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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文化领域的
“反世界主义”运动
白晓红
【 内 容 提 要 】 冷战开始后，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文
化问题的决议，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同时，坚决清除西方资
本主义文化残余，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反卑躬屈
膝运动最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反对知识分子
世界主义者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祖国文化，却对外国资产
阶级文化顶礼膜拜。反世界主义运动后来具有反犹主义特征。
这场运动与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幻，与苏联国内的社会矛盾、政
治斗争等问题紧密相联。成千上万从欧洲凯旋归来的苏维埃人，
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日常生活和西方文化，而痛感祖国的贫瘠落
后。要克服这种自卑感和矛盾，苏联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爱国
主义工具。反世界主义运动既是苏维埃国家反西方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对“犹太人企图成为国家公开统
治力量”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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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是二战后苏联文化的恢复发展时期，同时也
是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在文化领域开展意识形态运动的另一重要时期。
战后的苏维埃国家满目疮痍，国家经济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尽管如此，国
家对科学文化领域的投入依然有所增长，战后苏联科研发展粗具规模，在第四个
五年计划期间，科研部门的数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在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爱
沙尼亚创建了科学院；许多科研机构建立起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苏联艺术科学
院也建立起来。
战后初期，苏联文化继续其独特的战争题材并大放异彩。在文学界，前线归
来的一代人开始文学创作，他们新鲜的生活体验——鲜活的战争体验，迫切需要
消化、感悟 a。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有反映和平时代苏联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
在艺术界，著名的作曲家普罗柯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米亚斯科夫斯基等奉献
出自己战后新的作品；画家们也立刻投入积极的创作；在电影艺术方面，战后很
快就有新的影片问世。
总之，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化发展的突出之处是：科学家创造性的劳动结出丰
硕的成果，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问世；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鲜明反映刚刚过
去的战争的一系列作品。
在人文科学领域，开始探讨研究社会科学的新角度。苏联人民开始了解外来
文化，尝试与外部世界文化接触。战争年代催生出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希望战后
的社会生活自由一些，党和国家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监督宽松一些，实行创作自
由。成千上万去过欧洲的人的个人印象打破了关于可怕的资本主义那种宣传的旧
框框。战争时期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使人们寄希望于战后开展与西方国家的文
化联系和接触。
我们知道，苏联战后对外文化联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冷战开始了。

一、反世界主义运动的源起：苏维埃爱国主义运动
冷战破灭了所有与西方接触、缓和关系的希望。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做斗争，
苏维埃政权继续沿用了战前 30 年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做法。回忆起战后时期，谢
a 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和 Б. 波列伏依的《真人的故事》都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创作的。В. 涅
克拉索夫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较早尝试揭示战争真相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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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夫 a 写道：战后初期是“苏联辉煌的胜利”光芒照耀的时期。然而，明显的是，
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分，“没有跟上胜利和光荣时代的步伐”b。斯大林认为，
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严重的不足和盲区”c。
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这样阐述其工作思路：“战争结束了。斯
大林同志的想法是这样的：近期不仅要全面恢复社会主义工业，还要切实地推进
工业发展。农业也是这样，恢复，发展。但是，要说到根本性的任务，那就是在
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工作。”d
“我们在原野上战胜了敌人。现在帝国主义在思想领域向我们展开更猛烈的
攻势。千百万士兵出过国了，他们看到的不仅有坏的东西，也有某些诱惑摆在面前。
而许多他们看见的东西是表面的，片面的假象存在脑子里了。无论如何，人们想
要享受自己胜利果实的甘甜，想要好好生活：住好的住宅（他们在西方看到了），
吃好穿好。
“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弥漫着这样的情绪：让所有政
治都消失吧！我们只想好好地生活。最近以来，斯大林同志经常告诫我们：政治
是苏维埃制度的活的基础。所以说，不问政治的、消极的情绪是极为危险的。这
些情绪，再加上膜拜西方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来说就更危险了。”e
党组织向思想不成熟的居民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成为战后苏联精神生活的主
要内容。战后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发扬苏维埃民族自我意识，其结
果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英雄的热爱空前高涨。
1945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红军指挥官举行庆功会上的讲话
成为苏联长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宣传的范本。讲话指出：已经形成共识，参战
的俄罗斯军人“是苏联的领导力量”。“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健康，首先是
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f 这
种爱国主义带有明显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
宣传机关的领导力图“不曲解”斯大林同志的祝词。《真理报》社论和其他
a 德·特·谢皮洛夫（1905—1995），1945—1946 年任《真理报》主管宣传的副主编。1946—1949 年任《文
化与生活》报主编，1948—1949 年任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1952—1956 年任《真理报》主编。晚年撰写回忆录思
考苏联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
b Шепилов Д.Т.Обстановка была такой .М.，1998.С.143.
