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学观察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

生态文学正在勃兴

今年 8 月以来，塞罕坝成为社
会公众和许多作家关注的一个焦
点，出现了一批反映塞罕坝林场建
设卓越成就、表现生态文明主题的
报告文学，如李青松 《塞罕坝时
间》、郭香玉的 《塞罕坝，京城绿
色屏障的前世今生》、蒋巍的 《塞
罕坝的意义》、张秀超的 《塞罕
坝，这样走来》等。北方聚焦塞罕
坝，南方聚焦安吉县。何建明创作
的 《那山，那水》 在 《人民文学》
第 9期首发，随即推出单行本。在
很短时间内加印 3次，发行量超过
12万册。该书通过描写习近平同志
于2005年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论断的地点浙江安吉县
余村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十几年
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新科学
发展理念对于中国乡村变革发展的
极端重要性，这是一部献给生态文
明、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深
情礼赞。这一批作品的新鲜出炉，
使生态文学成为本年度文坛的一大
热点。

生态文学的勃兴，是当前文学
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
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生
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
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如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
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乌梁
素海》《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
国》、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
战》、哲夫的《水土中国》等。《中国绿
色时报》自 2009 年起连续举办了九
届“十大生态美文评选”，其中不乏
像梁衡、蒋巍、王宗仁、陈祖芬、陈
世旭、徐刚这样的名家获奖，在林
业系统和文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
据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李青
松介绍，目前该协会拥有会员 300
余人，创作活跃，成果丰硕。

生态文学渊源已久

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
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
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国、绿色中
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
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
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地
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
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对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
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
观念，增强了生态意识，生态文明
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
到了空前的重视，并正在逐步凝聚
成全社会的共识。时代的发展进步
催使并造就了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
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
茂，绿意盎然。

在反映和体现全新的发展理念
和时代变迁方面，生态报告文学一
马当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他
体裁和样式的生态文学作品也出现
了繁荣局面，产生了一批优秀之
作。

当下生态文学的繁盛有着深刻
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学文化积淀
基础。我国古代的山水诗、田园诗
以及后来的游记、风景散文等文学
作品，堪称最早的生态文学。而自
古便有的天人合一、天行健、人与
自然和谐与共、美即和谐、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等深刻的哲学思想，
更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理深处
的文化基因。中国历来重视生态和
环境，重视自然与和谐。中和、协
和、平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
义，也是生态文学的根本主题。

人与生态须臾不可分割。生态
是人类的生存之需、生活之要、生
命之本，生态文学其实也是人学，
是最贴近人自身的一种文学样式。

生态与文学可以完美地统一于人，
作用和服务于人。人们关心和喜爱
生态文学，其实就是在关心和关注
人的生存，关注人本身。

生态问题催生生态文学

在李青松看来，是生态问题催
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
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
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
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
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
生态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
期，率先出现的一批生态文学代表
性的作品如徐刚的 《伐木者，醒
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关注
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
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以鲜明的问
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赢得文坛瞩目，
从而为生态文学名分的确立与崛起
奠定了基础。

从题材内容上看，生态文学可
以区分为植物文学 （包括森林文
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生
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
等。生态文学的体裁样式则囊括了
小说、诗赋、散文、报告文学和儿
童文学等。植物文学，如梁衡近些
年来踏寻采写的“中华人文古树系
列”散文，聚焦人文意蕴深厚的古
木名树，生动传神，趣味盎然，独
具一格。动物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
动物小说，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
角的公鹿》、杨志军的《藏獒》、姜
戎的《狼图腾》等，沈石溪、格日
勒其木格·黑鹤的儿童动物小说。
也包括诸如方敏的纪实文学《熊猫
史诗》，韩开春的科普作品 《虫

虫》，胡冬林的森林动物题材作品
等。大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刘
先平。他的 《走进帕米尔高原》

《美丽的西沙群岛》等大自然题材
的探险纪实和探险小说等，大多
具有科普的性质及价值。

水文学是近年来出现的创作
新现象。一批以水资源及其开发
利用和保护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产
生了较大反响。譬如哲夫的《水土
中国》，秦岭的《在水一方》，裔兆宏
的《美丽中国样本》，陈启文的《命
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
——黄河的命运》等。

