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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5日是第50个世界环境日。当天，由生态

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中国作家协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繁荣生态文学 共建美丽中国”论坛在青

海西宁举行。现摘登部分作家在此次论坛上的发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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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民族文化 繁荣生态文学
□叶 梅

记得几年前，我曾与青海作协主席、藏
族女作家梅卓共同受邀，就黄河、长江的生
态保护进行过一次对话。梅卓说她的父老乡
亲将雪山化作的涓涓溪流奉为神灵，有着休
戚与共的深挚情感，从不敢用任何身体和精
神的不洁去亵渎流水，正是青藏高原人民对
三江源的世代守护，才有了大河甘甜、奔流
到海。

而我在那次对话中谈到了我从小生活
过的长江三峡，那里曾有过炎帝神农“乃味
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攀山登崖尝百草，
为民解痛除忧的足迹；还曾有过诗人屈原一
连串的“天问”：从“遂古之初，谁传道之”问
到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
象，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谁能够探究其中原
因？大气一团迷蒙无物，凭什么将它识别认
清？阴阳参合而生万物，何为本源何为演变？
传说青天浩渺共有九重，是谁曾去环绕星
度？仰望星空，天极遥远又延伸到何方？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对天地、自然和人世
等一切事物现象的思考和发问，成就了《天
问》《离骚》《九歌》一系列逸韵伟词，举类迩见
义远，奇幻而又瑰丽，被后人誉为“千古万古

至奇之作”，是为中华民族浪漫主义的巅峰，
也是我们今天生态文学写作所仰望的巅峰。

三峡一带的人们敬畏江河山川，认为万
物有灵，面对大自然甘守相关禁忌，在长期
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若干规则。也正如我国许
多民族民间令人尊重的习俗：禁止污染水
源；不得砍伐水源林；不准猎杀怀孕的母兽
和幼兽；每年1月至7月不准打鸟、不准捕
鱼；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禁忌大多并未过
时，尤其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懂得
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值得当代人反思和
借鉴，更值得我们写作者深入开掘和再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
重要讲话时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和理性思辨，是我们返朴归真、重新审视自
我、观察生态、认识自然的有效途径。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文明，古人面对大自然的谦卑与
呵护，提醒当代世界不能因为科技进步，工
业化、现代化的迅猛发展而忘乎所以、为所
欲为，不能因为短短几百年的物质享受及挥
霍而断送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近年来，经过多次实地观察，走访不同
人群，我亲身体验到中国大地上生态环境
不断向好所带来的欣喜，一处处山青水绿，
见证了新时代生态环境的历史性变化。但
毋庸讳言，我们不能不正视，仍有许多生
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亟待完善，生态意识及
生态观念更需大力倡导、朝着绿色生态不
断更新转变。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更应面对这些生
态矛盾和问题，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瞻
顾和思考的未来，做时代的先行者。有目共
睹的是，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正在众多作家

的勤奋耕耘之中不断地丰厚起来。如何以文
学的方式真实记录不同时期的万千生态，再
现环保过程中的冲突和曲折，彰显人民群众
及环保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精神追求，探求
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创作出更
多源于生活、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艺术精
湛、思想深刻的振聋发聩之作，仍需我们不
断艰苦努力。与此同时，如何壮大生态文学
的队伍和阵地，鼓励和促进生态文学的繁
荣，显然也需更多的政策投入和社会支持。

展望世界未来，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生存
和发展造成严峻威胁，生物的多样性也随时
受到挑战，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刻不容缓，构
建生态文明同样时不我待。我将努力与各位
同道一起，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促进繁荣生
态文学，倾心栽种下一棵棵文学绿树，祈福
美丽中国、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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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三大江河发源之地，由西向东横贯全
境，另外还有湖泊、地下水、冰川等水资源，溪流
纵横、河网密布，为中国乃至亚洲提供了生态安
全的屏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被当地人分别
称作“牦牛河”“孔雀河”“獐子河”，这种命名中包
含了这片地域的原初样貌：水草丰茂，环境优美，
动物和谐相处，生物群落丰富。这里是青海云杉、
雪莲、冬虫夏草等高寒植物生长、绽放的花园，是
黑颈鹤、藏羚羊、野牦牛、雪豹、湟鱼等珍稀动物
栖息的生命净土，是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
多民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守护的家园，是多元
文化的精神原乡。

