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了解到小说《星球拯救者》的中文版即将问世,我想强调一下自

己的观点,我们作为普通人不会像超能力的“靛蓝人冶那样生活。 事

实上,“靛蓝人冶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平

时不会在意的原则上。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冶。 似乎,这里已没

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言了?! 这只不过是大仲马在《三剑客》中的一

句座右铭。 然而,今天,我们庆祝尤里·加加林飞越太空 50 周年,这

50 年来我们每一年都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渺小和脆弱。

如果说在大仲马时代,人们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可以用长剑

战斗,用身体的力量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今天,人类用技术把自己

装备得如此精良,以至于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打仗。 不能只从对物质

的理解去看待世界。 新文明的“新世界冶是非物质的。 在小说中它被

称为“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冶,而它,这个“新世界冶要求我们要怀着

一些特殊感情,这些感情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看不见的非物质

世界,还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宇宙由许多星体组成,其中我们看得见

的星体只占 4%—6% ,而其它看不见的星体却占到了 90% 以上。

(这是科学家们利用地球引力计算出的结果。)

我们凭借什么,凭借哪些精神和道德资源才能够获取新文明?!

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的重要标签———“一人为大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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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一人冶。 不是要依靠所有人,也不是要依靠一个人,当然更不是

因为一个人(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而是一个人为所有人和所有人

为一个人所应承担的最完全的个人责任。 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

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将会生活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智人规

定的世界中。

摇 摇 此致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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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去寻找奇迹,没有奇迹啊。

去寻找知识吧———那倒是有的呀。

人们管那叫做奇迹的东西,

只不过是某种程度的知识啊。

———藏族格言





序摇 摇 幕

邮箱里有一个奇特的光盘,放在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玻璃纸包装里。

光盘和玻璃纸包装那么透明,以致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那是用空气做

的。 只要碰它一下,光盘便反射出蓝宝石般暗蓝色的闪光,仿佛夜晚的

青色突然溢了出来。

“说不定是谁把地址弄错了,或者是在做广告。冶凯沙想。

这时,两个神秘的人———一女一男,接连走到楼梯的平台:女的头

发剪得短短的,穿深蓝色的长衣服;男的满脸胡子,戴一顶冰柱似的皮

帽。 男的停下时,身上有一股说不准是陈酒的气味,还是樟脑丸的气

味。 当他踱步的时候,那双沉重皮鞋上的铁掌发出一阵阵响声。 凯沙

受不了这种声音,决定离开这个平台,到自己住所里看光盘。

他又仔细瞧那光盘,还是认为这大概是什么人把地址弄错了。 他

把光盘放进计算机里面,略微调大声音。 最近,流行音乐盘总是插播新

年广告。 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似乎成了关于地球文明论坛上的听众。

“人———是宇宙的实体,可是,除了达尔文主义,人没有创造有关

自己出现在地球上的严整理论。 不仅如此,人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地

球是培育精神和道德纯洁人的苗圃这一假设。 人沉溺于金钱,贪污受

贿,而没有看到新人(我们把他们叫做‘靛蓝人爷淤)已经出现在这里,

就在我们中间。 其实,《圣经·创世记》里已经说过: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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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靛蓝人冶或“深蓝人冶是指在新纪元运动中被视为拥有某种特殊意志力或超自然

能力的人。



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

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 120 年。冶那时候有伟人在

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

人。爷淤

“当人被派遣到地球上来的时候,蛮荒之地和孤独并不让他们害

怕而是受到鼓舞。 母体星球上的秩序和技术的完善使他们能得到一切

(甚至不需要动一动指头就能得到),这倒使他们感到厌烦。 他们丧失

了自己的物质性。 对他们来说,观察原地居民的情况是一种发现。 他

们突然恍然大悟,满足身体的需要根本用不着宏伟的建筑物和器具,这

些东西只会吞噬他们的身心。 于是他们一心一意想到地球上来。 他们

娶地球上的女子为妻,这倒不是因为她们美丽,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原

生态的美。

“始祖的初始文明没有留下痕迹,这不是因为没有初始文明,而是

因为那是一种原始生态的纯洁,自我毁灭了。 他们中断了来自原生的

行星的供给,而去采掘石头、沙子、黏土做建筑材料。 考古学家至今还

在寻找某些无法解释的创造的遗迹。 但是今天,和自己的始祖相比,人

的伟大或渺小不取决于这些遗迹,而取决于在其身体里编码和存储的

记忆的水平。 身体就像是最古老最结实的容器。 这很难理解,但是始

祖所生存过的原生行星的文明,藏匿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身上携带着。

不仅要飞向宇宙,而且要专心致志研究自身,才能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生

命。 人永远不会失去从行星到行星的转移本领,他们生来就有这种天

赋,需要的只是想起它来。 在《圣经》提供的知识中,人要弄明白,上帝

是热心的园丁,人是花朵,即便其中最美丽的花———百合花,也永远不

知道园丁的死。 是的,是的,百合不需要知道园丁的死。冶

声音猛的一阵震荡下滑,接着悄无声息了。 计算机发出“簌簌冶响

声,接着又是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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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量杯和玻璃棒。 水晶容器里的人造毛细血管和人造血液的

