小组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怀疑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赞同傅里叶主义
思想。问题仅仅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当时一位名人本身构成了一道屏风，人们可以用
他来掩护这些地下小组的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说成是彼得拉舍夫小组的中心人物。他
的知名度和高尚的人品不允许他去指认同志，并过分竭力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最终让他成
为一位名义上隽拔的主席。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545）加尔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
根本不明白当时的处境，这使他免遭了后来的厄运。然而，成为流放地总结的《死屋手记》
真实地展示了这些事件给他的难忘经历。就这样，加尔科夫斯基从奥季诺科夫（这是一个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相近的人物）的视角出发描写所发生的事情。在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
一阶段的履历时，加尔科夫斯基添加了自己的主观评价因素。加尔科夫斯基在分析作家的书
信时得出的结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语境下无法不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加尔科夫斯基认为别林斯基、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罗扎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
接近一些，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影响过这位作家。加尔科夫斯基不认为别林斯基具有批评家
的天才，因此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这样水平的人争论毫无意义。在注释 268 中，加尔
科夫斯基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斯特拉霍夫的“私人”信件：“恶臭的昆虫别林斯基（您
至今都不欣赏）体弱多病和没有天赋，因此诅咒俄罗斯并有意识地给它带来那么多的伤
害……这是俄罗斯生活中最恶臭、愚蠢和无耻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无法避免只能让人深深的
遗憾”（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75）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结论。实际上，加尔科夫斯基援引了
两处原文：省略号之前的论述引自 1871 年 4 月 23 日，而省略号之后的则引自 1871 年 5 月
18 日（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6：т. 29-1，208—215）
。这样，加尔科夫斯基用事实证实了陀思妥
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多年的轻蔑。
加尔科夫斯基没有详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相互关系。他只是援引了一
个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所说的片断：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一
个好人。为了成为一个完美和纯洁的基督教徒，你应该去干三年流放的活儿。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245）这个片断与真实引语相比，更像是“伟人生活中的谑戏”。
在将列昂季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时，加尔科夫斯揭示了两位作家之间的相似
和不同：
“总的来说，列昂季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相似。在历史学方面，陀思妥耶夫
斯基要显得更强，在宗教方面对于列昂季耶夫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致力于的就是他的理
想。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82）加尔科夫斯基还提及列昂季耶夫所谓的“玫瑰色基督教”概
念。这个概念的实质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读上帝对人的爱是基督教基本原则的同时，
却忘记了上帝之爱的另一方面——上帝的愤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立场被列昂季耶夫定
义为“玫瑰色基督教”
。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季耶夫，加尔科夫斯基运用了众多引文
试图弄清基督教的实质。为此目的，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是否是
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加尔科夫斯基本人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他构
架出一个问题情境，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洛夫、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等连同其理念
和思想均置放于其中。这里，每个人有其各自的世界观体系，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观点是相
同的，但要再现历史事件的完整画面却是不可能的：诸多事实混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万花筒。
加尔科夫斯基一方面试图公正地分析历史，另一方面所有的诠释又是来自奥季诺科夫极为主
观的反馈。在注释 921 中，提供了一个或许可以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季耶夫的关于基
督教的定义——“玫瑰色伪基督教”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53）。但这只是一种或许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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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加尔科夫斯基视野的另一位是罗扎诺夫。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有不少关于罗
