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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眾所周知，大革命改變了世界。現代社會及現代性的起源與確立都脫胎於

經典革命。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前工業時代傳統思想觀念P基於人、社會與自

然和諧共存而形成的寧靜秩序因德性墮落而回到原點的運動，即由「亂」重新回

歸到「治」的過程被賦予全新的涵義，革命不再以回歸舊秩序的公正、正義為訴

求；革命必然地�意於政治體制的激烈變革，也必然地與暴力具有親緣關係，

革命暴力的特點就在於其意識形態的近乎神聖性的證明。這樣的證明通常立足

於將象徵符號的變革、合法性的基礎、某一政體的基本制度架構與政治和社會

秩序的新願景結合的嘗試1。

與法國大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口號和理論體系進

行的，它既具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嘗試，又具有世界主義的面相。對於當代

中國而言，政權與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乃是基於「走俄國人的路」而形成的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俄國革命主張以極其殘暴的手段推動社會變革，試圖

建設一種絕對平等的社會秩序。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全面失敗的今天，我們並

不難理解它為甚麼必然失敗，但是，這個必然要失敗的烏托邦運動，當年為甚

麼能搞那麼大？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能吸引那麼多優秀的人物獻身？如果我們抱

�這樣的問題意識去追尋拷問歷史的話，更應該去梳理和分析俄國人走過的路

是甚麼樣的路，這條路為甚麼走不通，新的道路在哪P，等等。正是基於對這

一意義的關注，我們應該去追問，為甚麼俄國人選擇了共產主義革命？尤其更

應該去追問，是誰製造了革命？如何走出革命？後革命時代應怎麼辦？這一系

列問題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革命話語、革命話題與革命道路。

讓我們從金雁女士的新作《倒轉「紅輪」：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回溯》2（以下

簡稱《倒轉「紅輪」》）說起。此書從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角度切入，以俄國知識份

子何以選擇革命及對俄國革命道路的反思進而尋找俄國真正的出路為題，長距

離立體地進行分析，為我們探究知識份子與革命的關係以及社會革命與政治

建設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提供了極好的文本。尤其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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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國社會對於革命話語的態度，本書更具有時代的焦慮感與鮮明的現實問題

意識——與其說是在討論為甚麼俄國選擇革命，不如說是在討論中國如何避免

革命。我們看到俄國知識群體內部的分層與代際之間的強烈對立時，每每令人

心有戚戚又心有餘悸。革命如斯之重乃至不可輕談，然而歷史發展之內在邏輯

昭示於世人的是堅不可摧的法則，社會進步有賴於共識之臻達，知識份子擁抱

革命乃是出於對現實強權冥頑顢頇的反彈。「最深刻的知識份子的語言往往決

定一個時代」3，救贖之路或許端在人心之維的良善、良知、寬容之回歸。因

此，這本對於俄國「紅輪」討論的著作，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換言之，我們

應認真對待俄國革命，認真對待俄國知識份子，更需重新思考知識份子與革命

的關係。

二　「紅輪」從何馳來？

《倒轉「紅輪」》以俄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開篇，由近而遠地倒É。眾所周知，索翁耗力最大、最為震撼人心

並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是兩部多卷本巨著，即流亡前寫的三卷本《古拉

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和流亡期間花幾十年時間寫作而直

到臨終都未出齊的十卷（三十冊）《紅輪》（The Red Wheel）。《紅輪》被索翁稱為「我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尋找俄國歷史災難中某種最高的宇宙意義」願望的