闪光。 还有,闪耀着点点星火的蓝宝石戒指。 一直在补偿中的、爱情

的、最后的希望之火。 是的,是的,这里有了亚当和夏娃,当然,这里还

有善与恶的苹果。 但是,像先前一样,伊甸园里生长了生命之树,这生

命之树像先前一样是所有人的明灯。 人们渴望回到一度失去的天堂。

拥有新人(靛蓝人)的天堂———这是可能的。 是的,是的———是可能

的。

“时间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这是宇宙的最隐秘、最受保护的秘密

之一。 而这一秘密往往无法弄明白,因为在它之外还另有时间,那可能

是往回跑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宇宙的真正年龄,对我们来说,宇宙永远

是年轻的,它的装束一直是极其美丽的。 只有根据类似暗示的、阳光下

的微风突然吹来,才能去揣测称为时间的诸现象依序更替的真正物质

形态。

“不,不,时间不单单表示某种反复现象的交替。 时间还是赫斯珀

里得斯淤的果园里的苹果和伊甸园里的苹果。 时间是触摸不着的,但

是作为现在的和过去的文明空间可以感觉到。 时间永远会回到自己的

开始,但要在另一程度上的理解。冶

又是一阵震荡下滑的声音,接着又悄无声息,那是计算机发出的更

强的“簌簌冶声。 接着又是人的声音,但已经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女

人的声音了。

“2008 年小行星‘幻影爷的第一次出现开始了,正好在世界金融危

机的前夕。 百姓把这颗小行星叫做‘幻影爷。冶

“等一等,等一等,现在是哪一年?冶这是一个好奇的男人的声音。

“2029 年小行星突然从太阳的方向再次出现了。 人们在 3000 公

里外发现了它,当时它已经撞下几颗卫星,远离地球了。冶

“等一等,等一等,我一定要问清楚,现在外面是哪一年?冶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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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人的声音。

“要明白,在 2036 年,行星的各种含硅的岩石首次开始分裂和散

开,这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冶

“等一等,等一等,啊?!冶

又听到小心翼翼的“咕嘟冶声。

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在往杯子里倒酒。 凯沙笑了笑———这是神秘的

哲学团体,神秘宗教仪式?!

很快,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过渡,一个愉快的、很有活力的声音宣

布,国际互联网 prim. ru 网站邀请所有愿往者一同迎接新年。 进行如

下项目:迪斯科舞会、魔术表演和燃放焰火。 12 点整在农业科学院大

楼集合。

报告人又以机械的、单调的声音读着一纸官方通知,说是在“X冶时

间之前地球和巨大的小行星“幻影冶 (非官方说法是小行星“方托马

斯淤冶)轨道交叉,结果……

(结果怎样,嘶哑的麦克风声把结果淹没了。)

“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决定,为了避免居民恐慌,有关小行

星‘幻影爷的所有信息都被认定是机密的,只有经过(联合国或各国)知

识产权保护处于的允许才能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冶

接着报了一串国家的长长清单,以及由于“X冶时间的逼近而直接导

致的自杀现象的百分比增长数字。

光盘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给人的印象是,迎接新年的邀请通知是

被误写进已经使用过的光盘上的。 因此,凯沙没多加思考便把它拿到走

廊里,放在了信箱上面的小搁架上。 他确信,一定会找到它的邮寄人。

4

淤

于

《方托马斯》(Fantomas,1964),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根据皮埃尔·苏维斯特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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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第 1 章

