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瓦斯涅佐夫的烏托邦創作世界 

深夜，我聽著童話故事，這彌補了那些厭煩課程中的缺陷。 

這些童話如此迷人！每一篇都像是一首詩。 

- 普希金 

 

1894年，瓦斯涅佐夫在莫斯科市區一個幽靜的巷道內建了一棟自己的房子

（圖6-1-1），現在這一條巷子名為“瓦斯涅佐夫”（переулок Васнецова）。彎

進巷道內，是一棟位於水泥磚屋林立的兩層樓木造建築，整體外型就像是存在

於童話故事中的木造小屋一樣。屋內的設計、擺設皆出自瓦斯涅佐夫的巧思，

而屋內所散發出的古羅斯情調，像是提供了瓦斯涅佐夫源源不絕的幻想童話題

材創作之動力。瓦斯涅佐夫的孫子安得烈252（А.В. Васнецов, 1924-）回憶起這棟

房子時說到：「不管發生什麼事，這棟房子像是諾亞的方舟，永遠漂浮著不會下

沈。即使是現在，在這樣起伏動盪的年代中，當我們一一拾起破碎過往的片段、

望見過去的世界，在之中，永遠讓我們感到如此的熟悉與舒適。」253 

 

圖6-1-1 瓦斯涅佐夫位於莫斯科的住宅 

瓦斯涅佐夫在這間屋子裡住了32年，最後也病逝於此。瓦斯涅佐夫痛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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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安得烈（А.В. Васнецов）出生於 1924年，為蘇聯時期與現俄羅斯聯邦民族畫家。 
253 The Symphony of the Knights of Viktor Vasnetsov Commemorating the artist's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 



活在自己的年代當中，他不曾真正平靜舒適地度過，他總是處在內心煎熬與不安

之中，而藉由在俄羅斯童話中清晰的智慧價值與公正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或

許，在俄羅斯繪畫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人像他，能用畫來表達對史詩傳說與童

話故事的熱愛。1906年，即在俄羅斯發生流血革命254之後一年，瓦斯涅佐夫寫到：

「我獨鍾愛古羅斯，新的俄國我並不喜歡，他像是一種心靈的墮落與頹廢，在最

近的這幾年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民族像我們一般，以謀殺的手法對待自己的國

家，而就是我們俄羅斯人，如此做了，就在我們國家最艱苦的這幾年。」255瓦斯

涅佐夫選擇俄羅斯童話題材當作創作主題並非偶然，這些作品就像是瓦斯涅佐夫

的勇士讚歌題材般深具意涵，但其中幻想與象徵意義更為濃厚，呈現手法又是一

種獨特的表現。倘若在俄羅斯勇士讚歌題材當中，瓦斯涅佐夫力求重現歷史的真

實現象與對民族精神力量之探究，那麼童話題材作品對他而言，就像是透過沈浸

在魔幻與神奇的世界中，尋找理想善美的烏托邦世界。民族學家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 1818-1897）曾說過：「不論是童話故事或勇士讚歌，都是根源於幾

世紀以來人民生活的傳說史事，在當中所呈現的不止是古老的書寫方式對我們現

今的影響，更重要的意義，是反應人民精神生活本身，不論是黑暗或者是光明的

一面。」256而自幼深藏在瓦斯涅佐夫心裡的“精神生活”，畫家用他一輩子的時

間將“崇善的理念”具體地呈現在童話題材作品當中。 

 

第一節 關於俄羅斯民間童話故事 

俄羅斯童話如同勇士讚歌，屬於民間口頭創作的一種形式，但是並非如同歌

                                                 
254 1904年初開始的日俄戰爭是 1905年革命的序曲，俄羅斯在該戰役中節節敗退，這時俄國國
內民怨四起，對政府不滿之情日益高漲，罷工、罷工不斷發生終於釀成1905年1月9日的“血

腥的星期日”（красная воскресенье）事件，這個由東正教神甫加朋（Г. Гапон）所領導的十
萬人請願遊行使稱1905年革命，請願遊行遭到沙皇政府血腥鎮壓，事件雖在後來平息，但沙

皇在民間的威望開始下降，各地不斷發生暴動，激進知識份子大肆號召群眾推翻專制政府。 
255 The Symphony of the Knights of Viktor Vasnetsov Commemorating the artist's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 
256 Кац Н., 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Васнецова, M.: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No10, c. 48. 

 121



曲或史詩般以傳唱的方式，而是以講述的方式流傳。我們先前在介紹俄羅斯勇士

讚歌時曾提到在內容鋪陳上，它的主角所遭遇的困境或即將執行的任務，必定攸

關整個國家社會的歷史發展。但是就俄羅斯民間童話故事而言，當中的主人翁通

常是為達成自己個人目的而採取行動257，更甚者，童話情節的發展節奏快速，時

常還會出現重複的情境片段描述。而正如俄羅斯諺語：「童話是虛構的，歌謠是

真實發生過的事」（Сказка－складка, песня－быль）所說的，童話故事最大的

特色莫過於天馬行空的幻想情節，然而正是如此脫離現實之境遇，使童話蒙上一

層民族浪漫幻想之面紗。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神秘面紗之下，反映的是整個民族

長久以來的夢想，正如作家高爾基所說：「在久遠時代的人民，已經幻想在天空

遨遊、征服雲彩；夢想在土地上自由快速的穿梭⋯」
258
 

俄羅斯民間童話可以區分為數個範疇，包括動物童話（сказка о животных）、

魔幻童話（волшебная сказка）以及社會日常生活童話（социально-бытовая 

сказка）等259。其中動物童話的數量最多，不過俄羅斯人最喜愛的莫過於魔幻童

話，望文生義，魔幻童話不僅僅需要“虛構”的情節，同時還必須是充滿“幻想”

的，因而在魔幻童話當中，虛構的境遇與角色人物等，巧妙地將現實與幻想結合，

帶給現實生活最多的想像空間與無窮的希望。而作者將俄羅斯特有的烏托邦理想

世界形式用於魔法童話當中，在這一部份上，俄羅斯童話與西歐童話在情節鋪陳

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儘管他們都是在詮釋對魔力的探求與冒險的過程，但是在俄

羅斯民間童話中，卻通常受到固有的烏托邦理想支配，在結局形繪出更佳理想美

好的世界。260著名的俄羅斯學者普羅普（В.Я. Пропп, 1895-1970）在《俄羅斯

童話》（«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一書中強調：「俄羅斯魔幻童話有別於其他童話的根

