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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追寻、革命化成长与历史的误会 
——“革命加恋爱”小说之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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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革命加恋爱”小说曾承载有一定的现代性美学内容，呈现出革命文艺的美学原生态，在革命与爱情

的冲突叙事中，这类小说营构着五四后一代青年的成长之梦，其叙事上的现代性分裂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选

择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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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追寻 

文学史一般对普罗文学总体评价不高，认为这类小说只是演绎图解政治概念，煽动群众

的革命热情，描写一些突变式的英雄和奇迹式的胜利，充满了标语口号和公式化与概念化的

毛病。应该说上述毛病确实不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的普罗小说中，洪灵菲也坦承：“普罗列

塔利亚在它还未成长的时候，它的阶级意识还是朦胧，它还相当的满足地在做着资产阶级的

忠实奴隶；在这样的时候，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发生自然是谈不到的。” [1]但我们也应看到，

任何价值判断包括美学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塞萨尔·巴列霍说，“在历史发展

的目前这个社会阶段，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和深刻，艺术家先天的革命精神不能不把

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作为其艺术创作的根本题材。……艺术上的革命艺术家，就

是政治上的革命艺术家。”[2]同样，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革命的自然联姻也是历史与

现实情境的当然选择。 

就作为普罗文学主要创作形式之一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其中也有少数作品一般不视

为普罗文学，如巴金、茅盾的创作等，但笔者认为，就小说本身来说，将这些同题材小说等

同视之更切近文本的真实)来说，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重新返观，那么，应该承认它在

当时具有强大的社会启蒙力量，只不过这种影响是以激烈的“革命”形式而已。它是中国文

学历史发展中的新生事物，树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规范，其显在的“反抗性”特征也合

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至于此后文学的极端“革命化”走向受其很大影响，我认为似乎

更与社会动向及后来者的自身选择有关。当我们回归历史语境时，就不难看出“革命加恋爱”

小说所蕴含的一系列现代性因子。 

首先，“革命”与“爱情”题材本身即包含有丰富的美学内容。革命与爱情的深层内容

是暴力和性，审美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的审美心理体验在有关暴力和性中最容易达到峰巅状

态，这二者都带有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二者在文学题材上的复合表现实为中国文学开

拓了一个新型的叙事范型。暴力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规行为，艺术对暴力的表现具有打

破日常生活庸惯的新奇美学功能，让人受到刺激，使受压抑的能量从中获得宣泄。所以从古

至今，作为革命极端形式的暴力战争（亦为革命之表现），既在理性上为人们反对，同时又

总为人们津津乐道。不过，中国的儒家传统向来讲究温柔敦厚，讲究中庸处世，君子动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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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偏激的暴力被认为是“乱性”行为。所以传统文学少有象欧洲史诗中的暴力叙事传统，

即使象《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白话小说，尽管写作者花了很多笔默书写英雄主人公的

暴力反抗，但最终还是让梁山好汉归顺朝廷，让齐天大圣“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暴力的

叛逆者们仍然“跳不出如来的掌心”。在传统文学观念里，暴力的表现只有合于普遍的道德

才可以在文学叙事中争得一席之地。“革命加恋爱”小说对于革命场景的直接表现，尽管有

“左”的嫌疑，但它无疑是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左倾革命的真实

表现。 

爱情的内驱力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必多”，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更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

因，性积聚了人的最大和最多的能量，是人的本我。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严重压制更刺激了

一般民众对性的神秘感。文学只可“言情”，不可说性，古典诗文就是在写情时也大多只是

夫妇之间的“寄内”、“赠内”或“悼亡”，对性的描绘在中晚明以后作为这种压制的“反动”

力量大量涌现，但是《西厢记》、《金瓶梅》、《肉蒲团》甚至“三言”、“二拍”等俱被斥为“淫

书”而被禁止传播。在曹雪芹《红楼梦》里，“欲”也是以“情”字写出，晚清时期象沈复

的《浮生六记》、林纾的译作、苏曼殊的作品等都是以情取胜。直到五四时期，性和爱情才

趋于一致，但郁达夫的《沉沦》发表时还是引来无数非难。“革命加恋爱”小说自然表现了

情，而且由于革命的解放功能，爱情与性的统一问题也受到了更多关注（这种关注也包括认

为两者可以分离而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时代女性”在性方面的大胆行为更是远远超过了

