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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社會工程的象徵：

中國當代小說城鄉對立主題的變奏

⊙ 張懿紅

 

城鄉對立是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必然發生的社會現象，這

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意味著現代化的完成。根據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要實現工業化、城市

化這些現代化的基本目標，就不能不先從農村積累大量資本，因此現代化總是伴隨著對農村

的剝削乃至於掠奪。而且要把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業社會改造為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

基礎上的工業社會，就必然要改造傳統農業。這就是說，在把小土地佔有制改造為適合社會

化大生產要求的土地佔有制的過程中改變農業的生產組織和生產方式，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

濟改造為適應大工業發展需要的、主要面向市場經濟的規模化農業，同時改進農業生產技

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這個過程中，把傳統的農民改造成為現代農民，使農民伴隨農業生

產方式的變革而變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這一改造農業的龐大社會工程自然是以

城鄉對立為出發點開始其漸進式的解決矛盾之路。建國後至改革前，中國的基本經濟格局是

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二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也是典型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市民、農

村-農民，除考大學、當兵能使極少數農民進入城市，農民被長期隔離在城門之外。城鄉分割

大大延緩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造成城鄉差別背景下的社會身份等級及其階級仇恨。改革

開放後，農民以極大的創造性參與現代化歷史進程，「民工潮」、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等

新生事物正在突破傳統戶籍制度，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以及同質

的、超穩定的傳統農村社會結構。但總體說來，中國依然處於從傳統的小農經濟向工商業為

主導的現代經濟轉移過程之中，這個過程還遠沒有完成。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工商業）的轉

移，似乎有兩種實現形式：就地轉移（如鄉鎮企業、異地打工等）和離地轉移（家庭住所、

經濟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轉入城鎮）。應當說後者有利於推動土地規模經營和城市化過程，

應當受到政策的鼓勵。但這意味著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而城市經濟增長的速度不可能

在短時期內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這樣，生活價值取向已經城市化了的一批農村青年構成了

一個十分特殊而龐大的社會階層，他們的社會身份依然是「農民」，但他們再也不願過父輩

們那種廝守於土地的貧困生活，準備不惜一切代價進入城市。然而城市卻難以滿足他們安家

立業的正常要求，他們不得不走的是一條比城市人艱難百倍的求生與發展之路。這一流動於

城鄉之間、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內心所積壓的怨恨與失望實在是中國大轉型時代一股

強勁的社會情緒，值得關注與研究，因為經濟基礎並非直接決定上層建築，而是通過社會心

理（社會情緒是社會心理的核心內容）的仲介環節而決定上層建築，尤其是上層建築中的意

識形態部分。這就引出當代小說城鄉對立主題的的一個問題：進城──征服女人的菲勒斯能

指。

實際上，在國家意識形態以絕對優勢籠罩精神空間及其資訊傳達管道的時候，城鄉分割造成

的階級差別和農民的進城欲望就已經通過迂回的方式在文學寫作中得到隱性表達，當代文學



史上兩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康濯的《春種秋收》和柳青的《創業史》都曾涉及這一問題。

在他們寫作的時代（50-60年代），中國社會生活領域按照國民經濟建設劃分為工業和農業，

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針的根本目的是支援工業化，使國家得到大量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商

品糧食及其他農產品。這條犧牲農民利益的現代化之路必須通過修辭手法得到農民的支持，

那就是所謂共同富裕的許諾：只有合作化才能一步一步地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的產

量，才能使所有的農民真正脫離貧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來。但是，工業與農業所對應的現

實生活領域是城市與農村，兩者的經濟文化環境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生活水準的差距

是顯在的，是不能用黨的總路線總任務等政治宣傳來抹平的，這就是為甚麼農村青年進城的

強勁潮流始終湧動衝擊著社會主義建設規劃。我感興趣的是文學如何在這種現實與宣傳之間

幫助意識形態成功突圍，這才是文學作為社會象徵性行為的政治功能。相信這樣一種論點是

經得住時間和實踐檢驗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事實上，一切事物說到

底都是政治的。因此，我們可以認同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詹姆遜的大膽假設：政治視角是一