本特性，不在於它充滿了奇妙的幻想和超凡的魔力⋯，而在於它具有其他類型的

                                                 
257 Кравцов Н. И., Лазутин С. Г.,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 

c. 96.  
258 Там же, c. 97. 
259 An Overview of the Russian Fairy Tale in the Fantastic Traditions of the East and West. 

http://www.endicott-studio.com/rdrm/rrrussian.html 
26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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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所不具備的結構特殊性。」261所謂的結構特殊性，正是指俄羅斯魔幻童話在

開頭經常是“在遙遠的國度住著⋯”，斯拉夫民族這種以不確定的地點作為故事

開場白的特色，與西方國家以“很久很久以前⋯”這種時間點作為開場白的特

色，意涵大有不同。262俄羅斯童話當中這樣的引言，使讀者在故事的開頭便將自

己抽離出真實狹隘的世界，營造出一種虛無飄渺的氣氛，突出和強調將要敘述的

事件的非現實性，伴著情節發展，跟隨故事主角歷經種種考驗進入童話仙境，同

時塑造出自我的烏托邦世界。除此之外，一般的魔幻童話當中還具有俄羅斯民族

獨特之調性： 

1.強調俄羅斯國土的廣大遼闊 

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寬闊、遼闊是俄羅斯大地的顯著特點，在俄羅斯的魔幻

童話當中充分地體現出俄羅斯先天地理上的這項特點。
263由此可知，俄羅斯童話

當中特殊的開頭形式絕非偶然，而故事主角為了完成使命必須穿梭於兩個空間

（主角居住的世界以及他將前往達成任務目的地的另一個空間）的情節，更成為

魔幻童話主要之特色。 

2.三次重複律的童話結構 

別爾嘉耶夫曾指出：「俄羅斯民族是兩極分化的民族，他是對立面的融合。

那種被我們稱為雙重信仰的東西，即把東正教信仰和異教神話、民族詩歌結合在

一起的東西，可以解釋俄羅斯民族許多矛盾。」264東正教世界觀反映到童話故事

中最大的特色則是數字的運用。一般學者咸認為，基督教教義當中「三位一體」

的觀念，具體的表現在童話情節當中265，其中俄羅斯魔幻童話中頻頻出現以3為

數字表現便是最佳的佐證，故事中不乏是國王有三個公主或三個王子、主人翁需

通過三個考驗、經過三天或三個月的期限等情節。 

                                                 
261 楊可，俄羅斯民間童話與俄羅斯民族個性，中國俄語教學，2002年，第四期，頁15。 
262 An Overview of the Russian Fairy Tale in the Fantastic Traditions of the East and West. 

http://www.endicott-studio.com/rdrm/rrrussian.html 
263 楊可，俄羅斯民間童話與俄羅斯民族個性，中國俄語教學，2002年，第四期，頁15。 
264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頁5。 
265 楊可，俄羅斯民間童話的文化心裡探析，中國俄語教學，1997年，第二期，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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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人翁伊凡(Иван)的形象 

“伊凡王子”(Иван-царевич)或是“傻子伊凡”(Иван-дурачок)在俄羅斯

童話中，經常是家中的第三個兒子，他總是能克服所有困難，打敗故事當中的惡

勢力，同時贏得公主的芳心。伊凡總在一念之間表現出他善良的本性，也正是如

此，每當他在危及之時，那些曾被他施以援手的動物或人們便會出手相助。伊凡

更不計前嫌地幫助常陷害或欺負他的兩位哥哥。因而“伊凡”這樣的形象被俄羅

斯民族視為崇高道德的代表，他兼具民族特色中擇善固執、勇敢、寬容之精神。 

4.善惡二元 

俄羅斯魔幻童話的主題以弘揚真、善、美，嘲弄假、惡、醜作為其內容主題

的唯一真諦。266因而在角色詮釋上善惡人物逕渭分明。內容當中常以樸實的伊凡

與美麗聰慧的瓦西莉莎（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依蓮娜(Елена Прекрасная)

公主作為善的象徵，而以兇惡的雅加婆婆（Баба-Яга）、不死的瘦老頭（Ка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與蛇怪（Змей）為惡的象徵267。童話故事是純真正直的，沒有所

謂的詭辯。在當中，當邪惡相遇，善者最後總會勝利。而當單純者與心機重者在

一起，儘管單純者在一開始會吃虧，但是最終會得到好的結果，而且往往他還會

幫助心機重者脫離苦境或危難。善惡二元除了存在於人物上，故事空間的鋪陳也

以兩個時空作為明顯的分界：一個時空是主人翁生活的現實世界，另一個時空則

是惡勢力出沒、具有神奇魔力的遙遠虛幻空間。
268 

 

                                                 
266 同上，頁80。 
267 Кравцов Н. И., Лазутин С. Г.,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 

c. 117. 
268 楊可，俄羅斯民間童話的文化心裡探析，中國俄語教學，1997年，第二期，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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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瓦斯涅佐夫烏托邦思維的創作體現 

