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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國歌表達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但有的

國歌還傅建出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二000年十二月底

俄聯邦杜馬通過亞歷山大洛夫(A.rreKc扭月pA江eKC且開pOB，

1883-1946 )作曲、米哈爾科夫( Cepre誼 MHXaJIKOB，

1913-2009) 作詞的《俄國，我們神聖的祖國》為俄聯邦國

歌 (rHMH POCCHH) ，就表達著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一一

俄國，我們神聖的祖國，

俄國，我們可愛的家園。

..自豪吧，祖國!我們為你而驕傲!

從南方的大海到北極疆域

到處是我們的森林和田野。

你舉世無雙!

你是上帝護佑的唯一if_土!

這種把俄國規為世界上最好國家的民族主義表達，是經由

基督教修辭裝飾過的。如此表述並非後蘇聯才如此，比方

茹科夫斯基 (BaCHJIHM )]{YKOBCKH益， 1783-1852) 作詞、仿英

國《天佑吾王:> (God Save the Queen) 曲調的《俄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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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作為一八一六至一八三三年國歌，就已有「沙皇

受上帝保佑!俄羅斯地久天長! J 表述;一八三三至一九

一七年國歌乃利扶夫 (A且eKce益 HbBOB， 1798-1870) 譜曲、

茹可夫斯基作詞的《上帝呀，庇佑沙皇吧》亦然;蘇聯實

行無神論，國歌取消了東正教辭彙，但一九七七至一九九

0年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卻用意識形態詩句「牢固的

聯盟久經考驗，/鮮位的旗幟勇往直前，/榮耀的光芒照

耀全世界! J '演繹俄羅斯帝國理念「莫斯科第三羅馬」。
這種經由東正教而表達強烈的民族主義，誠如思想家別爾

嘉耶夫 (HHKOJI扭 Eep耳其eB， 1874-1948) 所批評的， I俄羅

斯民族的自負總是表現為，俄國認定自己不僅是最為基督

教化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基督教國家。天主教根

本就不被承認、是基督教J 0 1 

問題是，作為一種世俗化運動的產物 3 民族主義較早

成熟於西歐諸國，它是對所在區域的特殊想象一一所在區

域中最重要的是講著同一種語盲的人群及其組成的共同

體，這個共同體被想象成是權利平等的成員所建構的主權

國家，維護並服從國家，遠比堅守靠基督教會支撐的封建

等級制和莊園制更重要。如此結果，使維護並忠誠於共同

體、守護不斷被建構的民族國家等成為國民義務，成員也

得到身份確認。這種民族主義，十八世紀末以來幾乎主導

者英、法、德等國的政治行為和社會話語，即民族主義歐

洲成長，伴隨著聖公會和天主教會在英法的迅速降低、新

教在德國的世俗化!政教分離的基督教，在二十世紀更因

世俗化浪潮在歐美變成了私人行為，和國家的政拾、經濟、

1.別爾嘉耶夫著，陸肇明、東方在譚， <:俄羅斯靈魂文選>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 , 

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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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等不再直接相關。然而，民族主義在俄國的成長，卻

伴隨著俄羅斯帝國認同和東正教信仰的有機融合。

今天把造樣的矛盾性問題提出來很有意義。蘇聯解體

表明，蘇共及其意識形態沒能讓蘇俄各族青居民普遍認

同;近二十年來，族裔構成同樣複雜的俄聯邦卻沒有進一

步解體，仍以帝國的治理方式影響著世界的變動。這種反

差，和俄羅斯民族主義潮流、東正教復興息息相關!因為

無論俄國怎樣變化，皆沒影響到東正教在俄國的信仰。據

尼科林(ArreKCe:H HHKOJIHH) {:教會與國家:法制闢係史》

(1997) 統計，一人五八年、一八七0年、一八九七年、

一九一0年間俄國東正教信徒分別佔人口的 75.62% 、

70.8% 、 69.9% 、 69.9% ; 2據巴爾緬科(ArreKCe:H EapMeHKO) 

《蘇聯的宗教信仰自由} (1978) ，十月革命前東正教信徒

已佔人口的 80% '大小教堂近八萬座，神學院(校)三百多

所，神職人員十二萬。 3這些意味者，世俗化潮流未妨礙東

正教在俄國的深入人心;其實，推行無神論的蘇聯也未能消

除民眾信仰東正教，後蘇聯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浪潮，同樣

沒能淹沒東正教魅力。這樣一來，信仰東正教與俄羅斯國家

認同之間有深刻的應合關僚，帝國被建構過程及其所生成的

核心觀念 注定要成為世界帝國並負載拯救人類使命的

俄羅斯理念「莫斯科第三羅馬J '乃俄羅斯民族主義之源，

或如亞諾夫 (AJIeKCaH，耶冗HOB) {:俄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

義 (1825-1921)} (2002) 所說的，現代化孕育出的愛國

主義熱忱，使俄羅斯民族主義不斷被廷仲、擴大，就源於俄

羅斯理念本身 ;4或如費多托夫 (EOpHCφ惘。pOB) {:嘗試理

2. A.rreKceH HKom哩， <:教會與國家.> (I.(epKo8b u 2ocyðapcrn8o; M且3月. CpereHcKoro 

MOHa盯DIplI， 1997) ，頁鈞。
3 同上，頁 30 。

4. 見血IeKC3.H耳;p.5IH恤， <:俄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1825-1920'> (IIarnpuornU3.M U 

閻明OHaJlU捌 8 Poccuu, 1825-1921; M.: AK叫eMKHIIT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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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俄國> (2000) 所批評的，信仰上帝的俄國人給世人最深