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

首先我們要考察的是兩位作家的語義世界。在同類農村題材小說中農村都佔據敘事中心位

置，但城市也是作為副線或作為不在場的參照物而被納入整體結構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因此，城市與農村是作家感知差異，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這一整體世界成形的兩個物件詞

項，二者之間的關係具有雙重特性：相似性與相異性，既是合取又是析取。二者之間關係的

存在是意義產生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毫無疑問，城市與農村的意義統一於社會主義革命與建

設的大的政治背景，而它們在語義軸上的對立是多方面的：地域、生存環境、生活條件和水

準、城市人與農村人的不同權力和利益等等。就城市這個物件詞項而言，它的意義成分又可

以分解為兩個相反義素的銜接：社會主義工業建設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及其腐朽墮落思想

（主要是個人主義、享樂思想）。相對應的，農村這個物件詞項也可以分解為兩個相反義素

的銜接：社會主義農業建設（合作化）和農民的土地私有觀念及其小農生活理想（個體發家

致富）。如果用格雷馬斯符號學矩形表示，可以清楚地辨識各個人物的義素合成。情態軸1當

然是梁生寶代表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情態軸2自然是嚮往進城享樂的考工廠的農村少女們。

中性軸上是梁三老漢等被艱難改造的傳統農民，複合軸並非小說正面表現的範圍，不像杜鵬

程《在和平的日子裏》和60年代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那樣，因此付諸

闕如。同一結構稍加變化的結構運算式是兩類概念值的矛盾對應關係：工業與小農意識的矛

盾,對應於資產階級思想與合作化的矛盾。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意義結構運算式，它說明社會

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是一個典型的「文化革命」的時刻，即不同生產方式共存於同一社會

構形，它們之間的矛盾成為政治、社會和歷史生活的核心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舊政權的

價值、話語、習慣和日常生活空間都被系統消滅，代之以新的價值體系、概念、習慣和生活

方式。工業與小農意識的矛盾實際上是兩種並存的生產方式的矛盾，而個人享樂思想與合作

化的矛盾也是同一性質。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反對的兩種思想雖然同屬於私有觀念，但它

們顯然分屬不同的階級意識，儘管土地私有觀念及其小農生活理想在當時被認為是農村的資

產階級思想。小農經濟模式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但對生產關係的強制性社會主義改造並不

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準，使農民真正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只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如此

造成的城鄉貧富差距自然會啟動農村劣勢群體的力必多衝動，把他們的欲望導向不僅尚未消

滅、而且還在新環境中有所滋長的城市沒落階級的價值觀念。

合作化是康濯和柳青的敘事主題，但城鄉對立的主題卻從一體化和諧社會景觀的表面成功偷

渡，洩露了不同符號系統所發放資訊之間的限定性矛盾，它們構成「形式的意識形態」1，使

文本可以被重構為不同生產方式的符號系統運動的力的場。康濯的《春種秋收》寫於1954



年，一般認為它是把勞動和愛情結合起來歌頌農業合作化中湧現的新人新事。參照馬烽寫於

1954年的《韓梅梅》，康濯的寫作策略之高明才能顯影出來。《韓梅梅》是針對農村高小畢

業生不安心農業生產的現象，及時配合對他們進行勞動教育的政治任務而創作的，發表後曾

在廣大青年群眾中引起熱烈的反應，發揮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其主題是顯豁的，構思也單純

明瞭，開頭結尾的敘述者充當韓梅梅信件的引號，敘事主體部分是韓梅梅的四封信。主題通

過韓梅梅主動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成為養豬能手的先進事蹟就得到充分的闡釋，另外還加上同

學張偉挑肥揀瘦看不起勞動的落後思想作為對照補充。這樣的意義傳達是明確完整的，但顯

然缺乏吸引人的藝術性。《春種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說它把描寫敘述的多種手法穿插

