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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能从事儿童
文学创作是一件非常幸运
的事。在我们刚刚踏上学
习写作道路不久，就有一
些报刊和出版社发来热情
邀约。当很多写作初学者
仍在经历不断被退稿的痛
苦时，儿童文学写作者们
似乎早已迈过了这道门
槛。在众多媒体和出版界
眼中，儿童文学刚刚经历
过第一个“黄金十年”，
正朝着新的辉煌进发。

繁华背后，也要看到
泡沫和水分的存在。我
想，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
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来
说，首先应该看清的是：
尽管因为市场需求和低龄
读者的默许，进入儿童文
学创作领域的门槛不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
学”与“儿童读物”是一
回事。说到底，儿童文学
依然是文学，它首先得是
文学，它就是文学。

这 么 说 ， 并 没 有 轻
视儿童读物的意思。我
不排斥任何面向市场的
写作，向自己提出这个
警 醒 ， 是 因 为 我 相 信 ，
一部可以进入经典行列
的优秀作品，在赢得文
学口碑的同时，也一定
拥有它的读者群体。

杰克·伦敦对文学青
年说过一句话：宁愿去读
拜伦或者济慈的一行诗，
也不要去读一千本文学杂志。这句话不免有些夸张，
但其背后想表达的是青年作者应该树立高远的文学追
求，努力向人类最优秀的作品看齐。我想这句话同样
适用于我们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应该秉持的态
度：宁可努力写出一篇可以让小读者们真正感受到光
芒与力量的作品，也胜过制造一千本被他们一笑了之
的快餐读物。

其实，儿童文学不乏经典，真正的儿童文学经典
往往是伴随着我们的童年共同成长的。文学作品的经
典化需要一个过程，对于经典的阅读和理解，也需要
一个过程。青年作家应该树立起经典意识，将这一过
程纳入到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中。

一代儿童有一代儿童的烦恼与梦想，一代儿童有
一代儿童的欢乐与忧伤。我们的玩具会从铁环、沙包
到悠悠球、四驱车再到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将
来，星际旅行、时空穿越成为孩子们的游戏也未可
知。对于为孩子们写作的青年作家来说，我们真正
应该关注的，是渐渐模糊的童年精神以及成为一名
写作者的初心。

今天是植树节。在中国，善待自
然、善待生态，人与生态和谐共生、与
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
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在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推进的新时代，生态文学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重要性和价值越
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生态文学已成为中
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这为我们总结生
态文学发展规律，探索生态文学的中国表
达提供了条件。

继承古代哲学思想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
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是我们赖以
生存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之需、生
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自然——
大气圈、水圈、动植物生物圈等，也就
是与生命活动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
然背景。人从属于置身其中的自然与生
态，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文学是人学，文学距离人自身最
近，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文学
表达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学很好地体
现了这些特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
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
推动社会反思，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
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生态文学拥有悠久的历
史。古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以诗歌和
散文为主。从 《诗经》《楚辞》 对自然景
物特别是植物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到山
水田园诗，以及陶渊明的名篇 《桃花源
记》，都可以说是古代的生态文学。古人
所写的一系列景物记、游记等，从战国
时的 《山海经》 到北魏郦道元的 《水经
注》，从唐代柳宗元的 《小石潭记》 到明
代的 《徐霞客游记》，这些记述山川河
流、游历感悟，描写花鸟虫鱼、动物植
物和大千世界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古代
生态文学的基本面貌。

从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理论背景
看，其繁荣兴盛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有
着密切关联。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美美
与共等哲学思想，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中国生态
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在今天，推动
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继承这些宝贵的
思想和文学遗产十分必要。

反映生态发展进程

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性，其描写
的题材和内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尤
其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
优化美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
环境保护文学、水文学、植物文学、动
物文学等，蔚为兴盛。生态文学作品在
历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中都有耀眼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由于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
源滥采等现象，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
学也随之出现。徐刚的 《伐木者，醒
来！》《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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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棣的 《淮河
的警告》、叶多多的 《一个人的滇池保卫
战》、陈启文的 《命脉——中国水利调
查》 等，都旨在揭示生态毁坏以及水资
源、大气和河流污染的危害。

此外，生态文学还包括描写树木花
草的植物文学、以动物作为主角或描写
对象的动物文学。在动物文学里，动物
小说一枝独秀，从姜戎的 《狼图腾》 到
杨志军的 《藏獒》 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
反响。而在儿童文学中，沈石溪和黑鹤
等人的动物小说，拥有广泛的少儿读者。

为江河湖海洋等“泛生命体”作传
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徐刚
的 《长江传》《地球传》，哲夫的“江河
三部曲”以及王若冰的 《渭河传》、郭保
林的 《大江魂》 等。生态文学还包括海
洋文学，如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

此外还有一些动植物题材的科普文
学、科学文学作品，譬如胡冬林的森林
动物文学系列 《狐狸的微笑》等，韩开春
的《虫虫》还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
描写治沙治污、退耕还林、绿化祖国、
建设绿色中国美丽中国主题的文学作
品。包括肖亦农的 《毛乌素绿色传奇》，
徐刚的 《大森林》、李青松的 《告别伐木
时代》《一种精神》《薇甘菊》、哲夫的

《水土中国》 等。何建明的 《那山，那
水》 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生动
描写，反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思想。冯小军、尧山壁的 《绿色
奇迹塞罕坝》，和谷、杨春风的 《春归库

布齐》，杨贵峰的 《奔跑的绿洲》 等是对
闻名世界的中国治沙成就的真实记录与
反映，体现了近些年中国在防治沙漠
化、石漠化方面取得的成绩。

因此，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
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
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
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丰富世界文学宝库

