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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the cross-border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writing. 
The method of examining nature having a unique style, and the local care of our town and my village is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been used for reference, flowered, moved and 
explored across borders, which has expanded the multi-dimensional imagination space for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s of great value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promotes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should expand its focus, focus on the universality and take the road of characteristic ecologic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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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茂根深，花移木接——淺析粵港澳生態文學的意義與實踐 

張衡 

�

摘要：粵港澳文學具有生態書寫的跨界特徵。審視自然的方法別具一格，我城吾鄉的本土關懷特色顯著，粵港澳生態

文學在此基礎上多方借鑒、花移木接、跨界探索，拓展了當代生態文學創作突圍的多維想像空間。粵港澳生態文學在

當代具有價值及啟示意義，帶動了中國文學對於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以及當下中國生態文學研究的思考。未來粵港澳

文學發展應擴大所關注視野，聚焦普遍性問題，走特色生態書寫之路。�

關鍵字：粵港澳文學，生態文學，跨界，價值�

文學與生態學的跨界“聯姻”，是跨學科碰撞與融合

的多維互織，也是當下文學發展跨界長青、獨闢蹊徑的生

命線。二十世紀以降，西方生態文學（也稱環境文學、自

然文學等）“浮出歷史地表”，初發軔於二十世紀下半葉

的美國，後發展壯大至一重要文學流派，盛行歐美，八十

年代傳入中國本土，落地生花。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生態

文學研究在翻譯引入、理論建構、文學創作與批評各方面

均有建樹，形成了曾繁仁、魯樞元、王寧、王諾、胡志紅、

韋清琦等研究者們對文藝理論的建構，以程虹為主的學者

們對西方生態文學研究成果的翻譯介紹，在生態文學的創

作方面，有以徐剛為代表的“生態報告書”等紀實性文本

面世，以張承志《黑駿馬》、薑戎《狼圖騰》、遲子建《額

爾古納河右岸》等為代表的反映當下生態危機作品引起學

界的批評熱潮和社會反響。 

我國生態文學成就斐然，但在文學創作方面仍有較大

拓展空間。如一味沉溺於對“最後一個”題材的演繹和對

生態危機的直白暴露，模式化的寫法將淹沒了文學的藝術

性、審美性與哲思性。畢竟，生態危機的籠罩並非造就“惡

托邦”，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態景觀亟待彰顯，生態與文學、

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有待考量。多年來，粵港澳文

學的生態特色獨樹一幟：文學與生態學的跨界時有出現，

對於生態景觀的細膩刻畫、對於生命意識的張揚、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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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變幻多端“力”的描寫常常不自覺顯露，自然與都市社