結合，製造波瀾起伏搖曳多姿的敘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還運用了一個百試不爽的小說元

素來運載意識形態，那就是愛情。應當說，康濯對玉翠心理和行動的描寫是現實主義的，她

想通過婚姻走進城市，這是農村青年女性實現進城夢的捷徑。然而，這樣一位相貌出眾的女

性卻在城市人那裏屢屢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無法溝通的；至於她

自己看得上的團書記，人家又嫌她不安心農村，思想不好。這樣，美麗的農村姑娘看來就只

能轉變思想選擇嫁個農村青年了。當然，接下來的敘事就應該交割給革命浪漫主義的喜劇原

則了，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玉翠和農村優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戲劇性的

情感發展把留在農村、獲得愛情與幸福生活完美統一，順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頌合作化的主題

敘事。在對這樁婚姻的敘述中我們經常聽得到喧鬧的笑聲，流溢著烏托邦欲望滿足營造出的

幸福感。這是當時農民所能想像的最好結局：勞動、愛情、幸福（更直接地說是「富

裕」），當然也是主導意識形態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康濯的敘事策略以一出愛情喜劇撫平

了城鄉差別和階級等級制的不公，把農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園牧歌中，那才是他們獲得幸福的

不變的位置。

《創業史》對城鄉對立主題採取暗渡陳倉的方法，愛情仍然是首選的載體。相對於一心撲在

合作化事業上的梁生寶，徐改霞未免過於敏感多情。然而她進城的動機一開始就不同於那些

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擁而上考工廠的農村閨女，她是在愛情受挫之後受代表主任郭振

山的鼓動，懷著參加國家工業化的崇高思想想要離開農村的，最後又因為愛情無望，通過國

家正常招工決絕而去。敘事邏輯導向這樣的想像：如果沒有郭振山對這樁婚姻的破壞，如果

沒有連續的誤解，生寶和改霞本應該有一份美好的愛情，改霞根本用不著進城當工人。這

樣，《創業史》典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敘事（嚴峻的階級鬥爭形勢）借助於傳奇小說中小

人破壞的模式保持了意識形態平衡，改霞進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歆羨的喜事，儘管對於大多數

農村人來說事實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廠的學生藍和黑頭發就是最雄辯的證據。此外，敘事

還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進一步抵消了改霞進城的誘惑，用倫理親情抵擋外出尋找新生活的衝

動，以家庭的名義讓農民安心留在農村。這樣，柳青合情合理、嚴絲合縫的情節發展就堵住

了農民進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關城市魅力的可能想像，浮在敘事流表面的是新富農郭振

山的陰險、改霞的失望、改霞母親的悔恨，這些東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認同的負面。

進入80年代，路遙為我們留下了關於城鄉對立主題的最沉痛最尖銳的思索和表達。寫於1981

年的《人生》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寫於1985-1988年的百萬字長篇《平凡的世界》

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兩部小說分別打上了清晰的時間印痕，但都擁有明確的主題表達，那

就是堅定的進城步伐。為路遙帶來巨大成功的《人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轟動效應至少部分