郁达夫的《沉沦》时代。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里的曼英，巴金《爱情三部曲》里的熊

智君，茅盾《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等人都实现了爱与性的分离，性不仅是爱的升华，有

时女性可以拿它当作对“革命者”的奖赏，有时又成为女性对“反革命者”的报复。这种分

离别有深意，与同时代张资平、章衣萍专事三角、四角恋爱，纯粹追求商业利益的爱情小说

大异其趣。 

其次，“革命加恋爱”小说在当时还具有时代先锋文学的性质。所谓先锋文学，是说它

的创作突破了当时文学的基本格局，紧紧抓住了时代的新质内容，蕴含有文学未来的发展趋

势。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在上海这样的“东方巴黎”大都

会，电影、舞会、沙龙、集会等现代娱乐方式已经普及，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作为“现

代”的内容被接受进来，一般市民阶层也对文学有了新的期望，反映城市生活与时代生活两

个方面内容的作品最为一般大众所喜好。“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背景大多是现代城市生活，

比如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一开始就写道：“上海是不知道夜的。夜的障幕还未来得

及展开的时候，明亮而辉耀的电光已照遍全城了。人们在街道上  行走着，游逛着，拥挤着，

还是如在白天里一样，他们毫不感觉到夜的权威。而且在明耀的电光下，他们或者更要兴奋

些，你只要一到那三大公司的门前，那野鸡会集的场所四马路，那热闹的游戏场……”丁玲

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开头也写到“电梯降到了最下层”、“庞杂的皮鞋声”、“高

大的玻璃门”，巴金《爱情三部曲》的《雨》开头有“马路中间一条电车轨道伸长出去，消

失在远处的绿荫里。树丛中现出来一长串的电灯，一个连接着一个，没有间断，也没有尽头。”

这些都是只有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才有的意象。“……它们是典型的现代城市文学，是上

海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们都是以城市现代性和工业现代主义作为自己基本的价值取向，

它们的这种明确的先锋性以及都市主题同偏于传统、保守、古典的‘京派’文学的农村牧歌

主题形成了鲜明对照。”[3]同当时的海派现代主义文学一样，“革命加恋爱”小说有力地摧毁

了传统的美学范畴和标准，给文坛带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开拓了现代审美的新空间，  

当然，如果仅从表现城市物质生活来说，“革命加恋爱”小说确实与京派有很大差异，

不过，更大的差异在于，小说主人公形象和思想观念——尤其是对待爱情的看法，也是属于

现代城市的。“革命加恋爱”的主人公通常是一群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知识青年，他们高谈阔

论，知识面开阔，接触时代最前沿的思想，行动、言语、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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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漫情调。在对待爱情上，这些主人公人群与五四的零余者也大不相同，他们不再像五四

青年那样感伤，而是崇尚在行动中追逐异性和爱情。在巴金笔下，周如水这样的爱情懦弱者

不仅丧失爱的机遇，而且也不配有生的权利，死后只是晨报上见到“一个标题：‘无名青年

投江自杀’，这个消息并不曾被周如水的朋友们看到。” 

再次，“革命加恋爱”小说应合了现代城市生活重通俗娱乐的文化消费需要。1927 年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成立，人口达 360 万，集中了全国的工业和财富，到处的舞厅、汽车、

霓虹灯、电影院、夜总会、跑马场、交易所等表征着上海城市生活的奢华，发生在这些场景

中的故事无疑给城市大众提供了阅读快感，现代城市工业也使 1928 到 1931 年间成为上海

出版史上的狂飚时期，这样，“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适时出现自然容易激起出版界和广大读

者的巨大热忱。早在 1924 年张闻天就在《小说月报》刊登长篇《旅途》，发表前即受到《小

说月报》编辑的热情推荐，连载甫毕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单行本。代表人物蒋光慈在短短一

两年里就创造了新文学史的一个奇迹，“蒋光慈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完全被遗忘了的作家，只

有图书馆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盗版本在见证着、诉说着蒋光慈为新文学所

创下的辉煌奇迹。”[3]这期间蒋光慈等普罗文学作家除出版大量小说外还往往身兼数职，蒋

同时编辑有杂志《新流月报》与《拓荒者》。在读者方面，郁达夫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