在藏族人的自然观中，许多山峰和河流都是
人格化的神灵，“神山圣水”的观念深入人心，人
们爱惜山水，视它们为神仙眷侣，是有着男女性
别、爱恨情感的生命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
相存，禁止在神山圣湖及寺庙周围滥砍乱挖树
木、花草、药材，捕杀动物，禁止在泉水中洗衣濯
足，等等。这些禁忌实际上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的
一种具体体现，为人类的未来留下原始森林、多
样动物、贵重矿藏、丰美草场和甘甜水源。这种生
态、生命、生存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与“绿水青
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正能量精神的弘扬高
度契合，是“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
照。今日的青海大地，“千湖美景”再度归来，濒危
动物种群数量恢复增长，藏族古老谚语中的“牦
牛发祥之源、羚羊繁衍之地”重现壮美源头，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

“天地者，生之始也”，大自然是一切生物的母体，也是文学创
作的源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也是文学创
作永恒的主题。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拒绝山川河流、青山绿水的
呼唤。在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作家们始终在场，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一批重要的文学作品就以关注生态环境，思考人与自
然的关系，唤醒人们生态保护的意识为己任，在青海文学宝库中成
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许多作家自觉地以自然生态为创作对象，以此
呼吁全社会关注环境问题。青海作协也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青海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在全力打造青海
生态文明七个新高地的进程中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正着手编辑
出版青海作家生态文学作品集，围绕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写
真人真事、抒真情实感，生动表现青海各族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用青春和生命守护“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实践行动和美好情怀，描绘青藏高原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生态美、社会家园美、人格精神美的风貌，用
文学的形式助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草木蔓发，春山在望，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青海作家使
命在肩。大自然启示我们山容海纳、宇量深广，让我们投入到大地
的怀抱，感受雨露来临时的悸动，秋天收获时的芬芳，更好地去描
摹自然的流光溢彩，更好地去书写生活的意气风发，为建设美丽中
国、美丽三江源注入更加鲜活的文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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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孕育万物的大地称作母亲，因为大地永远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而大地母亲这个抽象概
念，在传统的民间观念中却是非常具象的，它是蕴含
生气、象征繁育的山形地势，它是其形生动、其色光
彩、其土湿润、其石细腻的膏腴之地。

是的，在民间的观念意识中，大地母亲其实是真
切可感的大地美人，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它有着锦
山绣水般的容颜，密林修竹般的茂发，膏土玉泥般的
肌肤。看着它，让人神旷心怡；拥有它，令人志得意满。

人们所向往的风水宝地，不仅应能给人拥南亩的
踏实无忧、烹龙泉的便利惬意，给人关乎休养生息、安
居乐业的自然条件，还应有赏晚翠的优美闲适、听渔
歌的安然恬静，有维系人的性情学养、气质精神的自
然生态。因为，人们不仅要在那样的山水中生活起居、
繁衍生息，还要向自己倾心的大地美人寻求精神慰
藉，并得到心灵滋养。

所以，视名人为名山所孕育，成为渗透在中国人骨
子里的一种观念，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人们在标榜人杰
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哺养他们的那方土地。

所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核
心要义。古村落最能表达人们对大自然的尊崇和膜拜。

任何古村落，哪怕它千年高寿，在大地母亲的襁褓里，永
远像嗷嗷待哺的婴孩。在辽阔的苍穹之下，它通过屋宇
的水平铺开构成建筑群落，形成优美的天际线，仿佛舒
展身体紧贴大地，吸纳天光地气。假如它匍匐在田畈
上，如同成百上千只沉醉于孵化期的大鸟；而在逼仄
的山坳之中，它依偎团团绿荫，聚族而居，则似进入梦
乡也在反刍生活的牛。在自然的怀抱里，它是恭顺的，
也是谦卑的，古村落的恒久恰恰得益于自然的庇护。

所以，投入呼应自由心灵的山水怀抱，历代文人热
情讴歌自然的伟大、圆满和充实，倾心描写山水的景象、
神韵和意境，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虽然，其中
不少诗词乃寄情山水、触景生情或托物言志之作，只是
把自然物当作主体精神的对应物，来抒发、表现、象征人
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似有“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
待自然”之嫌，但是必须看到，更有无数作品模山范水，
主要描写山水乃至自然万物的状貌声色之美，从谢灵
运到王维，这样的诗人比比皆是，甚至包括李白也多
有纵情放歌山水的杰作。《春江花月夜》虽然也写离愁
别绪，但统率全篇的却是浩渺、空灵而迷茫的月色，是
春江花月夜清幽的生态之美、意境之美。