刻印象是「間酒( IIMIHCTBO ) 、懶惰 (JIeHl， ) 、民族主義

(mm;HOH帥的M) J 0 5正是民族主義作為召喚十八世紀以來

俄羅斯帝國認同的力量，促使政府不斷進行要成為大帝國

的變革，並用東正教情懷去抵禦世俗化潮流所帶來的斯拉

夫價值觀危機，導致俄羅斯帝國自然被神化、民族主義在

東正教名義下被合法化。這也就是俄國人何以對俄羅斯的

民族主義和東正教的反省能力不足，在許多具體問題的認

知上以其為標準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認識這樣的矛盾性問題很有難度。在一般性論述

中，民族主義是應該要被冷靜批評的。俄國宗教哲學家索

洛維約夫 (B且. COJIOBbeB. 1853-1900) {:大爭論和基督教政

治> ( 1882-1883) ，在資本主義高歌凱旋的十九世紀後期

就看到民族主義會給世界帶來災難， r把自己的利益、自

己的自命不凡提升為民族的最高原則，就像使其成為個人

的最高原則一樣，一一這就意昧著使人類彼此仇恨的紛爭

和門事合法化和永恆化... ...為愛一個民族而死的基督，又

為所有民族而復活，並吩咐自己的門徒去傳道給萬民。這

不是消滅民族性，而是民族主義。殘酷迫害和處死基督不

是猶太民族性所為，對於猶太民族性而吉，基督是其最高

表現......英國民族性的成果可以在莎士比亞、拜倫、貝克

萊和牛頓身上看到;英國民族主義的成果則是對全世界的

掠奪，是在印度和埃及實行暴力的瓦倫﹒赫斯廷斯和塞姆

爾勳爵，是破壞和殺人;偉大的德意志民族性之成果是萊

辛、歌德和謝林，德國民族主義結果是從條頓時代就開始

的把鄰邦德意志化 J '民族性作為積極力量分佈在每個民

5. Eoplicφe)lOp凹， {嘗試理解俄國> (IIblmaRèb 闖關mb POCCU10; CII6.: Jh!M6yc IIpecc, 
2000) ，頁 44δ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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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不同方面，就如身體的某個部位過分發達會引發肌體

病症那樣， I民族性的正面力量變成了民族主義的負面努

力。如此民族性是脫離自己生命力的抽象民族性，重視自

覺的排他性，並因此把這種排他性指向所有其他民族。極

端民族主義危害著陷入其中的民族，使其成為人類的敵

人J 0 6然而，遭到如此詬病的民族主義，卻在結束冷戰、

重建後冷戰國際格局中發揮著巨大作用，使絕大多數主權

國家無不極力塑造祖國形象、強調國民待遇、強化母語教

育等:這正是民族主義在當代的自覺表達!而這類情形在

俄國卻是十人世紀以來的正常延續，並和東正教聯繫在一

起，誠如蘇聯官方第一部(也是唯一的)英文版東正教著

作《俄羅斯東正教會:十世紀到二十世紀} (1988) 所稱，

「以一九八八年為其千年標誌的俄羅斯東正教會，是當代

東正教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而東正教會生動地證實了其

用來改變世界的能力。在東正教會中，俄羅斯東正教首先

經歷了從支持封建制的意識形態體系向充當社會主義社會

意識影態的結構性轉換，它改變了俄國的社會和政治方向

以及許多學說、文化、經典的要求J 0 7此論深刻總結了歷

史、預示著未來俄國變化，即東正教作為成就俄羅斯帝國

及其認同的方式，使祖國被神聖化、產生獨特的人民概念、

俄語被視為世界上最優美的語吉、俄國被認定為世界上獨

特一極等。而這些理所當然的認知，看似如神學家津科夫

斯基 (Bacmm:ÌÍ 3eHbKOBCKH益 1881-1962) {東正教與文化》

(1923) 所論述的，是促成俄羅斯帶國認同的正面因素， 8 

6. 載蒙洛維約夫著 p 徐鳳林諱， <:俄羅斯與歐洲(論文集) >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頁 4-7 。

7. A 扭曲，brazh扭曲編， <:俄羅斯的東正教:十世紀到二十世紀> (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0th to 20th cen甜向自;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頁 6 0

8. B部HJIHÌÍ 3eHDKoBc:回函， <:東正教與文化:> (CMbl臼 npa60ωα甜OU K)'Jlbrl串戶; M.: 

Cp盯'eHCKoro MOHacTbIp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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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不斷被重構的俄羅斯帝國常常動盪並殃及世界的

