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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断想：十月革命与苏联知识分子

张建华

【 内 容 提 要 】 十月革命曾经是苏联史学的“宏大叙事”与核心问题，苏联时期的史

学著作无一不标示“以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为开端揭开了现代史的时代”。

而在十月革命前萌芽的苏维埃文化，在其后得到了发展，并且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最

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苏联知识分子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

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关  键  词】十月革命　苏维埃文化　知识分子　群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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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十月革命

苏联时代，十月革命在俄文中的表达是极为特

殊的，要么以大写方式简写为“十月”（Октябрь），

要么以大写方式郑重标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强调十月

革命对于俄国和世界的巨大意义，以及这场革命的

首创性和独特性并彰显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在时

光穿越九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十

月革命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意识

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的重大影响力。即便是

因鲜明的学术观点和固执的政治理念而被苏联（俄

罗斯）和东方国家视为“不受欢迎的学者”、美国“学

者—政治家联合体”领军人物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家塞缪尔 • 亨廷顿①也是毫不犹豫地将十月革命归

入“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

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

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暴烈的国内变革”② 

的“伟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之列，与英国

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相提并

论，以区别于毫无建树、盲目破坏和违逆人类的“暴

力革命”（Violent Revolution）。

十月革命曾经是苏联史学的“宏大叙事”与核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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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8年 12月 24日亨廷顿在美国马萨葡萄园岛上用那本引起了东

西方之间“学术冲突”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版税所建的

别墅里去世，西方以及东方国家媒体均以“当代的马基雅维里”、“杰出

的政治思想家”、“20世纪的苛严审视者”赞誉其一生及其学术成就，极

尽哀荣。

② [美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

版社1989年版，第 241页。他又将革命分为西方型和东方型的革命。西方

型革命分为摧毁现存政治制度、动员新的政治集团参与政治、建立新制度

三个阶段。东方型革命的模式首先是动员新的政治集团，接着创立新制度，

后是推翻旧的政治秩序。他认为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

墨西哥革命均属于西方型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属于东方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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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题，苏联时期的史学著作无一不标示“以俄国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为开端揭开了现代

史的时代”①。但是自十月革命爆发之日起，在布尔

什维克高层内部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高尔基

等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外部有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

苏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有卢莎 •卢森堡、考茨基和葛兰西等人对之的责难

之声。在国际学术界以及中国史学界，就十月革命

史学问题始终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和讨论。时至今日，

十月革命史学仍似“学术幽灵”般游荡于俄罗斯史

学界。在十月革命爆发 90周年的 2007 年，俄罗斯

学术界的传统派和自由派就这场革命的评价展开了

论争。《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ая новость）发表

了由经济学家布兹加林等 17名俄罗斯著名学者（其

中包括 6名职业历史学家或历史学博士）联署的文

章《十月革命对于我们、俄罗斯和全世界》（«Октябрь 
для нас, России и всего мира»），大声呼吁维护十月

革命的价值观，特别强调“十月革命不是阴谋，而

是社会革命”。理由是“十月革命的火光不是被阴

谋家抑或国外政权的代理人点燃的，而是一场前所

未有的仅仅通过呼吁而引发的社会地震、飓风、海啸。

当大量流行的不满情绪集中于唯一全能的时势，革

命因事件的内在逻辑而爆发”②。这篇同时以英文、

德文、法文和日文向全世界公开发表的文章认为 ：

“十月革命使超民族的与超越认同的解放和社会正

义的理想统一起来。” “十月革命曾经是而且仍然

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不能拒绝这个俄罗斯历史上至

关重要的部分。”③ 

十月革命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变法维新的

时候了。

第一，应该摒弃十月革命史学本身过度承载的

政治化倾向。如西方学术界习惯于使用“雅各宾式

恐怖”、“布尔什维克暴政”的文字评价这场革命；

苏联学术界习惯于生硬使用“开辟人类新纪元”、

“世界革命的起点”等纯政治概念来注释这场革命；

中国学术界以往也习惯围绕十月革命爆发的“必然

性”或“偶然性”进行模式化的研究。政治问题应

该还给政治，史学问题应该回归史学，分清十月革

命历史与十月革命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第二，应该以大视角和长时段的史学视野看待

这场革命，解决由来已久的“想象的历史”和“真

实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从研究视角来看，将九十

多年前这场伟大革命置于俄国现代化和世界现代化

的浪潮之中，置于整体世界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下，

更易辨析其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从问题时限来看，

既然十月革命在样式和内容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伟大革命，其在当时和对历史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

