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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后革命后革命””时代的心灵史和青春祭时代的心灵史和青春祭
□孟繁华

这本来是花红柳绿的时节，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改变了世界。但无论发生什么，生活还

得继续，鲜花还要盛开。就在这样的时节，我

们看到了钟求是逆袭而来的长篇小说《等待呼

吸》。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是一部

“后革命”时代青年的心灵史或精神史，是一部

用青春和行动“祭奠”理想的宣言书，是主人公

用理想主义情怀自我救赎的坚韧告白，也是一

部充满了历史感和怀旧情调的抒情小说。当

下爱情题材小说似乎并不紧俏或稀缺，我们可

以随处看到关于情爱的叙述文字或影像作

品。但是，那种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能够让

我们过目难忘的爱情故事，还是凤毛麟角，这

里的原因非常值得深究。文学是处理情感事

务的领域，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这些话语我们

耳熟能详，但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是悄然走低。

显然，我们的情感领域或处理感情的方式出了

问题。也就在此时，我们看到了《东京爱情故

事2020版》的各种报道。据悉，这部翻拍1991

年版的同名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相信

爱情，“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已经找不回来

了”。30年的岁月沧桑，已经物是人非。这是

大众文艺可以想象的从众感慨，是情感路线的

另一种营销和表达。但是，《等待呼吸》是逆流

而上的小说，它的价值不是时尚而是“不变”，

是“不变应万变”。

小说起始于苏联时期的莫斯科。两个留

学生：男的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夏小松，女

的是友谊大学的大一学生杜怡。他们一见钟

情并陷入热恋。故事的开头酷似流行于2008

年前后的“纯情小说”，比如《山楂树之恋》《那

一曲军校恋歌》等。纯情小说极端的说法是

“纯情得像中学生”，言外之意也就是浅白、天

真和幼稚。《等待呼吸》的故事发生在大学生之

间，再加上它的异国情调，几乎具备了“纯情小

说”所有的元素。不同的是这个异国不是南

美，不是北非，也不是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它是

我们过去想象和实践中的文化榜样和兄

长——俄苏文化。

对我们而言，俄苏文化就是我们文化的一

部分。而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阿尔巴特街，那个

到处都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街区，是雷巴科夫书

写过的年轻的苏联儿女们的居住地，是普希金

的故居以及诗人和妻子娜塔丽娅并肩站立在

一起雕塑的所在。多少年过去之后，俄罗斯文

化在我们的记忆中仍然美好无比，以至于当下

青年对朴树的《白桦林》、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仍如醉如痴。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如此的

坚忍不拔也堪称奇迹。钟求是将他故事的发

生地设定于莫斯科，加上“革命加恋爱”的讲述

方式，为小说平添了一股挥之不去的浪漫气

息。

杜怡和夏小松邂逅在阿尔巴特街。夏小

松幽默风趣，充满理想，才华横溢，他坚定执

著，阳光热烈，迅速地征服了杜怡。莫斯科的

恋爱季节，缱绻而多情。但昙花一现，爱情虽

然绚烂，却过于短促。很快，夏小松在苏联一

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被流弹击中肺部，不得不

中断学业，回北京治疗。杜怡休学一年，陪同

夏小松回到了北京。夏小松首先面对的就是

高额的医疗费用，他的父母从山西赶到北京，

但贫苦的农民家庭几乎无能为力，只能靠杜怡

想办法筹钱。从莫斯科回北京的列车上，一个

包厢里的中国商人卷毛胖子对杜怡有意，因此

借给杜怡5万元。但是，无论杜怡怎样努力，付

出了多少难以承受的艰难，这个胸前纹着马克

思头像、执著钻研《资本论》的青年，还是离开

了这个世界。

小说从开始到夏小松的去世，完全可以认

为是一部“纯情小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

说，夏小松的去世恰恰是小说的开始。或者

说，当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夏小松带着革命

的理想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留在“后革命”时代

的杜怡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历程，才是小说要表

达的主旨。夏小松的去世，使他们的爱情刚刚

开始就迅速凋谢，孤身一人的杜怡必须重新面

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夏小松，万念俱灰的杜怡

住进地下室自我疗治身心俱疲的创痛。这是

恍如隔世的世界，一切都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

过往，她从理想的天国跌落到了现实的大地，

她要面对卷毛胖子的债务，她必须赚钱还债。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给先锋美术展览做

