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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性动人 

— 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梁漱溟1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2 叙述苏联卫国战争中壮烈捐躯者青年两姊

弟，出于其亲母手笔。二子身为国殇，其尽忠于国之情节自所当详。而

为母氏者顾从其自身结缡说起，于其家人间夫妇、亲子、兄弟之情缕

缕焉委婉言之，亲切自然，至性动人。由是而知其子忠烈固自有本有

素，非发见乎一朝。正唯其琐细逼真而临文无枝蔓，无冗赘，不意存说

教，乃所以其感人者弥深也。呜呼！此母固不凡矣！慈爱、孝友、忠贞

自昔中国人好言之，而如此至文犹不多见，吾是以不能不深深叹美之也。 

卓娅秉性从其母氏叙述中灼然可见，则此母于其女固有所认识无
                                                        
1 原载于梁漱溟：《人生至理的追寻 — 国学宗师读书心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

第 3~12 页。黑体加重原文所有。 
2 留‧柯斯莫捷绵斯卡娅著、么洵译：《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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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然中国古人尽心知性之学，彼未之前闻。吾将从这里抉而出之，卓

娅忠烈所本，庶几可明白也。 

书中叙述二子出生以至其死，于稚弱情态颇多描绘，而卓娅秉性既

有可见。原书 23 页处本意在写舒拉之有趣，却透露了卓娅为人：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

（不了解）；可是舒拉自尊心特别大，“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

难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下略） 
 

下文颇长，极有趣味，读者可取阅原书，这里不能不从略。这里要

指出的是：卓娅所表现正是中国古人所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那句话。最末一个“知”字 — 第五个知字，在她内心是明

强的。这亦就是古人所云“直心是道”。（大约此时舒拉至多三岁而卓

娅五岁未满。） 

再看卓娅稍长大入学以后有一桩事就更清楚。原书 183~185 页处，

母亲叙述着： 
 

“卓娅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呀？”（母问）“化学得了（评

分）很好。”卓娅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的脸上现出了那样地惊愕的神气，舒拉甚至就忍不住哈哈大

笑起来。 

“成绩‘很好’倒使你难受了吗？”我问道。我真有些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因为卓娅坚决地不说话，舒拉就开始说道：“我现在把一切都

对你说明白了吧。你知道吗，她认为化学她知道得不够‘很好’。” 

在舒拉的语气里表现出（他）不同意（于她）。 

卓娅两手托着下颚，一双不高兴的黯淡的眼睛由舒拉身上转移

到我的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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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嘛，”她说，“这个‘很好’一点儿也不能使我高兴。

我踱来踱去，左想右想，最后我走近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化学

教师），对她说：您的这一门功课我知道得不够‘很好’。可是她

看了看我，就说：您既然这样说，就表明将来您能知道。我这次给

您的‘很好’，就算是给您的预支吧。” 

“她（化学教师）一定是想你故意装腔作势！”舒拉气忿地说。 

“不！她没有这样想！”卓娅昂然挺直了腰，她的两颊马上红了。 
 

此下叙述母亲看出舒拉的话痛楚地刺激了卓娅，起来说话支援卓

娅，以及另一次当卓娅不在时舒拉又拉出此事来讨论，均从略。在此要

指出的是：卓娅所表现不又是其内心明觉之强，不容一毫欺瞒得吗？ 

这时卓娅大约已经 13 岁左右了。我们再倒回去看她的幼小时一件

事。事情见于原书 33 页，卓娅随同父母到外祖父家住，一次外祖父的

眼镜偶然不见，以问卓娅，卓娅回答不知道。随后眼镜发现在某处了，

外祖父还是认为卓娅所弃置，就说她说了假话。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

父，不屑作答。但是吃饭时竟不愿就座，她说：“我不坐，既然不相信

我，我就不吃饭！”她坚持着不就座，竟使得外祖父在五岁的孩子面前

有些难以为情。此其正直之内心不容人轻侮，岂是寻常稚幼所有。方

其稚幼且如此，则宜其稍长后拒不肯受老师之过奖也。 

基于明强之自觉心而自律严，律人亦严。书中叙述卓娅律己律人

之严，其例多不胜举。原书 58 页叙云： 
 

有一次舒拉（五岁）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

盯住他，皱着眉说：“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未满

八岁，但是话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其后姊弟一同入学，在学校中她对同学们亦是严的。在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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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处，母亲自叙： 
 

