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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 伊里奇之死 

托爾斯泰/著 

 

 

一 

 

 

在法院大廈裡，當梅爾文斯基案審訊暫停時，法官和檢察官都聚集在伊凡．葉果羅維

奇．謝貝克辦公室裡，談論著鬧得滿城風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

情緒激動，認為此案不屬本院審理範圍；伊凡．葉果羅維奇堅持相反意見；彼得．伊

凡內奇一開始就沒加入爭論，始終不過問這事，而翻閱著剛送來的《公報》。 

 

  「諸位！ 」他說，「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嗎？』 

 

  「喏，您看吧！ 」他對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說，同時把那份散發出油墨味的

剛出版的公報遞給他。 

 

公報上印著一則帶黑框的訃告：「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親

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 1882 年 2 月 4 日逝世。茲訂于禮拜五下午一

時出殯。』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幾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歡他。他病了幾個禮拜，據說患的是

不治之症。他生病以來職位還給他保留著，但大家早就推測過，他死後將由阿曆克謝

耶夫接替，而阿列克謝耶夫的位置則將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別爾接替。因此，一聽到伊

凡．伊里奇的死訊，辦公室裡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對他們本人和親友在

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麼影響。 

 

  「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別爾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想。 

「這個位置早就說好給我了，而這樣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車馬費之外每年淨增加八百

盧布收入。』 

 

「這下子我可以申請把內弟從卡盧加調來，」彼得．伊凡內奇想。 「妻子一定會很

高興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說我不關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這一病恐怕起不來了，」彼得．伊凡內奇說。 「真可憐！』 

 

  「他究竟害的是什麼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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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醫生都說不準。或者說，各有各的說法。我 後一次看見他，還以為他會

好起來呢。』 

 

  「自從過節以來我就沒有去看過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麼，他有財產嗎？』 

 

  「他妻子手裡大概有一點，但很有限。』 

 

  「是啊，應該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 

 

  「從您那兒去是很遠。您到什麼地方去都很遠。』 

 

  「嘿，我住在河對岸，他總是有意見，」彼得．伊凡內奇笑眯眯地瞧著謝貝克，

說。大家又說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內各區距離太遠之類的話，然後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訊使每個人不由得推測，人事上會因此發生什麼更動，同時照例使

認識他的人都暗自慶倖：「還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沒有死，」人人都這樣想，或者有這樣的感覺。伊凡．伊里

奇的知交，他的所謂朋友，都同時不由自主地想，這下子他們得遵循習俗，參加喪禮，

慰問遺孀了。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 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內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同過學，自認為受過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飯時，彼得．伊凡內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告訴了妻子，同時講了爭取把內弟調

到本區的想法。飯後他不休息，就穿上禮服，乘車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門口停著一輛自備轎車和兩輛出租馬車。在前廳衣帽架旁的牆上，靠

著帶穗子和擦得閃閃發亮的金銀飾帶的棺蓋。兩位穿黑衣的太太在這裡脫去皮外套。

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內奇認識她；另一位沒有見過面。彼得．

伊凡內奇的同事施瓦爾茨從樓上下來，一看見他進門，就站住向他使了個眼色，仿佛

說：「伊凡．伊里奇真沒出息，咱們可不至於如此。』 

 

施瓦爾茨臉上留著英國式絡腮鬍子，瘦長的身體穿著禮服，照例表現出一種典雅莊重

的氣派，但這同他天生的頑皮性格不協調，因此顯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內奇心裡有

這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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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伊凡內奇讓太太們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著她們上樓。施瓦爾茨在樓梯頂上站

住，沒有下來。彼得．伊凡內奇懂得施瓦爾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約定，今晚到什麼地

方去打橋牌。太太們上樓向孀婦屋裡走去；施瓦爾茨卻一本正經地抿著厚嘴唇，眼睛

裡露出戲謔的神氣，擠擠眉向彼得．伊凡內奇示意，死人在右邊房間。 

 

彼得．伊凡內奇進去時照例有點困惑，不知做什麼好。但有一點他很清楚，逢到這種

場合，畫十字總是不會錯的。至於要不要同時鞠躬，他可沒有把握，因此選擇了折衷

辦法：他走進屋裡，動手畫十字，同時微微點頭，好像在鞠躬。在畫十字和點頭時，

他向屋子裡偷偷環顧了一下。有兩個青年和一個中學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兒，

一面畫十字，一面從屋子裡出來。一個老婦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一個眉毛彎得出

奇的女人在對她低聲說話。誦經士身穿法衣，精神飽滿，神態嚴峻，大聲念著什麼，

臉上現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充當餐室侍僕的莊稼漢蓋拉西姆躡手躡腳地從彼得．

伊凡內奇面前走過，把什麼東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內奇一看見這情景，立刻聞

到淡淡的腐屍臭。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時，在書房裡看到過這個莊稼漢。當時他

在護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別喜愛他。彼得．伊凡內奇一直畫著十字，向

棺材、誦經士和屋角桌上的聖像微微鞠躬。後來，他覺得十字已畫得夠了，就停下來

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裡，也像一般死人那樣，顯得特別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襯墊裡，腦