人体造型，给另类书法家潘如钊做背部书写模

特，给中小学生做家庭辅导教师，甚至委身于

学生家长戴宏中，成为他治疗男性疾病幻想的

对象。她如一叶小舟行驶在暗夜的激流中，险

象环生，身心屡屡受到侵害，甚至像霍桑《红

字》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一样，身体被刻下了

耻辱的印记。后来，她终于见到了一位神通广

大的神秘人物胡姐。胡姐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她可以恢复被名校开除学生的学籍，可以操作

铁路改线，可以保贩毒者的人头等等。天下的

事情几乎都在胡姐的掌控之中。杜怡通过“考

核”为胡姐跑腿办事。经历了一些可疑事务

后，杜怡渐渐清醒。最终为了脱身，她匆匆逃

离北京，却在半途被人堵截，直至被废掉半截

小手指，身体的受难和精神的跌落，使至暗的

日子不期而至。这是杜怡在“后革命”时代的

切身经历，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凶险江湖，任

何一个孤身陷入的人，最终的结果几乎都是灭

顶之灾。是夏小松幽灵般的存在，召唤和吸引

着在沉沦边缘的杜怡止步于万丈深渊。

小说出现了两个“无处安放的部分”，这当

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其中“年”即岁月，那是逝

去的生命和不忍叙述的隐秘，那些岁月杜怡经

历了什么也不难想象；而“你”的部分，既是小

说节奏的转换，也是杜怡重返生活的摹写。杜

怡的家乡在浙江，这也是作者钟求是的家乡。

如是，杜怡家乡的风土人情就在作者的掌控之

中，讲述起来就得心应手。在杭州，生活恢复

了平静，杜怡开了一家书店。她遇到了一个在

音乐小店做店员的青年章朗。章朗被对面书

店的老板杜怡所吸引，他执意到杜怡书店打

工。小杜怡7岁的章朗不屈不挠地接近杜怡。

最终，他们的身体结合在了一起。意外怀孕的

杜怡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生下孩子。值得注意

的是，杜怡将这个孩子命名为夏小纪——

多年前的那场爱情在精神深处的伤口，才
慢慢袒露：她发现缺乏再次投入爱情的能力，
即使可以交付自己的身体，那种内心的高度契
合，却无从寻找。背负着对正常生活的绝望，
也背负着一个真实的孩子，她再次选择从生活
中隐匿……

在养育夏小纪的过程中，杜怡始终充溢着

对夏小松的爱，洋溢着对青春时节的流连和向

往，她内心坚持认为夏小纪就是夏小松的孩

子。对夏小纪的这一“征用”，使夏小松在小

说中无处不在，贯穿始终。历尽沧桑的杜怡

今非昔比、判若两人，但她内心执著不变的，

依旧是在异国他乡铸成炼就的理想情怀和方

向。她不辞而别，来到了山西晋城，那是夏小

松的家乡，那里还有夏小松的坟墓和他年迈

的父母。她开了一家民宿养活自己和夏小

纪，也为了让夏小松年迈的父母每个星期都

能看到他们的“孙子”。若干年后，章朗终于

找到了杜怡生活的地方，但杜怡和孩子已经

去了莫斯科。杜怡只能和夏小松在一起，哪怕

只是他的气息。

钟求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理想主义应

该是他文化记忆中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如火

如荼的激情岁月已经消歇，但历史已经终结却

没有成为过去，伴随革命而起的理想主义情怀

和精神也并没有彻底熄灭。因此，《等待呼吸》

就是“后革命”时代的心灵史和青春祭。需要

指出的是，《等待呼吸》不止是一部浪漫主义的

怀旧小说，同时还有强烈的批判性。对以胡姐

为代表的非法团伙和社会蛀虫对社会风气的

败坏、对财富不正当攫取的批判，同样是小说

中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在现代性过程中

不断遭遇挑战的理想情怀和批判精神，在《等

待呼吸》中得到了修复和维护。只要有了这一

点，《等待呼吸》就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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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求是长篇小说《等待呼吸》： ■创作谈