一、瓦斯涅佐夫的童話題材創作（1880年代） 

瓦斯涅佐夫最開始的童話題材繪畫創作於亞勃拉姆采夫，此後這樣的題材創

作緊緊跟他一生不相分離，尤其是在他創作生涯的最後幾年。透過各種蘊含在俄

羅斯民間故事當中善惡的對質與不同情節之發展，瓦斯涅佐夫擅長將現實與幻想

交錯融合於同一畫面當中。1880年代初期，受馬蒙托夫之委託，瓦斯涅佐夫為

新建的北方鐵路管理局會議室繪製了《斯基夫人與斯拉夫人的交戰》（Битва 

скифов со славянами）、《飛毯》(Ковёр-Самолёт)與《地下王國的三公主》（Три 

царевны подземного царства）三幅畫，以紀念莫斯科喀山鐵路通車。三部作品

不僅以民間故事與歷史傳說為題材，更採用象徵和裝飾藝術之手法。《斯基夫人

與斯拉夫人的交戰》表現出頓河地區廣大遼闊的草原、富麗的風光，以及俄羅斯

勇士為了保衛國土英勇搏鬥的精神。《飛毯》（圖6-2-1）則是利用童話故事中的

幻想，表現快速的行動力，《地下王國的三公主》則是象徵該地區豐富的地下礦

產273。《飛毯》的創作時間在《激戰之後》，是瓦斯涅佐夫第一幅以童話幻想為主

軸的作品，表現前所未有的主題運用。瓦斯涅佐夫醉心於童話故事當中關於飛行

與穿梭在雲霧間的夢想，而似乎從古羅斯時期，人們便珍惜著這樣的夢想，因而

在史詩童話中頻頻出現這樣的情節。 

瓦斯涅佐夫對於此幅作品的創作回憶道：「關於《飛毯》這樣的內容情節，

當我在彼得堡與在巴黎的時候，便千百次地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能利用民族故

事當中這些動人的題材內容來創作？當我將這樣的念頭告知馬蒙托夫，他激動地

回答我：“就照你的意念去畫吧，這將會是傑出的作品”。」274畫面中，童話故

                                                 
269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 
270 Кац Н., 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Васнецова, M.: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N10,C47. 
271 Орлова M.,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 M.: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c48. 
272 Орлова M.,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эпос и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 M.:Искусство, 1948, No 3, c49. 
273 Галеркина О.И., Художник Виктор Васнецов, Л.: Детгиз, 1957, c. 78. 
274 Шанина Н.Ф.,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M.: искусство, 1975, c.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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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人翁伊凡自信地站在飛毯上，手中提著他的戰利品：金籠子內的火鳥。作品

中除了故事本身題材以外，精緻細膩的背景為畫面增添些許俄羅斯固有的淡淡感

傷情調。瓦斯涅佐夫的天空並非虛幻景象，而是他記憶中維亞特省的穹蒼275；大

地初醒，河面上倒映著岸邊的灌木樹影、天空的雲霧以及月光，伴隨著略過天邊

的貓頭鷹，乘坐魔毯飛翔的伊凡王子，像是實現了人們嚮往飛翔的自由夢想。 

 

圖6-2-1《飛毯》1880 

《地下王國的三公主》（圖 6-2-2）是取材於俄羅斯民間故事《銅、銀、金

三王國》（Три царства－медное,серебряное и золотое）為創作題材。故事當中，

伊凡王子深入地下王國去拯救他被俘虜的母親。途中，他陸續獲得銅、銀、金三

位公主的幫助，其中，最美麗的金公主與伊凡王子因而產生相互欣賞之情。伊凡

順利從三位公主邪惡的父親手中將母親救回，並由伊凡的兩個哥哥在地面上以繩

索將三位公主以及母親一一拉回地面。但最後當兩位哥哥在將伊凡拉上地面時，

卻故意把繩索割斷，就這樣，伊凡摔回洞底並失去記憶。半年後，伊凡獲得幫助

恢復記憶，並順利回到他的王國。此時，銅、銀兩公主已分別嫁給伊凡的二哥與

大哥，而伊凡的父王則打算迎娶金公主。幸而伊凡及時趕回得以與金公主復和。

瓦斯涅佐夫以火紅色天空與黑色山岩神秘奇幻般的強烈顏色對比，當作背景來襯

托畫面中央穿著金碧輝煌、神情冷漠驕傲的金公主；以寶石鑲製成衣裳的銀公主

以及樸素的黑禮服、頭髮和眉毛如黑炭般的銅公主，伊凡的兩個哥哥則在畫面的

                                                 
275 Богатырь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http://www.centre.smr.ru/win/pics/pic0218/p0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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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角，一個顯得極其後悔將弟弟拋棄，而另一個則眼巴巴地望著三位非凡的公

主。然而瓦斯涅佐夫的作品意涵已超出故事本身的情節發展，而賦予自我價值觀

的判斷。三位公主在瓦斯涅佐夫的表達下各自象徵頓河地區地下礦產中豐富的金

礦、珍貴寶石以及煤礦276。除此，瓦斯涅佐夫的銅公主形象，是他第一次透過童

話題材的公主形象表現俄羅斯女性氣質中所蘊含憂傷情懷，其深藏在內心裡壓抑

的悲傷形象，後來發展成為瓦斯涅佐夫女性畫像的典型，不論是肖像畫或者是在

童話題材中虛構的女性形象277。瓦斯涅佐夫在處理手法上特別表現銅公主的與眾

不同，她的衣著樸實，沒有耀眼的皇冠與美麗的頭飾，但是在她烏黑頭髮上閃著

亮光，似乎象徵著她的脫俗，而從她雙垂的手勢中，比起她的兩位姊姊，更讓人

清楚感受銅公主的平易近人。這樣的畫面讓人思索著，光鮮亮麗的呈現下，不如

內在散發出的氣質。 

 

圖6-2-2《地下王國的三公主》1880 

《飛毯》與《地下王國的三公主》兩幅畫分別在第八次以及第九次巡迴展覽

會中展出，且都引發激烈的論戰。《飛毯》在展出時，部分的評論家對此作品提

出嚴厲的批評，責難瓦斯涅佐夫的作品違反所謂空氣動力學的原理，同時更不能

                                                 
276 Иванова Ю.А., Рус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 Васнецов, M.: Рус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2003, c. 12. 
277 Богатырь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http://www.centre.smr.ru/win/pics/pic0218/p0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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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使畫家為之狂熱的創作意義與理念何在？278的確，瓦斯涅佐夫以童話題材表

