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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现象"与文学史中的 “农民’’问题 

卢 燕娟 

摘 要 ： “路遥现象”指路遥作品在 读者 中被作 为严肃文 学广泛接受，在主流文学史 

中却一直受到冷淡。从 80年代文学史先验 自足的标准 出发评价路遥 ，是一种缺乏文学 

史自省的思维，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有效解释。路遥 80年代到 90年代文学创作的核 

心问题是“农 民问题”，将这个核 心问题放置在 20世纪 中国文 学完整的问题框架 中，则 

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不仅仅在创作方法、自我意识等浅表经验层面与8O年代主流文学 

存在分歧 ，而且是从文学想 象与表现历史的根 本逻辑层 面，挑 战 了 80年代主流文 学。 

这一研究并不指 向为路遥“平反 ”，而指 向对 80年代文学史基本叙事转型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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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路遥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初的创作，是一个至今未解决的难题。一方 

面 ，主流文学史长期对其评价不高甚至避而不谈 ；①另一方面 ，这些作 品长期拥有人数众多的读者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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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天比较主流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如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9年版)只字未提 

路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 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章节中，没有专门介绍路 

遥 ，仅在列举 80年代归人“乡情、乡土”小说作家名单时将路遥的名字列入其中；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 

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评析了路遥的《人生》，却对其影响更大的《平凡的世界》只字未提。 

② 具体情况可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 1期， 

第 58—65页。邵燕君文章中，既有诸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 目委托所作的 

“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这样的专业度比较高、基数比较大的调查结果，也有她本人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情况 

的具体调查分析，以及对学生的个别采访讨论等。这些多层次、针对不同人群对象的多个调查结果显示，路遥在 8O年代到9o 

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中，不仅获得远超其他文学经典的认同，具有同时代和后 

来经典都难以比肩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受到主流文学史冷淡的作品，并不是作为“通俗作品”获得如此广大的受众，而 

是作为能够给人以精神力量和严肃审美能量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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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这些作品 ，不是作为通俗文学接受 ，而是作为 80年代严肃文学经典来 推崇 。②因此 ，批评 界提出 

“路遥现象”问题 ，用 以指“路遥作 品的广泛接受性和专家对它 的冷淡形成 的反差 ”①。正如邵燕君指 

出：对路遥的这种冷漠态度并不是“精英集团”的一种激进表达，它们“无论是立论还是行文都尽量平 

衡、客观”，“是对这些年来‘学院派’整体批评观念比较全面、折中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平凡的世 

界》被‘学院派’整体忽视的状况就表现的更为彻底”。② 而即使近几年来 ，有文学史试图把路遥纳入其 

视野 ，但并未对路遥的创作做 出真正超越 80年代文学史叙述 的解释 。如吴进指 出的：“这样 的转 变实 

际上于事无补 ，因为如果路遥 ‘走进文学史 ’只是一种压力之下无可奈何的平衡之举 ，并无助于我们对 

事情真相的认知，也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初衷。”⑧ 

文学史为何冷淡路遥?比较主流的研究是从 80年代建构的文学标准内部评价路遥创作，认为其创 

作方法上恪守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姿态上没有完成从“政治美学”向“先锋艺术”的转型，自我意识上则 

体现出不合时宜的道德主义。④ 事实上 ，这些解释随着文学的发展 ，往往难 以自圆其说。80年代以后 的 

文学并不一直排斥现实主义。从早年的改革文学 ，到后来的新写实 ，都在理论资源和创作方法上征用现 

实主义。直至 2016年，主流批评家仍然用“现实主义杰作”称道陈忠实的创作。⑤ 当先锋文学在 90年 

代归于沉寂之后 ，80年代 以“先锋艺术 ”为方向的文学史叙述本身已经难 以为继。路遥早年从创作到理 

论对这一潮流的批评在这时反而显示出某种先见之明。随着2015年《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剧并热 

播，路遥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再一次质疑了主流文学史对其“保守过时”的判断。因此，从 

80年代文学史的先验自足标准出发，描述路遥创作不够经典化的缺陷，是一种缺乏 自省意识的研究 

思路 。 

“路遥现象”需要立足路遥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意识，越出 8O年代文学 自我建构以自证合法的标 

