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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文学的一次变革与革命
李炳银

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的时候，

生态文学的话题似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

一次病毒灾难的出现，有其复杂原因，或许

还不能完全与生态文学简单勾连。 近些年

来， 中国政府将生态环境优质目标一再推

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实施，而且成果

显著，是空前的伟业启动。 “道法自然”“天

人合一”等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如今加上

坚持绿色标准等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些生存

建设发展策略，正在为中国走向世界，追寻

人类共同生命目标， 提供着非常有力的理

论观念支持。

可是，在我看来，生态文学的提出和它

的高远指向目标， 是一种新颖的文学目标

和追寻，需要仔细深入的思考与实践追求。

传统的文学， 长时间来被人们理解为是人

的文学， 是以个性的语言故事人物探析表

达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命运的文学，

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利害情景展开的语言叙

述。 但是，我对生态文学有一种新的理解：

生态文学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

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 其包含

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

界地的。 生态文学有新的展开领域与活动

舞台。 因此，生态文学的开启，是一次深刻

的文学变革与革命。

文学之途的困惑与追寻

自从古老的诗歌开始， 文学就在以各

种方式努力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

求。 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和文学表达过程之

后，如今人们渐渐地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

文学观念和视野， 着眼人类自己感受追求

范围内的内容， 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身边

的人与环境、 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与迷

茫了。 特别是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剧

烈频繁的战争存在和后来迅猛的科技进步，

非常强烈地改变着人们感受认识世界的结

论。 在人类痴迷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政治、

经济、科技、军事等价值目标，甚至以近似疯

狂的力量和速度呈现影响结果的时候，却对

自身赖以生成生长的摇篮地球的破坏严重

地忽略了，对于与人类一起生长于地球上的

各种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被毁坏严重忽略

了， 以至发生了地球生态家园的严重危机。

这个现实而严重的危机，正是传统文学的困

窘之处和生态文学现象新生的时代背景，正

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以革命与变革的表

现提出挑战的根源。 在茫然的地方寻觅，在

盘桓的地方发现， 在新的方向目标下出发，

这就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

取的意义价值。

因此， 当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的

时候， 最先要清楚地意识和理解， 生态文

学，同传统的文学有很大区别，更是与传统

文学中那种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历

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局限性特点的文学

表达有着质地的不同。 生态文学，应当是出

于人类的认识感受， 在全球视野仔细认真

地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 共生并长

的途径， 实现共同长远和谐发展目标的新

的未来的文学。 这种生态文学，是关乎地球

平衡运行和地球物种整体健康冷暖命运的

文学。 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方能够感受到

她的魅力和瑰丽的身姿。

生态文学正在开始以新锐的观察思考

和描述表现为文学开辟新的视阈和天地，

使文学在地球大地上新鲜绽放。 生态文学

这种新的视阈和目标追求， 是在超越人类

族群之间许多隔阂、 分歧和缠斗之上的一

种共同利益的追求， 是追寻人类非常广大

的地球家园福祉的理想努力。 所以，虽然在

当下这个很多人只讲“不求天长地久，只求

曾经拥有”，“我为第一”、 无边泛滥的占有

及消费享受自私行为等， 只把自然视为提

供人类生存发展机会可能的对象的时候，

生态文学的纯粹超拔和神圣高洁品格无疑

是伟大的表现。 生态文学会告诉人们，在人

类生存的地球上， 还有比人类社会更加恒

定和严酷的自然法则。 而且这样的法则是

人类依赖自身的科学努力无法违背和改变

的。 人类的科学始终在前行的路上，但它永

远在自然的法则当中。

回望大地母亲的忏悔与觉醒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这是人们在意

识到地球存在危机之后发出的深情呼喊。

地球不只属于人类。 中国古老哲学中就有

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深刻

认识。 可惜的是，伴随着人们心智的开启，

欲望的增强，贪念的浓烈，慢慢地，人们开

始相信“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人定胜天”