現神秘象徵的手法，為俄羅斯繪畫界帶來相當大的震撼，但是也因而逐漸開啟十

九世紀末俄羅斯藝術的新流派。 

 瓦斯涅佐夫最為人所讚賞的童話故事畫，毫無疑問的是《阿寮奴什卡》

（Алёнушка），這是根據民間童話《姊姊阿寮奴什卡與弟弟伊凡奴什卡》

(«Сестрица Алёнушка, братец Иванушка»)所形繪出來的。故事內容是：姊姊

阿寮奴什卡與弟弟伊凡相依為命，兩人沿著無盡頭的長路與寬闊的原野向前走，

弟弟又熱又渴，等不及走到井水邊，便開口要求要喝地上牛蹄印裡的積水，姊姊

告訴伊凡，喝了就會變成小牛，伊凡只好忍住，又走了好久，伊凡終於忍不住，

偷偷喝了羊啼印裡積水，果然隨即變成了一頭小羊。阿寮奴什卡在傷心無助之

時，好心的商人路過，決定收留她與小羊，並娶阿寮奴什卡為妻。有一天出現了

一位巫婆，將阿寮奴什卡騙至河邊，以大石頭綁在她的頸子上，將她推入河裡，

然後自己化身為阿寮奴什卡。無助的小羊伊凡，到河邊哭訴著告訴姊姊「⋯滾燙

的大鍋已經準備好了，大刀也磨好了，他們要把我殺了！」姊姊從河底回答他：

「我親愛的伊凡，好沈重的石頭拖著我沈在河底，水草伴住我的腳，黃土壓在我

的胸前⋯」279。故事結局是，商人發現事實的真相，救出了阿寮奴什卡並將巫婆

驅逐，小羊在開心之餘翻了三圈筋斗，沒想到竟變回伊凡人形！在作品《阿寮奴

什卡》（圖 6-2-3）中，瓦斯涅佐夫所詮釋的並非故事情節，畫面中所描繪的，

更非俄羅斯童話當中固有的神奇境遇，而是俄羅斯民族命運的悲劇性280。因而與

其說這是一幅童話故事畫，不如說是揭開俄羅斯民間形象中哀傷情感的特性。人

們驚嘆著畫面中現實與童話的交織呈現，畫面中主角阿寮奴什卡的神態，正是做

為民族感傷情懷的代表。瓦斯涅佐夫有一次在亞勃拉姆采夫發現一個赤腳的俄羅

斯鄉間女孩，畫家並非為她美麗的臉龐所吸引，而是女孩神情中傳達出的憂鬱、

                                                 
278 Шанина Н.Ф.,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M.: Искусство, 1975, c. 23. 
279 Из сборника Афанасьева A.Н.,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M.: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c. 203. 
280 Алёнушкa－120 лет, газета《Вперёд》, суббота, 4 августа 2001, №85 

http://www.mosoblpress.ru/sergpos/show.shtml?d_id=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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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以及俄國式的憂傷。瓦斯涅佐夫回憶道：「我生命中大多數的時間，都在試

著追尋與看透俄羅斯的心靈，並將之表現出來。」281，因此他邀女孩入畫，畫面

中的她正是悲傷的阿寮奴什卡，獨自坐在河岸邊，雙手抱著膝蓋，歪著頭憂傷的

思索自己的命運。然而，阿寮奴什卡靜止的形象，似乎與她身體下方的石頭一體

共生，象徵人世間永恆的哀傷與苦難282。 

 

圖6-2-3《阿寮奴什卡》1881 

    不管是對少女外貌的詮釋或者是對周遭風景的描繪，瓦斯涅佐夫細膩的手法

表現出畫家豐富的洞察力和大膽的想像力。他在顏色取決上避免運用反差過於強

烈的色彩，目的是為了要將女孩的身影與周遭景色融為一體。因此不僅僅只是女

孩的憂傷帶動氣氛，連日落黃昏中的一景一色，都讓人感受不到一絲童話美好結

局的欣喜，而在濃密的杉樹林間，基調更令人悲傷。深黑色的水面上點綴著飄落

而下的黃色樺樹葉，從景色再看回到阿寥奴什卡，女孩的眼神更顯得憂鬱。瓦斯

涅佐夫的風景極具人格化，而他所採用的景物結合，在民族詩歌當中似乎常被代

                                                 
281 Там же. 
282 Ярославцева Н.A., Царица Небесная и женщина земля – образ Богоматер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иктора Васнецова , М.: Советский музей, 1991, No4, c.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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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為悲傷、痛苦、孤兒感受的象徵意涵，例如：俄羅斯民間詩歌當中有對幽暗森

林的描寫：“在林中，我感受不到喜悅，林中的樹木僅傳達出憂傷”；雲杉：“感

受不到幸福的樹木佇立著”；山楊木：“像山楊木的感傷-是我苦難的不幸”；

白色的石頭：“在白色岩石上那，坐著一隻白色天鵝，輕柔訴怨般地呼喊著”283。

而景中一大片的湖水，更象徵心靈的明鏡，反映出女孩內心的澄澈透明284。所有

景物的結合，記憶中那首俄羅斯歌謠緩緩響起： 

 

那並不是風兒將樹枝吹得傾倒， 

也不是橡樹所發出的沙沙聲， 

而是我，是我的心靈在低吟 

像是秋天的葉子，顫抖著。285 

 

瓦斯涅佐夫期盼能透過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女孩形象，來喚起每個人的同理

心、感受身旁不幸的苦難。因而瓦斯涅佐夫陳述到：「在《阿寮奴什卡》中，我

希望能夠傳達，如何再次點燃人內心的熱情。」286     

作品《騎著灰狼的伊凡王子》（Иван Царевич на сером волке）（圖6-2-4）

是瓦斯涅佐夫在基輔繪製弗拉基米爾教堂壁畫閒暇之餘所從事的創作。他回憶起

小時候聽到的童話故事當中，主人翁走進具有神奇魔力的幽暗森林，並發生了一

切神奇的遭遇，這樣的情節讓他久久不能忘懷。這幅作品是根據俄羅斯民間故事

《關於伊凡王子、火鳥和灰狼的故事》（Сказка об Иване-царевиче, 

Жар-птице и о сером волке）繪製而成的。 

 
                                                 
283 Автономов Я, Символика растений 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х песнях,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шения, Спб., 1902. No11. c.11.  
284 Ярославцева Н.A., Царица Небесная и женщина земля – образ Богоматер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иктора Васнецова , М.: Советский музей, 1991, No4, c. 45. 
285 Казиева M.B., Сказка в рус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 M.: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3, c. 4. 
286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c.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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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4 《騎著灰狼的伊凡王子》1889 

故事內容為：別連捷倚王國的沙皇有三個兒子，有一天，皇宮庭院內的金蘋

果遭竊，原來是被火鳥所偷。所以三位王子奉父親之命去尋找火鳥，途中，小兒

子伊凡王子的馬被有魔法的灰狼吃掉，為了賠償伊凡，灰狼答應幫助伊凡找到火

鳥。火鳥屬於達瑪特（Долмат）公國所有，王子必須先取得阿弗龍（Афрон）公

國的金鬃馬來作為交換，但是要獲得金鬃馬，又必須取得依蓮娜（Еленa 

Прекрасная）公主做為交換。灰狼順利的幫助伊凡王子偷到依蓮娜公主，並以計

謀騙取金鬃馬與火鳥。與《阿寮奴什卡》不同，作品本身的用色與背景，似乎已

經透露出故事本身的奇遇情節與神奇之處。古老參森的樹木，像是互相擁抱的巨

人，灰狼躍奔在這密林中，在他腳下或許是湖泊，也或許是沼澤，睡蓮靜靜的躺

在其中，灰狼的背上載著王子和公主。王子將公主從她父親身邊偷走，他緊張的

環顧四週，深怕追緝者的出現。公主靜靜的靠在王子的肩上。依蓮娜公主的容貌，

是瓦斯涅佐夫根據馬蒙托娃的姪女娜塔莎（Наташa）之形象所畫出來的287。而就

像是在尋找《阿寮奴什卡》的典型時，瓦斯涅佐夫所尋找的依蓮娜公主並非是根

                                                 
287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M.: Белый город , 2001, c.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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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貌的感覺，而是根據女孩的氣質。當然，在這幅作品中公主的形象，更是瓦

