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关

新 闻 ·G U A N Z H U · ③2022.7.14
责编 / 李凌俊 技编 / 文 曦
E-m a i l : l l j @w h b . c n

其实，对“自然主义文学”和“生态

文学”的思考是我一直关注的文学史

命题，因为中国乡土文学描写无法离

开这一描写域，因为“大自然”的描写

元素几乎就是“风景画”的代名词，文

学作品缺少了这一元素，就会成为清

汤寡水的叙述。这次兴安先生组织这

个栏目，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文学本体

意味的论题，因为它关乎到中国文学

的走向。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生物

学家蕾切尔 · 卡森看清了资本主义对

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将会给人类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她才以笔为旗，撰

写了大量的文章，对人类滥砍乱伐、破

坏自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是生态

主义文学之滥觞，卡森的许多作品，如

《沐浴海洋》《我们周围的海洋》《海洋

的边缘》或许在许多人眼里最多只能

算是亚文学作品，但是，她应该是最早

的自然生态保护写作者，尽管在世界

文学史中不乏许许多多描写和歌颂大

自然的作家作品存在，但这些写作并

没有在更广阔的人类人文视野中去认

识到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由于

卡森是一个女性作者，所以她的观念

与日后将生态主义与女权主义勾连起

来也是顺理成章的。直到她去世的

1962年，震惊世界的《寂静的春天》以

生动的文学语言出版，显然，其哲学内

涵的震慑力遮盖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史

意义，然而，其传播力的广泛与深入，

却是依靠了这部著作的文学力量，它

应该列入世界文学史的序列之中。

卡森描写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诸

多负面影响，意在向人类发出警告，直

接推动了环保主义哲学思潮和运动的

发展。我以为，卡森作品的哲学内涵

就是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全新

地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倒置了“自然

与人”的关系，推翻了人类是自然界主

宰的统治地位，重新阐释了人在自然

中的“存在”意义。当下中国的生态主

义理论家和文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

们，无不是在卡森的生物哲学文化语

境中展开抽象和形象的表达。我对卡

森思想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对其自然

中心主义的思想有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就卡森

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理论的辨析，

只想就文学中的“自然书写”谈一点浅

见。当然，我并不反对有人用各种各

样的名头给“自然写作”冠名，但是，追

根溯源，我们对“自然写作”的历史应

该有所了解。

我在《自然主义之殇》一文中就勃

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

《英国的自然主义》一书的自然主义进

行了甄别，勃兰兑斯所指的自然主义

是从无意识层面对文学中的大自然描

写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批评，他所举

证的是以“湖畔派”代表作家华兹华斯

为主的对大自然讴歌作家作品，柯尔

律治、罗伯特 · 骚塞、瓦尔特 · 司各特、

托马斯 · 坎贝尔、兰多、济慈、雪莱、拜

伦皆为评论对象。在这些作家作品

中，有一点是与后来的卡森是一致的，

这就是勃兰兑斯认为，“自然主义”兴

起的缘由“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

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已经因此而

受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

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纯

朴印象的灵敏性。”这种返归自然的情

绪首先弥漫在英国的诗歌创作中，后

来才影响到了其它文体，至于扩散到

世界文学领域内，首先是在散文随笔

创作当中，后来又浸润在许许多多的

小说描写之中。

循着勃兰兑斯“对于大自然的爱

好，在十九世纪初期像巨大的波涛似

的席卷了欧洲”的足迹，我在克拉克

“风景画”理论中，用文学作品与绘画

艺术的比对里找到了文学艺术对自然

抒写的共同性——追寻自然之美是人

类人性审美的根性和本能需求。这个

理论充分破译了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英

伦乡村贵族破落户小姐玛丽 ·拉塞尔 ·

米特福德的那部《我们的村庄》为什么

会成为举世闻名的畅销书之谜。

在效仿伍尔夫书写《伦敦风景》

时，我也试图在系列散文《南京风景》

中把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融合在一

起，以此表达一种哲思的艺术效果，

但是，我遇到了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

——我们面对历史进程中的大自然

变化，如何从审美和人性的角度去对

待自己笔下的自然书写呢？这是一

个哈姆莱特之问，因为这涉及到一个

作家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上去看

待你眼中的大自然景观。毋庸置疑，

卡森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会遭到

许多学者的反对，这就是自然写作所

遭遇到的二难选择。从今天大多数

作家的选择来看，我们对梭罗的《瓦

尔登湖》那样的自然抒写抱有天然的

艺术好感，这就是人性深处的精神旅

行的文学归属感驱动力所致；我们喜

欢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同样是被作

品中的大自然描写元素所吸引，但

是，苇岸与梭罗不同之处是，梭罗是

追求原始自然之美，苇岸除了对原始

自然之美的描写之外，还有对农耕文

明人工合成自然之美的讴歌。我两次

坐在瓦尔登湖边，都在思考这样一个

难解的人类哲学和文学之谜——作家

究竟是以自然中心还是人类中心的价

值观介入作品的自然书写呢？显然，

不同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的作家就会

采取不同的写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讨

论“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论

眼”——原始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景

观迷住了我们的眼睛。

在这大半年里，我每天清晨围绕

着自己居住的仙林方圆五公里地区行

走，看到了两种不易被人觉察的差异

性自然风景，终于让我猛然顿悟，我不

正是行走在一个“四叠纪”的自然地质

形态之中吗？我所写的《南京地图》的

主题地标不正是在此呈现了吗。

在这里，我看到了人类没有开发

过的丘陵湿地，类似瓦尔登湖里倒伏

下来的千年朽木横亘半露在水面的景

象，那些没有被开垦过的处女地，那些

原始的灌木丛林植被，那些白鹭野鸭

在水中游弋，树林中传来的百鸟鸣叫，

