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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conflict, loss and confusion of the value that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experienced and the resulting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s became one of
the focus of new urbaniz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study and tex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an analysis on the spiritual cours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Red as Orange,
White as Silver, this paper aims at giving a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the value of farmer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the valu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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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进城农民
所经历的人生价值的冲突、失落和迷惘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成为了新型城镇化焦
点问题的之一,本文采用比较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小说《橙红银白》 中人物的精神
历程，来反思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价值观问题，以期为转型期的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的科学
引导提供一些微薄借鉴。
1．引言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随着时间推进，物质财富的积累，物质的城镇化在多年努
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但随着沿袭几千年的乡村伦理价值体系逐渐的失落，精神世界的迷茫
时时困扰着刚刚进城的农民，面对纷繁的的都市，难以企及的财富，难以融入的城市生活，
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开始变得疑惑。家庭的幸福，衣食无忧，子女的成才往往是
他们起初人生奋斗的目标，可是进入城市的他们遭遇了除却物质生活空缺之外的精神磨难，
新生代的子女很难融入社会，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人生的定位，有的甚至
堕落，这时进城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开始崩塌，他们开始质疑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在精神迷
茫和痛苦中苦苦挣扎。美国历史学家艾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
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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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婚姻关系及亲情关系的变异
旧海棠《橙红银白》发表于《收获》杂志 2016 年第 4 期，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写
的是我的三叔和三婶进城打工的经历和家庭在打工路上分崩离析，亲情丧失，为了寻找失去
的女儿进行的一系列寻找的中篇小说。和以往的底层小说有着基本相同的故事叙事模式，但
有的着不同以往底层叙事小说的视角。小说着眼点不在于农民物质生活苦难的真实摹写，而
将笔锋转向了进城农民由价值理念的变化引起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2.1

婚姻内部的背叛

城镇化建设给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乡价值理念的冲突和融合引起了
农民家庭内部的婚姻以及代际伦理关系的深刻变异，农村传统的家庭美德被新的城市价值理
念所取代，以往以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依附关系被追求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所冲淡，亲情变得
淡漠，扭曲。小说中的三叔代表了农民工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打工者，性格
温厚淳朴，属于生存型打工者，身上有中国传统农民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知足常乐，热爱家
庭，随遇而安的特征，他们的身后是生养他们广袤乡土，他所依赖乡村组织建构使起初外出
打工的他们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他们身后的村庄空心化，
村庄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都市生活却离他们越来越近。但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有限的报酬使
他们难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为了孩子上学便利，租住在县城成了他们暂时的生存方式。经
济生活虽然不如城里人富有，但生活并不困顿，如小说中说：“愿意出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人工稀缺，工资逐年长，一个月能挣四五千，比白领工作还高。自己吃喝用完能剩四千多。”
相对节俭的第一代农民工物质生活变得殷实起来，但价值观的转变带来的精神生活的磨难却
渐渐的开始显露，将他们刚刚安定的生活带入了一片泥淖。
首先是妻子的背叛。“三婶长相清秀算是有貌，三叔上过高中，在农村算是有才”，三
叔三婶的结合符合郎才女貌的标准。按说他们该过一种美满幸福的生活才是，但是对外面世
界的向往，对未知世界了解的渴盼使他们二人离开了乡土，踏上了打工之路，到了城里，三
婶经不住诱惑和张生私奔。三婶背叛的理由很简单，“起初不是为了钱，是一个老乡追的勤，
方式五花八门，轰轰烈烈，三婶没见过那阵势就给追上了”。妻子出轨对于任何一个有浓厚
传统观念的农村男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屈辱，但是他接纳了妻子的回归，从表面上看来是
他对生活的妥协，但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可看出这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是传统观念
对现代理念的妥协。如小说中所说的“他能理解三婶，像他这样穷乡僻壤长大的人，从没想
过能到县城以外的世界”并感慨外面的世界太大了，自己也想到更远的地方，看看更远的地
方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初进城农民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驱使三婶走上了歧途。三婶
的出轨，村里人认为三叔是窝囊的，也是乡村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的。其实三叔在三婶跟人