斯涅佐夫日後其他童話題材作品當中，體現公主神情之重要依據。圖中綻放的蘋

果樹，在幽暗的密林中像是一股神奇力量的顯現，暗示著正萌芽在王子與公主之

間不可言喻之情愫288，也似乎象徵童話美麗的結局以及王子公主幸福生活的開

始。 

二、瓦斯涅佐夫童話作品中的象徵主義 

 

圖6-3-1《席琳與阿爾卡諾斯特－歡喜與悲傷之歌》 1896 

在瓦斯涅佐夫諸多史詩童話題材作品當中，開啟了俄羅斯繪畫藝術的象徵主

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社會動亂不斷，整個俄羅斯為一種世紀末的

悲觀、迷惘與頹廢的情緒所籠罩，在加之以宗教神秘唯心主義復甦，俄羅斯逐漸

發展出現代主義藝術流派。所謂的現代主義並非指稱一種統一的流派類型，它所

代表的是西方文藝從近代向現代轉變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諸多流派之綜合，例如了

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現代主

義流派發展中，以象徵主義產生最早、影響最大290，尤其以唯心主義哲學家詩人

的作品為代表，他們在訴諸宗教神秘性的同時，也反映出革命情緒高漲時代的信

                                                 
288 Иванова Ю.А., Рус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 Васнецов, M.: Рус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2003, c. 16. 
289 論文集 C58 
290 金亞娜等，充盈的虛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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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空虛和倫理道德的危機。這些作品表現了心靈苦悶的沈寂，精神世界的失調，

內心情感的混亂和要求得到解脫的宗教神秘傾向的昇華。291象徵主義的創作特色

注重表現宗教神秘主義色彩，透過各種符號、隱喻來表達內心深處的意象和感

受。這種象徵語言可稱為“情緒的象徵”，即通過細緻複雜的一剎那感覺，來探

測心靈深處最隱蔽的內容。在象徵主義藝術家看來，可視的世界和不可視的世

界，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無限世界和有限世界，是彼此相互呼應和溝通的。因

此，不論用抽象的或具象的語言，都是非常朦朧和難以捉摸的，具有神秘的傾向

292。象徵主義儘管是一種嶄新的文藝創作手法，然而其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浪漫主

義，在創作主題上瀰漫著感傷、憂鬱、激昂抑或奔放的情調。 

我們在瓦斯涅佐夫的作品《激戰之後》、《阿寮奴什卡》當中，已發現帶有濃

厚的詩意色彩，而在《騎著灰狼的伊凡王子》當中，鮮麗的顏色運用與象徵性手

法更有別於「巡迴展覽畫派」的傳統技法。在《席琳與阿爾卡諾斯特－歡喜與悲

傷之歌》（Сирин и Алконост. Песнь радости и печали）與《預知鳥嘎瑪咏》

（Гамаюн－птица вещая）這兩幅作品中，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更加明顯。“阿

爾卡諾斯特”是一種來自天堂的鳥，其形體時常出現在俄羅斯木版畫上。在俄羅

斯神話傳說當中，阿爾卡諾斯特是鳥身，但擁有女性美麗的臉龐。她的歌聲優美

動聽，凡人會因為聽了她的美聲，而忘卻人世間的一切；但是聖者聽了她的歌聲，

則有安撫心靈之作用，同時還會獲得由天上傳來的啟示。傳說中，阿爾卡諾斯特

會把她的蛋帶到遙遠大海的邊區，但是她並不孵蛋，而是將這些蛋全部放入海底

深處。神奇的是，在這些蛋孵育完成的七天之內，海面上絕對是風平浪靜的。293

“嘎瑪咏”（Гамаюн）同阿爾卡諾斯特一樣是一種人面天堂鳥，在羅斯古編年

史當中常常提及在神奇的國度中，終年是夏天，並在繁花盛開的庭院裡，總會有

來自天堂的鳥飛來此休憩。眾多鳥之中，有一種稱為“嘎瑪咏”，她有美麗女子

的臉龐，像人一般的腳指。每每隨著她的到來，周遭都會發散出一股清香。嘎瑪

                                                 
291 同上，頁262。 
292 象徵主義，http://art.network.com.tw/01learn/ArtAppreciate/08Modernism/12.asp. 
293 Духи славян, http://paganism.msk.ru/duhi/duhi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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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因此又稱之為“預知鳥”。而席琳（Сирин）雖然也是

人面鳥身，但是她全身披有黑色羽毛，象徵黑暗力量。她是地下世界掌管者的使

者。凡是聽到她歌聲之人，同樣也會遺忘人世間的一切，但除此，這些人很快會

遭受不幸而死亡。294這兩幅作品的題材都是瓦斯涅佐夫根據俄羅斯民間傳說中的

人面鳥來作題的，但是在形式上則是超越樸實的手法，以現代主義不規則的線條

以及華麗的修飾來呈現。瓦斯涅佐夫說，創作的靈感來自在亞勃拉姆采夫收集的

農家器具、紡車、窗架⋯等，上面的雕飾紋路與多樣化的圖案呈現豐富驚人的和

諧美感。295在作品《席琳與阿爾卡諾斯特－歡喜與悲傷之歌》（圖6-3-1）中，隨

即是一股喜悅與哀愁之情同時映入眼簾，而光是題材“歡喜與悲傷”之雙生性，

就具有相當濃厚的神秘浪漫色彩。 

 
圖6-3-2《預知鳥嘎瑪咏》1898 

而在《預知鳥嘎瑪咏》（圖 6-3-2）中，嘎瑪咏的神情與牠所處的環境，更

透露出一股未知的神秘象徵性。來自天堂的嘎瑪咏站立在奇特的樹上，樹彷彿是

從水底直接冒出來的，旁邊伴隨著白花。就在這一刻，嘎瑪咏彷彿預知到未來的

景象，而從牠蒼白的臉、豎起的金髮以及微遮的雙翅，似乎告訴我們牠看到了什

                                                 
294 Словарь славян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http://www.pagan.ru/k/koshej1.php. 
295 Шанина Н.Ф.,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M.: искусство, 1975, 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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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可怕的景象。略微張開的雙唇，嘎瑪咏到底說了些什麼？而或許嘎瑪咏傾溢而