以后，普罗文学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
[4]在华汉（阳翰笙）《地泉》的第二部《转换》中，书店老板对卖文的落魄青年林怀秋说：“你

最好在写恋爱故事的时候，加上一点儿革命，那销路的既好，同时也可保险了。”钱杏邨在

评《地泉》时也说：“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革命，小说里必须有

女人，有恋爱。”这些革命浪漫谛克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政治内容，在当时政治高压的环境下，

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流行读物，获得广大读者如许的亲睐，当然不仅是因为书商的炒作，支

撑它风靡的原因更在于小说对三十年代政治文化心理和城市大众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 

此外，“革命加恋爱”小说与五四浪漫抒情小说之间仍有一定的承续性，与特定的带有

组织纪律要求的“革命”之间则不时出现一些裂隙。从创作主体上来看，最初的“革命加恋

爱”小说的作者虽然属于最先感应时代的革命风气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作为知识者，并没

有获得鲜明的革命意识，“亭子间”的小资产阶级习气也不可能一下子脱除殆尽，五四强烈

的主观自我意识仍在创作中发挥着隐性的支配作用，甚至有的作家此时还主要是受无政府主

义观念影响。作为五四浪漫抒情小说中坚的郁达夫，被一些革命文学家指责为“极端的个人

主义者”，及至后来被从“左联”除名，但郁却大力肯定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热情帮忙洪

灵菲出版处女作，对此孟超坦言：“（洪灵菲）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在革命的故事中糅杂

了不少恋爱场面，我们不能否认在风格上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自然他没有郁达夫的颓废的

一面）。”[5] “革命加恋爱”小说与五四浪漫抒情小说存在的渊源关系在蒋光慈《少年漂泊

者》中也可以见出，小说选择书信体这种浪漫主义的典型体裁，主人公汪中是郁达夫“零余

者”原型的时代变形，《少年漂泊者》是一部革命的“成长小说”，通过“漂泊之旅”的浪漫

叙事，将零余者转变成了拜伦式的英雄，“陶铸同志、胡耀邦同志都是受《少年漂泊者》影

响，走上了革命道路”。[6]由此也可见出这类小说当时潜移默化的能力。 

1922 年蒋光慈在苏联转为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回国在上海大学教书。这时他非常醉心

于文学活动，很快便与党分配的工作发生了冲撞。后来中央调蒋光慈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

翻译工作，蒋工作不久就感到很不适应，竟未经组织许可就擅自离职回到上海。左联成立后，

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蒋的夫人吴似鸿曾回忆过蒋光慈退党的一段

有关情况。一次左联要开会，一时没有会场，想利用蒋家的客堂作会场，左联的人叫钱杏邨

和蒋光慈说，不料蒋光慈拒绝了。他说：“一个房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

开就开倒了。”蒋还对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

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7]《我与蒋光慈》书中记载有这样一段事：“夏季的一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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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睡午觉，光慈坐在我的旁边看报，杏邨走上楼来通知光慈说：‘明天上午八时，到南京

路上集会，你到时去！’但光慈回答说：‘我不去，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有意思’。”但蒋光

慈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党组织要求他抛弃个人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因此蒋光慈感到

很痛苦，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党。后来开除蒋光慈有两条理由，其一是他

写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产生了不好影响，其二就是自由主义以及不愿参加组织活动。
[8]从这些恩怨中可以见出，蒋光慈当时事实上与组织保持着一种游离态的关系。这种游离态

也使“革命加恋爱”叙事在模式化的同时不断出现一些冲决，革命与浪漫混杂一处，呈现出

革命文艺美学的原生态。 

对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进一步评价还要待更多的时间来检验，但其中蕴含的初步现

代性的美学因子不可忽略。在讲述特定时代“革命”与“爱情”的同时，此类题材小说透出

的丰富的文化意味，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作不同层面的解读，这在研究上属正常现象。对于我

来说，更想关注的是，能否透过这些具有现代性的文本，打开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导向自我