准，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脉络中考察。路遥 80年代创作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对待土 

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⑥。农 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历史 中的核心问题 

之一 ，也是 20世纪 中国文学 的核心问题之一 。围绕如何定位 和表现农 民形象 ，在文学史中有 “乡土叙 

事”和 “革命叙事”两个主要传统 ，其根本差异在于农 民与现代历史 的关 系，前者将其摒弃于外 ，后者 以 

其为历史主体 。具体说 ，乡土叙事在 “传统／现代 ”的大框架 中，将空间上 的乡村／都市差异转化为时间 

上的传统／现代差异，农 民被放置在现代文明之外 ，或从启蒙现代性角度被批判 国民性 ，或从文化保守主 

义立场用于抵抗现代性扩张。革命叙事的主题是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有别于启蒙叙事的未来 

想象，不以现代资本文明为其标准和方向，而以劳动伦理为标准，以劳动者的解放为方向。农民作为中 

国现实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者，在这一叙事中获得主体性。 

伴随着80年代对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定位，“现代／传统”与“都市／乡村”的二元结构重新成为文 

学评价历史、想象未来的主流思维 ，取代 了此前以劳动者为主体创造新世界的叙事。这一时期 的主流文 

学 ，整体上是“进城”的文学 ：以现代都市文明为理想 ，以精英知识分子 的视野 、经验来评价历史 、想象未 

来。这一时期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再启蒙文学中蒙昧麻木的农民、改革文学中被城市现代化克服同化的 

① 吴进 ：《“路遥现象”探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第 77页。 

② 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现实主义”畅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 1期，第 58— 
65页 。 

③ 吴进 ：《“路遥现象”探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 ，77页。 

④ 对“路遥现象”的解释分析，著述颇多。在路遥创作的同时期，贺雄飞等人就批评过路遥，当整个文坛都朝着西 

方先进的艺术形式学习和借鉴的时候，路遥却固守着传统写作方式的“极端保守”态度。参见贺雄飞等编著：《亵渎偶 

像》，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从路遥的“保守性”解释这一现象的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杨庆祥：《路 

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 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 6期。 

⑤ 当路遥因为“现实主义”受到冷淡多年之后，2016年 ，批评家白烨在陈忠实去世之后 ，著文称赞陈忠实“坚守了 

现实主义传统”，以此作为对作家作品的盖棺定论。参见《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当代》，2016年第 4期。 

这篇文章在 当时广 为转 载 ，成 为主流文 学史对陈忠实 的代表性评价 。 

⑥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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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乡土文学与寻根文学中作为抽象文化标本的农民，整体上离开革命叙事回归乡土叙事。 

事实上，路遥在 80年代文学创作中，以农民问题为核心问题意识，这本身已经体现出与 80年代主 

流文学的差异。进一步，路遥在创作中重申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历史主体性问题，进一步体现出对革命文 

学话语逻辑的继承。但是，路遥不是革命文学的“遗民”。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他真切地呈现了农民“应 

该具有主体性”与“正在丧失主体性”的矛盾困境，展示了本应成长为梁生宝的青年农民如何从劳动者 

变成打工者的问题。无论是提出的问题本身，还是讨论问题的逻辑，路遥都越出了80年代文学的历史 

视野和问题意识 ，难以在 80年代文学能够容纳的框架 内来理解和 阐释。但是 ，这些 问题却是 “路遥现 

象”在今天真正的开启性意义：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不是从文学手法等表层难以融入 80年代主流文 

学 ，而是从文学想象与呈现历史的根本逻辑层面 ，挑战了 80年代主流文学 。这一挑战直至今 日横亘在 

主流文学史 的自足叙述之外 ，通过不断在大众 中释放出主流文学选定的经典所难以具备的、能持续引发 

情感共鸣与问题共识的能量，指向对 80年代文学史基本叙事逻辑的反思。 

一

、农民经验与返乡叙事——重申农民主体性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且“这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 ，原则的问题”①。此后近 40年的人民文艺 ，以劳动人 民作为历史主体 ，以他们的情感经验 、价值立场 