作品，寫出了蘇聯國內「迄今為止，沒有允許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寫作的

歷史」，是關於俄國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全景歷史」4。

按金雁的解釋，索爾仁尼琴之所以將該著命名為《紅輪》，本身就有「倒轉紅

輪」的含義在內，也即「倒轉俄羅斯所走的道路」，此話出自於俄羅斯哲學家羅扎

諾夫（Vasily V. Rozanov）和「路標派」5，他們都認為「紅色車輪」這條路，「最終

使俄羅斯走進了政治社會的死胡同，俄羅斯走進了不應該進去的胡同」，俄羅斯

「沒有找到自己的家」。索翁不僅對十月革命深惡痛絕，而且對導致了十月革命的

1917年二月革命同樣反感。他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

俄羅斯傳統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後者同樣激進，並且直接導致了後者。索翁

認為之所以出現1917年的俄國，原因在於「西化」，無論是歷史上的「斯拉夫派」

還是「西歐派」6。那麼，這個「紅輪」應該倒轉到哪P？索翁認為要倒轉回俄國過

去的傳統。這個傳統不是1917年以前沙俄時代的傳統——因為1917年以前俄國

人已經「西化」得很厲害了——而是東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東正教，那

是特指「古老的、具有700年歷史的謝爾蓋．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

正教，還沒有被尼康歪曲的、沒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無味的俄國正教」7。

如果沿�這一思路分析，則導致十月革命爆發的原因便是「西化」，革命之

後的俄國進行的是共產主義實驗，這一實驗最終以失敗告終。以往中國人對於

誤讀、誤導、誤入的俄羅斯道路，更加集中於探究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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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從更宏大更深遠的角度講，俄羅斯的失敗在二十世紀其實是一場整個人

類共同的實驗的失敗。這固然是由於俄國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

大戰有直接的牽涉，但革命的淵源、性質、形式與過程卻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

史土壤之中。唯有置於如此宏大背景之下，才可能理解俄國革命，甚至才可能

理解之後的中國革命。

如果將「紅輪」理解為紅色革命的道路，那麼，倒轉此「紅輪」便是承認「紅

輪」的錯誤，即共產主義革命的錯誤，在此基礎上才能將歷史車輪倒轉，馳向正

確的軌道。按照《倒轉「紅輪」》一書的分析梳理，從索翁開始引出俄國歷史上的

分裂派傳統，介於之間的是十六世紀俄國發生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知識份子的

民間資源。這個知識份子群體中始終存在很大的張力和博弈，貫穿其中的是貴

族知識份子和平民知識份子關於俄國道路的爭論。「大分裂」尤其是知識份子之

間的分裂是俄羅斯歷史上持久討論的主題：十七世紀是政府與人民分離，十八

世紀是貴族與農民分離，十九世紀早期是貴族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的貴族分

離，十九世紀後半期是平民知識份子的「兒子」與沉湎和思考的精英「父親」的分

離。《倒轉「紅輪」》借「紅輪」之意象來探究「紅輪」是如何駛向俄國。為甚麼俄國

的知識份子選擇了革命？是否可以有非革命的道路或者非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

可供選擇？為甚麼激進主義的知識份子最終勝出卻將革命烏托邦變成了空前的

人間慘劇？可以更進一步追問，知識份子在俄國共產主義革命中應負多大責

任？俄國知識份子在身處「紅輪」的車轍之中時，是如何使之改變方向的？

三　貴族知識份子與平民知識份子

《倒轉「紅輪」》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俄國知識份子與革命的關係，尤其是俄國

宗教改革之後的分裂派知識份子—貴族知識份子—平民知識份子—民粹主義—

共產主義之間的代際更迭，將倒轉「紅輪」的道路選擇重新定格在「向後看的反專

制運動」8，即早期的基輔羅斯時代（九至十三世紀）之反集權化、多元化與自由

化。論及俄國道路的特殊性無法不提及東正教信仰。然而，為何俄國知識份子

天然地具有反暴君反專制的內在基因，仍是東正教傳統所無法回答的。可能是

金雁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充分認識到的一個因素是，蒙古金帳汗國的中央集權

的軍事專制主義對於俄國國家性格的強烈影響。1240年蒙古鐵騎征服俄羅斯，

近三百年「韃靼枷鎖」（意指蒙古軍事集權主義的統治，造成了俄國與西方的隔

絕，並形成了黷武特徵的民族性格）高度中央集權的兵營式統治，為俄羅斯打下

深深的東方專制烙印。因此，俄國國家性格中的中央集權性與暴力性便迥異於

一般基督教國家。俄國疆域的廣袤與人口的稀少決定了其對國家主義重要性的

強調，而這又與俄國東方亞細亞主義的專制融為一體，國家強大和個人自由產

生矛盾，國家要強大的話，必須壓制個人。俄羅斯東正教的彌賽亞主義與一切

拯救精神一樣，內含�烏托邦盲信的力量。這本身便蘊含�一種分裂因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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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講，俄羅斯的失敗

