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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布寧作品中貴族莊園形象的演化  

伊凡‧阿列克謝維奇‧布寧（И .  А .  Бунин）1870 年十月十日出生沃隆

湼日（Воронеж）俄國古老的貴族家庭，三歲被雙親帶回位於奧爾洛夫省

（Орл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葉列茨（Елецкий  уезд）的「布蒂爾卡莊園」（Хутор  

Бутырки），在這黑土肥沃的俄羅斯中部草原，布寧度過童年和少年時光。 

布寧對家族的輝煌歷史倍感驕傲：  

我出生舊貴族世家。關於這個世家的源頭，《貴族世家徽章圖冊》

中是這樣寫的：「布寧家族的遠祖是顯貴的西梅翁‧本科夫斯基，15

世紀從立陶宛帶著侍從投奔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麾

下。」我們的家族為俄羅斯貢獻不少國務活動家、將軍、御前大臣

及『其他官級』官員。文學領域中，包括著名的女詩人布寧娜（А .  

П .  Бунина）及詩人茹可夫斯基（В .  А .  Жуковский）……我的祖先都

與老百姓和土地聯繫，父系和母系方面，不乏中部俄羅斯擁有領地

的地主。 1 1 0
 

傳到祖父一代，布寧家族便開始凋零，到父親阿列克謝伊‧尼古拉耶

維奇（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已家道中落。布寧出生時，家族破敗已成不

可挽回之勢。當時布寧的哥哥們離家在外求學，父親因沉迷於狩獵、賭博、

喝酒，少與鄰居及親戚來往，這種家庭氣氛下，形成布寧內斂的性格。  

不多話的小男孩，沈默坐在窗邊，觀察大自然：霞光發亮、葉子掉落，

太陽閃耀……靜靜聽母親和侍女講述民間故事與傳說，唱古代民謠，或驕

傲地讀著家族歷史的老書，這些都是布寧周遭最平常親近的事物，莊園內

                                                 
1 1 0

 李輝凡譯，布寧，《布寧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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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甚至包括田野、農舍、農民、家庭教師……都是布寧從小到大生

活的一部份，他的閒暇時間幾乎在附近小村莊、家中以前的農奴和獨院小

地主（ однодворец） 1 1 1處所度過。布寧與農民小孩成為好友，經常整天與

他們在田野間玩耍，在曠野看管畜群……這些與莊園息息相關的兒時回憶

及成長過程經常存在於布寧內心深處，也激發他對貴族莊園的眷戀，成為

日後文學作品中莊園形象的重要基礎。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作品中呈現

的莊園形象也歷經演變。對布寧而言，影響他生涯最大的事件莫過於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沙皇政權被推翻，共黨政權繼之而起，1920 年布寧毅然出

走，移居法國，從此沒有機會重回故鄉。  

面對貴族没落與莊園殘破，布寧在早期作品中流露不捨之情。僑居後

的布寧把對祖國的思念寄寓於作品中，莊園在其心中昇華為俄羅斯的象

徵，不再出現莊園衰亡的描寫，而採回顧往事方式呈現理想化的莊園形象。 

本章中，筆者以布寧移居國外為分野，第一節、第二節分別論述他出

國之前及之後作品中貴族莊園形象的演化。

                                                 
1 1 1

 Однодворец 解釋為「獨院小地主」，是一些界於貴族和農民之間的特殊階層，他們都是小官吏的後裔，擁有一小批土地，也和農民一樣必須承擔賦稅。大多數獨院地主都只有一個莊園，有少量農奴。參考：邱運華著，布寧，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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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革 命 前 期 作 品 的 貴 族 莊 園  

布寧自有記憶起，家族已然没落，他曾如此表述：我幾乎自少年時代

起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我的貴族血統視同草芥，從不以我未曾受用

與這種血統有聯繫的一切為憾，因而我青年時代以及以後的「貴族的感傷」

是極富詩意的。 1 1 2作家清楚知道貴族已經没落，也親眼看見莊園走向衰

亡，但這並不影響莊園在布寧心中的地位。面對莊園的衰亡，縱然感到不

捨與傷感，但莊園內的一切，卻也讓他滿懷眷戀。  

布寧作品中的貴族莊園形象隨著時間演進而有不同表現。俄國革命前

的作品，詩意存在與否是重要特點。因此，第一節分析革命前期作品的貴

族莊園形象時，擬分兩大部份論述。  

第一部份以六則短篇小說：《在村莊》（На  хуторе ,  1892）、《在田野》

（В  поле ,  1895）、《安東諾夫卡蘋果》（Антоновские  яблоки ,  1900）、《新年》

（Новый  год ,  1901）、《徹夜不滅的霞光》（ Заря  всю  ночь ,  1902-1926）、《金

窖》（ Золотое  дно ,  1903）1 1 3為分析材料，分析具詩意化的莊園形象；第二

部份探究中篇小說《蘇霍多爾》（Суходол ,  1911）與短篇小說《愛情法則》

（ Грамматика  любви ,  1915）中莊園詩意性的消失。  

壹  詩 意 化 的 莊 園 形 象  

詩意是一種美的感受，它可藉由人物話語或與周遭環境的互動傳遞。

                                                 
1 1 2

 戴聰譯，布寧，〈自傳筆記〉，《布寧文集》，卷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2 0 0 5，頁 353。  
1 1 3

 本論文所引之布寧小說作品原文出自： Бунин  И .  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  －  М . :  Худож .  лит. ,  1987 .  冊、頁數將直接標於引文之後，不再另作批註。該章列出之布寧作品，除僑居時期外，中文翻譯參考：戴聰主編，布寧，《布寧文集》， 2005，並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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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以前的短篇小說，布寧除了讚頌莊園生活的美好外，即使面對莊園

没落，仍不忘賦予詩意色彩。在《金窖》中，布寧曾藉主角以感性的口吻

說：唉，莊園啊，莊園！妳是一首寫盡荒涼的長詩！（ II,  246）充份流露

作家對莊園的濃厚情感。  

布寧從小生長在祖父遺留的傳統貴族莊園裡，在進行莊園文本的創作

時，總是緊扣住自己對它的濃厚情感。即使觸目所及盡是莊園衰敗景象，

對布寧而言，莊園仍蘊涵古老的詩意、迷人的美麗。因此，詩意成為早期

作品中描寫莊園的最大特點。以《安東諾夫卡蘋果》為例，作者以豐富的

情感文字描繪四幅莊園風景畫，無不道盡傳統貴族莊園生活之美。以下將

就上述六部短篇小說，依序分析莊園描寫、莊園愛情及莊園衰亡等三主題。 

一、莊園的眷戀  

對布寧而言，莊園是令人懷念的美好之地，舒金說：「創作莊園詩意

形象時，契訶夫的創作經驗也曾被他（布寧）考慮過，他對待莊園的態度

與契訶夫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自己成長於莊園內。 1 1 4」相較於非貴族出

身的契訶夫，布寧並非只讓莊園扮演創作的背景，而是在無論莊園的外觀

描寫或氣氛營造上投注更多心力。  

《安東諾夫卡蘋果》沒有具體情節，布寧透過「記得」（ помню）與「忘

不了」等詞彙連結往事，字裡行間充份流露對莊園生活綿延不絕的情感。  

……我怎麼也忘懷不了金風送爽的初秋……記得槭樹林蔭道、落葉

幽香及安東諾夫卡蘋果、蜂蜜和秋涼的芬芳……豐收年成的情景，

我怎麼也忘懷不了……我至今還記得他的老伴……我至今還記得，

                                                 
1 1 4

 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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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曾覺得，當個莊稼人是異常誘人的事……（ II,  158, 160, 

161-162）  

記憶是一種獨特的時間形式，代表過去已逝的事物，但因難忘所以存

在於人的腦海而無法被抹去。布寧在作品中便透過「記憶」表達自己對莊

園的眷戀及難忘之情。  

除記憶的形式外，布寧還以各種感官體驗描寫莊園景物，不但加強個

人對莊園的主觀色彩，也再度表現對莊園生活的眷戀。  

小說開始是初秋景象，依稀可以看見莊園內滿是金黃的樹葉；聞到蘋

果、蜂蜜、秋涼的芬芳；聽見園裡人聲與車聲。《安東諾夫卡蘋果》中視覺、

嗅覺、聽覺規律地反覆出現的方式，比平鋪直述的文字更能觸動人心。  

氣味是布寧回憶美好過去的慣用手法：一走進宅第，撲鼻而來的是蘋

果香，然後才是老式紅木傢俱和乾枯的菩提樹花氣味……（ 163）回憶狩獵

情景，夜宿在不知名地主家，出現古老圖書的氣味：雖然書頁都已發黃，

紙張又厚又粗，它們的氣味卻是多麼好聞啊！這是一種沁人心脾，有點發

酸的霉味，散發出古書的氣味……（ 167）明明是發酸的霉味，對主角而言

卻是沁人心脾的好味道。即使在小地主時代，布寧也常以氣味為引子，描

述安東諾夫卡蘋果的香氣正在地主莊園中消失。  

對小說中人物來說，熟悉的氣味往往是感動的來源。《新年》的主角

離開莊園，準備啟程前往大城市，他聞到空氣中馬合烟的氣味：這是家鄉

的愉快氣味，感動我的，除了村莊的回憶，還有與妻子短暫的心靈交會（ II,  

228）空氣中的馬合烟香味令他難忘，因為它代表對村莊的回憶，與妻子甜

蜜的和諧時光。安東諾夫卡的蘋果味，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蘋果香，而是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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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點滴的珍貴回憶。  

氣味之外，布寧描寫莊園時，也常透過對比色彩及動作，讓莊園景象

顯得更加鮮明活潑。《安東諾夫卡蘋果》裡，主角回憶深秋時節驟變的天氣： 

傍晚之前，西半天上，落日顫抖不已的金光穿破陰沈低低的烏雲。

空氣變得潔淨、明朗，夕陽令人目眩地輝耀於樹葉和枝椏之間，樹

葉和枝椏由於風的吹拂如一張活動的網搖曳擺動。北半天，沈甸甸

鉛灰色的烏雲上方，水藍色的天空冷冰冰地、明亮地閃著光……（《安

東諾夫卡蘋果》 II,  164）  

西邊天空的金光和烏雲形成強烈的對比和反差，北邊鉛灰色的天空則

與水藍色天空映襯，沈重與輕盈的質感並列，錯雜於天空中的冷暖色調帶

給人鮮明感受。描述金光穿破烏雲使用的動詞「 пробивался」表示擠過、

鑽過、衝出之意。該動詞通常與具體且有生命的主詞連用，布寧透過這個

動詞，讓陽光像有了生命與感情般衝出烏雲。原本靜態的景觀，經過顫抖、

穿破等動作營造出動態的感覺。  

聲音的描寫，同樣營造了莊園生動活潑的氣氛。布寧描寫安東諾夫卡

蘋果豐收時節，主角聽到車隊在夜色中嘰嘰嘎嘎行駛的聲音，農夫嚼著蘋

果輕脆響亮的喀嚓聲，蘋果倒進木桶裡的咕嚕聲，手風琴聲、響亢的笑聲，

話語聲及跳舞聲都表現蘋果園裡的熱鬧景象。姑媽莊園內吃得肥肥的鴿子

及數以千計的麻雀，布寧以陣陣急雨及傾瀉形容，除了表示麻雀的龐大數

量，也形容牠們飛行時發出的聲音有如大雨直落般響亮。於此，布寧再度

運用聲音特點，對莊園景物作描寫，為這靜寂的古老宅第增添活潑之感。  

除了感官體驗，布寧對整幅莊園美麗畫面的營造，也同樣別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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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劉曉南曾在分析《安東諾夫卡蘋果》時提到，布寧對中等貴族莊

