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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赤道
酒店，我便放下行李，急不可待地去酒店下面
的海边散步。站在海边回望，酒店在有些陡峭
的山坡上，正因雾气弥漫而仿佛一座海市蜃
楼；此时的海湾，则因太阳刚刚从云层钻出而
披上了一层淡淡金光，现出迷人的静谧。我心
中十分惊喜，来参加“第二届俄罗斯太平洋文
学节”之前，我还有些忐忑，怀疑自己在文学
节上将要发言的主题《文学家：大自然的歌
者》是不是过于宏大。而此刻，我感到非常幸
运。现在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万物复荣的季节，
春回大地、繁花盛开的风光让我心温暖光明，
这大海边海鸥与人和谐相处的画面，让我感
觉正置身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无边无垠的
大自然中，是多么美好。当人们内心空虚甚
至伤痛不安时，往往会希望到大自然中去，
以平复情绪，抚平内心的伤痕。这说明大自
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学家们将人类与大
自然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表现出
来，使得大自然的意义生动形象，深入人心。
文学家对于大自然的歌唱，已经成为世界文
学之林中一片奇异的风景。

自然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主
题之一，俄罗斯自然文学作家灿若星辰，他们
的作品抚慰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心灵。在我的
记忆中，俄罗斯文学作品曾伴我度过文学创
作萌芽时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
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闪闪发光的
名字，照亮了我的少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
逝，俄罗斯自然文学又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
自然的热爱和回归。我长期栖居在城市。今天
的城市，黑夜如昼，繁花似锦，现代化程度越
来越高，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我却不知不
觉地陷入了浮躁，时常感到心灵有一种荒芜
与焦渴。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那是远离大
自然、呼吸不到真正的鲜活空气、精神茫然的

原因所致。我一方面对大自然有着越来越强
烈的向往，另一方面，对于大自然的感受能力
又在日益消减。是俄罗斯伟大的自然文学作
家们，他们的作品描写自然风光，寄幽思于自
然，将我拉回广袤的大自然中，让我感受到星
空、大地、海洋、湖泊、森林、草原与鲜花，以及
原始田野与村庄的宁静，感受到梦一般的纯
美。伟大的普利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林中
水滴》等作品中营造出的“我在自然之中，自
然在我之中”的意境，就曾深深打动我的心。
在中国，“天人合一”是古代哲人们崇尚的境
界，这种哲学思想一直滋养着中国的文人墨
客。东晋时代诗人陶渊明曾描绘出“世外桃
源”的美景，那是中国自然文学的典范。“世外
桃源”，采菊东篱、对酒当歌，就是人们所追求
的一种最悠然、最自由、最自然形态的理想生
活，大概也是俄罗斯文学中人与自然最为和
谐的境界，是普利什文“我在自然之中，自然
在我之中”的意境。

我从自然文学中汲取营养。对大自然的
向往，让我抓住一切可以离开水泥与钢筋建
造的楼房去大自然中游走的机会。这样的机
会大大激活了我的感受力与创作灵感。在创
作《广安门的春天来了》《武夷不高，众“仙”
云集》《椰子树的魅影》等作品时，我感到情
怀开阔。大自然带给我美的享受，更带给我
广泛的人文价值的思考。大自然关乎人类的
繁衍生息，关乎文明历史的进程，关乎文化
的繁荣。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大自然要保
全、要安宁，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的条件下完
成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
命题。为此，我更敬佩那些对破坏森林、掠夺
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等等毁坏地球环境、毁
坏文明进程的行为进行强烈抨击、抗议与斗
争的文学家，他们用自然界的美来对照社会
上的丑，在自然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中，又
凸现出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们是更深刻意

义上的大自然的歌者，是大自然的精神守护
者。如普利什文的作品，预见到高度发展的
科技毁坏的不仅是大自然，而且还会导致人
们精神、道德、审美情感的贫乏，饱含着对大
自然命运深深的忧虑，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
与理性之光。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冯骥才等，
他们在描写大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大力倡导
社会要加强对大自然的保护。当大自然不再
遭受破坏，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世界
将变得更加美丽。