會之間關係的思考多流露於字裏行間。作為一種作家自覺

性的、文學跨區域性的創作現象，粵港澳生態文學值得深

入探討。 

11. 根柢：審視自然的視角與方法

粵港澳生態文學寫作早已有之，同“粵港澳”區域概

念相伴相成；自覺自發，紮根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詩性審美，

震撼於強悍自然界“力”的渲染，衍伸於人與自然關係的

思考，並在共時性的區域流動與歷時性的傳承演變中得以

不斷發展。 

粵、港、澳三地同根同源，同氣連枝，文學創作活動

具有整體的相似性和區域內部的交互流動性。上世紀初統

稱“省港澳”，並作為地理關鍵字在官方檔和日常生活中

經常使用，同時也是三地通過陸港運輸、求學務工探親以

帶動經濟、文化交流的力證。生長、繁榮於南國的粵港澳

文學與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有所不同：地方性特

徵鮮明，文言與白話並行，方言文學迭出；通俗文學盛行，

報刊連載、專欄作品深受歡迎；思想意識自由先鋒、藝術

手法多變新穎。 

審視自然的粵港澳文學傳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詩性

審美，與當代西方生態文學作為工業社會污染的“應激反

應”幡然誕生有所不同。粵港澳詩歌創作一向較為活躍，

成就斐然，嶺南詩派清新自然的文人傳統成為這一區域文

化難以磨滅的精神底色和詩性靈感的源泉。古典文人的結

社傳統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依然盛行不衰，其中，以民國初

年興起並聲名遠揚的澳門“雪堂詩社”為代表。“雪堂詩

社”以馮秋雪、馮印雪兄弟為中心，彙聚一批海外歸僑與

遊走於粵港澳三地的文人墨客雅集於此。詩社成員常常圍

繞固定主題吟詩賦對，並在當時推出社刊《詩聲》四十六

期。此外，還常常於澳門南灣等風光旖旎之地舉行郊遊、

賦詩、對句等文學活動，寫下了如以“山居雜詠”“荷花

詩詞”“春日看花”“梅”等等為主題的系列詩篇。粵港

澳本土自然風光的浸潤以及根植於傳統詩詞的意象題材，

雪社詩人作品別有清新雅致之氣，貼近本土自然景象、描

摹綠植花卉、親歷海洋體驗、抒發對於自然的熱愛和對於

文學的赤誠。匆匆百年，光陰流轉，今天看來，輾轉於三

地以及海外從事文藝活動和愛國運動的雪社詩人在並不

輕鬆的年代留下了一抹清麗的文學風景線，並影響了百年

來粵港澳詩壇的創作熱情和詩性審美。這種文人集會、賦

詩結集的古典文學傳統並非僅僅局限於澳門，而是粵港澳

皆有之；省港澳一體化的二三十年代，三地文人之間並不

存在較深的地理區域及文化交流的往來限制，自由穿梭，

恰恰促進了粵港澳古典詩歌的傳播。由於內地新文化運動

的影響，這一時期粵港澳詩歌的意義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但之於粵港澳文學本身來講意義重大。一方面為澳門文學

發展奠定了豐厚的文化基礎，另一方面濃郁的文人氣質、

雅致清新的自然書寫可看作是粵港澳生態文學的前奏。 

對於自然界強悍無比的“力”的渲染，是粵港澳生態

文學的又一寫作特色。“海不揚波”的牌匾遍及粵港澳沿

海地區古刹廟宇，表達出本土居民對於風平浪靜、靜謐祥

和生活的殷切期盼。但對於恢宏大海、廣闊自然強勁之力

的關注，始終是粵港澳生態文學的魅力所在。《蝦球傳》

穿插海上生活、海邊謀生的辛酸，《牛田洋風潮》再現了

抗擊728颱風風潮的艱難險阻，21世紀初年林宋瑜在《藍

思想》中回憶童年波浪滔天的洪災，葛亮在《浣熊》中演

繹了颱風前後的動魄體驗。潮起珠江，風自海來，強勁之

力的描寫，彰顯了粵港澳生態環境及氣候條件的多變性，

對於自然的敬畏以及想要克服險阻、於風雨飄搖之中固守

一方寧靜的心緒由此而來。外來作家的經停與流入，也在

一定程度上豐富並充實了粵港澳自然審美的視野與力度。

海的粗糲與多變、力的肆意與神秘，“江左宮商發越，貴

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1]以往的文學經驗

及文學觀念均注意到南北方文學的不同特色，然粵港澳文

學在南方文學的清新雅麗之外，又別有一番堅韌的生命力

的律動。粵港澳人民自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拼搏進取、

敢闖敢為，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其堅韌的文學特質

與粵港澳臨海多山的艱難生存環境，颱風多雨、曝曬接連

的氣象特徵巧妙關聯。由此洗禮成長起來的粵港澳生態文

學，無論所寫環境多麼惡劣，總有一種沉穩淡定的底氣和

積極進取的銳意。 

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始終是粵港澳生態文學念茲在

茲的核心。數十年來，以人為本和注重科技發展的理念相

持不下，卻往往忽略了自然社會發展的主體性與平衡性。

生態文學熱潮的興起恰恰在人文世界與科技世界中間搭

起了一座綠色橋樑，昭示著生態的不可或缺性。如此，既

為科技與人文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可持續性理路，又從不同

層面豐富了文學的藝術性、審美性與哲思性。除前文關涉

的古體詩歌，粵港澳本土青年作家現代新詩的寫作熱情亦

不可忽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行走於粵港澳三地的李育

中青年時代曾在香港學習生活，寫下了著名的《維多利亞

市北角》，李育中以詩人的眼光審視這座海洋城市，以變

幻的“海”與“雲”的書寫勾畫出這座城市的印象筆記，

同時以生態意象的描繪隱喻了工業化、城市化背後的生態

危機。董啟章則在小說《少年神農》的上下兩部分分別講

樹茂根深，花移木接——淺析粵港澳生態文學的意義與實踐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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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古代神農嘗遍百草不死與現代大學教授日日處處堤