園的描寫，由遠而近──從天空、朝陽、雨後亮晶晶的道路、一望無垠的

冬麥田，到盤旋的鷂雛，隨著鷂雛的蹤跡，將鏡頭再度由近處引導至遠方。

一根根輪廓分明的電線杆朝陽光燦燦的遠方奔去……（ 162）布寧將電線比

喻為銀光閃閃的琴弦，而電線上停佇的鷹則像樂譜上黑色的音符。 1 1 5筆者

認為，透過攝影鏡頭般縮放自如，由遠而近的描寫，除營造莊園之美外，

五線譜的比喻也增加了文中的音樂性。  

氣味、顏色、聲音等描寫莊園景物的手法，表示布寧與莊園之間的親

近和零距離。映襯與轉化也常出現在莊園的描寫中：螽斯在安靜的夜空中

發出唧唧的聲音，從花園裡散發出牛蒡葉、暗淡深邃的霞光及樳麻的氣味。

（《在村莊》 II,  35）一方面，布寧使用螽斯的聲音襯托夜空的安靜；另一

方面，運用轉化讓霞光與其他植物一樣，可以散發味道。  

作家賦予姑媽莊園內的宅第生命：我每次望著這幢宅第的正面，總覺

得它是有生命的血肉之軀：就像一張壓在大帽子下的老者的臉，正用眼窩

深陷的雙眼──一對因日曬雨淋而呈珠母色的玻璃窗──眺望前方。（《安東

諾夫卡蘋果》 II,  163）布寧以擬人化將宅第變成老者的臉，他深陷的雙眼

正是那對玻璃窗。將窗戶比喻為眼睛也曾在《新年》出現：昏黑的空蕩大

廳中，兩扇面朝果園的高大窗戶，就像兩隻大眼瞧著我們看。（《新年》 II,  

225）莊園宅第即使經歷數百年顯得滄桑，但對布寧而言，卻是古老、堅固

且富有生命的象徵，在他的筆下，莊園更增添幾許詩意。  

作品中出現的個人主觀色彩，也可以看出作者對事物的態度。布寧不

止一次在《安東諾夫卡蘋果》讚嘆莊園生活的美好。於豐收蘋果後：……

                                                 
1 1 5

 參考：劉曉南，〈以文字作畫──蒲寧《安東諾夫卡蘋果》解讀〉，《名作欣賞》，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 07 期， 2006，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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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多麼涼，露水多麼重呀，生活在世界上又是多麼美好呀！（ 160）關於

農村生活：我至今還記得，那時我曾經覺得當個莊稼人是件異常誘人的

事……如果能過這樣的生活，人生還有什麼他求呢？（ 162）姑媽家的生活：

能夠在綠松玉似的秋日天空下，到姑媽這個安樂窩作客是何等的舒適愜意

呀！（ 163）即使傳統貴族莊園漸漸没落，也不減他對莊園生活的喜樂態度：

但是即使這種破落小地主的生活也是美好的……阿！小地主的生活也的確

是美好的！（ 168-169）  

主角從採收蘋果的節慶歡愉景象、富裕農家與中等貴族的生活、內兄

莊園內的狩獵，一直回憶到破落的小地主時代，即使物換星移，貴族莊園

生活漸漸没落，布寧對莊園的情感仍舊不變；另一方面，這也表現貴族成

員間及貴族與農奴間不分階級的和諧關係。  

《安東諾夫卡蘋果》中，主角、家奴、農村老人間的關係是親近的。

主角沒有貴族傲氣，跟家奴一起守夜看顧蘋果，到下房與雇工一起用早餐，

在農村裡與年老長者寒暄。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外，大自然也是布寧抒

寫的對象。舒金認為：「布寧在人物行為空間的安排上，時常讓他們獨處，

而且，他們的行動常常經由屋內步出戶外，亦或在露台上或臺階上，亦或

在花園中，使人物與大自然間產生最直接的影響與共鳴。1 1 6」《新年》、《徹

夜不滅的霞光》、《在村莊》三篇小說便鮮明表現莊園如何激發人與大自然

的共鳴，進而營造莊園的詩意。  

《新年》一開始呈現冬夜的靜謐景象：那麼地靜，只有冬夜的田野才

有……聽，多麼安靜？（ 223）主角正與妻子獨處於年久失修的舊宅院內。

他們活動的範圍從屋內慢慢延伸至戶外（嬰兒房→大廳→會客室→陽台→

屋外）：我們相互依偎著穿過大廳走進會客室，到了通往陽台的雙層玻璃落

                                                 
1 1 6

 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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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窗前……從會客室能看到整座果園和星空下雪白的平野……（ 225-226）

男主角坐在台階上看妻子踩雪堆唱歌。他們原是一對感情不睦的夫妻，但

此刻在這荒廢已久的莊園內，他們獲得短暫的和諧。充滿詩意、靜謐的莊

園夜晚，太太希望丈夫感受到她的愛。周圍詩意的氛圍漸漸感染人物情緒，

妻子的心情從「多好」到「太高興了」、「非常非常高興！」布寧沿著這條

情感的思緒，慢慢牽引主角看待自家舊宅院的態度：一定要住自己的家園，

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遠離一切煩惱……要在自己的家園出生、過日、老

死！（ 225）荒蕪的莊園曾是主角與家人度過快樂時光之處，如今雖人事已

非，但再度回到莊園後，他重新找回對這方土地最初的依戀，過去的親切

及甜蜜也湧上心頭。  

人物內心狀態與大自然之間的互動可以在《徹夜不滅的霞光》中獲得

更多瞭解。這篇小說情節、時間及空間發展都相當簡單。時間是一個五月

的夜晚，地點在女主角──娜塔莉亞（Наталья）的莊園內，當娜塔莉亞面

對未婚夫提親時，晚上已經準備答應，隔天早上卻決定拒絕。中間的轉折

便是受到莊園五月夜晚的啟發。布寧將人物與大自然之間的交互作用表現

得更強烈，強調非年輕女子的任性，而是內心覺醒，及女子個人情感的提

昇，及女主角對生活思考的轉變，進而作出獨立的抉擇，其原動力便來自

個人情感與大自然之間的共鳴。  

在空間安排上，《徹夜不滅的霞光》與《新年》一樣，都描繪人與外

面的世界相通：雖然臥室的百葉窗都放了下來，可是我的臥室和會客室毗

連，會客室的門開著，隔著會客室，我可以看到蕩漾在飯廳裡的幽幽霞光。

至於夜鶯的啼聲，則整幢宅第內都可以聽見。（《徹夜不滅的霞光》II,  231）

莊園中，宅第內外並無界線，即使在客廳裡也聽得見夜鶯啼聲等來自大自

然的天籟。在神秘美好的力量牽引下，女主角起身向外走，來到莊園後，

她的內心產生變化，與大自然更加貼近：頓時間，夜鶯婉轉的啼聲響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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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果園，分外嘹亮，寂靜引起的緊張感消失，胸膛舒展地呼吸著深夜濕潤

馨香的空氣。（ 233）她對身處自然之中感到滿足：我靠著被雨水打濕的白

楊樹幹，像在傾聽什麼人的撫慰，凝神諦聽樹葉時起時伏的絮語，我默默

流著淚，覺得幸福……（ 233）靠在白楊樹上，此刻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在

女主角眼裡成了有情感的個體，可以撫慰人心，枝葉窸窸窣窣與風之摩娑

轉化成人的呢喃絮語。布寧強調女主角在大自然中的感受與諦聽後的感動。 

美好的五月之夜，女主角漫步雨後濕潤的花園，她感受周遭一切變得

與眾不同。面對大自然之美，內心狂喜，並感受生命的完整。女主角娜塔

莉與五月夜晚的美、夜鶯的啼聲，及霞光的交互作用，布寧筆下人物激昂

的情緒與周遭世界融為一體。  

布寧的筆下人物常抬頭仰望夜空，接受大自然洗禮，思考人生意義，

其活動範圍始終停留於莊園內，但內心無比自由與寬廣，容易與周遭環境

產生共鳴。  

《在村莊》的卡皮頓聽聞安娜死訊時，曾對生命短暫作出感嘆。然而，

他漫步莊園，回憶往事，聽到螽斯及夜鶯啼聲，看見夜空星星：天空中的

星星微薄神秘地閃爍著（ 35）星星帶給他神奇感受，彷彿一切沈睡在浩翰

的星空下……星星的無限深處及輕柔黑夜，使他輕鬆許多（ 35、 37）卡皮

頓內心平靜，從星星看到永恆，接受死亡是大自然不變的法則。他問自己，

生命究竟漫長或短暫，他想了想，說：漫長，的確，生命是漫長的（ 36）。 

在歐洲文化中，星星代表純潔與高度，也是文學作品中詩意最佳表

現。布寧在作品常出現星星，意謂莊園並非只有作者個人的感情，及如詩

如畫的文字技巧，而是將詩意提昇到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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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布寧來說，個人與大自然結合是永恆不變的價值，筆下人物的心境

會隨大自然產生不同變化。自然界的和諧與美麗將給予人物新的生活力

量，感受存在的喜悅。透過人物內心的和諧、人物與大自然的共鳴、人生

意義的思考，及象徵永恆與純潔的星星形象，使莊園的詩意由內而外獲得

完整的呈現。  

二、神聖的戀愛之地  

布寧早期作品中的莊園詩意也表現在愛情主題上。屠格湼夫的莊園文

本中，莊園象徵崇高的戀愛之地。布寧除了在《在村莊》、《新年》、《徹夜

不滅的霞光》承襲屠氏傳統外，更加重莊園在愛情主題中的角色。  

《在村莊》主角卡皮頓眼中，安娜如天使般神聖純潔。他年輕時曾模

仿浪漫詩人將安娜寫入歌曲，稱她為聖者──瓦倫堤娜（Валентина）。小說

中沒有出現任何安娜的獨白或話語，對布寧而言，他強調的是卡皮頓對安

娜的情意。即使安娜自始至終都不知道卡皮頓的心意，即使後來她嫁給他

人，對卡皮頓，都無法阻擋他對安娜的愛，卡皮頓將這份愛深藏心底。  

聽聞安娜死訊，卡皮頓回憶往事－－因愛情未果而發瘋的姑媽，她曾

彈奏的《波蘭舞曲》（Полонез）。噢！這首《波蘭舞曲》！她也曾經彈奏

過……（《在村莊》 II,  35）卡皮頓內心深處，對安娜的愛戀具有無比浪漫

的特質，他幻想安娜如何輕盈地彈奏古老的大鋼琴，幻想兩人牽手在麥田

間散步。布寧以西方的黎明（ свет  запада）取代夕陽（ закат）。因為，夢

想與憧憬在卡皮頓心中不會如夕陽下沉，他對安娜的愛戀永不磨滅。這種

至高、純潔的愛，豐富了莊園的詩意形象。  

《新年》的莊園是具有神奇力量的處所，使原本感情不融洽的夫妻獲

得短暫的心靈平靜，重拾對彼此的愛意，當下的那一刻，他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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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兩人長年在大城市裡生活，整日受喧囂煩擾，萬籟俱寂時，人們