湖边错落茂盛的芦苇、菖蒲和水草，山

里杂草灌木丛生，蓬蒿与腐草散发出

的野味气息……让我听到和嗅到了大

自然的呼吸与呼唤。这些原始的、原

生态的自然为什么天天就呈现在你的

眼皮之下，我们竟然就不能发现呢？

在那边，我又看到了人工栽培的

千株樱桃树和路旁整齐排列的名贵花

木，羊山湖、仙林湖，以及大大小小的

河流沟汊都镶上了彩色石条的堤坝，

经过精心设计的芦苇和菖蒲等水生植

物当然也招引了许多飞禽野鸟在此栖

息，这是人工合成的自然景观，它是以

人的审美意志强加于自然的美。

在这两种自然风景中，你更喜欢

哪一种自然书写呢？！

因为我们的审美被几千年的农

耕文明的自然形态所迷恋，以致形成

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人工合成的

自然美更加青睐，这就是我们赞誉

“天工开物”“人工鬼斧”审美力量的

根源所在。

只有身陷完型的原始大自然的

风景中，我们才能看到自然风景的美

貌，当我们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上，

当我们在伊犁河谷雪山草地上的时

候，当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的时

候，当我们在南极冰川的时候，当我

们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时候……我们

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远离尘嚣的大自

然的美丽和鬼斧神工。然而，我们都

是大自然的过客，所以，旅游成为人

类对原始自然的精神追求，踏进原始

自然风景区的游记散文就成为沙龙

里的谈资和躺在席梦思床上的枕边

书。如果让你一生在那样的环境中

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想谁都不想

离开文明社会，即便是像梭罗那样执

着原始自然、甘于孤独的人，最后也

只能回到文明社会中来。

所以，在许许多多的作家作品中，

把麦浪滚滚、稻菽千重浪当作最美的

自然风景的时候，殊不知那是对自然

的一种误读，因为这是带着人工痕迹

的风景，是注入了人文色彩的风景线，

只不过是被我们的作家披上了自然的

外衣而已。同样，当我们在马路边看

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同一树种的林

木，以及湖边种植的大片花木森林时，

它们已然打上了“生态文学”的自然印

记，整齐、对称、划一的美学风格最适

合传统作家的口味，于是，它们成为人

工斧凿的自然之美，这几乎成为一种

恒定的审美标准，让许多作家深陷其

中。正如勃兰兑斯说司各特“因为在

他的内心深处，他更偏爱古代那种绚

丽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生活，而不喜欢

现代生活按常理办事的单调乏味”那

样，我们的许多作家也是更喜爱农耕

文明的自然描写，虽然它们带有人工

合成的痕迹，是一种“伪自然”的书

写。这样的审美选择是作家创作的自

由，孰优孰劣，历史自有评判。

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中，当我们先

前理解现代性的时候，往往沉浸在迷

恋工业文明的景观之中，比如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我们曾经把冒着滚滚黑

烟的林立烟囱当作最美丽的自然风

景，这种对人工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讴

歌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终止。我在仙

林地区行走时，看到了倾倒的大烟囱

废墟，看到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垃圾

站还矗立在碧绿的丘陵之下和高楼林

立的路边，便感叹人类对工业文明污

染的憎恨。然而，我们的觉悟太晚了，

虽然我们再也没有对工业文明的文学

颂歌了，但我们对废墟中工业自然风

景的反思力度还不够。

为什么我说仙林地区是“四叠

纪”的自然景观呢，因为这里还有一

个看不见的后工业时代貌似美丽的

自然景观处所——那个叫做液晶谷

的工业区。这里有整齐的树木花草

和现代化的厂房，但却没有一只鸟儿

飞过，因为电磁干扰让飞禽远离这植

被繁盛之地。我想，这才是大自然的

危地所在。没有人歌颂它，但也没有

人批判它，因为作家的触角还没有伸

展到这一领域之中，它是“伪自然”书

写的盲区。

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人工合成

的大自然书写能够成为文学典范的杰

作，像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

日记》这样优美的散文，当属世界文学

宝库中的精品之作，作者站在自然与

人的中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抒写了人在自然中的愉悦。想必这样

的作品会让更多的作家和读者青睐。

面临着林林总总的自然书写，当

然就会有不同的自然观，其实问题终

究归结到一个焦点上：究竟是采用人

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价值

观，抑或是人类与自然两个中心调和

的中庸主义价值观。如果用开放的视

角去看待自然书写，我以为，放任作家

自由吧。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自

然书写观，一个文学亘古不变的隐在

价值观念是不能遗弃的，这就是人性

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看取自然与人的

关联性。

其人性的标准就是，在整个宇宙

世界里，只有人能够控制自然，改变自

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中心主义

是主导自然的唯一力量。然而，循着

人性的真善美的路径去面对自然，才

符合世界与自然的生存秩序。

其审美的标准就是，在文学的世

界里，美的选择是由各个作家在不同

的描写语境中产生的即时性反映，我

们不能苛求审美的统一性和标准化，

所以，任何自然的书写都应该遵照作

品的自然规律而行进，只要是存在的

自然，或自然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审美

对象。

其历史的标准就是，在历史的长

河中，呈现出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自然

景观，如何看待历史中的自然书写，必

须秉持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把不同时

段的自然风景如实地描写出来，杜绝

臆造自然才是“历史的必然”。

自然的文学书写能走多远，全凭

作家对自然的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丁帆（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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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采用人类中心主义
还是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抑或是
人类与自然两个中心调和的中庸
主义价值观。如果用开放的视角
去看待自然书写，我以为，放任作
家自由吧。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样
的自然书写观，一个文学亘古不变
的隐在价值观念是不能遗弃的，这
就是人性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看取
自然与人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