防、卻終因誤食被污染蔬菜而死的今昔對比，令人唏噓。

林宋瑜寫“圍海造田”後的灘塗荒廢，“紅海潮”帶來的

環境危機；澳門專欄作家們則時時關注“填海造陸”、高

樓林立、交通擁堵以及汽車尾氣對於人們生活環境的影

響。 

審視自然的視角呈現出粵港澳作家敏銳、先鋒的生態

意識，在生態理論尚未浸入粵港澳都市深處之時，作家們

以自發自覺的寫作扎實了生態文學的根柢。這是粵港澳生

態文學的良心與責任之所在，也是一代代本土子民對於土

地和家園的回歸、對於“我城”與“吾鄉”的誠摯關懷。 

�� 主幹：我城吾鄉的本土關懷�

關注本土，筆耕不懈。粵港澳作家長期以來關注的生

態空間主要觸及對我城吾鄉的強烈關注以及借想像搭建

的虛構空間、未來情境的描繪隱喻當下的自然生態危機。 

西西在《我城》《飛氈》中以童話的天真口吻不止一

次地提到建立一個沒有環境污染的理想國，那裏空氣清新、

水源清潔、老有所依、自由祥和；黃禮孩以赤子之心觀照

一草一木、萬物有靈；詩人馮傾城於蓮城看蓮，品味小城

風雨，諦聽人生禪意；“85後”青年作家林培源關涉自幼

成長的潮汕小鎮，林宋瑜嘆惜灘塗污染後疲憊滄桑的海岸

線；梅州作家陳柳金以“桐花”繪夢，關注故鄉生態的今

昔變遷，批判城市污染轉稼劣行，發人警醒；王十月《如

果末日無期》與董啟章《愛妻》兩部長篇則放眼未來，在

不可思議的空間世界中反觀當下⋯⋯儘管風格不一、題材

多樣，皆致力於描繪生命力的蓬勃與多元化，充滿守望我

城吾鄉的本土關懷。 

本土風景的重繪，濃墨重彩，為粵港澳增添活力，彰

顯地方性生態文化色彩。徐訏在四十年代的粵港澳轟動一

時，1943遂被稱為“徐訏年”；葉靈鳳戰時來港，藏書

辦報，也一度成為香港文化界不可或缺的一員。二者帶給

粵港澳文壇的，不僅僅是他們名噪一時的文學作品和頗受

歡迎的創作風格。更多的是徐、葉對此城此地的歸屬之情。

戰後葉靈鳳寫下了一系列描寫香港風物的文章，開始以細

膩的眼光審視這片土地，給予自然萬物以歷史性、審美性、

文化性的多重考察；徐訏戰後流徙港、臺、新加坡多地，

終老香港，其文字中的海洋文化的因數，富有創新性、冒

險性特徵，開啟了海洋描寫的奇幻想像。陳殘雲的《故鄉

的霧》《香飄四季》、散文家秦牧的《貝殼集》《潮汐與

船》《藝海拾貝》《長河浪花集》等作品更多的從本土風

景的多姿多彩、歷史與現實的滄桑歷程、藝術與人生的多

維交織展開了對於本土意象、景觀的讚美，對於美好未來

的嶄新希冀。當代澳門作家關注本土，四十餘卷的“澳門

文學叢書”從不同的風格、視角聚焦本土景象、發現本土

問題。一如《我城我書》一輯中所言：“最是市井之地，

也最能打動長於斯的民眾，點滴積聚城市記憶”[2]。 

想像空間的建構，為聚焦本土的關切視野提供了“他

者”的視角與觀照、省思當下生態問題的空間。西西創設

“我城”“浮城”，董啟章創建“V城”“異托邦”，王

十月早期原始家園式的“米島”和新近幻想推出的代碼

虛擬世界，甚至還有部分作家關於“惡托邦”空間的文學

塑形，凡此種種，均是現實空間在文學作品中的抽象與投

射。想像空間，源於對現實生態的種種不滿，渴望找尋一

條解救之路。王十月《米島》中的鄉村“米島”歷經災難

風雨，最終毀於人們對經濟利益的瘋狂追求和對自然環境

的肆意破壞，這樣的故事在工業發展高度化的地區屢見不

鮮。換用詹姆斯·喬埃斯的話說：“現代人征服了空間、

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這些偉

大的勝利，都只不過在精神的熔爐裏化為一滴淚水。”[3]