我之所以要从民间观念和诗歌历史两个角度谈

生态文学，是因为生态文学是一个新概念，它的出现，
呼应了当下对生态困境和危机的深切忧患，对生态恢
复和重建的迫切愿望。而在它出现以前，我们并不是
没有尊崇、亲和生态的传统，并不是没有关怀、体恤自
然的文学。恰恰相反，历史上，中国民间甚至把山水和
自然万物当作神灵来供奉来膜拜，至于文学，我参加
中国作协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生态与文学”研讨会
时论及这一观点，曾以收录16000余首诗词的《庐山
历代诗词全集》作为明证。

因此，我认为，繁荣生态文学并非突兀的、应时的
事件，它既是与中华优秀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的现实
对接，也是对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价值观的
当代延续和弘扬。

繁荣的生态文学，应能深刻揭示自然生态与人类
命运、与人的心灵世界休戚与共的关系；应能以其独
特的文学魅力感召人们尊崇天地、亲和自然的情感，
引导人们追求优雅诗意的生存格调；应能准确反映当
下的生态危机、探究其社会根源并生动描写生态建设
的伟大实践。

最后，期望我们的视野和笔端，自有写不尽的大
地美人。

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生产活动联系是
生态学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科技的进
步和人口膨胀，化学在生活中的泛滥成
灾，人类活动的无止境开发，人们对大自
然逐渐失去敬畏之心，只顾一时，竭泽而
渔，无限索取。大量有毒的工业废物进
入我们的生活，登堂入室，超越了生态系
统和生物圈的降解能力、自净能力与人
的承受能力。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乱砍滥
伐、乱捕滥猎、乱采滥挖，造成我们的自
然资源几近枯竭，工业污染对人类健康
和生命的危害甚至是戕害触目惊心。生
态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些，而我们的生
态文学的关注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思
考和书写这种种的人类和地球乱象，为其
寻找解药。

在当下中国，我们的生态文学方兴未
艾，因为国家和公民生态意识的觉醒与提
倡，人们开始关注生态，并结结实实地感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作家和诗人特别适合也擅长生
态写作，中国文人的山水趣味和隐逸情怀
就是生态理想。《楚辞》《诗经》中的草木，
唐诗宋词中的山水，如果离开了这些，还
能有《楚辞》《诗经》、唐诗宋词吗？像谢灵
运、陶渊明、王维这类被烟霞喂饱的诗人，
他们的作品就是典型的生态写作。而我
们如今对自然的热爱，对山水神灵的敬
畏，已经被遗忘、被遮蔽、被扭曲。重新唤
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对山水和动植物的
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是生态文学的当务
之急。

我的生态小说写作有一种顽固的二
元对立观，就是凡凌辱自然的，最后将遭

到报应，这是我小说的基调。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我有一个访谈，叫《面对疫情，
我们的笔和书写应该足够真实勇敢》。我
回答记者提问时这么说：这次疫情发生在
21世纪，发生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非
常发达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到人类的幼稚
和愚昧，人与自然现在就是一种充满仇恨
的敌对关系、对峙关系，这种不可调和的
矛盾所造成的深仇大恨正在爆发。如果没
有人和自然旷日持久的仇恨，大自然怎么
会派这个病毒来攻击和报复人类，所谓被
我们驯服了的大自然为什么突然这么疯
狂？如一匹凶兽，一定是我们激怒了它。这
一次血的教训，教会我们什么叫放过大自
然。如果我们放过大自然，人类兴许还有
未来。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类看似
主宰着地球，但人如果存有对自然殖民的
心态，必遭恶报。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
一兽都有着自己的尊严。一个印第安酋长
说过的话，我觉得很好：如果世界上所有
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从这无尽的
精神孤寂中死亡。

这大约就是我对生态文学写作遵守
的准则和出发点。

我如今在神农架生活和写作，随着对
森林的熟悉和认识，我还有大量的创作计
划准备实施，都是关于生态、关于动物和
森林的。在科学技术神速发展、人类社会
以梦幻之步向前迈进的今天，现代文明带
来的生态灾难和危机使我们人类的生存
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所谓“为生
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天地就是自然生
态，作家应“以天下为己任”，必须站出来，
为自然、为万物生命呐喊。

我与生态写作
□陈应松

我喜欢荒凉之美
□素 素

如果从1818年玛丽·雪莱写出小说《弗兰肯斯坦》算起，生态文
学已经整整盛行了两个世纪。当前，气候变化、地球变暖的问题已经严
峻地摆在人类面前，生态文学更是成了一个热词。而以繁荣生态文
学的立场，书写人类对生态保护的自觉和自省，书写人类共同面对
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责任。