關鍵所在。

一 、

俄羅斯民族主義最顯著的成果是，經由東正教會把俄

國神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祖國，統治這個國家的領袖即祖

國象徵，棲居於此或源於此的居民即最可敬的同胞。

據著名的奧熱科夫 (C. M. O )KeKOB) <(俄語詳解詞典》

(1997) , I祖國 (OTeqeCTBO) 是指一個人的出生所在國和

國籍歸屬地J 0 9這種涉及出生地和國籍的「祖國」概念，

在詞源學上卻和十五世紀的教會斯拉夫語中 IOTeqeCTBO/

屬於父親的領地」不無關係:為了喚起所轄區域的臣民捍

衛自己所屬的領地、權威，王公就用這個詞動員臣民，讓

他們意識到與王公疆域之存績的關係。這種樸素表述被擴

大成是對國家認同感的表達，始於彼得一世 (IIëTp I)一七

。八年十一月發佈的詔書。在對北方戰爭期間，很受彼得

一世重用的烏克蘭商莊園主馬塞帕(I1BaH M a3erra, 1644-

1709) 卻策反烏克蘭兵團，和瑞典軍隊一道反報俄國，彼

得一世向發佈詔書稱，這是反俄羅斯民族和反基督的逆反

行為，會遭到上帝的懲罰，臣民要以祖國為重。此後， I祖

國」被廣泛使用，以至於一七二一年聖主教公會和樞密院

甚至授予彼得一世「祖國之父J (OTeu; OTeqCTBIul) 稱號。

彼得一世擴大「祖國」外延、改變「祖國」內涵的表

述何以能得到積極回饋?原來，歷代沙皇雖承續莫斯科公

國遺產，但終究是要把俄國改造成受歐洲尊敬的歐洲國

家，效仿的對象不再是波蘭和烏克蘭，而是西方，但學西

9. C. II. OlKeKoB II H.IO. IIIBe耳OBa編， (俄語詳解詞典} (TOJlK08bZÜ ωoeapb pyCCK020 5l'3bl間，

M.: A36)'KOBHIIK, 1999) 頁 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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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世俗化變革是在基督教名義下進行的，只是促使臣民

接受西方知識，更好地為祖國及其代表一一皇帝效力。一

七0二年四月十六日彼得一世發佈詔書《關於邀請外國人

來俄國並承諾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稱， 1 自我們繼位以

來，在全能的上帝交付給我們政府所支配的所有土地上，

我們格盡職守、勵精圖治，胸懷公益，改善吾民境遇...

我們思慮守護疆域不受外敵攻擊，並在基督召喚下保全吾

國及普遍和平之權利和優勢J 0 1。這種以上帝名義發佈詔

書，以圖鍛造強大的俄羅斯帝國，是彼得一世的常規，如

一七一四年頒佈的《唯一的繼承法令》、一七二二年頒怖

的《官位級銜表》等，既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後天改變前途

的可能性，增加了他們對俄羅斯帝國的認同，又迫使貴族

處於身份危機感中，激發他們通過為祖國效力而消除危

機，使貴族始終處於對皇帝及其國家的必然效忠過程中。

這也就是，俄羅斯從中央封建集權國家向帝國轉型過程

中，沙皇沒把俄國視為民族國家，不給予臣民以國民待遇、

國民尊嚴、國民自由等，卻因教會的支持，有效培養了國

人對有彼得大帝這樣的沙皇和作為俄國居民的自豪感，臣

民意外地成為民族主義者，有了國民意識。由此，樸素的

「祖國」概念，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意外地獲得了「帝國 J

內涵!而這種被提升的祖國概念在葉卡捷琳娜二世

(EKaTepßHa II [1729-1796] , 1762-1796 在位)時代得到了

強化。其《加冕宜吉》如是宣誓，她之所以能擔當帝國權

力，是因她有虔誠之心、對俄羅斯祖國之熱愛，繼位不久

在樞密院大會上以第三人稱宣稱，她屬於國家，她是在統

治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不只是在管理一塊土地， 1每一個

10. 轉引自Liah Greenfe肘， <:國家主義通向現代性的五條道路:> (Nationalism: Five Roads 

的 Moderni.砂; Cambridge, MA: H叮V缸'd Universi可Press， 1992) ，頁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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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都應該被教育成對上帝、對皇帝、對社會負責任的

人J ; 11一七八五年詔書《關於俄國貴族的權利、自由和權

力的憲章》聲稱; I俄羅斯帝國與果不同在於有廣衰土

地... ...人民正是在帝國的榮光和皇權下享受著果實，明白

此乃服從、膽識、無畏、進取、全能的俄羅斯人民的行動

之結果.. ...你們的勞動加上對祖國的熱愛，首先會實現公

共利益J '並要求貴族堅守對上帝和祖國的信仰， I反對

那些不信宗教、對抗君主和祖國的敵人J 0 12這種在基督教

名義下把皇帝、臣民和祖國關聯起來的詔書，在增加貴族

身份危機感中強化他們效忠沙皇及其帝國。這種以上帝名

義並獲得東正教會支援的社會改革，在十九世紀得到了延

續，從而使國家能放心去征服、開發亞洲，有效動員臣民

參加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一八五五年進攻土耳其的戰

爭、多故對華戰爭、一九o五年日俄戰爭等等，雖和基督

教反對流血的教義相背離多卻得到教會的正面讚譽，從而

少有人對此反思、批評。

實際上， I俄羅斯祖國」概念在十八世紀後期以來獲

得認可，不單是沙皇及其政府的政治正確產物，更與東正

教會積極參與俄羅斯國家進程有關。自規定教會和世俗政

權各自範圍的《聖弗拉基米爾法典》、確定宗教犯罪 (rpex)

不同於世俗犯罪 (rrpecTyn立eHHe) 的《智者雅羅斯拉夫法

典〉被確立以來，世俗政權和教會無論怎樣矛盾，在重建

國家目標上都能互動:

第一，東正教會的許多行動具有國家性，是成就(俄)

羅斯成為帝國的重要力量，從而強化了祖國的神聖性。基

輔羅斯引入基督教，也就失去了早期國家的獨立性，被拜

11. A. Manning編， {: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類學> (Anthology of Eighteenth C凹的ry

Russian Literaiu間; New York: King's Crown, 1951) ，卷二，頁的。

12 轉引自 Greenfe1d ， {:國家主義> '頁 202-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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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庭帝國所控制，如九人0至一二四 0年間基輔羅斯的二