是因為它抓住了一股強勁的社會情緒，在城鄉差距相對以後要大得多的那個時代，這種社會

情緒會表現得更激烈。這就是為甚麼《人生》是同類主題闡釋中最具有現實主義批判性的一

部小說，它的感染力源於真實的生活描寫、豐滿的人物形象、充沛的思想感情等為經典現實

主義贏得聲譽的文學代碼。二十多年後的讀者依然感受得到高加林的痛苦，因為他的憤懣直



指社會不公──同樣的或不同表現的社會不公現象今天還未消除，通過社會工程逐漸消除它

們是人類永恆的理想。像《紅與黑》中的于連一樣，高加林也是在久遠的未來仍會喚起激情

的人物，他的仇恨在1998年劉醒龍一篇並不成功但很有影響的小說《大樹還小》中激化到咬

牙切齒的程度。後者批判的鋒芒指向80年代的知青神話，農民秦四爹因為跟女知青談戀愛入

獄三年，而知青卻可以肆意讓農民女兒為他們流產再拋棄她們。二十多年後自命不凡的知青

依然趾高氣揚地騎在農民脖子上，農民女兒因為貧困還得充當他們的玩物，這就是知青對救

命恩人的報答，也是城市對農村的暴行。在《人生》的時代，路遙通過感人至深的藝術形象

圓滿傳達這種社會情緒，不能不說是表現了超出常人的膽識。《人生》的語義世界不同於

《春種秋收》、《創業史》，關於農村與城市的義素組不再把國家工農業建設事業放在個人

現實生活及其觀念的對立面，農村與城市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差距凸現出來，農村人與城

市人不同的階級意識變得分明起來。小說的語義域不再停留於意識形態宏大敘事堂皇話語的

表皮，而集中於個人生活道路來把捉深層的時代脈搏。分析起來，《人生》的意義結構運算

式涉及四個義素：在城市語義軸上的兩個相反義素是個人前途／小市民意識，在農村語義軸

上的兩個相反義素是貧困／道德，它們組成格雷馬斯的符號學矩形，這個義素系統（即意義

的基本結構）生成擬人的結合──即敘事人物。在複合軸合成的是黃亞萍以及克南媽、亞萍

父母等自私勢利的城市人，中性軸上合成的是小說中的理想女性巧珍，她是貧苦農村的精神

化身，集真善美於一身，體現了路遙有關農村想像的烏托邦性質。縱向的情態軸是城鄉能量

交換的可能途徑，高加林由貧困的農村進入城市，並夢想借婚姻走向更大的城市，是貧困與

小市民意識的結合；至於道德與個人前途的結合則是那個一閃而過的高加林的叔父，但他的

進城之路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情態軸1缺乏示範性的道德吸引力。在康濯、柳青的時代，進城