想像空間的殘酷終結為現實世界的生態覺醒敲響了長鳴

的警鐘，而西西“我城”一脈的想像則使本土生態的未來

變得美好而鮮明。近年來，粵港澳作家關注人文社會科學

與自然科學的跨界融合，《愛妻》《如果未來無期》分別

從精神高度融合的世界、人機交互的賽博世界找尋未來生

存的空間與意義。 

本土風景的重繪與想像空間的建構都是基於“我城

吾鄉”核心意識下的本土關懷，是粵港澳生態文學的主幹

和歸屬，同時也是粵港澳生態文學一以貫之的精神脈絡，

粵港澳生態文學在多元並存的文化傾向和藝術手法的偏

好上，大量吸收了中外文學的營養，花移木接，向陽而生，

並由此穩中求進，開枝散葉  

� 繁枝：生態突圍的多維想像�

關注本土，筆耕不懈。粵港澳作家長期以來關注的生

態空間主要觸及對我城吾鄉的強烈關注以及借想像搭建

的虛構空間、未來情境的描繪隱喻當下的自然生態危機。 

3.1．重返荒野的生態哲思 

重返荒野，貼近自然的深思，是粵港澳生態文學發展

脈絡之一。身處高度城市化的地區，粵港澳作家們似乎更

願意將筆尖伸至離島、郊野與荒原，展示出對於自然與生

態的靈性回歸。 

在粵港澳生態文學的荒野書寫中，成就顯著的當屬吳

煦斌。吳煦斌40年代末生於香港，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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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學碩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與丈夫也斯等同仁從事《素

葉文學》《大拇指》《羅盤》等刊物的編寫，在女作家輩

出的粵港澳文壇，吳煦斌的寫作充滿生態意蘊、獨樹一幟。

小說內容少有涉及都市，多為離島、郊野、叢林或是更為

原始的自然生態空間，如《獵人》《木》；多為短篇，以

全文的主要意象命名，如《牛》《山》《海》《蝙蝠》；

人物極少對話，多半處於“喑啞無聲”狀態；結局具有開

放性和不確定性，為讀者帶來置身其中的生態哲思。與

“跨界行走”的作家丈夫也斯相比，吳煦斌同樣也是一位

在文學與生態學邊界遊走自如的“跨界先鋒”，稍有不同

在於：吳煦斌的作品有著草木芬芳、天然去雕飾的清氣與

靈氣，也斯的文字更具百味交織、頰口生香的人間煙火氣；

也斯善於從宏觀把握流動性，捕捉跨文化元素的雜交融合，

吳煦斌則向縱深處演進，在文學與生態學的縫隙中深入挖

掘，探索人的存在主義思想以及生態的哲思。 

首先，吳煦斌小說中的人與自然萬物具有同質性，這

是荒野肆意生長的自然給予人類任性的庇護。吳煦斌的

“荒野”小說中，“植物都帶著一種野獸的活力”[4]

（《山》），而為愛癡狂、大膽叛逆、舍家出逃的女性，

更具動物的叛逆與野性（《蝙蝠》《木》），生態與人合

二為一，精氣神融於一體。吳煦斌善於自然色彩的描繪和

生態情境塑造，與戰時經停香港的端木蕻良的自然寫作風

格密切相關。王富仁先生曾言：“端木蕻良是個自然景物

描寫的專家, 他的‘雄放中和著一縷憂鬱, 遼闊中滲著一

點哀愁’的景物描寫，至今震撼著中國讀者的心靈。”[5]

