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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革中的小人物

[ 俄 ] 娜杰日达 • 普图什金娜 著
王丽丹 译
剧本《在别人的烛光下》
（以下简称《烛光》）完成于 1992 年。我在写完《不
正常的女人》的当天夜里，就开始了《烛光》的创作。1992 年，是我的幸运年。我
的生活中有两个美好的年份—1968 年和 1992 年，发生了许多美好的事件，但
只是个别美好的事件，不是一整年。这是沉重、恐惧、充满了冒险的一年，或者说
是美好、浪漫、充满了新生的一年，或者像今天人们所习惯表达的—是重获人
生的一年。
对作为剧作家的我来说，这一年至关重要。我从一种“想写什么”、
“如何找
到情节”的状态突然转到“如何表达溢满我头脑的想法”，和如何“不因情节而
发疯”的状态。
而这些情节每时每刻都在诞生，
在不断侵袭我，
以求得到关注。
尤
其是我当时还不善于预知，无法确定什么样的情节会将故事引领到梦幻般的空
间，什么样的情节会导致故事结构陷入僵局。
我意识到，时代进入了转折期，进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
（费 • 丘特切夫
语）
。
“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来拜访这个世界”
—对作家来说无异于成功的时机。
我当时正想写一写关于我们生活中“决定命运的时刻”。实际上，我所有剧本表
达的主题也正是关于这一点。
两种命运，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交锋于时代转折期。剧本《烛光》只有两
位女主人公。阿拉，一位年轻的女性，没受过多少教育，甚至不被母亲需要，她是
这个世界上绝对孤独的一个人。阿拉不会着装，没有品位，谁也没教会她哪怕些
许体面的礼仪。何为女性的高傲，何为自尊，及对他人的尊重，她对此根本没有
概念。她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懂不能私自闯入别人家—但如果特别需
要，还是可以的；不能偷盗，不过为了心爱的人，可以这样做；不能撒谎，不过，如
果你想逃避惩罚，那么就可以这样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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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感觉到这种不公正，但只是对自己而言，对别人她很容易做出更可怕
的不公正。对她而言，生活中最崇高的价值是爱，而生活的目标是结婚。有百分
之八十的人真诚地接受极权主义政府提出的所有价值，阿拉属于此列。极权主
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一个人的道德、生活目标及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对阿拉来说
都不坏。阿拉的生活无论如何还算比较安稳。但突然之间苏联社会主义垮掉了，
一下子，没有任何预兆。向来要求热爱、忠诚、功绩与道德的祖国，突然之间卑鄙
地抛弃了自己最忠实的爱国者。
就这样，风云突变世界里的小人物阿拉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而且思考到简
单的一件事—祖国不爱她，鄙视她，从不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她什么都可以做！
一个小人物如何才能抵抗一个巨大的卑鄙的世界？我们都记得，闻名于世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主人公罗季奥 •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如何回答
这一问题的。他不是一个“颤抖的生物”，他“有权利”！有权为了自己的、靠获
取金钱得到自我补偿的、宝贵的命运而进行流血的犯罪。阿拉还没有走到受过
教育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这种极端的地步。不过，在她贫乏的意识中，也运
行着类似的行为机制。那么，在阿拉看来，她有什么权利呢？爱的权利。
阿拉听说，有些国家专为爱而建立。那里一向充满温暖，全是节日，人们和
睦相处，彼此互助。以前阿拉相信“白桦”，现在她只相信“棕榈”。大家都亏欠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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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但阿拉不欠任何人的。她只知道，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爱。但是爱却需要牺
牲，那么就让亚历山德琳娜牺牲吧。
那么谁是亚历山德琳娜呢？她是将军唯一的女儿—爸爸的宠儿，爸爸的
骄傲。一切都为她准备齐全。当所有人还生活在合住的房子里时，她却单独住在
宽敞的房子里。五六口人的大家庭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
供二十个人使用，而亚历山德琳娜一个人住着大房子，带浴室。她一生中从未擦
过地板，洗过衣服，熨过衣服。她从未为钱工作过。家里有奶娘和保姆。她考进名