的路被農村優秀女性的愛情渴望阻斷了，無論這愛情是獲得還是失去，農村都是作為男性魅

力的能指磁心一樣吸引著追求幸福的女性，而對於農村男性，這種愛情獎賞似乎反倒無關緊

要。於是農村以一種男性霸權主義的自高自大把貧困的自我變成了地上烏托邦，這正是意識

形態敘事的意圖。《人生》轉換了進城主題的模式：追求城市文明生活、以個人前途為目標

的男性拋棄純潔善良的農村女性，而以城市女性為愛情進攻物件和和實現目標的助手。這也

是男性敘事經常採用的敘事方略，但是更具批判性反省意識：在推動故事發展的交換機制

中，女性是最常見的交換物。因為自從人類進入父系社會，女性就一直是男人的戰利品、獎

賞、禮物和財富，所以征服城市首先從征服城市女性開始。開始，當男性開始以主動進攻的

姿態追求現實的幸福生活的時候，女性就作為農村或城市的能指，分別成為被拋棄或征服的

對象詞項，就像巧珍與黃亞萍，她們代表文化的對立和階級的對立。然而這樣的文化選擇是

痛苦的，從熟悉適應的人文環境轉換到一個陌生多變的人文環境，很容易感受到敵意與挫

折；而且由於進城的路遍佈人為阻力，它必然蘊含人性裂變的種種可能。因此，路遙文本中

的城市被意指為無情的異在，而農村則是精神的支持、心靈的歸宿，是人獲得根基持存性的

熱土。高加林的背叛受到道德的審判，因為他不僅背叛了巧珍，還背叛了農村背叛了故鄉背

叛了傳統文化，這就是進城的代價。背叛當然要受到懲罰，不僅要丟掉城裏的飯碗，還要被

城裏女人「真誠地」拋棄。這樣，在批判現實主義客觀冷靜的社會解剖刀下，來自沒落文明

和弱勢群體的道德義憤和階級立場，就緩和了農村物質生活的貧困落後可能帶來的心理阻

抗，而通過癡心女子負心漢這一傳統愛情故事的全新演繹贏得了廣泛的情感認同，成為常讀

常新的審美經典。

三部長篇《平凡的世界》不同於《人生》的，是濃郁的春天的氣息──浪漫主義激情。它寫

於農村改革初見成效的時刻，後來日漸嚴重的農村改革新問題（如重稅、土地所有權和使用

權不明晰、政績工程、貪污腐敗等）尚未顯露，光明的前景展現在敢於進取的新一代農民面

前。雖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設防的城市，但農民進城的路子畢竟寬闊了許多，洶湧的民工潮



正在衝擊城市的大門。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迅速變化、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時刻，正是傳奇

出現的歷史境遇：「至於傳奇，看來它最終定型的條件，即我們曾提到的其他前提所依賴的

條件──世俗性的範疇，覺得像魔力似的善和惡的意識形態素，某種救贖的歷史性──似乎

要在某個過渡的時刻出現，在這個過渡時刻，兩種迥然不同的生產方式或社會經濟發展的兩

個不同階段共存。它們的對抗性還沒有從社會階級鬥爭方面系統地表現出來，因此消除對抗

可以通過某種懷舊的（或者不那麼經常地通過烏托邦的）和諧的方式投射出來。」2這種過渡

時刻主要被感受為一種有機社會秩序的經驗，儘管它正處於被滲透、破壞和重組的過程之

中。所以，強烈的主觀理想化衝動對於現實社會變化的拯救是《平凡的世界》的歷史性特

徵：它使那個世界隱藏的夢幻得以顯現，對一個時代的理想和恐懼、尤其是不能在其他形式

中得以表現的理想和恐懼提供一種特別精確的記錄，因而是神話層次上的模仿，是一個時代

集體潛意識的形式。這一點使它像時髦本身一樣趨於衰落，在自己的時代投其所好，在另一

個時代卻令人難以卒讀。同時這也意味著它總是富有啟示性的：讓我們暫時地、戲劇性地體

驗過去了的陌生社會的獨特心理壓力，從而更瞭解自己時代的特點。

《平凡的世界》依然接續《人生》的主題表達，但按照當代英雄傳奇史詩的秩序改編了城市

與農村的語義。對於孫少平來說城市不僅是獲得個人前途、文明生活的入場券，它還是承載

未知嚮往的冒險之地，因此它既是信仰中的未來──人生理想，也是主動經受苦難消耗英雄

主義激情的人間煉獄。農村雖然在改革中走上脫貧之路，但依然期待更大更全面的變化。它

充滿活力的傳統道德（樂於助人、誠實不欺、堅忍不拔、溫暖親情等）是少平性魅力之所

在，也是他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是他最終獲得成功的絕對因。但同時農村又是束縛他因而

必須堅決跳脫的保守主義藩籬。這樣，分裂因素的邏輯結合就標示出歷史的「野性思維」

（或詹姆遜所謂「政治無意識」）突圍式的解決方法。這一次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識和

生存特權的無情異在，它被英勇獻身的田潤葉、田曉霞變成了在苦難中成就未來的理想女

性，她們是慷慨的贈與者，當英雄受到考驗、質詢、攻擊的時候為他提供無私的幫助。她們

把城市合成形而上的追求或希冀的主題，蘊含傳奇式的世俗未來的拯救之路。在中性軸上的

結合生成了農村改革新人少安，他暫時還滿足於就地發展非農產業的致富計劃，這是那個時

代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局限。情態軸上農村與城市的相互蘊涵指示著進城的道路，少平以道

德活力走向夢想，而保守與苦難總是結伴而行，是父輩們坎坷的人生經驗，也是對人生欠缺

意義思索和進取精神的郝紅梅的生活教訓。與《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徹底重寫了由

城市與農村組合而成的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景觀，城市冉冉升起，是少平西天取經的人生意