端木蟄居香港兩年，撰稿專欄、打磨長篇，一系列文學創

作儘管須臾之間重返北方遼闊草原，但其堅韌之力和北望

故園的宏闊視野，與烽煙四起、颱風多雨的海港城市密切

關聯。端木蕻良曾於1932年考入清華歷史系與燕京生物

系，對於生物與自然有著強烈的興趣和審美能力，南與北、

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因數在港彙聚，亞熱帶地區潮濕溽熱的

環境孕育出的多樣性自然。吳煦斌則是成長於本土，城市

化的高速發展使得她對於自然風物別有一番珍愛，後來負

笈美國的經歷和生態學的專業背景使得吳煦斌小說的生

態意識風格近似端木而不同於端木。她往往能夠更加冷靜、

理性地勾勒簡單的叢林故事，在人與自然萬物趨同、共生

的生活態度中提取出自然帶給人類的依託庇護。其次，小

說中自然的險象環生，人物的辛勤勞作、自給自足，再現

了祖先篳路藍縷的艱難。在山間親手種植、耕作的人們恰

似瓦爾登湖畔梭羅的恬淡自足，並帶有東方式的樸拙色彩。

劉以鬯曾言“吳煦斌的小說，為數不多，也常能令人感到

新鮮。兩人（指吳煦斌與張愛玲，筆者注）之間只有一點

相似：與眾不同。張愛玲小說無處不是刺繡功夫的織細精

巧，民族色彩濃；吳煦斌的小說民族色彩淡，卻充滿陽剛

之美。向叢林與荒野尋找題材的吳煦斌，是一位有抱負的

女作家。⋯⋯吳煦斌不喜走坦途。她寧願選擇‘紅絨木枝

椏差不多遮去了通路’（《木》）的雜木林或者‘穿過木

槿和草櫻的短叢’（《牛》）。坦途會消弱勇氣，成就必

定來自苦鬥。吳煦斌寫小說，用筆精緻細密，不經過苦鬥，

不能成篇。那是野心與能力的苦鬥。”[6]最後，吳煦斌的

小說揭露生態破壞的淋淋創傷，引發具有震撼力的生態哲

思。《一個暈倒在水邊的印第安人》以驅逐、流放命運的

殘酷書寫，展示出追念叢林、緬懷原始自然的可貴情感。

“他們從前用斧，葉子在根的傷口成長。”[7]《獵人》中

展示了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森林法則，是尊重與適度精神的

結晶，而侵入森林、呼嘯而過的機器與貪得無厭的人類顛

覆了物競天擇、生生不息的叢林法則，無能為力的獵人深

受重傷，砍掉了所有的桌子、架子、牆壁和床，插入地裏，

在“人造森林”的黃粱夢中結束了生命的哀息。面對生態

環境，人類中心主義的殘酷決絕是造成生物多樣性遭至破

壞、自然生態得以失衡的重要原因，生態文學則從理性與

感性交織的層面為我們帶來思考，創設出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的有效空間。 

吳煦斌自90年代以來作品創作較少，但回歸荒野的勇

氣、對於人與自然之間生態關係的深刻思考並未在粵港澳

文壇無疾而終，董啟章小說的迷戀生物史和進化史，文字

中常常退回至遠古、偏遠一隅，細細品味自然界的奇幻魅

力，如《安卓珍妮》《少年神農》《天工開物·栩栩如生》

中沉浸荒野、置身事外的主人公形象便是其中代表。可見，

董啟章延續了這一寫作風格並將其發揚光大。董啟章與吳

煦斌都專注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思考，人與他者、與自身該

如何相處，以求探尋人類心靈棲息與歸屬的最終宿地。畢

竟，盧梭以降，尼采、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對於自然界的尊

重與讚美、人類“詩意地棲居”的生活姿態以及梭羅、愛

默生等提出的“超驗主義”應該被重拾並得到重視，新的

時代語境中，重歸荒野的果斷與執著使得當下對於生態與

人類之間的關係開始重新被思考和審視  

33.2．立足現實的強烈呼喚 

粵港澳地區敏銳、務實的眼光與作風在一定程度上促

使了生態文學立足於現實的強烈呼喚。《澳門文學叢書》

中也收錄了澳門老中青三代作家們一系列反映生態隱患、

生態危機的現實型文學作品，種種文字從不同角度關聯現

實，對澳門社會的環境問題進行批駁。如程文在《我城我

書》一輯中呼籲“綠色出行”，希望日漸擁堵的城市“還

海濱於海行者”“還路於步行者”[8]，引發了對於當下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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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城市生態問題的思考。澳門戲曲研究專家穆凡中先生在