扎诺夫的注释，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主题占有特殊的位置。加尔科夫斯基在
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两人都对书刊审查制度持否定态度。根据加尔科夫斯
基的观点，罗扎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确切给出了俄罗斯思维和俄罗斯民族性的两个人：
“罗扎诺夫通俗易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通俗易懂。这就是下里巴人。俄罗斯人就是下里
巴人，简单易懂。……罗扎诺夫应该属于大众型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一个大众型人物一样。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16—117）这一思想在《无尽头的死胡
同》中得到了发挥：“罗扎诺夫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Галковский 1994：248）加尔科
夫斯基把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定义为和谐时代，而罗扎诺夫则是“生活在衰落和
个人已经绝对自由（和混沌）的时期”。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16）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罗扎诺夫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对立，源于不同文化时代在不同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不
同印迹。根据加尔科夫斯基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相比，
罗扎诺夫有着更为复杂、独特的世界观体系。小说中对该时间段的解读即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加尔科夫斯基产生影响的少数作家之一。加尔科夫斯基把陀思妥耶
夫斯基置于 19 世纪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以便从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因素角
度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加尔科夫斯基对这位经典作家的特殊关注不无象征性质：
《无
尽头的死胡同》的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最为相似。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
的关注，加尔科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同貌人》、《地下室手记》、《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们》
成为加尔科夫斯基关注的对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中，加尔科夫斯基都发现了
界定俄罗斯思维民族特点和心灵辩证法的重要因素。
在注释 6 中，加尔科夫斯基提及了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貌人》，
并在两部作品之间发现了互文性联系。该互文性既表现在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波普里欣是
戈利亚德金的前身）
，又表现在主人公各自的两重人属性方面。加尔科夫斯基多次指出果戈
理创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并列联系。这一问题之前已有了很广泛研究，但加尔科夫斯
基将它同俄罗斯思维中民族性特征联系在一起：“两重人主题”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在
每个俄罗斯人个人命运中均会表现出来。
4 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形象析
《无尽头的死胡同》是 20 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现象，其中展示出作者对陀思妥耶
夫斯基创作的文化哲学和艺术的个人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是在对与作家生活和创
作、历史和自传性质的文本解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此同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
及其他作家的文学代码用于塑造小说主人公奥季诺科夫的艺术形象，从而形成一个后现代文
学中的作者兼主人公的人物，并通过对援引信件的比照和文字背后的意义以“我-文本”的
形式体现出来。奥季诺科夫的形象带有自传性质。加尔科夫斯基在其小说和有关访谈中多次
强调这一点。在《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注释 3 中他写道：
“在文本中，我将以‘奥季诺科夫’
命名自我个人因素。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2）在一次访谈中，作家道出这是他母亲娘家的姓。
他在一次发言中承认说：
“自己的姓我不能写，因为担心会受到迫害。”（Аллен 1993：355）
奥季诺科夫的身份认同在很多方面是通过主人公不同情境中的“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主人公的相互关系以及将其自传中的某些片段与伟大作家作品的某些描写结合得以实现
的。加尔科夫斯基的目的是通过主人公的自我认识来认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
加尔科夫斯基在小说中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讽刺性，描绘了对奥季诺科夫来说非常
典型的傻笑“嘿嘿”
（注释 24、74、100、373、867 等中），这种笑在《罪与罚》中经常能读
50

到。在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中，
“嘿嘿”既有讽刺意义，又有果戈理之“含泪的笑”的
意味。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是奥季诺科夫对父亲之死的感受：
“是的，他曾经活着，你明白的，
存在过，而突然，嘿嘿，就‘你们收拾东西吧’。”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74）值得一提的是，
奥季诺科夫只是姓氏（其意义为孤独），没有名字和父称。可能由此他才会如此病态地感受
父亲的死亡。
“嘿嘿”证明的不仅是自我解嘲，还有自我修养的缺失。加尔科夫斯基紧随陀
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俄罗斯人的这样一些民族性格特征，如对自己优点的贬低、谦卑和对自
己成就的低调态度。
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如《同貌人》和《地下室手记》）的特点时，加尔科