沉澱心靈，思緒回到最初的原點，尋找真摯的初衷。這也是莊園在俄國歷

史文化上的重要意義：提供貴族休養生息之地。那夜，丈夫意識：我多久

沒有在這鄉村過夜，多久沒與妻子平和地談話！（《新年》 II,  223）莊園似

乎有種魔力修補兩人的關係，讓他們擁有短暫的幸福。此刻，莊園成為愛

的活泉，他們給予對方柔情和溫暖，妻子覺得快樂，丈夫感受妻子的愛。

這份幸福，讓主角久久無法忘懷。當他們清晨準備離開，冬天空氣的濕潤

夾雜車夫的馬合煙香味，這是屬於家鄉的舒服味道，這氣味、關於宅院的

回憶及與妻子短暫的心靈交會打動了我……（ 228）我們無法得知，他們回

到大城市後是否依然記得彼此的感動，但是，在夜宿舊宅的夜晚，幸福的

瞬間，神奇的魔力，使莊園再度展現無窮的詩意。  

《新年》的莊園在愛情上扮演具神秘浪漫色彩的角色，布寧加重莊園

與愛情間的交互作用，除了承襲屠氏傳統，表述莊園為戀愛之地的概念，

也加入自己的詮釋，強調莊園氛圍對身處其中者的影響。  

布寧不僅將莊園為戀愛之地的概念表現於人物身上，還轉移至整座莊

園與愛情本質之間的關係，強調莊園對各種愛情主題的影響力。《在村莊》

的莊園守護卡皮頓對安娜堅貞的愛情；《新年》的莊園扮演具神奇魔力之

地，讓夫妻在夜宿莊園時刻，獲得情感和諧。《徹夜不滅的霞光》的莊園沒

有男子形象，只以女性敘事者表達內心感受，讓莊園成為等待並渴望愛情

的神聖之地。  

《徹夜不滅的霞光》充滿詩意景象，雨水、雨後草木的沁涼氣味、春

雷、從田裡回來的工人、響徹莊園的牛羊聲、光著腳丫的村婦、果園裡趕

牛的牧童……到處欣欣向榮、生意盎然的莊園畫面。五月是春暖花開的季

節，也象徵年輕女子期待愛情的幸福時刻。敘事者娜塔莉亞將於隔天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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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接受西維爾斯（Сиверс）求親。然而，她知道自己對未來的丈

夫並不瞭解，想著：我的想像中，與我共度充滿柔情蜜意的初戀之夜的那

個男人，一點兒也不像他。（ II,  232）寂靜的五月夜，娜塔莉亞無法入睡，

她幻想、期待，陷入思索。從臥房，經過大廳、陽台，來到花園，娜塔莉

亞與外面的世界更加接近，感受莊園詩意氛圍的渲染。在每個影子下，我

都彷彿覺得有個人影，我的心也不時激動得要停止，當我最後步入涼亭暗

處，一股溫暖氣息迎面撲鼻而來，我幾乎已經深信馬上就會有個人過來悄

悄將我緊緊摟入懷中。（ 233）對她而言，這是令人感覺神秘和期待的時刻。 

小說中沒有發生任何戀情，也沒有明顯的愛戀對象，只有女主角一人

獨處五月花園。從幻想、神秘、豁然開朗，到悸動、期待與渴望，一連串

的體驗與感受，使女主角心境不斷隨著眼前所見景象而改變。坐到濕漉漉

的長椅上……仍然在期待著什麼……我久久感到有種親切又捉摸不定的幸

福在我周圍蕩漾，這種幸福既恐怖又巨大，是我們每一個人一旦跨過生活

門檻遲早會遇到的幸福。（ 233）四下無人的花園，眼前靜謐、美妙的時刻，

女主角內心的感動愈益強烈。我似乎愛上了某個人，我的愛無所不在：洋

溢在早晨的沁涼及馥鬱中，在綠意盎然果園的清新裡，洋溢在晨星中……

（ 233）隨著情感逐漸擴散，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帶領女主角去愛周遭的事

物，此刻，她愛的渴望對象不再只是某特定男子，而是生活周遭所有的人、

事、物。  

經過大自然夜之洗禮，她重新獲得力量，拒絕西維爾斯求親，因為，

娜塔莉亞的心境已經產生變化，她明白何謂真愛，並渴望它的到來。  

《徹夜不滅的霞光》的莊園與前述兩者不同，沒有男子形象，布寧的

描寫側重女主角內心狀態的轉變以及人物與外在環境間的互動。一方面，

五月的夜晚寂靜、神秘、浪漫，女主角可以恣意想像並感受莊園內草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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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這種神秘浪漫，充滿希望的莊園氛圍只能以心感受，布寧筆下的女

主角能順利與大自然相互呼應，進而作出抉擇。莊園周圍的一切讓她明白

愛的真諦及對真愛的渴望，在人物內心狀態與大自然產生共鳴的氛圍中，

莊園成為一處渴望並熱切等待愛情的神聖之地。  

是什麼原因讓原本感情不融洽的夫妻，暫時夜宿於舊莊園時能獲得短

暫的和諧？讓原本答應求親的女子，隔天作出相反的抉擇？一方面來自個

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和諧與共鳴，當人的心靈獲得平靜，從全新

的角度看待大自然之美與定律；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布寧對於莊園為戀愛

之地的概念有另一種詮釋，不再將莊園視為單純的男、女發生戀情及幽會

之地。  

布寧於《在村莊》、《新年》、《徹夜不滅的霞光》中未有男女之間幽會

及戀愛的故事，也未表述明確的男女形象和對話。《在村莊》以男主角的歷

程表現對安娜的堅貞與純潔之愛。布寧承襲屠氏莊園文本中傳統愛情的特

點，表現不因時間流逝的堅貞情感。莊園是真摯、崇高及浪漫愛情的發生

地。《新年》及《徹夜不滅的霞光》更加強調莊園在愛情主題中的整體形象。

尤其後者，文本中沒有出現任何女主角愛戀的男子形象，只是對愛的強烈

渴望與期待。  

三、莊園沒落的惋惜  

莊園没落的描寫分別出現於《安東諾夫卡蘋果》、《在田野》、《金窖》。 

《安東諾夫卡蘋果》描寫主角對莊園生活的美好回憶，富有感情色

彩，散發強烈的詩意性。初秋至深秋的莊園畫面像繁榮到没落的過程。最

後安東諾夫卡蘋果的香氣正在地主莊園中消失。（ 168）意謂貴族莊園衰亡

的開始，而蘋果香味使它極富詩意。這個時期的莊園没落，布寧描寫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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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毁滅，而是對於接踵而來的一切無法抵抗與猝不設防。
1 1 7

 

《在田野》分四部份，透過寒冷冬夜與暴風雪的描寫，呈現莊園的灰

暗陰鬱：天色變暗，接近午夜時分將吹起暴風雪（ II,  89）；天色變暗，節

日前的夜晚來臨了（ 92）；冬夜緩慢地滲入進來。窗外的暴風雪不停怒吼

（ 96）；漫漫長夜在黑暗的田野上狂吹起暴風雪。（ 100）暴風雪與嚴寒冬夜

除了表現沈重、寒冷的景象，也映襯主角雅可夫．彼得洛維奇（ 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的孤獨。  

主角的家人都搬到了城裡，僕人不知去向，留下他獨守殘破的莊園。

內心深處不知怎麼地出現悲傷的感覺。明天就是節日，而他孤獨一人。（ 98）

耶誕夜前夕，主角不禁感嘆：噢，一切都過去了，都消逝了……曾經有過

多少親戚、朋友，多少知心好友──都埋到墳墓裡了！（ 98）布寧藉獨居莊

園的雅可夫．彼得洛維奇，描寫俄羅斯貴族莊園昔日光景不再，每下愈況，

莊園破敗的速度與日俱增，無法使它起死回生。風呼呼作響，圍繞著小村

莊及院子裡，沿著高聳白色的雪堆，如同墳墓的小丘，被暴風雪籠罩著。（ 89）

作者以雪堆形容墳墓小丘，意謂死寂景象，也象徵莊園沒有希望的未來。

這些雪堆被彼此相隔遙遠的散落建築物包圍著，老爺大宅、「四輪馬車」的

棚子、「人」住的木屋，所有的建築都是老舊的樣子──又矮又長（ 89）布

寧描繪殘破不堪的莊園外觀，無論宅院或其他建築都是老舊模樣。莊園似

已空無人煙：沒有人住過的痕跡，院子裡沒有足印，聽不見任何話語！（ 90）

大篇幅衰敗景象的描寫，與老地主的孤獨呼應。小說最後，布寧寫下莊園

注定滅亡的徵兆：突然間發出聲響，磚塊從屋頂飛落。風將煙囪推倒……

這是不好的徵兆：很快地，很快地，應該連痕跡也會離『魯契札洛夫卡』

而去，一點都不留下！（ 102）  

                                                 
1 1 7

 參考：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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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主角雅可夫．彼得洛維奇年老、孤獨與淒涼。他獨守莊園，

一方面突顯他的孤寂，另一方面也表示因為對莊園的依戀尚存，所以遲遲

不肯隨家人至大城市居住。布寧未在作品中樹立衝突，也不強調人為因素，

而以時間為莊園破敗的主因，例如：大大的草屋頂因時間而發黑……（ 90）

沒有衝突，有的是灰暗、陰鬱、孤單的氣氛，及老地主對莊園的依戀，這

些都令人無法視主角為莊園滅亡的譴責對象。面對莊園衰亡，布寧表達的

不是批評與苛責，而是同情、憐憫與不捨。  

《金窖》創作時間比《安東諾夫卡蘋果》、《在田野》晚，對莊園衰亡

的描寫也更深刻。布寧經車夫及主角兩人觀察沿途一座座莊園現況，揭示

莊園衰亡在俄羅斯已甚普遍。小說開始，提及莊園不是貧瘠，而是荒涼……

（《金窖》 II,  244）短短一年，莊園破敗的速度更快了：一年前莊園好像還

沒破敗到這種地步。飯廳的地板和天花板比以往更斜、更黑了，宅第前的

花圃已經荒廢，樹枝長得戳到窗戶，染用房的木板屋頂已泛白，出現好幾

處裂隙……（ 244）更斜、更黑、泛白的屋頂、裂隙……強調莊園外觀破敗，

到處是斷垣殘壁的痕跡。  

宅第的內部格局更可感受今非昔比的淒涼。過去的書房變成貯藏室，

原來的臥房空蕩蕩，擺著空無一物的大床，布寧形容它像一具石棺。巴圖

里諾家（ Батурино）空蕩蕩發出回響的大廳，角落裡到處散著書籍、塵封

的水彩肖像畫及桌子的斷腿……（《金窖》 II,  247）這裡的空蕩蕩、石棺與

《在田野》像墳墓的雪堆一樣，叫人聯想孤寂與絕望。  

雖然《金窖》描述莊園的荒蕪景象，衰亡程度比上兩篇小說嚴重與快

速，但布寧表現的詩意卻也比其他兩部小說濃厚。他不忘以氣味、聲音、

色彩表現莊園之美，賦予濃厚的莊園詩意：白樺樹散發苦澀又清新的氣息，

馬具上的鈴鐺在葳蕤枝葉下歡樂地丁零作響，小鳥在葱蘢的密林中悅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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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啾鳴唱……入暮前金色的陽光灑滿了綠蔭如蓋的樹梢，把一道道亮得耀