生态文学中所占比重和产生
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纪实作品。何建
明的 《那山，那水》、肖亦农的

《毛乌素绿色传奇》 等是反映生态
建设主题的代表性作品。生态问题
报告文学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
启人深思。譬如李林樱的《生存与
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
环境考察纪实》《啊，黄河：万里
生态灾难大调查》，哲夫的“江河
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
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蒋巍的

《渴》、陈廷一的《2013雾霾挑战中
国》《国土之殇：重磅出击中国生
态文明敏感话题》。

生态文学风光无限

以生态及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
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
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
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在倡扬科学发展观、赞美绿色
和谐生态伦理等方面，对读者产生
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
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
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与
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
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文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势必将影
响并改变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
材、立意、视角和面貌。只要保持与
生态紧密的关联，生态文学就一定
能接上地气，获得蓬勃生机与活
力。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副主任）

今天的作家呈现的新的历史
观是从现实中来，你对现实没有
很好的把握，你就不会对历史有
很好的把握

这几年，“作家的代际”是备
受非议的词，人们说代际是一个
伪命题。我一直认为，具体到某
一代人的时候会涉及代际这个问
题。历史不停地出现拐点，历史
的轨迹就是按照拐点来排列的。
整个历史发展的密度和节奏是不
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恰恰生活在
一个拐点特别多的频繁发生拐弯
的历史内，这几十年你身上所附
载的信息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理
解跟生活在其他历史阶段的作家
是有区别的。这个时期对你的写
作很重要。即使是写清朝和明
朝，你所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你也
是非常重要。你可以用今天的眼
光和今天所受的教育，你在这样
的时代所形成的对历史的看法，
拿你的价值观去重新解构明朝的
故事。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实
感、当代感非常重要。

身处不同的时代所形成的现
实感和当代感不一样。我们这三
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几十年整个中国的进步和
发展的程度可能超过了过去的几
百年几千年。尤其在高科技在网
络这样一些东西出现以后，不仅
仅是中国，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的改变。在我们这个时代
网络，高科技已经非常大程度上
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我
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一年我
在内蒙古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认
为文学是表达人类基本的情感和
价值，人性是永恒的，所以这么
多年文学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永
恒的东西其实在发生微妙的变
化，尤其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
候，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有很大
变化。我说是不一样的。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一
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
紧密。每个作家都在讲故事，但
是，你讲的故事跟别人讲的区别在
哪儿？比如一个知识分子，念了多
少年的书回家，你要抒发你的乡
愁，抒发你的田园牧歌，但是大家
都写不出像鲁迅写故乡那样的故
事，原因何在？当所有人众口一词
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这个世界存在
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可能是一代人
区别于另一代人的迹象，所有人都
脱离不了他的时代。

这一代人的写作跟上一代人
的写作不一样，你们一提笔，就
是你们这一代的感觉，你们一张

嘴，语言和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
的人不一样。其实时代对我们的
影响已经到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已经到了神经末梢。

时代影响了你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巨大变
革的时代，那么这些风云变幻的
东西会一点一点地改变你看待世
界的方式和角度。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代际，我认为是有效
的，我们的历史既有一个宏观
史，也有一个微观史，我们的文
学史也是，既有一个宏观的文学
史，同样也有一个微观的文学
史，这个宏观的文学史恰恰由一
个一个不同的微观史组成的。我
们总是说不会用代际去研究李
白，但我们会考虑贞观之治跟李
白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就是
一个小小的微观史。如此看来，
微观史或者代际其实是有效果
的，甚至是非常有效，尤其是生
活在一个历史变革非常频繁、非
常集中的时期。

我强调代际，是想提醒大家
要找到跟你之间张力最大的那个
时代的变迁，不同的时代，文学
有不同的任务。强调代际其实是
给大家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契
机，代际的特点可能是区别于其
他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你
把自己看清楚了你才有可能找到
自己的声音。

（本文选自作者在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主办的“我们这一代的
阅读与写作”讲座）