在二十世紀其實是一

場整個人類共同的實

驗的失敗。這固然是

由於俄國與西方現代

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

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

涉，但革命的淵源、

性質、形式與過程卻

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

史土壤之中。



20 二十一世紀評論

承認暴政還是反抗暴政、擁抱西方還是反對西方、否定俄羅斯還是肯定斯拉夫

之間的搖擺。但這就是俄國「紅輪」產生的原因嗎？

俄國著名思想家、路標派代表人物別爾嘉耶夫（Nikolai A. Berdyaev）在其《俄

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涵義》中說：「只懂得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不了俄國共產主義

根源的」，「要了解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弄清俄國革命的性質，就要搞清楚在

俄國被稱作『知識份子』的特殊人物⋯⋯」9俄國知識份子從來不是一個整體，內部

分化極其嚴重，這或許就是「俄國特色」。但在俄國傳統中他們具有天然的反暴

力統治與追求自由傾向。俄國知識人的始祖是拉吉舍夫（Aleksandr N. Radishev），

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寫下「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便誕生了bk。他們是天生的良心體現者和道德至上者，並且把

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化身。在別氏看來，拉吉舍夫是第一批民粹主義者之一，

亦可看作是俄羅斯知識份子中主張激進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始祖。這些俄國知識

份子永遠與現實保持距離，思考與現實不相關的大問題，而在東正教以虔誠和

憐憫為基調的精神中，他們不是懷疑主義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條主義

者，並且把一切問題都上升到宗教層面和終極價值上。那麼，俄國知識份子為

甚麼最終選擇了革命？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共產革命在俄國具有怎樣

的特殊意義，以至於俄國最終走向了「紅輪」？答案只能在俄羅斯內部去尋找，

在俄國知識份子當中去尋找bl。

俄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困擾俄國自身定位的決定性因素。自彼得

大帝（Peter the Great）之後，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俄國

尋求自身國家定位的困惑。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率反法同盟對巴黎的征

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黨人」的覺醒和起義，俄國知識份子，無論貴族還是平

民，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一個現實，即沙皇專制、農奴制和皇權之下的東正教

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在俄國傳統中，知識份子的力量

不在於智慧，而在於心靈，在於良知。知識份子過去和現在的責任是：認識，

領悟，反抗，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獨立，永遠不說假話；在權力尤其是暴力強權面

前，他們永遠是「不合時宜者」。基於對俄國落後現狀的不滿，尤其是專制的沙皇

制度、落後的農奴制所導致的社會僵化，知識份子處在最敏銳的觀察者角度，深

悉其弊端所在bm。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

說，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的產物；對於斯拉夫派

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因其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

和否定。如果在俄羅斯帝國本身、沙皇專制制度本身是否體現了基督教的彌賽亞

與拯救意識這個問題上做出了否定性回答的話，革命便是順利成章的選擇了。

從邏輯上講，要解決為甚麼會發生革命的問題，只需要解釋為甚麼1860年

代平民知識份子的激進主張成為俄國不得不選擇的道路，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獲

得答案。這一答案中固然包含了貴族知識份子無法也無力改變俄國的現實，也

包含了平民知識份子基於出身而形成的天然道義優勢與基於行動而具有的組織

優勢，但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專制政治的僵化所造成社會的窒息，為革命烏托邦

的激進提供了天然的土壤。這也是回答「紅輪」命題的關鍵所在。金雁顯然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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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這一點。因為1840年代的貴族知識份子是以歐化為取向的，主張漸進式改