c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КПСС .1945-1953.М.，2005.С.47.
d Шепилов Д.Т.Непримкнувший. М.，2001. С.87.
e Там же. С.89.
f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59 页。

·91·

俄罗斯学刊

第 9 卷总第 54 期

报刊解释道，苏联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丝毫没有认为自己是“天选的”，“优
于”其他民族，而与其他民族分离、轻视其他民族的含义。应该坚信，俄罗斯民族，
作为苏联民族大家庭中最强有力的兄长，把与希特勒侵略者斗争的重担挑在肩上，
他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战争的胜利使重新评价俄罗斯文化在苏联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贡献成为可
能。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是因为苏联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在卫国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
帮助苏联红军击溃德国法西斯，进而解除了数世纪人类文化遗产惨遭希特勒毁灭
的威胁；另一个促使重新评价俄罗斯文化的因素是，把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化成果
与西方文化成果相对立的趋势。
莫洛托夫于 1947 年 11 月 6 日讲道：“外国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预言，战争
期间随着其征程到过欧洲许多城市和首都的苏联人见识了西方的秩序和文化，回
国之后将期望在自己的祖国也建立那样的秩序。而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复员军
人……以更大的热情巩固集体农庄，促进厂矿的社会主义竞赛，站在了苏维埃爱
国主义者的前列。”a
政府努力促进苏联人的历史乐观主义、民族自豪感，不仅以苏联时期的大无
畏英雄主义，而且以数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滋养这种乐观主义。以祖国文化
巨匠为荣，他们的名字与“世界科学的伟大贡献、杰出发现紧密相联，是时代文
化和文明发展的方向标”。
1946—1948 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决议，宣传苏维埃爱
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坚决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残余，反对苏联文化领域中对西
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
1946 年 8 月 14 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
决议点名批评了苏联的著名作家，左琴科被斥为“文学的俗类和渣滓”，阿赫玛
托娃是“以空洞的、无思想性的诗歌与祖国格格不入的典型代表”。决议还责难“左
琴科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渗透着
悲观的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
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而不愿意同本国人民一起前进的旧日沙龙诗歌的风格”b。
紧接着，1946 年 8 月 26 日通过《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
a Щагин Э.М.и др.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ХХ в.М.2004.Кн.2.С.232-233.
b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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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禁止上演资产阶级作者的戏剧作品，这些作者在苏维埃的舞台上“宣传资产
阶级反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1946 年 9 月 4 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
议》，对导演卢科夫、尤特凯维奇、多甫仁科、格拉西莫夫等予以严厉批评。批
判他们的创作脱离苏联社会现实，对西方卑躬屈膝，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a。
在中央组织部讨论该问题的会议上，斯大林宣布，苏联的杂志“不是私有企
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愿意承认我们制度的人的口味”。党的主要思想家日丹诺
夫 9 月 29 日在列宁格勒的讲话贯彻决议精神，指出当前苏联文化主要问题的根
源在于“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奴颜婢膝”。
谢皮洛夫回忆，战后时期“斯大林特别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赋予它头等重要
的意义。给宣传鼓动部的一个指示以不同形式多次出现：斯大林在政治局或者书
记处的会议上说它，在电话里，经常还是非官方的情境下阐述它”。而每一个这
样的指示要“迅速地在《真理报》和宣传鼓动部的《文化与生活》报，评论界、
出版界、剧院及所有相关的意识形态影响部门有所反映”b。
在对国内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同时，苏共中央也加大了对外国报刊文献的监
督力度。1945 年 11 月 10 日，斯大林从索契发给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
马林科夫、米高扬一份“关于《真理报》发表丘吉尔演说”c 的密电。斯大林在
电文中直接指出战后西方国家的联合反苏。在《真理报》上发表丘吉尔的演说内
容是错误的。苏联人不需要外国人的赞扬，不需要对外卑躬屈膝。
1946 年 11 月 13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谈到《不列颠联盟者》
周报问题 d。发现该报近期经常发表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不公正的有导向偏差的
资料，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祸害。1947 年 5 月 22 日，苏斯洛夫给日丹诺夫
写密信，汇报关于对全苏文化外联协会工作的检查结果：全苏文化外联协会没有
a 这一年，著名的导演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科金采夫，因作品不符合官方标准而被批判和排挤。批判爱森
斯坦的影片《伊凡雷帝》，“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充分暴露了他的无知。把伊凡雷帝的禁卫军这种进步力量塑造成
一群败类”。
b Шепилов Д.Т.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Nо.5.