我查了一下字典，荒凉的本义，是形容旷野无人的景况。细一
点解释，一是荒芜，即草树丛生，山河苍茫；二是凄凉，即清冷枯寂，
人烟寥落。我没想到，在荒凉的定义里，竟然出现了人。如果打比
方，可以说成一片荒凉的山野，也可以说成一个荒凉的村庄。很显
然，前一种荒凉具有自然属性，后一种荒凉具有社会属性。就是
说，在荒凉的定义里，既有自然天成，也有人力所为。

在我的感觉里，荒凉还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有一种荒凉是大
自然固有的荒凉，那是一种原始的带有寂灭感的荒凉；有一种荒凉
是大自然被人类之手修改破坏的荒凉，那是一种后天的带有悲剧感
的荒凉；还有一种荒凉是因为大自然的面目皆非而给人类心灵带来
的荒凉，那是一种绝望的万劫不复的荒凉。当然，这一切一切的发
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天的人类恰好处在这个过程最灰暗
最恐惧的时间段。

荒凉是世界的原稿，荒凉也是生命的摇篮。
对地球而言，人类的出现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人类

虽是晚来者，但在荒凉的地球上站立起来之后，不只学会了猎杀和
采集，学会了用火和烧制，还学会了种植和驯养，学会了用药草治
病。太阳、月亮、雪山乃至鹰、狮、狼、牛，成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图腾崇
拜；花草树木，山川湖泽，蓝天白云，成为中国祖先天人合一的自然
观。由此可见，荒凉不啻是一部教科书，教会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

当然，在荒凉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最初的脚步是轻的、充满敬
畏的，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因为人类越来越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肉体生存和精神给养，皆蒙大自然所赐，亦从大自然索取。

有人说，人类的文明进步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惑然性，二是同
情心。于是，因为惑然而怀疑，而有了发现和发明；因为同情而悲
悯，而有了关切和关怀。然而，正是因所谓的惑然或怀疑，人类与大
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由和谐到紧张，由紧张到恶化。人类的自
戕，造成了人类的自失。因为过度的开采、过度的砍伐、过度的消
费，大自然的面孔终于由生机勃勃的荒凉，变成死气沉沉的荒凉。这
是令人绝望的荒凉，因为它无美可言。

正是这样的荒凉，给20世纪越来越成熟的生态文学提供了话
语空间和话语权力。而在20世纪全球性的生态文学热中，中国作
家没有缺席。生态意识就是生命意识，同样，生态危机就是生命危
机。为生态危机而写作，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拒绝。

有一种恶叫糟践自然，有一种罪叫毁灭生态。作家用文字和
心灵的力量阻止沙化、驱散雾霾、消除污染，其终极目的，就是让遍
体鳞伤的大自然得以治愈，还荒凉于原始，让做了杀手而不自知的
人类得以救赎，还人性于本真。

人类与自然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退
后一步，只有人类通过反哺换来大自然的复苏，这个地球才会重新
变成万物的母体、生命的摇篮。

人类的源头在江河的源头里，人类的文明在江河的流淌中；一旦
人类离开了这些江河就必然消亡，所以人们称这些最本源的河流为
母亲河。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几条巨龙般的长河自西天奔泻而下，激涌般
地穿过山河大地，东入大海，一路浸润、滋养、恩泽了茫茫万里中华大地
上的生灵万物。江源探秘之旅有太多感人的人和事，处于国务院划定的

“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腹地的措池，是最具标志性的形象。这个
坐落在草原深处的藏区村落，鼎盛时期也只有1300人，散布在这片无边
的草原上。国家号召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后，陆续迁出部分村民，只留
700人。就这700人，却在这十来年，演绎出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全中国
的传奇故事。

在措池，我印象最深的是措池人的环保意识和文明程度。他们懂得
什么是环保、为什么要环保，深知白色垃圾有多么大的危害。这里的小学
生会把旅客丢下的糖果塑料包装纸和其他吃剩的食物包装物仔细地叠
好，带回去扔在垃圾桶里统一运到山外处理。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随手
扔掉的塑料瓶，也看不到房前屋后存在的垃圾，无论这个牧民住得有多
么偏。你也看不到在其他藏区草原上常见的草场铁丝网上挂满丝丝缕缕
风吹来的废弃衣物或者塑料袋。客人在这里留下的所有垃圾，必须先用
石头压实，避免被风吹走，返程时必须全部自己带走，带到格尔木或者那
曲的垃圾处理站去。措池人已经养成习惯，只要有人去往格尔木，就会主
动到全村所有的公共垃圾桶收集垃圾运走。