袋高高地靠在枕頭上，蠟黃的前額高高隆起，半禿的兩鬢凹進去，高聳的鼻子仿佛壓

迫著上唇。同彼得．伊凡內奇上次看見他時相比，他的模樣大變了，身體更瘦了，但

他的臉也像一般死人那樣，比生前好看，顯得端莊。臉上的神態似乎表示，他已盡了

責任，而且盡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態還在責備活人或者提醒他們什麼事。彼得．伊

凡內奇卻覺得沒有什麼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沒有事跟他有關系。他心裡有點不快，就

又匆匆畫了個十字——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十字畫得太快，未免有點失禮——轉身往門

口走去。施瓦爾茨寬寬地叉開兩腿站在穿堂裡等他，雙手在背後玩弄著大禮帽。 

 

彼得．伊凡內奇瞧了瞧服飾雅致、模樣頑皮可笑的施瓦爾茨，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他

知道施瓦爾茨性格開朗，不會受這裡哀傷氣氛的影響。他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伊凡．

伊里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說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

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

樂的聚會。他就把這個想法低聲告訴從旁邊走過的彼得．伊凡內奇，並建議今晚到費

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打牌。不過，彼得．伊凡內奇今天顯然沒有打牌的運氣。普拉

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同幾位太太從內室出來了。她個兒矮胖，儘管她千方百計要自

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卻一個勁兒向橫裡發展。她穿一身黑衣，頭上包一塊花

邊頭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個女人一樣彎得出奇。她把她們送到靈堂門口，說： 

 

 「這下子我可以申請把內弟從卡盧加調來，」彼得．伊凡內奇想。 「妻子一定

會很高興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說我不關心她家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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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想到，他這一病恐怕起不來了，」彼得．伊凡內奇說。 「真可憐！』 

 

  「他究竟害的是什麼病啊？』 

 

  「幾個醫生都說不準。或者說，各有各的說法。我 後一次看見他，還以為他會

好起來呢。』 

 

  「自從過節以來我就沒有去看過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麼，他有財產嗎？』 

 

  「他妻子手裡大概有一點，但很有限。』 

 

  「是啊，應該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 

 

  「從您那兒去是很遠。您到什麼地方去都很遠。』 

 

  「嘿，我住在河對岸，他總是有意見，」彼得．伊凡內奇笑眯眯地瞧著謝貝克，

說。大家又說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內各區距離太遠之類的話，然後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訊使每個人不由得推測，人事上會因此發生什麼更動，同時照例使

認識他的人都暗自慶倖：「還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沒有死，」人人都這樣想，或者有這樣的感覺。伊凡．伊里

奇的知交，他的所謂朋友，都同時不由自主地想，這下子他們得遵循習俗，參加喪禮，

慰問遺孀了。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 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內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同過學，自認為受過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飯時，彼得．伊凡內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告訴了妻子，同時講了爭取把內弟調

到本區的想法。飯後他不休息，就穿上禮服，乘車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門口停著一輛自備轎車和兩輛出租馬車。在前廳衣帽架旁的牆上，靠

著帶穗子和擦得閃閃發亮的金銀飾帶的棺蓋。兩位穿黑衣的太太在這裡脫去皮外套。

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內奇認識她；另一位沒有見過面。彼得．

伊凡內奇的同事施瓦爾茨從樓上下來，一看見他進門，就站住向他使了個眼色，仿佛

說：「伊凡．伊里奇真沒出息，咱們可不至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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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爾茨臉上留著英國式絡腮鬍子，瘦長的身體穿著禮服，照例表現出一種典雅莊重

的氣派，但這同他天生的頑皮性格不協調，因此顯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內奇心裡有

這樣的感覺。 

 

彼得．伊凡內奇讓太太們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著她們上樓。施瓦爾茨在樓梯頂上站

住，沒有下來。彼得．伊凡內奇懂得施瓦爾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約定，今晚到什麼地

方去打橋牌。太太們上樓向孀婦屋裡走去；施瓦爾茨卻一本正經地抿著厚嘴唇，眼睛

裡露出戲謔的神氣，擠擠眉向彼得．伊凡內奇示意，死人在右邊房間。 

 

彼得．伊凡內奇進去時照例有點困惑，不知做什麼好。但有一點他很清楚，逢到這種

場合，畫十字總是不會錯的。至於要不要同時鞠躬，他可沒有把握，因此選擇了折衷

辦法：他走進屋裡，動手畫十字，同時微微點頭，好像在鞠躬。在畫十字和點頭時，

他向屋子裡偷偷環顧了一下。有兩個青年和一個中學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兒，

一面畫十字，一面從屋子裡出來。一個老婦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一個眉毛彎得出

奇的女人在對她低聲說話。誦經士身穿法衣，精神飽滿，神態嚴峻，大聲念著什麼，

臉上現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充當餐室侍僕的莊稼漢蓋拉西姆躡手躡腳地從彼得．

伊凡內奇面前走過，把什麼東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內奇一看見這情景，立刻聞

到淡淡的腐屍臭。 

 