出的話語，傳到了岸邊人們的耳裡，只剩低沈的呻吟⋯296，就像是瓦斯涅佐夫內

心疾呼的吶喊，在這個世代中，少有人可以感同身受。其後，布洛克297（А.А. Блок, 

1880-1921）對於瓦斯涅佐夫的這兩幅作品相當喜愛，尤其他認為《席琳與阿爾

卡諾斯特》所呈現的“雙生性”，就像他自己內心存在的“精神狀態”298，而受

到這兩幅作品的影響，布洛克同瓦斯涅佐夫一樣，他以兩首同名詩歌，將深刻的

心靈感受以細膩的詩意方式表達出來: 

 

《席琳與阿爾卡諾斯特－歡喜與悲傷之歌》 

她沉浸在美滿的幸福中， 

眼神洋溢著非世間的怡然自得

摒息，深深地吐露出芬芳， 

春天已悄然到來。 

淚水掩蔽了明亮的雙矇⋯ 

就在這一刻豎起了翅膀， 

飛向一道光線！   

而另一個，則是強烈的憂傷， 

虛弱且疲憊，低聲地吟唱著， 

黑色的翅膀低垂著⋯ 

遠處，一道深紅色的閃電， 

綠松石般黯淡的天空⋯ 

從血跡斑斑的睫毛， 

流下沈重的淚水！299 

－布洛克 1899.2.25 

 

《預知鳥嘎瑪咏》 

遼闊無際的水平面上，掩映著嫣紅色的日落， 

她預示著、歌唱著，惶恐不安的雙翅，無力地揮舉； 

預示著韃靼人邪惡的桎梏， 

                                                 
296 Иванова Ю.А., Рус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 Васнецов, M.: Рус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2003, c. 24. 
297 布洛克（А.А. Блок, 1880-1921），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象徵主義詩人。 
298 Лазуко A.K.,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Л.: Художник РСФСР, 1990, c. 94. 
299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899 года», 

http://www.ipmce.su/~tsvet/WIN/silverage/blok/verse1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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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示著血淋斑斑的死刑、災難、飢餓與火災⋯ 

美麗的面容散發著愛，而血染的唇，叫喊著真實的預言！300 

－布洛克 1899.2.23 

 

三、瓦斯涅佐夫的《七部童話故事組曲》 

 從1917年到瓦斯涅佐夫逝世為止這些年，他畫了一系列的童話圖畫，稱為

《七部童話故事組曲》（Поэма семи сказок）。這是以七部童話題材彙編而成的故

事組曲，講述永恆存在的問題：善與惡、生命真正的意涵以及愛。這七幅作品可

以區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描繪弱小善良者遭受邪惡力量的壓迫：《雅加婆婆》

（Баба-Яга）和《不死的瘦老頭》(Ка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睡公主》(Спящая 

Царевна)與《不笑的公主》(Царевна Несмеяна)則列屬於第二類，當中兩位公主

的容貌似乎相當神似，彷彿是甦醒後的公主開始思索著什麼而抑鬱寡歡。301第三

類則是描寫幸福喜悅時刻的《青蛙公主》(Царевна-Лягушка)、《飛毯》

(Ковёр-Самолёт)（未完成）以及《灰白馬-褐色馬》(Сивка-Бурка)（未完成）。

當中的顏色極盡鮮豔活潑，不論是生動的人物表現、廣闊的視野或者是純淨無暇

的天藍色天空，都洋溢著愛的幸福。 

此七部俄羅斯傳統民間故事，內容雖然有各種變體，但故事主軸與畫家的呈

現方式如下: 

1.《雅加婆婆》（Баба-Яга）（圖 6-4-1）：雅加婆婆是斯拉夫神話中具有魔

法的巫師，但是在不同的故事當中，雅加婆婆又以不同的化身出現。在東、西斯

拉夫童話故事當中，雅加婆婆最常以兇惡的偷竊者姿態出現，她住在森林中的

“雞腳小屋”（избушка курьих ножках），小屋週圍的柵欄是以人的骨頭所圍

成的，柵欄上擺置著人的頭顱骨，小屋的門栓是人腳，門鎖上有著恐怖、尖銳的

                                                 
300 Гамаюн, птица вещая, http://www.artint.ru/cfrl/texts/poetry/blok/blok1/vol1/19.htm. 
30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c.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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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302 

 

圖6-4-1《雅加婆婆》1917-1926 

雅加婆婆以吃小孩為主，她的烤爐子上，放置著偷來的小孩。故事中常描述

雅加婆婆的形象是一隻腳瘦到只剩下骨頭，另一隻腳則是瘸的，有時她也可能是

瞎眼。然而，除了一般象徵邪惡的角色之外，雅加婆婆另有一個重要的特殊身份，

即她所居住在森林的“雞腳小屋”是現實世界與另一個王國或是死亡世界的出

入口，雅加婆婆可以自由穿梭於現實與彼界。因而在俄羅斯童話故事中，當主角

需要前往另一個世界之時，時常會在森林中獲得雅加婆婆的幫助而順利達成任

務。 

2.《不死的瘦老頭》(Ка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圖6-4-2）：“瘦老頭”（кощь）

這個字在俄文當中是消瘦乾枯的意思，也與俄文字“骨頭”（кость）或動詞“硬

得像骨頭”（окостенеть）意義相關。起初這字只當作外號或特徵來使用，但是

後來則變成俄羅斯童話中魔鬼的代表。303 “瘦老頭”時常是美麗公主的竊取

者，其除了在外表上有駭人的乾枯形象以外，個性特徵則是相當“吝嗇”，尤其

他視寶藏為己命。掌握“瘦老頭”生命的關鍵，隱藏在相當遠的地方，而且不容

易被破除，所以他又被稱之為“不死的瘦老頭”。他的致命傷在一根針尖上，針

                                                 
302 Баба – Яга, http://pryahi.indeep.ru/mythology/slavs/baba_yaga.html 
303 Словарь славян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http://www.pagan.ru/k/koshej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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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顆蛋裡，蛋在一隻鴨子的肚子裡，鴨子在兔子的肚子裡，而兔子則是在一顆