的灵魂之门。 

二、革命化成长 

李欧梵指出“五四一代的作家（除极少数例外）经常是以对抗那他们看来是纷扰的、异

己的环境来肯定个人的人格和生活方式。”[9]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作者

继承了五四的浪漫和反传统精神，比起五四一代来，他们的对抗具有了更为明显的特定目标

和革命手段。革命意识的增强使他们不再象五四一代那样对自我的定位充满浮萍之感，作家

和小说主人公一起走出了传统的家庭，也有意识地走出自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属性。

在对“革命”的现代性追求中，他们的主体意识经历着一段不可绕过的成长之旅，而爱情，

无疑充当了这个历程的见证。 

“爱情的观念要求个体克服单子式的孤立状态，并通过让个体屈从于两人之间的无条件

结合而达到自身的完满”，[10]五卅后觉醒的知识者在大呼反抗与革命的同时，也在爱情的王

国里追寻与一切束缚相决绝的自由。时局形势的新发展使一代青年选择了以认同“革命”来

表达对个人和民族两方面的现代性诉求，在各种外力的推动下，民族现代性的焦虑日趋突显

出来，成为“革命者”比成为自由个人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强迫

自己全盘抛弃曾经启蒙他们觉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而去接受他们所能理解的革命理

论。”[11]于是，一代青年在心理上和现实中左冲右突，在“革命加恋爱”的叙事中，“爱情”

与“革命”遂成为新一代觉醒青年的自我成长的有意味的仪式。对于这些青年作家来说，创

作“革命加恋爱”小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是他们凭藉“文学”这个审美之维来实现自我的乌托

邦想象，也是他们凭藉“爱情”这个丰盈意象来实现自我的革命化成长。当然，成长不可能

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波峰与浪谷——在叙事上就呈现为二者的各样冲突。 

“革命加恋爱”小说主要描写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冲突关系，从冲突方式来看，其情节结

构形态大致分为两类：同向互动或异向冲突。所谓同向互动是指在主人公的行动中，革命与

爱情既互为动因，又可在短期内互为目的，爱情引发了革命或者革命带来了爱情。早在 1924
年发表的成型之作是张闻天的《旅途》，小说写身经五四流行思潮洗礼的青年钧凯与蕴青偶

然相恋，因蕴青不愿也不敢违抗父母的他许之命，二人之爱只能停留于精神层面。钧凯踏上

异国土地，得悉蕴青嫁人，身心俱焚，后又与异国女子安娜、玛格莱发生恋爱故事，均以悲

剧结束。大恸后钧凯誓言“以后生在世上，我将完全为了他人谋幸福”。小说反映了“五四”

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中振作起来，爱情的失意强烈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转而为改

造黑暗中国而参加革命以至献身的历程。主人公钧凯意志决绝地投入革命首先起自他的爱情

悲剧，继而在理性上认识到“革命”是避免悲剧的终极解决手段，这种对爱情与革命简单互

动关系的理解，明显保留有五四时期社会改革的乌托邦的理想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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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创作中这种革命与爱情二者同向互动关系也以不同方式体现在后来的“革命加恋

爱”小说中。蒋光慈 1925 年发表名篇《少年漂泊者》，讲述一个叫汪中的少年在漂泊生活

里经受种种屈辱，最终走上革命的历程。小说“使人看了，真有跃跃欲起之势!”[12]不过通

篇看起来，促使主人公走上革命的最重要心理动力，还是来自他与店老板女儿的爱情悲剧。

主人公汪中说：“我的爱人刘玉梅为我而死了，实际上是恶社会害死了她；我承了她无限的

恩情，而没有什么报答她；倘若我能努力在公道的战场上做一个武士，在与黑暗奋斗的场合

中我能不伯死做一位好汉，这或者也是一个报答她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读者评价

它为“被压迫者的反抗呼声，社会罪恶的揭破者，实在胜过该一万本肉麻的恋爱小说！”胡

也频的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知识女性白华思想的转换来写共产主义对无政府主

义的胜利，爱情在其中同样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小说中革命与爱情并行不悖，恋爱促进了