義。農村依然是道德（活力）的源泉，發送迷人的男性魅力，為少平和少安搭起成功的橋

樑，但卻不再誕生巧珍那樣的理想女性，因而永遠喪失了阿拉丁神燈賦予農村的精神力量。

這樣，少平走向城市不再意味著對農村的背叛，而是朝聖教徒崇高的人生選擇，《平凡的世

界》因此被演變為歷史與傳奇的奇特混合。

在《平凡的世界》中，兩種文類形式因素的矛盾是可以明白辨識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的史詩性宏觀敘事格局和個人主義英雄傳奇的異質性存在，姑且稱之為「傳奇史詩」。它

的整體結構是《創業史》式的，力求全景式反映1975-1985年近十年間中國城鄉社會生活的巨

大歷史性變遷。因此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物都試圖點擊囊括，從而使有關縣、地、省級領導

和各次要人物的詳細交待僅僅具備形式完整的意義，對敘事進程不構成任何必要性。另一缺

陷是對史詩的意義提升沒能從敘事中自然流露，而在無限延宕中被放逐，沒有達到穿透歷史

的預期效果。另一方面，傳奇敘述的異質性脫離現實原則，敞開感受其他歷史節奏、以超凡

的烏托邦方式轉變固定現實的可能。脫掉史詩性敘事冠冕堂皇的禮服，出現在讀者視野中的

是以少平為中心的人物運動的河流，一個在朝聖與愛情的旅途上瘋狂冒險、在苦難中體味人



生崇高感的當代英雄傳奇。文本是如何把少平製造成當代英雄的呢？首先是把基於城鄉差別

的農民進城的欲望改寫為自我放逐，到外面去闖蕩世界的「青春的激情」。在城市當攬工漢

的少平雖然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為幾個錢受盡折磨，但他卻不僅僅將此看作謀生活命的手

段。「職業的高貴與低賤，不能說明一個人生活的價值。恰恰相反，他現在倒很『熱愛』自

己的苦難。通過這一段血火般的洗禮，他相信，自己歷經千辛萬苦而釀造出的生活之蜜，肯

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叫做『關於苦難的學說』

……」3這樣，農民──民工遭受的社會不公被堅定的信仰演化為忍辱負重的人生哲學，它的

根生長於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生存智慧中。然而少平主動承受甚至追隨苦難的強迫症更像是

一種英雄主義的白日夢，它的幻想性質正是傳奇的功能──把人從禁忌和偏見中解放出來，

釋放受抑制的潛意識，滿足隱藏的願望和夢想。這當然是路遙隱秘的敘事動力──它明白無

誤地滲透在話語的每一個辭彙選擇與組合中，那種激昂誇飾的語調很像是十七年文學的英雄

主義再現。可惜少平作為傳奇史詩中的英雄，其英雄性已失去外在神奇事蹟的支撐而呈現自

我消解的趨勢。無論少平如何從勞動、從苦難中挖掘崇高的意義，他的人生搏鬥卻總是落腳

在「進城」這一個人的現實生存目標上；而且他並沒有找到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

他由攬工漢變成礦工純屬偶然──是希望他入贅的曹書記和愛著他的田曉霞幫忙活動下來

的。因此敘述邏輯引出這樣的結論：僅僅依靠自己男性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少平就必

然獲得拯救，尤其是來自女性的幫助。這位雲遊城市尋求冒險的當代英雄為自己製造不應有

的困難，以便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顯示騎士的英勇、聖徒的崇高。他向城市的進攻採取消極