伊诺肯基·伊诺肯基耶维奇·伊纽京,或者干脆叫凯沙,在本月 4

号回到了家里。 新年庆祝活动的整整四天,他是在与自己的心上人的

秘密接头寓所里度过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秘密接头寓所,也就是说,

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寓所。 那只是有三个单间的套房,就是说,是集体宿

舍。 很一般的宿舍,铺草的床,用木桩子架起来,下面是木质结构的小

仓库。 这集体宿舍房间里有三扇窗子,它们几乎都是探出悬挂在外面,

甚至那几个常住户(三位女性朋友)都害怕在窗子下面走动。 在宿舍

旁是一条踩出的小径,这条小径小心谨慎地绕过那充满危险的空间。

凯沙踏着积雪径直走到楼梯口。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什么也不害怕

(他也的确不害怕)。 甚至也不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前满足自己

的好奇心———看到这栋陈旧宿舍楼的大部分。 主要是因为他对环境有

一种内心抵触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思想上、语言上和行动上。 再说,

他自己对此也不明白。 他把自己的行动和类似“本月和秘密接头寓

所冶的说法视为一种幽默讽刺,这种幽默讽刺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占优

势。 占优势的是渴望抵触,是挣脱这个圈子的某种本能愿望,即像他所

说的,摆脱穿破旧的、长了青苔的衣服的日常人物圈子。 无论如何,他

也要稍稍高出于这个圈子。

他的心上人叫菲娃,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愉快的人。

所有熟人却都管她叫菲珐。

在一般情况下,凯沙叫她菲娃·菲佛奇卡淤。 这并不是因为她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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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讲究、行为轻佻———完全不是。 只是因为这样叫起来很顺口———发

音很方便。 当凯沙认识她并叫她菲佛奇卡时,她纠正了他。 但那不是

在夜总会,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当时他们俩躺在床上。

“啊,菲佛奇卡!冶凯沙吻着她的胸脯,热情地耳语道。

凯沙全身颤抖,他不相信已获得的“幸福冶。 她早在昨天就完全可

以挣脱他的拥抱,但昨天她没有挣脱。 而常言道,“没有后悔药可吃。冶

任何关系的说明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了,她突然说道(不,不是对他

说,而是制止他):

“我怎么是你的菲佛奇卡?! 我是菲娃·肯赫列依斯卡娅!冶

“肯特-赫林斯卡娅?!冶

“不是肯特-赫林斯卡娅,而是肯赫列依斯卡娅!冶

这是多么奇怪的、意料之外的纠正,弄得凯沙不知所措了,他不知

道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想。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她在跟他发脾气。

常言道,醒来晚了,振翅飞也迟了。

然而,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凯沙自鸣得意地想道。 现在不管怎

么挥动翅膀,可是已经发生的事,也无法更改了。

他突然感觉到,这个与他做过爱的女孩子在哭呢。 为了弄明情况,

他向她偎依过去。 她感觉到了,可是她已经掩饰不了泪水了,她气喘吁

吁地抽泣着,之后,竟然不管不顾地哭诉起来,就像农村妇女那样,数落

着:

“是的,当然,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什么菲佛奇卡,是肯特-赫林

斯卡娅。 可你要知道,你对我来说,什么人也不是!冶

她转过身去,背着他,气喘吁吁,眼泪汪汪,把头埋到枕头里。 她这

突然的哭泣刺痛了凯沙,渗透到了他的心灵里。 他突然理解了菲

娃———全部的,到细微之处,到心灵深处,他开始可怜起她来。 他自己

也要哭了。

凯沙向她紧靠过去,把头埋进肩臂里,开始小心地抚摩她的手。 也

不知道到底这样持续了多长时间———天知道?! 她终于安静下来,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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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身来问他道:知道吗,菲娃·肯赫列依斯卡娅———指的是科林斯女

人。

不,他不知道。

“古希腊的科林斯城里出过这样一位女皇,冶菲娃说。 “她是黑发

希腊女人中的一位金发女郎,一位真正的美人。冶

凯沙和菲娃拥抱着,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好久。 这已经完全不是

以前的情况了。 以前,他们彼此竭力追求,就像挤过一片密林似的,没

有发现擦伤身子,撕破衣服。 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穿过他们的内心视

线———他们像一个完整的容器,盛满了温情。

只在午后,凯沙到商店去过一次。 新年庆祝在继续,他想要延长庆

祝时间。 为此,他决定购买一些苹果、橘子、橙子,再买一瓶香槟酒。

新年,菲娃,水果———所有这一切应该融为一体,延续下去,然后铭

记于心。 在任何情况下,他自童年起就没想到过新年能没有橙子。 也

不能没有那种与雪混在一起的永恒夏天的水果香味。

童年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他得到允许从圣诞枞树上摘一个

真正的橙子。 他手里拿着那只橙黄色的果子,觉得就像拿着一个亮闪

闪的小太阳。 后来他弄掉了,它在雪地上就像一团颤动的火焰。

他和父亲一起回到原地,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果子。

“没有,没有啊。冶父亲来回迈过雪堆说。

他跟着父亲,说:

“是没有,没有。冶

父亲转过身去。 这时在凯沙眼前,似乎有一面是闪烁着星光的扇

子,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合起。 他一下子在融化的雪里看见了那金黄色

的橙子,他拿起它贴在脸颊上,第一次感觉到永恒的夏天与雪和树叶掺

合在一起的气味。

凯沙突然想起钱来———够买橙子和香槟酒吗? 他的心缩紧了,缩

得像冰圈一样———昨天在夜总会他那么慷慨,像个金融寡头似的。 他

那缩成冰圈的心碎了。 在这之前他还记得那张“贴身的冶1000 卢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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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票是藏在放表的裤兜里的。 他的一切紧张情绪还是消散了,或者说

在复归正常了,他已经摸到了那张沙沙响的钞票。 于是在不到一秒钟

里,他眼前又闪现出那面深蓝色的扇子,上面满是闪闪发亮的星光,他

又沉浸在一阵不可遏止的欢乐里了———节庆还在延续。

当凯沙回来时,台阶上点着一盏电灯。 由于大量的积雪,四周亮得

犹如白昼。

菲娃在收拾房间,把一张白桌布铺在公共厨房里的桌子上。 桌子

上放着两个透明的大高脚杯和一瓶矿泉水。 她打开一包买来的东西

时,高兴得像小孩似的。 他看着她,也同样高兴。

之后,他们喝起香槟酒来,嬉笑着回忆起昨天相识的详细情况。 特

别让他们感到好笑的是,他们在农业科学院主楼前的会面,菲娃怎么也

不习惯叫它科学院,而叫季米里亚泽夫卡。

那天,她一个人站着,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女友们都回家

了,她却不想回自己的土地规划员公共宿舍去。 她突然看见了他———

凯沙。 突然,仿佛在布满星星的大幅蓝布似的空间里出现一个穿宇宙

服、戴半幅面罩的小伙子。 非常非常像来自未来世界的人或者魔术师。

“你们是应邀到这儿来的? ……冶

小伙子做了一个严肃的停顿,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凯沙插

进来道:

“我们是应互联网邀请到这儿来的,冶他说,又马上更正,“我是说,

应国际互联网网站的邀请。冶

“看来,你们是贵宾呀!冶小伙子说,就像是从空中抓住并打开一个

金色的卷烟盒。 “那么,请吧,别客气。冶

他拿出来两根带有金边扎箍的长过滤嘴烟卷,马上打火———在烟

盒里装有打火机。

菲娃从来不抽烟,但是她没有拒绝———决定试一试。

凯沙和菲娃完全保持一致,但有一点除外:在布满星星的蓝色布面

似的空间里出现的是一个穿宇宙服、戴半幅面罩的小伙子。 凯沙却清

01



楚地记得,出现的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布满银色光点的、穿鲜红色裙子

的年轻舞者。 其实,他可以把她当成舞者,因为她出现时,那长长的裙

裾像篝火一样飘荡着。 再说,如果是小伙子,凯沙无论如何不会接过雪

茄烟的———不抽烟应该是原则性的、坚决的。

他们抽着烟,试着吐烟圈,他们非常快乐。 一个身穿金黄浅蓝相间

斗篷、头戴风帽的老人走到他们跟前。

“怎么,见面啦,还抽烟呢。冶他和善地说,他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位

换装打扮的教师,来参加化装舞会服装比赛。

总之,抽烟使他们接近了,他们一起到迪斯科舞会去。 愉快的情绪

一直伴随着他们。

“这个招待抽烟的、迷人的姑娘很像某个人。冶

凯沙暗指菲娃,但她没有做出什么相应的反应。

“这个穿宇宙服的小伙子也像某个人。冶

她的回答好像很俏皮,他们愉快地笑了,一点儿也没在意各自感受

的不同。 只是到了第二天,当他们回忆起这些细节的时候,突然发现,

他们见到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

也许他们抽烟抽多了,也许凯沙推测,用来款待他们的是劣质烟。

凯沙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在节庆的几天里,菲娃因某个缘故突然痛

哭流涕,这时他却竭力为自己辩解,甚至发脾气。 要是他遇见的是一个

女无赖,他就把她传上网!

“不是女无赖,是男无赖。冶菲娃含泪笑着,纠正他,这更加激起了

凯沙的情欲。

四天节庆过得像一天似的。 相识的细节已经不再让他们感到好笑

了。 眼看女伴们该回来了,全部思绪不由得转到了即将来临的离别上。

回到家里后,凯沙看房东尼科季姆·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留下的一

张纸条时,有一种类似休克的感觉。

“研究生凯沙,你的 1000 卢布放在原处,没有收。 我不想零散收 2

月份的租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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