革命的觉悟，同时革命觉悟也使爱情获得坚实基础，更有韵味。小说结束时，刘希坚对白华

说，“回想起来是有趣的，……那从前的我们对立的意见，那些几乎要决裂的激烈的论战，

现在看起来，都变成很有意义。”尽管小说存在很多的“左倾”意识，但在革命与爱情的关

系上却表现了十足的个性主义习气。爱情的成长与革命的成长交织起来，构成了革命与爱情

的“双轮”叙事。《流亡》、《前线》都是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沈之菲与黄曼曼由共同的革

命志向走到一起，互相以爱情为安慰鼓励，主人公沈之菲认为“把生命为革命，为恋爱而牺

牲，真是多么有意义的啊！”对于革命和恋爱，到底会不会冲突的问题，作品借沈之菲之口

回答道：“那一定是不会冲突的。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前线》中，已有妻

室的主人公霍之远和已为人妇的林妙禅相恋，经历了现实的曲折、道德的考验、灵魂的斗争

和革命同人的讥讽，仍然大胆地走到了一起。后来二人去照相馆照相纪念爱情，并在相片后

面题字：“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

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这是洪灵菲本人与秦林芳之间实际有过的爱情

生活细节，[13]也是当时革命青年发出要求在革命中获得爱情的心声。无论从作品思想的理

性认识还是人物的革命实践来看，革命与爱情在洪灵菲那里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合一。同向

互动叙事凝聚了时代青年的强烈自我意识，追求个体的幸福与追求革命的道义统一起来。米

兰·昆德拉在其名作《生活在别处》里也曾提及 60 年代巴黎大学生打出的标语：“我愈是

作爱，我就愈想干革命——我愈是干革命，我就愈想作爱……”[14]也许这就是革命艺术家

所共有的精神气质。 

“革命加恋爱”小说还大量写到了二者的异向冲突关系。所谓异向冲突是指在革命与爱

情的叙事关系上，革命与爱情不具有动因与目的的关系，而是相反，革命与爱情有时会产生

难以统一的矛盾。在对立状态中，革命既是现实爱情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上升为具有神性的

乌托邦历史图景，具有本身的意义自足性。当革命的道义获得确定后，个人就当然地被要求

纳入这个乌托邦图景。个人的选择只有和革命理想相一致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意义，个人的

爱情也应当服膺革命宏大主题。而沉迷爱情则对革命有害，从爱情迷雾中走出并转向革命是

革命道德伦理所鼓励的“善”。换句话说，即沉湎爱情而忽略革命的使命，则必须鄙视并加

以抛弃；革命者的爱情只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才是崇高的，才能在革命集体中获得合法性。

孟超小说《冲突》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蓬勃的革命热情，好似被爱的问题排挤出一部分了”，

不禁痛心感叹：“——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这完全是反革命！”丁玲的小说《韦护》更为典

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小说以瞿秋白和丁玲好友王剑虹的爱情为原型，写共产党人韦护在与浪

漫女子丽嘉恋爱而同居，彼此沉溺在爱的温柔乡里而耽误革命工作，韦护受到同事们的歧视

和排斥，感到自己对革命有不可饶恕的不忠，他犹疑、苦闷、焦虑，感到恋爱已成了他的镣

铐和牵绊，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呕歌一世”，最后他毅然割舍与丽嘉的

浓浓爱恋，离开爱人去广东参加革命工作。单从情节来看，主人公韦护离开爱人似乎带有传

统爱情叙事“始乱终弃”的主题影子，但由于革命为“乱弃”提供了强力的道义支持，革命

与爱情不能两全，舍爱情而求革命的选择就轻松地突破了一般道德的框架。革命者选择“革

命”，“放弃”爱情，这是用近乎自虐的牺牲方式来成就革命者的革命意志，是对世俗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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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御与反抗，昭示着对革命精神纯洁性的向往，因此爱的悲剧反过来映衬了革命者“成长”

的曲折与艰辛。 

这种在异向冲突中表现革命者的成长叙事也常以“寻找—阻隔—引导”的结构模式来贯

穿文本。蒋光慈 1926 年写就的《寻爱》是个类似速记体的短篇，小说写一个美术大学“名

扬海内”的青年诗人刘逸生寻找爱情而不得，终于选择参加革命的故事。从小说的语气来看，

似乎带有一些讽刺意味，然而它未尝不是说出了那个时代相当多数革命者的革命起因。使蒋

光慈名声大作的《野祭》被认为是“革命加恋爱”的代表作，小说首先讲述了一个叫章淑君

的女子由对爱情的寻找到爱情受到阻隔，再到积极参加革命并殒身的故事，浓笔刻画了一个

女革命者的形象，其中蕴含有女革命者的“成长”题意。同时，这种“寻找—阻隔—引导”