被動的方式，表現出偏愛溫情、退隱、田園詩的傳奇境界的潛意識衝動。他背對冷酷艱難的

生存環境，退回書本世界、自我道德完善、理想愛情和溫馨的家庭生活，最後他的進城不過

是實現了由城市向另一種鄉村的退卻──礦區是封閉起來的寧靜的樂園。然而他前途渺茫的

個人奮鬥被女性的愛情飾以光環，使他的勝利如同古代騎士一樣同時在戰場（進城）和閨房

（城市女性）兩個方向展開。顯然路遙是過於偏愛他的農村青年了，少平先後得到拐女子、

田曉霞、金秀、惠英等女性的愛，其中兩位還是大學生。他的心態仿佛一位體驗生活的作

家，在工地和井下都在讀文學書籍，還與田曉霞耍弄文人幽默，風雅地爬山、討論、看詩，

對知識、藝術、美、情感懷有形而上的單純信念。這些在當時就已經難以支撐其英雄形象，

而使他更像一位古代落難書生或公子，難以承擔救贖未來的重任，在今天急功近利、欲望氾

濫的文學觀念面前就尤其顯得幼稚可笑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是流行於當代文學的英雄

主義最後的曇花一現，宣告了英雄時代的結束和世俗時代的到來，緊接著它就要變成諷刺型

滑稽小丑了。

就這樣，路遙用傳奇實現了對城市恐懼的克服，城市仿佛一位鍾情于窮書生的富家小姐，代

表企望中的美、幸福和等待開啟的真理之門，城鄉差異通過愛情的欲望滿足而不著痕跡地彌

合起來。沒有了《人生》尖銳的疼痛和憤懣，溫情的關愛包裹了少平的身心，喚起往昔伊甸

園時代和每個人心中永存的夢幻。在禮崩樂壞的臨界點，路遙的個人英雄傳奇史詩試圖以傳

統道德和愛情理想來實現農村對城市的征服，這樣的救贖是對於變革時代的抵制和整合，它

是逃避現實的，同時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路遙本人明確和堅定的生活態度和人生理想不是

讓讀者從他們自己的現實世界逃離，而毋寧說是以小說的理想世界為平凡的人生經驗提供一

塊試金石。實際上，路遙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不可能對現實的社會局限視而不見，他筆下的

愛情雖然超越社會地位懸殊等世俗價值，但並沒有開花結果，而最終演化為毀滅美的悲劇：

田曉霞被洪水沖走，金秀則因為少平的毀容而被礦區女人惠英代替。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削弱

傳奇的內在主題：對生命活力、自由、青春、愛情的讚美一直回蕩到《平凡的世界》的結

尾，它們是沖決一切社會障礙的人性本能。



時間推進到2003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小說《城的燈》再次把城鄉對立的社會不公攝入視

域。這部長篇耗費巨大篇幅詳盡描寫部隊權力運作的過程和權力場鬥爭技巧，這是近年來暢

銷書的一大賣點，當然與官場腐敗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也正是大眾文化滿足欲望的活力所

在。和這個時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樣，李佩甫不再為了要在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站隊而惶恐

不安，他似乎並不準備在這部小說中建立歷史的功名，他所關注的是社會不公對人性的戕

害，以及人性在特定文化生存環境下的異化。在他的語義世界裏，城市被分解為權力（欲

望）和異化二元對立的義素組，而農村則可以分解為人道與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文化惰