眼的光束穿過白色樹幹間的空隙投到地上。（ 245）當主角與車夫離開莊園：

再度聞到正在揚花的黑麥的甜滋滋的芳香。（ 246）只剩老太太獨守的巴圖

里諾莊園，出現果園的美麗畫面：果園仍保持著一派蒼潤華滋的氣象，使

人如入畫境，而且是像田園詩式的風景畫。（ 246）布寧在作品中巧妙結合

莊園的詩意與荒涼：花園深處露出一幢灰色宅第，然而，深褐色的屋頂卻

已锈痕斑駁。唉，莊園啊，莊園！妳是一首寫盡荒涼的長詩！（ 246）主角

來到可以輕易地與外面世界接觸的陽台，對大自然發出讚嘆：多麼美妙的

黃昏！花草樹木如此欣欣向榮以及蒼翠欲滴，年復一年使春天得以再生。

在夾雜著丁香和野薔薇的繁茂櫻桃園裡，溫順的斑鳩甜蜜低吟輕唱，牠們

是覆滅地主巢穴的忠實朋友！（ 247）布寧的人物沒有試圖離開莊園，反而

獨處其中，感受大自然。  

布寧以感性與惋惜的口吻，將莊園衰亡比喻成一首寫盡荒涼的長詩，

又不時穿插主角與大自然之間的親近互動。面對蕭條冷清的景象，布寧筆

下的莊園並非只有眼前所見，還包括自然之美及無垠無際的穹蒼：在東方

的天邊，蒼白的月亮正在慢慢抬起她那碩大的臉龐……謝天謝地，月亮總

算升起來了！萬物可以有點生氣了……（ 248）。與《在田野》一樣，《金窖》

的莊園氛圍和諧，沒有衝突，除了景物之美、人與自然的共鳴，人與人的

關係也是塑造莊園和諧的重要因素。  

相較於《在田野》，布寧在《金窖》有更多對莊園、對俄羅斯土地的

擔憂。主角見縣內只剩幾個大戶人家，原以為土地都已分給莊稼人，經車

夫告知，才明瞭土地全落入城裡商人和老闆手裡：落到他們手裡，可不是

莊稼人手裡……土地仍沒有真正主人，他們傢伙不過是地價便宜才買地

的，哪裡肯搬到鄉下來住！（ 248）農奴解放後，俄羅斯莊園經濟崩盤，城

裡的商人靠出租或變賣的莊園賺錢，對莊園不存在任何情感，自然無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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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視為珍物，好好愛護。  

布寧曾經不止一次在文本中提到金窖：這兒的地確是金窖（ 244）、池

底的確是金窖，然而，要挖到金窖，哪怕是魔鬼出馬也辦不到……哪怕是

貨主，如果沒有主人照料，也會與沒爹沒娘的孤兒一樣。而這兒的地──

可真是金窖！（ 245）一方面金窖象徵土地如黃金般肥沃多產；但它實際上

未被善加利用與管理，呈現荒蕪景象。面對貴族之家的没落，令人為土地

的命運擔憂。土地在短暫或突然接管的陌生擁有者手中無法生存，它需要

對土地的真正情感，永遠的牽掛，及穩固的傳承。  

安東諾夫卡蘋果逐漸散去的香味，代表莊園没落的開始；《在田野》

最後，磚塊從屋頂飛落，煙囪被風吹倒，意味著不好的徵兆；《金窖》描

寫莊園荒涼，也宣告世人貴族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勢。布寧按照小說的創

作時間以漸進式的方法進行描寫莊園衰亡。不論哪一部小說，都不忘賦予

詩意色彩，包括莊園之美、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共鳴、人與人之間和諧的態

度……面對莊園注定滅亡，布寧並非表現全面性的毁滅，因為，對莊園的

濃厚情感依舊存在，布寧在作品中沒有對莊園原住者作出批評與讉責。莊

園存在於俄羅斯歷史上一、兩百年，面對現實環境衝擊，它無力作出反擊

或反應，只能靜靜等待命運降臨。布寧以感性手法呈現莊園詩意與人物內

心狀態，表達了自己對莊園的濃厚情感，在作品中寄予莊園命運無限同情、

憐憫和惋惜。  

布寧早期作品中莊園形象的共同特點為詩意表現。莊園和諧的氛圍是

影響詩意形象的要素。布寧以文字表達莊園美好與眷戀之情，希望拉近人

與莊園的距離，藉人與自然的共鳴，思考生命哲學；關於莊園愛情，布寧

承襲屠格湼夫的傳統，強調感情的崇高與純潔。《在村莊》、《新年》、《徹夜

不滅的霞光》的莊園分別扮演三種不同的戀愛之地：守護愛情、催化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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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愛情。關於莊園衰亡的描寫，布寧將開端→不祥徵兆→莊園衰亡的過

程表現在《安東諾夫卡蘋果》、《在田野》、《金窖》中。對無法經營莊園的

老人，布寧沒有批評和譴責，而是塑造孤寂，賦予同情。莊園外來者或原

住者沒有衝突與對立，都為莊園的命運憂傷，滿懷對莊園的濃厚感情，這

種憐憫與惋惜也增添許多的莊園詩意。  

貳  莊 園 形 象 轉 變──詩 意 性 消 失  

布寧早期作品中莊園的詩意性，迄二十世紀一○年代後期產生變化，

布寧迎接歷史事實，將莊園滅亡的命運直接呈現。例如，中篇小說《鄉村》

（Деревня ,  1910）即以變賣莊園為人物及情節發展背景。  

1910 年的《鄉村》以──祖先為農奴的克拉索夫（Красов）家族兩兄

弟季洪（ Тихон）和庫茲馬（Кузьма）為主。以季洪和庫茲馬的所見所聞

展現俄羅斯鄉村面貌。  

克拉索夫兄弟曾祖父是杜爾諾沃（Дурново）的家奴，被主人的獵狗

咬死，祖父因農奴解放獲自由之身，帶著家眷進城；父親業小販。父親死

後，兩兄弟繼續經營小生意，後吵架分道揚鑣。小說以這對兄弟為主線，

哥哥季洪善於經營、精明能幹，他在杜爾諾夫卡附近開了酒館和雜貨鋪，

利用各種投機方式累積錢財，盤剝地主莊園的土地，將杜爾諾沃家的後代

殺死，並接收了杜爾諾夫卡，當時的莊稼漢們嘖嘖稱奇：現今杜爾諾夫卡

村幾乎都歸了克拉索夫家！（ III,  8）  

《鄉村》敘述杜爾諾沃貴族家庭與克拉索夫農奴家族間的淵源，及原

本在杜爾諾沃家當僕人的後代買下地主莊園，最後杜爾諾沃家族衰落。《鄉

村》描寫了俄羅斯普遍的貧窮、愚昧與落後，表現作家對祖國，俄羅斯及

其未來命運的擔憂。布寧此時期作品的莊園形象，已與早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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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時期布寧莊園形象的改變，本論文將以 1911 年的《蘇霍多爾》

（Суходол ,  1911）及 1915 年的《愛情法則》（ Грамматика  любви ,  1915）

為主要材料，並從莊園瓦解及不幸的愛情兩主題進行探討。  

一、莊園瓦解  

布寧此期作品中關於莊園瓦解的描寫，可以從幾個面向觀察。首先是

莊園外觀及內部陳設。《蘇霍多爾》的主角回憶祖父莊園的破敗景象。當年

祖父的橡木宅第，幾經火災之後，如今只剩這幢寒愴的房子，果園只剩幾

叢灌木、幾棵老白樺和老柏楊，而鱗次櫛比的僕人室和下房，只剩一幢偏

屋、一座穀倉、一間泥砌小屋和一個冰窖。（《蘇霍多爾》 III,  120）原已

殘破的建築，經歷大火後更加寒酸。破屋、稀疏的果園，鱗次櫛比的房間

不復存在，內部陳設也破敗不堪：飯廳和會客室笨重的傢俱也都壞的壞，

散的散……宅第破敗了，沈陷得越來越厲害。（ 160）都說明一件事實：莊

園已經没落。陰雨綿綿的秋天和大雪紛飛的冬天在蘇霍多爾艱苦而漫長。

寒冷和飢餓籠罩這幢家徒四壁、傾圮的宅第。（ 162）破敗的莊園早已喪失

經濟生產力。布寧使用寒冷和飢餓形容整個家族的生活情況。主角記得姑

媽冬妮亞住的偏屋：冷若冰窖的偏屋、古老木器的斷腿殘肢、器皿的碎瓷

片、半已塌陷的鋼琴（ 162）冬妮亞年輕時曾彈的鋼琴尚在，卻已塌陷了大

半，無法發出悅耳樂聲。這種今非昔比的情況更為莊園衰敗蒙上悲涼。沒

有溫暖的壁爐，沒有散發古老木頭香氣的厚重傢俱，沒有秋收的喜悅，也

沒有花園傳來的天籟，盡是寒冷、淒涼、飢餓、家徒四壁的困窘。  

具體的莊園外觀及內部陳設以外，氣氛不同也是傳達貴族莊園詩意的

重要指標。《蘇霍多爾》明顯表現家族成員間關係的異常與不和諧。主角

回憶，自從祖父彼得．基里雷奇（ Петр .  Кириллыч）橫死，格爾瓦西卡

（ Герваська）逃亡後，家庭氣氛變得嚴肅，大家都握著皮鞭吃飯，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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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對蘇霍多爾充滿眷戀之情的娜塔莉亞也難以忘懷。赫魯雪夫家族中，兄

弟之間的關係也不和諧。主角的父親阿爾卡季．彼得羅維奇（ Аркадий  

Петрович）與伯父彼得．彼得羅維奇（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發生嚴重糾紛，

此後，分住盧湼瓦（Лунево）與蘇霍多爾兩地，十年沒有往來；姑媽冬妮

亞也因愛情不如意精神失常，時常對人大哭大鬧。生活在蘇霍多爾莊園的

人，彼此關係緊張，娜塔莉亞目睹一切，回憶：他們父女倆得了病，爺爺

死了，少爺們當家，彼得‧彼得羅維奇娶了媳婦之後，吵得更厲害了

（ 124-125）  

《蘇霍多爾》是一部古老貴族家庭的衰亡史。除了家族成員間表現的

緊張氣氛，整座莊園更充斥矛盾、衝突與異常。主角以第一人稱口吻回憶

家族：  

我們知道了，世上哪兒都找不到比蘇爾多爾的貴族更沒架子、更好

心的人，同時我們又知道世上也找不到比他們性子更火爆的人。我

們知道蘇霍多爾原先的那幢宅第是陰暗、可怖的……知道我們的姑

媽冬妮亞是個瘋子……還知道娜塔莉亞的精神也不正常。（ 116）  

文本的敘述人稱為「我」，主角不斷使用「我們知道……」的敘述方

式，表示這些關於家族的點滴全由娜塔莉亞口中得知，與《安東諾夫卡蘋

果》的「我記得……我忘不了……」不同。《蘇霍多爾》的子孫還來不及

體驗莊園美好生活便没落了，主角對家園及家族歷史並無眷戀，聽著娜塔

莉亞訴說過去的點滴，彷彿聽一則與自己無關，甚至遙不可及的傳奇故事。 

主角回憶：娜塔莉亞對蘇霍多爾的眷戀，使我們驚訝不已。（ 115）

這種語氣聽在旁人耳裡是奇怪的。對蘇霍多爾有所眷戀的竟是過去的家

奴，而不是家族子孫。然而，娜塔莉亞對蘇霍多爾的眷戀也並非全來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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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的難以忘懷，而是一種存在內心許久，愛恨交織的矛盾感情。  