也体现在男性革命者陈季侠身上。陈对爱的渴求是最初的寻找，长相一般的淑君的出现使得

陈无意和她恋爱，这成为陈在爱情上的第一次阻隔，漂亮女子郑玉弦的出现似乎打破这种阻

隔，但继而在革命激流中的怯懦使郑又成为陈的爱情“阻隔”，但在文本中郑的“阻隔”更

有深意，爱情的阻隔变为“革命化成长”的阻隔的象征，与此同时，先前作为爱情“阻隔”

的淑君，则反过来由于其革命的神性而成为“引导”陈走向更高的革命觉悟的象征。另一方

面，通过陈季侠爱情对象的二次转换，作品对于什么样的爱情观才是革命的也作出了判断，

即建立在共同革命基础上爱情远高于世俗化的爱情。在“寻找—阻隔—引导”的回环结构中，

作品论证了具有革命内容的爱情的合理性，爱情因革命获得神性，相反，加入相貌等生理因

素的世俗性爱情伦理则遭到批驳。这样在讲述爱情的同时，小说也在确认革命的道德伦理，

对革命伦理道德的领悟则成为革命者“成长”之途不可或缺的精神锤炼。 

由于实际革命活动的复杂性曲折性，自我的革命化成长历程也往往并非简单的同向或异

向问题，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迷误，因此，革命化的成长叙事在“寻找—阻隔—引导”模式之

外，还体现出“迷误与走出迷误”的结构形态。1929 年夏天蒋光慈在日本写出长篇小说《冲

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试图指出他们应走

的道路。女学生王曼英在大革命时期受革命潮流的潮荡，在初次爱情对象、身为“革命者”

的柳遇秋的引导下（后来证明其人只是随风之“柳”，并非真正的革命者），离家参加革命队

伍。革命失败后她陷入绝望与迷茫之中，在革命的中心、大都市的上海，她以自己女性肉体

来捉弄社会，这是一条企图“破毁这世界”、实际却使自己走向堕落和毁灭的道路。最后，

在男性革命者李尚志的第二次引导下，终于冲出了迷误的云围，走向革命，同时爱情也在真

正的革命者身上找到归宿，成长叙事遂告完成。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中的素裳原是一位

贵妇人，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出现使她走出“迷误”，加入革命工作，洵白牺牲后，素裳义无

反顾地奔向莫斯科。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和她热爱的小说家子彬同

居，虽然子彬对她充满温情，但她却失去了个人自由和价值，爱情与人生追求发生矛盾，在

共产党人若泉的引导下，美琳终于离开子彬，走上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三○

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和美琳类似，在与旧恋人玛丽重逢后，他的革命工作与玛丽小

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玛丽离开他后，他更加坚定地投身革命运动并在一

次运动中被捕。这里望微和美琳遇到的是另一种“迷误”——个人的爱情小天地，让个人感

情服从革命，表现革命者的坚定意志意味着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是“走出迷误”。这个过

程的转换证明了革命性启蒙的基本功能——使个体成长为成熟的真正的革命者。“迷误与走

出迷误”结构可以更直接承担革命性启蒙对自我成长的作用意旨，在“迷误与走出迷误”的

叙事转换中，表达了革命性的启蒙对个体的强大拯救功能。这种结构不仅再现自我成长为革

命者的复杂与艰辛，也蕴含未来革命文学的叙事范型，在建国后“十七年”的同主题小说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上分析的这些叙事型态尽管表现互有差异，但革命与爱情是作为“双轮叙事”而出现

的，爱情描写在小说中的比例大都超过了对革命的描写。不过无论是同向互动还是异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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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阻隔型”叙事还是“迷误型”叙事，文本上的“双轮叙事”在其指归上却有着清楚

的所指，即革命的权重系数要远高于爱情，成长为成熟的、坚定的革命者才是叙事的重心所

在。许志英、倪婷婷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认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作家是经历了