良，試圖創造俄國版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如果能夠達成朝野合力的話，未

始不能使俄國走向民主立憲的道路，漸次解決沙皇專制與農奴制問題。但是，

貴族知識份子的失敗固然是因其缺乏深入俄國社會下層的動員能力，亦是因其

一廂情願的政治主張在沙皇面前被不屑一顧。而隨�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的

出現，泛民粹化的鬥爭方式和「與汝偕亡」式的獻身精神造成了唯暴力取向，且

賦予暴力以道義神聖性。如果說1840年代貴族知識份子更多地具有傳統東正教

的悲憫精神而卻因自身的地位天然地具有遁世傾向，以至於空有理論而缺乏行

動的話，那麼，從社會底層成長起來的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則因其自身處境

的卑微而天然地具有仇恨與叛逆心理，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會不公而產生更

大地推翻現存制度的衝動，從而也更加鄙薄理論上的突破，更加果決地採取行

動，在這層意義上，他們恰恰是最徹底的尋神派。別爾嘉耶夫曾言：二十世紀

俄國和德國發生的悲劇之格外強烈，是因為救世精神貶值為道德虛無主義，也

是因為過度的沉默深深淹沒了一切性靈之光bn。

四　由民粹走向革命

從思想史的角度講，俄國知識份子從民粹主義走向虛無主義再接受馬克思主

義，恰恰是與東正教一元論結構相一致的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bo。1840年代

的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等貴族知識份子因反對沙皇而傾向民眾，1860年代

的車爾尼雪夫斯基（Gavrilovich N. Chernyshevsky）等平民知識份子則訴諸行動而

反對專制，相信民粹主義，並開始走向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甚

麼關係呢？如俄國哲學家弗蘭克（Semen L. Frank）所說bp：

虛無主義的道德主義是俄國知識份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點：從

對客觀價值的否定生發出對他人（「人民」）主觀利益的神聖化⋯⋯因此人應

當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獻給大多數人的命運之改善，拒絕這一點的

一切人與事都是惡，都應當無情地消滅——這就是俄國知識份子的一切行

為和評價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鏈條，它在邏輯上缺乏根據，在心理上卻是

緊緊銜接的。

他繼續論證到bq：

對此最適當的表徵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概念將上述精神氣質的三個基

本特徵聯為一體，即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俄國知識份子就其倫理本質

而言，從大約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頑固不化的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唯一目

的是多數人的幸福，他們的道德是為這一目的服務，伴之以禁欲主義的自

制和對自我價值的精神需要的憎惡和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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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主義付諸行動，便成為民粹主義。無神論與篤信宗教的親緣關係就在於一

種極端主義的世界觀。平民知識份子尤其是神職人員大量出現於1860年代及其

以後，使得唯物主義、無神論與民粹主義糾結在一起，徹底改變了俄國的文化

類型，從此，為了達至最終的救贖目的，革命只問結果，不問手段。

1860年代的俄國知識份子意味�甚麼呢？——「非貴族出身的知識份子的出

現，這是俄羅斯社會潮流史上十分重要的現象。在俄國產生了知識份子的無產

階級，它將是革命風潮的酵素。來自精神階層的知識份子將起很大的作用。」br

神職人員變成了革命者。比較溫和的184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被比較激進的

1860年代的「現實主義者」所代替；同樣，後來比較溫和的民粹主義者被比較激

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代替，比較溫和的孟什維克被比較激進的布爾什維克所代

替。雖然在此之後的革命愈來愈激烈，愈來愈極端，思潮內涵也有差別，但就

歷史邏輯而言，1917年實則為1860年代的延伸。因此，破解「紅輪」之謎的關鍵

就是解釋1860年代知識份子的形成。

不同於1840年代的貴族知識份子，1860年代的平民知識份子成為了革命的

鼓動者，或許正是得益於他們自身所具備的一系列條件：一是民粹主義（雖然對

於「民粹主義」並沒有確切的定義），或者說是人民性，同情普羅大眾，同情底層

的民眾；二是對社會的強烈的批判意識；三是人道關懷，知識份子到民間去，

和工農民眾結合在一起。尤其是第三點，是貴族知識份子無法做到的——受難

成就了德性。典型者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車氏的批判現實主義、民粹主義思想和

烏托邦思想，是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一脈相承的。其長篇小說《怎麼辦？》成為俄羅