c 斯大林在电文中首先认定发表丘吉尔的演说是个错误。何况还用赞誉的口气。这种赞誉正是丘吉尔所需要
的——平静其肮脏的内心，掩盖其对苏联的敌意。包括还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丘吉尔和他的英国工党的学生们是
英法美反苏集团的组织者。公开发表其演说，我们是帮了这些先生。我们现在有不少有责任心的工作者，他们因得
到丘吉尔、杜鲁门方面的表扬而欢欣鼓舞，相反，若受到这些先生方面的恶意指责就垂头丧气。我认为这种情绪是
危险的，因为它会发展成在外国人面前的巴结作风。要与巴结外国人的习气做坚决的斗争。如果我们以后还是公开
发表类似的演说内容，我们就是在传播这种巴结和卑躬屈膝习气。我再一次强调，苏联人不需要外国方面的赞扬。
至于我本人，那种赞扬只能令我生厌。См.: Источник.Документы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99. No.2.С.81-82.
d    《不列颠联盟者》是英国使馆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周报，发行量 5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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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的允许，从英国、法国、意大利使馆系统地得到了许多外国影片用于观看。
从英国大使馆拿片的还有苏联西部煤炭工业部 a。
中央下达指示，以后没有检查机关的检查同意都不能得到外国电影、报刊和
书籍。毫不奇怪，宣传鼓动部经常拒绝学者们查阅那些所谓“特存”文献的请求。
1947 年 4 月 18 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达《关于在居民中宣传苏维埃爱
国主义思想的活动计划》（秘密）的文件。文件指出：我们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
治，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我们苏维埃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不
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国家中完全有条件肃清苏联公民意识
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当今形势下，最有害和最危险的资本主义残余是，个别苏
联公民在资本主义西方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面前的卑躬屈膝态度。克服它的根本
途径是在居民中培养崇高的共产主义意识，培育对于苏维埃人民和祖国的无限热
爱之情。
为此，党组织、所有新闻出版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必
须持之以恒地向社会传达、宣传、解释这样一种观点：苏维埃爱国主义意味着深
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绝对优势。必须坚决地强调，对于资
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就意味着承认对资本主义和剥削世界的精神依赖。这种卑
躬屈膝与苏联公民的自豪感和尊严背道而驰 b。
1947 年 8 月 11 日《真理报》发表谢皮洛夫的文章《苏维埃爱国主义》。该
文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文件《关于在居民中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的活动计
划》思想一脉相承，也可以说，谢皮洛夫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是对宣传鼓动部
文件的进一步阐释。
文章指出，苏联人民对反爱国主义的、任何不赞同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西方
历史发展阶段的人表示质疑，“资产阶级国家，按其政治制度落后了苏联整整一
个历史时代”。文章坚信，苏维埃制度“比任何资产阶级制度都要高和好一百倍”；
“苏维埃联盟是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现在，可以说，没有俄语、没有
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科学和文化的文明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早已走过了
自己的顶峰，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强大的、富于创造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冉冉升起”。在苏联崇洋媚外的行为已遭唾弃，而其中暴露某些个别“知识分子”
a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КПСС .1945-1953.М.，2005.С.118. 全苏文化外
联协会 1946 年从英国使馆拿了 14 部影片，1947 年拿了 11 部。
b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КПСС .1945-1953.М.，2005.С.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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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他们还完全没有从“旧沙皇俄国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对一切外国的东
西都极尽谄媚，奴颜婢膝，只因为它是外国的，甚至对柏林大街上的垃圾箱也赞
叹不已 a。
与 30 年代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战后苏维埃爱国主义，
首先就具有排外的特征：苏维埃爱国主义，意味着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与开始冷
战的大国际背景相适应，战后苏联意识形态运动，重点是反对对西方资产阶级文
化的顶礼膜拜。反卑躬屈膝运动成为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前奏。

二、反世界主义运动
世界主义一词，在维基百科中的解释是一种“秉持全人类利益总体上高于个
体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世界公民的思想。认定人在地球上是自由的个体”。在俄国
文学界，别林斯基最早用世界主义者形容那些作品缺乏俄罗斯本民族特性的作家，
称他们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1943 年 11 月，法捷耶夫攻击爱伦堡来自“那
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意克服自己的崇洋媚
外”b。1945 年之后，世界主义一词频繁出现在苏联报刊上。
战后最早对世界主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把它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比较
的是苏共理论家库西宁 c。他的文章《论爱国主义》在《新世界》杂志 1945 年
第 1 期刊出。文章指出，民族主义取决于“个体民族的利益（或者它的上层的利益）