为主导。80年代，知识分子取代工农兵成为文学想象历史的主体，这一转型在文学中直接产生了三个 

后果 ：其一 ，以知识分子的经验来评价历史 和现实 ，农 民失去主体地位 ，成为历史的失语者。80年代初 

数量众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知青文学 ，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知识分子遭受苦难证明历史的不义， 

知识分子得到平反 、重返社会 中心 ，则证明了“新时期”的合法性。农 民的情感 、经验不再受到关注和表 

现 。其二 ，随着知识分子的视角 占据文学 的中心 ，知识分子在文学 中普遍 被塑造为文明 、进步的现代历 

史方向代表。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形象在 80年代文学中全面溃败。即使不像古华《芙蓉镇》中的流氓 

无产者王秋赦、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中的野心家田家祥这样，成为历史罪人，最多也就是以陈奂生为 

代表的“善良愚昧”形象，只能随波逐流、等待启蒙，毫无主体性可言。其三，在城市与乡村再次被从意 

识形态上区分为文明与蒙昧、先进与落后的叙事中，农民离乡进城的故事普遍存在于文学中，成为现代 

历史的方向隐喻。在以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记》、铁凝《哦!香雪》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中，乡村不再是现 

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是现代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场所 。“进城”意味着在物质上受惠于市场福利 ， 

更意味着精神都被现代都市文明之光辐射，从麻木沉睡中逐渐苏醒。无论陈奂生和香雪们的肉身如何 

被排挤在现代城市空间之外，他们的精神却正在进城或已经进城，必须进城也只能进城。进城是不可逆 

的时间之旅 ，是农 民进入现代历史的唯一通道。返乡意味着失败 ，意味着被现代历史摒弃。 

路遥在这三个问题上与 80年代主流文学逆 向而行 ，重 申农 民的历史主体性问题。 

其一 ，以农民而非知识分子的情感立场与问题视野来 写作。路遥说 ：“从感情上说 ，广大的 ‘农村 

人 ’就是我们 的兄弟姐妹 ，我们也 就能 出 自真 心理解他们 的处 境和痛苦 ⋯⋯作为血统 的农 民的儿子 

⋯ ⋯ 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②农民与农村的问题几乎是路遥全部创作的主题， 

而且也是他评价历史和现实 、想象未来 、表现中国甚 至世界的基点和载体 ：“放大一点来说 ，整个第三世 

界 (包括中国在 内)不就是全球 的农村吗?”③虽然他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样 ，也将 8O年代判断为“拨乱 

反正”的“新时期 ”。但是他对这一历史性质 的判断 ，却不基于知识分子 的视野 ，而基 于农 民的视野 ，以 

农 民的生活、经验和理想为 自己评价现实 、想象未来的主要基点。换言之 ，路遥所要想象和表现 的历史 

①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57页。 

②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33—634页。 

③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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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主要是农民的历史与现实；路遥所要观察和再现的中国社会，是以农村为主要建设和改革对象 

的中国社会。路遥最重视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其创作意图是“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①。小说也确 

实涉及到 1975--1985十年间城市乡村中的各种人物，甚至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整个作品中，评 

价历史、观察社会的核心视野，却始终聚焦于农民孙玉厚一家。在小说视野中，历史的伤痕不来 自知识 

分子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而来 自孙玉厚这样 的农 民辛勤劳动却一无所获的悲剧 ；现实中改革开放的 

合法性也不来自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社会地位提升，而来 自像孙少安这样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 

勤劳，摆脱父辈绝望的贫困，创造新生活 的可能性 。较之在“拨乱反正新时期”这一模糊结论上 的一致 

性，路遥在历史主体的选择上，对 80年代文学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 

其二，路遥笔下的农民普遍具有高度的主体性 ，体现出 自尊 自爱的气质，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农民”在乡土叙事中几乎是传统、愚昧、麻木的代名词，到了80年代，陈奂生的精神萎缩到在人群中失 

语。但是，路遥笔下，即使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被生活磨掉了勇气和棱角，却依然保持着 自己 

