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推进人的和谐性生存
盖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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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艺关注的人的生存之“和”是生态化的“和”，是由生命的动势之促生的“和”。和谐生存呈现
人的诗意性生存，人在诗意的生存体验中真正认识到人的存在本性，并在家园共生中体验到生命存在的
自由感。生态文艺通过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的运演，经由社会生态运作机制而运行“人化”的“生生”节律，
进而构建和谐生存的基础。生态文艺不仅要调动人的生命机能的全体总动员，进而合力打造精神生态的
平衡机制，而且是促生、活化以及丰富精神生态的健康性生存结构，使人的生存更加充裕，更加顺畅，更
加具有诗意性，更加富有魅力。
关键词：生态文艺；人的生存；和谐生存；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粤

生态文艺推进人的和谐性生存，不可脱离生态运行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物质循环、能量交换及信息
传递。生态运行的基本指向就是生命的存在，
是生命共同体的结构状态，是生物多样性机能的构成。生
态和谐，实际是在这三大功能关系中显示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分子之间的能量流动与功能互换，以促成
不同生命体之间的协同进化及合理生长与繁育，或者是说，使生命结构的链条能够永续存在，使生命
“金字塔”能够始终保持有序化的结构。
生态文艺由生命的动势而推进人的和谐生存
生命的机能在于动，依据节奏韵律性的动就展示着生命的“美”。“生生”的运动与演替节律呈现着
“和”的状态，艺术化地显示这种“和”就能够体现生态的“美态”，而人的和谐性生存就需要有这种“显
魅”的生态及“美态”。
生态文艺所关注的生态化的“和”必然是促生生命的动势之“和”，其艺术化地运行的动势的生命
“美态”，并不是同一性、趋同性的，而是呈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是由生物多样性为基质而体现出
的多样统一。艺术化的存在及对美的自由的追寻，实际也是突出了生命存在的这种样态，即和则有异、
“和而不同”
。就“
和”的本有意义讲，理应是生命多样性的运动之“和”，这可以有两个审视角度。其一，
“和”必须重“生”，
必须是促成生命多样性之“和”。生命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的、运动的，生命是在活动
状态中体现出来的。自然生态是多样统一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世界，生物多样性需要有生命个体及生
物种群的多样性来支撑。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命的基础及存在样态，更使生命富有色彩及神奇的魅力。
人们如若能够真正掌握及合理利用生命多样性，不仅是实在的、实用的、运动的，而且还是方法的、体验
的，那么人就可以将自身的生命共同体的活动塑造得完美而富有魅力。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天地间的“大
美”，生命的多样化更使其能够永久流行，即不断地运演“生生”不息的“大美”之规律。其二，
“和”是多样
统一的和，而不是整一性、同一性的和。审美体验中的“
和”是多样生命体在施展不同的生命机能和技能
的条件下，各自展示自身的生命活动形式与技能，发挥并且有效输出自身的生命能量，而形成的多样统
一的“
和”。自然生态是这样，人的生存世界也是这样。《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述齐侯与晏子讨论“和与
同异乎？”时，以晏子之口曰：“
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单之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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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及，以泄其过”。《国语·郑语》中也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裨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
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同体之“和”
，无之以“味”
，无“味”则
无“美”；“百物”之“和”即为多样之“和”，即为“土与金木水火”
多样共生共存而成的“和”。
“
和”之“味”与“和”之“百物”都是实在的，但其本身并不就是美，只能是美的载体，或者是构成艺术
与美存在的现实基础。审美体验必然是以实在之物、感性实在的对象为载体，并将其转换为生命活动的
体验形式。审美体验的和谐结构需要在“味”之“和”与“百物”之“和”中充蕴着生命的韵律，彰显其内在
的魅力。“生态”实际表现着生命的存在状态，即多样生命体的自生，
以及相互之间交和、共生、共荣的状
态，任何生命体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对象，以及实实在在的需要，以需要而生的生命实在，作为生命