十一位都主教中十九位是拜占庭的希臘人，還被迫通過教

會向拜占庭繳納各種費用。但是，羅斯正教會和君士坦丁

堡教區的門事常在國家層面上進行，最終使被任命的神職

人員要得到羅斯大公認可，否則就得離開基輔羅斯教區，

基輔羅斯各公國可以崇拜自己認可的聖徒。這種教會之間

衝突是基輔羅斯國家和拜古庭帝國之對抗，隨著一四五三

年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佔領，一五一0年普斯科夫

葉利扎羅夫修道 (E曲的apOB MOHaCTbIpb) 院長費洛菲

(φHJIOφe剖開始提出「莫斯科第三羅馬」概念。到十

七世紀此說深入人心，一五八九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最終成

為和君士坦丁堡等並列的第五個東正教宗主教區，俄羅斯

正教會更是公開履行國家責任。獲得封聖權力的羅斯正教

會，所冊封的聖徒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和信仰上帝的俄

國傑出人士，為祖國奉獻而成為聖徒、熱愛和尊敬聖徒成

為近五個世紀來臣民認同祖國的重要內容。這種因東正教

介入國家政治進程一一封聖，從而使祖國變得神聖起來的

情彤，在一九八0年代末以後得到了延續。如全俄正教會

對包括尼古拉二世 (HHKOJIaií II)一家人在內的對俄羅斯帝

國發展做出巨大犧牲的人士封聖;尤其是直接介入國家的

政治進程，如一九九一年七月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

(AJIeKC扭 II) 見證葉利欽總統就職典禮，並致賀詞說， I人

民選擇了您，您不僅對人民而且對上帝都負有責任J

第二，世俗政權也常利用東正教提升俄羅斯帝昂的合

法性和神聖性。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發佈《宗教章程》

按新教原則改革東正教，設立至聖主教公會 (CHHO月) ，以

取代牧首制，主教公會直屬於帝國的精神事務院(用1XOBHoe

KO血叮叮TM) ， 權力由沙皇授予，主要負責人由皇帝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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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是政府官員，詔書規定皇帝是當今宗教事務的最

高裁決者、沙皇即俄國的基督君主、以教會事務為由批評

沙皇就是對基督的不滿等。這種宗教改革，使國家包攬包

括教會在內的一切權力、政府把教會事務視為自己的工

作，為東正教會直接服務於祖國提供了法律根據，也使祖

國被神化有了龐大的宗教資源。一八三三年頒佈的《俄羅

斯帝國基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I皇帝作為信仰基督的

君主，乃基督教義的最高捍衛者和守護者、正統信仰與神

聖教會的所有教規的保護者，皇位繼承法規定皇帝為教會

首腦。在教會管理工作上，國家通過其所建立的至聖主教

公會行使權力 J ; 13一九0三年二月底尼古拉三世發佈諭

旨，要求宗教管理局督促國民信守帝國基本法所規定的信

仰傳統，尊重東正教會的首要地位。諸如此類的法典，使

俄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被賦予神聖性，國家在教會支

持下變得崇高，這種情形不因蘇聯的無神論就被改變 3 到

復蘇聯時代更興盛。如俄聯邦歷屆總統就職儀式，牧首是

重要見證人，教會和牧首負責保管葉利欽與普京室主暑權力

交接的秘密協定;一九九四年國防部長和東正教會簣署聲

明 教會負責對軍人的精神淨化和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教會參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俄聯邦到來伊始就開始。

可以說，俄羅斯帝國因東正教的介入，樸素的公國概

念獲得了歐洲浪漫主義「祖國」的內涵，成為國家和民族

認同的象徵，哪怕俄國沒有變成實行自由民主和完全市場

經濟國家，但祖國概念召喚了一代代國人，使俄語中出現

了一系列源自羅斯 (PYCb) 的新詞語，如「俄國 J (POCCIDI) 、

「俄羅斯帝國 J (POCC甜CKa>I IIMrrepII>I) 、 「俄羅斯國家」

的格弗洛羅夫斯基著、吳安迪等譯， {俄羅斯宗教哲學之路}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1996) ，頁 264-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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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CHHCKoe rocy,n;apCTBO) 、「祖國之父 J ( OTe:u, 

OTeqeCTBa) 、「俄國之子J (pOCC甜CKHH ChlH) 等。由此，

摳歌「祖國」成為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著名學者特列加

科夫斯基 (BacJ扭曲 Tpe朋aKOBCKH益， 1703-1769) 的《俄國

讚美詩> (1730) 一一「俄國，母親!絢麗燦爛 1/普天

之下，有誰不知/您天生高貴?/您就代表貴族....../您

的所有國民都是東正教徒/......當我凝視俄國、行走在浩

大國度時/哪怕我有千萬張口/也難以讚美我對您投射的

愛J ' {伊熱爾大地和主城聖彼德堡頌> (1752) 一一「主

啊，請許可我說，因為有了俄國/天下所有的城市/都不

及彼得的城邦J ;科學家羅蒙諾索夫 (MHXaHJl JIOMOHOCOB, 

1711-1765) 的《一七四七年頌詩> - r主給俄國送來了

這樣的人/世人聞所未聞/......他獨自把俄國提升到至尊

至榮的高度J 0 14十八世紀諸如此類植歌祖國的範式，在後

來文學中變成了普遍的表達，無論是俄羅斯族裔的還是其

他族裔的作家，都大量觸及「俄羅斯祖國 J 主題，姑且不

論十九世紀那些傑出的俄國作家，如二十世紀就有:左翼

詩人別德內伊(耳.oe朋日益)的詩篇《祖國> (1918) 說，

「俄國，俄國，俄國/即將來臨的救世主J ;象徵主義詩

人勃洛克(A. OJlOK) {我的羅斯，我的生命> (1908) 呼

喚「我的羅斯，我的生命 J ;女詩人阿赫馬托娃(A.