跑的几年也找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在城市生活中难以避免的被诱惑，他对三婶的原谅实际是
他对城市价值理念的默许和乡村伦理道德的妥协。
2.2 进城女性的堕落与困惑
如果说三叔对于城市价值观的接受是清醒的，是审时度势之后不情愿的选择，那么三婶
则是被城市价值观协裹着被动前行的。她的骨子里的观念是传统的。小说对三婶的叙述平淡
而冲合，作为第三人称叙述的作者有意回避对于三婶做正面的评价，三婶的精神痛苦却通过
小说情节的推进变得深刻而透彻。例如第二节写三婶被抛弃后的情节非常简单，仅仅用了 53
个字一笔带过。只说当时很受伤，伤心了？绝望了？谁也不知道。作者有意淡化了三婶的伤
痛。这种痛苦和落差想来只有当事人才会真正的了解。三婶在作者的笔下一直被叙述，她很
少有自己的
言语，直到回回叛逆，从回回不满的话语中，从她落寞的自言自语中，我们才零星的了
解到三婶的思想。她始终属于不自知者，生活的磨难来临的时候她没有从自身反思，如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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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妇女一样，她有一种深刻的依赖思想，结婚后依靠丈夫生活，出轨后幻想凭借情人生
活，被抛弃后又继续依靠丈夫生活，甚至将自己养老和旅游的希望寄托在女儿回回身上，引
起了高考前夕压力巨大的女儿的强烈反抗。这是我们想起了老舍笔下的《月牙儿》，生活没
有严酷到月牙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但母女之间赤裸裸的物质供养需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或许养儿防老是传统的思想，但在新一代的眼里已经变得不合情理。时代在变化，而三婶们
却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尽管也受到了城市价值理念的影响，脑子活泛了，但思想本质
仍遵从着传统的相夫教子，子荣母贵的理念。
尽管出轨后的三婶获得了丈夫的谅解，但她的精神苦难并没有因此结束，她是来自农村
的第一代打工者，虽然因打工而暂时离开了农村，农村的道德伦理体系暂时对她失去了约束，
而当她被抛弃后回归家庭时，这种压力却无处不在，来自公公婆婆的冷言冷语，乡村亲戚们
对她的嫌弃和不屑，丈夫在发生争执时轻淡的提醒都使她出轨的事情成为她的罪证，尽管她
一心扑在女儿的教育上，一心为女儿陪读，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在和女儿发生矛盾时，或许
有她教育不当的过失，但亲人把所有的罪责都指向她。就连三叔暗地里都有点赞赏回回对母
亲的不敬，没有认识到女儿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对女儿进行教育，只是无能的逃避。最后为
了劝叛逆的女儿参加高考，三婶把匕首刺向了自己的胸膛。这一刺或许是她恨铁不成钢的急
切，但也不排除她内心的懊恼和悔恨。女儿上学后她的身体也瘫了，生活变得及其艰难，她
想回乡已然是不可能了，因为既没有健康的身体，使她失去了在乡下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
乡村的不接纳是最重要的原因。有来时路但已无去时的归处，第一代打工者的漂泊成为她难
以逃避的命运，曾经寄托着她全部希望的女儿的失联彻底的摧毁她人生的最后意义，她在城
市边缘艰难的如行尸走肉般麻木度日。
2.3 亲情的失落
城镇化带来的乡村伦理价值理念的失落，城市物质化、消费主义及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
使成长在城中的第二代农民工子弟在价值观上与第一代农民工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而市场经
济的功利原则蔓延到人类非功利性的活动区域，只能使人们丧失对崇高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
值的追求。[2]在亲情领域尤其如此。城镇化带来了亲人之间感情的疏离，成长在这样环境中
的第一代留守儿童的童年无疑是暗淡的。回回成长早期父母之爱缺失埋下了他们家庭悲剧的
导火索。而在县城生活的六年引起回回价值观念的改变则是击倒三叔和三婶家庭的真正原因。
难以融入城市的三叔三婶把对城市生活的梦想寄托在女儿回回身上，在女儿身上下了大
血本，上各种培训班、学跳舞、学英语，起初留守的回回从参加的培训班里获得了自信，而
这些自信只是相比更落后的农村获得的。在县城初中、高中生活了六年的回回突然变得叛逆
起来了，和三婶对着干，本来成绩很好有望考上重点大学的她不想考大学了，她的叛逆不能
单单归结为青春期的问题，也不是突然的发生，而是家庭内部价值观念的冲突的一次彻底爆
发，是农民工二代问题的凸显。在回回心中家庭伦理观念已经非常淡漠、和城里同学生活条
件的落差，目睹同样身份的孩子奋斗的毫无结果使她对前途彻底的失望，小时候的留守生活
使她和父母生了缺乏有效的沟通，她的压力和痛苦无从释放，而她的母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
望女成凤，坐享子女利益的层面，她的父亲也不能够理解她的烦恼，直至母亲为逼迫她高考
而自杀瘫痪，彻底的摧毁了她对家庭最后温情。回回大学以至毕业后也没有再与家庭联系，
形同陌路。家庭道德伦理缺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子弟再也无法拥有三叔那样
的精神追求,成为精神上的“穷人”，她最后走向堕落已无法避免。[3]
克里夫 贝克指出“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经常陷入沮丧、困惑和失落的海洋，
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对价值的重视，我们没有化足够多的时间去
搞明白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和怎样去得到它”[4]曾经乖巧的女儿的叛逆出走使三叔开
始反思他在回回教育问题上的疏忽和缺失，他开始了对女儿的寻找，小说的的题目就来自三
叔寻找回回途中碰到的两个女孩所涂的指甲的颜色。他漫无目的失魂落魄的在深圳寻找了一
年多，但他心中有的只是小时候回回的样子，是那个曾经美好的回回，寄托了他梦想的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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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的回回他已经完全捉摸不清了，不知道她的外貌，不知道她的生活形态，他从城中碰
到的各种各样的年轻姑娘身上搜寻回回的影子，一年寻找没有任何关于回回的消息，最后在
看似毫无望时三叔却意外获得了回回在狱中捎来的口信，三叔悲喜交加，在亲情和爱的幻想
中三叔盘算着给回回在城中买房子，然后又重新踏上了打工的征途。见不见到回回已经不很
重要了，在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后，回回就是三叔对未来的唯一寄托了。三叔看似在寻找回
回，实际上是在寻找他失去的梦想，寻找他在城市中失落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曾经的亲情
和爱。
3．结束语
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城镇化进程伴随的是农民价值观由单一
到多元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元价值的必然引起城镇化主体农民价值的冲突和失落，
2016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0 年的 49.9%上升到 57.7%，[5]通过对城镇化过程中
产生价值冲突解决,必然会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对社会的稳定与中国现代性文明的构建有
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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