青年作家纪红建的新作《乡村
国是》是一部“国字号”题材的长
篇报告文学。所谓“国是”，意指
影响全局的国家大政，意义深远的
重大国策。在纪红建这里，“乡村
国是”所写的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
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
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作品本身的
厚重，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国是”
书写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
担当精神、写作中体现出的卓然的
非虚构叙事能力，纪红建令我心生
敬意。

观览社会发展大概，我们可知
现代化的实现，正是一个逐步告别
贫困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其中就关涉到农村的贫
困。由此可见，纪红建的《乡村国
是》报告的正是有关社会主要矛盾
的大“国是”，是一部深切时代大
主题的文学书写。检视从新时期到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对社会重要存
在的涉贫题材多有写作，但大多是
一种“问题报告文学”的制式，其
基调是揭示贫困问题的严重存在，
以期引起高度关注。《乡村国是》
不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写法，作

者所依据的是历史理性的原则，贫
困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扶贫攻坚的
实绩是现实的，是历史性的。作为
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
纪红建有责任将历史的进展，作出
真实的报告。因此，在 《乡村国
是》这里，贫困已整体性地由“问
题”转为“话题”，作者要与读者
分享的是一个有关中国扶贫，特别
是精准扶贫的有意味的话题，他所
写的是一部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脱
困致富的新风景。

《乡村国是》 是以充分的非虚
构文学的具象叙事，富有质感地展
示行进中中国扶贫风景。这是一部
涉面广泛的具有宽度的作品，作者
力图比较全面完整地记录这一时代
扶贫的新进展、新成就。从采写对
象的空间分布看，作者走过包括新
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等14
个省自治区市的39个县市区，足迹
印在 202 个村庄的土地上。这样大
规模的深度采访，第一体现了作者
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第二报告文
学写作的现场就是对象存在的现
场。好的作品应当具有真切的现场
感，应当反映出能体现对象特质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乡村国是》，是
作者艰苦行走的馈赠，其间就呈现
着现时我国扶贫状况真切的现场感
和样本性、丰富性。再从采访对象

的类型看，大致上涉及到我国目前
扶贫脱困的基本方式，包括国家支
持、对口援助、社会帮扶、生态养
富、交通致富、移民重建、电商脱
贫、自强脱贫等。

如果说基于采访所得的是《乡
村国是》报告对象的宽度，那么作
者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叙事建
构，则是生成这部长篇内质厚度的
关键。前者保证了“报告的”文学
所需的信息容量，后者则使“文学
的”报告成为可能。扶贫脱困是大
事，但事在人为。从 《乡村国是》
反映题材而言，无论是哪种方式的
精准扶贫，其达成的关键在人。作
品最用力处也在于此。作品写到的
人物有许多，其中有各级精准扶贫
的驻村干部，有为扶贫鼓与呼的有
识者，有带领群众艰苦脱贫的老党
员、老干部，还有更多深度贫困地
区不甘贫困的普通百姓。最为感人
的就是作品中写到的那些虽然贫困
而不失其志的贫困户和勇于担当，
带领群众艰苦脱贫、无私奉献的基
层干部。正如作者所说，“精神”，

“最先要说的是贫困山区群众那种
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的意志和精
神”，这其中有“为了生存，永不
放弃”的广西男子汉吴天来，有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男
子余定泗，有“攒劲的小伙子”陈

俭银和他的儿子陈泽恩，纪红建以
崇敬之心走近他们，以蕴情之笔书
写他们，唤起了一种感奋我们的精
神力量。纪红建说，要写出带着

“温度”的扶贫报告，我想这“温
度”就在向“自强不息、坚毅与顽
强的意志和精神”致敬的叙写之
中。

《乡村国是》 中有一处表述是
很有意味的：“那些个高而看似瘦
弱的白杨树……它们不壮实，但很
顽强，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
都能生存下来。”“我想，这种顽
强，就是西海固人的顽强吧！就是
中国贫困山区人们的顽强吧！”我
想起了茅盾先生 70 多年前所写的

《白杨礼赞》：“我赞美白杨树，就
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
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所不可
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
精神。”读《乡村国是》，白杨和扶
贫者、自强者的意象，在我眼前闪
回。这是最美的风景！