于一时、一地和一国。就时间而言，不应该仅仅把

十月革命看成是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一夜的武装起义和获得政权，或者仅仅看成是

1918 年年底前苏维埃政权在全俄的“凯歌行进”，

或者仅仅看成是 1920 年底旧俄将军叛乱被平息和

帝国主义第二次武装干涉失败。其实，“革命”

一词（英俄文分别为 Revolution/Революция）既包

含即时性的“政变”（Coup d’etat/Переворот）之

语义，也包含过程性的“变革”（Transformation/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之语义，对于十月革命这场影响

巨大的“伟大革命”更应如此认识。十月革命胜利

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曾理想化地将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毕其功于一役”，因而采取了

加速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④战略和策略，实施

不到两年却屡遭败绩。列宁果断放弃，力主转向长

时段和渐进式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思想中

特别强调这一转折的必要性。因此，在笔者看来，

十月革命实际上包括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建设、十月革命在欧洲和全世界

影响的渐次扩展、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成功完成。

这一革命性过程（1917 ～ 1936 年）经历了一个较

长时段。

第三，应该将十月革命理解为政治革命、社会

革命、经济革命以及更为深刻的文化革命的全方

位变革。与其称十月革命为短暂的急风暴雨般的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置于历史视野下观

察其“文化革命”的漫长轨迹。因为与旧制度的政

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文

化决裂乃至文化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旋流暗

结并且过程复杂。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建立一

①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 8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

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页。

② Бузгалин А.В.и др.,Октябрь для нас, России и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007-06-01.

③  Там же.
④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以往多译为战时共产主义，极易将“战时”

理解成为“暂时”（Временный），因而不能准确表达其时代背景和真实

含义，已有多数学者主张译为“军事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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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

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苏维埃文化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这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和政权领导者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

的第三天（1917 年 11 月 9 日），人民委员会就建

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强力部

门”。列宁在晚年的遗作中，一方面遗憾地感叹新

政权建立已逾 5 年，但“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

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

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①，盛行其间仍然是“糟

糕之极的前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特别强调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

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

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

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

去了。……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

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确在于文化主

义”②。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化主

义当然并不局限于发展教育和扫除文盲，还包括更

广泛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列宁宣布：“只

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成为完全的

社会主义国家了。”③

因此，应该重视“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初

期建设在十月革命史学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理解苏维埃文化

列宁晚年思想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文化组织工

作”和“文化主义”的重要性，根本原因是他清楚

地体察到了今天被国际学术界共识为“软实力”

（Soft Power）的“文化建设”在政权建设和国家

体制中的重要位置④。

而与列宁同时代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名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 20 世纪 20 年代

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⑤理论，并且这一

理论在其政治学和思想武库中占据重要位置。他称

自己仅46年的一生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考察曾被其称为“乌托

邦”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苏维埃文化得失时采

取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也更发人深省。

葛兰西将文化在新国家和新制度初立时期不可替代

的意识形态职能凸显出来，即统治者借助于文化手

段影响并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其服从于现存的政

治和社会秩序。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无

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

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

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

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⑥ 

对于国家有效治理和政权有效运作而言，文化

领导权实际上就是掌握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主

动权和影响权，以全新形式出现的苏维埃文化既是

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更是目的之本身。

从公元 882 年俄罗斯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国

家基辅罗斯立国始，俄罗斯文化的因素即开始积累。

至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化积淀深厚，已经成为人

类文化宝库中极为繁荣、极具价值和旺盛生命力的

民族文化。它经历了 19 世纪初叶以普希金为代表

的“黄金时代”，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托尔斯泰、

柴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列宾、高尔基和别尔嘉

耶夫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此外，罗蒙诺索夫、

门捷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和米丘林等

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创造的物质成果也是俄罗斯文化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俄罗斯文化是历史留给苏维

埃国家的一份优秀的历史遗产和民族遗产。

在新政权和新国家建设初期，尽管有代表极左

倾向的“无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和“拉

普派”（Рапповцы）高喊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

格林卡和托尔斯泰“扔到北冰洋去”，以建立“纯

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的喧世声浪，

但列宁与主管文化教育事务的卢那察尔斯基、克鲁

普斯卡娅以及著名作家高尔基都特别强调苏维埃文

化与俄罗斯文化的继承关系。因为“无产阶级文化

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

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它是在“吸收和创

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

值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⑦。

另一方面，苏维埃文化在十月革命前萌芽、十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

②  同上，第36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④ 张建华：《红色领袖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对“文化革命”和苏