的尊严。虽然在人前沉默寡言，可是在是非善恶的信念上，有 自己强韧的世界观。《人生》中的德顺爷 

爷，充满了来自生活与劳动的智慧。而到了中青年一辈农民身上的，虽然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多的差 

异 ，但是 ，基于主体意识的尊严感 ，仍然一 以贯之。路遥 以近乎 自傲 的笔调 ，讲述了《在 困难的 日子里》 

的马建平、《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如何在极度的饥饿中也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清白。《人生》中的 

高加林 ，虽然一度迷失在城市的诱惑中，但是仍然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尊严感的青年农 

民，这种尊严感并且成为高加林反抗命运的一个 重要动力 。同一作 品中的理想形象刘巧珍 ，虽然不识 

字、没有刷牙的文明习惯，却通过追求爱情时的勇敢无私、面对挫折时的自尊 自爱，展现出丰富、独立的 

精神特征。这些拥有着强烈尊严意识和丰富精神世界的农民，个性生动、形象鲜明，活跃在路遥的作品 

中，照亮了80年代主流文学中那些浑浑噩噩、晦暗无光的农民形象，提示着农民在现代历史中的另一种 

形象可能性。 

其三，路遥逆进城文学之潮流，将“返乡”作为农民获得主体性的方向。路遥客观再现了80年代城 

乡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姐姐》中的男知青、《你怎 

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都在面对城乡之间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时对进城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 

真切地显示出他们与陈奂生、香雪在生活经验上的同时代性。但是，当高晓声和铁凝完全站在城市文明 

的优越立场，将农民的进城欲望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提升时，路遥却逆向而行，拒绝将城市较之乡 

村在物质层面的优越扩展为文明层面的完胜 ，拒绝将农 民定位为现代历史 中的落伍者甚至对立者 。相 

反，在他笔下，物质富足的城市，精神往往是匮乏的；外表干净光鲜的城市，道德上却往往是有缺失的。 

《人生》中，高加林在进城前，用知识分子向往城市的眼光，看到乡下姑娘巧珍没有刷牙的习惯、农村的 

水井没有净水措施这些表层的“不文 明”，却在进城后迅速领略了张克南母亲的腐朽市侩、张克南的庸 

庸碌碌、黄亚萍的虚荣自私。在这一对照视野中，农村的不文明是物质的、表层的，而城市的不文明才是 

精神深处的也是更本质的。小说中，黄亚萍与刘巧珍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的隐喻，而高加林抛弃灵魂完美 

的巧珍选择虚荣 自私的黄亚萍，象征了路遥一面痛苦地意识到城市对农民产生了难以抵制(甚至是可 

以理解)的诱惑力，一方面通过德顺爷爷的批评和最后高加林的忏悔，仍然顽强地恪守着“返乡”对农民 

的正面意义 。由此 ，路遥翻转了 80年代主流文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所建构 的历史方 向：城市对农民的 

诱惑不意味着高晓声们的“追求 文明”，而意味着背叛与堕落。进城不意味着觉醒而意味着迷失 ，返 乡 

才意味着农 民对 自己和乡村主体性 的坚守。路遥笔下 ，几乎所有进城的农 民都从返乡中获得升华与净 

化。如果说，高加林的返乡还具有进城失败之后的不得已，则《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则是在 

经历了城市富足生活中人性的虚伪、丑陋之后主动离开、返回乡村教师丈夫身边；《风雪腊梅》中的冯玉 

①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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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干脆不受城市诱惑，主动逃离返乡。而《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女大学生抵御城市诱惑的主动返乡行 

为闪烁着理想主义光彩 ，返乡的行为在这里不仅仅指 向道德层面 的坚守 ，更获得主人公在更正确、更有 

希望的道路上走向未来的时间价值。 

二、劳动价值与劳动者尊严——农民主体性的观念依据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贾平凹与路遥无差别归人“乡土作家”序列④。这体现出 80年代 