牌学校，拿到副博士学位，写了几本书。她不费劲地工作，经常出国，举办晚会。
只是个人的生活不太如意。五十七岁了，却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性生活，没
有珍贵的爱情回忆。
也曾漂亮过，也可以要孩子……该对生活进行初步总结了。有过什么呢？
她的命运之书中记录过哪些事情呢？背叛了老师，做过人流，写了谁也不需要
的书。现在呢？忙忙碌碌，功利的友谊，孤独的恐惧，数不清的财富。什么在等着
她呢？舒适的生活和金钱。只有这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别人对自己的
认可。
亚历山德琳娜本来与苏联共产主义时代血肉相连，而阿拉却在一瞬间把亚
历山德琳娜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亚历山德琳娜面临着不得不搬到破败的房子
去住的命运，依靠可怜的几个钱维持生活，丧失了奢华的外表，失去了习惯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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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国难以成行。亚历山德琳娜的整个一生（除了童年）十分不幸。但是在你
希望有、也能得到的漂亮东西中做一个不幸的人，是一回事；当你节衣缩食、衣
衫褴褛时，做一个不幸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在印度洋的海浪上享乐，
在马尔代夫做一个不幸的人，这些都可以忍受；挤电车，偷走超市里的巧克力，
这样的生活前景则是令人苦恼的。
于是命运让这样两个人相遇了。阿拉，一个没有爱就会枯竭的女人，亚历
山德琳娜因无子女注定孤独而不能原谅自己。或许，她们会尝试着彼此支持并
理解对方？或许，一方该放弃幻想，而另一方该放弃徒劳的报复？她们该鼓足
勇气向现实挑战？似乎两个女人间也确实产生了类似的情况。不过结局却是悲
剧。亚历山德琳娜突然间明白，舒适的生活和物质财富对她来说高于一切。
那阿拉呢？她准备既爱亚历山德琳娜，也接受爱情。不过，也不想付出过高
的代价。她的代价是幻想，而她却又无力与幻想告别。她把一生献给了幻想。难
道我们国内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幻想并准备继续幻想下去的人还少吗？这是很
俄罗斯式的现象。
《烛光》在很多剧院里同时上演，这自然也引起评论家的关注。由于剧本的
焦点是女人的命运，于是马上给我贴上“女性戏剧”的标签。我认为这样的标签
具有侮辱性。总之，我赞同安东 • 契诃夫的观点，反对任何标签。难道有女性音
乐吗？或者女性绘画？女性诗歌或者女性文学理论？是的，有女士小说，但这
是一种体裁，而不是文学种类。
我的几个剧本可以作为女性命运的故事进行演出。但我的剧本却反映诸多
层面的问题。谁喜欢只表现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让他这样去做吧。这是演出创
作者的权利。或许在这条路上成功的机会更多。不过，剧本本身确实提供了很多
深度阐释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宽泛的看世界的视角。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根据剧本《烛光》排演的两部话剧。一部是莫斯科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剧院演出的。1995 年春天，四十人的大厅。但是除了被邀请的人，
还挤进来了七十人。有时因消防安全原因，有些被邀请的人被请出去。话剧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烛光》在该剧院连续上演了六七年，之后因演员休产假停演一
段时间，再后来导演去世了，话剧停演。这部话剧排得很好，细腻、准确，演员选
得也很成功。我主要想讲一下导演维达利 • 兰斯科伊—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他从未导过平庸、无聊、毫无生气的作品。兰斯科伊是一位高尚的职业导演，一
位热爱剧作家、热爱演员、热爱所有剧院工作人员的导演，一位很民主的导演，
懂得尊重和重视他人的意见。
这是我在莫斯科排的第一部话剧。话剧排得特别出色，在很多方面决定了
我的戏剧命运。兰斯科伊对我表现出的尊重和关注，在很多方面确定了我与剧
院相互交往的原则。我从不退而求其次。原则只能是：我尊重剧院，剧院尊重我。
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剧院的状况十分艰难。国家实际上不再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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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财政拨款，其结果是，允许剧院做任何事。可惜，剧院没有蜂拥去排此前
被禁的佐林的剧本，或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剧本，或是维涅季克特 • 耶罗菲
耶夫的剧本……这都是晚些时候才开始做的事了。当时，剧院蜂拥去排美国、英
国及法国 30 年代的剧本。为什么是 30 年代的？因为作者的版权已过期，无须
付作者版税。