“改造自然”等等的一些观念法则，以人为

万物“灵长”，然后向万物宣战。 人本来只不

过是宇宙间一粒尘埃， 是自然中的一种微

小的存在。 可是，人类在飞速发展的科学理

性和技术手段下，日益无限度地迷恋发展，

对地球的掠夺和对其他生命的毁损几近疯

狂。 在万物为我使用的观念和不断创新的

科学技术手段伴随下， 使人们对于人类的

自然化存在近乎遗忘， 不断地蔑视自然给

予人类的强大庇护的神圣作用价值，漂浮于

自以为强大和无穷的理性虚空，无视自然法

则，以为科学可以面对一切，与地球大地的

间隔距离对立愈来愈大了。当人类向自然的

索取毫无休止、欲壑难填的时候，大自然也

是有承受极限的。 自然也有难以违背的规

则。当一次次或许是因为人类造孽而导致的

生态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

反应。 所幸，一些真正富有高远理性和伟大

情怀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大地母亲的恩惠

和对她的伤害， 以及这种情怀所收获的哀

痛，开始回望、忏悔和觉醒了。

或许是物极必反的原因， 尽管中国很

早有很超迈的自然观思想，如老子、庄子等

人的许多深刻见识，也曾经有像《诗经》、像

唐朝王维、 柳宗元及后来各代很多融入自

然山水的诗文作品， 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欢愉美妙情形等。 但生态文学的观念

却是来自科学社会相对发达的美国这样的

国家。 被认为是生态文学最早的美国作家

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一只

鸽子的纪念碑》、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

天》等人的作品及其倡议的观念方向，被认

为是生态文学主张开始的标志性人物和作

品。 梭罗告别躁动喧闹的都市，在瓦尔登湖

畔追求最大接近自然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利奥波德因对一个候鸽物种的消逝感到遗

憾和悲戚、 卡逊在感受因为大量使用杀虫

剂而导致许多虫鸟死亡、消失，本该生动热

闹的春天变得寂静而哀伤。 等等这些，都是

在呼唤人们回望大地和自然的诚挚心音，

令人感动。 这些看来似乎是传统社会另类

的行动和认识， 在多年形成的人们与大地

自然相处情形中开辟出新路径， 为生态文

学创作的旗帜标识了新的理念和疆域。

尽管人们如今已经向月球靠近， 也对

木星等星球展开探析。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

时间内， 地球依然是唯一适宜人类生存的

地方。 地球大地也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环

境、气候、水分、物产等养育人类的家园。 所

以，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大地的怀

抱就是母亲的怀抱。 在经历了太多的远离、

淡忘乃至伤害之后， 人类是该放下狂妄和

傲慢，知趣地依附到地球大地母亲身边了。

为了这样的回望和依附，人类需要自省

和自觉地收敛自己的贪婪欲望，需要平等友

善地对待地球其他生命的存在及其权利，需

要相互在广大长久的地球自然家园和睦共

生。即使各种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其他生

命种群之间存在着争夺厮杀，但也必须切实

地遵守合乎自然的法则， 防止强制和极端。

以强凌弱、竭泽而渔的结果是道德伦理的丧

失和对平等规则的破坏，最后会打破平衡陷

于灾难。不管人类相互之间现存着多少纷争

和对立，但在神圣的自然世界面前，需要统

一的认识与合作共济的态度。为了我们大家

的未来，生态文学的提出和开展，恰是人们

觉醒的开始和不断延伸拓展走向未来这条

道路的很好方式。

“逆行者”的慧敏与收获

生态文学的意识和观念实践， 显然还

处在一个初始的发展阶段， 梭罗、 利奥波

德、卡逊等人的开拓之功至伟。 但当生态文

学这种文学现象逐渐地被人们在不断接触

的灾难过程中认识感悟的时候， 这样的文

学主张和追求就像投石入水之后， 迅速生

波荡漾开来了，力量抵达到世界各地，以及

很多作家的心间。 中国很早就有 “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也有像《山海经》这样涉及