一阵海风吹来，将我从漫漫思绪中拂醒。
海面上出现了点点帆船，海水轻轻荡漾，而鸥
鸟依然在翔戏。我对即将开幕的文学节充满了
期待，我甚至庆幸我选择了自然文学的主题。

俄罗斯和中国，地理上，有着漫长的边境
接壤线；风貌上，都是遍布森林和草原、山川
与河流，生态景观美丽迷人；文学艺术上，彼
此辉映，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当然，在文学方
面，俄罗斯自然文学的光芒值得我们中国作
家深深致敬，也因此，中国在引进外国文学作
品时，俄罗斯自然文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已深知俄罗斯
自然文学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我将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去学习、感悟，在今后的文学创作
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
思考，创作出属于中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到那
时，我会更加自信地和俄罗斯的作家同行们
探讨文学的话题，共同为促进俄罗斯和中国、
和世界文学的交流与繁荣而努力。我相信随
着文学节一年比一年办得有影响，远东地区
的文学会越来越繁荣，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
城市会因为文学节而闪闪发光。

我爱美丽的大自然，我爱中国，我爱世
界上一切文明美好的国家和人民。我祝愿未
来的世界如我们所愿，在人类文明更替中，
大自然依然美丽，人与自然相互亲近、共生
共荣。而我们文学家，依然能够保持敏感而
多情、高贵而谦逊的心灵，做大自然永远的
歌者、永远的守护者！

（王子君，新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世界华文媒体》编
委，已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各
类作品14部，现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
学总监）

文学家：大自然的歌者
王子君

邵阳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袁光宇 实
习生 钱依萱） 5月28日下午，由邵阳市文联和
新华书店邵阳分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三课堂”第八
场在湘中图书城开讲，邵阳学院文学院教授胡克
森以《道教、梅山教与梅山文化》为题，分享了他退
休6年以来关于梅山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胡克森生于洞口县，自幼在梅山文化的熏陶
中成长。1989 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史学硕士学位
后，他转而醉心于邵阳本土文化的研究，尤其对古
老的梅山文化情有独钟，曾获邵阳学院首届“科研
十佳标兵”称号和邵阳市首届“优秀社会科学专
家”称号。2013年退休后，胡克森依然在梅山文
化等邵阳本土文化研究上笔耕不辍。

道教和梅山教分别形成于什么时期？它们二
者之间有何关系？梅山教与梅山文化又有何渊
源？这些问题在学界素有争议。胡克森用自己的
研究成果证明：道教形成于东汉桓灵时期，梅山教
形成于唐朝末年；梅山教不是道教的一个分支，而
是由瑶族创立的一种民族宗教；梅山文化既是一
种信仰文化，也是一种民俗文化，它们的核心都是
梅山教。

胡克森教授的观点引来现场一片争议，但他
的一个观点引起了在场所有观众的强烈共鸣：“无
论是梅山教，还是梅山文化，都讲究敬畏自然，有
节制性地利用自然。这正契合当前我们推崇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作为生活在梅
山文化核心区的邵阳人民，一定要在保护和优化
自然环境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胡克森教授分享

梅山文化最新研究成果

邵阳日报5月30日讯 （通讯员 何俊良）
5月25日，邵东县作家协会组织骨干会员30多人，
来到闻名遐迩的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邵东
县火厂坪镇木林新村开展创作采风活动。

上午9时，采风团一行驱车来到水秀山清的
木林新村，参观了解了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成
果，听取了村支部书记张寿根的经验介绍。采风
团成员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大家畅所欲言，盛赞
木林新村在打造魅力乡村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纷
纷表示要用各种文艺形式，讴歌木林新村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邵东作家走进木林新村创作采风