AxMaTOBa) 在十月革命的動盪歲月創作催人淚下的《祖國

大地> (1922) ;未來主義詩人謝維利亞寧(巨. CeBep血閻王)

《我的俄國> (1924) 稱， r我那邪惡的俄羅斯/乃我神

聖的國家......我那浩瀚無際的俄羅斯/是我自由奔放的國

家J ;流寓西方的女詩人灰維塔耶娃 (M. QBeTaeBa) 的詩

14. M祖別時鋪， <:十人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類學> '頁 41-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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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祖國} (1932) 籲請道， I俄羅斯，我的祖國 J '的等

等。諸如此類植歌「祖國」並賦予「祖國」神聖性的詩篇，

不一而足。

正因為俄國之於人民是充滿認同感的祖國，導致「祖

國」不僅成為文學家最熱衷的話題，也使俄國對其歷史的

認知獨具一格。自十人世紀中葉以降，知識界從德國引進

了歷史學科，卻根據東正教預定俄羅斯必然負載者拯救人

類使命的概念去演繹俄國羅斯，有意識遮罩這樣的事實，

即俄羅斯帝國形成和發展是(俄)羅斯不斷向周邊地區擴

張的結果，並把這些地區居民強行納入帝國版圖，還對這

些人進行身份再建構、語吉變換、生活習慣文明化 俄羅

斯化等等。但這樣的史學觀至今不能被撼動，因俄國人公

認的偉大史學家卡拉姆津 (H. KapaM3HH) {:俄羅斯國家史》

(1815) 就確立了這樣的史學原則， I歷史乃人民的聖書h

「我們是俄國之子J '在史學家身上「愛祖國給予了他方

法、力量、熱情J ' I我們都是民族主義者的公民J ' I每

個人的人格和祖國緊密相關聯 J ' I世界歷史用其偉大記

憶美化了精神世界，而俄國歷史美化我們所生活和感受到

的祖國 J ; 16並且，他就是按這樣的觀念建構了「祖國」歷

史一一羅斯如何在一代代大公領導下發展成俄羅斯帝國。

如此情形並未引發知識界檢討如何寫歷史，而是激發了作

家創作表達民族主義的歷史小說潮流，這部書不久就確定

為官方史學教材，莫定了撰寫祖國歷史的規範，進而鍛造

出所謂國家史學派。如此情形，至今不衰。

15. P. 月祖KOBa (co叮.)， <:我們的祖國﹒詩歌、短篇小說、民間故事、傳說:> (HauJaPo翩翩

-POCCI胡:cm師見 pac:闊的剖，闊的帥:， npeð翩翩;M.:ÜH血仇 2009) ，頁 160-170 。

16. H. KapaM3阻， <:俄羅斯國家史:> (]fcmopuR 2ocyðapcm6a Poccuü血。甜， T.I叫 K即可ra

30]11盯甜甜田間， 1997) ，頁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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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祖國」概念的建構過程相伴的是「人民」觀念的

確立一一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運動中產生的「國民」概念，

而是掩飾居民的身份差別和族裔區分的意識形態表述。

令人疑惑的是， I人民」概念和羅蒙諾索夫 (MIIXaMJI

BaCMJIbeBIIQ JIOMOHÓCOB. 171 卜1765) 有關:其《俄語語法

材料)! (1759) 把拉丁語populus或Populus vulgus ( I平民 J ) 
俄譯成一國土地上的本土居民，包括從農民到皇室成員，

而不包括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這種表面上把「人民」

(Hapö月)和「居民 J (HaCeJIeHlle) 等同起來的表述，在

他一七六一年十一月四日致友人信中討論俄國人的婚姻、

人口生產和增加等問題時多故被重複。 17此後，這個具有民

主訴求的概念，就因著羅蒙諾京夫的崇高聲望而流行開來。

實際上， I人民」概念的生成和擴展的過程，與民族

主義在俄國興起和發展同步:西化運動改變了居民結構，

更多的平民因改革而受益，變成國家居民 知識分子，

他們熱衷於「人民」概念並身體力行地讚賞人民 把貴

族和平民都J納入俄羅斯帝國的居民範疇。由此， I人民」

概念在俄國的生命力，歸根結底是俄羅斯民族意識在十八

世紀中期開始覺醒所致:民族意識的覺醒，把此前視為理

所當然的貴族和農民不平等觀念突顯了出來。十八世紀初

流行的讀物《青年誠實鏡鑒》如是告誡貴族，農奴天生粗

野、不信上帝，貴族在他們面前應該用外語對話，以示和

他們相區別，並使之少知或不知貴族的事情。傳達類似觀

念的讀物，在十八世紀中期就少見了，並遭到批評。一七

六八年，敢蒙主義作家和著名出版家諾維科夫 (HIIKO立組

17. M. B. JIOMOHOCOB' {.為了社會的利益> (,ll,Jl51 nOJl b3bl 0例ecmBa.... M.: COBeTCKasI Pocc間，

1990) ，頁 160-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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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HKOB, 1744-1818) 創辦《雄蜂:> (TpymeHb) 雜誌，刊

發文章批評不把農民當作同是上帝子民的貴族觀念;馮維

津(耳eHHCφOHBH3HH， 1744-1792) 的劇作《旅長:> (1768) 