自然的神话记录、有像《徐霞客游记》这样

有关山川河流人文风物的考察记等， 但这

些内容都与如今的生态文学伦理主张和目

标有很大的区别。

当代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观念似乎是

在 1980 年代前后明显起来的。 生态文学

创作也伴随着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了。 这

期间，最初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分明的表

现。 徐刚的《伐木者，醒来！ 》及他后来的

《守望家园》《大森林》等很多作品，既是中

国生态文学的先声实践，也奠定了他作为

著名生态作家的坚实基础。 此后有岳非丘

的《只有一条长江》，杨兆兴的《沙坡头·世

界奇迹》， 邢军纪、 曹岩的 《北中国的太

阳 》，陈桂棣的 《淮河的警告 》，何建明的

《共和国告急》， 李青松的 《遥远的虎啸》

《共和国： 退耕还林》《塞罕坝时间》《把自

然还给自然》， 肖亦农的 《毛乌素绿色传

奇》，梁衡《树梢上的中国》，古岳的 《冻土

笔记》等等报告文学作家作品，都不断努

力地在为中国的生态文学添加浓厚靓丽

成色。 这些作品涉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种

领域，呼吁人们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艰苦

奋斗，努力开创建设，与不同的毁坏行为

进行斗争，张扬了文明科学进取的模范人

物的社会生活观念和行为。 作家在创作中

显示出的时代使命和担当精神令人感动。

像徐刚、 李青松作品所体现的激情诗

意和个性形象特点， 都是厚重和灵动丰盈

的独特存在。 在文学创作中带有仔细观察

感受自然生活， 或从不同题材角度和文体

形式表现出一定生态文学特点的作家，还

有像哲夫、 叶多多、 王国平等报告文学作

家 、也有像张炜 《九月寓言 》、姜戎 《狼图

腾》、艾平的《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等小

说家及其作品，有像刘亮程、鲍尔吉·原野、

李娟等这样细腻记述自然风貌、 表现独特

细腻感悟的散文作家作品等等。 诚然，中国

现今的生态文学现状， 似乎还更多处于呼

唤人们树立与自然共生， 收敛一己物质欲

望，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阶段，比较现场直

观传输， 还缺乏更加深远精湛的追求思考

表达，但这种在传统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逆

行者”身份作用价值，还是被人们十分肯定

和认可。 生态文学似乎不能够简单地等同

书写生态灾难，譬如不少作家面对地震、洪

水和像当前的疫情的书写， 这中间尽管会

有很多的密切关系， 但生态文学恐怕不会

这样简单。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似乎应当是

人类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修正改变， 是人类

跳出自身中心藩篱，主动调整已有成法，是

融合大自然法则的新的伦理建设和行动出

发， 是在努力适应自然生存法则下追求自

然延伸的自觉和寻找、遵循的定律等。

生态文学“逆行者”的道路上，会存在

风险和经历曲折。 因为，他（她）不仅要与传

统的文学发生区别， 更会与几千年来人们

逐渐形成和习惯了的认识行为产生分歧，

面对的将是非常沉重和悠久的历史负担。

要人们放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念， 要人

放下身段平等地善待其他所有生命， 希望

人改变自己的生命愉悦等实在是不易。 但

人们必须有自我否定的自觉和勇气， 有遵

从自然规律的积极选择。 生态文学作家作

为“逆行者”，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

然生命的福祉前途， 保护地球家园并持续

提供发展延续条件， 必须以自己合理善意

的文学阐释，说服人们改变错误观念，放弃

私欲、约束自己。 生态文学的使命和承担崇

高壮伟，期望前行的道路上天人感应，互为

因果。

海子曾在诗中写道：

灵魂啊，不要躲开大地
不要躲开大地上的尘土
生态文学应当是生长和成就于广袤大

地的绿色大树、森林、草地，在天地间婆娑

铺展成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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