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115期

责任编辑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11

生态良知
与自然使命感
聂茂 钟瑞莎

巴尔扎克曾说：“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 是时代的
秘书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 到
2035年， 生态环境要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
现。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一个全新的时代。 生态自
然文学的春天到了。 因此， 当下作家的根本任务就是
要深入生活， 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 推出一
大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 努力营造
出诗意的美好生活。

什么是 “生态自然文学”？ 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概
念还存在见仁见智的说法 ， 但有一个观点是不变的 ，
那就是 “生态 ” 二字 ， 这是核心 ， 是关键 ， 是灵魂 。
它不仅是指作品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 而是指这类文
学的整个系统是 “生态的 ”， 它是 “本质上的自然主
义， 认知上的科学主义， 文本上的主体主义， 方法上
的精确主义”。 这里的主体主义， 主要是指它的对象具
有主体性， 要站在描写对象主体的角度观察天地万物；
精确主义， 主要是指它的写作从多个维度上反复聚焦，
在文字表达上要质朴、 生动、 精准和确切。

换句话说， 生态自然文学反对纯功利地、 纯工具
化地对待自然， 它考察和表现的着眼点是自然与人的
关系 ， 即人不是自然的主宰 ， 而只是自然的一分子 ；
它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造成生态灾难
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 以及如何警醒人类对大自然疯
狂索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如何预防人类破坏社会生
态的各种措施 。 作为一种 “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 ”
的类型文学 ， 生态自然作家应当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
能够承担起直面历史的可怕的责任。

为了深入探讨生态自然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写作特
点， 总结我省生态自然文学的写作现状， 更好地推动
生态自然文学的健康发展， 提高我省生态自然文学在
中国文坛上的辨识度和美誉度， 不久前， 由湖南省作
家协会、 湖南省林业厅共同主办的湖南省首届生态自
然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湖南省林业种苗中心举行， 来自
全省的生态自然文学作家 、 学者30多人 ， 畅所欲言 ，
献智献策， 积极迎接生态自然文学书写的新时代。

从广义上说， 湖南省生态自然文学发展经历了三
个阶段： 一是沿袭沈从文世界而来的精神余脉， 涌现
出古华 《芙蓉镇》、 叶蔚林 《蓝蓝的木兰溪》、 蔡测海
《远处的伐木声》、 彭见明 《那山、 那人、 那狗》 和何
立伟 《白色鸟》 等一批聚焦乡土和乡村生活的文学作
品； 二是产生了一批真正具有生态意识和自然审美意
义的作品， 如韩少功 《遥远的自然》 与 《山南水北》、
谢宗玉 《遍地药香》 等， 陶少鸿 《大地芳芬》、 刘春来
《水灾》、 张小牛 《调查》 等； 三是以蒋祖烜 《香樟年
记 》 和王跃文 《漫水 》 为代表的充分展示崇尚自然 、
天人合一的作品，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启文， 他
的小说 《河床 》、 散文 《龙之源 》 《替青山命名 》 和
《大山物语 》 ， 报告文学 《大河上下 》 《问卜洞庭 》
《命脉： 中国水利调查》 等一系列作品， 充分体现了作
家的正义、 担当和勇气， 在全国文坛享有较高的美誉
度和影响力。

但总体上看， 湖南生态自然文学还存在不少问题
与不足 ： 一是作家的格局不大 ， 所写作品过于琐碎 ，
写 “小我” 的作品多， 写国家、 民族的 “大我” 的作
品力度不够； 二是作家的视野不广， 写作角度欠新颖，
不少作品成为博物记、 草木文或自然科普读物， 文学
性有待提高； 三是反思和批判的作品太少， 像胡丘陵
长诗 《2001年， 9月11日》 《2008， 汶川大地震》 这样
直面重大毁灭和重大灾难的作品太少， 而追问造成毁
灭和灾难的作品就更少； 四是创作种类单一， 所写作
品散文偏多， 动植物的寓言化写作偏多， 长篇小说太
少。 五是有实力、 有影响力的作家不多， 许多写作者
还是文学发烧友或业余作者 ， 很难全身心投入创作 ，
很难写出有担当、 有温度、 有血肉、 有筋骨的黄钟大
吕式精品力作。