斯虛無主義的基本教義、俄羅斯革命知識份子的必讀書。甚至它「對於最終導致

俄國（十月）革命的進程所提供的激情動力，遠遠超過了馬克思的《資本論》」bs。

1860年代的知識份子開啟了俄羅斯民粹主義佔優勢的時代。知識份子為了

盡自己的義務，贖自己的罪而走向人民，深入到人民中去。或許單純從思想史的

角度無法理解俄國知識份子的代際變化，尤其是民粹主義的擴散。事實上，沙

皇專制統治的加強，促使民粹主義運動具有了革命性質。我們知道，俄國人民尤

其是農奴「是國家的納稅人」，「我們的自由在沙皇那P，只是被貴族藏起來了。」

沙皇是農奴的「慈父」，是窮人的沙皇，這一觀念是「專制主義中的人民性」bt，根

深蒂固。人民尤其是農奴不買知識份子的賬，故而知識份子不僅受政府方面的

迫害，而且人民本身也沒有接受他們。知識份子對農奴的革命性感到失望，農

奴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宗教神聖性的古老信仰還是強有力的，他們對地主和官僚

的仇恨更甚於對沙皇的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份子在「農民中的失望導致

了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產生」ck。

沿�這一思路，我們要問，1860年代俄國平民知識份子選擇革命的後果是

甚麼？這比批判與追問1917年後的共產極權更為重要，因為前者是後者的遠

因。欲破解「紅輪」之謎進而倒轉「紅輪」，重點不在於分析1917年之後的布爾什

維克，而是1860年代發生的事情。

俄國民粹派在「到民間去」失敗後，走向訴諸個人犧牲和恐怖暗殺手段。民

粹主義與激進主義合流之後，俄羅斯虛無主義與共產主義便成為同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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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最終的救贖目的的達成，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允許的。激進的俄國知識

份子為實現自己高尚的目的而提供成本，付出代價的卻是整個社會，是所有

公民的生命、財產、舒適或者聲譽，甚至是整個民族的生命與命運。涅恰耶夫

（Sergei Nechaev）在《革命教義問答》中是這樣表述這種理念的：「革命者只有一

個念頭、一個目標：無情地摧毀。他要冷酷地、時刻不懈地奔向這一目標。他

必須時刻準備犧牲自己，用自己的雙手消滅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切。」cl這種

極端禁欲主義的道德教條在實踐中幾乎必然會轉換成極端功利的道德虛無主

義。如別爾嘉耶夫所言，「涅恰耶夫的革命策略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這種

策略大部分俄國民粹派的革命者都拒絕採用，這種策略甚至使巴枯寧害怕。」cm

另一方面，1860年代知識份子及其後繼者所呼喚、製造與擁抱的革命之初

衷與1917年之間為甚麼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甚至完全不同呢？俄國民粹主義的

特點之一就是對國家持否定態度，它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而道德虛無主義之

於激進革命而言，激進主義在否定現存制度的過程中是以全盤否定的破壞來達

成目標的，目標與手段之間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基於歷史慣性，以手段代替目

標，從而，激進的破壞無法建立起以自由、民主、憲政為基調的制度，而只能以

比現存不公正制度更惡的制度來取代。反抗沙皇專制，追求自由人的聯合的共產

主義革命卻催生出一個橫空出世的極權政體，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五　知識份子的子彈：改革與革命天秤上的砝碼

正如前面所說，單純從思想史角度考察，是無法理解俄國知識份子的代際

變化的，同樣，要分析俄國革命尤其是1917年革命的發生原因，固然有1860年

代知識份子開啟的激進革命、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虛無主義之因素，但思想史

上的流變與變遷並不足以使得革命必然發生，我們要問，是甚麼原因或因素導

致知識份子必須以革命手段解決問題呢？在當時有沒有革命之外的途徑存在或

嘗試？如果有，為甚麼沒有成功？事實上，對於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才更具

有警示意義。

我們知道，在1860年代知識份子登上歷史舞台之時，與俄國廢除農奴制大

致處在同一時期。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批准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

和宣言cn。一方面，沙皇在農民心目中的「慈父」形象更加上升，平民知識份子的

民粹主義宣傳對於底層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農民對於他們的熱情報以冷淡甚至仇

視，很多知識份子還是在農民的檢舉下而被捕的。民粹主義者正是由於在農村

碰壁才轉而進行更加激進與極端的革命行為的。農民認同並走向革命的原因，

很可能是沙皇當局的不公正所導致的形象之自我破滅，而非受到知識份子的鼓

動。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俄國知識份子在這時湧現出了不同於民粹主義者

的「工蜂」——一種致力於矯正社會發展病態與彌合社會差異，從而使俄國走上

良性改革軌道的「第三種人」。他們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份子」，自我定

位為「工蜂」，即勤勞工作，「幹實事」和「幹小事」相結合；以建立公民社會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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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社會和政府構建一個橋樑，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搭建一個良性互動的平

