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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俄罗斯有着一千年的文化史, 出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和艺 术大师。19 世纪的

俄罗斯文学达到了世界批 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 高峰。在俄罗斯历史 上, 伊凡雷帝 和彼得大帝先后
进行过各种改革。近些年来, 俄罗斯文化史学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史观。这些观点对于我
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 , 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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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文 明史可 以追溯 到一千多 年以前, 除
中国、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之外, 它的 历史应当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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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的一个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也应该
重视俄罗斯文化史的研究。

比较久远的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之间必然存在

近四十年来, 前苏联的科学技术, 尤其是在征服

着 较多的“历史上的 共同点”, 可对比 参照或 可资借

宇宙空间上的伟大创举震动了全 世界。研究俄罗斯

鉴之处。本世纪 20 年代欧洲的主要哲学家、被誉为

的科 技发展史, 特 别是近 代科学、技术、教育 发展的

该 世纪“俄国的黑格 尔”的别尔 嘉耶夫正 确地指 出:

历史, 对我 国实施科教 兴国的 战略应 当说是 有着重

“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 , 俄罗

大的借鉴价值。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应当重视俄

斯处 在二者的相 互作用 之中, 俄罗斯 民族不 是纯粹

罗斯科技史的研究。

的欧洲民族, 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 俄罗斯是世界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 伊凡雷帝为了加强 皇权, 削

的一个完整部分, 是一个巨大的东 —— 西方, 它将两

弱 和打 击大 贵族 的势 力, 依靠 服役 贵族, 对 国 内政

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 斯精神中, 东方与西方两

治、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来, 彼得大

种因素在相互角力。”
俄罗斯文化这种 特殊的历史地

帝执 政后, 决心改 变俄国 的落后面 貌, 曾效法西 欧,

位决定了它在我们对世界文化史研究 中所具有的特

对政治, 军事, 文化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如

殊的意义。

今, 中俄两国也都面临着改革的艰巨任 务。诚然, 古

俄罗斯是一个有丰富文化遗 产的国家。在它的

代帝王的改革与当代的改革之性 质、
目的、内容和方

历史上曾出现过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

法存 在着本质上 的差异, 而当 今世界 的改革 也因国

著名的科 学家和学者; 19 世纪的 俄罗斯文 学达到了

情不同而各具特色, 但是, 研究俄国 历史上的文化改

世界文学发展的高峰。出现了普 希金、
莱蒙托 夫、
果

革毕竟可以使我们得到一面历史 的镜子。从这个意

戈理、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

义上说来, 我们应重视俄国文化改革史的研究。

等著名作家和列维坦、列宾、
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等艺

至 于文 化的 定义 及其 包括 的 内容 至今 众 说纷

术大师。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令世人惊叹。在

纭。一般说来,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沙皇 专制制度这 个极其 恶劣的 环境下, 俄罗 斯人民

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其通常的意义至

何以 创造出如此 优秀的 文化成 果, 这 也是文 化史研

少应 包括人类 精神文 明产品, 即社 会思想、教育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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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
艺术、生活方式等。

为一个分支来研究。

我们 在研究 本国或 外国文 化发展史 时, 首先应

列宁的著作对研究俄国文化 史具有重大的方法

对文化的范畴有较科学的、全面的理解。在这 方面,

论意义。他提出了研 究文化史的基本思想、
原则和建

俄罗 斯的文化史 家的认 识是比 较全面的, 他 们为我

设新文化的纲领。近 些年来原苏联的历史学家、
哲学

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中国文化 发展史有着认

家和社会学家加强了对文化史的 研究。他们通力合

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作, 撰写出大批有关文化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编写系

一、
关于文化史观的思考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文化史家们 的如下一些观

统全 面的、权威的文化 史的专 著乃是 社会主 义历史
科学和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
我国 现在很 重视社 会主义 文化建 设, 我 们中华
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后, 尤其是

点: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 方面。人类活动既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蓬勃发展。如何

创造了物质文明, 又创造了精神文明, 文化即精神文

总结 我国文化发 展的历 史, 认 识中国 民族文 化发展

明的成果和结晶。然而, 这两大文明是密不可 分的,

的历史规律, 是我国文化史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

而且物质和文化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都 离不开人的意

也应当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的文化 史著作。研究俄罗

识和思想。另外, 精神的财富往往又体现为物 质, 如

斯文 化史家如上 观点, 无疑对 编写我 国文化 史有着

书画、视听作品等。

借鉴意义。

因 此, 文化 史研 究 主题 课目 不 仅包 括 科学、技
术、教育、社会 思想、文学艺 术、
习 俗的发 展, 而 且还
要研 究文化中的 各个门 类的相 互关系, 研究 社会思
想对 它们的影响, 研究 人民群 众在文 化发展 中的历
史作用。

二、
重视封建社会思想在文化发展中的
作用和影响
中世 纪时期, 封建 社会的 生产力 发展速 度慢水
平低。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 周而复始的粗 放经营,