必须承认 ,作家首先是一个人、 一个公民， 不能丧
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 同样 ,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
分子、 自然的儿女 ,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 。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包括文学湘军在内的中国生态
自然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应当立足当下， 努力
感受自然的温暖与亮光， 进一步拓宽视野， 找准目标，
加快步伐， 积极构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文
学蓝图， 用实际行动， 迎接美好的生态自然文学春天
的到来。

贺秋菊 整理

用文学作品
种植心灵的绿色森林

蒋祖烜 （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深
入推进， 人们越来越需要新时代的生态自然
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写” 自然生态文学？ 我
们要为时代而写， 叙写美丽中国； 为家乡湖
南而写， 唱一曲家乡的田园牧歌； 为生态自
然而写， 为草木代言， 唤醒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天性。 自然生态文学“写什么”？ 山、
水、 林、 田、 湖、 花、 草都可以是生态自然
文学的写作对象。 自然生态文学“怎么写”？可
以是科普工作者的科学性写作，记者、新闻工
作者的新闻性和纪实性写作，也可以是作家们
的文学性写作。 希望湖南作家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以更开阔
的视野投身生态自然文学创作。

胡长清 （省林业厅党组书记、 厅长）： 生
态文明是人类在承受农业、 工业和信息文明
之后， 重新认识人是人与自然的权力边界，
痛定思痛的成长， 代表人和自然相处的最高
境界。 优秀生态自然文学作品对于重塑人们
对自然的认识、 推动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引导社会自觉爱护自然、 保护生态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湖南是南方重点林区， 丰富的
森林、 湿地资源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源泉。 希望生态自然文学作家呼吁
整个社会一起来关注湖南林业， 保护林业生
态资源， 关心湖南林区、 林农生活， 创作出
精品力作，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
文化支撑。

龚爱林 （省作协党组书记 、 常务副主
席）： 近年来， 我省在资源利用、 环境治理、
环境质量、 生态保护、 增长质量、 绿色生活
等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显著。 作家有责任有义
务以其独到的笔触和视角， 关注人与自然的
关系， 关注我省自然生态文明建设， 在建设
美丽富饶新湖南的伟大征程中， 以文学的方
式叙写我省生态文明发展新篇章， 讲好“湖
南故事”。

王跃文 （省作协主席、 党组副书记）： 党
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广大作家们在文学
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生态意识。 文学对人
与自然生态文明的表达古已有之， 源远流长。
这次生态自然文学创作研讨会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 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 作为我省首次
专业门类的文学研讨会， 振兴专门意义上的
生态文学， 对所有文学门类也能发挥指导作
用。

刘克邦 （中国作协会员， 省散文学会名
誉会长）： 在生态自然创作上， 湖南既有悠久
的历史传统， 又有着广泛而丰富的资源题材，
有写不尽的山水风光， 抒不完的“天人合一”
情怀。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 我
们作家要有担当， 用笔聚焦生态， 书写自然，
呼唤社会， 共同爱护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美好家园。

共同打造人与
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赵树勤 （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
导师）：《瓦尔登湖》 是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
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 它启迪了中国
作家开拓散文创作的新格局， 这主要体现在
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佳境的表达、 恢
复了语言的有机性和扩展伦理观照的范围等
方面。 中国作家对 《瓦尔登湖》 生态思想的
接受， 为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世界
性因素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
本。

聂茂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这个会议体现了湖南作家
与时俱进、 勇立潮头、 敢为人先的务实作风。
基于生态自然文学的重要意义， 我期待能够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 出版一套湖南生态自然
文学丛书， 举行一次类型文学采风活动； 举

