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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加拿大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伦理学思想，
其中主要包括反对由“人类中心主义”导

致的人与动物斗争的不平等性、敬畏野生动物的生命、谴责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大肆杀戮野生动
。 全面解读加拿大文学中动物伦理学
物的行径以及为某些动物洗清千百年以来被冠以的“恶名”
思想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不仅能为我们解读动物文学的经典作品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能为我们
建构新型的生态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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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动物伦理学的源起与发展
早在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初期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也最大遥辛格在莫纳什大学任教期间便成立了野人类
生 物伦 理学 中心 冶渊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匀怎皂葬灶 月蚤燥藻贼澡蚤糟泽冤袁 他

一直野反对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工业化养殖动物遥他指

的波特教授在其论著叶生命伦理学院通往未来的桥

出袁 这两种行为是最残忍及最普通的物种歧视的体

梁曳中首次提出了野月蚤燥藻贼澡蚤糟泽冶这一概念袁拉开了生命

现袁 由此造成动物的痛苦在数量和程度上超过人类

伦理学研究的帷幕遥 到了 员怨苑愿 年袁美国肯尼迪伦理

物种歧视的任何其他形式遥冶咱员暂员怨苑缘 年袁他的作品叶动

书曳渊耘灶糟赠糟造燥责藻凿蚤葬 月蚤燥藻贼澡蚤糟泽冤袁该著作共有四卷袁对生

成了二十余种文字袁受到了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关注袁

学研究所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叶生命伦理学百科全

物解放曳渊粤灶蚤皂葬造 蕴蚤遭藻则葬贼蚤燥灶冤一书出版袁该作被 翻译

命伦理学的概念与意义进行了深入论述袁在该学科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保护动物的运动袁因此被誉为野动

的研究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遥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袁

物解放运动圣经冶遥 美国动物权利理论研究专家汤

野生命伦理学冶不断发展袁与医学尧生态学尧经济学尧法

姆窑雷根渊栽燥皂 砸藻早葬灶冤于 员怨愿猿 年 出版 了叶动 物权 利

不断扩展袁从而引申出了医学伦理学尧生态伦理学尧

动物与人类都视作生命的主体袁 呼吁人类给予动物

学等多门学科融合在了一起袁研究领域与思想内涵
经济伦理学尧法律伦理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遥 动物
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同属于生态伦理学的范畴袁它
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焦点袁试图缓和人

的理由曳渊栽澡藻 悦葬泽藻 枣燥则 粤灶蚤皂葬造 砸蚤早澡贼泽冤袁 他在书中将

应有的权利遥 此外袁德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维托斯窑
德吕舍尔渊灾蚤贼怎泽 月援阅则燥泽糟遭藻则冤也十分关注动物的生存
状态袁他野从社会学尧政治学尧伦理学尧生态学尧心理

与动物日益紧张的关系袁寻找和谐共生的途径与方

学尧 语言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于动物的行为进行了

法袁由此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遥 在动物伦理

深入思考遥 冶咱圆暂进入 圆员 世纪后袁人与动物的矛盾日益

学的研究领域袁由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窑辛格渊孕藻贼藻则
杂蚤灶早藻则冤提出的野动物解放论冶最受学界关注袁影响力

凸显遥由于人类的自私贪婪袁野生动物逐渐丧失了属
于它们的自然栖息地袁 不少物种永远地在世界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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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野伦理学突破物种的界

年袁史怀泽就提出了野敬畏生命冶的伦理哲学袁他认

限袁把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道德思考的主题袁已成必

为院野善就是保持生命尧促进生命袁使可发展的生命实

然之势遥 冶 动物伦理学主要是以研究人与动物关系

现其最高的价值遥 恶就是毁灭生命袁伤害生命袁压制

为主题袁旨在促使人类与其他动物生存变得更加和

生命的发展遥 这是必然的尧 普遍的尧 绝对的伦理原

谐与完善袁以此来彰显人性尊严袁延伸生命意义的哲

理遥 冶咱缘暂他野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袁认

咱猿暂

学遥 动物伦理学的源起与发展袁给许多濒临灭绝的
动物带来了福音袁为我们解读世界文学中的动物故
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袁也为我们建构生态和谐
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遥

二尧加拿大文学中动物
伦理学思想的流变与局限性
野加拿大独有的地貌特征使之与动物结下了不

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袁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袁

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遥 冶咱远暂实际上袁这种野敬畏动物
生命冶的道德伦理与西顿尧罗伯茨的动物伦理观不谋

而合遥如在叶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曳一书中袁西顿曾质
问自私的人类院野难道野生动物就没有道德或合法权
利钥 人又有什么理由让同类的生灵遭受如此漫长而
又可怕的痛苦钥 冶咱苑暂而罗伯茨也在叶野地的亲族曳中对
人类杀戮动物的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恶袁 他为这