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時，在書房裡看到過這個莊稼漢。當時他在護理伊凡．伊里

奇，伊凡．伊里奇特別喜愛他。彼得．伊凡內奇一直畫著十字，向棺材、誦經士和屋

角桌上的聖像微微鞠躬。後來，他覺得十字已畫得夠了，就停下來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裡，也像一般死人那樣，顯得特別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襯墊裡，腦

袋高高地靠在枕頭上，蠟黃的前額高高隆起，半禿的兩鬢凹進去，高聳的鼻子仿佛壓

迫著上唇。同彼得．伊凡內奇上次看見他時相比，他的模樣大變了，身體更瘦了，但

他的臉也像一般死人那樣，比生前好看，顯得端莊。臉上的神態似乎表示，他已盡了

責任，而且盡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態還在責備活人或者提醒他們什麼事。彼得．伊

凡內奇卻覺得沒有什麼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沒有事跟他有關系。他心裡有點不快，就

又匆匆畫了個十字——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十字畫得太快，未免有點失禮——轉身往門

口走去。施瓦爾茨寬寬地叉開兩腿站在穿堂裡等他，雙手在背後玩弄著大禮帽。 

 

彼得．伊凡內奇瞧了瞧服飾雅致、模樣頑皮可笑的施瓦爾茨，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他

知道施瓦爾茨性格開朗，不會受這裡哀傷氣氛的影響。他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伊凡．

伊里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說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

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

樂的聚會。他就把這個想法低聲告訴從旁邊走過的彼得．伊凡內奇，並建議今晚到費

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打牌。不過，彼得．伊凡內奇今天顯然沒有打牌的運氣。普拉

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同幾位太太從內室出來了。她個兒矮胖，儘管她千方百計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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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卻一個勁兒向橫裡發展。她穿一身黑衣，頭上包一塊花

邊頭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個女人一樣彎得出奇。她把她們送到靈堂門口，說： 

 

 「三天三夜極度的痛苦，然後死去。這種情況也可能隨時落到我的頭上，」 

他想，刹那間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種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

鎮靜下來：「這種事只有伊凡．伊里奇會碰上，我可決不會碰上。這種事不應該也不

可能落到我的頭上。 」他想到這些，心情憂鬱，但施瓦爾茨分明向他做過暗示，他

不該有這種心情。彼得．伊凡內奇思考了一下，鎮靜下來，詳細詢問伊凡．伊里奇臨

終前的情況，仿佛這種事故只會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決不會發生在他身上。 

 

在談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體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況以後（這種痛苦，彼得．伊凡內

奇是從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神經所受的影響上領會的），孀婦顯然認為該轉到

正題上了。 

 

  「唉，彼得．伊凡內奇，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了，太難受了，」她又哭起來。 

 

彼得．伊凡內奇歎著氣，等她擦去鼻涕眼淚，才說：「真是想不到……』 

 

接著她又說起來，說到了顯然是她找他來的主要問題。她問他丈夫去世後怎樣向政府

申請撫恤金。她裝作向彼得．伊凡內奇請教，怎樣領取贍養費，不過他看出，因丈夫

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錢，這事她已經瞭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還清楚。她

不過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過什麼辦法弄到更多的錢。彼得．伊凡內奇竭力思索，想

到幾種辦法，但 後只是出於禮節罵了一通政府的吝嗇，說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錢了。

於是她歎了一口氣，顯然要擺脫這位來客。他理會了，就按滅香煙，站起身，同孀婦

握了握手，走到前廳。 

 

餐廳裡擺著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地從舊貨店買來的大鐘。彼得．伊凡內奇在那裡遇

見神父和幾個來參加喪事禮拜的客人，還看見一位熟識的美麗小姐，就是伊凡．伊里

奇的女兒。她穿一身黑衣，腰身本來很苗條，如今似乎變得更苗條了。她的神態憂鬱、

冷淡，甚至還有點憤慨。她向彼得．伊凡內奇鞠躬，但那副神氣顯出仿佛他有什麼過

錯似的。女兒後面站著一個同樣面帶慍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內奇認識他是法院偵審

官，家裡很有幾個錢，而且聽說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內奇沮喪地向他們點點頭，

正要往死人房間走去，這時樓梯下出現了在中學念書的兒子。這孩子活脫就是年輕時

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內奇記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念書時就是這個模樣。 

 

這孩子眼睛裡含著淚水，神態也像那些十三四歲的愣小子。他一看見彼得．伊凡內奇，

就憂鬱而害臊地皺起眉頭。彼得．伊凡內奇向他點點頭，走進靈堂。喪事禮拜開始了：

又是蠟燭，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淚，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內奇皺緊眉頭站