办一次大型主题征文活动， 专门召开一次作
品研讨会。

谢宗玉 （省作协副主席， 省散文学会副
会长）： 生态自然文学创作既要有微观探察和
感性抒怀， 更要有宏观视野和理性思索， 不
一定要歌颂那些返回林野去生存的人们， 离
开林野， 不折腾自然， 才是对自然的最好保
护。 做科技的坚定拥护者， 让科技帮助人类
尽快脱离上帝设计好的食物链， 不再做饕餮
自然的掠食者， 而是做自然秋毫无犯的访客，
才是对自然的最高礼敬。 很多人都觉得， 人
类对地球的干预， 或者说破坏， 是从工业革
命之后， 而这之前， 人类与自然是和谐相处
的， 人类对自然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 几乎
称得上是风过无痕。 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人类这个物种， 在最初几百万年漫长的狩猎
采集时期， 没有站到食物链最巅端， 只能依
靠一些小动物、 小昆虫、 小鱼鳝、 野菜野果
和菌类植物生存。 同其它动物一样， 只要离
开某个地方， 大自然很快就能将他们的痕迹
抹去， 让来过的他们， 看起来像从没来过。
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的体验与审美， 生态文学
的情感与思绪， 也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戛然而
止。 我们的下一代一出生， 就窝居在钢筋水
泥的森林之中， 与大自然完全隔绝开来了。
连大自然本身， 他们都可以不感兴趣， 又怎
么能渴望我们那些似是而非的情感和思索获
得他们的认同呢？

蒋红星 （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 自然文学是科学与文学的融和， 主要思
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描写大自然的丰富多
样、 波澜壮阔， 以及作家对自然的兴趣， 这
对于人类遵循自然规律， 形成尊重自然、 顺
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在创作自然文学中追求科学性是十分重
要的。

潘刚强 （中国作协会员， 岳阳市作协副
主席）： 生态自然文学的本质便是真诚聆听大
自然的声音。 高山流水觅知音， 大自然也只
喜欢与知音对话， 何况乡村的山樵渔夫呢。
头顶蓝天脚踏实地， 青山绿水的滋养与人文
地理的感悟， 引导探索走自己喜欢走的路，
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人与自然的探索与叩问

张觅 （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中医药大学
新闻宣传中心主任）： 我的 《药之沉香》 和最
近即将出版的 《花木扶疏： 关于植物的心灵
笔记》 都是自然生态文学作品。 我关注身边
的植物， 我认为要始终保持一颗生态自然文
学的初心， 保持对身边草木的灵敏感知， 在
写作中积极吸纳传统文化及古典美学的营养
成分， 使之展现中国生态自然文学独有的美
学观照。

张灵均 （岳阳新闻网副总监）： 人类面对
大自然要有所忌惮、 有所收敛、 有所敬畏。
约翰·巴勒斯说： 一切环境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都只能以对自然充分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为前
提， 离开这一点， 任何生态环境保护都必然
是空洞的， 肤浅的， 浮夸的和虚伪的。 先知
的认识如火把， 照亮我们这些后来者脚下的
路。

王亚 （株洲市教育局宣传科干部）： 我理
解的“生态” 是自然的本源。 有青山绿水，
溪流穿过林子， 花在枝头待着， 鸟在枝头闹
着， 蚱蜢从这棵草蹿到那一棵， 吸一口气都
清凉。 人们往来种作， 村庄炊烟袅袅， 黄发
垂髫怡然自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才是世
界原本的样子。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是每一个人的职责所在。 作为写作者， 应该
扛起“生态” 之旗， 开启生态、 自然的书写。
在生态书写中， 希望自己能做到如下几点。
其一， 以悲悯之心看周遭。 其二， 以审视之
眼观自身。 其三， 以审美之情写生态。 我想，
这也是为天地立心吧。

真诚地与自然对话，
让每一天充满诗意

蔡英 （长沙市望城区人大常委会联工委

副主任）： 我大学学的是林政管理专业， 当时
的梦想就是去植物园或自然生态保护区工作。
痴迷于草木的我， 工作之余， 喜欢到郊外观
察物候， 感受物候微妙的变化， 感受生命的
萌芽与力量， 内心充满了单纯的喜悦。 2016
年起， 我开始写草木散文， 现已完成 《南方
草木记》， 记录了益母草、 菖蒲、 黄荆枝、 十
大功劳等70余种乡土植物。