个性觉醒的知识者，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从未泯灭，但是，“舍弃个人献

身革命的理智的警钟，不断敲击他们的灵魂，在个人和集体的天平两端，他们不得不在集体

一端多放上一个砝码，于是，感情失重的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痛苦正

是他们所接受的前后两种思想最初交战所造成的。”[11]这是很有见识的论断，当然，这“多

出一个的砝码”来源于他们清醒的历史理性认识，二者的纠葛就是凝聚个人生命体验的私人

话语与凝聚历史意识的宏大叙事话语在同一个力的方向上的冲突。虽然个体的感情体验因此

产生很多痛苦，但由于选择更多具有个体的主动性，所以并未象后来那样造成个体严重的灵

魂分裂。这是先前五四个性解放的自我步入新历史阵图中必然的、主动的断乳，既有死亡，

更有新生。这“多出一个的砝码”代表了新的意志力量，是五四的张扬的自我向革命化成长

的关键性转折。 

三、历史的误会 

“革命加恋爱”小说蕴含有初步现代性的美学因子，作为革命与爱情相结合的题材叙事

来说，从其对自我个性的执着，对五四青春精神的继承，对世俗美学趣味的认同等方面来说，

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现代性的美学因子不必质疑。然而从这种题材叙事的具体形态及历史发展

来说，“革命加恋爱”小说也带有不可否认的思想与美学的非现代性。作为革命文学的开创，

“革命加恋爱”小说首先呈现出思想的简单化，在价值定位上常常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与

现代性的多元精神相悖，叙事的现代性目的往往以非现代性甚至反现代性的手段来表达。“有

些作品中对爱情的贬斥已远不是基于它与繁忙的革命工作的矛盾冲突，而是掺杂了较多的泯

灭个性的封建意识……借无产阶级的名义，把爱情定为‘反革命’、‘小有产者’和‘资产阶

级’的性质，归之于摒弃之列，这正是改装了的封建道德对革命队伍中正常个人欲望的箝制。” 
[11]作为表现自我的革命化成长叙事，“革命加恋爱”小说确实有凭藉“文学”这个审美之维来

实现作家自我想象的诉求，在与五四保持联系的同时，这种新型的革命化“自我”也在不知

不觉中漂离五四的现代性个人传统，集体的影像逐渐明晰、高大，并增生出巨大的阴翳，笼

罩并覆盖住羽翼未丰的“个体”之雏。[15]这种现代性的分裂不仅造成此类题材叙事本身的

特异，也对整个后来的文学产生难以消除的负性影响。 

叙事上的简单化从以上的情节模式分析中即可见出一斑，同向、异向，阻隔、寻找，在

表层上一个个故事似乎各不相同，大异其趣，然而由于革命指向的具有先验性，爱情要么是

“革命”大餐中的“美味佐料”，要么是驶向“革命”灯塔航程中迷乱心智的“幻形女巫”。

这样的叙事实际上只朝向一个方向，只在一个平面的维度里伸缩舒展（蒋光慈的《丽莎的哀

怨》倒是显出了别一种的探求，不过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对于这种简单化的弱点，自

三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左翼文学内部都作出了详尽的描述。1932 年华汉(阳翰笙)的
长篇小说《地泉》由上海湖风书局再版时，作者约请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饯杏村

等人作序。瞿秋白在序中批评《地泉》是“革命浪漫谛克”的作品，“《地泉》固然有了新的

理想，固然抱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志愿。然而《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能够做到。

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显然暴露出《地泉》不但不能帮助‘改变这个世界’的事业，甚至

于也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地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样写’的标本。”

对于这种“最肤浅的最浮面的”简单化叙事思维，我们不大可能从叙事的文本中直接找到答

案，因为深层的动机根植于中国的革命动因和当时知识者文化选择的动机。 

微拉·施瓦支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首先注意到如何建成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后来才

注意到启蒙。”[16]晚清以降，中国社会革命不间断爆发，促成革命的重要动因是民族在外族

虎视眈眈的威胁下，面临生存的危机。由借助西方技器之学到鼓民力、开民智的启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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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倾向暴力革命的曲折理路，这是个不断选择、放弃、更新的过程，其目标是以期中国危