著，眼睛瞅著自己的雙腳。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禮拜結束他的心情都沒有受悲傷

氣氛的影響，並且第一個走出靈堂。前廳裡一個人也沒有。充任餐廳侍僕的莊稼漢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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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姆從靈堂奔出來，用他那雙強壯的手臂努力在一排外套中間翻尋著，終於把彼

得．伊凡內奇的外套找出來，遞給他。 

 

  「嗯，蓋拉西姆老弟，你說呢？ 」彼得．伊凡內奇想說句話應酬一下。 「可憐

不可憐哪？』 

 

  「這是上帝的意思！我們都要到那裡去的，」蓋拉西姆露出一排潔白整齊的莊稼

漢的牙齒，說，接著就像在緊張地幹活那樣猛地推開門，大聲呼喊馬車夫，把彼得．

伊凡內奇送上車，又奔回臺階上，仿佛在考慮還有些什麼事要做。 

 

在聞過神香、屍體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後，彼得．伊凡內奇特別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鮮

空氣。 

 

  「上哪兒，老爺？ 」馬車夫問。 

 

  「不晚。還可以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內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時候，第一局牌剛結束，因此他就順當地成了

第五名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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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極其普通、極其簡單而又極其可怕。 

 

他是個法官，去世時才四十五歲。他父親是彼得堡一名官員，曾在好幾個政府機關任

職，雖不能勝任某些要職，但憑著他的資格和身份，從沒被逐出官場，因此總能弄到

一些有名無實的官職和六千到一萬盧布的有名有實的年俸，並一直享受到晚年。 

伊里亞．葉斐莫維奇．高洛文就是這樣一個多餘機關裡的多餘的三等文官。 

 

他有三個兒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親一樣官運亨通，不過在另一個

機關，也快到領乾薪的年齡。老三沒有出息。他在幾個地方都敗壞了名聲，眼下在鐵

路上供職。父親也好，兩位哥哥也好，特別是兩位嫂子，不僅不願同他見面，而且非

萬不得已從不想到有他這樣一個兄弟。姐姐嫁給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樣是彼

得堡的官員。伊凡．伊里奇是所謂家裡的佼佼者①。他不像老大那樣冷淡古板，也不

像老三那樣放蕩不羈。他介於他們之間：聰明，活潑，樂觀，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

法學院念過書。老三沒有畢業，念到五年級就被學校開除了；伊凡．伊里奇則畢了業，

而且成績優良。他在法學院裡就顯示了後來終生具備的特點：能幹，樂觀，厚道，隨

和，但又能嚴格履行自認為應盡的責任，而他心目中的責任就是達官貴人所公認的職

責。他從小不會巴結拍馬，成年後還是不善於阿諛奉承，但從青年時代起就像飛蛾撲

火那樣追隨上層人士，模仿他們的一舉一動，接受他們的人生觀，並同他們交朋友。

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熱情在他身上消失得乾乾淨淨。他開始迷戀聲色，追逐功名，

後發展到了自由放縱的地步。不過，他的本性還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於過分

逾越常規。 

 

在法學院裡，他認為自己的有些行為很卑劣，因此很嫌惡自己。但後來看到地位比他

高的人都在那樣幹，而且並不認為卑劣，他也就不以為意，不再把它們放在心上，即

使想到也無動於衷。 

 

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畢業，獲得十等文官官銜，從父親手裡領到治裝費，在著名的

沙爾瑪裁縫鋪裡定制了服裝，表墜上掛一塊《高瞻遠矚》②的紀念章，嚮導師和任校

董的親王辭了行，跟同學們在唐農大飯店歡宴話別，帶著從 高級商店買來的時式手

提箱、襯衣、西服、剃刀、梳妝用品和旅行毛毯，走馬上任，當了省長特派員。這個

官職是他父親替他謀得的。 

 

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學院那樣過得稱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業

業，生活得歡快而又不失體統。他有時奉命到各縣視察，待人接物穩重得體，對上待

下恰如其分，不貪贓枉法，而且總能圓滿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處理好分裂派

教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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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年輕放蕩，但處理公務卻異常審慎，甚至可以說是鐵面無私；在社交場中，他

活潑風趣而又和藹有禮，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們家的常客——稱讚他

的那樣，是個好小子③。 

 

他同省裡一位死纏住他這個風流法學家的太太有曖昧關係；還同一個女裁縫私通；有

時同巡察的副官們狂飲歡宴，飯後還去花街柳巷尋歡作樂。他奉承上級長官，甚至長

官夫人，手法高明，無懈可擊，從未引起非議，人家至多說一句法國諺語：年輕時放

蕩在所難免。 ④這一切他都幹得體體面面，嘴裡說的又是法國話，主要則是因為他

躋身在 上層，容易博得達官顯貴的青睞。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幹了五年。接著他的工作調動了，因為成立了新的司法機關，需

要新的官員。 

 

於是伊凡．伊里奇就調任這樣的新職。 

 