评论界极其粗俗地对待这些话剧，抨击话剧内容空洞。我不同意评论界的
观点。我认为这些剧本写作精彩，巧妙、优雅，通常都是优秀的导演将其搬上舞
台，而且获得巨大成功。我争取尽量多地光顾剧院，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也有了许多重大的发现。
“自由”的第二个后果是舞台上出现了色情作品。在整个俄苏戏剧的历史
中，舞台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裸体女人与男人。毫无遮拦。说也奇怪，人们
并未对“裸体人”趋之若鹜。于是，所有这些“创新”还没来得及充分繁荣，便枯
萎了。
还有一个团体闯到了舞台上。这就是所谓年轻的剧作家。年轻的含义不在
于年龄（尽管大多数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而在于追求创意、全新的美学
等，宣告新的形式、新的体裁。但剧院却不急于上演他们的作品。
“不正当的”原
因是观众不愿意看这些话剧。于是，剧作家们开始联合成团体。一些文理不通的
评论家开始为这些团体服务，评论家们虽非职业人士，且才气平庸，却干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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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动作敏捷。这些评论家为这些剧作家营造了合法性—没有观众表决的合
法性，而观众却被宣布为落后而肤浅的人。这是那些曾支持反对官方意识形态
的《同时代人》，以及“叛变”后被贬谪的“塔甘卡”剧院的英勇的观众们吗？
“剧院出卖了自己的观众”，我想这样称呼那个时期。
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这些活动家们没有发布自己的宣言，没有创建稍
微令人满意的剧院，没有新兴自己的美学。他们没有创作出一部深受人们广泛
喜爱的作品。我不记得，像罗佐夫和阿尔布佐夫，佐林和万比洛夫，卡赞采夫和
古尔金，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和郭林，这样的一些天才而杰出的剧作家联合成什
么团体，他们的剧本却蜚声全国。人们热爱他们。国外戏剧圈子对他们的名字耳
熟能详。这些剧作家与导演和演员进行合作，而非彼此之间合作。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戏剧氛围中，1994 年 11 月，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看遍了莫斯科所有最优秀的剧院。在每一家剧院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十部剧
本，十部完全不同的剧本。
1995 年 1 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第一个做出反应。文学部主任给我打
来电话，邀请我去剧院面谈。剧院的总导演和指挥接见了我。我立刻就喜欢上他
们两人，剧院我也很喜欢。但遗憾的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与剧院领导就产
生了矛盾。他们认为，我应该无偿向剧院提供剧本。而我认为，我应该为自己的
劳动收取报酬。我们没有就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便不欢而散了。我当时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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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学部主任打电话说，总导演和指挥也很难过。
我们彼此难过的结果是，两周后又把我请到了剧院。剧院的领导不想放弃
剧本，他们答应付给我报酬。结果是剧院上演了一出优秀的话剧，而我不仅得到
了报酬，也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不过，声誉基本上是负面的。评论界突然以前所
未有的精力和愤怒冲向我，分析性及论证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应该说，我对评论
界没做过一次回应。我对他们如此没有章法的评论不屑作答。我一再保持沉默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在为我做漂亮的广告。因为观众还保
留着苏联状态下的心理，如果大家都在痛骂这部话剧，那么就应该去看看。因
此，结果是这些评论增加了我话剧的上座率。就在这部话剧首演一年之后，兰斯
科伊决定上演我的《比萨斜塔》，但剧场已经由小剧场改为大剧场了。
根据这部剧本上演的另一出话剧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9 年。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苏维埃剧院。我生长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
堡），从小就热爱这座城市。我多次看过由优秀的阿丽萨 • 弗雷因德利赫①出演
的《我可怜的马拉特》和《驯悍记》。还有《第四十一个》。当时才华横溢的勇敢
导演弗拉季斯拉夫 • 帕兹在那里工作。他邀请我从莫斯科去他们剧院那里做客