现实的状态，即可称为“实态”
。生态存在的“美味”也必然在多样生命体的交和、共生中发散出来，大地
母体呵护着多样生命体的共生、共荣就成为生态“
美味”
的基础。但“
美”还表现实与虚的多样统一，
因为
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实与虚的多样体验，艺术则更是由虚中蕴实，实中显虚。美还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境界
性展示，事实上，境界就是实与虚的有机转换。审美体验需要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需要飞动着无尽
的想象，情感与想象尽管是由现实之实态引发，但其本身却是虚的、模糊的，因此，审美更需要有这种
“虚态”，虚态召唤着实态的“返魅”
，因为虚态中内蕴着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促生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多样
生成，
更孕育着人的未来优质化的生存景象。
人的生存能力是多方位的，利益追寻只解决基本的生存能力。但支撑利益的则是人的更多的能力，
同理，
人的能量的发挥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弗罗姆谈道：“人只有充分表现了自己，当他充分利用了他自
己的能量时，人才会生存。如果他不这样做，如果他的生活只是由占有和使用而不是由生存所构成，那
淤
和谐生存所指向的审美体验状态，就是生
么，他就是退化的；他变成了一件东西；他的生命就无意义。”
命意义的转换生成，转换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转换利益取向；全面展示生命存在的能量，转换生命存在
的质量意识。同时，还在于将利益、功利性需要转换为爱的需要，将爱支撑起和谐性生命存在的灵性晴
空。
爱是人类精神所在，
爱是趋向“和”的，爱的功能指向在于筑就人的和谐性生存。蕴聚爱需要有家园
共生的氛围，爱的支撑是生命的机能，是生命的能量，是生命的多样性，那么，爱不仅显现和谐生命存在
的“美态”，并且也会使自然生态“显魅”。爱首先是爱生命，而生命不惟人所独有，而是宇宙天地全体的
生命所在。爱并不是一种虚设，而是生命的实在；爱还形成情感能量的流动节律，形成感悟不同生命体
实在的链条。爱的人类精神，实际就是人类的宇宙精神，也应该是人类深切感悟的，以及实实在在体验
的生态精神。
生态文艺呈现的人的诗意性生存
生态文艺要促成人的诗意性生存，让人们在这种诗意的生存体验中真正认识到人的存在本性之
“和”，
让人们在这种家园共生中认识到生命存在的自由感，享受到生命的安宁及快慰。
诗意何以具有如此的能量，这不仅因为人的生存体验与自然生态都需要呈现诗意的存在，但对诗
意本质的发现、理解、体味，却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或者是说人通过悟解生命之动势的节律，按照自然生
态的韵律性展示而复现、
转换于人的生命体验中，
并将这种转换充蕴了无尽的情意与想象的情调。海德
格尔在评述荷尔德林诗时说：“诗看起来就像一种游戏，实则不然。游戏虽然把人们带到一起，但在其
中，每个人恰恰都把自身忘了。相反地，
在诗中，人被聚集到他的此在的根基上。人在其中达乎安宁；当
然不是达乎无所作为、空无心思的假安宁，而是达乎那种无限的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
都是活跃的……诗的本质貌似浮动于其外观的固有假象上，而实则凿凿可定。其实，诗本身在本质上就
是创建——
—创建意味着：
牢固的建基。”于事实上，
生命存在及其人的诗意性的生存体验的运演方式是韵
律性的，这种律动的参与及运行的尺度就是生态节律，是生命活动的韵律，其魅力理应是通过艺术与美
的韵律促成及其彰显人的生存的和谐与安宁，激发生命能量流动的活力。生态文艺必然促成诗意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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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在其中，从事诗意体验的人们与诗意的自然不期而遇，相互间遁去对立的不和谐音符，在共生
共荣、
互惠互利的诗性汇聚中共同创生着诗意的生境。但事实上，诗意之境总是虚实相间的，既是可感
的实在，又是虚性的，是模糊的、不确定性，当人融入进诗性生命体验时，诗意性本质就内蕴着人本化的
特性，
首先就需要锻铸的就是人的诗意性生存。生态文艺作为人的艺术审美体验形式，其中对诗意存在
的体味，也必然是人本化的、是生存论的，彰显着促成人的优化生态生存的趋向。生态文艺旨在构筑着
人和谐性生存方式，或者是不仅是为这种生存方式提供必要的滋养，播洒调味剂，而且还必须是构筑基
础的生存策略，策动生存的导向，而这一切不是刀砍斧凿的成型，而必须是诗意化体验过程，其朝向未
来性的节律运行，
也同样是呈现诗意性润化节律。这种诗意性的过程性，既是现实的，
是实在的，也是理
想的、
虚性的，更是境界性、生境性的栖居之地。
诗意的生境是和谐与圆融、循环与回归的，在历史与逻辑的链接中，演奏人的生命活动由自然及诗
意生成的交响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人的自然、感性之身，而“澄怀”人的生命的灵境，以促动人们能够
走进诗意的、归复未来的、审美化的生境及其灵魂的栖居之地。探求这种诗意性的生存机理及灵性的晴
空，似乎也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反复吟诵及体味荷尔德林的名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