夫斯基描写了奥季诺科夫想与纳博科夫谋面的愿望：
“我随便在哪里这样，远远地，看一眼
老人家（即纳博科夫）就什么也不想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所想象的东西看上去如此清晰、
如此现实和如此的可信。整个思路清楚明晰。”奥季诺科夫形象同时兼有“小人物”和“地
下人”的特点。他被赋予的反射能力显示出他性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固有的典型特征。
奥季诺科夫一次在独白中承认，他的生活充满了悲剧，对此他的解释是：“可能，我过于沉
溺于自身，过于耽于自我审视，过于看重自我的感受。要知道，悲剧实际上并不是不幸本身，
而是对这一不幸的意识。（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53）这类片断构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
的互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清晰地意识到了他们所发生的悲剧，从而使
悲剧事件本身变得更加凄凉。除此之外，奥季诺科夫有意识地要表现得像一个圣愚：他想象
大家称他为“傻子”
，被众人所鄙视。这种行为模式同样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主
人公。另一方面，对奥季诺科夫来说，社会如同“基本情绪组成的透明彩泥，只要最简单的
操作就可以改变它们。
”奥季诺夫狂妄自大的根源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拉思科尔
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等的形象中均可看到）。奥季诺科夫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清楚：
“我善于处在支配地位，我过去总是支配各种情境，但我不善于处于领导地位。”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92）奥季诺科夫对领导地位有潜在的能力，然而，作为一个意识高度发达的个体，
他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主人公（如拉思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属于乌托邦。
根据加尔科夫斯基的观点，
“奥季诺科夫变成了一个毫无目标的程式体，一个愚蠢的只会击
败自己的天才。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48）加尔科夫斯基建构这一程式体的目的在于，奥季
诺科夫吸收并折射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经验，在具体时代的情境中分析和显示其现实
性和符号意义。奥季诺科夫形象的程式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相比是多层次的。加尔科
夫斯基的任务在于，将文学代码的各个层次系统化，以便描绘出交织在一起并相互补充的互
文性引文构成的完整图景。
奥季诺科夫对父亲的回忆着墨不多，描写的人物在很多方面复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
人公。事件的情境和氛围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描写相似。例如，在注释 6 中，奥季
诺科夫回忆他的父亲醉酒后在融化的溜冰场滑雪橇的情景：“沿着篱笆站在围观的人群中。
不知为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双腿像是被电车截断，他像是一个傻瓜在残疾人车上蹒
跚学步。……我扑过去救他——爸爸！爸爸！溜冰场上水没过脚踝处，我一下子就湿透了……”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故事《荒唐人的梦》描写一个八岁左右女
孩的片断中，我们看到了如出一辙的童年的绝望（奥季诺科夫在所描写的片断中是九岁）：“我
正在仰望夜空，突然有个小女孩一把抓住我的衣袖。街道上已是空落落的，几乎不见人影。
远处有个车夫在轻便马车里打着盹。小女孩约莫八岁，裹着头巾，穿件短外衣，浑身湿淋淋
的。但我特别记得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破皮鞋，而且至今仍记得。她那双鞋子格外引我注目。
她猛然扯住我的衣袖开始叫喊。她没有哭，但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喊着什么，由于冷得全身打
战，未能把话说清楚。她被什么事儿吓坏了，绝望地叫着：“妈妈！妈妈！”（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3：т. 25，106）在这个片断中，我们看到了其中与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存
在的更多的互文性联系。九岁的伊柳沙看到父亲被米佳当众拽胡子，他无法忍受，他那幼小
的心灵因遭受的耻辱充满了绝望：“爸，爸……亲爱的爸爸，他羞辱了你！”（Достоев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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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т. 24，190）寥寥数语表露出加尔科夫斯基无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了儿童心理学
家。
在注释 224 中，我们可以看到拉思科尔尼科夫独特理论的折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
下，拉思科尔尼科夫建构起掌权者可以任意草菅人命的理论。在小说的末尾，主人公发出了
基督教式的忏悔。奥季诺科夫则在“颤抖的生物”意识和拿破仑之间保持平衡：“瞧我，第
一百万号的硕鼠，以前和现在都把自己想象成国王，
”天才和小丑的地位对他来说同样的珍
贵：
“悖论：我总是给自己很高的评价，但又谦卑地评价自我。我想，我的生活对我而言有
着最高的价值，但在周围人看来毫无任何意义。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45）
事实上，奥季诺科夫的童年回忆同样彰显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主题。同班同学以
各种手段凌辱他。在分析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主人公的结论是：
“父亲的去世，死亡的恐惧，
滑稽和荒谬永远地黏附在了确切的说只是一副‘衣架’的形体上：让我在一群学生中晃来晃
去。这时出现了与父亲之间的同化，我仿佛领悟到他临死前的体验。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世
界上，我永远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傻瓜，一切都会从我手中失落，我将终身作为一个悬挂的衣
架晃来晃去，就像我父亲曾经晃过的一样。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50）孩子会以各种方式吸
