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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联，是

人类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建立对话的

必要过程，本质上，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

是一对命运的共同体。7月28日，内蒙

古文学杂志社第四期自然写作营暨自然

文学论坛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

原上举行。

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

主编贾翠霞介绍，“自然写作营”是《草原》

杂志2021年与国内众多作家、评论家联合

发起“自然写作”之后组织创办的一个户

外文学体验活动，旨在激励作家进行自然

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创作，促进各民族作家

互动和交流，也是作家走出书斋、走进自

然、亲近自然、书写自然的一种新的生活

和写作方式。此前，该写作营已经在乌兰

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乌兰哈达火山举

办了三期。

事实上，近年来“自然文学”和“生态

文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文学界和社

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文学》《十月》《天

涯》《诗刊》等杂志相继开设专栏。今年

6月16日开始，本报推出“作为一种新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文学、生态文学

再讨论”栏目，引发了作家和评论家的

积极响应。栏目主持人、评论家兴安

说，这是《草原》杂志和《文学报》，一南

一北，对自然生态文学的遥相呼应，前

者是创作实践，后者是理论探讨。如何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用文学重建人

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如何用“生态整体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重新认识自然、

书写自然，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我们

国家的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已经成为当

下文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正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施战军在线上的致辞，“自然写作，是有关

我们与万物玄妙联系的哲学，是有关心灵

与生灵无限亲近的诗学。将‘自然’自然

地交融于‘我思’，把‘自然’自然地生长于

‘我在’——人与自然的重新对话，就在于

呈现自然的本然，并使一度自大或自贬的

人设，正心定位。自然不是供我们放逐和

迷失的，只要写作，就免不了‘人’的干预，

关键是找到‘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

人’之间的恰当分寸，从而给生命以力，赋

文学以能，和有缘的万象共生价值。”

“需要把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放置在

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方法论的维度下，

再来看自然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文学又

该怎么回应、怎么重新界定、怎么重新想

象。”本报主编陆梅认为，自然写作在当下

有新的要求，“文学仅仅看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还远远不够，文学还应该看到人与第

二自然、与第三自然等等关系的新变，文

学在这些新变面前怎样选择、如何行动？

比如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乡村振兴，文

学怎样回应这个时代之变？面对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一些新的经验、新的形态、新

的主题和新的视野出现，同样也需要文学

做出回应。”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自然写作：人与

自然的重新对话”，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

重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

母题，也是主张和提倡“自然写作”的出发

点；另一个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的

对话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人与附庸的关

系，更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它是自

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命运的共同体。

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自然文学”古

已有之，在古人那里，人与自然早就是和

谐与共、不可分离的书写对象。之所以今

天今天提出“生态美学”“自然文学”，人与

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对自然

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承受，人无限夸大的

自我想象终于受到了惩罚。“但人毕竟还

是有反省能力的物种，适时地检讨和反省

人类的行为，便有了‘自然文学’的提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然文学’首先

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学。”

诗人徐刚认同孟繁华的观点，“自然

文学不是‘舶来品’，它源出诗经，发轫于

魏晋，兴盛于六朝，风骚兼具者陶渊明为

宗也。自然写作，要找回中国文学历史悠

久的景物描写的修辞语言。在更广阔的

意义上，自然文学对写作者的要求，是文

字的要求，是文学性的要求，概而言之是

诗性写作的要求。”

大自然有一种伟力，它可以用自身的

修复和再造能力，以草原与森林，时间和

风霜雨雪消除了一切人类的痕迹。兴安

认为，这正需要作家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

发挥自身的价值，“他们是记忆的保存者，

也是遗忘的抵抗者。所以，我们今天所谈

到的‘自然写作’乃至‘生态文学’，其实就

是要重新认识自然在我们人类历史和记

忆中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类

的思想、历史和记忆与之互动，相互反照，

并赋予其形而上的意谓，自然也就失去了

它的存在意义。”然而，以他所见，现今中

国的自然与生态文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

段，理论和观点舶来品居多，自主者甚少，

我们的创作实绩与理论研究严重脱节，因

此他在文学报主持“自然文学和生态文

学”专栏 ，也是试图引发主流批评界对自

然与生态文学的关注和认识。

自然文学的写作，确然需要明确一

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家葛水平希

冀作家要进行一种选择，“我不希望自然

写作是形而上的，当然更不应该是形而

下的，自然写作更应该是文学的一种素

养，是把自然与人为思考结合起来的写

作，是对人类欲望无边的深刻检讨。”作

家娜仁高娃选择一种更低的视角，“文学

的真谛来源于对于生命的热爱，面对自

然万物，将视线放低，放到地平线之下，

我想，这是一种拓宽自我视线边界的‘开

垦’，是重新面对自然时不可缺少的最自

然的状态。”

面对自然，作家荆歌一直思考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星球，它过去是

怎样？未来又会怎样？人类的活动应该

跟它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在他看来，我

们不仅要小心翼翼地呵护自然，更要思考

它的出路。人与自然对话的内涵应该是

更丰富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的，我们必须把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把我