橡樹底下所埋著的一個鐵箱當中，只要找到這根針將它折斷，“瘦老頭”自然會

氣斷身亡。瓦斯涅佐夫畫面中的“瘦老頭”有長到垂在胸前的鬍子，頭頂上皇冠

的冠齒扭曲的像是水蛭，腳下的黑色尖頭鞋則像是烏鴉的厲爪，瘦骨嶙峋的手掌

握著彎曲的刀，他的地下宮殿中擺滿了武器，以及竊取的金幣。而如果在《雅加

婆婆》當中，大聲驚呼的小孩顯得弱小無助，則在這幅畫面當中，被擄掠而來的

公主，並不畏懼“瘦老頭”的脅迫逼婚，堅定不屈服的公主，是瓦斯涅佐夫表現

童話中善惡對峙時，弱者堅毅個性的一面。 

 

圖6-4-2《不死的瘦老頭》1917-1926 

3.《睡公主》(Спящая Царевна)（圖6-4-3）：這是瓦斯涅佐夫根據法國作

家貝洛（Перро）的童話故事《睡美人》所畫出來的情節。但毫無疑問地在畫面

中呈現的是純屬俄羅斯情調的景致。粉紅色調的俄羅斯宮殿當中，所有人與動物

都沈睡著。公主床邊的小女孩枕在一本厚重的書上，書本翻開的那一頁，書寫著

古老的智慧箴言，像是預示著俄羅斯公主甦醒的最佳時機304，而畫面當中也似乎

不全然是一片寂然，前景中依舊生意盎然的花朵與宮殿背後深幽濃綠的草木，更

像是為整個王國的甦醒做好了最佳的準備。 

                                                 
304 В. М. Васнецов, http://www.ssga.ru/erudites_info/art/vasnez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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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3《睡公主》1917-1926 

4.《不笑的公主》(Царевна Несмеяна)（圖6-4-4）：城堡裡的美麗公主，

生活無憂無慮，凡是想要的願望，也總會有人來幫她達成。但是，公主從來不曾

笑過，似乎有什麼事讓她不快樂。沙皇父親看著自己憂鬱的女兒，決定廣開城堡

大門歡迎所有人前來作客，當然，若能使公主開懷者，沙皇便將公主嫁給他。消

息一發布，城牆外擠滿了民眾，當然也吸引了各國使節前來，宴會舉行，所有人

想盡辦法，但公主依舊不笑。從城市遙遠的一端前來一位樸實任勞任怨的鄉下平

民，看著國王城堡周圍人聲鼎沸，他也跟著擠到人群當中一探究竟。這時，他的

眼前突然一片昏暗什麼都看不見，隨即他就跌到一片泥濘當中。從泥濘中當躦出

一尾有著巨大雙鬚的鯰魚、跟在其後還有一隻小瓢蟲、一隻小老鼠。三隻動物各

自做著滑稽的動作：小老鼠脫下他的外衣；小瓢蟲忙著清理他的鞋子；而鯰魚則

趕著飛舞在他頭上的蒼蠅。看到這樣的景象，公主“噗”的一聲開懷大笑。 

 不過，瓦斯涅佐夫似乎在畫面中將簡單逗趣的故事賦予深沈的哲學問題思

索。作品中，俄羅斯公主神情抑鬱地坐在自己的城堡裡，儘管周遭圍滿了許多人，

但公主誰也不理會，自顧著自己撐著頭思索著。嘻鬧的宮廷小丑和音樂家，盡情

地雜耍、歌唱、跳舞；畫面右下角的胖男子，滑稽地圍上婦女的頭巾，捧著大缽

灌水喝；每個人花招百出無不希望博公主一笑，但是公主連挑個眉毛一下都沒

有。另外，宮廷中還有還自各國的使節，希臘、義大利、西班牙、阿拉伯⋯等，

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取悅她，紛嚷人群中的俄羅斯公主彷彿與世隔絕，藉著故

事情節，瓦斯涅佐夫向所有觀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公主不笑？而生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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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從何而來？俄羅斯公主獨立不願附和的形象，就像是俄羅斯國家一樣，思索

著自己的未來、尋找真正快樂的感受。 

 

圖6-4-4《不笑的公主》1917-1926 

5.《青蛙公主》(Царевна-Лягушка)（圖6-4-5）：在一個遙遠的國度中有一

位沙皇，他有三個兒子。當王子們到了適婚年齡時，沙皇要王子們射箭，然後和

撿到他們箭的人結婚。撿到大王子的箭的是位貴族的女兒、撿到二王子的箭的是

位富商的女兒、而撿到三王子伊凡的箭的，居然是一隻青蛙！沙皇為了要試試自

己的媳婦們，就出了兩次考驗，要這三位媳婦分別作袍子給沙皇穿、烤點心給沙

皇吃。原來，青蛙新娘其實是聰明公主瓦西莉莎，只是因為她比自己的爸爸聰明，

而被因嫉生恨的爸爸變成青蛙。所以兩次的考驗，青蛙公主都在伊凡不知情下請

精靈來幫忙。沙皇相當滿意兩次考驗的結果，決定舉辦舞會，並要求三個兒子帶

新娘來參加。瓦西莉莎叫王子先獨自去參加舞會，她隨後再到。當瓦西莉莎以人

形現身時，王子才發現自己娶的是才貌雙全的公主。他找了個理由跑回自己房間

之後，發現床上有張青蛙皮。由於王子認為要是把青蛙皮燒掉的話，瓦西莉莎就

不會再變回青蛙，於是他就把青蛙皮給丟進火爐裡燒掉了。但是沒想到，施在瓦

西利莎身上的咒語還有三天才會“到期”，而就是因為早了三天，瓦西利莎被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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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關到遙遠國度監牢裡，由“不死的瘦老頭”所掌控。最後，王子歷經千辛萬苦，

得到動物們等的幫助，終於解除魔法，救出瓦西莉莎，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圖6-4-5 《青蛙公主》1917-1926 