我很担心是否卓娅对于别人要求过严，是否她在全班里孤立起

来了。抽出一些时间我就拜访丽基亚‧尼柯来夫娜（主任教师）去了。 

丽基亚‧尼柯来夫娜仔细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地说：卓娅是

耿直的公正的女孩子，她永远对同学们直率地当面说真理。最初我

还担心她会惹得同学们反对她哪。可是不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中略）“你知道哇，”丽基亚‧尼柯来夫娜补充着说，“最近有

一个男孩子在众人面前大声问我：丽基亚‧尼柯来夫娜，您说您没

有喜欢的人，难道您不喜欢卓娅吗？”老实说，我被问得愣住了。

可是我接着就问他：卓娅没有帮助你做算题吗？他回答说帮助了。

我又问另外一个孩子：帮助你了吗？“也帮助了。”我再问一个：

帮助你了吗？一个一个问，结果是卓娅差不多给所有的同学们都做

了一些好事。“怎能不爱她呀？”我问。他们全同意了，他们全喜

欢她。“你知道哇，他们全尊重她，这可不是对于任何这样年龄的

人都可以这样说的。” 

丽基亚‧尼柯来夫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又继续说：“她是

一个很坚决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认为正确的，她绝对坚持不让。孩

子们了解：她对于一切人都是严格的，对于自己也是严格的；严格

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和她交朋友，当然不容易。” 
 

原书 185 页叙述舒拉向其母讨论其姊在学校中的事： 
 

（上略）“再有，也是昨天，你想也想不到在教室里吵得多么

热闹啊！那一课是默写。一个孩子问卓娅‘经过’的‘经’字怎么

写，卓娅总不回答她。你看，固执不固执啊！全班里的人分成两半，

差一点打起来。一些人喊卓娅不是好同学，另外一些人喊卓娅是有

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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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喊什么了呢？”（母问） 

“我什么也没喊。但我如果是她，我什么时候也不能拒绝同学

的。” 

…… 

沉默了约一分钟，我说了：“你听着，舒拉，在卓娅做数学题

做不好而你早做完了的时候，她求你帮助她吗？” 

“不，不求。” 

“你还记得那次她算那个难解的代数题，算到早晨四点钟，可

是究竟她自己解答了吗？” 

“记得。” 

“我以为这样严格，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有权严格对待

别人。（中略）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赖别人告诉或依赖夹带的人，我

尊敬卓娅（下略）。” 

“（上略）譬如别佳就这样说：如果我不明白，卓娅什么时候

都能给我解释，永不拒绝。可是在试验时候暗中帮助，那就是不诚

实。（下略）” 
 

必须指出：严正出乎秉性之自然，既非有意严正，亦非陷于惯性

的严正，那是无碍于其人之和易近人、温厚可亲的。卓娅“几乎为所

有的同学都做了些好事”（见前），没有得罪什么人，正在此。 

又在原书 187~188 页，其母叙述着： 
 

卓娅本来是一个活泼愉快的少女。……在经常的严肃中，时常

透露出她继承了父亲的幽默来。（下略） 

幽默感脱离她的时候很少，她会讲惹人笑的话，而她自己不笑。 
 

这皆是不容忽视的侧面。 

卓娅平素关心别人，关心集体，可于书中备见之。当她在小学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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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们的一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原

书 91 页）。母亲担心是她功课或不够好，问她，她却数出某某同学功课

不好，以致累及了全班，至于她自己则各门功课全做对了，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她却亦有一次几乎脱离群众的事。这已是 1941 年卫国战争起

来之后了。她和高级班的同学们一起被调去外地劳动战线上，为国营农

场收获马铃薯，以免冻坏。工作是艰苦的，她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刨挖，

却发现许多同学前进得很快。经过检查，原来他们干得快是只图快，只

刨浅层的薯块，而剩在深土中的好的大的马铃薯还多呢。她自己踏实认

真地工作 — 这原是不欺内心明觉，不务表面功绩所必然的 — 自然就

显得很慢了。检查明白，她仍旧守着她那远为落后的地方工作，不理睬

那许多同学们。同学们喊她，说她脱离群众。她忿然责斥他们工作不忠

实。争吵了很久。及至同学们说出“你应该相信我们，检查后马上就告

诉我们……”，而她的朋友尼娜也说她做得不对，卓娅于是省悟了。 — 

她省悟到：假如当初和同学们先谈一谈，也许那时自己无须从群众中分

出来了。（256~258 页） 

这件事引起她反省自责，而和尼娜更友好。母亲在家里初不知其事，

只收到她从农场的来信，信末忽有自责没有涵养的一句话而莫解所谓。

继而又收到一信片，自陈与尼娜结交，如此而已。然在舒拉看了来信，

却心里很懂得其姊的情况。舒拉对母亲说： 
 

“你知道吗？她跟同学闹别扭啦。她时常说她缺乏涵养，对待

人的耐性不够，她说过：‘应该会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对人

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远会这样做的。’” 
 