娜塔莉亞一方面迷戀大少爺彼得．彼得羅維奇；另一方面，她臣服嚴

厲的宗法制度之下：父親犯錯被派去當兵而死；母親因看管的火雞被冰雹

砸死便嚇死了。她瞭解自己的階級身份，害怕家法：在蘇霍多爾連吃飯的

時候都拿著皮條！回想起來真是恐怖！（ 116）她流著農奴的血液，認命地

接受身份比其他家族成員低的事實；雖然蘇霍多爾是奪去她一切幸福的地

方，但她仍舊依戀蘇霍多爾，因為這是她一輩子的回憶，痛苦或甜蜜，總

是默默承受，直至老死。  

娜塔莉亞是充滿矛盾情緒的家奴，也扮演見證者的角色，目睹赫魯雪

夫家族的衰敗過程，洞悉家族成員間的異常關係：格爾瓦西卡肆無忌憚地

欺侮少爺和爺爺，而小姐呢，一味地欺侮我。可是，說實在的，少爺和爺

爺都疼愛格爾瓦西卡，而我，也是疼愛小姐的……（ 130）僕人格爾瓦西卡

小時候與敘事者的父親（娜塔莉亞口中的少爺）阿爾卡季‧彼得羅維奇要

好，甚至交換十字架結拜兄弟。但格爾瓦西卡蠻橫無禮，時時頂撞老主人

與少爺，甚至動念要將少爺淹死池塘中。阿爾卡季．彼得羅維奇因不認為

有少爺家奴尊卑之分，視格爾瓦西卡如親兄弟，未料對方日後竟想置他於

死地。  

兩兄弟對格爾瓦西卡頂撞自己父親的無禮並未作出懲罰，放任父親與

格爾瓦西卡之間的衝突愈益強烈，老主人彼得‧基里雷奇終於在一次宴會

翌日清晨被格爾瓦西卡所殺。  

關於家族血統存在傳說。彼得‧基里雷奇是誰生的？這事眾說紛紜。

殺害他的凶手格爾瓦西卡生父又是誰？我們還是小孩子時就聽說是祖父。

再說，父親和伯父的性格為什麼會這樣不同？關於這一點也有各種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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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 118）娜塔莉亞面對外來登徒子尤什卡（Юшка）輕薄時，謎團似

已揭曉，娜塔莉亞無法抵抗尤什卡，她終於明瞭，這種事與小姐不敢反抗

每天夜裡來享用她的魔鬼，與祖母當年不敢反抗她的男僕特卡奇一樣。

（ 118）赫魯雪夫家族的血統摻雜著家奴與農奴的血。然而，終究只是傳說，

他們錯綜複雜的血緣關係，及彼得的死、與那些蘇霍多爾毁敗的事物一樣，

都是荒唐。  

女僕娜塔莉亞是眷戀蘇霍多爾最多的人，該家族到主角之父這一代已

名存實亡。父親阿爾卡季無心繼承家業，離開蘇霍多爾遷居盧湼瓦，伯父

彼得死於馬下，蘇霍多爾砍伐果園最後幾棵白樺，並將田產瓜分賣光後，

男主人彼得．彼得羅維奇之子，也離開莊園，去鐵路謀生，當一名列車員。

（ 161）只剩精神失常的姑媽冬妮亞，女僕娜塔莉亞和彼得的遺孀。  

這三位堅守蘇霍多爾的女子，能為赫魯雪夫家族帶來希望？答案是否

定的。但她們除了蘇霍多爾外已無處可去。娜塔莉亞屈服於命運：有什麼

辦法？我已習慣了。針向哪兒走，線也只好往哪兒跑……（ 117）冬妮亞獨

居偏屋，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蘇霍多爾奪去了她的幸福、理智與容貌。

（ 117）精神失常的她卻仍不願離開。三人晚景淒涼：回憶、夢幻、口角、

為餬口發愁，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 161）主角的父親阿爾卡季彌留之際

感慨萬千：今天世上只剩下一個赫魯雪夫，只剩下一個了。而這個人不住

在蘇霍多爾！（ 117）赫魯雪夫家族與蘇霍多爾間的聯繫已經斷線。  

阿爾卡季牽掛的是莊園古樸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傳統，這傳統把蘇霍

多爾的農奴、僕人和貴族聯結在一起，如布寧早期作品中的莊園，和諧美

好。到了主角祖父彼得．基里雷奇這一代，一切都改變了，許多異常與矛

盾現象頻仍出現。傳統的貴族莊園文化、古老的生活方式，及農奴與地主

間的關係已徹底瓦解，蘇爾多爾踏上滅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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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是表現情感的一種方式，對赫魯雪夫家族後代而言，所有的舊時

代遺物已然消失，沒有肖像，沒有書信，沒有生活用品可供憑弔。  

我們再也看不到蘇霍多爾的生活，更別說它的生活方式了。我們聽

到的只是對這種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懷念……隨著歲月流逝，我們去

草原上故鄉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們越來越覺得它陌生，越來越與孕

育過我們的生活方式和階層疏遠。（ 161）  

歷經半世紀，貴族階層已從俄羅斯的生活消失，曾生活在莊園空間中

的人發瘋、自殺、縱酒、墮落，後人甚至連家族史也無從考證。不得不承

認自己非但對我們的遠祖，連我們曾祖一輩的確切情況也一無所知，甚至

對半世紀前的情況，我們也一天比一天模糊了！（ 161）對敘述家族往事的

主角，蘇霍多爾是暫離塵囂的僻靜之處。當後代子孫再度來到蘇霍多爾，

將不會記得，也不會知道這裡曾是祖先生活過的地方。  

時間是加速蘇霍多爾衰亡的因素之一，文本描述的那一系列事件之

後，又有許多歲月在蘇霍多爾流逝，蘇霍多爾在這些歲月中慢慢衰竭至

死……它的往事也就越來越成為無從考證的傳說了。（ 160）  

後代子孫在家族墓碑前憑弔先人，在墓地才真正感覺他們曾經存在於

世上。可悲的是，《蘇霍多爾》的主角連家族墓碑都無處可尋。我們不知

道祖父、祖母和彼得．彼得羅維奇墓塚的確實地點，只知道他們安葬在切

爾基佐夫村（Черкизов）古教堂的祭壇附近……（ 162）主角嘗試尋找，卻

因久受雨水沖刷，石板佈滿青苔：我在其中找到二三座墓碑。那是誰的墓

碑？……上面的碑文怎麼也辦認不出了。究竟哪兩個墓下埋著祖母和祖父

的遺骨呢？天知道！（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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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霍多爾》的赫魯雪夫家族命運如同另一部短篇小說《愛情法則》

的赫沃辛斯基（Хвощинский）家族，布寧都使用象徵傳達死氣沉沉的氛圍。

一對繫有淡綠色蝴蝶結的婚禮蠟燭，黃得像死屍（《愛情法則》 IV, 49）。

地板上到處是蜜蜂的乾屍，踩在腳上沙沙作響。連空蕩蕩的客廳地上也佈

滿蜜蜂屍體（ 49）。黃得如死屍般的結婚蠟燭不再光鮮亮麗，地板上的蜜蜂

屍體也透露宅第缺乏管理與毫無生氣。莊園主人赫沃辛斯基的兒子得知主

角伊夫列夫（Ивлев）想買父親遺留的藏書，馬上露出商人作風：一開口

就笨拙又急忙地表示他這些書哪怕是用錢也買不到的（ 48）。後來，伊夫列

夫想買下《愛情法則》年輕人表示這是父親最珍貴的書，是非賣品。然而，

伊夫列夫最後仍以高價收購它。  

《愛情法則》是赫沃辛斯基珍愛的藏書，睡覺時放在枕頭底，他還親

自在書後題句：……把這本愛情法則傳給孫子及曾孫，讓世世代代後裔體

會、學習。後輩將此書賣掉的舉動也意謂赫沃辛斯基家族的傳承精神消失，

和《蘇霍多爾》的後代子孫記不住墳墓的確切地點，看不清墓碑上的碑文

一樣，兩家族都將被世人遺忘，不留下任何回憶。  

布寧在二十世紀一○年代作品中藉貴族與莊園間的聯繫瓦解，及無子

嗣繼承莊園寫下莊園衰亡。赫魯雪夫與赫沃辛斯基家族的子孫紛紛離開家

園，向外發展。世代傳承的莊園對他們不再具有吸引力，家族的向心力也

已蕩然無存。莊園內的不和諧，貴族、農民及家族成員間的衝突與冷漠，

及無法永遠保存的記憶，都是導致詩意性消失的原因。二十世紀初的俄國

傳統貴族莊園已由外而內，徹底瓦解，不再是貴族的天堂。  

二、不幸的莊園愛情  

莊園詩意的消失除了反映在莊園命運上，也表現在莊園愛情的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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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霍多爾》祖父彼得因過度思念已逝的妻子而精神異常，最後與格爾瓦

西卡產生嫌隙，死於非命。姑媽冬妮亞嬌縱任性，使原本愛她的沃伊特凱

維奇（Войткевич）失望離開。從娜塔莉亞的回憶，我們得知冬妮亞的過

往：  

沃伊特凱維奇倒是真心真意的，他與冬妮亞肩並肩地彈鋼琴二重奏

時，總是一邊嘆氣，似有難言之隱，一邊以沙啞的聲音念《柳德米

拉》給她聽，或者憂鬱地，若有所思地向她朗誦……然而只要他稍

稍想表示愛慕，哪怕是以最純潔無邪的方式，比方說獻給冬妮亞一

朵小花，她也會大發脾氣。（ 122）  

沃伊特凱維奇以浪漫崇高的方式愛冬妮亞，陪她彈琴、誦詩，送她小

花，冬妮亞以冷淡、發脾氣回應。沃伊特凱維奇決心放棄，離開蘇霍多爾

後，冬妮亞即開始失眠，大哭大鬧。由此可見，冬妮亞對沃伊特凱維奇並

不如她表現的外在行為那樣冷漠。臨行前夕，沃伊特凱維奇以手掌對準拍

打停在鋼琴蓋上顫動雙翼的蝴 蝶，留下一攤銀色的蝶 粉。幾天後，不知情

的僕人將這攤 蝶 粉 拭去，冬妮亞因此精神失常。冬妮亞顯然是深愛沃伊特

凱維奇的，但大小姐的嬌縱使她冷淡對待沃伊凱維奇。他的離開只留下一

攤 蝶 粉，最後，連藉之思人的蝶 粉也消失無蹤了，冬妮亞已徹底失去了沃

伊特凱維奇。  

女僕娜塔莉亞是另一代表莊園不幸愛情的角色。她暗戀少爺彼得。布

寧將這情竇初開，充滿幻想的內心世界描寫得鉅 細 靡遺。每天剛剛拂曉，

她就從大木箱上一躍而起，立刻想起世界上有件快樂的事要她去做，那就

是房門口有雙精致輕盈的皮靴等著她去擦亮，這樣的靴子只有王子才配

穿。（ 132）在娜塔莉亞心目中，彼得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身份的差異注

定這段愛戀沒有結果，階級是她無法跨 越的門 檻。娜塔莉亞選擇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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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沉浸在屬於自己的幸福小天地內。她依據俄羅斯民間習 俗，偷取心上