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 1期。

⑤ 英文为 Cultural Hegemony，又译文化霸权。

⑥ [意 ]安东尼奥 •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2页。

⑦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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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后发展和 30 年代中期 终形成的过程中也

展现了其与俄罗斯文化的区别。

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无法代表俄罗斯文化的整体。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

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

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通

用的民族概念。

苏维埃文化是主观的动员型文化，非客观的进

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

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

用而成的。

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

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

限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

苏维埃文化是通俗型文化，而非经典（精致）

型文化。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 有发言权

的体验者和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

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①。

三、理解苏维埃知识分子

在 俄 国 社 会 思 想 史 上，“ 知 识 分 子”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②

概念的生成和流变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俄国知识

分子形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③，然而“知识分子”

概念的成熟却是较为晚近的事④。“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来源于拉丁语“Intellegens”，其含义为“理解的” 

（понимающий）、“思考的”（мыслящий）和“理

智的”（разумный），其动词“Intellego”的含义

相应为“理解”、“思考”和“感知”。古罗马时

代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

将“Intellegen”的含义扩展为“Intellegentia”，意

思为“理解能力”。随后“Intellegentia”的含义在

后人使用时再度加以扩展，其含义包括：（1）作

为名词使用，即“解释力”、“理解力”、“认识力”

和“认知力”等 ；（2）包含动词意义，即“理解”、“思

想”和“辨别”等 ；（3）外延为指特殊技能，即“能力”、

“技术”和“方法”等。1725 ～ 1750 年间，俄国

著名学者特列基亚科夫斯基将拉丁语“intellegentia”
以意译的形式翻译为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把该词的含义解释为“理性”（разумность）。

到 1819 年，彼得堡大学教授加利奇在编辑《哲学

辞典汇编》时收入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把德国

哲学家谢林的学说解释为“理性精神”和“高级意

识”⑤。俄国文学家舍尔古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
也主张将俄国知识分子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

量”和“理智力”⑥。

文学家、出版家和政论家博博雷金在 1866 年

第一次使用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并且在

1875年用这个词来界定掌握“高尚的智力和伦理文

化”（высокая умственная и э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和从事“智力”（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活动的俄国

社会阶层。他推断知识分子是俄国“道德和伦理

现象”（мор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认为这

是与其他阶层，包括“智力劳动者”（работники 
ум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的 大区别，而“智力劳动者”

仅仅是“受教育阶层”（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

同义词⑦。

19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俄国知识分子群体

的形成及其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影响的扩大，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便在俄国思想文化界被广泛使

用。俄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大大地强化了源于

① 张建华：《红色领袖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对“文化革命”和苏

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② 中国学者通常把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译为知识阶层，以强调其共同使命，

强调它是一个由知识人组成的共同体。将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和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译为知识分子，强调其职业特征和教育特征。

③ 当代俄罗斯学者（如利哈乔夫、康达科夫、谢缅尼科娃等），西

方学者（如柏林、派普斯、拉伊夫等）和中国学者（如姚海、朱达秋、李

小桃和张建华等）均持此观点。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张建华：《俄国知识分

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 78页。

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在俄国 古老的、

成书于 19世纪 60年代中期的达里所编《大俄罗斯活语详解辞典》（Даль 
В.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络版中未见其词条和

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其重要标志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俄罗斯召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公布了大量相关档案，出

版了大量相关论文和著作，并且在高等学校和科学院以苏联知识分子为题

的学位论文数量大大增加。См.:Какоурова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 - начале 1930-х гг. :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3.№ 2。

⑤ 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М.,2003.
С.247-248.