并“谈一谈”。
剧院的氛围令人惊叹。大家都很亲切、平和。两位文学部迷人、知性的女同
事令人感动地接待了我。帕兹给我讲了他的计划：根据我的剧本《阿根廷探戈
〈嫉妒〉
》
《受害者纪念碑》和《烛光》上演三部话剧，
《阿根廷探戈〈嫉妒〉
》他亲
自导演，他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男主角，而其他的两部则由年轻的导演担纲。
就这样决定了。但是帕兹想出了一招危险的戏剧把戏。
《受害者纪念碑》和
《烛光》同台演出，同一天晚上前后演出两场。没做任何删减！不同导演的两出
戏连续上演。必须指出，
《受害者纪念碑》已经在圣彼得堡上演过，并且获得了
巨大成功。帕兹不顾一切去冒险，而且赢了。这一同台演出模式几年间一直是剧
院的保留剧目。
帕兹为这一戏剧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称：
“普图什金娜的滑稽
短剧”。写有这一名字的巨大横幅多年来一直挂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成了
许多与我和剧院没有任何关联的新闻及主题的背景。无论如何，涅瓦大街都算
得上是圣彼得堡最善于创作的地方。
重要的是，缘何一位有经验的剧院领导将两部独立的剧本联合起来同时上
演呢？答案隐藏于那些女性命运的故事里。
《受害者纪念碑》中的女主角丽扎
完全对立于《烛光》中阿拉和亚历山德琳娜。丽扎似乎一直与她们争辩，进行一
场虚拟的对话。
亚历山德琳娜不愿意也无法一个人把孩子养大，而丽扎没有父亲的帮助，
一人带大了女儿，她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责怪父亲，在时隔十八年之后。为了孩
①

阿丽萨 • 弗雷因德利赫，俄罗斯影片《办公室的故事》的女主演。—译注

143

《戏剧》2016 年第 3 期

子，丽扎放弃了仕途，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偏僻的外省，这是亚历山德
琳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丽扎对他人无私的帮助完全对立于亚历山德琳娜与
生俱来的自私。
对于阿拉来说，生活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是金钱，而丽扎则让女儿的
父亲相信，她和安妮娅“不需要他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她甚至都没有想过给这
个世界开一个账单并对其进行索赔。相反！不同于为个人幸福准备越过任何道
德界限的阿拉，丽扎只为一件事担心：
“我想搞清楚我的义务是什么。我能够完
成它。
”这些话包含了她形象的精髓。
丽扎经年累月保留了对自己一生中唯一的
一个男人的爱恋，
在生活的风暴中没有丧失任何高尚的情操。
“难道是为了什么
才去爱吗？”这一浪漫的灵魂追问道。她的恋人，已经不年轻了的首都雕塑师
别斯科夫，见过世面，爱过无数的女人，认为丽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尊严
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努力对女儿表达自己的论断：
“生活中常常是这样的，
女儿，优秀的人不能成为英雄，而成了受害者，无法取代的、平静而坚强的受害
者。
”就算是丽扎真的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生活环境的受害者，
但她不仅没有引起
人们的怜悯，反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俄文中有一句谚语正适用于像丽
扎这样的人—“大地正是靠这样的人支撑起来的”
。
俄罗斯大地的精华正在于
此，俄罗斯女性性格之力量也正在于此。为了总结这一道德特征，导演帕兹要求
的不仅是二重女性形象，而是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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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我至今仍赞叹帕兹这一构思的非凡。
不过，帕兹亲自导演的《阿根廷探戈》最终没能上演。他突然去世了，好像
还没到五十岁。我们没能成为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但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时，我有一种失去了一位至爱亲人的感觉。
这已经是陈年往事了，根据剧本《烛光》上演的话剧还在继续。甚至可以
说，光阴荏苒，观众对《烛光》的兴趣有增无减。去年，维亚济马举办了一场首
演。一位当地剧评家写信给我，说我的剧本见风使舵，我本人则有迎合当今所
有负能量的趋势。这位评论家甚至都没有想过，这部剧本完成于四分之一个世
纪前。
我看见过很多根据《烛光》和《受害者纪念碑》上演的话剧，不能不指出，
《烛光》要比我其他剧本幸运得多。这部剧本中的许多成分取决于演员。而优
秀、有才华的演员从来都不缺。在那个遥远的 1992 年的 11 月，当我开始写这部
剧本时，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会有如此充满朝气而幸福的命运在等着它。
（文字编辑

叶立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