以后主流文学史叙事对革命文学传统的遗忘，模糊了路遥与与乡土文学在话语逻辑上的深层差异。吴 

进指出：“不管路遥的乡土情结如何坚定，但他从没有像沈从文或贾平凹那样 自信甚至骄傲地 自称为 

‘乡下人 ’。为什么会这样?他的乡土情结为什 么没有导致他做 出像沈从文和贾平 凹那样 自然的身份 

认同?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路遥仍然十分 自觉地停留在革命文化的传统中。沈从文本来就在革命 

文化的影响之外，他对湘西文化传统的认同很明显是与革命文化传统相悖的——如果不是冲突的话，而 

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也抱有一种类似的态度。”② 

革命叙事区别于乡土叙事之处，不仅仅是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一结论 ，更深层的是这一结论所依 

据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是：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者是新世界的主人。换言之，劳动者不是因为贫 

穷、辛劳受到怜悯，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创造世界，所以他们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对这一观念的认 

同 ，产生 出对劳动者 的尊重意识 ，也产生出劳动者在现代世界 中获得政治 、经济 、文化权力 的可能性 。 

吴进所说路遥作 品停留在“革命文化 的传统”，由此具体 可 以阐释 为 ：置身 于 80年代语境 中 ，路遥既 

没有将农民作为 “蒙昧国民”来启蒙，也没有将农民当做逃遁于现代时间之外的“传统乡民”以抵御 

现代性。他笔下的农民，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者，而且是经历过 20世纪革命与建设的新劳动者。他 

们认同劳动，因而尊重作为劳动者的 自己。基于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感与新世界的平等观念，他们对 

横加于 自身的欺凌和歧 视具有 自觉地反抗意识 。由此 ，农 民生活 的乡村世界也不是外在 于现代 时间 

之外的落后时空，而是现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甚至是中国进行现代革 

命与建设的最重要场所。 

其一，路遥笔下的农民，普遍从劳动中获得主体尊严感。即使是高加林、孙少平这些青年农民，他们 

想要摆脱苦重的劳动，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但是路遥仍然要特别为他们声明：他们对劳动与劳动者，绝 

无半点轻视之心。高加林被取消教师资格，路遥一面坦率地写出了高加林渴望离开农村、摆脱体力劳动 

的心态，但是仍不忘从高加林的内心活动中替他声明：“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 

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③“从来没鄙视过任何 

一 个农民”，是不想当农民的高加林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尚值得同情理解的道德底线。同样，在《平凡的 

世界》中，当孙玉亭告诉孙少平为他谋得村办教师一职时，路遥在表现孙少平全家为此兴奋的同时，仍 

然要为孙少平声明：“他不是庆幸逃避劳动。”④高加林 、孙少平 ，真切地再现了新 的历史时期 ，农 民对 自 

己生活现状的不满、对改变 自己命运的迫切期待。但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仍然坚固地支撑着他们 

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在这一观念支撑下，他们为贫穷叹息，也不免在现实中感受到城里人的歧视，甚至 

高加林会不择手段想要摆脱农 民身份。但是 ，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劳动者 的主体尊严感 。如上一 

节所述 ，他们身上普遍具有 自尊 自爱的气质 ，而这种 自尊 自爱的观念根源，正在于作为劳动者 ，对劳动的 

尊重与认 同。 

页。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326页。 
② 吴进 ：《城市 ·农村 ·中国革命 ：路遥小说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3期，第 119 

③ 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 6页。 

④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路遥文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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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路遥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80年代社会上歧视农民的现象。但是，路遥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同 

情视角，将农 民作为弱者来表现其卑微与屈辱 。他让农 民通过重申劳动的合法性来对抗歧视 ，这种反抗 

延续了 20世纪 中国革命赋予劳动者权力与尊严 的意识形态 ，隐含着劳动者通过反抗压迫获得主体解放 

的叙事逻辑。《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拉粪，面对克南妈的挑衅，不卑不亢地回答：“我身上是不太干净， 

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①这句话 ，直接征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话语 

资源：劳动者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是却比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干净，重申了劳动者最干净、鄙视劳动 