解之缘袁动物故事的创作也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文

些动物生命的消逝而伤感遥 后期的动物故事作家莫

化形式遥 冶 加拿大拥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动物文学

厄特则运用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袁创作了著名的野生

写作大师袁在他们创作的经典动物故事中袁蕴含着丰

态纪实小说四部曲冶袁即叶鹿之民曳尧叶屠海曳尧叶与狼共

富的动物伦理学思想袁这些思想加深了他们作品的

度曳以及叶被捕杀的困鲸曳遥该系列作品被西南科技大

哲学内涵袁也折射出了他们超前的伦理价值观遥

学的刘捷教授等人翻译成中文袁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

渊一冤加拿大文学中动物伦理学思想流变考

出版遥莫厄特野在其动物故事的创作中继承并发展了

纵观加拿大文学史袁其中体现出的动物伦理学

西顿尧罗伯茨动物故事中耶敬畏生命爷的生命伦理思

思想主要包括院反对由野人类中心主义冶导致的人与

想遥 冶咱愿暂在叶鹿之民曳中袁作者通过访问加拿大北部的

咱源暂

动物斗争的不平等性尧敬畏野生动物的生命尧谴责为

伊哈尔缪特人袁 反映了这一群以驯鹿为生的爱斯基

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大肆杀戮野生动物的行径以及为

摩人的艰难处境遥 他们原本世代生活在冰天雪地的

某些动物洗清千百年以来被冠以的 野恶名冶遥 早在

世界袁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遥 然而袁因为由于大量唯

渊酝葬则早葬则藻贼 杂葬怎灶凿藻则泽冤就创作了动物故事叶美丽的乔曳袁

奏袁导致了族群人口的大量减少遥 当作者到访时袁该

离困境袁在新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遥 生动的故事情

因袁作者发现袁一切皆源自外来人类对于野生鹿的杀

员愿怨源 年 袁 加 拿 大 动 物 作 家 玛 格 丽 特窑桑 德 斯

利是图的商人的侵入袁 彻底地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节

其中描写了一只遭到主人虐待的狗历经艰险最终逃

族仅剩余 源园 人袁面临着灭绝的威胁遥 探寻其内在原

节随即打动了无数读者袁也使加拿大动物故事受到

戮袁他们的入侵打破了自然的和谐袁也切断了伊哈尔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遥 然而袁该作有意模仿美国

缪特人的生活来源袁导致了他们的悲剧遥面对这一残

作家安娜窑休厄尔的名作叶黑美人曳袁与杰克窑伦敦笔

酷的事实袁作者痛心不已袁他用文字记录下一切袁希

下的狗的故事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袁因此缺乏新意袁不

望有良知的人类能伸出援手袁 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精

能真正体现出加拿大动物文学的个性遥 西顿与罗伯

神以及对驯鹿与伊哈尔缪特人生命的敬畏遥小说叶屠

茨的动物故事开启了加拿大动物文学创作的崭新时

海曳堪称一部记录人类屠杀动物生命的血泪史袁它详

代袁他们用拟人的手法对野生动物的形象进行生动

尽地报道了人类对于北美洲大西洋海岸一带野生动

刻画袁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动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

物的大肆屠杀遥四五百年前袁这里的各种动物不计其

前袁为加拿大动物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袁巩固了加拿

数遥 然而随着商业性捕杀的加剧袁海鸟尧野牛尧白熊尧

大动物文学在世界动物文学中的地位遥 西顿的动物

狐狸尧狼等在许多地方绝迹袁鲸类遭到毁灭性打击袁

故事主要关注人类与动物斗争过程的描写袁聪明的

海象尧海豹等动物也遭受了灭顶之灾遥这是一场空前

动物与人类斗智斗勇袁但结局常以失败而告终袁它们

绝后的大屠杀袁 人类不断制造出新式武器来对付与

的一生总以悲剧落幕遥 罗伯茨的动物故事则注重自

之共同生存的其他生命形式遥 表面灿烂耀眼的商业

然景物的描写袁充满着和谐的快乐因子袁即使死亡降

繁华背后实则隐藏着无数动物的血肉袁 巨大财富的

临袁也不能打破宁静与祥和遥 尽管写作视角存在差

背后全是一具具动物白骨的堆砌遥 狼千百年来一直

异袁但西顿与罗伯茨都反对野人类中心主义冶并对人

遭受到人类世界的仇视袁成为了凶恶的代名词遥但事

类残杀野生动物的行为表现出了愤慨遥 早在 员怨员缘

实情况真的如此吗钥 殷国明在叶漫话狼文学曳一书中

第 员 期 总第 远远 期
20员缘 年 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圆怨窑

一针见血地指出院野因为人类拥有动物没有的虚构能

了动物的工业用途袁 从而忽略了人类食用动物的数

力袁可以随心所欲给自己所恶罗织罪名遥 冶 在叶与狼

量袁 而实际上人类每年食用的动物数量也是十分惊

情的真相袁还原出了狼真实的生存状态袁为狼洗清了

量的迫害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现象袁 有些甚至到

咱怨暂

共度曳中袁莫厄特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观察袁找出了事
冤屈遥 刘捷教授评价道院野叶与狼共度曳包含的特定价
值取向和巨大的涵盖量袁注定了它将成为不朽的动