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对立”。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历
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爱国主义运动是以图谋侵犯其他民族的平等和自由为目的的”。
他接着指出，世界主义以冷漠的、轻视的态度对待祖国，是每个国家共产主义运
动的大忌：“世界主义是与劳动人民完全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
属于国际金融寡头和跨国卡特尔大亨的，是属于超级证券商和世界军火商及其代
理人的。这些人的价值观正应了一句谚语‘哪儿好哪就是故乡’”。于是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世界主义者只能是“人民的敌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
a Шепилов 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 Правда.1947.11 августа. С.2-3. 后来，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评
价了这篇文章，说它与自己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自己在党的意识形态机关中晋升的工具。
b [ 英 ]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516—517 页。
c 奥·维·库西宁（1881—1964），政治家，党的活动家，《真理报》国际问题评论员。1940—1956 年任苏
联卡累利阿 - 芬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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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追随者。
战后苏联文化领域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运动、反卑躬屈膝
运动的具体化。揪出文化界的崇洋媚外的世界主义者，予以彻底批判。
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序曲是 1947 年克柳耶娃夫妇事件。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
克柳耶娃和丈夫罗斯金教授 1946 年访美时，与美国同行交流了自己有关癌症研
究的成果。并且申请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恶性肿瘤的生物治疗》一书（该书
在苏联 1946 年出版，在美国出版的申请没获批准）。1947 年 2 月，斯大林、日
丹诺夫亲自指挥对克柳耶娃夫妇事件的讨论。5 月，斯大林批准了关于党组织就
该问题与作家座谈的基本思想 a。他抱怨，在我们的中等知识分子中间，“缺乏
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他们毫无理由地对外国文化顶礼膜拜。都自认为（本
国科学和文化等）尚未成年，并不完善，习惯于认定自己永远处于学生地位。这
种落后的传统从彼得时期就开始了”b。
1947 年 6 月，苏联卫生部举行了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荣誉审判”，整个
诉讼程序像真正的审判一样：有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的发言、证人举证、被
告申诉。有 800 多人参加。最后判决书是荣誉警告。1947 年 6 月 17 日各级党组
织传达党中央《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内部文件。文件认为，他们夫妇
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似乎是出于虚荣心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他们急于向
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发现。中央委员会判定，该案件反映出文化领域知识分子政治
品德方面的严重缺陷。类似情绪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帝俄时期（那时，俄罗
斯人永远是西欧老师面前的学生）。在资本主义包围圈中，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中
毒最深的部分。这种情绪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不遗余力地
在知识分子中寻找患有卑躬屈膝病的薄弱分子。与知识分子相反，工人、农民和
士兵显现出有能力捍卫国家利益。文件以建议成立此类案件的荣誉审判庭结束。
荣誉审判庭在所有的科研院校、国家机关、部委、创作协会里建立起来，辐射各
个方面，期限两年。
为了进一步清除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公民的任何可能潜在影响，实行隔绝
a 斯大林召集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到克里姆林宫，宣读卫生部揭露克柳耶娃夫妇出卖国
家机密的呼吁书。斯大林提议，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批判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西蒙诺夫说，这个题材更
适合于戏剧。1948 年，西蒙诺夫写出了剧本《异邦暗影》。后来在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写道：“我现在只有强制自
己才能重读这个对我是可耻的、对一个作家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参见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
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4—235 页。
b Щагин Э.М. и др.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ХХ в.М.2004.Кн.2.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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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1947 年 2 月 15 日发布《禁止苏联公民与外国人登记结婚》的命令（该命
令 1953 年 9 月取消）。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真正开始于两个事件。
第一件，关于格·费·亚历山德罗夫 a《西欧哲学史》一书的争论。总共有
两场讨论。第一次是 1947 年 1 月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的，这次讨论没
有达到中央预定的要求。第二次是在苏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下，由日丹诺夫亲自主
持。1947 年 6 月，《西欧哲学史》讨论会在莫斯科召开，全国 90 多名哲学家参加。
日丹诺夫做大会主题发言。日丹诺夫的发言成为苏联文化领域反世界主义运动的
理论基础。他首先批评该书陷入形而上学，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革
命意义。同时指出《西欧哲学史》书中没有写进俄国哲学史是错误的，客观上贬