的人最肮脏的观念。蔡翔较早注意到挑粪受辱与高加林反抗之间的因果关系，曾经指 出：“高加林的 自 

尊在 ‘挑粪 ’一节中遭到了残酷 的打击 ，屈辱从反面教育 了他 ，催化了他愿望 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 主义 

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 目的报复情绪。”②但是需要辨识的是 ，高加林在心里反抗这一羞辱的语言是 ：“乡 

里人就这么受气啊 !一年辛辛苦苦 ，把 日头从东山背到西 山，打下粮食 ，晒干簸净 ，拣最好的送 到城里 ， 

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 ，屁股一撅就屙就尿 ，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 ，给他们打扫卫生 ，他们还这样欺 

负乡里人 !”③从这段内心独白可以看出，虽然他曾经一直渴望着城市，甚至以城市的视角嫌弃过农村， 

但是当在拉粪劳动中受到羞辱的时候，他的愤怒却不指向“无知市侩”对“知识分子”的无礼，而是指向 

“城里人”对作为用劳动创造了财富、支撑着现代社会运转的“劳动者”的欺凌。在愤怒情绪中，高加林 

本能地认 同了 自己劳动者的身份 ，这就使高加林 的反抗同时具有 了捍卫劳动者主体尊严 的意义 ，而不仅 

仅是 出人头地 的野心。 

其三 ，通过将农 民的主体性建构在 劳动者身份基点上 ，路 遥对 乡村 、土地 的赞美 ，最终落脚 于对 

劳动创造生活这一叙事 的重 申，而不是乡土叙事 中的“恋土情结”。沈从文与贾平 凹对乡村和土地的 

赞美 ，基于他们对传统文明的认同，是将乡村与土地作为这一抽象文化符号来抵御现代性。表面上 

看 ，路遥对土地 的赞美与他们有相似之处 ：受伤 的高加林扑 向土地 ，是 乡土文学 中常用 的情 节 ；而土 

地对受伤心灵具有治愈功能更是乡土文学的标志性叙事。但是，路遥笔下的土地，不是为现代生活 

中受挫 的年轻人 提供一个避世的桃 花源 ，让 他们在土地 的庇 护下逆着现代 时间 回到过去 ；而是 向年 

轻人提供一种更积极、更正面进入现代生活的途径，让他们在踏实的劳动中面对现实、创造未来。 

《姐姐》讲述了农村少女“姐姐”被城市男知情背叛抛弃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父亲带着姐姐来到土 

地上。对于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来说，土地之所以能疗愈女儿的创伤 ，绝非因为它是静美 

于时间之外的避世桃源 ，而是 因为 ：“明年地里要长出好 庄稼来 的，咱们 的光景也就会好过罗 ⋯⋯嗷 ， 

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④小 说结尾 ，路遥进 一步直抒 胸臆 ：“姐 姐 ，你 听见 了吗?爸爸 说 ，土 

地是不会嫌弃我们 的。是的 ，我们将在这亲爱 的土地 上 ，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 的幸福 。”⑤—— 这一 

叙述清晰地呈现出，路遥对农民的肯定、对土地的赞美 ，其所依据的都绝非乡土叙事逻辑，而是革命 

叙事所创造的劳动尊严与劳动者主体性。 

三 、对柳青传统的继承与背离：农民主体性的困境 

路遥与柳青 的师承关系曾一度是讨论的热点。80年代 ，现代主义 已经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成 

为中国文学主流。路遥却在这一潮流 中逆 向而行 ，以柳青为老师 ，并且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尊崇柳青 

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上文所述 ，路遥在文学中坚持 以农 民为主体 、以劳动者为农民 

① 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5页。 

② 蔡翔：《高加林和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 1期 ，第 85页。 

③ 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4页。 

④ 路遥 ：《姐姐》，路遥：《路遥文集》(上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19页。 

⑤ 路遥 ：《姐姐》，路遥：《路遥文集》(上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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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合法性的依据，确实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① 80年代之初，路遥对 80年代文学转型的抗 

辩姿态使得评论更多看到他对柳青的继承，指责其创作姿态保守、价值观念落伍。但是近年来的研究， 

从新的历史视野日益关注到路遥对柳青传统的背离。郭春林比较《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发现二者 