片大地上”。海德格尔首先肯定了人的这种“充满劳绩”
，是“把自身树立在大地上”，并且加工、耗费及利
用大地，“以达到保护自己、推进和保障其劳作效果的目的”。事实上，人的“劳绩”应该是一构成“栖居”
的基础与手段，也是人类的文化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文化本身就是这种“栖居”的结果。然而这种“栖
居”来意如何，本质如何，是得自于人的劳苦功绩，是诗人创造，还是经由诗人的创造及诗意的体验而使
人们能够悟解到，
甚至去体验呢？海德格尔回答说：“看来必定是诗人才显示出诗意本身，并把它建立为
盂
其实，海德格尔为我们点明了一个关
栖居的基础。为这种建立之故，诗人本身必须先行诗意的栖居。”
于艺术存在意义的问题，似乎也让我们从中悟解到了生态文艺的真义。文艺活动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先
期显示，艺术家就是这种“先期”体验者，并且是以生命的融入性的体验，艺术家的生命活动就是这种
“先行诗意的栖居”，如若没有这种先行性，要大众感悟诗意性的存在，让人们普泛地融入诗意的栖居之
地，恐怕是困难的。那么，这种“先行诗意的栖居”直接就是诗人身体力行地走进栖居之地，还是进行一
种诗性的灵魂构造？当年，亨利·梭罗在瓦尔登湖两年的精神游历的确是践行了这种“诗意的栖居”之
法，并且他在其中进行了诗性灵魂的洗礼，同时也给人们传达了诗意的栖居之理及方法，让人们追思着
那幽静、恬适、朴素淡泊的心灵境界，向往着生活中能够有一个家像瓦尔登湖的澄净那样，使人们能够
呼吸着山林、湖泊施放出的灵魂的清新空气。但在“充满劳绩”地加工、耗费及利用大地现实的人们那
里，以及始终缠绕在生活的琐事及烦恼中，在难以摆脱生活的窘境的人们那里，这种“诗意的栖居”之地
似乎有些玄妙，似乎是一种虚幻之境，是虚无缥缈的，带有乌托邦效应的空想。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们
看来，融入诗意的栖居之地，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灵魂性的遁入，或者是一种是精神—灵魂的救
赎，是对现实人的终极关怀，是以精神—灵魂导引人们现实的生存，引领发展的趋向，从而使人们能够
从中领悟劳苦功绩的意义所在，深悟大地母亲之爱，感受生态家园的魅力。因此，海德格尔说：“诗意创
作的灵魂通过生灵建立着大地之子的诗意栖居。所以，
灵魂本身必须首先在有所建基的基础中栖居。诗
榆
人的诗意栖居先行于人的诗意栖居。所以，诗意创作的灵魂作为这样一个灵魂本来就在家里。”
以生态视野审视文艺现象必然需要诗意的、和谐性的生命体验，而这必然是系统整体的，是彼此你
我的存在，因而也是现实具体的生命活动。这里所指的彼此你我还有这样的含义，即在文艺活动中我们
将自然放在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的生态位。自然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我们的
“生境”，那么，也同样是我们从事文艺活动的基础与生境，是我们能够得以诗意性生存的生境。生态文
艺活动必然要从作用于人的精神—灵魂方面坚实与丰厚这种基础，充实人的诗意存在的生境。生态文
艺要完备这种活动指向，最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引领人们认识人类存在的生态位，也
就是要人们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人，认识生态运行中的生命。文艺活动并不是要直接介入对自然环境的
征服与改造，也不是植入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经济活动，而是透过人类艺术—精神性生存体验，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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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关注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及其环境，合理有效地调节人的生态—生命的生成
关系，
确证人对自然生态的态度、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探悉人类的现实生活、生产实践、精神活动中自
然的缺席，并深刻地认识这种生存态度、行为、观念与自然缺席问题，对生态和谐及人的生存与发展产
生的正面、积极的，或者是负面、消极的影响。
生态文艺推进人的生存的“生生”节律
生态文艺与自然生态内蕴着逻辑演替的趋向，它应该演替着起始于自然生态，通过人类的精神—
文化生态的构建，经由社会生态机制运作，而又回归，或者是反馈于自然生态的节律，实际也是“人化”
的“生生”节律。所谓“人化”的“生生”节律不仅是被人所认识、体验、掌握的“生生”节律，同时也是“人
本”化的，或者是人类中心性的“生生”节律，而我们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实际所呈现的就
是这种节律状态。
如果我们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审视，“人化”的“生生”节律并不排斥自然生态化的“生生”运行。任何
生命体参与“生生”运行，都会以自身生物群落及生命的种群为中心，首先要保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需
要以其他种群为取食对象，用以保护及维持自身种群的永续存在。人类的生存体验也是这样，从这种意