⑥ [俄 ]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⑦ 博博雷金自称“知识分子”概念的“教父”（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См.:Боборыкин П.Д.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М.,1904.№.12. 
С.80-81.,Боборыкин П.Д.Подгнившие  “Вехи”//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статей.М.,1909.С.29. 然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施密特在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早在 1836 年就

写下了“优秀的彼得堡贵族代表了整个俄国欧化的知识分子”的句子。

См.: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М.,2003.C.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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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

面的原生意义，也强化了哲学层面、道德层面和社

会层面的扩展意义。就道德层面而言，俄国历史文

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的土壤为“知识分子”概念

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мессианство）和“普

世主义”（универсализм）。就社会层面而言，俄

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批判者、

规范者和建设者，乃至领导者和“社会良心”的角

色。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 А.А. 加尔金强调的：“知

识分子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其专业品质，而且还在于

其对同胞、社会和全人类命运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有知识、精神性和正直、‘坚定的遵守道德原则’

是知识分子的特点。尽管这些品质同样为体力劳动

者所拥有。”① 

伴随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剧烈的政治转型与社

会变迁，伴随着由“帝俄”时代向“苏联”时代

的转换，伴随着政治建构、社会建构和更为深远

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概念无论就其内涵和外延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不限于 19 世纪

以及十月革命前纯思想（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和智识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领域，伴随着俄国知识分子

的群体转型，知识分子概念在学科领域、职业范围、

地区分布、民族属性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扩展，即经

历着多元化、技能化和职业化的过程。

旧俄知识分子的转型、从工人农民中培育新型

知识分子以及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本身就是文

化革命的关键内容和重要成果。著名历史学家、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

克罗夫斯基院士在 1928 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

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

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②斯大林在

1936 年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

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③这意味着，

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结束，苏维埃知识分子队

伍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学术著述中，“苏联知

识分子”与“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常常被混用，

其实两者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苏联的”（СССР/
USSR）通常指代政体，体现的是国家概念；“苏

维埃的”（Советский/Soviet）通常指代国体，包

括强烈政治含义。因此，准确地讲，“苏联知识分子”

概念宽泛，包含了苏联境内各种职业和政治倾向

的知识分子，乃至苏联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

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内涵较窄，专指拥护苏联共

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

分子。而且，“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在苏联早期，

即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和角色建构时期具有特别的

意义。

四、理解十月革命背景与苏维埃文化
         框架下的知识分子群体转型
         与角色建构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

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

新者和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

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不仅是苏维

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

化改造的客体。

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明显出现了三

种分化趋向。

第一种趋向是少部分欢迎革命并公开拥护新制

度的知识分子继续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及时调

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苏维埃社会转型的要求，积极

参与新政权的建设。 

第二种趋向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持反苏反共立场

的敌对态度，宣扬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反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种趋向是部分知识分子继续坚持知识分子

的独立性、自主性、批判性和公共性，成为关心社

会及时代的批判者和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他们在政

治上持中立的、“不干涉政治”④的立场和观望态度。

而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苏维埃

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也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其一是通过法律约制、政治整肃和思想规训的

方式，吸引和改造旧俄知识分子，使其在政治目标

① Галкин А.А.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ласть. 1998. 
№ 4.

②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1932.№4-5.С.47.
③ 《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

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 47～ 57页。

④  Федюкин С.А. Партия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1983,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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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生理想方面、在专业研究和创作方向上发生巨

变， 终在思想和行动上忠于苏维埃政权，从而完

成由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

的彻底转变。

其二是通过行政措施和政权培育的方式，直接

从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和群众中培养自己的知识

分子，力争使这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具备政治上可靠

的特质，而且具备业务上过硬的能力，并且 终取

代旧知识分子以及从旧知识分子中被成功改造的知

识分子。因此他们被苏维埃政权视为 有前途和

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苏维埃知识分子”

（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的

社会主义知识分子”（народ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苏维埃国家知识分子”（совет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知识分子”

（народ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总之，旧俄知识分子的群体转型和角色建构过

程、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历程同样都是长期

的和艰难的，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对于知

识分子和苏维埃政权来说，这一过程有欢乐，也有

痛苦；有成就，也有失误。犹如亲身经历了 20 世

纪初俄国数次急风暴雨以及知识分子转型的苏联

著名作家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在其自传体著作

《人 •岁月 •生活》（«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中所

言：“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Тому тяжело, 
кто помнит все）。”①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苏 ]爱伦堡：《人•岁月 •生活》，上卷，冯江南、秦顺新译，

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Abstrac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once a grand narrative of Soviet history and essenti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times, historical works all indicate that “we have unveiled the era of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October Revolution of Russia”. The Soviet culture budding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developed thereafter 
and fi nally took shape in the mid-30s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llectuals, as innovators and spreaders of social value 
culture and ideolo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Soviet intellectuals were not only the main bo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viet socialist culture, but also the objects transformed by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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