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经典】

20 世纪 80 年代末读帕乌斯
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读到写亚
历山大·勃洛克的一段曾心生困
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称：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
和人类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
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至于
他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
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他对
革命的过于复杂化的理解，更是
我无法理解的。

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自然
更难理解这位勃洛克的复杂性。
勃洛克式的充满吊诡的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生气勃勃的中国
氛围中显得很陌生，也很另类。
然而，随后我又读了帕斯捷尔纳
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
说《日瓦戈医生》。在 90 年代迥
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日瓦
戈医生》真正引领我渐渐体认到
这种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复杂性
显然不仅仅体现在勃洛克一个人
身上。

《日瓦戈医生》中的《瓦雷金
诺》一章写日瓦戈在战争时期和
妻子冬尼亚来到乌拉尔尤里亚京
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开始了
一段“归园田居”式的读书写作、
追索内心的生活。在日瓦戈所写
的札记中，他把俄罗斯作家划分
为两种气质：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
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
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
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
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
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
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
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
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
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
意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
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
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
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
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
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

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
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
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
医生的这种划分曾经令我莫名地
困惑了许久。《日瓦戈医生》也由
此令一代中国读者陷入深思，并
最终被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复杂
化的人物所吸引。中国文化界也
开始学习适应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和气
质，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
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
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
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
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
历史的坚忍不拔。

在《日瓦戈医生》的观念视野
中，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俄罗斯传
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访谈中
曾经说：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
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
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
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
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
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
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
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
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
会复苏。

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和传统的
内在价值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

态很难接受的。于是《日瓦戈医
生》一直由于它的边缘化的声音
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

“《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
史观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
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

《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
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
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
史，它的价值之一也正是小说所
表现出的看待历史和革命的一种
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
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一种
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深受基督
教的影响，有博爱思想，但却对革
命潮流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参
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
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
善良的冬尼亚结为夫妻，却又喜
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他一方
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
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疑革命同时
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
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
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
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
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
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
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
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
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
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
无力的。正所谓“爱是孱弱的”，它
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
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
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
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
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
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
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
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
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
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
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
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
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
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
的心灵历程。这种担承与良知构
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
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一切塑造了

《日瓦戈医生》特有的高贵而忧郁
的品格。因此，《日瓦戈医生》也被
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
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

“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
事件之一”。

因此，我理解为什么帕斯捷
尔纳克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
活充满热望：“我渴望生活，而生
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
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医
生》不同于诸如绥拉菲莫维奇的

《铁流》一类反映十月革命代表苏
维埃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也在
苏联至少从高尔基的《母亲》就
开始了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
外，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
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繁复的观
念视野。尽管日瓦戈的历史观和
独善其身的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潮
流是无法吻合的，但却在大一统
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发出了另一
种声音，并终将穿透漫漫历史时
间，显示出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
的生命力。

（节选自《废墟的忧伤：西方
现代文学漫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日瓦戈医生》

与俄罗斯精神传统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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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消费时代
（1912-1941）
人口开始向大城
市集中，城里人
开始学西方化的
生活方式。消费
价值观是为了国
家的整体进步而
消费

从提高档次到降低档次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一

个市场营销杂志做编辑，当
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时代，
市场营销的关键词之一是
提高档次，即想过比现在更
有档次的生活，买更多的东
西。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就像广告给人们的印象
是“越大越好”“隔壁的汽车
看上去太小了”等等，人们的
幸福感来自于换更大更高级
的汽车和电视。

1998 年之后，70 后开始
进入大学，或者步入社会。这
一代人成长于战后日本，他
们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家庭
已经完成了中产阶级转型，
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家庭生
活水平就不差，很多人家里
的家电齐全，也拥有私家车
和自己的私有住宅。所以，越
来越多的人不太有进一步提
高生活水平、提高档次的想
法了。

并且上世纪 90 年代以

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
购买大物件也被认为是违背
环保意识的行为，因此，人们
会产生一种罪恶感。

这样一来，消费行为从
提高档次转向了降低档次。
但是，降低档次并不是消极
意义的无奈之选，它标志着
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降
低档次反而更棒。人们开始
认为，把大汽车换成小汽车，
或者尽可能换成混合动力汽
车会更加帅气。