措池人索南，小时候因为生态移民，举家搬迁到格尔木，儿时关于措
池的记忆仅仅残存蓝天、白云、绿草、鲜花和羊群。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
回到这里，现在他已考上青海师范大学，每年暑假都会回来。他说，无论走
到哪里，最终他都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用自己学到的所有知识和本领，
让家乡变得更美，让措池成为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天堂。

措池人真的值得自豪。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改变了不好的生活
习惯，让这片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的土地，闪烁出从未有过的熠熠夺目的人性文明光辉。有
个美国导演专门到措池拍过纪录片，反映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相处的故事，
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我在家乡，几乎每年都去看黄河流凌，黄河水长流，顶着扑打脸的尘土，看那些黄河水
的皱纹吹到人的脸上。只要听见有人说黄河，情感就会猛烈地滚过战栗的内心。

当黄河流经深山偏邑、山高水深时，人们总是意识不到保护她，“天地灵淑之，湮没于
庸耳俗目”，过度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过度开发已经让我们尝到了苦味。生命缘于水，无论
一棵小草还是一片森林，一只小鸟还是一个物种，一个村落还是一座城市，皆缘自于水和
依赖于水。因之，大地上任何民族皆缘起和受惠于一条大江大河。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
逆时序地上溯到一个民族的源头时，最终一定迷醉在一片无比壮美的高山峻岭和冰天雪地
之间的江河的源头里。地球上一代代生存和繁衍下去的人们，此刻我想说，爱是让时间暂停
的惟一方式，爱能留住时间下一些特定瞬间。以爱的名义保护我们的母亲河，从我们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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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自然，在中国文学中始终是
一个有着丰富语义和庞杂蕴涵的特殊词汇。
无论儒家赞赏的自然——人化的自然，还是
道家追求的自然——自然本体，乃至基于这
种思想基础产生的崇尚自然的文艺精神，都造
就了中国自然诗学深广的传统、丰沛的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让中国生态文学的自觉性具
备可以发挥的广阔话语空间。面对不断更新
的本土经验与全球环境，如何找到中国生态
文学的新特质、新形态，也许是我们文学人
的新课题、出发的新起点。

中国生态文学虽然深受发端于英美的
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之影响，但建立在人与
自然内在统一的哲学思想基础、文化基因之

上的自然诗学，塑造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生
态文学。尤其是当下，面对变化、更新的本土
经验与全球环境，中国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创
作在文化含量、哲学视野、生命态度和审美
风骨上都多有佳作。

发展至今，世界性的生态文学研究已经
历数次浪潮。但是面对全球视野、广阔繁复
的中国文化空间，我们所面对的早已超出既
往理论能够涵盖的范围。

《人民文学》杂志关注、推动中国生态文
学创作由来已久，通过这一领域的作品表现
生态责任、生产方式升级理论的反思，表现
既有的工业和科技反思、消费文化批判、重
返与自然的和谐等特质，一直是《人民文学》
的编刊传统。尤其是2014年，《人民文学》与
《南方文坛》联合青海湖诗歌节组委会、青海

作协在青海举办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峰会，最
集中的关键词就是高原、环境、生态、自然，
倡导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并成为此后《人
民文学》的编刊重点之一。

描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
《经山海》《海边春秋》《琵琶围》等，祛除了早
期生态文学中乡村伪浪漫化的倾向，尝试“不
可持续困境”的突围，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
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
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讲出了绿色
发展、全面振兴的新时代故事。

众多抗击疫情的作品，在思考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命题的同时，也考验、淬炼和凝
聚着民族伟力。研制新冠疫苗的陈薇将军团
队，在2018年发表的报告文学《阻击埃博
拉》中即有表现，这篇作品聚焦的是我国军

旅科研攻关和对国际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的
真实故事，体现出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首倡者的榜样担当。

2012年，《三体》获得雨果奖之前，刘慈
欣在《人民文学》发表《诗云》等一系列短篇
小说。2014年、2017年我们又组织发表了
两次“科幻小辑”，王晋康、郝景芳、陈楸帆等
众多科幻作家在反思科技至上、工具理性的
同时，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成与复归。

阿来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不仅仅是对
自然、精神生态的关切，更保有文化多样性的
沉思和吁求。还有《虎啸》《犀鸟启示录》等动
物书写，也展现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生态维度。

2018年，《人民文学》专门开设“自然文
学辑”栏目，倡导具有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
生态文学写作，已发表李青松《哈拉哈河》等
佳作。有9个语种的《人民文学》外文版，目
前也策划、翻译出版了以“中国自然文学”为
主题的英文版、德文版、俄文版。

中国生态文学，《人民文学》一直在路
上，中国作家一直在路上。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生态文学
——兼谈《人民文学》推动生态文学创作的实践 □李兰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