伊凡．伊里奇被推薦任法院偵訊官的職務，他接受了，雖然這位置在另一個省裡，因

此他得放棄原有的各種關係，另起爐灶，重新結交朋友。朋友們給伊凡．伊里奇餞行，

同他一起攝影，還贈給他一個銀煙盒留念。他就走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當法院偵訊官同樣循規蹈矩⑤，公私分明，並且像做特派員一樣受到普

遍尊敬。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偵訊官的工作比原來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

前他感到揚揚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縫製的文官制服，昂首闊步地經過戰戰兢兢等待接

見的來訪者和對他羡慕不止的官員們面前，一直走進長官辦公室，並且跟長官一起喝

茶吸煙；但那時直接聽命于他的人，只有縣警察局長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要在他奉命

出差的時候。他對待他們總是客客氣氣，使他們感到，他儘管操著生殺大權，卻平易

近人，毫無架子。那個時候，這樣直接聽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當上法

院偵訊官，他懂得就連達官貴人的命運也都操在他手裡，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幾句，不

論哪個要人都將成為被告或證人來到他面前，並且得站著回答他的問題，如果他不請

他坐下的話。伊凡．伊里奇從不濫用權力，相反總是不露鋒芒，而這種權力的意識和

適當用權的技術，就成了他擔任新職後 感興趣的事。 

 

從事這項新職，也就是說審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種本領，能排除一切

與本案無關的情節，使各種錯綜複雜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現得簡單明瞭，不帶絲毫個人

意見，完全符合公文要求。這是一項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則屬於第一批執行 1864

年新法典的人。 

 

自從在新地方就任法院偵訊官以來，伊凡．伊里奇結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

關係，獲得了新的社會地位，並多少採取了新作風。他在省裡同政府保持一定距離，

卻周旋于司法界頭面人物和豪門巨富之間，對當局稍表不滿，發表溫和的自由主義言

論和開明觀點。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職後仍舊講究服飾，注意儀錶，只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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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去下巴頦上的鬍子而聽其自然生長。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過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對省長的人關係很好；薪俸比以前優

厚；他逢場作戲，打打紙牌，以增添樂趣。他頭腦聰敏，很會打牌，因此常常贏錢。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職兩年後遇見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

娜．米海爾。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裡 迷人 伶俐 出色的姑娘。伊凡．伊

里奇在公餘之暇，找點消遣，其中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戲謔調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員時常常跳舞，但當上偵訊官後就難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為

了要顯示，儘管他身為偵訊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準可決不比別人差。這樣，有時晚

會將近結束，他就請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這種機會去征服普

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的心。她愛上了他。伊凡．伊里奇並沒有明確想到要結婚，

但既然人家姑娘愛上了他，他就問自己：「是啊，那麼何不就結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出身望族，長得不錯，而且小有家產。伊凡．伊里奇可以

指望找到一個更出色的配偶，但這個配偶也不錯。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

希望她也有同樣多的進款。她出身名門，生得又溫柔美麗，很有教養。說伊凡．伊里

奇同她結婚，是因為愛上這位小姐，並且發覺她的人生觀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實。

說他結婚，是因為在他的圈子裡大家都贊成這門婚事，那同樣不符合事實。伊凡．伊

里奇結婚是出於雙重考慮：娶這樣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達官貴人們又都贊成這門親

事。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結了婚。 

 

在準備結婚和婚後初期，夫妻恩愛，妻子尚未懷孕，再加上嶄新的傢俱，嶄新的餐具，

嶄新的衣服，日子過得很美滿。伊凡．伊里奇認為他原來的生活輕鬆愉快而又高尚體

面，並且受到上流社會的贊許，如今結婚不僅不會損害這種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滿。

但在妻子懷孕幾個月後，出現了一種痛苦難堪而有失體統的新局面，那是他萬萬沒有

料到的，而且怎麼也無法擺脫。 

 

伊凡．伊里奇認為妻子完全出於任性⑥，破壞快樂體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動輒猜疑，

要求他更加體貼她。不論什麼事她都橫加挑剔，動不動就對他大吵大鬧。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繼續用快樂體面的人生態度來排除煩惱。他不管妻子的情緒，照

舊高高興興地過日子：請朋友到家裡來打牌，自己上俱樂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門子。可

是有一次妻子氣勢洶洶對他破口大駡。這以後只要他稍不順她的意，她就把他臭駡一

頓，顯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說要他安守在家裡，並且像她一樣唉聲歎氣，無病

呻吟，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驚膽戰。他懂得了，夫婦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

活，並不能始終維持快樂和體面，相反，常常會損害這樣的氣氛，因此必須設法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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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藉口公務繁忙，來對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他發現這種辦法很

有效，因此常用它來保衛自己的獨立天地。 

 

孩子生後，餵養很費事，常常發生這樣那樣的麻煩，不是嬰兒害病就是做母親的害病，

有時是真病，有時是假病。不管怎樣，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顧，儘管他對這些事一竅

不通。而伊凡．伊里奇保衛自己獨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擾的欲望卻越來越強烈。 

 

妻子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要求越來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來越把生活的重心轉移

到公務上。他更加喜愛官職，醉心功名。 

 