在漫 长的阶 级社会 中, 统 治阶级 基本上 决定着

因而依赖于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 和沿袭下来的成规

文化的思想内容, 但是, 我们不能认为 阶级社会的文

和习俗。所以中世纪的社会思想的 特点就是认为世

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在阶级社会 中同时又存在

界上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 一切都是轮回式 的重复。

着被压迫阶级的文化。人民的文化从 来就是优秀文

这种特点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 和各个领域。因此,

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源泉。因 此, 在阶级社会中呈现出

中世纪的文化呈现出其封闭性、地方性和落后性。

异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简单 机械地认为凡

在这 样一个 背景下, 宗教 对文化 的影响 就显得

是统治阶级文化就是反动的, 而人民的就是进 步的。

尤为突出。如政治上的君权神授 论; 在教育 方面, 教

因为同一个阶级在文化的发展史中可 能同时起着正

会开 办并垄断 学校; 在建 筑上, 教堂建 筑占主体 ; 在

反两个方面的作用。而且一种文化财 富可能既是统

文学艺术上, 以宗教体裁为主等等。

治阶级思想的载体, 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一种 新的文 化, 包 括全新 的无产 阶级或 社会主

然而, 中 世纪封建 社会的 社会思 想也不 是一成
不变的。对这种封建社会思想发起 冲击的首先是人

义文化, 都是建立在以往时代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的。

民群众。他们揭竿而 起, 以农民战争这种武装斗争方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尽量吸 取以往时代科

式 极大地冲击 了所谓的 “
神 权”
; 贵族 中先进 的知识

学技术、文学艺术及一切知识的全部精华。

分子也掀起“非教”
运动( 或译成: 宗教改革运动) , 就

每一 个国家 和民族 的文化 都有其长 处和短 处,
都有其特具的特色。封闭的 文化是落后的、
没有前途

连一些帝王也顺应历史的潮流, 或推行“开明”政治,
或推行政治文化改革。

的。交往、交流,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文化发展之所

中国 和俄罗 斯都经 历过一 个漫长 的封建社 会,

需。但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 因在其内部, 而不在其外

这一 段历史是两 国社会 发展史 中的重 要阶段, 对整

部。而且我们在发展本国文化时不能 丢掉自己的特

个社会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可 以说封建思想曾

色。

在统一国家、维护民族独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
在 俄国, 对文 化史的 研 究起 步较 早, 大约 在 19

毕竟是一种愚昧落后、封闭保守的思想, 与社会发展

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十月革命后文化史才开始作

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肃清封建文 化思想的影响是

赵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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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乃至当代的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三、
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文化发展中
的作用
科学 技术和 教育是 人类精 神财富的 重要成 果,
它伴 随着物质文 明的发 展, 而 且成为 后者发 展的不
可缺少的条件。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猿之所以进化为
人, 就是靠了技术—— 学会制造并使用工具。在我们
的传统认识上, 提起文化, 想到的 总是文学、
艺 术等,
科学技术和教育似乎不属其应有 之义。尤其是中国
古代的社会思想中, 历来重文轻工, 通 过科举制度选
拔管 理国家的官 吏大都 是文人 骚客; 人们错 误地认
为科学技术是“雕虫小技”
。我们虽有 古代灿烂的科
学 技术成果“四大发 明”
, 但是 这些伟 大的成 果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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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俄罗斯文化改革的历史, 推进我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我们 在研究 中世纪 的俄罗 斯文化 史时发现 , 拜
占庭对其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无疑, 这种影响对
古俄罗斯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然 而说这种影响决
定了或代替了俄国早期文化是毫 无根据的。这是因
为: 第一、
拜占庭的文化影响并非俄 罗斯文化发展的
源渊, 而是 其发展 的一种 过程, 它所以 发生, 是顺应
了俄早期古代社会本身发展中的 需要; 第二, 所谓影
响, 是一种 作用, 任何作 用都是 相互的, 受影 响者并
非被动接受, 它在接受影响的同时, 也会发挥自己的
积极作用; 第三, 外来文化在本国传 统的作用下才会
发生 深刻的变化 , 经创 造性改 造最终 才能成 为具有