从往下传到往上传
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

代的衣服一般都是往下传着
穿的。特别是我，有哥哥、堂
哥、表哥，没有弟弟，所以童
年时代的便服、制服，还有平
时用的桌子等，都是传下来
用的。

而如今，大家都没什么兄
弟，也没有住得近的堂哥、表
哥，这种生活习惯恐怕不太常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幼儿
园、托儿所和当地的跳蚤市
场，购买年龄大的孩子不能穿
的衣服，或者不用的玩具等，
虽然有偿，但十分便宜。

就在最近，好像越来越
多的父母开始穿起孩子们不
能穿了的衣服，这叫“往上
传”。

父子（母女）之间没有了
价值观和时尚感的差距，都
穿上了款式相同的衣服，所
以，父母穿着孩子的衣服也
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并且，近来中性时装多
了起来，妈妈穿儿子的衣服
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我的
妻子也经常穿女儿和儿子的
衣服，相比之下，女儿穿的衣
服对她来说还是有点花哨

了，反倒是儿子“往上传”给
妈妈的衣服更简洁、更适合。

我儿子也经常穿我传给
他的衣服。裤子不太合身，腰
围和腿长差太多，但是 T 恤、
运动衫、风衣之类，就完全没
问题。有时候，我们还共享鞋
子和袜子。另外，背包、提箱
和手表也都是共用的。

早就有朋友式亲子关系
的说法，但是现在才真正是
父子（母女）之间在时装上无
差异、像兄弟姐妹一样将衣
物“往下传”或“往上传”的时
代。

捡漏时代
我最近把在街上捡东西

当作一种乐趣，见到过一个
仅仅有点烧焦就被扔了的高
档锅，不愧是高档品，受热均
匀，做起饭来很好用；我还捡
过木头自己做书架。有人会
扔椅子，还有人扔沙发，我虽
然也很喜欢，但是没有地方
放。有时候在街上还可以看
到很好的桐木衣柜，我很想
要，但因为当时无法搬运也
只好放弃了。说真的，如果你
开着轻型卡车在东京街头到
处转悠，转眼之间就能集齐

所有家当。
原来持续过很长一段时

间“不要用完就扔”的潮流，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断舍
离”的热潮，都是因为要扔掉
的东西太多了吧。

日本的房地产也有类似
的情况，现在人们越来越不
喜欢样板房大同小异的公寓
式住宅了。越有品位的人，就
越会低价购买二手房，然后
翻新。现在在郊区一个新建
的公寓，70 平方米左右要
7000 万日元。但是，山手线内

侧一个同样面积的二手公寓
只要 3000 万日元，再花 500
万日元重新翻新一下，就能
住上适合自己的舒适公寓
了。这里放着自己中意的东
西，例如捡来的椅子，别人转
让的桌子，那个她作为礼物
送的杯子，只要看到这些室
内用具，脑海中就会浮现出
那个人的人格和品位来。这
样的生活才是具有自己风格
的意外收获。

（本文摘自《极简主义者
的崛起》）

“第四消费时代”
追求简约和环保

【新书摘】

□三浦展

最近一段时间，“消费降级”成了热词。而在日本，长期从事消费研究的畅销书作家三浦
展认为消费趋势的变化并非升级降级这样简单，他提出了“第四消费时代”的概念。

三浦展把产业革命之后的日本消费社会分为四个阶段，而如今的日本社会，正在进入追
求简约和环保的“第四消费时代”，在三浦展看来，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消费什么，而是和谁一
起消费。“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正能带来幸福的不是物质，而是“联系”———
人和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联系。

继《第四消费时代》后，三浦展推出又一力作《极简主义者的崛起》，再次发现消费行为的
最新变化，关注第四消费时代里诞生的新消费群体以及他们的断舍离和共享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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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消费时代

（1945-1974）
基于家庭的消费，追求别人家
有我家也得有，强调越大越好

第三消费时代
（1975-2004）
消费单位由家庭转
向个人，离婚率上
升、依靠父母生活的
寄生人群的增多 ,以
及单身人群增多“轻
薄短小”，被誉为畅
销的秘诀

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
个人对消费本身开始反思，简单倾向、无品牌
倾向、本土意识开始增强，消费的目的变成了
人与人建立联系，趋于共享、重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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