低了俄国哲学的意义。作者反而对西欧的哲学家顶礼膜拜：“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几乎对所有一切旧哲学家都找到了机会说几句恭维话，对于声名越大的资产阶级
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b 最后，日丹诺夫批评当今整个苏联哲学界缺乏战
斗精神。号召全国的哲学工作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用理论阐释苏维埃制度，以哲
学的武器论述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研究苏维埃文化，全方位论证苏维埃文化对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优势。
两场讨论斯大林都有指示。在与《真理报》主编波斯别洛夫通电话过程中，
斯大林指出，在《西欧哲学史》书中，亚历山德罗夫首先就脱离了政治斗争，不
问政治，缺乏列宁哲学著作那种战斗的政治精神。关于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评价，
斯大林也否定了书中的看法。亚历山德罗夫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保守主义的，斯大
林则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反动的哲学，它指向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者。
最后，斯大林发现书中致命性的不足是，
“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点体系，
推翻一切资产阶级科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c。日丹诺夫在讨论会中进一
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关于亚历山德罗夫《西欧哲学史》一书的争论，上升到提高
苏联干部队伍战斗性的高度，要与资产阶级科学做坚决的斗争，而不是在它面前
俯首帖耳。
从哲学界开始，苏联文化和科学各个学科相继开始了反资产阶级科学的反世
a 格·费·亚历山德罗夫（1908—1961），苏联党的活动家，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 年）。1940—
1947 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1947—1954 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b [ 苏 ] 日丹诺夫：《苏联哲学问题》，太岳新华书店 1949 年版。转引自安启念：《苏联哲学 70 年》，重
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9 页。
c Кулешов С.В.，Волобуев О.В.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 2. М.，1991. С.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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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义运动。
第二个事件是 1947 年 7 月底到 8 月初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李森科做了《关于生物学状况的报告》。李森科及其支持者打响了反对摩根遗传
学——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摩根基因理论的基本点是，在生物遗传中，生
物自身、先天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已经被证实的遗传学的科学理论。李森
科学派假借米丘林学派的杂交理论，称外部环境可以改变生物特性。斯大林也认
定李森科学派的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学理论是科学的。
和哲学领域的争论一样，资产阶级遗传科学完败，李森科集团大获全胜。会
议之后，苏联正统遗传学被取缔了，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都停止了。李
森科的伪科学在苏联存在了相当长时期，苏联农业科学陷入近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两个事件后，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世界主义”在哲学、语言学、
历史学、音乐、文学艺术——所有文化领域展开。以先进的苏联科学反对资产阶
级伪科学。二者的斗争是必然的，符合发展规律的。于是，必须找出各个学科中
的资产阶级科学带头人。文化的本质和任务被归结成为宣传和教育的“传送带”
作用。反对国外意识形态敌人的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
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特别着重宣传俄罗斯国家历史权威的概念——在科学、
技术、文化所有重要的领域，其权威性代表都是俄国人。这类宣传明显的过火之
处是，试图宣布从自行车到飞机，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俄罗斯天才的发明。
在历史学界，政府警告历史工作者不要错误地理解苏维埃爱国主义，而忽视
了它的阶级内涵，陷入“克瓦斯爱国主义”的泥潭。《历史问题》杂志 1948 年
第 2 期的编者按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试图杜撰历史。”文章认为，沿着
诬蔑俄国人民的过去、贬低其在世界历史中作用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是更为危险和
有害的。强调指出，任何低估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评价都与
崇洋媚外直接相关。在评价俄罗斯文化和苏联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伟大成就上的虚
无主义，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奴颜婢膝的另一种形式。
开始严厉批判塔尔列院士 a 的观点。院士认为：“关于克里木战争是防御性
和正义的战争的论断是错误的”，“以俄罗斯只是谋求自己的自然边界来理解”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战争是一种辩解。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要“以普遍进步的观点、
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代替阶级分析的观点评价历史事实”。立刻得到警告：党
a

叶·维·塔尔列（1874—1955），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7 年），多卷本《外交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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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将要讨论这些“修正主义思想”。
在文学界，以上述标准来评判特瓦尔多夫斯基 a 的文学作品和头衔，认定他
错误地理解苏维埃爱国主义，忽视其阶级内涵。1947 年 12 月，《文学报》发表