不久，在結婚一年後，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婦生活雖然也有一些好處，但卻是一

種很複雜很痛苦的事。而要盡到自己的責任，過一種受社會贊許的體面生活，必須像

做官一樣建立適當的關係。 

伊凡．伊里奇就給自己建立了這樣的夫婦關係。他對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

常便飯，生活上有照料和過床笫生活，而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

維持社會所公認的體面的夫婦關係。此外，他就自尋歡樂，獲得了歡樂也就心滿意足。

要是家裡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務活動的獨立天地裡去，並在那裡自得其樂。 

 

伊凡．伊里奇當偵訊官，聲譽顯赫，三年後就升任副檢察官。新的官職、重要的地位、

控訴和拘捕任何人的權力、當眾的演說、輝煌的功績——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

官迷心竅。 

 

孩子一個個生下來。妻子變得越來越乖戾，越來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確立的家庭

關係幾乎不受妻子脾氣的影響。 

 

伊凡．伊里奇在這個城市里任職七年，接著被調到另一個省裡當檢察官。他們搬了家，

手頭的錢不多，妻子又不喜歡那新地方。薪俸儘管比原來多，但生活程度高，再說又

死了兩個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搬到新地方後，不論遇到什麼麻煩，總要責怪丈夫。夫婦

間不論談什麼事，尤其是談教育孩子問題，總會聯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爭吵。

夫婦倆如今難得有恩愛的時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暫的。他們在愛情的小島上臨時停

泊一下，不久又會掉進互相敵視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認為

家庭生活不該如此，他准會對這種冷漠感到傷心，不過他不僅認為這樣的局面是正常

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標就是要儘量擺脫家庭生活的煩惱，而表面上又要

裝得若無其事，保持體面。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儘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

已必須這樣做，也總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場的機會。 

 

不過，伊凡．伊里奇這樣過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務。他把全部生活樂趣都集中在

官場的天地裡。而這種樂趣支配了他的整個身心。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對任何人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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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殺大權，每次走進法庭和遇到下屬時那種威風凜凜的氣派（即使只是表面的），

在上司與下屬之間周旋的本領，尤其是自覺高明的辦事能力——這一切都使他揚揚得

意，再加上跟同事們談天、宴會和打牌，他的生活就顯得很充實。總之，伊凡．伊里

奇的生活過得合乎他的願望：快樂而體面。 

 

就這樣他又過了七年。大女兒已經十六歲，另外又死了一個孩子，只剩下一個男孩在

中學念書。這個孩子是引起夫婦爭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讀法學院，而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卻偏把他送進普通中學。女兒在家裡學習，成績良好；兒

子學得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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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凡．伊里奇婚後就這樣過了十七年的光陰。現在他已是一個老檢察官了。他推辭了

幾次工作上的調動，一心想找個更稱心的職司，不料出了一種不愉快的事，把他生活

的安寧給破壞了。伊凡．伊里奇想謀取大學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戈佩捷足先得。

伊凡．伊里奇十分生氣，提出責問，同戈佩吵嘴，又冒犯頂頭上司；他從此受冷遇，

下一次任命也沒有他的份。 

 

這是 1880 年，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 倒楣的年頭。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

面又被人家遺忘。他覺得人家待他極不公平，人家卻認為對他已仁至義盡。就連父親

都認為無須再説明他了。他覺得大家都把他拋棄了，並認為他有三千五百盧布年俸已

很不錯，甚至可說是十分幸福了。人家待他這麼不公平，妻子經常責駡他，家裡入不

敷出，開始負債。這種情況當然談不上正常，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今年夏天，伊凡．伊里奇為了節省開支，同妻子一起到內弟鄉下度假。 

 

在鄉下不做事，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僅感到無聊，而且覺得十分愁悶。他認定無法

這樣過活，必須採取斷然措施。 

 

伊凡．伊里奇不能入睡，在露臺上踱了個通宵，決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爭取調到其

他部門工作，以懲罰他們，懲罰那些不會賞識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顧妻子和內弟的勸阻，乘車上彼得堡。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弄到一個年俸五千盧布的位置。他不再計較是哪個機關，是哪個派

別和哪種工作。他只要一個位置，年俸五千盧布的位置，不論政府機關、銀行、鐵路、

瑪麗皇后御用機關，甚至海關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盧布收入，一定要離開那個不會

賞識他才能的機關。 

 

伊凡．伊里奇此行取得了意外收穫。在庫爾斯克火車站，頭等車廂裡上來一個熟人，

名叫伊林。伊林告訴他庫爾斯克省剛接到電報，部裡 近人事上有重大變動，彼得．

伊凡內奇的位置將由伊凡．謝苗內奇接任。 

 

這次調動，除了對國家有一定影響外，對伊凡．伊里奇具有特殊意義，因為起用了新

人彼得．彼得羅維奇和他的朋友紮哈爾．伊凡內奇。這對他伊凡．伊里奇極其有利，

因為紮哈爾．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學，又是他的好朋友。 

 