瓦斯涅佐夫在畫中表現了青蛙公主出現在舞會中的這一幕。瓦西莉莎穿著華

麗出現於宴會中，眾人開始豪吃暢飲，瓦西莉莎將杯裡喝剩的最後一口酒倒到左

手，將吃剩的天鵝骨頭放在右手，開始翩翩起舞；她左手一揮，前景出現一片湖

泊；右手一擺，三兩隻天鵝優遊自在地滑出，瓦西莉莎就像是夢幻中的天鵝公主，

舞動著優美的身段，宴會上的樂師也跟著盡情彈唱，一切是如此的美好。再仔細

地觀察畫布的背景，宮殿外河岸對面村落的平民也自在地圈起手跳著舞，河裡顯

然有位老翁悠然自得地正在垂釣。瓦斯涅佐夫對整個畫面的處理方式，有我們所

熟悉的“別連捷倚宮殿”風貌，而透過窗檐向外望出的景色，更是在宗教壁畫當

中的細密畫處理手法。 

6.《飛毯》(Ковёр-Самолёт)（圖6-4-6）：繼1880年瓦斯涅佐夫創作《飛

毯》之後，相隔二十多年，瓦斯涅佐夫再次取材此一主題，但呈現出情境完全迥

然的風格。這個時期，人類遨翔於天際的夢想已實現305。俄羅斯民間童話當中，

關於主人翁乘坐飛毯遨遊在天際間的情節時常出現，不同於瓦斯涅佐夫在1880

年所繪製的同名作品，這一幅作品的畫面似乎更瀰漫著神秘的色調。畫面中沈靜

                                                 
305 1903年美國人萊特兄弟順利完成世界上第一次的飛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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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瓦西莉莎公主之形象，就像是高爾基曾對她的描述般：「高尚的樸實精神、從

毫不做作的姿態中流露出自信、聰慧且深明大義、內心充滿無限的愛，這就是瓦

西莉莎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精神。」306織以精細雕紋的飛毯上乘坐著相互倚靠的公

主與王子，倒映在湖面上天際間日落的嫣紅，使整個畫面瀰漫著飄渺的感覺。瓦

斯涅佐夫善用顏色營造畫面氣氛之技巧，在此畫中表現得盡善盡美。而相較之他

的第一幅同名作品，這幅畫當中更呈現出憂傷與詩意的情調。 

                                   

圖6-4-6《飛毯》1917-1926 

7.《灰白馬－褐色馬》(Сивка-Бурка)（圖6-4-7）：三兄弟的父親在臨終前

吩咐，在他死後的三天，三位兒子要輪流帶麵包來他的墓前給他。兩位懶惰的哥

哥唆使年紀最小的伊凡去，所以連續三天都是伊凡帶麵包給去世的父親。最後一

天，父親告訴伊凡，只有他遵照父親的指示，便告訴他，到空曠的草原上大喊：

「灰白馬－褐色馬，神奇的馬，停在我面前，靜止不動！」到時候就會出現一匹

馬，你從他的右耳進去，從左耳出來，就會變成一位俊俏的年輕人。而當時在王

國內，美麗的公主請父親用12根柱子、12根圓木為她築起一座城堡，公主就坐

                                                 
306 Кравцов Н. И., Лазутин С. Г.,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 

c.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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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頂端。沙皇宣布，不論是任何人，只要可以騎著馬跳躍親吻到公主嘴唇的人，

就可以娶公主為妻。嘗試者絡繹不絕，當然也包括伊凡的兩位哥哥，不過卻沒有

人成功。最後由伊凡騎著他的灰白馬－褐色馬親吻到公主，故事的結局當然是在

王國內，為公主與伊凡舉辦了一場歡欣的婚禮。藍天白雲的背景下，襯托出顏色

鮮明玩具式的俄羅斯木造建築，左下方觀看群眾幽默的身體擺伏，再次讓我們感

受到俄羅斯人民的樸實風貌，同時跟著他們愉悅的神情，我們感受著伊凡與公主

沈浸在幸福甜蜜的這一刻。 

 

圖6-4-7《灰白馬-褐色馬》1917-1926 

1926年瓦斯涅佐夫病逝於他位於莫斯科的住所，手邊正進行繪畫工作《飛

毯》、《灰白馬－褐色馬》等尚未完成，而或許，幻想元素似乎永遠用不殆盡的瓦

斯涅佐夫還有更多的想法尚未來得及實現。儘管瓦斯涅佐夫晚年已經沒有類似的

作品可以媲美《三勇士》，但是從熱愛人民的角度出發來完成每個作品的信念卻

始終如一。瓦斯涅佐夫晚年的這些童話故事作品，儘管活潑詼諧、顏色表達豐富，

但是創作者的心境卻是極具憂鬱。1917年俄羅斯沙皇專制制度被推翻，這是瓦

斯涅佐夫所難以接受的事實，但是他明白“偉大的十月革命”是人民對自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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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現，因而他並不像當時許多藝術家抱持悲觀懷疑的態度選擇移民，而是待在

莫斯科協助培育蘇維埃現實主義畫家，期盼著社會主義新階層繼續在藝術上發揚

對祖國的熱愛，307同時，他一方面繼續從事他這幾年來一直沒有完成的童話題材

繪畫。瓦斯涅佐夫明白自己的使命是宣揚真實、善良與美麗，這是所有人都需要

的，缺乏了這些，人將會痛苦萬分。而在俄羅斯童話本身的隱喻當中，首要便是

傳達善良的好報，這也是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對世界善惡最早的認識，但或許是

環境變遷，人心對於最初的善良早已遺忘，瓦斯涅佐夫試圖在一連串激烈改革、

激進行為當中，用他僅有的能力喚起人民一些隱藏在心靈的純真。就像是普希金

和托爾斯泰的童話故事以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童話歌劇和芭蕾一樣，童話提出

最基本的課題：永恆的愛與信任、勇氣與決心、美麗與真理、真誠與善良，這是

生命中不會喪失的東西。尤其在瓦斯涅佐夫最後幾年的童話作品中，承襲著他在

《地下王國的三公主》、《阿寮奴什卡》所尋找的俄羅斯女孩典型，描繪出溫柔婉

約且擁有獨特感傷的特質，在瓦斯涅佐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蘊藏著深刻的思想

寓意。在其中，透露著俄羅斯的國家歷史命運，也反映出畫家本身心靈上的痛苦，

在他這些作品中“善的主角”潔淨的臉龐，就像是予以神化一般，表現出俄羅斯

民族本質當中的善良。秉持著這樣的創作精神，瓦斯涅佐夫所有的人物角色充滿

了為人民服務的崇高道德精神理念，不論是人道樸實的英雄，或者是烏托邦世界

內的童話故事主角。畫家寫到：“藝術所賦予的，是為了愛與慰藉”308，因而儘

管是到了現今，他的作品仍為眾人所喜愛。對於瓦斯涅佐夫終極一生誓為民族國

家奉獻的精神，高爾基曾說：「俄羅斯民族與詩人畫家是永垂不朽的，他的歌曲

將吹拂著他人民的心。」309 

 

                                                 
307 Моргунов Н.C.,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Д.,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M.: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c. 374. 
30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Москв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1848-1926）

- каталог выставки, Л.: Аврора, 1990, c. 62. 
309 Моргунов Н.C.,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Д.,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M.: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c.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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