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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米拉热巴道歌在藏族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贯穿藏族一些风俗生态观等多种优秀作品。此论文
从生态文学的视角来研究米拉热巴道歌对生态平衡的重要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通过
品味生态文学的自然性、整体性和融合性,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建美丽生态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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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arepa Daog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ibetan literary world, and runs through
many excellent works such as some Tibetan customs and ecological vi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ortant spirit of Milarepa Daoge to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tasting the naturalness, integrity and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can feel the important rol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jointly build a beautifu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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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和美学相应而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

工业革命兴起后人类生产方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社会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自

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开始大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工业

然科学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哲学学科,然

开发,资源开采,曾经一度的工业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

而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却

济增长,但无限开发自然资源导致了生态失衡。而文学作品对于

找到了特殊的结合点。生态美学就生长在这个结合点上。本文

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作用是很大的,美国著名作家所做的《寂静

所研究的米拉热巴道歌就是一种生态美学的文学作品。

的春天》一文揭示出环保的重要性。本文作者在学习藏族近代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

生态文学的过程中,意识到了米拉热巴道歌是个具有生态文学

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

特藏族文学色的藏文诗作,文章以生态文学的极视研究藏族近

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文学”的关键是“生态”。这个限定

代文学,以作品的整体价值为动机,尝试对藏族近代生态文学的

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不是这么简

审美进行初探。

单；而是指这类文学是“生态的”——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

1 相关概念

角的。在对数千年生态思想和数十年生态文学进行全面考察之

1.1米拉热巴道歌

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

米拉热巴道歌,是藏族著名高僧米拉热巴道歌的总集,分60

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

章,约500首诗歌。米拉热巴道歌内容大体可分三大类：一是讲

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

解宗教哲理,讲述佛学理论；二是咏叹世道人心,讲述人性复杂,

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抨击宗教上层的贪恋狡诈和虚伪做作；三是赞美自然景色和家

1.3诗歌与生态审美

乡绮丽的风光,讲述藏族自然、风土文化,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

生态诗歌的审美不同于传统的自然诗歌的审美,自然诗歌

价值。其形式对后世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1.2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

的题材可以从很多方面出发,比如歌颂母亲,歌颂伟人。而生态
诗歌则不同,其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上。生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态诗歌体现的是自然,体现的是生命和自然的消逝,悲悯之情。

自然本身的美的滋味,去感受树、鸟、猿猴、山水、植物从生态

往往从揭示自然的伤痛和诗意世界正在消失的悲剧开始,表现

整体利益出发的包容思想。任何自然的东西都有它自身的美,

诗人的忧伤和悲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把个体生命与自然

又有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定位,遵循自然规律是生态文学的重要

重新连接起来,进入相互密切关联的生态整体,实现主体间性审

精神。米拉热巴这首诗歌中,各种飞鸟鱼虫、山水花草在其各自

美,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万物互相依存、呼应的关系,唤起人对

的环境中,展现了一种和谐而愉快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和谐自然

自然整体的审美感觉、体验,以及对美好境界的想象力。

的美好,这首诗歌传递出的这样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被认为是

生态诗歌就这样进入并体验生命共同体中彼此联系、循环

这部作品所具有的一个生态价值。
“生态审美主要是原始生态事

不止、生生不息的存在状态。它让人重新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

物的审美,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自身美,在生态审美的目标上是

一员谦逊地走回曾失去的诗意栖居,使灵魂在生命万有中安顿,

第一位的”。作者从描述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美的角度。歌颂它们

疗治心灵的伤痛和疾患,而且沉浸于自然的神秘性,唤回久违的

的价值。

敬畏之心。

2.2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原则

2 米拉热巴道歌所体现的生态审美原则

生态文学不是为我们谋利益,而是要保护生态。生态文学号

如今,大气环境污染、河流干枯、生态失衡等一系列自然问

召着,对于一棵树来说是一个人的审美,必须按需设置在自己的

题,给人类造成了诸多伤害,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伤害必定会危及

环境中,而不是一味地进行生态保护。为了人的利益而改变林木

人类自身。如今随着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观念的深

生长环境,不符合欣赏某事物的美,保持其自然状态,重要的是

入人心,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被不断重申,并开始着手对其采取相

树立不计名利的观念。自然一旦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因为

应的保护措施。藏族自古就有着万物一体、尊重一切生命的传

人类自身感觉不到事物本身的美,使其有可能成为人自身需要

统生态观念,因此青藏高原荣获“最年轻的高原”和“最后的净

的美的标准,这是因为,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性生存,我们也

土”称号。

可以看到人类在生态中的地位。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笔者在学习藏族近代生态文学中,发现米拉热巴道歌具有

生态文学的任务也明白了。米拉热巴的诗句发出的白云和清澈,

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生态价值,因此文章主要从生态诗歌的生态

野植物树蜜蜂花鸟雀是构成生命共同体的一组有利于生态系统

审美的三方面原则对于米拉热巴道歌进行品鉴,同时希望在过

整体利益的物种。当作家看到一首浓缩在这些美中的诗歌时,

程中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体会文学和自然美学的结合,从而得出

也会看到一种美丽的画面。“一群健康的生物和动物要生存,关

诗歌对于自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键是要保持多样性。”对所有生命平等相待、赋予生存自由的藏