了该报主编叶尔米洛夫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祖国与他乡》一书的文章。他把著名
作家关于战争、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在贫困年代显露出的民族特性和品格的思考，
都说成是“矫揉造作的文章”，“试图歌颂那些与民族生活格格不入的事物”。
作 家 协 会 在《1947 年 的 散 文》（《 新 世 界》1948 年 第 2 期） 一 文 中， 对
1947 年苏联非诗歌类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在许多战争年
代写成的书中，主人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意识表现得很贫乏。有时候首先表现出
来的只是自古以来的原始的爱国特征，而苏联人民优于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爱国
主义精神却暂居其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祖国与他乡》遭到严厉的批评：“总
体上是思想恶劣的作品”，是“政治局限性和落后性”的恶果，“反映出与苏联
文学为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而奋斗的先进的新思想格格不入的倾向”。
在反世界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这种大规模的激烈的斗争方式一定是过火的。
当时某些苏联文学工作者的确没有像俄罗斯作家那样表现出始终不渝的民族情
感，有时候分不清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区别。这种表现有时被认定与十月革命
后初期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开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不无联系。
到 1948 年底，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具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色彩。崇洋媚外
者和世界主义者中越来越多出现犹太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宣传开始更多地带
有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性质。
政府大规模针对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压，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斯大林
把这一运动与战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联系起来：美国现在成为我们可能的敌
人，而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刚刚诞生，就
宣布自己是美国的追随者。苏联的犹太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广泛亲属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从战时开始就以发展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为
目标。必须把他们看成是令人怀疑的苏联公民和潜在的叛国者。
1949 年 1 月 28 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团体》，
标志着反世界主义运动进入反犹主义阶段。文章把批判的对象分为三个层面：
a 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诗人，文学家，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50 年 2 月开始任《新
世界》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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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哈哈的世界主义”、“狂妄的世界主义”和“无祖国的世界主义”。接着，
1949 年 1 月 30 日《文化与生活》报发表文章《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关于戏剧
评论家反爱国主义团体的阴谋》。1949 年 2 月 10 日《消息报》发文《无祖国的
世界主义者——戏剧评论家的反爱国主义组织》。一系列文章连珠炮式地发出：
“彻
底揭露反爱国主义小集团”“戏剧艺术界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音乐界的资产
阶级世界主义者”
“粉碎电影艺术中的世界主义”
“厚颜无耻的世界主义诽谤者”a。
世界主义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被批。重灾区主要在文学艺术界、
报纸和广播、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期刊对此也有回应，呼吁根除世界主义，但
论文标题的情感色彩要淡一些，火药味弱一些。在运动的进程中，1949 年 2 月 8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解散莫斯科、基辅和明斯克的犹太作家联合会，并关
闭其刊物。事情不仅限于批判层面，而是解除世界主义者的领导工作，把他们调
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据爱伦堡的资料，对世界主义者的追踪调查往往以逮捕而
告终。到 1953 年，共逮捕了 217 名作家、108 名演员、87 名画家、19 名音乐家。
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无情地打翻了许多学者、教授和文艺工作
者的命运之舟。被指责为世界主义者的许多是犹太人。1948 年 12 月，犹太人反
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其主要人物都被捕，苏联人民演员、国立莫斯科犹太剧院
的艺术指挥米霍艾尔斯被枪决了。犹太人的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报纸都被
关闭。
1949 年 3 月 20 日后，运动开始缩小。在运动高潮的时候，斯大林指示《真理报》
主编波斯别洛夫：“不要对世界主义者小题大做。不要过于扩大范围。不是要俘
获人，而是要征服其思想。”b 运动结束了，被捕者没有释放，被解职者也没有
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反世界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从岗位上解职了 c。
应该说，相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战后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就是“小
恐怖”。大多数受牵连的人没有性命之虞。当然，运动的牺牲品远不仅仅是犹太人。
在运动中遭迫害的犹太人不超过总数的一半。因“医生案”被捕的非犹太族是犹
太人的 3 倍多。
这场运动与国际舞台的政治斗争、与苏联国内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与苏联社
会精英的变换等问题紧密相联。
a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КПСС.1945-1953.С.233，250，268.