黄孝纪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我的故乡
八公分村， 曾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美
的地方， 山清水秀， 良田肥沃。 近30年来急
剧恶化： 森林锐减， 水土流失， 江溪枯竭，
土地荒芜， 令人触目惊心。 这惨痛的事实，
令我深思， 目前我的第五本散文集 《八公
分的植物》， 就是以故乡为切入点， 用非
虚构的方式 ， 透过种种植物的遭遇和命
运，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回望一个时代自
然生态的变迁史和伤痛史， 给人以反思和警
醒。

肖辉跃 （长沙市野保副会长）： 这些年，
我的创作主要关注鸟类及其他野生动植物。
我认为生态自然文学创作应当贴近自然， 走
进自然， 向人们展现真实的自然。 从而唤醒
人们对自然的热爱， 进而都来自觉地保护自
然。

为时代而写，
唱响心中的田园牧歌

丛林 （生态自然文学作家 ）： 后工业时
代， 乡村为城市繁荣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导致乡村环境破坏、 土地流失、 耕地荒芜、
人员外流， 童年时乡村那种勃勃的生机、 唐
诗宋词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已难找寻。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于季节变化已失去感
知， 不记得家乡迁徙的候鸟， 不记得屋顶瓦
片的炊烟， 漂泊的心灵寻求着对大自然的皈
依。 我写了一本 《山林日记》。 心怀对大自然
的热爱和悲悯， 以二十四节令为时间顺序，
以日记体的形式观察和书写山林美景及自然
物候在四季中的细微变化， 揭示自然生命的
精微奥义和对人心灵的滋养， 展现人与自然
和谐生存的美好状态。 目前， 已到了城市和
工业反哺乡村的时代， 整个社会兴起重建乡
村、 修复乡村自然生态和文化回归的高潮，

“田园综合体”“田园小镇”“共享农庄”“慢村建
设” 等一系列概念被提出， 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 可以说， 生态自然的写作， 是我们作
家个体的选择， 也是这个时代的选择。

曹萍波 （湖南卫视创新研发中心导演）：
古人比我们活得更有季节感， 诗经、 乐府、
唐诗宋词里， 千江万海， 千言万语， 都像是
为季节讴歌。 比如春天开花的田野， 要配上
一点歌声才好； 秋天的晚上， 看得见月亮的
高楼上得有人吹笛子， 而且是别家遥遥地传
来才有味道； 走在水边的青草丛中送别， 也
要穿白衣服。 这些场景细想一下， 都是古典
里的情景， 但是在今天看来， 依旧是一种很
高级的审美。 我写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 应
该说就基于这样的动机， 我想追求一种有季
节感的生活， 我想为自己从小就喜爱的花花
草草作传。

葛取兵 （岳阳市作协秘书长）： 工业化进
程使地球的环境与资源被污染被掠夺被破坏，
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 我们为自然的书写还
远远不够， 严格地说当下的中国生态自然文
学还远未成熟， 对自然生态的描摹还显得较
为冷漠， 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还值
得警视。 真正的自然生态文学是生态的， 更
是审美的。 自然生态文学不应仅仅是空洞的
说教， 应该是充满文学独特魅力的。 生态自
然文学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对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更为
理性、 全面的剖析与反思， 并努力为人类走
出生态困境寻求可能的出路。 它不仅仅是对
大自然的绿色书写， 而是超越对大自然礼赞
式的吟诵， 实现对大自然生命价值的关怀和
尊敬。 作为一名写作者， 我一直在努力对熟
悉的洞庭湖地域进行书写， 再现乡村生活的
自然细节之美， 透过草木本质， 贯通人文气
象、 家国情怀。

迎接生态自然文学
书写的新时代

———湖南省首届生态自然文学创作研讨会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