在中国，生态文学是基于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而勃兴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
文学注重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美美与共
的美学思想。这一主题和思想源自中国
传统文化，同时又结合了新时代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当下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
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和自然万物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为中国
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保障。同时，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美好生活必然包括优美的环
境、绿色的中国，因此，对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这些主题的表现，自然而然地
成为生态文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由此我们看到了许多正面描写生态文明
进步的文学作品。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
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
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
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
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
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
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
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
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
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
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
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
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
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
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
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
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文学聚焦

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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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龙江第一湾”景区风光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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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永康五金国内需求锐减，生产景气大幅下跌
2月份，永康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76.56点，环比下跌18.08点，

生产景气大幅下降。从行业结构看，十二大类行业景气指数均处于收缩区

间且跌幅均超过10个点，其中机电五金和机械设备类行业生产景气指数下

跌幅度居前，环比分别下跌26.93点和27.64点。

一、订单锐减、客户量下滑，五金市场需求“入冬”

2 月份，生产市场需求景气指数收于 78.54 点，环比下跌 13.96 点。其

中，商品销售量与订单景气指数为54.24点，环比下跌34.11点，客户量景气

指数为 60.78点，环比下跌 33.63点。分行业看，机电五金与机械设备类行

业受疫情影响程度最大，分别较上期下跌32.77点和22.41点。疫情发生以

来，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封城及全国性延期复工影响导致下游基建相关工程

开工不足，在此背景之下，机械设备等行业需求减弱。

二、库存积压、销售骤降，经营效益大幅下跌

2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76.46点，环比下跌19.24点。受疫

情扩散影响，供应链上下游物流运行出现暂时性停滞休眠现象，极大程度

影响企业库存消化。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 62.23 点，环比骤降

34.20点，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52.47点，环比大幅下跌35.97点。分行

业看，安防产品和机械设备类行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跌幅最大，分别环比

下跌36.67点和32.75点。

三、生产景气预期行情将呈现平缓态势

2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指数为97.09点，预期上升0.42点。中国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业加快复工复产，预期3月

份生产景气将回暖，总体呈现平缓运行态势。

2020年2月永康五金市场供需两端不足，景气指数环比下滑
2 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 87.53 点，较上月下降 8.25 点。

十二大类行业景气全线下滑，受疫情影响，外地返工人员紧缺，用工报酬普

遍提高，结构性指标波动幅度较大，其中，要素供给环比上升7.05点，市场

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下降 12.27点，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降 11.31点，总

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下降12.39点。

一、市场需求大量缩减，需求景气大幅下滑
2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80.52点，环比下降12.27点。其中，

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77.93点，环比下降11.45点；商品顾客回流量景气指数

为78.63点，环比下降11.88点，市场销售价格景气指数为88.65点，环比下降

11.41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行业需求景气指数全线下降，其中，降幅居前的

有建筑装潢五金类行业环比下降为30.21点，日用五金电器类行业景气指数环

比下降为27.41点；运动休闲五金类行业景气指数环比下降为20.45点，门及配

件类行业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下降13.17点，其他行业均呈个位数的下跌。

二、客户进货量大幅减少，效益景气环比下降
2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效益景气指数收于82.87点，环比下降11.31点，其

中，商品进货量景气指数为78.45点，环比下降21.19点，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

指数为76.48点，环比下降14.63点；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77.24点，环比下降

15.29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效益景气全线下降，其中，日用五金电器、建筑装

潢五金、车及配件、运动休闲五金、厨用五金、机械设备类行业效益景气两位数

下降，环比下降分别为23.84点、18.63点、12.23点、11.69点、10.48点和10.57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2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预期景气指数收于101.17点，小幅上升2.49点。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地返工人员紧缺，企业招工难，用工报酬普通提高，将

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在政府助力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

指导下，市场将逐渐复苏，预计3月份市场需求总体景气指数将会小幅回升。

2020年2月永康五金出口需求效益齐降，外贸景气大幅下滑
2月份，永康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总指数收于83.38点，较上期大幅下跌11.73

点。从行业构成看，十二大类行业全线下跌。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国内

人员流动受阻、复工进程受限，生产商务活动包括对外经贸人员往来部分停顿，

导致企业年前签订的部分海外订单交付延迟甚至被取消，同时因厂房租金、应

交税费、防疫物资、物流运输等要素运营成本叠加，外贸行业面临巨大压力。

一、出口需求大幅回落，订单量断崖式下跌

2月份，出口需求景气指数为71.56点，较上期下跌22.77点。其中，出口

订单量景气指数为60.38点，较上期下跌33.04点；出口交货量指数为55.84

点，环比下跌32.91点；客户量景气指数为65.73点，环比下跌28.51点。十二

大类行业全线下跌，其中机电五金、安防产品和机械设备类行业出口市场需

求景气指数跌幅居前，环比分别下跌49.62点、38.75点和38.00点。

二、出口销售环比下跌，运营效益持续下降

2月外贸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80.59点，较上月下跌14.44点。其中，

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为56.09点，环比下跌31.80点，商品毛利率景气指数为

77.19点，环比下跌17.88点。十二个行业大类呈现“十一降一平”格局。跌幅

居前的有安防产品和机电五金类行业，环比分别下跌34.00点和30.15点。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2月份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7.35点，预期上升1.57点。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企业加快复工复产速度，市场需求逐步得到释放，后市将出

现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增长，预期2020年3月外贸景气将呈现平稳运行态势。

中国·永康五金指数编制办公室
2020年3月12日

2020年2月份永康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趋势图2020年2月份永康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趋势图 2020年2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2020年2月份五金外贸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