取父母的经验，奥季诺科夫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九岁男孩伊柳沙一样受尽欺凌。伊柳
沙带着所经历的欺辱痛苦死去，而奥季诺科夫在经历这些之后依然活着，并且每天提醒自己
是父亲的儿子。主人公所受的侮辱与日俱增，因为他无法挣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与此同时，
奥季诺科夫还经历了对父亲说不明白的“爱与恨”、
“爱与死亡”。（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25）
大约在 13 岁时，他因为父亲的一次不公正而报复了他：
“是的，你的生活总的来说过去了（把
手放在肚子上，带着装出来的同情心。接下来就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一辈子装傻，而现
在，嘿嘿，请到另一个世界，那里既不会赊账给你，也没有啤酒。请进到我们苏维埃的骨灰
龛去。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250）
作为一个被欺辱的人，奥季诺科夫在童年时尝试在自身中培养出化解所受欺侮的能力。
有这样一个片断，主人公 14 岁时，一次在医院强迫其他男孩在病房里用德语大声背诵诗歌。
这里奥季诺科夫复制了他自幼就格格不入但他的同龄人却完全接受了的行为模式。《卡拉马
佐夫兄弟》中 14 岁男孩科里亚·科拉索特金同样拥有获得大家承认的渴望，他躺到铁轨中
间来表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科拉索特金同样善于欺侮人（他强迫伊柳沙经受良心的谴责）
。
随着奥季诺科夫的长大，主人公的举止行为变得千奇百怪，这一切并非偶然。这可以解释为
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说加尔科夫斯基参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模
式。他笔下的孩子千差万别，性情迥异，世界观也不尽相同。加尔科夫斯基尝试弄清陀思妥
耶夫斯不同主人公对奥季诺科夫的影响程度，以便分析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成年之后，奥
季诺科夫开始试戴适合于他的“地下人”面具：“我就在那里侧着身子，侧着身子从门缝中
溜过去。不知不觉的。嘻嘻。我发誓，再也不会有人认出我。我就像一只老鼠，静悄悄的。
就在那里。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83）在奥季诺科夫自我行为评价中，出现了明显的讽刺。
不仅如此，奥季诺科夫的世界观同样是在“地下人”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地下人”总是
这样谈论自己：
“我常常认为自己比周围所有人都聪明，有时，不知您是否相信，甚至为此
有所顾忌。至少我一辈子都好像在往边上看，从来不敢正视人。”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т. 5，
103）奥季诺科夫吸取了这个经验，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天赋，并用以下方式确定其存在：
“我
的天才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是天才。把承认天才作为最高级别的谦卑，因为这对我来说，
这就是自己一钱不值的最高程度的坦诚相告。”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7）
加尔科夫斯基的主人公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系列主人公既相似又有区别。“地下人”
经历的爱与恨（他与丽莎的关系）酷似奥季诺夫科夫。两个主人公都极端自我，并且均对此
直言不讳。当丽莎离开“地下人”的居所时，他追出去想喊住她，但然后他又怀疑道：
“‘我
要干嘛呢？’我不由得想道。难道因为我今天亲吻了她的脚，明天也许我就不会恨她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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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能够给她幸福吗？难道我今天不是第一百次地再次认清了自己的价值吗？难道我不会
把她折磨至死吗？”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т. 5，177）奥季诺科夫不敢承认自己不善于爱，
他试图清醒地评价自己的行为，认为：“我在生活中谁也没有爱过。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人
得到过我的爱。尊敬、同情、体验过好感和情意——这些有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
何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掏心掏肺过。”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10）
无疑，
“地下人”的情境与奥季诺科夫非常相似。然而，加尔科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
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所拥有的激情。奥季诺科夫对自己的评价是无限的诚实、率直。
加尔科夫斯基努力在奥季诺科夫身上清晰地展示“地下人”的品质，揭示出他们渊源上的相
似性。
除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直接感知，加尔科夫斯基让奥季诺科夫有权成为一个俄罗
斯经典作家遗产的独立读者。奥季诺科夫最感兴趣的是拉思科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
的形象，他从哲学家的观点去分析他们的性格。
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拉思科尔尼科夫的理论遭到失败。奥季诺科夫没有试图使它
复活。他通过讽刺甚至直接的否定来表达自己的不赞同。（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56）在注释
567 中，奥季诺科夫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是，他“是生物，但不是造物主”。他仿佛在自身中
测试拉思科尔尼科夫的理论（
“我尽量靠近创造的行为而丢失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丢失了生
活的意义”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06）以此来揭示拉思科尔尼科夫的心理与他的生活环境
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在注释 72 中，我们可以读到相反的意见：
“我知道，我是一个人。
从来都认为自己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祇。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55）这一人物自相矛盾的思