和《統綺少年:> (1781) 展示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農民在

天賦和道德上不比貴族低，那些不信仰上帝或沒有祖國情

感的貴族，在品行和道德上不及農民;卡拉姆津的中篇小

說《不幸的麗莎:> (1792) 真切敘述了農夫的女見也有愛

情的願望、能力，並同樣為上帝之光所沐浴，貴族要把她

們當作平等的人民去理解、愛;敢蒙主義思想家拉吉舍夫

(A且eKC立.H.IqJ Pa，耳吐II(eB， 1749-1802) 的隨筆《從彼得堡到莫

斯科旅行記:> (1790) ，立足於農奴和貴族問是「人民」

觀念，抨擊國家被分裂為貴族和非貴族，且後者處於完全

被奴役狀態，希望在基督教立場上恢復農奴的人民身份。

與這種批評性對待人民分裂為貴族和農奴的過程同步，許

多著名人士試圖重塑「貴族」形象，使之變成人民的一部

分:康捷米爾 (AHTHOX KaHTeM坤， 1708-1744) 的諷刺詩《品

行不端貴族之嫉妒與驕橫:> (1730) 、蘇馬羅科夫(A.rreKc站月P

CYMapÓKOB, 1717-1777) 的名劇〈偽皇帝季米特旦:> (177 1) 

等，不把貴族當作特殊階層，而用「人民j 要求貴族。這

種人民觀念，孕育出敢蒙主義的民主訴求，使社會關注到

國家分裂為貴族和農奴這種敵對狀態的不合理性，進而確

定了此後的社會變革方式 用人民概念去解決階級差別

帶來的社會問題。

當然， I人民」概念之確立和普及的關鍵是，現代化

運動使更多的平民和貴族一樣接受教育，形成了超階級分

野的「知識分于 J 階層。莫斯科大學教授波波夫斯基

(HHKOJIaìi TIOIIOBCK甜 1730-1760) {關於科學的好處和熱

愛科學的青年教育的書信:> (1757) 稱貴族青年為「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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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J '是因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去熱愛祖國，追求知識和

學問一一求知欲正是上帝賜予優秀的俄羅斯人民的天賦。

這種突顯知識分子功能的表述 9 在羅蒙諾索夫身上得到了

完美體現:他是有少數族裔血統的下屑于弟，深刻的俄羅

斯民族主義動機、為祖國科學發展貢獻力量的動力多即他

所聲育的， I為了俄羅斯科學的繁榮，吾乃願犧牲現實所

擁有的全部幸福J ， 18激發了他科研的執著，成就他成為偉

大科學家。也因讚賞他通過獻身於科學而表達愛國、愛上

帝之情，相信他一個人成果抵得上整個的西方文化，莫斯

科大學創建不久就出版《羅蒙諾索夫全集}(1757-1759)

第一部俄國知識分子的全集。這樣推崇知識分于的創造性

貢獻，自然激發了知識分子的自信，如普希金山風KC立H)J，p

Cepr已eBHq rrý田間巨， 1799-1837) 的詩作《我為自己建造了

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1837) 聲稱， I只要在這個世界

上還有一個詩人，/我的名聲就會傳揚。/整個偉大的俄

羅斯都會聽到我的傳間，/各種各樣的語吉都會呼喚我的

姓名」。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獲得讚譽，是因其研究和創

作對祖國的巨大貢獻，他們是不同於西方新教或天主教的

東正教信徒，用創造性業績證明俄羅斯人民也能有自己的

柏拉圖、哥倫布、牛頓等。

正是這種人民觀念，使知識分子能在民族主義浪潮的

激發下，以人民的身份關懷祖國變革問題。著名思想家轉

爾本 (A江eKC也月P IIB扭OBHq r己pu:eH， 1812-1870) 的《往事

與隨想、)> (1854-1869) 如是描述如此情景:一八三0至一

八四 0年代知識分子，因東正教信念所昇華的俄羅斯情

懷，就祖國的出路展開了激烈的論事。但共同的祖國和同

18. nOMOHOC凹， <羅蒙諾索夫全集(卷十):> (IIoJ!. CO'l. T.x; M 詛咒.: AKa耳目YK CCCP, 
1957) ，頁 4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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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人民，西方派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普遍意義和俄國特

殊價值之信心不亞於斯拉夫派，甚至期間興起的社會主義

思潮和俄羅斯東正教信仰激發的祖國情懷也關係密切。而

這種愛國熱情及其對俄羅斯問題認知的不向導致知識界分

化，影響了後來知識分子對解決祖國問題之路的選擇:或

走向經由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基督教教贖俄國之路，即斯拉

夫派 根基派一宗教哲學派一路標派等知識分子的悲壯選

擇;或走向無神論的革命之路，這就是從西歐派街生出激

進派一民粹主義一布林什維主義等知識分子的悲劇性選

擇。作為人民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卻因這樣的思想分化，

導致社會發展出現諸多矛盾現象。曾用歐洲敢蒙主義理念

批判莊園制度的果戈理 (HHKOJIáü rÓrOJIb-品的BC阻齒，

1809-1852) ，卻在《致友人書信選> (1847) 中聲稱，俄

羅斯是世界上最富基督教信仰的民族，維護其傳價值觀和

生活方式是知識分子責任所在;曾十分肯定果戈理的別林

斯基 (BHccapHóH rpHrÓpbeBlflI Ee扭HCKH益， 1811-1848) 

其《致果戈理的公開信> (1847) 則反駁說，俄羅斯人在

本性上具有深刻的無神論精神。但無論知識界怎樣的爭

論、知識分子熱愛祖國方式多麼不同，知識界都承認，俄

羅斯祖國是不同於西方的歐洲國家，具有西方所沒有的獨

特民族性，因東正教堂和教會保存著俄羅斯人民的基督教

信仰、人民和教會能與斯拉夫村社共同體融為一體，這種

獨特性決定了俄羅斯人民不同於信仰新教或天主教的西方

人一一俄國人民出入教堂不是各不相干的個體，而是上帝

恩典的統一整體，他們把對上帝的信仰通過愛國方式表達

出來。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爭論中體認了「人民J 概念，

貴族或非貴族精英都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俄羅斯帝國共同

體的主體，這也就是果戈理何以在創作了批判貴族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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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靈》第一部之後，要創作讚譽貴族的《死魂靈》第二部。