人的鏡子，希望獲得愛情。  

每天一大早，娜塔莉亞總是趁滿屋的人尚未醒來之時，踏著掛滿露

珠的雜草，偷偷跑到果園盡頭享受一下擁有寶物的幸福。她把寶物

捧到澡堂門口，迎著溫暖的朝霞打開它，盡情照著，直照得眼睛發

花才仔細藏好，跑回屋去，整整一個上午，殷勤侍候那個人。正是

為了那個人，為了那個她懷著非分之想鍾情的人，她才那麼著迷地

照鏡子，到了他身旁，卻又不敢抬起眼來看他一下。（ 132-133）  

娜塔莉亞精心打扮，穿著漂亮，對著那面鏡子梳 妝畫眉，癡情地以為

自己和少爺間存在某種柔情蜜意的秘密。對少爺的愛全訴諸這一面鑲著銀

框的雙面鏡，卻不知這舉動帶給了自己恥 辱。  

因偷 竊被流放至鄉下的娜塔莉亞，獨自一人品嘗單戀的毒酒，既痛

苦，又甜蜜。她必 須 忍受恥 辱，委屈，以及許多幻想的美夢帶來的痛楚。

這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對娜塔莉亞是無止盡的折磨，她聽天由命看待自己

的感情。她的這個願望是，以卑微的身份不聲不響地待在他身邊，愛情深

埋心底，永不吐露，永遠無所期待，無所企求。（ 147）娜塔莉亞天真、無

知、執著，對蘇霍多爾的回憶在少爺死於馬下之後結束。她一生活在蘇霍

多爾，無別處可去，只能留守蘇霍多爾，守護痛苦、甜蜜的回憶之地。  

1915 年創作的《愛情法則》中，布寧安排一對門戶不對稱的戀人──

貴族赫沃辛斯基（Хвощинский）與女僕魯什卡（Лушка）。當地人說：赫

沃辛斯基是本縣少見的聰明人，他竟愛上了這個盧什卡……（ IV,  49）盧

什卡後來意外死去，留下赫沃辛斯基一人。從此，他把自己關在盧什卡生

前住的房內，二十多年，未再踏出莊園，直到死去。對赫沃辛斯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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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早已隨盧什卡的死結束了。  

我們不禁要問，如果赫沃辛斯基沒有遇見盧什卡，如果盧什卡沒有意

外死亡，他的人生是否會有不同？赫沃辛斯基將盧什卡睡過的床墊坐穿，

不與任何人交流，把世間發生的一切，如暴風雨、宣戰、歉收……都歸因

於盧什卡在生氣、在報復。盧什卡意外死亡，赫沃辛斯基情緒轉為忿恨，

盧什卡已成他口中報復的精靈，這種愛與《在村莊》卡皮頓將愛戀對象詩

意化、理想化大不相同。愛人死去，赫沃辛斯基不再關心莊園事務，甚至

疏於管教兒子。赫沃辛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對妻子的堅貞，卻任由兒子

與祭 司的妻子同居，過著荒唐不道德的生活。父子兩人對於愛情的態度十

分矛盾。  

《蘇霍多爾》主角的祖父因失去妻子而精神異常，冬妮亞因為傲慢錯

失擁有美好愛情的機會而發瘋，娜塔莉被流放至田莊，受盡羞 辱與精神折

磨；《愛情法則》赫沃辛斯基因愛人驟逝走向毁滅，兒子過著不道德的生

活……布寧此期的莊園形象已經改變，莊園不再是幸福之地，不再帶給人

物正面的力量。  

詩意性消失是布寧二十世紀一○年代後期作品的主要特點，家族文物

或祖先墓碑皆代表莊園文化的重要意義。此時期的作品裡，布寧卻透過莊

園的殘破外觀、成員間的矛盾與衝突描述家族精神喪失，貴族莊園走向淪

亡。愛情主題亦與早期作品不同，莊園不再是美好的戀愛之地。  

※ ※※  

二十世紀初一○年代前，布寧無論描寫莊園、莊園愛情或莊園命運都

不脫離詩意性。表現對莊園的眷戀以外，莊園也扮演美好的戀愛之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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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人類精神價值的場 域。面對莊園衰亡，布寧惋惜與不捨之情表露無遺。

莊園的詩意主要包括和諧的氛圍，優美的自然景色、人與人，人與大自然

的共鳴。和諧的莊園氛圍使布寧早期作品沒有外來者與原住者的衝突，正

因如此，即使作品主題是莊園衰亡，仍讓人感受濃厚的詩意。  

一○年代後期至僑居前的作品則產生轉變。不論《蘇霍多爾》或《愛

情法則》，都可看到家族成員間的關係冷漠與疏離，矛盾與衝突導致家族潰

散。莊園喪失原先具有的意義，無法凝 聚家族的向心力。莊園不再是美好

的戀愛之地，人物未從愛情體驗中獲得正面力量，反而帶來毁滅性的結局。



122 

 

第 二 節  僑 居 時 期 作 品 中 的 貴 族 莊 園 形 象  

1917 年十月革命導致沙皇政權推翻，蘇維埃共產黨政府上台。布寧於

選擇離開俄羅斯，幾經波折，1920 年抵巴黎，接著移居法國南方格拉斯小

鎮，直至辭世，布寧未能再返回祖國。  

在異鄉的歲月，俄羅斯是布寧內心最深的回憶。異鄉的美麗景緻經常

令他想起祖國風光。面對無法回到祖國的痛苦及孤獨，作家依然熱愛文學

創作，並堅信俄羅斯文學的傳統。懷著對祖國熱切的思念，作家仍以俄語

寫作，且大部份作品以俄羅斯為背景，以俄羅斯人為主角。  

貴族莊園是布寧僑居時期出現的主題。以 1933 年的自傳體小說《阿爾

謝尼耶夫的一生》（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  1927-1933）為例，他透過主角阿爾

謝尼耶夫的敘述，讓人們了解俄羅斯貴族莊園的生活。該小說採內心獨白

方式，講述阿爾謝尼耶夫從出生到他和戀人莉卡（Лика）分手前的二十四

年間，包括童年、少年、青年時期的故事，涉及阿爾謝尼耶夫家族的早期

歷史。作品以五部份展現阿爾謝尼耶夫各階段的心路歷程，及他對周圍世

界的感受。限於篇幅，本論文以中、短篇小說為主要分析材料，《阿爾謝尼

耶夫的一生》僅列入參考，不進行詳 細分析。  

關於該時期貴族莊園形象的研究，本論文採用布寧十篇中、短篇小

說：《不疾不徐的春天》（Несрочная  весна ,  1923）、《米佳的愛情》（Митина  

любовь ,  1924），以及《幽暗的林 蔭道》（Темные  аллеи ,  1937-1945） 1 1 8小

說集中的短篇小說：〈 穆 札 〉（Муза ,  1938）、〈幽暗的林 蔭道〉（Темные  аллеи ,  

1938）、〈抒情敘事詩〉（ Баллада ,  1938）、〈安蒂岡妮〉（Антигона ,  1940）、

〈魯霞〉（ Руся ,  1940）、〈塔妮婭 〉（Таня ,  1940）、〈娜塔莉〉（Натали ,  1941）、

                                                 
1 1 8

 關於小說集《幽暗的林蔭道》的中譯參考：鄢定嘉譯，布寧，《幽暗的林蔭道》，台北：遠流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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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秋天〉（Холодняя  осень ,  1944）等。並從貴族莊園生活及莊園愛

情兩大主題進行分析。  

壹、、、、「「「「往 事 回 顧 」 重 現 貴 族 莊 園 生 活  

濃厚的鄉愁是布寧僑居時期作品中的主要特點。有別於早期作品，布

寧以「往事回顧」（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1 1 9方式描寫莊園，作品中的莊園生活

跨 越時空，回到宗法制度瓦解之前的興盛景象，沒有破敗、衰亡的氣味。  

貴族莊園的形象描繪包括建築、外觀、內部擺設等具體事物，及莊園

活動、貴族家庭傳統等精神層面的描述。莊園景觀的呈現，則以工筆畫的

方式針對細部進行描寫。以《不疾不徐的春天》為例，文本提及凱 薩 琳大

帝曾蒞臨的涼亭，義大利建築師規劃的宮 殿、教堂、花園，甚至氣派的內

部擺設：美侖美奐的天花板，映照出昂貴傢俱的光亮地板、房間內陳列的

各種藝術品，及藏書閣：透過窗戶的欄杆看見愉悅的灌木植物，有陽光的

快樂日子，一切與一、兩百年前一樣。（ IV, 271）他的筆法使讀者閱讀完

關於莊園外觀的敘述後，腦海中浮現畫面，猶如透過鏡頭窺視莊園內部，

包括天花板至地板，房內的各種藝 術品，透過窗戶所見到的景觀……。該

視覺上的效果在〈娜塔莉〉及〈安蒂岡妮〉有進一步發揮。  

〈娜塔莉〉及〈安蒂岡妮〉故事發生地也在傳統的貴族莊園。布寧詳

細描繪貴族生活和起居空間、內部擺設。〈娜塔莉〉的房間隔著三層的義大

利式窗戶，窗外可見老楊樹。房間內有橡木書櫃，書櫃上擺著紅木時鐘，

銅 製 鐘擺……還有裝飾玻璃珠串的煙袋，牆上的晴雨表，胡桃木的寫字台，

台面覆蓋的綠色呢絨布已變成紅褐色，上頭有老虎鉗、小鎚子、鐵釘、銅

                                                 
1 1 9

 意指：Взгляд  в  прошлое ,  обозрение  того ,  что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參考：張建華等編，《現代俄漢雙解辭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2，頁 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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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望遠鏡……（V, 375）這些物品由大至小，由外而內有規律地呈現讀者

面前。房間另一頭的門邊有厚重沙發，沙發上方牆上懸掛一排橢圓相框，

人像都已褪色；窗戶下是大型書桌，淺藍色安樂椅；再往右是巨大的橡木

床，一大幅畫佔滿床上方的整面牆（ 375）從沙發→沙發牆上的相框→褪色

的人像，同樣按照由大至小的規則排序。鏡頭帶領我們看見窗戶底下的書

桌、安樂椅、橡木床、佔滿整面牆的畫，接著是布寧對這幅畫的特寫：  

畫的前景有個高大粗壯的裸女，裸露像煮熟蛋白一樣白晳的身體，

她幾乎和真人一般高大，側身站著，神情高傲地面對觀眾，露出厚

實的背部、凸出的豐臀，強壯的小腿肚；細長的手指撩人地遮住一

只乳頭，另一雙手撫摸滿是皺褶的下腹部。（ 376）  

關於靜物描寫，布寧擅用攝影鏡頭般的筆法，製造圖畫的效果，在讀

完房間格局、擺設的敘述後，彷彿親蒞此處。  

〈安蒂崗妮〉中也有如鏡頭般由遠而近的靜物描寫。書房裡有大書

桌、大沙發床，上頭蓋了一張突厥斯坦式的織布，沙發床上方牆面是一張

掛毯。（V, 298）這是較遠、較大的佈局。包括書桌、沙發床、大張的織布、

牆上的掛毯。接著是物品的細部描繪：再點綴兩把交疊成十字形的東方武

器，還有一張吸煙用的鑲飾小桌。壁爐上掛著紅木相框，裡面的人像頭戴

金皇冠，相片上有瀟灑的花體字親筆簽名：亞歷山大。（ 298）藝 術品、精

緻的相框是貴族莊園內部擺設的要件。收藏的價值與數量常彰顯貴族等級

或富有的程度。上述引文提到有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親筆簽名的相片，足見

該家族與皇室匪 淺的關係。  

除了貴族起居空間的描寫，戶外的景觀也同樣具代表性。例如：教堂、

池塘、湖 泊、林 蔭道、涼亭……都是莊園的重要組成部份。莊園的結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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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外觀常由歐洲建築師設計，某種程度上也映證了當時貴族莊園文化與