维和行为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其自身的属性上得到解释：奥季诺科夫是一个悖论构成体，
他既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又是读者和作者。后现代主义的讽刺对他来说同样不陌生，关
于这一点，注释 929 中有明确表示，他认为，拉思科尔尼科夫有“比他人经常引用的‘生物’
一词更有意思的句子：
‘啊，我是一只具有美学思维的虱子，仅此而已’
。
”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56）很多时候，奥季诺科夫是通过抓住某根逻辑线索，展开整团的新思维，按新的方式来
诠释情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主人公都努力要得到上帝的眷顾。对奥季诺科夫来说，这个问题
解决得很特别：
“对我而言，同上帝的联系是单方面的。上帝不知道我，而我知道他。我爱
他，在孤独的时候对着他哭泣。……但没有想过要上帝在旁边，要上帝帮忙。假如上帝帮我
了，就意味着这不是上帝。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58）至于为什么会对上帝产生这种态度，
奥季诺科夫本人是这样定义的：
“上帝对我来说从不是个隐秘的存在。”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09）与伊万·卡拉马佐夫不同，魔鬼从来不光顾奥季诺科夫，虽然加尔科夫斯的主人公不
排除这一见面的可能性。在提出一千年之后谁将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这个问题时，他不无讽刺
地回答说：
“某一个长着三羊蹄子‘淋巴结溃烂、鼻涕拉瞎的倒霉鬼会蹦到档案架前，找到
“奥”开头的文件，拽出有关我的档案。”（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7）他针对未来文学研究的
这番话充分表现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魔鬼特征。奥季诺科夫与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互
文性联系在这一情节转折处即告终结。
А.Ю.梅列仁斯卡娅是这样评价奥季诺科夫的：“《无尽头的死胡同》的主人公始终处于
对自我的求索过程中，这个自我（根据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被视为是溶化在其他的文本中，
由其他的引文内容组成。
”
（Мережинская 2003：108）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奥季诺科夫形象的
空心性。通过对这个人物马赛克式的描写，加尔科夫斯基实现了再现其本人的世界图景的尝
试，这一世界图景常常需要借助他人的补充。А. П.卡扎尔金把奥季诺科夫同与他相似的人
物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如《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主人公维涅奇卡——一个
俄罗斯圣愚畸形儿，奥季诺科夫自我表现为一个‘多余的人’
，他的哲学思维完全是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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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具有自得其乐的特点。
”
（Казаркин 2002：58—59）奥季诺科夫的真诚就这样被扭曲了。
应该说，加尔科夫斯基的人物根本不是在自我表现，而是在努力运用哲理分析法按照社会需
求解析世界图景的合规性。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悲剧的地位之后，主人公发现在苏维埃社会中
个性仅仅是悬疣附赘而已。
5 结束语
加尔科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拟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的：1）文体风格方面； 2）
将互文性作为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段；3）主人公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读者。加
尔科夫斯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特殊意义在于：这部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中包含纷
乱复杂、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这一方面印证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迷惘，另
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历史进程和人民命运积极、深入的思考。就艺术形式来说，作品吸
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井然有序的叙事结构出现了引证性、片断性、无连贯性和不确
定性，其结构与后现代主义作品，如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甚为相似。在加尔科夫斯基的
这部品中，我们看到文化哲学和艺术感知的独特融合。这或许体现为大众文学作品的另一种
特点以及作者别样的思维。总而言之，加尔科夫斯基是当今俄罗斯文坛一个天马行空、独往
独来的怪才！

附注
1 http://os.colta.ru/society/russia/details/1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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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Russian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has led to variou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Dostoevsky. Galkovsky’s The Infinite Deadlock is a representative one of them. We can find in this
book not only the discovery in the philosophy of Dostoevsky’s, but also the artistic sensation of the great
writer and inheritance of his literary traditions. Meanwhile, Galkovsky has also made his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texts created by Dostoe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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