台，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俄國地方自治與立憲運動的中堅co。他們不與政

府作鬥爭，不與不同的政黨展開廝殺，不利用國家的不幸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

促使社會各階層之間協調一致。工蜂知識份子不是從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

的革命出發，而是主張建設社會，發展與培育民間力量，啟動地方自治，進而力

求使俄國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並且，在近半個世紀的實踐中，他們確實為民間

培植了自治與專業的力量。而工蜂知識份子爭取民主的「迂迴鬥爭」與民間自治、

地方自治的政治訴求最終被沙皇當局拒絕，無異於將俄國命運的天秤推向了革命

的一端。兩者的合力，使得俄國工蜂知識份子的努力付諸東流，回天無術了。

俄國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同時，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全方位變動，它客觀上

使西方各種思想進一步傳入俄國，使愈來愈多的俄國人看到了與西方的差距，

紛紛要求改革。從歷史維度考察，1861年的改革並沒有徹底解決俄國的社會問

題，尤其是農奴問題。因為農奴的「解放」並非意味�完全的自由，農奴在法律上

有人身自由，地主不能買賣農奴和干涉農奴的生活；然而在財產權利方面，規定

土地仍然歸屬地主所有，農奴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分地，但必須出錢向地主贖

買；農民仍舊歸村社管理。因此，較之於「比較」意義上社會發展的需求，第二次

農奴制改革勢在必行。這就是總理大臣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的改革。

索爾仁尼琴的《紅輪》首先標明所É的是「1914年8月10日至21日」之間的事。

1911年遇刺身亡的斯托雷平是書中最重要的人物。索翁之所以如此安排，或許

正是因為這確實是二十世紀俄國史開篇的頭等大事，也對後來俄國歷史發展的

走向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斯托雷平看到，「農民解放了，但農村並沒有因此而繁

榮，反而衰敗了。土地利用率低下，農民對不能繼承的地塊耕作並不熱心⋯⋯

農村村社並不保護任何人的利益，但挫傷所有人的積極性。」於是他�手「消除

引發農民憤怒的根源」cp。他扶持起富農階級，使之成為擁護沙皇制度的穩定的

農村支柱，卻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人。因為他在土地改革中「保住地主，扶植富

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cq，建立了規模經營，村社制度隨之解體，而依附於

村社所形成的農民身份權利喪失後並沒有得到新的社保體系保障，由此顛覆了

沙皇的「慈父」形象，失地者最終以十月革命的方式做出回答。

按照《紅輪》的記述，刺客柏格羅夫（Dmitri Bogrov）向斯托雷平開了兩槍，

其實，他要殺的並不是斯托雷平這人，而是要殺總理大臣這個職務：「在俄國，

當權人物就是專制制度的化身，誰當權我就殺死他，接連不斷地殺，不讓任何

人永居高位。到那時，他們就會讓步。也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改變俄國。」cr

而索翁對這事卻評論說：「俄國失去了自己百年來或兩百年來最優秀的政府首

腦。」cs

斯托雷平的改革之所以催生了革命，或者說斯托雷平之所以造就了列寧，

我們很難看出平民知識份子以及其後的民粹主義、激進主義革命者從中所起到

如何大的作用。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的革命意願並非是由布爾什維克鼓動起來

的，而恰恰是沙皇政府對於權力的不妥協、對於民間抱有的恐懼與遏制心理，

尤其是不公正的社會改革，使得沙皇統治的歷史合法性被淘空，農奴的「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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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農民的仇敵，民粹主義得以被廣為接受。雖然斯托雷平倡議的新的土地措