歐洲之間的密切關係。  

莊園宅內的靜物描寫注重美的感受，可藉之了解貴族的品味及擺設的

講究程度。具體事物以外屬精神層面的貴族文化也是莊園描寫的一部份。

例如，用餐禮儀。〈安蒂崗妮〉中有一段貴族用餐情形的描寫：節日般燈火

通明的餐廳，剃淨鬍子的胖廚師，穿著漿過的燕尾服、戴著潔白的編織手

套、臉頰削瘦的僕人，以及個子矮小、和法國女人一樣嬌弱的女僕站在靠

牆的桌邊。（ 298, 299）燈火通明的餐廳表示裝 潢 豪華，僕人隨侍在側，廚

師身穿燕 尾服、手戴白手套為主人服務，主人的穿著也很講究：舅媽穿著

有奶白色花邊的淡黃絲質洋裝……腳上是緊緊的絲質便鞋。（ 299）這是一

幅典型的貴族日常生活圖畫。這些繁文縟節的禮儀揭示貴族奢華的莊園生

活，即使只是日常午餐，主人也精心打扮，更諻論宴客，慶典的盛況。布

寧細心表現貴族生活的精緻，哪怕是小小的動作，也不遺漏。〈娜塔莉〉一

段莊園主人喝茶時的描寫：舅舅以放在銀杯托裡的厚杯喝奶茶，粗壯的手

指按住又長又細的卷柄金色圓湯匙，我一塊接一塊地吃著黑麵包塗奶油，

不斷從銀色的咖啡壺為自己倒咖啡。（ 376）銀製的杯子、長細的金色圓 湯

匙、銀色的咖 啡 壺等餐具，及優雅細 緻的動作，皆貴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除了用餐的描寫，莊園的休閒活動也與貴族文化密不可分。許多人物

的對話都在閱讀、散步、划 船……等活動中進行。〈娜塔莉〉男主角敘述他

與娜塔莉及索妮婭在花園的活動：她們坐在林蔭道上繡東西，讓我給她們

朗讀岡察洛夫的小說，或在陽台右邊光影斑雜的橡樹下煮果醬；五點時則

在另一片林間空地上喝下午茶，傍晚散散步，或在房前寬闊的院子裡玩槌

球。（V, 379-380）閱讀是貴族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之一，〈幽暗的林 蔭道〉

娜潔日達告訴男主角：您還為我朗讀所有關於「幽暗的林蔭道」的詩。（V, 

253）這些活動的地點都在莊園林 蔭道、陽台、樹下、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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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寧筆下的貴族生活是溫馨傳統的。〈寒冷的秋天〉男主角上戰 場前，

向女主角道別。那個晚上我們默默坐著，偶爾交換幾句無關緊要，甚至過

於平靜的話，掩飾內心的想法和感覺。爸爸假裝若無其事地談論著秋天，

我走向通往陽台的門，用手帕擦拭玻璃。（V, 431）不須太多話語，彼此心

意互通。空氣中懸 浮沉默的氣氛。爸爸靠在搖椅上抽菸，漫不經心地看著

桌上發燙的掛燈。媽媽戴著眼鏡，在燈光下用心地縫一個小絲袋，這個情

景既感人又恐怖。（ 431）女主角母親為即將赴前線的準女婿 縫 製小袋子，

裡頭放置祖父輩曾配 戴的小聖像，希望它如護身符保佑男主角平安歸來。

女方全家為他的出征憂慮，這些小動作的描寫為之注入溫馨和諧的氣氛。  

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 執行西化政策，貴族莊園文化無論食、衣、住、

行、育、樂無不受歐洲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布寧的莊園景觀及貴

族文化描寫得到應證。與契訶夫相較，布寧作品中的貴族莊園有獨立的文

學形象，與契訶夫只將其作為背景的作用截然不同。布寧重視莊園外觀、

內部擺設的美學，及其精神生活、充份表現貴族莊園形象的完整度。  

傳統的莊園是貴族得以休養生息的避風港。《米佳的愛情》男主角在

回鄉後，深感與在莫斯科 截然不同的溫暖：農村多麼靜謐、質樸呀！置身

於這黑沉沉的溫暖的草原上多麼美好啊！（ IV,  344）米佳的家鄉位於俄羅

斯中部草原地帶，安靜的農村帶給米佳祥和的感受：卡佳、村姑、黑夜、

春天、雨水的清香、已翻耕過的準備受孕結實的泥土的芳香、馬的汗味和

那只羊皮手套的氣息，全都融合在一起了……（ 344）不論雨水的清香或泥

土的芳香，甚至馬汗味及羊皮手套的騷味，家鄉的味道如此美好。每間屋

裡，所有的東西仍都放在原處，和許多年前一樣，沒有任何變動，它們的

氣息也還是那麼熟悉，仍與過去一樣好聞。所有房間都因他歸來特別收拾

過，房間的地板也都特意擦洗過。（ 345）莊園提供貴族身心靈安定之處，

給予力量面對外在世界的紛擾與煩惱，可惜，對布寧本人而言，卻是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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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渴望卻永遠無法再獲得的感受。僑居法國時期，他筆下的莊園，以強烈

的視覺描寫突顯對貴族莊園的富麗堂皇，與溫馨的深切思念。  

貳 、 愛 情 主 題  

布寧僑居法國期間，愛情是他的另一重要主題。從《米佳的愛情》到

短篇小說集《幽暗的林 蔭道》，布寧描繪的莊園愛情與早期作品不同。他以

別於過去的含 蓄手法，結合性、靈的描寫，赤 裸 裸刻劃愛情。  

《米佳的愛情》主角米佳（Митя）是情竇初開的少年，他在莫斯科結

識女子卡佳（Катя）後，飽受感情困擾，返回俄羅斯中部的莊園。回到莊

園後，米佳更殷 殷 企 盼卡佳的消息，所以，當他收到卡佳要求分手的信後，

承受不了打擊，舉槍自盡。  

該小說中首度提及肉體與精神兩種類型的愛。米佳早先對何謂愛情感

覺迷惘，無論書本上還是生活中，好像存在著一種默契，要麼談的是幾乎

沒有肌膚之親的愛情，要麼索性只談情欲和性感。（ 338）對卡佳，他不知

道自己究竟是精神之愛或肉體之愛。這種肉體與精神之愛並存的愛情面

貌，使原本結合於卡佳身上的兩種形象，在〈娜塔莉〉中分別以兩名不同

女子形象表現，男主角維塔利（Виталий）周旋於索妮亞（Соня）與娜塔

莉（Натали）之間，三者間的關係分別代表情慾與精神兩種不同的愛情。  

維塔利迷戀索妮亞的身體，期待飯後全家午休時與索妮婭在房內幽

會：我的生活看似平常，內心卻無一刻平靜。我越來越依戀索妮婭，越發

習慣每晚疲憊又熱情的幽會。（ 379）另一方面，他又傾心娜塔莉，他們一

起閱讀、談話，交換心情，維塔利對娜塔莉日益增進的情感是含 蓄的精神

愛戀，與索妮婭的肉體關係不同。從卡佳→娜塔塔與索妮婭發展出來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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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愛情類型在《幽暗的林 蔭道》其他作品中表

現得更為明顯，形成肉 慾與精神兩種愛情類型。 

右圖（圖  七）即為從《米佳的愛情》→《娜

塔莉》→小說集《幽暗的林 蔭道》的愛情類型

演化過程。（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除了愛情類型的演化，我們也發現僑居時

期作品的愛情類型與莊園描寫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米佳的愛情》及《娜

塔莉》中，由於同時存在兩種愛情類型，因此，不同愛情類型也伴隨不同

的莊園描寫。  

生活於莊園的米佳經歷等待、痛苦，又時而希望、甜蜜的矛盾心情，

周遭環境與人物內心狀況同喜同悲。當米佳快樂專心地欣賞春天周遭的變

化時，卡佳的身影也融合其中，在它們之中無處沒有她的存在，而且正是

她的美使它們增色。她的美與日益欣欣向榮的春天，與日益繁茂的銀白果

園，與日益湛藍的穹蒼，如蓓蕾般怒放吐豔。（ 350）周遭的大自然景色伴

隨米佳對愛情的憧憬與期待而變得美麗。當米佳對卡佳來信雀躍不已時，

布寧如此描寫莊園的景物：周圍的花園也放出白雪般的銀輝，夜鶯已感覺

黃昏將臨時的涼意，以自我陶醉的柔情蜜意，在遠處蒼翠的樹欉裡千回百

轉啼唱。（ 351）  

當米佳望眼欲穿，等不到卡佳捎來的信息，他的美好幻想走向幻滅：

不再注意行將到來的夏天帶來的變化。他雖看到了，甚至感覺到了這些變

化，對他來說，這些變化已失去它們本身的價值。景色越美麗，他越痛苦。

（ 358-359）每天處於莊園環境中因愛而喜而悲的米佳，不安、矛盾、痛苦、

掙 扎，幻想的心情不停心中翻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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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在《米佳的愛情》中扮演的角色，與〈娜塔莉〉中的莊園相似。

莊園景物的抒情描寫伴隨維塔利與娜塔莉愛情的發生出現：烏雲從花園那

一頭飄過來，風變弱了，園子裡響起夏日輕柔的聲響，而且越來越近，越

來越響亮，風送來田野上雨水的香氣；某種莫名的，包容一切的幸福感甜

蜜地、青春洋溢地、自由自在地攫住我的心……（〈娜塔莉〉 ,  381）  

每當維塔利與娜塔莉獨處，抒情描寫隨即出現，他們的對話，總在美

麗的大自然陪襯下展開。例如，在一次夜晚獨處花園時，他們向彼此吐露

愛意，大自然的抒情描寫如下：遠方的白樺樹多麼奇妙地發著光啊。沒有

什麼比月夜的森林，樹林深處白樺樹幹上絲質般的柔光更美了……（ 387）

維塔利與娜塔莉開始對話：  

「娜塔莉，妳回家後，我能不能去拜訪妳的雙親？」  

她沉默不語。我執起她的手，屏息凝氣地親吻她的右手。  

「娜塔莉……」  

「是的，是的，我愛你」她語調平靜地匆忙說道。（ 387）  

當維塔利確定自己對娜塔莉的心意後，遇上索妮婭，不再是優美景

色、悅耳的蟲鳴鳥啼，而是烏雲密 怖，狂風暴雨的夜晚。彷彿象徵維塔利

與娜塔莉的幸福終止，也映襯維塔莉與索妮婭的肉體關係。  

《米佳的愛情》與〈娜塔莉〉中，莊園與愛情的關係密不可分，莊園

抒情景色與感官描寫，對應精神與肉體兩種類型的愛情。《幽暗的林 蔭道》

也出現精神式與肉 慾式兩種愛情。愈偏向精神式的愛，人物與莊園的共鳴

愈強烈。  

〈 穆 札 〉中的莊園僅為故事情節發生地，沒有外在環境與人物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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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布寧在其中放大肉體的描寫，例如三次提及女子的膝 蓋：當大學生