b Щагин Э.М.и др.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ХХ в.М.2004.Кн.2.С.242.
c 其中就有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果洛文钦科、《苏联艺术报》编辑福多维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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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是日丹诺夫。他被认为是党的思想家，苏共
中央中的文化专家。后来的研究者称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为“日丹诺夫者”。尽管，
没有他，这场运动依然会进行，但是他赋予运动以特别的粗俗性和生硬性。日丹
诺夫每一次讲话被印成官方文件发布后，就出现一批被毙的文章和作品。
除了日丹诺夫，亚历山德罗夫事实上掌管着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宣传鼓动
部部长是苏斯洛夫，但是因忙于其他党务，他只能把意识形态这摊工作交给自己
的副手。亚历山德罗夫在这个位置上坐到 1947 年，接任他的是日丹诺夫的亲信
谢皮洛夫，他领导宣传鼓动部到 1949 年。正如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所写，他在
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起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回忆录中虽然给亲近人的言行加
了些道德的色彩，但他的叙述仍然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除了这些大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起作用的还有一系列当时苏联的政治精英。
据谢皮洛夫回忆，亚历山德罗夫在苏共中央机关、在一切意识形态战线上都培养
自己的“小男孩”。这些人从中学时代起就有政治实践经验，不与“人民的敌人”
有任何往来，具有原则性和信念。亚历山德罗夫的下属们都是这种类型的干部，
如曾是《消息报》主编，后来是《真理报》主编的 В.С. 克鲁日科夫，《文化与生活》
报副主编 Л.Ф. 伊里契耶夫等。这些人利用自己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门的职位，
为自己捞得物质利益。在战后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拥有单元住宅和别墅。他们在
不同时期，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得了院士、博士、教授以及其他终身头衔 a。
苏联战后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既是冷战开始后苏维埃国家反西方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态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反犹传统的一次回潮。反世界主义最后与反犹运
动挂上钩，与政府内一些精英担心“犹太人企图成为国家公开的统治力量”有关。
当时犹太知识分子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远远大于犹太人在整个苏
联居民中的比例。反世界主义斗争的理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某种程度上背
离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世界主义、反民族主义。苏联战后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偏
离了共产主义思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就其本质讲是
世界主义的，它没有氏族、不分种族。
（责任编辑 靳会新）

a

Шепилов Д. Т. Непримкнувший. М.，2001. 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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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вижение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ом в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Бай Сяохун
【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ЦК КПСС принял ряд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культур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кампанией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 решительному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пережитки запад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бличалось
н и з ко п о к л о н с т в о п е р ед кул ьту р о й З ап а д а . Ка м п а н и я п р от и в
«низкопоклонства» перед Западом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мощ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борьба был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антикосмополитов, которые равнодушно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однако преклонялись перед культур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Движение
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риобрело антисемитские черты.
Да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имело тесную связь с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и после войны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о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нож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с триумфом вернувшихс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из Европы,
воочию увидели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 Западе, уровень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с горечью осознали, насколько нищей является их Родина.
Чтобы преодолеть это чувство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сти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спользует опробованный ранее метод –
применяет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Движение 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амозащит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
запад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но и некая реакция на «попытку евреев
вернуться к положению правящего класс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ант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Ждан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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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cosmopolitanism Movement in Postwar Soviet Culture
Bai Xiaohong
Abstract: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dopted a series of resolutions on cultural issues.
While propagating Soviet patriotism, the Soviet Union firmly cleared away
the remnants of western capitalist culture and criticized the servile attitude
towards western culture. The anti-servile movement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a massive anti-cosmopolitanism movement: anti-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s
who treated Soviet culture with indifference but worshipped foreign bourgeois
culture. The anti-cosmopolitanism movement was later characterized by antisemitism,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Soviet Un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Soviet soldiers, who witnessed the daily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returned from Europe, feeling the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of their homeland. To overcome t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contradiction, the Soviet government skillfully used the patriotic tool of anticosmopolitanism, which was not only the self-protection of the Soviet state's
anti-western capitalist ideology, but also a reaction to the Jews' attempt to
become the state's open ruling power.
Keywords: Soviet patriotism; anti-cosmopolitanism; Zhd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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