《等待呼吸》是一部浪漫主

义的爱情小说，是一部“后革

命”时代青年的心灵史或精神

史，是一部用青春和行动“祭

奠”理想的宣言书，它是逆流而

上的小说，它的价值不是时尚

而是“不变”，是“不变应万变。”

这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小说。

青春的激情、异国的情调和特别时

期的惊心背景，让这场爱情既伤感

又绚烂。这更是一部记录命运的

小说。三个年轻人分别以自己的

方式与这个时代相处交手，期间既

充满了人性的纠缠和生命的起伏，

又放射着理想主义者的悲情和光

芒。

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

那时候我们口唱校园歌曲，心存光

荣与梦想，还很先锋地谈论“主义”

或“缪斯”。许多年过去，社会生活

和观念规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

种世俗的逻辑改造过我们，各种立

场的思想入驻过我们，而“理想”一

词则像钞票一样，在流通的过程中

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即使这

样，若是静下来盘点一下，我觉得

自己心里还保留着一块干净的东

西，年轻时的初心还没有被自己完

全丢开。我有时候想，上世纪60年

代出生的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也世故，我们也狡猾，但我们

中的一些人总归还存放着当年的

情怀和向往，这在遍地忙碌的利己

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中间，悄悄成

了一种难得的存在。

这部小说写得很累很辛苦。

小说创作是在 2017 年春天开始起

步的，写了将近两年，后来又冷却和修改了一段时

间。在此过程中，我的白天始终是忙着的，只有到了

晚上和周末，才能将心思收回来，进入属于自己的小

说地域。在不算太短的 700 天里，我一般晚上 9 点 30

分开干，写到夜里收工，再翻翻书让脑子静下来，差不

多两点钟才闭灯躺下，第二天上午照常起床去上班。

有时候调控不好，身子躺下了脑子却收刹不住，在黑

夜中径自东跑西窜，让我无奈又焦虑。没办法，对于

拿不到整块时间的写作者，搭建长篇小说真不是个轻

松活儿，它会把你身体里的元气一点点地抽去，直至

精疲力竭。好在到了某一天，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写

完了，而且写出的是一部能让自己点赞的作品。

小说写完后，我去了一趟俄罗斯。我站在莫斯科

红场，一边观望克里姆林宫戳向天空的塔尖，一边想

象着许多年前广场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在莫斯科大

学高大的教学楼前走来走去，顺便跟迎面而来的大学

生打个招呼。我专门坐着地铁四处探访，遇到有趣的

站台就下来溜达一会儿。在革命广场车站，我还闭着

眼睛走几步，结果摸到了狼狗的鼻子。

有一天，我来到阿尔巴特街，一种故地重游的感

觉马上扑了上来。普希金和娜塔丽娅的双人雕像仍

安静地矗立着，街道两旁的商店活跃而不喧闹，街心

有小姑娘演奏小提琴，也有几个小伙子在展示街舞。

再往前走，我突然遇到了那面著名的涂鸦墙。墙上内

容仍然斑斓，有人物肖像，更有长长短短的留言句

子。我举脑袋打量着墙面，眼睛里却出现了夏小松和

杜怡的身影。我觉得这一刻，他们俩就在我的身旁。

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
重点作品扶持入选名单

（上接第1版）
《三寸人间》 耳 根

《纨绔天医》 连 玦

《万古第一神》 风青阳

《小阁老》 三戒大师

《晏捕头》 少地瓜

《一切都在开始》 十四鸽

《有些人有些爱》 静夜寄思

《月满长街》 吴半仙

《掌欢》 冬天的柳叶

《直挂云帆》 刘祖光

《重生似水青春》 鱼人二代

2020年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

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上接第1版）
27 汉语 散文 《雪峰山密码》 蒲海燕（女） 侗族 湖南作协