《渾不似舊家園——也談話劇<櫻桃園>》中面對黃永玉老

先生畫中歸鳥無枝可棲的淒涼現狀，聯想到俄羅斯話劇

《櫻桃園》，又由話劇關聯澳門現實。女主人公故園的櫻

桃樹已被砍去，今非昔比，穆凡中“不期然想到與《櫻桃

園》女主人柳芙心境相似的一個澳門男人——已故的，曾

經為澳門濕地、紅樹林呼號過的青年作家陳煒恒。”陳煒

恒系澳門日報記者出身，對於社會問題往往敏銳探析，刺

破真相，其文筆矯健，妙手著文章，生前曾對澳門自然、

人文景觀多有關注，匯成《路氹掌故》《澳門廟宇叢考》

《候鳥的驛站─澳門濕地鳥類的多樣性》《澳門花蟲鳥魚》

等著作，除了其生態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文人式的審美

與扼腕歎息，陳煒恒還將生態問題落實於行動之中，曾為

路氹濕地與澳門黑臉琵鷺之遷移等生態保育問題奔走呼

號。 

赤潮、紅藻等海洋污染侵襲昔日明媚如斯的湛藍世界，

使自幼成長於潮汕海濱的林宋瑜深受觸動，回望故土、往

事歷歷，以散文搭配自己行走拍攝的多幅海洋圖景，加之

世界著名的海洋、自然主題油畫彙聚一堂，圖文並茂，打

磨成書，名曰《藍思想》。海的蔚藍不僅僅是自然的純真

本色，更是思想與心靈的源泉。作為“大海之子”的詩人

黃禮孩搜集、遴選中外優秀海洋詩歌，匯成《流向或回聲：

首部世界海洋詩選》《找回大海的天賦：中國當代海洋詩

選》二集。對於生態問題的現實揭露是粵港澳生態文學警

世價值的直接體現，不同於美國生態文學發軔之始的系列

運動，有異於國內生態文學報告書的嚴肅形式。粵港澳作

家的生態寫作是與日常生活、情感體驗密不可分的自覺創

作及實踐活動，看似日常中的種種瑣事，犀利指出、大膽

發聲不失為一種立足本土的責任與勇敢，也是生態意識與

文學與生活緊密相連的關鍵所在。 

文學創作來源於現實生活，然而優秀的、發人深省的

文學作品又總能對現實產生一定的警醒作用，從文學創作

到現實實踐，粵港澳作家關注當下、聚焦生態問題，與灣

區城市的發展建設圖景息息相關，進一步發掘生態文學的

現實意義、豐富生態文學的題材形式，具有現實性、當下

性的緊迫感以及前瞻性、可持續性的長遠性意義。 

3.3．跨界超越的奇幻變型 

魔幻、變型等超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的靈活運用，對於

未來、未知世界的想像與虛構是粵港澳作家擅長的創作主

題。“遠處幾座工廠的煙囪像是倒插的火箭，濃煙噴湧而

出，大地裂成難以解讀的龜兆。”[9]謝曉虹採用魔幻手法

寫出現代都市人的“異化”，《魚缸生物》《女魚》等小

說均以不同形式講述了水污染後，人類異化成魚，受困於

巨大魚缸。陳崇正用文字上演著“半步村”的魔幻，村中

人人生出“樹化”怪疾無不在歷經當初砍樹帶來的代價。

呂志鵬創設了“消失國”的奇幻想像，由地球導入了“最

後空間”迷宮般的旋渦。種種奇特幻象與魔幻變型是都市

發展背後帶來的沉屙痼疾，也是人類偏離生態世界後的空

虛與無助。 

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歸宿並不是靠近與抵達“惡托

邦”，作家們的魔幻想象、大膽虛構使得城市化過程中的

種種問題得以暴露凸顯，物質世界的高度膨脹背後是精神

世界的極度貧瘠以及種種“異化”的不斷出現，在生態文

學中，現實社會呈現出的生態危機更多地帶來和指向了人

類的精神危機，不斷催生我們對於生態倫理問題的思考。

曾繁仁教授曾指出在生態美學中“將‘現世’‘棲息’

的美學特性與生命結合起來”[10]。在海德格爾“詩意地棲

居”漸行漸遠的今天，具有現世性的、普適意義的生態哲

學是與生態文學相伴相行、相輔相成的。 

因此，在跨界超越的生態文學推陳出新之時，當代生

態文學書寫應當避免哲學上的“貧血”問題，因為深陷於

精神危機桎梏的當代人必須從哲學層面汲取營養，以此助

力於當代文學、華文文學在生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 異果：粵港澳生態文學的價值及意義�

粵港澳生態文學在關懷本土、自覺實踐的創作過程中

湧現出一批批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兼具文學意義、生態

意義與哲學意義。文學中的生態寫作提升了文本的現實意

義與生態關懷，加深了對於生態哲學意義的思考，交互演

進具有特色性、可持續性與跨界交融的特徵。 

誠然，粵港澳生態文學在創作、發展的艱難道路上，

仍有諸多的困境與不足，未來的粵港澳文學發展應擴大所

關注的視野，聚焦存在的普遍性問題，走出自己的特色生

態書寫之路。 

重視海洋文學、海洋文化在粵港澳生態文學中的獨特

意義和貢獻。當下生態文學創作和生態批評研究的文本迭

出，對於顯而易見的生態惡化問題關注較多，且多聚焦於

沙漠化、草原退化、土地貧瘠化等土地生態問題的思考以

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海洋問題的關注較少，海上生態文

學的創作批評仍較為有限。海洋地理資源與海洋文化氣質，

始終是粵港澳文學的根系與生機所在，粵港澳生態文學的

創作與研究應將目光放置長遠，未雨綢繆，在“綠色批評”

的道路上，因地制宜，發揮“藍色批評”的創造力與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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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生態寫作的跨界方法和藝術價值。粵港澳作家的

跨界書寫蒸蒸日上，生態文學的寫作亦可在此方向上靈活

轉變。百年粵港澳生態文學的發展跨越了新舊詩詞、各類

小說、散文雜評等多類題材形式，嘗試了從現實主義、浪

漫主義到魔幻變形的超現實主義等多種表現方法。未來的

生態文學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創新，如採用繪本形式，使

得生態環境的發展情況配合文學創作一目了然；採用生態

文學多媒體網站的形式鼓勵相關網路文學的創作，並製作

相應的4D多維動畫、VR鏡頭等帶讀者進入沉浸式的交互

體驗。帶動感知，置身其中，並由此鼓勵讀者與作者，人

類與自然的多重對話，從而不斷豐富創作的文本與文學作

品的形式。 

發揚粵港澳生態文學批評的積極性。“粵派批評”是

支撐與促進粵港澳文壇的推動力之一，也是粵港澳文學順

利“走出去”的“金名片”。因此，批評家可以多重生態

批評的角度入手，批評與創作並重，以富有中國特色、區

域特色以及文化特色的問題作為切入口，評判生態文學的

書寫價值，思考其在當代文學、華文文學等文學領域中的

意義及地位。同時，我們也應當鼓勵跨學科、跨專業的專

家學者進行交流促進，邀請更多生物學、氣象學、地理學、

生態學等專業的學者“入圈”，鼓勵大家從各自的專業立

場、看法角度來審視當下的生態問題與生態文學創作。畢

竟，生態文學的寫作價值亟需被認可，才能不斷豐富完善

具有時代特色、東方特色的生態文學創作、生態美學建構

以及生態批評體系。 

55．結語 

粵港澳作家以樂觀積極的創作心態、關注本土的強烈

責任將一份熱愛自然、保護生態的奇幻想像在創作活動中

豐富充盈，粵港澳生態文學的大樹隨著時光流逝，吸收不

同文化的創作營養，早已樹茂根深。灣區生態文化的發展

折射出我國生態文學發展過程的投影與軌跡，如何建構有

中國特色的生態批評話語的問題，仍值得我們在當下與未

來的道路路上不斷審思，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絕非簡單的

二元對立關係，著名學者魯樞元曾在“自然生態”之上提

出“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的命題，主張對人類社會及

其精神生活層面的生態關係進行分析，這種看法可作為當

下中國生態文學研究的一個切入口繼續推進，自然生態早

已不是世外桃源、與世隔絕般的孤立空間，而是與人文社

會的發展建設、精神生態的關照環環相扣、彼此相連。粵

港澳生態文學在綠樹常青、根深葉茂的基礎上應繼續開枝

散葉，融合多元文化，貼近本土關懷，形成生態性、科技

性與人文性融合的跨越發展，打造粵港澳文學的“綠色”

生態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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