人的遥 野现实生活中袁在吃尧穿尧用尧玩等方面袁存在大
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遥 冶咱员圆暂反思这些不足袁在丰衣足食
的今天袁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袁提倡素食主义袁减少

物文学经典遥 冶咱员园暂在叶被捕杀的困鲸曳的引言中袁莫厄

食用动物食品遥 保护动物袁是每一个地球人的责任袁

经典评述院野大自然的历史远远超过人类历史袁各种

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遥

特引用了亨利窑贝斯顿在叶最外面的房子曳中的一段

动物的进化程度更加完美遥 它们具有的敏锐感觉我
们已经退化或者从未获得遥 它们发出的某些声音我
们永远无法听到遥 它们与我们并非同辈兄弟袁也不

因为是动物陪伴着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袁 为人类

三尧加拿大文学中
动物伦理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我们之下遥 冶咱员员暂由此来表明自己对野生动物的敬

渊一冤 加拿大文学中动物伦理学思想的理论意义

畏袁谴责人类无视野生动物生命的可耻行为遥 在莫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袁也能为现实提供有益启示遥

厄特之后袁弗雷德窑博兹沃斯创作了叶最后的极北杓

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加拿大文学中蕴含

鹬曳袁续写了加拿大动物文学的传奇袁该作以一只雄

着丰富的动物伦理学思想袁 这些思想在当代仍然具

性极北杓鹬的经历为视角袁它为种族的日益减少而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遥 首先袁 倡导人类敬畏动物的生

难过袁于是决定寻找雌性极北杓鹬来繁衍后代遥 当

命袁因为我们只有对生命抱有敬畏之心袁世界才会在

它的理想几乎要实现之际袁人类的一颗子弹打死了

我们面前呈现出无限生机袁 人类也才能体会到生命

配偶袁将它重新带回到失望的境地遥 小说谴责了人

的高贵与美丽遥在这个星球上袁拥有生命光辉的也不

类的凶残袁对以北杓鹬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的未来表

仅仅只有人类袁也包括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动物袁比如

现出了极大的担忧袁显示出了作者同情动物的价值

勤劳的蚂蚁尧自由自在的小鸟尧忠诚的小狗等袁它们

伦理观遥

都是世界中不可缺少的精灵遥其次袁告诫人类不能因

渊二冤加拿大文学中动物伦理学思想的局限性

为贪图眼前利益便大肆杀戮野生动物袁 这样只能破

加拿大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伦理学思想袁

坏生态平衡袁不利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遥 最后袁我们

它为我们研究动物文学提供了许多经典的素材遥 然

要公正地对待动物袁 不能任由我们的主观臆断来看

而袁受到政治尧经济与历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袁加拿

待动物袁要客观尧公正尧平等地看待一切动物遥

大文学中的动物伦理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

渊二冤加拿大文学中动物伦理学思想的现实功效

身的局限性遥 首先袁加拿大动物文学作家对于动物

随着加拿大动物伦理学思想的不断发展袁 越来

的描写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性遥 如西顿在叶洛波袁喀

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遥 在今天

伦坡的大王曳中袁有一段对以洛波为首的狼群的描

的加拿大袁野对动物实施的暴行激起了不少道德 谴

述袁 其中写到袁野凡是老死的尧 有病的或不干净的动

责袁作为受害者的动物也引来无数的同情遥 冶咱员猿暂与此

物袁他们连碰都不肯碰一下遥 冶咱苑暂狼群的成员甚至时

同时袁在加拿大动物文学中伦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袁各

常杀死羊羔来取乐袁咬死猎物后连一口也不吃遥 而

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政策袁 禁止肆意屠杀珍稀野生动

在叶与狼共度曳中袁莫厄特笔下的狼则只捕猎老弱病

物遥如英国颁布了叶禁止虐待动物法令曳袁将保护动物

残的动物袁在追逐动物的过程中促进了物种的繁荣袁

的范围延伸至所有人类饲养的家禽和部分受囚禁的

而它们也与羊群和谐相处袁很少捕杀它们遥 矛盾性

野生动物遥 法国也通过了反虐待动物的法律袁 爱尔

的存在使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袁在一定

兰尧德国尧奥地利尧比利时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也相继

程度上削弱了作品中动物伦理学思想的公信度遥 其

跟随遥 至今袁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叶禁

次袁尽管几乎所有的动物故事作家都意识到人类给

止虐待动物法曳袁动物的生命价值已逐渐被法律所承

野生动物带来的灾难袁但他们仅仅停留在谴责的层

认遥 然而袁尽管法律明令禁止袁但屠杀虐待动物的事

面袁没有对此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袁这也使他们的动

件还是屡见不鲜遥如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园 日袁云南省森林

物伦理学思想具有空想性的特点遥 最后袁几乎所有
的加拿大动物故事作家将视角放在了野生动物身
上袁忽略了家养动物的悲惨境遇遥一些作家过分夸大

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走私贩卖虎皮等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制品案遥 该案共查获 猿猿缘 件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制品及标本袁包括孟加拉虎虎皮 猿 张袁孟加拉虎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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