施會使農村大為改觀，以至於農民再也不可能成為一種革命力量，但是卻造成

了俄國人民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改革是與下一次社會大動蕩——即革命之間

的一場時間競賽，如果大動蕩被推遲二十幾年，或許可以借績效而彌補社會裂

痕，如沃爾夫（Bertram D. Wolfe）所言：「列寧在斯托雷平統治的末期曾幾次這

樣說：我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ct然而革命畢竟被鼓動起來了——

通過暗殺的子彈。誰來為這顆子彈負責呢？即便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的

手段是不應該否定或取代目的的。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分析「革命和政治秩序」

這一主題時，曾將城市與農村兩分，前者代表知識份子，後者代表農民。他認

為城市的作用是一個常數，它是反對派的力量根源，而農村的作用是一個變

數，它如果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按照政治學上的保守與激進的

劃分，大致可作如上觀。當然，亨氏不是專門針對俄國革命才作上述判斷的，

他的觀察的立足點是法國dk。然而，這一劃分對俄國來說卻異常合適。知識份子

與農民的合流，更確切地說，保守的農民轉變成為激進的革命者，便意味�改

革由革命的代替物轉變為革命的催化劑。從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的虛無主義

中，產生了1870年代革命的激進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深入到了俄國社會的最底層。

就因果關係說，暗殺的子彈引發了1918年7月16日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地

下室內的亂槍聲——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被處決。而沙皇當局政治上的

封閉性與獨裁性，使得政治空間日益逼仄與壓抑，政治改革的迴旋餘地喪失殆

盡，民間不滿情緒急劇擴散，起到了「激變良民」的效果。工蜂知識份子建設社

會的主張無法實現，在民粹主義與底層的不滿急速聚合的情況下，瞬間轉向革

命，終於使得沙皇成為眾矢之的，漸進改良被不公正的制度變革所阻斷，「紅

輪」終於駛上軌道。

平民知識份子一手塑造與迎接了共產主義革命，但是，「虛無主義的理性主

義」之底色決定了它是一種「需要專制主義」的革命，當激進革命的手段取代目的

成為第一考慮，當它排斥了自由作為追求平等的代價之時，它就極有可能蛻化

成特殊的專制形式，即展現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為異化。

六　「告別革命」

就俄國革命的性質或影響而言，固然存在諸多爭議之處，但其本身便蘊含

了被否定的最根本原因。1946年，流亡中的別爾嘉耶夫在巴黎寫道：俄國革命

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

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dl。今

天之所以要對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加以關注，與其說是為了「倒轉紅輪」，

不如說是探究「紅輪」何以馳向革命，知識份子在其間起到了甚麼樣的作用，到

底是誰、是甚麼原因造就了革命。因而，破解不同年代知識份子的成長、主張

平民知識份子一手塑

造與迎接了共產主義

革命，但「虛無主義的

理性主義」之底色決定

了它是一種「需要專制

主義」的革命，當激進

革命的手段取代目的

成為第一考慮，當它

排斥了自由作為追求

平等的代價之時，它

就極有可能蛻化成特

殊的專制形式。



26 二十一世紀評論

及競爭，以及最終的結局，便是它的世界意義所在，這也是當下中國知識份子

探討歷史上俄國知識份子時所糾結於心的問題。

後世之人檢討這段經歷的時候，往往唏噓不已。當一個社會的思想基調愈

來愈激烈，非激進無以達到目的，且激進被賦予道義合法性的時候，它便排除

了其他任何理性建設的可能。無論作為文化的還是政治的激進主義，都不是憑

空而來的，與其探討為何產生激進，不如探討如何改良激進主義賴以生存的土

壤。在怵惕於暴力革命尤其是共產主義革命所造成的破壞與政治建設的失敗之

際，尤其是基於中國自身的百年革命體驗，「告別革命」成為包括知識份子在內

的社會共識。也正是有了這種後見之明，使得我們很難回答為甚麼革命會發

生。在《倒轉「紅輪」》一書中，金雁通過梳理前因後果，往往給人一種歷史原來

如此的感覺。尤其是，當明白了「紅輪」是被布爾什維克處心積慮策劃者駛上軌

道的時候，我們在明瞭事件背後的原因的同時，往往會產生一種莫名而痛苦的

沉思——「我們被騙了！」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命運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

們人民中是從哪P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

血統？「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dm。對

此，中國知識份子宜有所思。

是的，這是知識份子自身的責任。然而，這又不僅僅是知識份子所面臨的

問題。或許，選擇與迎接革命的主動權在知識份子手中，然而，製造或引發

革命的肇事者是誰呢？只有理性建設社會，方能告別激進革命。否則，僅僅將

「紅輪」倒轉，並不足以防止歷史重新馳向同一「紅輪」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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