28 汉语 散文 《鲍坪志》 谭功才 土家族 广东作协

29 汉语 散文 《河流出嫁的方式》 杨秀平 苗族 贵州作协

30 汉语 散文 《楚雄书》 李玉超 彝族 云南作协

31 汉语 散文 《汉语的故乡》 傅查新昌 锡伯族 民族文学

32 汉语 报告文学 《百色大决战》 马元忠 壮族 广西作协

33 汉语 报告文学 《战疫烽火征程，闪着泪光的援鄂女警故事》 赵钰（女） 彝族 云南作协

34 汉语 报告文学 《红星照耀黄河》 马明全 撒拉族 青海作协

35 汉语 报告文学 《平静的世界》 马尚贵 回族 宁夏作协

36 汉语 理论评论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徐寅 汉族 天津作协

37 汉语 理论评论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 罗宗宇 汉族 湖南作协

38 汉语 理论评论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赛娜·伊尔斯拜克（女）

柯尔克孜族 新疆作协

39 蒙古语 长篇小说 《琪楠贡》 乌云巴特尔 蒙古族 内蒙古作协

40 蒙古语 报告文学 《嘎查路咋走》 布仁巴雅尔 蒙古族 内蒙古作协

41 藏语 长篇小说 《结》 索南达杰 藏族 青海作协

42 藏语 理论评论 《新时代藏族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普琼 藏族 西藏作协

43 藏语 理论评论 《小说创作技巧探究》 扎巴 藏族 中直

44 维吾尔语 长篇小说 《幸福之路》 热孜古丽·卡德尔（女）

维吾尔族 新疆作协

45 维吾尔语 长篇小说 《王三街》 图尔贡·米吉提 维吾尔族 新疆作协

46 哈萨克语 报告文学 《边关向日葵》 哈吾斯力汗·哈斯木汗

哈萨克族 新疆作协

47 朝鲜语 报告文学 《魂牵梦萦的故乡恋歌》 金仁德 朝鲜族 延边作协

48 彝语 中短篇小说 《绕过大山的凝视》 时长日黑 彝族 四川作协

（上接第1版）

青年创作与理论研究专项

诗 歌
《我命中的枣红马》 赵 娜

散 文
《万物相爱》 安 宁

文学理论评论
《19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话语新变研究》

陈培浩

《破碎的瓮：当代青年小说论》 黄 平

儿童文学
《乘风破浪的男孩》 赵 菱

长篇小说

《送行人》 王 手

《玛纳斯河》 王 族

《桑田日暖》 王 棵

《阿里郎》 王 筠

《五湖四海》 石钟山

《北地》 老 藤

《窑变》 李清源

《西北往事三部曲》 张学东

《动物万岁》 陈 仓

《沙县小吃》 陈毅达

《故香》 林筱聆

《东山顶上》 周伟团

《荒漠里有一条鱼》 赵本夫

《愤怒的钢铁》 韩梦泽

《彩虹》 程 青

报告文学

《海南岛传》 孔 见

《为你而生——刘永坦传》 张雅文

《强国梦：中国科技的突破与创新》 陈 芳

《三条石——“天津镜像”中的中国百年》

武 歆

《冲天》 董岐山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曾维浩

散 文

《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 蒋 蓝

文学理论评论

《小说文体初论》 何镇邦

网络文学

《2.24米的天际》 行 知

《大医凌然》 志鸟村

《糖婚：人间慢步》 蒋离子

写作和出版计划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华文学基金会

《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 《诗刊》社

据新华社沈阳6月25日电 由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组织的端午诗词联诵于近日在沈阳举行，带观众重温端午

节的历史；“五月榴花照眼明——端午诗词特展”也于近日在

辽宁省图书馆开展，带观众领略诗词中的端午节俗与风

物……

近年来，随着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升温，

欣赏、品诵诗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节日选择。

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姚杰说，此次展览选取了历代有代

表性的端午诗词，通过对诗词的解读，并配以不同时期、不同

画家创作的端午题材绘画作品，将端午节的文化和习俗娓娓

道来，让观众深切感知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历代文人墨客关于端午节的诗词描写颇多，其中不仅有

端午节俗，也有端阳的风物，所谓“四时佳兴与人同”，时令风

物如榴花、蜀葵、菖蒲、枇杷等成为文人们在诗词中争相吟咏

的意象。同时，诗人们也将感恩圣意、吊唁屈原、怀才不遇等

感慨借节日的氛围抒发出来，成为诗人一时心境的写照，充

实了端午节的文化、历史内涵。

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重温这些端

午节诗词的背后是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诗词让更多的人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赵洪南）

“端午诗词展”带观众领略诗词中的端午节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