们和自然的关系，把这种思考投向更深广

的境界。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额尓敦哈达，

内蒙古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评论家包斯

钦，以及李喆、海勒根那、刘惠春、谢春卉、

阿尔斯楞、李文俊、刘霄等作家、诗人参与

研讨。活动期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向正

蓝旗文联、草原艺术公社授牌“内蒙古文

学驿站”，这是内蒙古文学杂志社为紧密

联系基层、计划在全区范围内设立100个

文学驿站项目中的第二站，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家莫言为“内蒙古文学驿站”牌

匾题字。

本报记者 何晶

《草原》自然写作营暨自然文学论坛举行

用文学重新建立、界定、想象人与自然的关联

2022年布克奖长名单近日

出炉，作为观察近一年英语写作

成绩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本届长

名单在风格上颇为丰富，涉及寓

言、幻想、神秘、冥想和惊悚，曾

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本届评

委主席尼尔 ·麦克格瑞格评价这

些作品充满了“挑战性、刺激性、

惊喜性和营养性”。与前几届入

围作家中有石黑一雄、阿特伍德

等知名作家相比，本届入围作家

在知名度上稍逊一筹，但布克奖

依然“制造”出了一个新闻话题，

在13位入围作家中，最年长的

作家是87岁的艾伦 · 加纳，最年

轻的作家是仅20岁的勒伊拉 ·

莫特利——这分别创造了布克

奖入围作家中最年长和最年轻

的历史纪录。

以1967年出版的儿童文学

作品《猫头鹰恩仇录》而被读者熟

知的艾伦 ·加纳本次入围作品是

《糖浆沃克》（TreacleWalker），小

说讲述了一个名叫乔的小男孩突

然被流浪者和治疗师拜访，引发

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评论界

不少人期待加纳能够获奖，普遍

认为布克奖欠加纳一个奖。加纳

是一个面向全年龄读者的作家，

善于将儿童小说的魔力以及成人

作品的复杂情感糅合在一起，新

作也是如此，当这个名叫“糖浆沃

克”的流浪者出现在乔面前，送给

他一个杯子和一块石头以换取御

寒衣服时，乔发现杯子上写着自

己的名字，石头上刻着一匹马的

图片，这正是经典的加纳风格：晦

涩但能引起共鸣的物体、颇具神

话气质的礼物、寻求解开世界奥

秘的孩子。加纳一直认为，所有

的写作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

而这部在他87岁时出版的小说，

包含了他以往作品中所有的热闹

和古怪、所有深刻的思想和明亮

的神话。评论认为，这本书的

150多页中塞进的想象力比大多

数作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能创

造的还要更多。

在年龄另一端的青年作家莫

特利，打破了此前由乔恩 ·麦格雷

戈保持的26岁入围的年龄记录。

入围小说《夜行》（Nightcrawling）

是莫特利在17岁时完成的小说处

女作，灵感来自加利福尼亚奥克

兰市警察对一名年轻女子进行虐

待的真实案件。借助这个女性角

色，莫特利以诗性的冷静语言创

造了一个破碎的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现实读起来充满讽刺意

味。读者与评论界被这部小说所

聚焦的真实案件所吸引，更被这

位年轻作家在文字之间展现的声

音和远见而震撼。

在入围布克奖之前，其中几

部作品已经获得了其他文学奖的

青睐。就在7月，爱尔兰作家克

莱尔 ·基根以新作《这样的小事》

（SmallThingsLikeThese）获得

英国的奥威尔政治小说奖，该作

品聚焦历史上爱尔兰女性的一段

悲惨往事，她的前三部小说《南

极》《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寄养》

都已推出中文版。同样在7月，

玛迪 ·莫蒂默凭借《我们令人惊叹

的 身 体 地 图 》（MapsofOur

SpectacularBodies）获得德斯蒙

德 ·艾略特奖，这是英国面向新人

作家的一个知名文学奖项。此

外 ，小 说《 哦 ，威 廉 ！》（Oh

William!）来自于普利策奖小说家

伊丽莎白 ·斯特劳特，延续了她此

前作品探讨童年与亲密关系的主

题。赫尔南 · 迪亚兹的小说《相

信》（Trust）讲述了一个金融家对

一部小说中对他和他妻子的描绘

感到不满，因而要求自己的秘书

代写一本他的自传回忆录的故

事，该作品正在被HBO改编为迷

你剧，由凯特 ·温斯莱特主演。

这些作品也呈现出历史与现

实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有多

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历史事件或历

史人物，塞尔比 ·林恩 ·施瓦茨的

《在萨福之后》（AfterSappho）聚

焦于1880年代的意大利，随着一

个诗人的童年视角，观察了包括

弗吉尼亚 ·伍尔夫、拉德克利夫 ·

霍尔在内的作家和艺术家。凯

伦 · 乔 伊 · 富 勒 的《电 话 亭》

（Booth）讲述了布斯家族在舞台

上训练孩子们成为戏剧演员，但

其中一个孩子的人生却与总统林

肯遇刺事件产生了关联。

（下转第6版）

本报记者 郑周明

2022年布克奖长名单出炉，入围者打破最年长和最年轻的历史纪录

作品聚焦当下现实，也保持对世界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