原书 188 页小标题〈独处自省〉的一段，是叙说卓娅 15 岁时有一

布皮很厚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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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奇怪的日记。它和卓娅 12 岁时候写的日记完全

不同。她在这里并不叙述什么事故。有时仅仅写几句话，有时写了

一句由书上摘下的话，有时候写一句诗。……可以看出我的女儿在

想什么，看出她被什么感动了。 

…… 

我怀着奇怪的和复杂的心情合上了本子不再看它。……这是一

面明澈的大镜子，在这里反映着理智和心灵的每一活动。……独处

自省，检讨检讨自己，在距离别人的眼目（母亲的眼目也包括在内）

较远的地方考虑考虑一切，对人是有益的。 
 

 

卓娅之墓                             舒拉之墓 

（聂平摄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2013 年 10 月 12 日） 
 

到后来，人们铭刻在卓娅墓碑上的就是取自这本日记中她自己早所

摘取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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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悔

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

上最壮丽的事业 — 为解放人类而做的斗争了。 
 

这原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卓娅生前采为标语和座右

铭，并在她短短的生活和死之中实践而体现之。 

日记不止这一本，原书 268 页有以〈日记本子〉为小标题的一段，

叙述卓娅投身卫国战线后其母从抽斗中发现的一个小日记本子。在前几

页上开列着许多作家姓名及其作品名称，其中标有十字的是读过的记

号。再往后看去，则有对于作家及其著作的评断，亦有不少选录的文句，

从而又可以看出卓娅的思想和感受。 

这里试引其三则以见一斑：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契诃夫） 

萨勤：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

的时候，生活是奴隶！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高

尔基） 
 

这些文句，有的词意所指尚难确知，有的涵义深浅未可遽定。我们

引来只在指证卓娅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

学），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似乎卓娅平素举止之间不见有粗率与浅露之失，殆亦为此心恒在

之证。如原书 109 页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候她和小孩子们也玩打雪仗。但是她的态度很谦让，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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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像一个长者一样。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全都忘掉了：

猛投一阵，躲过对方投来的雪团，又努力向前打去，不给敌人留一

秒钟的喘息时间。 

这时卓娅就喊：“舒拉，他们是小孩儿呀！……你去吧！你不

懂得，对他们不可以这样。” 
 

实则此时卓娅亦只得 11 岁而已。又有如 170 页叙述： 
 

有一次，（此时卓娅 12 岁）街上一个男孩子在我们窗前虐待

和逗弄一条小狗。投石块打它。又拖它尾巴。以后又把吃剩下的腊

肠送到它鼻前，它正张口要咬住这美食，他马上又撤回了手。这一

切，卓娅隔窗看得很清楚。虽然那时已是深秋，她连大衣也没披上，

就那样跑出去了。看她的神色，我（母自称）怕她就会大声叱责那

男孩子，甚至用拳头去打他。可是她没有嚷叫，也没有举拳。 

“别那样子！你不是好人，你是坏孩子！”卓娅走到台阶上说。 

声气并不太高大，但是带着无限鄙视的表情，致使那孩子哆哆

嗦嗦地一言未发，就狼狈地侧着身溜走了。 
 

此即见出其心恒在，曾无粗率之失。所谓不落于浅露的则有如 170

和 171 页所叙： 
 

卓娅和舒拉一向说话都有斟酌，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也很谨

慎。……他们像怕火一样地怕说夸张的话，他们两人全不轻易表示

爱、温情、狂喜、愤怒和憎恶。关于孩子们的心境和情感，我根据

他们的眼神，根据他们的沉默，或是从卓娅在伤心时候或着急时候

如何在屋中由这一角到那一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了解得更多。 

如果卓娅说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够了。我就知道了：

卓娅很尊敬那个她所评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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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卓娅显著之特点，殆莫如其人意志之坚决强毅。此在书中随处可