性）的對立。城市語義軸上合成的是所有那些處心積慮維護自身利益的城市人，他們蒼白的

精神不言而喻，總激起作家強烈的諷刺欲望。農村的義素銜接合成的是既猥瑣自私又不乏人

道同情、其民族劣根性有可能轉變為現代道德文明的農村人，他們在劉漢香的帶領下終於挺

進城市。連接農村與城市的路徑是劉漢香與馮家昌弟兄們分別昭示的兩條情態軸，劉漢香堅

持人道理想，帶領眾人獲得世俗欲望的對象──進城的權力，而馮家昌發揮農民的隱忍與機

智，學習權力鬥爭的絕招，最終完成了整個家族的進城大遷移，同時也永遠地失去了自我。

城鄉差別帶來的階級對立凸現出來，馮家昌的屈辱與仇恨揭示了城市與農村的雙重異化，問

題的解決只能是社會工程學意義上的，其近期目標應當是把農村變成城市，如同劉漢香所做

的那樣，而不是簡單地把農村人變成城市人，像馮家昌所做的那樣。新的歷史機遇為李佩甫

的寫作創造了新的可能，《城的燈》延續《人生》的憤懣和對社會現狀的批判，但問題卻進

一步發展，而不是被不可掌握的偶然切斷來演示道德訓誡的命運故事。黃亞萍嫁給了高加

林，幫助後者借婚姻達到爬梯子的權力目標；巧珍從愛情折磨中站立起來，帶領村人種樹種

花，把上樑村變成了月亮鎮──花鎮，以自己的心點亮了城的燈。不過，《城的燈》與《人

生》的本質相同也是顯在的：現實利益依然屬於城市一維，而道德理想的非現實一維依然歸

於農村，儘管劉漢香的神聖已經受到村人文化陋習的擦抹。這與其簡單歸結為作家的創造力

匱乏，毋寧說是現實社會結構使然。對於一個趨於沒落的文明，它的信心大概只有從傳統道

德源泉中汲取。

綜上所述，從《創業史》到《城的燈》，進城主題總要借助婚姻愛情才得以完成。上述小說

的意義基本結構總是將性的魅力和道德活力賦予農村青年，他們的男性不僅吸引農村姑娘安

心留在農村，還總能得到城市女性的青睞，這種性的吸引力是農民征服城市的意識形態素的

夢幻表達。但也正因為性愛的朝三暮四本質，一方面城鄉矛盾有可能借助城市女性的愛慕和

幫助而消解，另一方面城市女性也有可能在心血來潮的滿足之後拋棄或壓迫臣服於石榴裙下

的農村男人。城市女性的複雜多變是處於劣勢的農村人對於城市的想像，它忽而是縱馬馳騁

的廣闊天地，忽而又是冰冷堅硬的無情異在。構成城市景觀的另一半是城市男性，可惜他們

總是缺乏性魅力，在文本中處於邊緣位置，而且最終總被農村青年奪去愛情。美麗溫柔剛強

賢淑的農村女性使作家激情蕩漾，毫不吝惜溢美之詞。雖然她們總是被渴慕城市文明的農村

男性無情拋棄，她們卻寧靜承受，保持人的高貴和尊嚴。她們寄託了人類對於正在逝去的鄉

村文化依依不捨的眷戀之情，尤其是男性對於溫柔恭順忍讓的傳統婦德的懷戀。把這些小說

還原到各自的歷史語境中作歷時性比較，漸進式社會工程的發展軌跡也就清晰顯現出來，我

們可以看到農民進城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寬闊。在《創業史》時代，進城是農民的

願望，卻受到社會的排斥、壓抑或禁止；到《人生》的時代，社會與個人的價值衝突凸現出

來，高加林的進城受到社會的懲罰，卻喚起人類的道德同情與義憤。在《平凡的世界》中，

少平已經使個人的正當欲求合乎社會許可的管道，但這種遇合帶有改變英雄命運的傳奇偶然

性，不具備滿足集體願望的社會可行性。到了《城的燈》，社會許可的進城之路與農民的嚮

往重合，劉漢香代表的情態軸1已經能夠承載起人性的價值。從《創業史》到《城的燈》，由



反對進城到譴責社會不公再到發現集體進城的金光大道，由異化的屈服到理想的實現，由不

可知的個人命運轉折到制度化的集體轉變身份，中國社會改革工程的逐步演進在小說的虛擬

空間中獲得了象徵性的表現，這種象徵性行為過程通過不同生產方式的並存、各種文類話語

的沉澱、眾多意識形態素的碰撞而糅合為開放的歷史，我們可以期待它的光明前景。

 

附圖：



 

註釋

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86，第134頁。

3 路遙：《平凡的世界》，《路遙文集》第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頁。

張懿紅 1968年生，現為蘭州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師從程金城導師，主攻農村題材小

說，也從事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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