得到发扬光大, 使中国强盛起来。我们对这段灿烂的

本国特色的文化财富。这就是我们 研究古代俄罗斯

文化 史也未能进 行科学 系统的 总结, 故而出 现外国

文化史得出的历史结论。

人写中国科技发展史的尴尬局面。

俄国 的文化 史家认 为, 彼 得大帝 的改革 在历史

俄罗 斯历代 的历史 学家注 意对教育、科 技的发

上占有重要地位。认 为就其实质而言, 它是一场文化

展进 行总结。早 在中世 纪时, 俄罗斯 的编纂 史家在

改革, 它开辟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彼得大

《往年纪事》
中就记载了各种自然现象 和一些天文知

帝的改革, 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根本的社会改 造, 它维

识。到彼得大帝执政时期, 科技、
教育 有了一个大的

护的是贵族的利益, 使人民的境况更加悲惨, 使农奴

发展。前苏联的文学史家则将这一时 期称为新文化

制压迫更加残酷。然而它激发了封 建主义内部尚存

时期, 而将彼得大帝的改革称为文化改革。而对于为

的活力, 因此促进了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彼得大

俄国 科学和教育 做出重 大贡献 的罗蒙诺 索夫、俄国

帝改革的特点是: 注意新文化的实用性; 注重教育科

的著 名化学家门 捷列夫、生理 学家巴 甫洛夫 和俄国

技的发展。彼得大帝的改革遇到旧 世界卫道士的百

宇航 科学的奠基 人齐奥 尔科夫 斯基, 俄罗斯 文化史

般阻挠。但强有力的政府行为, 冲破了重重 障碍, 完

家则更是大书特书, 给予了应有的地位和评价。另外

成了改革的大业。另 外, 无产阶级导师也注意到领导

俄罗斯乃至美国的学者对六十年代之 后的苏联教育

这场改革的彼得大帝的个人素质 。恩格斯称他为“
真

给予 了极高的评 价, 认 为这是 苏联的 宇航事 业获得

正伟大的人物”。

飞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 在研究 俄国和 中国文 化史时 发现, 改革和

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 我们对文化遗

开放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开放, 开

产的理解, 受前面所述思想的影响, 多 限于文学中的

放是为了更好的改革。文化上的开放是必要的, 也是

诗词歌赋, 而对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则注意不够。对近

必然的。开放也是文 化上的一场破旧立新, 而且也是

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我们又有不少 偏见。另外,

新 文化 的一 大特 点, 对于 俄国 如此, 对 于中 国 亦如

中国的建筑艺术源远流长, 中国的长城、宫殿、庙宇、

此。各国的文化在其 发展过程中必定是相互影响的,

楼台亭阁、园林和西安、
北京等古城建 设都值得大书

而且 这种影响必 然不断 加强, 从而使 本国文 化具有

特书。中国的琴棋书画、虫鸟花鱼以及诸多的民间艺

一种有别于以往时代、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性质。本国

术精品都应在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

文化 的发展必定 要顺应 世界文 化发展 的潮流, 而且

在研 究俄国 文化史 时, 我 们应充 分注意 到俄罗

也一定要具备自己的特色。特色和进步是各国、
各民

斯的文化史家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整 个文化发展中

族文化发展的必然。俄国和中国文 化发展的进程都

的地位的重视。我们应借他山之 石, 以史为鉴 , 认真

证明了这一点。

对 待和总结我 们的历 史经验。这 对于坚 持“科教兴
国”的方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十分珍 惜自己悠久而古老
的传统文化, 以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引以为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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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也有着吸收 外国先 进文化 成果的光 荣传统, 尤

搬, 不能生吞活剥。生吞活剥吸取不了营养, 硬性照

其是 改革开放以 来, 特 别重视 吸收西 方文化 的精华

搬和硬性模仿也必然失败。外来文 化和本国文化必

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我们通过研究俄 罗斯和本国文

然经 过一个相互 融合的 过程才 能变成 先进的, 具有

化发展的历史可以深切感到各国的文 化不能硬性照

本国风格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

!∀#∃∀% &!∋ &
%() %∀∗》 . .

!∀#. . .

!∀#. . .

!∀#∃,

!∀#"

!∀# !∃%&∀", 1990 .

〔2〕 《俄罗斯思想》〔M 〕,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第 7 页.

〔
责任编辑

安拴虎〕

My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ZHAO Qiu -chang REN Shi-jing
〔Abstract〕Russia al most has one-t housand-y ear hist ory o f civilizat ion in w hich t here
hav e appeared a g roup of w orld-fam ous scient ists and ar tists. Russian lit er at ure of crit ical
realism in the 19t h cent ury reached its peak in t he w orld . In Russian hist ory , bot h Ivan t he
T errible and Pet er the Great used to carr y out kinds of ref orms respect ively. In recent y ears,
so me not iceable view s o n cultural hist or y have been raised by scho lars o f Russian cul tural
hist ory . All of t hese are g reat ly valuabl e in referencing epist em olog y and met hodol ogy w hen
w e st udy t he hist 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 n and t hat of Chinese cult ural devel opm 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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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illa warf are inst ead of st ressing on po sit ional warf are and w arf ar e-in-mobility due t o it s
ow n w eaker position com paring w it h enemy and the m ilitary vacant in nor th China. Fr om
t hen on t he m ilit ary st rat eg y change t o ok place . T he Eig ht h Ro ut e Army marched t o south
Charher province , Rehe pr ovince and east Hebei province fo r ext ending inf luential sphere . As
t he milit ar y sit uat ion had t aken place, so me r eadjustm ent fol low ed. T he Comm unist s'
st rat egy chang e and deplo yment had been pro ved successful, laying t he foundat ion for t he
vict or y in t he enemy 's rear area in nort h China .
〔Key words 〕earl y period during Ant i - 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 unist s P art y;
st rat egy change; milit ary deplo y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