展开的历史主题尖锐对立 ，认 同的历史道路也背道而驰 。前者的主题是农民如何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 、 

参与到社会主义集体创业的实践中 ；而后者是对这一主题的否定 ，是农民从参与社会主义集体创业退 回 

到个体发家道路的历史改道。郭文尤具洞见之处，是作者没有把这一差异简单处理为两个作家的比较， 

而是放置在现实历史进程的改道中来讨论这一差异。② 从本质上说，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并不完全 

是文学 内部 的传统 ，而是文学呼应 、参与 20世纪中国革命 的结果。所 以，以劳动者为历史主体 、创造属 

于劳动者新世界的理想叙事，并不是作家的向壁虚构，而是呼应着 20世纪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土地 

改革、农村合作化建设等一系列开创性的历史实践活动 。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真实历史 

进程是这一文学传统 的现实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 ，进入 80年代新 时期 ，柳青文学传统在文学史视野 

内的终结 ，首先不是文学的转型 ，而是社会与历史的现实转型。 

当路遥从柳青所代表的传统中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的时候 ，他也许并没有特别清晰地意识 

到这一点。他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创作方法而非一种由革命历史产生的意识形态结果来加以认 

同。同样 ，他把柳青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好人来推崇而非作为 20世纪 中国革命的实践者来 

认 同。因此 ，尽管路遥对柳青及其文学传统 的认 同与尊崇使他的创作确实与 80年代主流文学形成了巨 

大的分歧 ，文学史也因此长期冷淡他 的写作 ，但是 ，路遥绝非柳青文学传统在新 时期 的“遗 民”。尤其 

是 ，路遥将作为创作方法而非意识形态 的现实主义当做柳青 的主要遗产来继承 ，这意味着他必然遵循现 

实主义原则 ，忠实反映现实历史 ，在对柳青真实的敬意 中呈现柳青文学世界的真实终结 。 

在本文的问题视野中，路遥在将农民作为文学想象历史的主体、并且重申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尊严与 

权力的基本创作立场上，确实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理想观念和文学传统。但是反讽的是：农民 “应该具 

有主体性”的理想和“正在丧失主体性”的现实在路遥文本 内外的世界 中交织并存 ，呈现 出历史转型时 

期，文学记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博弈交汇。最终，路遥让和梁生宝一样具有丰富精神世界和强烈主体意 

识的农 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 ，告别了梁生宝 的道路 ，终结 了劳动者创造新世界的历史 ，回归到发家致 

富、各谋出路的“平凡的世界”，而这正是《创业史》在起点上要超克的道路。 

诚然，较之 80年代主流文学，路遥通过肯定农民的劳动者身份，援引劳动创造世界的话语资源，避 

免了把农民、土地抽象化。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把劳动抽象化了。路遥在文本中同样真切地呈现出劳 

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无尊严状态。无论高加林个人素质多么优秀，一旦退回农民身份，深爱他的黄亚萍也 

绝不可能再与之结合。孙少平坐在火车上 ，想到 自己的劳动使得火车能够驶 向远方 ，刚刚生发出作为劳 

动者的 自豪感 ，马上就遭遇了列车员针对煤矿工人查票的羞辱 ，使他意识到 ：他视为光荣 的劳动者在列 

车员眼中，是低贱的下等人。因此，即使在路遥的文本中，劳动也退守到劳动者内心中，成为一种近乎自 

我安慰和自我坚守的道德理想。这产生了路遥笔下的“知识农民”形象在精神和现实中的分裂：路遥让 

他们具有阅读能力，从而能通过书本为自己建构一个暂时离开现实的精神世界。于是，在 自己的精神世 

界 中，孙少平可 以上天入地 、甚至与外星人对话 ，可是在现实世界中 ，他无论付 出多大代价 ，都无法将 十 

四岁的少女从包工头的淫威下拯救出来。他与田晓霞 的恋爱 ，本质上也发生在这一虚幻的精神世界中： 

他们相遇、相爱与相处的场景，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场景和书本道具来填充。田晓霞在洪水中的牺牲，是 