“闪小说”之名，译自英文。西方
的闪小说最早可以溯源到伊索寓言，
一些名作家，如契诃夫、欧·亨利、卡
夫卡等都有闪小说作品。中国先秦的
神话传说与寓言故事，魏晋时期的

《搜神记》 与 《世说新语》，清代的
《笑林广记》和《聊斋志异》等等，也
不乏“闪小说”的身影。

这类比微型小说还小、在 180 到
400字内的闪小说，是灵感的火花，心灵
的闪电，杯水兴波，迅捷表达，以小见
大，可见缝插针随时随地碎片化的轻松
阅读，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特色。

继微型小说创作繁荣兴盛之后，
2011 年 5 月，闪小说在泰国华文文坛
闪亮登场。泰华著名作家、泰华作协
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率先撰写了大量
闪小说，带动了泰华作家们的创作热
情。为了促进闪小说在泰华的繁荣发
展，泰华作协在会长梦莉领导下，制
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举办了闪小说
征文比赛，并在作协主办的 《泰华文
学》 辟专辑发表优秀作品，结集 《泰
华闪小说集》。

目前泰国华文闪小说已经风生水
起，作品多，作者多，吸引了不少读
者。泰华微型小说和闪小说相辅相
成，成为泰华文坛的“镇会之宝”。近
年更创刊了专门刊载微型小说和闪小
说的杂志《微园》。

泰国华文闪小说虽体量小小，却
分量很重。不少作品紧密结合泰国社
会现实，对国家命运和民众疾苦深切
关注，以笔为武器勇敢抗争，表现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文化传统。

西 风 翠 晚 的 《希 望》、 曾 心 的
《“哔哔”的哨子声》、岭南人《哨子风
波》、郑若瑟的《变成屠坊》、若萍的

《她》、林太深的 《陈老太捐款》、晶莹
的《示威者》、王志远的《国旗飘飘哨
子亮》、周沫的 《爱国》、杨玲的 《不
枉此生》，等等，都比较集中地描述了
前几年发生在曼谷的红、黄衫军的对
垒和集会抗争。

为支援抗争集会，有人慷慨捐款
捐物 （林太深《陈老太捐款》），有人
在政府枪弹和催泪瓦斯的镇压下献出
了生命 （曾心《国旗下》）。但也有另
类，或把参加抗争集会当做嘉年华
会，刻意梳妆打扮呼友引朋在集会群
体中以自拍为乐 （田心 《嘉年华》），
或纯粹为能在集会中混吃混喝拿钱

（田心 《外快》），或绞尽脑汁在其中
做 生 财 生 意 （周 沫 《不 做 赔 本 买
卖》） ……人性的光辉，人性的渺
小，人性的龌龊，林林总总，形形色
色，言语行为，形象鲜明生动。

关于闪小说创作，司马攻曾引述
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在 《论诗
十绝》 中的一段话：“须叫自我胸中
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以此激励泰国
华文闪小说的艺术创新。

司马攻的《作为纪念》描述了号称
拥有亿万资产“尚侯连”去世后，竟然遗
产甚少，三个儿子把希望寄托在父亲房
里的保险箱。当保险箱打开后他们愣
住了：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三十
多册其父和达官贵人的合影。故事一
波三折，剧情一再反转，反映出的内
容比较丰富：从死者没有留下金银珠
宝，只有保险箱里的几十本相册，有
其父必有其子。父亲生前的作为，影
响其子重财富漠视亲情。警示为人父
母者，应为子女当好榜样。

泰华闪小说有不少优秀文本。曾
心的《卖牛》书写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人
牛情故事，对读者造成强大的心灵震
撼。泰华闪小说作家今石另有自己的
艺术追求，他的《画魂》和《梦示》充满超
现实的玄幻色彩。其作品人物的命名
全是动物，不是猪，就是虾和鼠，营造了
一种人世又非人世的混沌意境。

不仅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闪小
说，散文和诗创作，在泰华文坛皆有
不俗的表现。这些成绩缘于泰华作家
对华文创作的热爱和坚持，也得益于
泰华作协对华文创作的大力鼓励和推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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