更有甚者，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歷史性地敘述人民才

是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的中堅力量，人民包括忠於皇帝和

祖國，並和祖國土地緊密相連的鄉村貴族家族及其莊園里

的農民、從莊園走出的官兵、民兵，他們沒有受現代西方

文明污染;而那些脫離土地的城市貴族則不屬於人民，因

為他們沒有祖國情懷、不真誠信仰上帝。知識分子的這種

人民觀念，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呼應了俄國社會變革的方

向一一現代化進程使更多的農民走出莊園、成為俄羅斯帝

國重建的主體，實現這些人的訴求、彙意他們為國服務的

能量等，是知識分子和國家的最大責任;這種情彤也決定

了俄羅斯文學藝術的進程、哲學論辯的潮流，突顯下層人

民身上的俄羅斯民族優秀品格、批評不同身份的人民因西

方文明的影響而混滅了俄羅斯民族愛國和愛上帝的精神

等，成為俄國文學主題和哲學任務，影響至今不絕。

「人民」觀念經由知識分子的闡釋和實踐，十人世紀

末以降開始影響到官方政策的制定。國家機關冠以「人民j

的稱謂一一一七八二年創立「人民學校管理委員會」乃一

八一一年易名的「人民教育部J (MHHHCTéPCTBO HapÒ,l1;HOrO 

rrpocBeméHIDI )的前身，俄聯邦時代仍這樣命名，人民教育

部在每個時代都把培養人民追求大國作為教育目標;以人

民的名義下進行的一八六一年改革，在索洛維約夫《俄羅

斯民族理念} (1891)看來，更是體現了俄羅斯東正教的

偉大， I二月十九日的偉大法令正是基督教的功績，哪怕

沒人這麼定位，教會沒有正式代表參與此事」。它不同於

西班牙的國家許多行動在基督教旗號下進行，實質上和基

督教無關，導致西班牙從基督教世界的超級大國變成弱小

之國;而俄國「解放農民首先是符合基督教道德原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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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不是對一方的要求，而是對雙方的要求:從農奴身

上解除了與基督徒不相稱的奴役，地主擺脫了更糟的奴隸

主地位，這種地位與基督徒稱號完全不相符J ; I若俄羅

斯民族理想的確是基督教理想，那麼它也應當是社會正義

和進步的理想，即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實際實現的理想......

不應當既崇拜基督教真理，又遷就反基督教的現實J ; I 以

基督教方式解決所有民族和信仰問題一一就是這種俄羅斯

民族理念賦予俄國人民的義務;這才是對這一理想的證

明，缺之則是空洞而虛假的奢望J 0 19這種論述極其深刻:

國家降低對封建性的莊園制度的支持，貴族和農民開始不

情願地走出莊園經濟保護區，被強迫進入很有風險的資本

主義，但他們最終服膺於這樣的改革一一改革證實了這是

抄皇在履行上帝的旨意，俄羅斯國力空前增長、貴族和農

民分別受益、人民從而更熱愛祖國。而政府順應俄羅斯民

族主義潮流，從而激發人民帝國情攘的行動:一八一二年

反對拿破崙的戰爭、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第二吹世界

大戰，俄國稱之為衛國戰爭，皆因人民信奉這是捍衛上帝

護佑的祖國;蘇聯政府許多決定，包括加深冷戰、對外征

戰等，得到教會和牧首的認可，蘇聯末期和俄聯邦的許多

改革措施，更是在教會直接參與下得到實施的，導致今天

的俄國人同樣憧憬著俄羅斯帝國夢想。

然而，國家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使走出莊園的農民越

來越成為社會進步的主體，但他們沒有成為有國民待遇的

人民。如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知識分子起源於貴族一一是

能閱讀《聖經》、不只是經由聖像還通過文字切近上帝的

19. 載蒙洛維約夫著 n 徐鳳林諱， <:俄羅斯與歐洲(論文集) } ，頁 265-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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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只能通過聖像畫了解上帝的農民不同。 2。這種反差導

致政府沒能在國策上充分滿足人民的願望。由此被西方敢

蒙精神所塑造的知識分子，在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激發下，

確信人民訴求合理性，以「人民革命」來表達熱愛祖國的

情懷，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事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

命都是這種民族主義4情緒激發的「人民」革命。政論家科

魯戈廖科夫 (AHHCHMb KpyrIDIKOBb) 的《馬克思主義面具

下的民族主義}' (1903) 早就說過:猶太人在俄國的境遇

差是促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重要原因，為了實現猶

太復國主義 (CHOHH3M) ，一部分猶太人遷徙到歐美，更多

的人在俄國境內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

義者如是說道，猶太無產階級即現實性的事實和全俄社會

經濟門事的現實性要素。在未來革命之聲中，他們的強大

聲音是足以能清晰聽到的。猶太無產階級對於打破一系列

專制社會結構而吉是一支不弱的力量，它還會影響到俄國

其他民族的無產階級兄弟 J '這些意昧著作為猶太人的馬

克思所宣導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表

達。 21如此認識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猶太人身份及其訴求

問題，令人歎為觀止;後來列寧的《論大俄羅斯人民的民

族自豪感} (1914) 拋開族裔身份問題直接論述人民革命

的民族主義合法性， I我們作為位於歐洲最東部和亞洲很

大一部分地區的一個大國民族的成員，絕不應當忘記民族

問題的巨大意義......我們覺悟的大俄羅斯無產者，也有民

族自豪感!我們愛自己的語盲和祖國，我們正盡力把祖國

的勞動群眾的覺悟提升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高度... ...我

20. 見ME眩c Rae缸， <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起源 十人世紀的貴族:>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缸court， Brace & World, 
1966) 