順從地為穆 札 脫下套 靴時，注意到她渾圓有力的膝蓋（V, 272）；我看著她

的毡靴，看著她灰裙底下的膝蓋（ 275）；穆 札移情別戀後，男主角想對著

她大喊：沒有妳我活不下去，為了妳的膝蓋、裙子、毡靴，我寧願捨棄生

命（ 276）。事實上，正是以部份代表全部，描寫兩人建立在肉體情慾上的

關係。  

而〈安蒂崗妮〉中，大學生第一次接觸舅 舅的看護卡捷 琳娜‧尼可拉

耶夫娜（Кате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時，布寧便寫他如何注意到看護的美色：

低身親吻舅舅的手時，他及時對她合身的洋裝和勻稱的雙腳投下一瞥（ 297）

男主角滋生暇想：乾脆就在這裡待一、兩個月，避開眾人耳目，偷偷和她

交好親近，再博得她的愛意……可以在開始的時候暗中追求她，假裝神魂

顛倒地愛上她……（ 297, 298）卡捷 琳娜面對大學生的親密舉動沒有拒絕，

布寧將兩人偷情的場景赤 裸 裸展現於讀者面前。她背對著書架，從他的肩

頭看看客廳，沒把手抽開，只掛著怪異的微笑看他，似乎等著看下一步會

怎樣。（ 301）這種怪異的笑容及從容不迫的神情表現卡捷 琳娜的毫不在意。

她擔心害怕的莫過於被人發現而已。因此，當大學生將她推倒沙發上時，

她慌 忙說：不，不，不行，我們躺著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見……（ 302）

她沒有拒絕大學生的行為，只擔心會被人看見，他們之間只有肉體的激情。 

另外兩篇小說〈塔妮婭 〉、〈魯霞〉 乍看似偏向描寫精神式的愛戀，但

男女主角仍發生親密的肢體行為，實屬 肉體與精神之愛的結合。兩則故事

的人物都曾有過莊園內的美好戀情。而精神之愛程度較高的〈魯霞〉，男主

角無論經過多少時間，都無法忘懷兩人湖上划 船，私下幽會的夜晚，及莊

園的夏日時光。  

〈幽暗的林 蔭道〉與〈寒冷的秋天〉實屬真正精神式的愛情，沒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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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情慾相關的描寫，與愛人發生於莊園內的心靈交流，永留他／她們心

中。〈幽暗的林 蔭道〉娜潔日達（Надежда）對過去戀情的回憶，始終與莊

園形象融合，因此，她記得那座與尼古拉‧阿列克謝維奇（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共享的莊園生活，記得尼古拉為她朗頌的詩，那是真正的幸

福。她說：每個人的青春都會逝去，而愛情──卻是另一回事（ 253）；一切

都會過去，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遺忘（ 254）。  

〈寒冷的秋天〉描寫女主角與即將上戰 場的未婚夫道別，作者仔 細描

繪那個秋夜，它是女主角後來三十年漂 泊歲月中的精神力量。莊園內的一

切，包括夜空寒星、費特的詩、喻為月亮的火焰、冷冽的空氣、他們的對

話，都令她難忘：  

妳的眼睛這麼明亮，不冷吧？空氣中透著冬季的冷冽。如果我死

了，妳該不會馬上就把我忘了吧？  

……  

別這麼說！我無法承受你的死！  

他靜默半响，緩緩說出：  

嗯，如果我被殺了，我會在那裡等妳。妳要活在世上，好好享樂，

然後再到我身邊。（ 433）  

故事中愛情與莊園的結合性密切。寒冷的秋夜，莊園與人物內心情感

的交流與共鳴達到高峰，因此，對女主角而言，後來三十年歲月如一場空

夢，她的生命裡，具有真正價值與意義的，只有那寒冷的秋夜，它表現崇

高之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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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與莊園的關係成正比，

右圖（圖  八）（資料來源：筆者

自行製作）表示，愈接近肉 慾的

愛，愈多感官的描寫，如〈 穆 札 〉

與〈安蒂崗妮〉，因此，圖中它們

位處左下方；愈趨向精神式的愛

情，則愈往右上方靠近，表示愛

情與莊園的聯繫愈密切。布寧的

作品中，〈寒冷的秋天〉位居圖示

右上方。  

從《米佳的愛情》、到《幽暗的林 蔭道》，我們看到莊園裡愛情故事的

共同特點：愛情如生命中短暫的幸福閃光，雖曾有往日情懷的追憶，但是，

每一場「幸福」都應聲而斷，嘎然而止，或分離、背叛，甚至死亡。  

例如米佳無法承受對卡佳、對愛情的不安與惶 恐，分手信使他選擇自

殺；娜塔莉死於早產；穆 札背叛情人；〈魯霞〉、〈安蒂岡妮〉、〈塔妮亞〉、〈幽

暗的林 蔭道〉中的愛情皆以分離收場，〈寒冷的秋天〉女主角的未婚夫戰死

沙場。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愛情，都沒有幸福結局。  

《幽暗的林 蔭道》陳述的主題，並非無拘無束的悠閒生活，而是「愛

的形而上學」（метафизика  любви）。 1 2 0無論何種類型的愛情，都發生在最

具感染力、最浪漫的莊園。僑居後的作品中對愛情主題的探討，從縱面看，

有布寧對人類複雜情感的探索：具體的肉體→抽象的精神→形而上學的不

朽之愛，不朽的背後隱藏深度的哲學概念。從橫面看，布寧的描寫結合肉

慾與精神之愛，而美好愛情的稍縱即逝也呈現布寧晚年的人生哲學觀。僑

                                                 
1 2 0

 參考：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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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時期對愛情的闡述，比重及深刻度都超過對莊園生活的描寫，在傳統貴

族莊園富麗堂皇的生活中，卻上演沒有幸福的愛情悲劇。  

※※※  

舒金認為，布寧有關莊園的往事回顧，理想化程度大於契訶夫。從小

生活在貴族莊園的布寧，對莊園的態度有別於契訶夫。 1 2 1他提到：「布寧

僑居時期的作品不同於契訶夫的開放式及語義特點，開始具備鄉愁色調，

以及隨之而來有意識的貴族之家的美化及神話化 1 2 2。」布寧流亡時期作品

中的莊園形象緊扣鄉愁，透露對祖國的濃厚思念。他離開俄羅斯後，身處

異鄉，經常回憶家鄉的種種，包括田野、鄉村、農民及貴族。它們帶給布

寧的感受美好且完整，因此，布寧腦海中浮現的不再是俄羅斯莊園的破敗

景象，或貴族階級的没落。布寧將對祖國的思念寄情於作品，僑居時期的

作品重現俄羅斯貴族生活圖畫。在愛情主題方面，布寧大膽描寫情慾與精

神之愛，真實呈現愛情面貌，藉著人類內心深處的複雜情感，體現對人與

世界的真摯關懷，以及人類彼此共通情感的共鳴，嘗試在作品中尋求生命

意義、愛情等哲學性永恆議題的解答。無論怎樣美好幸福的愛情，總是稍

縱即逝，以死亡或分離收場，如果結合作家飄泊異鄉，無法再回到祖國的

沉痛心情，以及晚年對人生的體悟，我們可以從布寧晚年作品中以這種手

法表現人生哲學的態度得到解釋。

                                                 
1 2 1

 參考：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5 .  
1 2 2

 Щукин  В .  Г.  Миф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гнезда .  С .  2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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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小 結  

十九世紀俄國莊園文本的發展在屠格湼夫筆下達到顛峰，莊園的詩意

被喻為一種神話；與屠格湼夫同為貴族出身的布寧，面對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俄羅斯社會環境的改變，對於文學作品中莊園形象的體現，除了

承襲屠格湼夫的莊園文本傳統外，也有自己獨特的詮釋。  

布寧筆下的莊園形象深受出身背景因素影響，從早期到晚年的作品皆

對莊園主題有所描繪，此外，每個階段的作品所呈現的莊園形象也因作家

人生際遇不同而有明顯的演化。  

早期作品表現布寧對莊園美好生活的懷念，抒發對莊園濃厚的眷戀之

情，作家除了運用文字技巧，將莊園景物描繪得如詩如畫外，文中人物深

刻感受大自然的一草一物，且內心狀態與外在環境同喜同悲，產生共鳴與

和諧；面對莊園衰落，布寧更以濃厚的感情色彩，表達不捨的惋惜與同情，

消除外來者與原住者之間的隔閡，更無地主老爺與農民之間的階級區分，

人與人間的關係達成和諧狀態。在愛情主題上，他鮮少提及人物的戀愛情

節。在整體氣氛的營造下，莊園無論在過去、現在或未來，是幸福的承載

體，扮演守護愛情、催化愛情及等待愛情的重要角色，是具神奇力量及渴

望、期待愛情的幸福之地。布寧早期作品中的莊園形象充滿神秘及詩意性，

猶如莊園神話重現。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布寧筆下的莊園形象開始有所轉變，其中

最鮮明的特點為詩意性消失。莊園的殘破與貴族的没落，是布寧在作品裡

主要的描寫對象。早期作品中對莊園生活的記憶是美好且令人懷念的，然

而，到了此時期，象徵記憶的家族歷史、傳家物甚至墓碑都不可考，布寧

藉此透露貴族莊園終將被世人遺忘的哀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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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基調也出現在愛情主題上。無論娜塔莉亞、多妮亞或是赫沃辛

斯基，他們都因愛情而為自己帶來不幸，莊園承載他們一生的恥 辱、瘋狂，

及命運淪喪，無法成為幸福的戀愛之地。莊園愛情遭遇扭曲變形，貴族莊

園的詩意形象呈現全面性瓦解。  

1920 年，布寧因無法接受共產政權，離開祖國流亡海外，僑居時期作

品的莊園形象與過去截然不同，作家主要表現濃厚的鄉愁。往事回顧成為

特點，莊園衰亡的描寫不復存在，重現貴族莊園衰亡没落前的繁榮光景。

無論建築外觀、內部陳設、貴族生活方式、服飾等皆以美學為主要描繪基

礎。然而，愛情主題方面，卻不如早期那樣與莊園主題一致，呈現莊園為

幸福戀愛之地的概念，反而透過不同類型的情感描寫呈現愛情真實面貌。

布寧大膽刻劃 肉 慾歡愉及描寫崇高的精神之愛。肉 慾與精神並存成為此時

期愛情描寫主要特點之一。此外，戀情無論如何發展，都嘎然而止，以死

亡或分離結束。  

就僑居前期兩個階段的作品，雖然莊園形象歷經詩意性存在與詩意性

消失的演變，但無論莊園描寫、莊園命運或莊園愛情，基調呈現一致性。

根據上述對僑居時期莊園文本的分析可以發現，貴族莊園生活的重現及愛

情主題之間的關係已不如僑居前一致與協調。  

僑居時期的布寧邁入老年，飽受思鄉之苦，歷經人世滄桑，我們似乎

也可從莊園主題看到他晚年的人生哲學。布寧一方面必 須面對現實人生的

殘酷，貴族莊園生活的重現猶如作家的精神寄託，但那些光景已不復存在，

他在作品中彷彿訴說對已無法重返祖國的體認。另一方面，愛情幸福的閃

光短暫，且以不幸結束，卻代表永恆，因此，〈幽暗的林 蔭道〉的娜潔日達

說，一切都會過去，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遺忘（ 254）。對她而言，無論經

過多少時間，曾經存在的美好瞬間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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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寧的貴族莊園形象歷經三種演化過程，彷彿走過作家的一生，到了

晚年，對布寧而言，莊園已昇華為俄羅斯的象徵，不管歷經多少時間，莊

園（俄羅斯）是作家畢生難忘的永恆愛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