机的彻底解决。革命的意义以及革命的形式即如孙中山所言“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

于一役”[17]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擂响了现代人的观念和“现代”文学观念的战鼓，但这

种现代性的“启蒙”从来没有超越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追求。 

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左翼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示了一幅五彩炫目的理想图景。以疾风

暴雨般的激进方式迅速除旧布新的想象，给了他们乐观的价值预期，参予文学活动的知识者

敏锐感知到革命给民族和个体的命运可能带来巨大变化，他们深信革命蕴含着社会的正义力

量和普适的道德原则。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并且选择以“文

化建构”的方式参与到革命的实践。蒋光慈曾警告冰心“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家不是这样

的！”“小心些！大风起了，暖室地要被吹倒，花更要遭难了”[18]这种动机也决定了革命文

学创作的重心是“革命”而非“文学”，革命的思维方式要求强烈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要求在“文化建构”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渗透“革命”的道义与观念。1928 年革命文学高潮

时，革命文学者对非革命文学的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否定，并发展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性活

动，对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围攻即是典型，成仿吾呼喊：“打倒一切的象牙与犬牙之

塔在革命中的障碍”。[19]正因为如此，在表现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方面，革命文学的叙事指归

才会不约而同地单向地定位于革命的中心。鲁迅批评这种直接革命功能观说：“一讲无产阶

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20]一针

见血指出了革命文学在社会功能观上的极端狭隘性。尽管“革命”在二十年代中期负载着中

国社会现代化的重任，“革命”的初衷也是解放人性，但“革命文学”（当然也是当时革命实

践的反映）中，目的与手段产生了巨大的分离，真实的革命个体却以轻视个体生命的自由选

择这种方式去倡导“现代性”的革命理念，这不能不说与五四的现代精神相悖，这也是遗留

至今仍未能解透的历史吊诡。 

在表现革命者的身份认同方面，“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革命自我”也渐离五四特立

独行的“自由自我”[21]，“成长为革命者”超越了对个人爱情的理解和尊重，超越了对个人

自由本质的重视和对人性丰富内容的深层开掘。以丁玲为例来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

丁玲表现了时代女性梦醒后无路可走，陷入极度苦闷和感伤，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她展现着属

于五四人的忧伤与颓废，而在勇敢走向光明之路的韦护、丽嘉、美琳等人身上，我们已很难

见到那种悲剧性的展现。这让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在丽达面前提及从前

爱情时所言：“在这件事情上有过错的不仅仅是我，还有‘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

我当时就按牛虻的方式来处理我对你的感情了。现在我不仅感到可笑，更主要的是觉得十分

遗憾。……我否定的只是他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考验自己的意志，这中间所含的不必要的悲剧

成分罢了。”[22]悲剧性的失落是作者对革命者意志力量的反映，表明作者对革命的真理性及

革命前途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表明此时的知识者对革命的丧失了反思思维和反思能力，“革

命”作为真理被接受下来，促使作家主体上主动放弃先前的个人主义，恰如洪灵菲在《前线》

中借主人公霍之远之口说：“个人主义的时代已是过去了！我们不能再向坟墓里去发掘我们

的生活！我们不能再过着浪漫的，英雄式的，主观独断的生活了！……我们如果不愿意做个

反革命派，便须努力去革命！”  

无反思的自信既是一种意识哲学主导下的结果，反过来也强化了这种自信，即使悲剧性

的爱情在这种乐观里也不再有悲剧的美学风味了。从美学的现代性来说，爱情悲剧性的失落

意味着文学失却了五四时期深挚的人文关怀，意味着文学的现代性在继五四后走上了一条雾

霭渐起的曲折之途。 

总体说来，“革命加恋爱”叙事是对晚清以降“革命与爱情”叙事的承续，也续有五四

文学的现代因子，它的“非现代性”既源于指导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要求，也出自作家个体真

诚的“革命”幻想，对于这些失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代书生以脆弱之肩承受起历史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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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言的“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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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vels of Revolution & Love once had some aesthetic content of modernity to an extent, 

manifested a primitive look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rough accounts of conflict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Love ,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aspiration of growing up to be a revolutionary. The deviation in 

modernity of these novels is just a misconstuction of many histor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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