① 实践上，路遥不仅一直坚持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且如前文所述，在历史主体的选择 、话语立场 

的认同上，基本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在理论上，路遥不仅写作了《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 ， 

表达自己对柳青的个人情感 ，直言对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的肯定与推崇，更在 自己的多篇创作谈中，反复为现实主 

义——尤其是柳青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辩护。参见路遥 ：《路遥文集》(上)，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 

② 郭春林：《路遥——柳青的继承人?》，《长安学术》第九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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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情节 ，却是必然逻辑 ：作家秉持现实主义的清醒 ，深知这场精神世界中跨越身份差别 、灵魂平等的恋 

爱在现实中无处容身。 

由此 ，路遥在文本内外均遭遇深刻 困境 。在文本中，一方面 ，孙少平和高加林特意声 明，他们认同劳 

动、尊重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尽所能逃离劳动：即使不能离开农村，能在农村中离开体力劳 

动当上村办教师也是值得他们全力追求并为之兴奋的。高加林的忏悔是真诚的，可他逃离乡村的愿望 

更加真切。孙少平为了取得城市身份，哪怕是城市中最底层、最边缘的矿工，也竭尽所能去谋求。从这 

样的行为来说 ，所谓“不鄙视劳动”，其实是 口是心非、此地无银 的无力辩解 。在 文本之外 ，路遥在让他 

笔下的农民选择坚守乡村来获得主体性的同时，却在现实 中竭尽所能帮助家人摆脱农 民身份。为了给 

弟弟王乐天解决城市户 El，路遥甚至对他在文学世界中所不屑的拉关 系、托人情 等行为践行不疑。① 在 

本文的问题视野中，这种言行的严重分裂不指向对路遥个人品格的评价，而在于揭示出路遥的情感立场 

与价值认同所遭遇的深刻困境 ：他认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应该受到尊重 ；可是横亘在眼前 的现实 ，是 

城乡的巨大差异下，乡村面对城市的萎缩、农民与城镇居民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到观念的社会身份之间都 

存在着难以填平 的鸿沟。 

真正深刻的问题在于：这一鸿沟，究竟是路遥对柳青的背离，还是历史本身的改道所致?作为现实 

主义作家，路遥不可能在蛤蟆滩已经瓦解的现实历史中创造一个乌托邦。可是，他真切地记录了从蛤蟆 

滩退回双水村的历史轨迹中，农民丧失主体性，从劳动者变为打工者的切身经验。正如李晓霞指出： 

“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劳动及劳动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劳动的美 ，或者 1980年代所塑造出来的美 

好的劳动形态首先是个人的，而且这个个人是脱离了具体劳动生产关系⋯⋯”②更重要的是，如果路遥 

的思想背景中没有一个柳青的传统，那么这些农民会毫无违和地以陈奂生的形象出现：他们所遭受的一 

切不公与歧视将直接归因于他们 自身的麻木愚昧。但是在路遥笔下 ，农 民们在贫困中对 自己主体尊严 

的坚守、面对欺凌和羞辱时的自觉反抗，都一直在顽强地提示着读者：他们用劳动创造了历史，他们不是 

心灵麻木、灵魂晦暗的失语者。今 日强加于他们的不公与羞辱，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法性。 

“路遥现象”是 80年代以后文学史的一个缺 口。只要路遥的作品还能继续在读者中释放情感能 

量、引发新的思考，这个缺口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后人对 80年代文学所建构的自足标 

准进行理性审视 。本文从路遥创作 的核心问题——“农 民问题”切人所进行的突破 ，仅仅是诸多可能视 

角 中的一个 。这一思考 ，指向在社会历史 的转型 中考察文学的转 型。最终 ，路遥在文本内外所呈现 的 

“农民问题”，同样是 80年代真切而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其在 30多年前所提出、讨论的问题，所遭 

遇的困境，历经三十多年历史发展演进，在今天，仍然在文学世界与社会现实中并未完全隐身匿迹。从 

这个意义而言，“路遥现象”打开的，不仅是文学史的缺口。 

(责任编辑：素微) 

① 参见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 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 3期。 

② 李海霞：《从劳动者到打工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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