在莫斯科，這個消息得到了證實。伊凡．伊里奇來到彼得堡，找到了紮哈爾．伊凡內

奇，後者答應給他在原來的司法部裡謀一個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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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後，他給妻子發了一封電報。 

 

  「紮哈爾接替米勒，我申請後即可提升。』 

 

伊凡．伊里奇通過這次人事調動在他的舊部裡獲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兩級，年俸五

千，再加調差費三千五百。伊凡．伊里奇消除了對原來對頭和整個機關的怨氣，感到

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回到鄉下，興高采烈。他好久沒有這樣快活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

夫娜也很高興，夫婦倆變得和好了。伊凡．伊里奇講到他在彼得堡怎樣受祝賀，原來

的對頭怎樣厚著臉皮巴結他，怎樣羡慕他的地位，特別講到他在彼得堡怎樣受人尊敬。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聽著他講，裝出相信的樣子，也不打岔，心裡卻盤算著怎

樣到新地去重新安排生活。伊凡．伊里奇高興地看到，她的想法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

他們一度坎坷的生活重又變得快樂而體面了。 

 

伊凡．伊里奇只回家幾天。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馬上任。此外，他還得在新地方安頓下

來，把家具什物從省裡運去，再要添置和定做許多新東西。總之，要根據他同普拉斯

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幾乎一致的想法把新居佈置好。 

 

現在，一切都進行得稱心如意，他同妻子又意氣相投。他們倆一起生活的時間很少，

像現在這樣投契，除了婚後頭幾年，還不曾有過。伊凡．伊里奇想把家眷隨身帶走，

可是姐姐和姐夫⑦對伊凡．伊里奇一家忽然十分親熱，弄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獨自先

走。 

 

伊凡．伊里奇走了，事業上一帆風順，同妻子言歸於好，這兩件事互為因果，使他心

情愉快。他找到一座精美的住宅，恰合夫婦倆的心意，高大寬敞的老式客廳、豪華舒

適的書房、妻子的房間、女兒的房間、兒子的書房，一切像是為他們特意設計的。伊

凡．伊里奇親自佈置房間，選擇牆紙，添置傢俱——從舊貨店買來的，式樣特別古雅，

定制了沙發套和窗簾。房子佈置得越來越漂亮，符合他的理想。他佈置到一半，發覺

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等全部完工，將更加富麗堂皇，而決不會流于庸俗。臨睡

前，他想像他的前廳將是什麼樣子。他瞧著沒有佈置好的客廳，仿佛看到壁爐、屏風、

古董架、散放著的小椅子、牆上的掛盤和銅器都已安放得井井有條。他想到妻子和女

兒在這方面跟他有同樣的愛好，看到這種排場，准會大吃一驚，不禁暗暗高興。她們

一定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氣派。他特別得意的是買到一些價廉物美的古董，使整座房子

顯得格外豪華。 

 

他在信裡故意把情況說得差一些，這樣她們一看到就會更加驚訝。他熱衷於裝飾新

居，就連心愛的公務都不那麼感興趣了。有時法院開庭，他也心不在焉：他在考慮究



 - 15 -

竟用什麼樣的窗簾頂簷，直的還是拱的。他對這事興致勃勃，親自動手安放傢俱，重

新掛上窗簾。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點愚笨的沙發裁縫怎樣掛窗簾，一不留神失足

掉下來，但他是個強壯而靈活的漢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傷處痛了

一陣，不久就好了。這一時期，伊凡．伊里奇覺得自己特別快樂和健康。他寫信說：

「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輕了十五歲。 」他原想到九月底把房子佈置好，結果拖到十月

半。不過，房子佈置得十分雅致——不僅他自己這麼認為，凡是看到的人都這麼說。 

 

其實，房子裡的擺設無非是那種不太富裕、卻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氣派，

千篇一律地盡是花緞、紅木傢俱、盆花、地毯、古銅器、發亮銅器，等等。一定階級

的人總是拿這些東西來表示他們一定的身份。伊凡．伊里奇家裡的擺設同人家沒有什

麼兩樣，因此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他卻揚揚自得，以為與眾不同。他到車站去接家

眷，把他們帶到裝修一新的寓所裡，系白領帶的男僕打開擺滿鮮花的前廳，他們走進

客廳、書房，高興得歡呼起來。他領他們到各處觀看，得意揚揚地聽著他們的稱讚，

容光煥發，感到十分幸福。當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隨便問

到他是怎麼摔跤的，他就笑著做給他們看，他怎樣從梯子上掉下來，把沙發裁縫嚇壞

了。 

 

  「幸虧我練過體操。要是換了別人，准會摔壞的，可我只在這兒撞了一下，摸摸

有點疼，但已經好多了，只是有點青腫。』 

 