萧伟群
喜雪霁湖山，九院春回，谁

识得昭阳八景；
听经吟殿阁，三湘独领，君

请来老子千言。
朱振宙

佘山雪洗风磨，电切雷劈，炼
就仙身道骨，傲立昭陵生紫气；

华构雕龙画凤，翘角飞檐，妆
成圣殿琼楼，敢牵明月照禅心。

钟九胜
眼里若唯钱，纵恢宏殿宇，

还生浊气；
心中如有道，便喧闹街衢，

亦远嚣尘。
段吉宏

天地之元，神明之本；
虚无之乐，造化之根。

颜鸿
登山问道，逢佘湖雪霁，三

百里春城描画里；
倚阁邀杯，览邵水舟移，五

千年浦月落樽前。
萧凤菊

湖山有约，一岭相通，仙隐
于斯缘普渡；

禅意无欺，九龙合抱，道明
在此仗修行。

王爱武
湖山在目，世事于心，登高

信步云深，问道人间无妄处；
鸟语怡情，花香扑鼻，溯远

凝神月近，嚣尘殿外有缘中。
王丽君

苍崖百尺千秋雪；
宝地双清四野春。

黎祜银
圣地长随庙宇奇，邀来大任

题诗，泰芝得道；
俗尘难掩佘湖美，俘获千林

润墨，万壑生姿。
曾专文

道教道，教化人伦从正道
心归心，归依天地守初心。

杨自重
紫气东来，一脉湖山开胜境；
青牛西去，千秋钟鼓遏行云。

李强
道观九重，来此地天人合一；
佘湖极顶，是何时雪霁开初。

雷忠
山不在高，有圣谕遗篇，仙

风道气，足可流传百世；
水安期静，看云烟共举，雪

浪齐飞，何妨直下千寻。

谭水松
借佘山春暖，弹铗飞觞，胜

境何曾留俗客：
慕吕祖签灵，正冠问道，仙

丹可否赎尘心。
张千山

玉润佘山彰道盛；
清涵邵水蔚文昌。

张正清
此佘湖源自彼佘湖，大美舆

图，大中地鼎，山川日月千秋秀；
新宝庆远超旧宝庆，凭其慧

眼，凭这军魂，今古人文一脉承。
邹宗德

玉相庄严，佘湖紫气来函谷；
清音缭绕，衡岳丹霞泊邵阳。

刘宝田
太极和融生玉树；
渣污涤荡立风标。

张先军
道归何处？所欣天地一城，

城中一观；
我至其间，恍觐神仙三岛，

岛上三清。
胡贵程

诗意相随，风情可掬，笑向
佘湖吟雪霁；

俗心难了，道法当循，闲从

玉观悟玄机。
陈建湘

佘湖山上，阆苑瑶台，法雨
三清，香云缭绕九重院；

邵水河旁，灵官宝殿，玄门
八卦，福地添增十载春。

李文林
修本心修，莫管山林中街市里；
道源常道，无非侍亲孝待人仁。

李海河
宫殿重新，灵气所钟，声名

已播无穷处；
湖山欲往，至诚而感，雪霁

常迎向善人。
马 军

识璞修真，庄生三百语；
立身悟道，老子五千言。

刘助长
事理无常，用葫芦装宇宙，

道高龙虎伏；
言行有法，将意念贯初终，

德硕鬼神钦。
欧阳飞跃

玉 洁 冰 清 ，湖 山 千 里 飞
云鹤；

书 香 法 慧 ，风 月 一 壶 蕴
道心。

彭端祥
玉宇琼楼，德润千秋胜地；
清风明月，道通万古玄门。

尹国忠
双江交汇融和气；
九殿环围住道心。

袁通杰
玉镶金殿呈祥瑞，
清洗尘心报泰康。

罗寿庭
玉宇华宫弘道法，
清风正气炼丹心。

杨环旖
不为虚名蒙慧眼；
多从道学探玄机。

周志明
携来云气成仙气；
拂去尘心仗道心。

袁连华
道典藏三千世界；
湖山隐一代高功。

袁邦纯
佘湖古迹，记述泰芝修道史；
宫观真仙，匡扶天下尚仁人。

刘芙花
湖山景美，雪霁尤为著；
圣殿神明，心诚最是灵。

（邹宗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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