见，而以下四次事件（依先后为序）最为表著： 

一、在白棍儿的游戏上暗自坚持练习以至成功。 

二、与女友打赌，风雨黑夜独自穿过大公园之森林。 

三、代数题算不好，坚持算至天明，自己解决。 

四、担任扫盲工作，无论如何不肯一次缺课。 

这里不著录其事。以我浅测，以固生质之美，要亦秉赋有所偏至。

其卒以壮烈毕命，亦是其命则然也。但它却是与其不粗率不浅露有关联，

亦与前述她时时在自己勖勉自己是相联的。 

关于卓娅的话即说至此为止。对于其母仍不可无一言之赞。 

读此书者都会看到其一家人全可爱，而二子之成就与其父母的家庭

教育是分不开的。父逝早，母教乃无不周贯。这里只举一事以概其余。 

原书 158 页小标题为〈丹娘‧索罗玛哈〉的一段，母亲叙述说，她

很早就开始了和孩子共同解决家庭的收支问题：如何节约储蓄，如何同

意舒拉的提议为西班牙战事中的妇女和儿童捐款，母子姊弟间如何互相

斟酌彼此需要而后开支等等。而后叙云： 
 

我们最得意的一项开支是买书。 

到书店里，……翻阅，再翻阅，商议……最后拿着仔细包好的

很重的一包书回到家里。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呀！我们的书架子（放

在屋角，在卓娅的床头处）摆上一本新书的那一天，在我们家里就

算是节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新买来的书。新书我们轮流着读，

那时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读。 

我们共同读过的书中，有一本书名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 

这是一本人物略传汇编。我记得，我正坐着织补袜子，舒拉在

画画，卓娅打开了书准备读。舒拉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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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好不要从头接连着念！” 

“那怎么念呀？”卓娅觉得很奇怪。 

“你这样：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什么我们就从那里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做，但我们就是这样决定了。打开

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罗玛哈传略〉。（下略） 
 

所谓家庭教育，岂在有何说教。试看其家人长幼彼此日常相关系的

生活中，如此融融洽洽恬静合理，岂不胜于任何说教？呜呼，此母固不

凡矣！ 

丹娘盖为一青年女教员，在 1918 年红军与白党战争中参加赤卫军，

献身革命，遭白党捕去而不屈惨死者。原书因卓娅所念断断续续转述其

事。当卓娅缕续念到其惨烈处，不忍再念。母亲叙述说： 
 

卓娅放下书，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头看。她不常哭，她不

喜人们看见她的眼泪。舒拉早已放下了画册和颜料，这时他就拿起

书来继续读下去。 

…… 

我记得：那天晚间被丹娘的惊人毅力和坚贞性格所感动得哭

的，不只是卓娅一个人。约五年后，卓娅遭敌寇捕获，在寇军讯问

中曾自称曰“丹娘”，其渊源在此。 
 

二子固嗜好读书，而母亲更懂得读书在他们身上起着什么影响作

用。请看 167 页叙述之文： 
 

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一小时全是很重要的。在

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现新的世界。他开始独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

虑地便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虑决定：什么好，

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贵，什么是卑鄙、下贱？什么是真正的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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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无味地活着？生活每一

点钟，每一分钟地在那年轻人的心中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迫使他寻

求和思考；每一件琐碎的事，他都会特别敏锐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书早已不是用来帮助休息和消遣的东西了。不，它是朋友、顾

问、导师。卓娅小时曾这样说：凡是书上说的全是真理。但现在她

却用很长时间来思索每一本书，她和书争辩，阅读时寻求解决那些

使她激动的问题的答案。 

读完〈丹娘‧索罗玛哈传略〉，我们又读了那永远不能忘掉的、

对于任何一个少年都不能不给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讲保尔･柯察金的

小说，那本讲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生活的小说。它在我的孩子们意识

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本新书对于他们都是一桩大事。书中所

叙述的一切，孩子们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生活讨论着：关于书中的主

人翁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争辩，或是爱他们，或是非难他们。 

在青年时期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诚实的好书，有很

重大的意义。而遇着一个新人，就往往可以决定你的未来道路、你

的整个前途。 
 

正唯母亲是有心的，所以她能体会到青年们的心。正唯青年的心天

真，所以易有感受，从书上而与前人之精神相通。借前人之精神以感召

兴起乎后人，此母可不谓善教乎！ 

原书最末一段自述其 1949 年 4 月参加巴黎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

运动，即为本书作结束：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记着，这是事实，我们经受了这个。不

能让这事重演！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克服了自己的痛苦，努力写了这本书。 

坟墓里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死人，忘了战争惨祸、容许新战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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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人才是死人！ 
 

此心昭昭炳炳，常有以昭觉后人者，是固不随物俱化矣，则其人何

曾死？若其昏昧顽冥、略无心肝、不知痛痒者，则谓曰死人，抑何不可？

此母结末一语其识此义乎？是其所以可贵也。 
 

补识：卓娅舒拉二子之成就与其父母之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兹见

有一段似应补入 —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指卓娅之父）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

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

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

育。……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

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

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时候

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时候是

怎样的 — 这一切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

模仿你的。（见原书〈夜晚〉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