就這樣他們在新居開始生活，並且也像一般人移居到新地方那樣，覺得還少一個房

間，收入雖然增加，但還嫌錢少——少這麼五百盧布。不過總的來說，他們感到稱心

如意了。 初他們過得特別愉快，房子還沒有完全佈置好，需要再買些什麼，定制些

什麼，有些東西需要搬動，有些東西需要調整。儘管夫婦之間有時意見分歧，但兩人

對新的生活都很滿意，而且有許多事要做，因此沒有發生大的爭吵。等一切都安排舒

齊，他們開始感到有點空虛，但當時還需要結交一批新朋友，培養新習慣，因此生活

還是很充實。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辦公，下午回家吃飯，開頭一個時期情緒很好，雖然為房子

的事有時也有點煩惱。（例如，他發現桌布或沙發面子上有污點，窗簾系帶斷了，就

會發脾氣，因為看到他煞費苦心置辦的東西被損壞，心裡難過。）不過，伊凡．伊里

奇的生活還是過得合乎他的理想：輕鬆、愉快而體面。他每天早晨九時起床，喝咖啡，

看報，然後穿上制服去法院。那兒已為他準備好「軛」，讓他一到就套到身上：接見

來訪者，處理訴訟有關的問題，主持訴訟案件，出席公開庭和預備庭。他必須排除各

種外來干預，免得妨礙訴訟程式，同時嚴禁徇私枉法，嚴格依法辦事。要是有人想探

聽什麼事，而這事不屬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這人發生任何關係，但要是這

人有正式公文，上面寫明事由，那麼伊凡．伊里奇就會根據法律許可的範圍盡力辦去，

並且辦得不違反人情，也就是說面子上過得去。但只要公事一結束，其他關係也就結

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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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法律和人情，這種本領伊凡．伊里奇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且憑著天賦的才

能和長期的經驗，他有時故意把法律和人情混淆起來。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做，那是因

為他自信總有能力劃清兩者的界限，如果需要的話。伊凡．伊里奇辦這種事不僅輕鬆、

愉快和體面，簡直可說是得心應手。在休庭時，他吸煙、喝茶，隨便談談政治、社會

新聞和紙牌，而談得 多的還是官場中的任命。然後，他好像第一小提琴手，出色地

演奏完畢，疲勞地乘車回家。回到家裡，發現母女倆出去了，有時在接待客人，兒子

上學了，有時在跟補課教師複習功課。一切都井井有條。飯後要是沒有客來，伊凡．

伊里奇就看些當時流行的書籍。晚上，他坐下來處理公事：批閱檔，查看法典，核對

證詞。他幹這些，既不感到無聊，也不覺得有趣。要是有機會打牌，那麼處理公事就

感到無聊；要是沒有機會打牌，那麼處理公事總比獨自閑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對要好

得多。伊凡．伊里奇喜歡舉行便宴，邀請有權有勢的先生夫人參加。這種消遣跟其他

同樣身份的人沒有差別，猶如他的客廳跟人家的客廳沒有差別一樣。 

 

他們家裡還舉行過一次舞會。舞會辦得很好，伊凡．伊里奇心情愉快，可惜 後為蛋

糕糖果的事同妻子大鬧了一場。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有她的打算，但伊凡．伊

里奇堅持要到 高級糖果鋪去買糕點，結果買了許多蛋糕。爭吵就是由於蛋糕太多吃

不完，而糖果鋪的賬卻高達四十五盧布引起的。爭吵很激烈，鬧得很不愉快。普拉斯

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罵他：「傻瓜，低能。 」伊凡．伊里奇氣得雙手抱住腦袋，恨

恨地說出離婚之類的話來。不過，晚會本身還是很快活的，前來參加的都是社會名流。

伊凡．伊里奇同特魯峰諾娃公爵夫人跳舞。特魯峰諾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

滅苦難會」的創辦人。 

 

身居要職的樂趣在於自尊心的滿足，社會活動的樂趣在於虛榮心的滿足，但伊凡．伊

里奇的真正樂趣卻在於打牌。他認為，不管生活上遇到什麼煩惱，那像蠟燭一樣驅除

黑暗的 大樂趣，就是同幾個規規矩矩的好搭檔坐下來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

起（五人一起打就很難有結果，雖然得裝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認認真真地打（要是

順手的話），然後吃點夜宵，喝一大杯葡萄酒。打過牌以後睡覺，尤其是稍微贏一點

錢（贏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覺得特別愉快。 

 

他們就這樣過著日子。他們家的來客都是達官貴人，有的地位顯赫，有的年少英俊。 

 

夫妻和女兒待人的態度完全一致。凡是滿臉堆笑、投奔到他們那間牆上裝飾著日本盤

子的客廳來的潦倒親友，他們都加以排斥。不久，這些寒酸的親友不再上門，高洛文

家的來客就限於達官貴人。年輕人紛紛追求麗莎，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那是德米特

裡．伊凡內奇．彼特利歇夫的兒子，又是他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現任法院偵訊官。他

也在熱烈地追求麗莎，弄得伊凡．伊里奇已在跟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商量：要

不要讓他們一起坐三駕馬車，或者舉辦一次堂會看看表演。他們就這樣過著日子：一

切都稱心如意，沒有任何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