义上讲，“人化”的“生生”运行就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的“生生”节律而特立独行，但人类较之其他生物
种群所具有的优势性，起码是人会以“内在的尺度”关注“生生”运行，使“生生”运行更加符合人类自身。
不过，
人类活动毕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毕竟能够依据“内在的尺度”
，积极主动地复现“生生”
节律的“美态”，不只是将自然生态，将“生生”的运行作为自然肉体的存在基础，也不仅仅将其他生物群
落及种群作为取食的对象，同时还将其作为精神体验的对象，作为艺术与审美的对象，在艺术化、审美
化创生性体验中澄明“生生”的“美态”，并使之创生及生命活力的展示的富有神奇的魅力，以使人们能
够永久的且主动性地接受、体验“生生”韵味。人们体验“生生”
韵律作为诗意生存的显现，一方面可以用
来观照自然生态，或者以此为尺度，反观人类自身，进而合理推进生态和谐，另一方面，人们跃动在“生
生”的诗意化韵律，通过向自然生态的回归，而进一步提升生命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人的生
命存在向自然的回归不是本源的、初始的、物性的、实体的自然，而是超越性的，是经由对生命存在的深
层次理解，而回归更高层次的、被精神—审美化激活的自然，是对人与自然生态的历史和现实的演进，
所进行的辨证否定，而走向未来的、诗意的回归。
生态文艺作为人的活动，是要面对的自然、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复合生态结构，这是一个巨大的、
诗意化的整合体，
它必须以整体性的存在状态促成人的诗意性生存体验。复合生态结构使人的生存活
动中所必需的一切生态性需求，生命、绿色、精神—文化诸形态都可以诗意地整合进生态文艺构形的怀
抱，被艺术化的生态情境所蕴聚的生命的情感所吸纳、所溶化。艺术化的生态情境融入诗意之境，其整
合性的能量之流动必然成为“无迹”
、“无工”性的，需要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以及心与
物、情与景、
意与境的虚实互补，需要亲情的抚慰与呵护，而不是其二元的、对立的，是在有序与无序、线
性与线性、确定与不确定、清晰与模糊中呈现“林泉之志”，蕴积生命的“高致”状态。显然这种生态情境
不是虚幻的，尽管并不要求直接作用于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不是以技术、工具方式直接介入物质实
践，也不是直接显示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人们在与自然生态和谐融会中蕴聚
的生命的境界。应该看到，生态情境还应该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并且是人们诗意生存所理解和感悟的对
象，也是映衬人们从事生态性生存的“镜子”。这不仅是人们在现实生存中对象体验，而且更是生态文艺
必须溶解的对象。由于生态文艺以生态整体性为基础，以人的生态性生存为运行机理，那么，它就必然
需要有生态化、艺术审美化的体验对象。生态文艺的关注对象，不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的生态性存在，
以及“生态人”的“开启”和“照亮”，其创生的“生生”运行的“美态”
，都能够成为生态文艺促成艺术审美
体验的对象。它储存着无限的能量与信息，深蕴着生态、生命及“生生”的意义，深蕴着人的生态性生存
体验的意义，促生着人们追思未来的生态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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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艺作为融聚诗意生存的域界，提高展示艺术的本性人的生存本性及生态整体的本性，而对
人的生存体验说来还可以形成一种情境预设，即预设了天地人共生的特殊生境。作为意义性存在，
这种
“境”的预设，必然是对天地人“本已”存在，以及合德、合时、合序之境的澄明，是人们对天地境界的“觉
解”。
生态文艺与精神生态征象
人是能够从事精神活动的物种，人的精神活动及积极地追寻和谐的精神生活能够给予人的生存以
无穷的魅力。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我们从精神心理学获得的解释是：“精神生活是一种永远有目标感的
积极过程。它的目标是成长、发展和超越。我们通过自己的精神追求获得更高尚的自我修养，去创造一
种协调一致的先进的人类文明。”虞
文艺本身应该是精神性的，是人的一种精神性活动方式，
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滋养。但人的
精神活动不可能脱离人的物质性的存在，尽管精神活动形式多样，但这一切都必须以物质存在，以人的
自然躯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用瑞士的精神心理学家丹尼什话说的好：“我们人类处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
界的交叉口。在这里，物质与精神相会合。我们一只脚站在动物的世界里，而另一只脚则站在精神的世
界中；
我们既可以过一种完全是物质性的、动物式生活，我们又可以超越动物本性而进入一个精神的王
生态化”的存在，这就不
国。能够进行这种选择，正是人类自由的核心要义。”愚精神活动既然是肯定了“
只是一种思维及方法论的植入，不只是一种名词、概念的借用，更重要的是自然生态与“生生”韵律的延