21. AI由自恤 KpyrJIJlKOBb' <馬克思主義面具下的民族主義:> (H.叫UOHaJl3Mb 6b Mac;晶

MapKCU胡同KmrrOH3耳: OCBo6o:m;耳eHHeTP~耳丸 1906) ，質詢。

97 



林精華

們滿懷民族自豪感，因大俄羅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的階

級，也證明了它能給人類提供為自由和為社會主義而門事

的偉大棒樣J 0 22儘管蘇維埃政權只是解決俄羅斯問題的方

式之一，但這種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之普遍意義的論述，在

十月革命之後廣泛流行，但並非完全是政黨意識形態的行

為，而有看東正教的「莫斯科一第三羅馬」意識，如勃洛

克長詩《十二個> (1918) 隱喻式呈現十月革命的東正教

意象， I布爾什維克頭上有一面血染的旗幟... ..他們頭上

是耶穌基督」。正因如此，從東正教立場去反思十月革命

和社會主義，成為後蘇聯潮流。

政府和民間關於「人民」的理解分野，在後蘇聯意外

地得到了彌合。布爾什維克政權建立伊始，大批教會人士

和知識分于流寓境外。一九二 0 年十一月以安東尼

(AHT扭曲， 1863-1936) 都主教為首的臨時最高教會管理

局，成立了後來的俄羅斯東正教國外教會最高管理局，並

於一九三二年以俄羅斯東正教國外教會名義發佈《告世界

代表會議宣盲書> '聲明和莫斯科東正教會分立;一九二

七年俄本士教會承認蘇維埃政權，海外俄羅斯正教會與本

土教會正式分離，並宣稱不承認莫斯科東正教會。到一九

九0年代，國外俄羅斯正教會已有三百五十個教區、近百

萬信徒，對此俄聯邦政府加大國外僑民認同祖國法案的財

政預算，共同推動、促成俄羅斯東正教國外教會回歸祖國

(二00七年五月十七日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與海外東正

教都主教拉夫里[Laurus]在俄國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共同主

持了凹歸慶典) 。這種完全不同於新教自由發展的俄羅斯

東正教會統一的意義巨大，使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俄羅斯東

22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譚， <:列寧全集(卷二十六)} (北京，人民出

版社， 1988) ，頁 108-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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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徒成為全俄東正教會成員、俄聯邦人民，並切合俄聯

邦故府推動俄羅斯民族主義戰略。

諸如此類現象意味看，關乎祖國的人民，雖不是享受

國民待遇的國民，卻是充滿俄羅斯帝國訴求的信仰上帝的

族群，包括帝國版圖上的所有被俄羅斯化的少數族裔，只

要把俄羅斯視為祖國、認同代表祖國的政府，就是俄國人

民 (pocc甜CK甜 Hapo月)。於是少有人關心普希金是否有非

洲血統、羅蒙諾索夫也不必顧慮自己有愛爾蘭血統。

總之，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俄羅斯帝國觀念和民族主

義長盛不衰的資源，使俄國能被神化為上帝眷顧的祖國、

能建構不同於國民待遇的人民概念、來自教會斯拉夫語的

俄語被視為世界上最優美的語吉等，知識分子焦慮的就是

俄國如何成為世界的一極、給人類提供另一種未來前景。

這正是普京那篇已經成為俄語經典文獻的電視講話《千年

之交的俄國} (一九九九年歲末各大電視台)所說的， r東

正教在俄國歷史上一直起著特殊作用，不僅是每位信徒的

道德準則，也是全體人民不屈不饒的精神核心。以博愛思

想、良好戒律、寬恕、和正義為本，確定了俄國文明的特性，

千百年來，它的永恆真理時刻支撐著人民，給人民以希望、

信念J ; r我堅信我們進入第三個千年的今天，在我們社

會中加強互諒和達成一致意見的基督教理想是可能達到

的，也為祖國的精神和道德復活做出了貢獻J 0 23這種論述，

把俄羅斯民族主義浪潮和東正教魅力相隨而行的國際奇觀

合理化了，歐洲民族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的替代性關係被改

23. BJIlWi叫 IIyrmr' <千年之交的俄國> (Po∞IDI Ha py6e)J{e 田C四閉目城) ，載《獨立

報:> (Ho自G甜叫MlVl 2，田ema)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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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共生性關憬，雖然世人難以理解，在當代俄國人看來

仍是理所應當、不須解釋的。

關鍵字:東正教俄羅斯祖國俄羅斯人民

作者電部地址: linjinghua2002@hotmai1.com 

100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ma1 ofTheo1ogy (No.35 Autumn 2011) 

Russian Orthodox 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Nationalism 

LlN Jinghua 

Litt. D門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gress of secularizati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However, Russian nationalism, which 

is powerful and rooted in Russian modemiz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Russian Orthodox. And Russian ideal, stemmed 

from Russian Orthodox,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 basis of 

Russian nationalism. As a unique case among the nationalisms 

of the contempora可 world，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nationalism owe to the Russian people. They always intend to 

reconstruct a great empire and Russian orthodox created the 

Moscow-Third Rome theory. Together Russian orthodox was 

given chances to participate more and more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Russia. And thus, Russians has an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t concepts such as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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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national language and oth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Russian Orthodox in Russian 

reconstruction was quite a spectac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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