2.1生态审美的自然性原则

人,生态观是支撑生态平衡和精神升华的文化宝库,是遵循生态

米拉热巴的道歌是藏族文坛上占一定地位的作品。贯穿了

系统从整体利益出发的原则的文化瑰宝。正所谓“有利于生态

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米拉尊胜世间八法场之一布修行之行,证

系统和谐稳定,就是美丽；破坏康区整体的和谐稳定,是不美好

悟了各种歌爆发天人合一展现了一种生活情景,人是自然的一

的。”生态审美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效益为标准,在评价美“觉久

个组成部分,人和自然不可分割,二者是一个互相促进与发展的

宗穷处,普那拉赞岗噶尔山高,箭中有很多信徒。,后山被白旗遮

关系,隐含着一种重要的思想。在生态保护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

住了,前面想要丛林,低洼的草坪又大又宽,香气好莲花！六足神

天,尤其是在注重谈价值的问题上,看到吉米热巴说：
“外因叔叔

冰镇,池沼在河岸,鸭子回头看,茂盛之枝蜡,美丽的鸟群在歌唱,

婶婶应当将属于自己的财产抢去,为了对付被折磨的人,去学魔

乘风破浪地播种,断肢残肢端简单,高耸的树木顶,猿猴做各种

术。逼人犯罪为忏悔而努力修行。修证悟境界高等相有一种意

运动,蔚蓝草坪,脚本用牛马当饭吃,饲养牲畜。”读这首诗,给我

识,谁去不仅仅是动物,谁去是父母,谁去消除他们的痛苦,欲望

们一种自然的整体感,有一种“优雅的氛围”仿佛呈现在我们眼

以菩提心润湿心性,欣赏自然的美,所有的人们都尊敬他的朋友

前,这美丽的景象,自由自在的动物植物生长繁衍完全符合生态

和父母。”在思考这种人与自然,动物与生态的状态和演变过程

整体性原则。藏人藏民意识的深邃点就在于此,常年累月被佛教

中,难免会思考人生的价值,思考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自然对

经典所潜移默化所带来的朝圣感,以及美丽生态的原则。

于人类的作用。正如生态文学家卡森所说：“忘记自己,欣赏自

2.3生态审美的融合性原则

然美,是一种内在美。是一种心理疗法。君之所趋,主体和周围

“生态文学不仅有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的特色,而且有自己

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生态诗歌被认为是一

的美。在思辨和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独特之处。”文学家们抓

种深爱的生态文学论。正所谓“红岩下龙凤凰之县,上有南云不

住这一点,在生态文学的审美方面有独到之处,关于生态文学的

转,下有江清水没有中间凶猛,各种植物盆栽,树木摇曳,蜜蜂的

独特之处都有这种或那种说法,所有的说法概括起来就是三点

歌唱,花香馥郁。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好一个红岩跳隆纳,鸟

独特：
“生态审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生态审美的融

和鸟练习飞翔,猿猴也学了技术。训练各种动物跑马,我就不练

合性。”这三点前两项已经陈述过了,现在我们来描述其融合性。

就过硬本领。”这首“能表达至尊生态思想”的诗篇,是从内心

“生态审美”的融合性原则是在生态主义的交际观上进行的,

出发,无所顾虑的品味自然的魅力,而不是为了任何利益去欣赏

但是,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都是直接或间接的非常紧密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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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生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

3 结语

又说：“自然界中能够独立存在的事物,没有一个是”这个凝聚

通过本文的研究,本文得出生态文学具有生态审美的自然

生命的法则,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也需要得到约束。就会懂

性、整体性和融合性。米拉热巴道歌结合藏族自然的风景人文,

得它的本性。“偏僻的天峻县,南卡县的宫廷里,烟雾弥漫,底下

将生态与文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作品整体的生态价值,

出青色的河,背起红岩碧空,前面草坪花开,一边兽咆哮,一边雄

从而对生态文学的审美达到初步探索的地步,加深对于生态文

鹰翱翔,虚空中下其毛毛雨,蜜蜂经常会唱歌,猿猴轻操,云雀女

学作品的感悟,与此同时,加深人与自然的思考,也希望号召文

声多,母鸡在唱歌。”诗歌里展现了生态的整体性和美好,也同时

学作品研究部门、藏族文化传统研究部门、生态文学研究部门

展现了很多文学魅力,互相结合,交互交融,这里的学问真是不

等对于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推广和研究,起到促进社会大众思

可思议。米拉热巴尊者在人群繁忙的背后,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努

考的作用,早日实现美丽中国。

力修行时,会用力向自然鸟兽伸出手来,把各种鸟和动物当做自
己最真挚的伙伴。
“我被它们的喉头里举着的天籁之音所吸引。”
他说,“神韵动听的歌,在自然的怀抱中欢乐地唱遍生活的诗。
木头与自然相融合地欣赏自然的美”。“真正的诗人,在诗词中,
学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诗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
使得读者思考诗歌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引领人们对人与自然进
行思考,进一步感受人类和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生态文学的魅力
就在于此,不仅能够体现出文学价值,值得被很多学者学习,还
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价值,激励人们保护生态,维持生态本
身的特点。“生态性的生存决定人的生存,康巴家园与生命共同
体中的其他家族和睦相处我们形成一对一的关系。”人类为了自
己渐渐发现自己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核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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