伸及合奏。人的精神活动要蕴聚“生态化”的运行机理，演奏“生生”韵律并不是要谋求精神存在的虚幻
性、神秘性、不可言说性及乌托邦效应，而必须是认同感性的存在，并立足于人的自然物质性生存的实
在性，
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生态化构合中呈现精神存在的特性，合理有效地打通精神生态运行
之路，
构建精神生态平衡机制。我们从生态构合的机理中看精神，其中精神活动、精神体验、精神生活，
包括精神感悟、精神自由、精神境界的升华等，以及人的意志、情感及理性等都融入且同体润化着生态
运行的韵律性特征，使之汇合为整体性结构而构建精神生态运行的机能。
精神生态必然是有机整体性的运动，任何精神元素及心理活动元素都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
作为有机整体的构成元素，共同润化着精神生态的运行机能。我们之所以说这种整体有机性是生态化
的结构，还因为精神运行不是虚幻的，而必须是与“气脉流行”，是与人的肌体的有形运动相吻合，并且
与外在事物与运动，包括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相互感应，而相互间又能够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
位及多重的意向及指向，由此也形成这种“多”与“一”交融互动结构中的“同形同构”
，并不断构筑着平
衡态。这实际是我们讨论精神生态与一般意义上谈精神、精神活动、
精神生活的不同意义的一个基础因
素，同时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从生存论角度论及精神生态韵律特征及人的精神生存征象的原因所在。精
神的生态化运行的并不是虚幻、抽象的，而应该是非常现实、具体的，不可能是超验的、乌托邦式虚空之
境，而必须是伴随着天地、血气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生态化的表现，其运行一个重要特点，以及
所呈现的精神生态平衡机制对人的和谐且生态性生存的作用还在于，促使人们在精神体验活动中，反
观、反思自身，析理自身，从而形成精神生态的健康性结构。事实上，反思、解析及反馈性等能量必然是
充实的，理应是人们寻求精神生态平衡的必要方式，也是人们构建健康生存机理的最佳精神效应。或者
还可以说，精神生态平衡本身也是生态与生命活动的循环，而反思、反馈实际就是这种循环的必要过
程。生态文艺的特殊意义不仅在于调动人的生命机能的全体总动员，进而合力打造精神生态的平衡机
制，更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灵活动而疏通这种循环渠道，进而促生、活化，以及丰富精神生态的健康
性生存结构，使其更加充裕，更加顺畅，更加具有诗意性，更加富有魅力。由此可见，在精神生态对人的
和谐且生态性的生存机理形成的作用中，生态文艺不仅是展示文艺本身的审美魅力，更在于积极地、最
大地为这种反思、解析及反馈性的生命能量充电，补充养料，提供策略与方法，以其最大的辐射精神生
态张力，使之能够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率。精神生态的张力也强化了精神生态的健康结构，从而形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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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场”的效应。
文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既然是具备了精神生活及精神生态运行的上述特点，也必将完善精神格式
塔的构造，这就要求生态文艺要力主最大化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精神需要的满
足也意味着物质与躯体性需要的满足，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的物质欲望及躯体需要的无节制，实际是
体现了精神需要及精神生活的困乏，抑或是精神需要难以满足而造成的。生态文艺要致力于满足人的
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需要，在激情涌动中提升人的生态性生存品位，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促合
精神生态的运行，
需要构建精神结构的整体有机性。由于文艺满足人的精神性需要是无法抛离现实的，
并且必然是以感性实在的形象来显现，但它又不是刻板、照相式的拷贝感性存在，也不是将生存体验始
终缠绕在感性躯体的快感享乐中，而是在虚实相间的条件下蕴聚精神审美能量，从而升华感性实在，用
以呈现人的生存魅力。艺术的精神性征还内存一种特定的本性，那就是逆向性、
反向性、警示性，甚至是
批判性，比如艺术个性、艺术自主性的展示本质上就不是随类的，或者不是顺向的，而在当下可能会被
人们视为是在另类状态中的艺术，但其总是在这逆向性中显示艺术的魅力。
生态文艺本身的精神体验性对当下人们对利益追逐的热望，对人类强势欲望的难以抵御现象的批
判性也表现了这种活动往往是带有逆向性，或者也属于一种另类性艺术存在。但它对生态现实的召唤，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所支出的特殊能量，以及对精神生态体验给定的特殊魅
力，或许是能够有效地畅扬这种逆向性及非线性、
无序性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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