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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平

我的父母生活在海南。 从湖南娄底
到海南五指山，路程有上千公里，如今，
父母已是耄耋之年， 根本无力自己回湖
南了。 父母祖籍湘乡，上世纪60年代，父
亲参军复员后， 分配到海南农垦拓荒种
橡胶，一呆就是50余年。 年轻时，父母回
趟湖南实属不易， 每隔几年才能探一次
家，那时生活拮据，跑一趟的路费都要从
牙缝里省几年。

作为在湖南教书的长子， 对父母亲
人的思念常压抑心中。 因每年带毕业班，
工作压力大，教学赶进度、复习、改卷几
乎成为我生活的全部，长期劳累，身体也
出现症状，落下职业病，我根本无暇顾及
父母，偶尔的电话问候，也远水解不了近
渴。 父母没柴烧，不能帮劈柴；灯具坏，不
能换灯泡；生病住院，不能帮送饭……那
种焦虑的感受只有自己才有深切体会。
电话那头的父母，则报喜不报忧，总是说
他们都好， 嘱咐我们不要挂记， 干好工
作，保养身体。

早些年， 当老师的我即使有寒暑假
也很难去海南探一次家。 寒假遇上春运，
车站人山人海，票价翻倍涨，假期短，屁
股还没坐热，年未散就要分离，那种滋味
真叫人难以忍受。 父母一把鼻涕一把泪
地送我们上车的情景 ， 至今记忆犹
新。 暑假气温高，时间虽充裕，但旅途的
劳顿十分辛苦。 说透了，还是手头紧，不
敢买卧铺票， 在火车上宁愿拖儿带崽
吃点面包饼干， 也不愿花20元钱吃盒米
饭，就这样稀里糊涂熬两天一夜，赶到五
指山，与家人相见。 孩子念中学，妻子又
遭遇下岗失业，我那点可怜工资，恨不得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全家人一直咬牙坚持
着。 探望父母，成为我的一个梦。

近五年，多亏国家政策好，妻子已办
理了退休手续，可以腾出时间持家。 省里
还下发文件关心农村教师，促进均衡教育
有序发展，当地政府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不断提高老师工资福利待遇，对农村
教龄满30年的老教师， 职称评定追加9%
的指标，发放乡镇教龄补贴；同时，我的孩
子大学毕业已就业……多重利好，让我这
样的农村教师如同吃了定心丸，收入有了
增加，家庭经济得到明显改善，手中的票
子也宽松许多。

如今，去琼探亲已是“说走就走”的旅
行。不但寒暑假可去海南，即使是五一、国
庆的假期，都成了可供出行的日子。 孩子
在网上预订机票，从长沙登机2小时左右
可抵三亚，全程经历几小时就可与亲人见
面， 省却了坐汽车或火车硬座的长途煎
熬，更没了春运前往火车站排长队购票的
场景；航空机票还常打折，价位适合老百
姓。 我不禁为国家交通的迅速变化感到
高兴。路多了，车多了，可供选择的出行方
式也多了。

老人们始终不愿回乡生活，怕冬天的
寒冷。在五指山市，每临冬季，来了许多操
外地口音的“候鸟”，北方人尤甚。 他们在
那儿置业购房，开春时又回北方去。 我们
做晚辈的又何必强人所难，非得让老人回
乡养老哩。 自己多去探望就是。

从湖南到海南，曾经“千山路远”，单
程跑一趟都需一个礼拜，现在飞机、高铁、
私家车浓缩了时间，家里人也改变了消费
观念，消费得起，愿意消费。 同事常对我
说，请我当向导，去我的第二故乡看看。一
种自豪感不时在心底升腾。

被鲜花包围的日子

探家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9月19日，“梦圆2020” 文学征文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省作协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省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刘云，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主
席王跃文，湖南日报编委金中基，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出席并回答记
者提问。

“‘人心齐，泰山移。 ’打赢脱贫攻坚
战，文学不能缺席，作家不能缺席。 ”省作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认为，该
活动旨在支持广大作家投身三湘四水扶
贫开发一线， 创作一批反映湖南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优秀作品，以文学的方式
见证并记录这一伟大事业。

身体力行推动“文学扶贫”

取名“梦圆2020”，有何深意？
中国梦，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

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 习近平总
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其核心目标概括为“两个一百
年”，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对于湖南来说， 脱贫攻坚是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当下我省广大
干部群众正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
三湘大地千百年来的贫困顽疾发起攻坚
拔寨的冲刺，作家们也不甘人后，奋笔直
追。主办方透露，此次文学征文活动取名

“梦圆2020”，即是展望2020年我国实现
全面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
斗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

现场有记者提问， 为何要以文学征
文的形式开展这项脱贫攻坚活动? 主办
方解释称， 征文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参
与性，能发动广大湘籍作家关注、参与以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创作，身
体力行地投入到我省的扶贫工作中来，
推进文学扶贫进程。

多管齐下确保“高质量”

为保证此次征文活动产生高质量的
作品，主办方出台了相应措施。

据了解，此次征文的门槛较高，规定
参评作品（长篇小说、 长篇报告文学除
外） 必须为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
的作品 ；同时，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
学创作实行签约作家制， 由毛泽东文学
院签约20名作家， 并提供2万元扶持资
金。

为何要实行签约作家制？
“签约作家制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优

秀作家的参与， 更好地保证高质量文学
作品的产生。 ”现场，省作协党组副书记、
主席王跃文说， 签约作家需要具备几个
条件，首先必须保证政治合格，有坚定的
政治立场； 其次， 要具有一定的创作实
力；签约之后，签约作家必须在约定时间
内完成并提供反映我省精准扶贫、 精准
脱贫的长篇小说、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文
本。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云表示，

省文联将与省作协联合组织召开各市州
文联、作协负责人协调会，发动各市州作
家积极参与， 并对作家的创作予以支
持，在《创作与评论》开设专版，并策划
举行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三年行动计
划。

集结发力，助推“梦圆2020”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文学》、湖南日
报《湘江周刊》、《创作与评论》《芙蓉》《小
溪流》 等文学报刊园地将为此次征文活
动开设专栏，刊发优秀作品。作者可随时
向这些专栏投稿， 由专栏编辑发现并刊
发优秀来稿， 既增加了作者们的投稿刊
发机会， 也便于组委会征集到质量上乘
的优秀作品。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将设‘梦圆
2020’专栏，主要刊登围绕我省脱贫攻
坚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 体裁主要是散
文、诗歌，也将适当选发优秀的报告文学
作品或小小说，以及脱贫攻坚主题图书、
作品的评论。 ” 湖南日报编委金中基表
示， 除了适时向社会公布年度入围作家
作品， 对获奖作品及相关情况进行宣传
报道， 同时也将组织报道力量深入脱贫
攻坚一线，大力宣传我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伟大实践， 报道全省人民奋力奔
小康的新成就新变化。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鼓
励我省广大作家多出精品力作， 同时表
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将全力支持“梦圆
2020”征文活动，出资结集出版此次征
文的获奖作品。

一、活动宗旨
通过征集优秀的富有浓郁时代特

色和生活气息的文学作品，展示湖南脱
贫攻坚的感人事迹，表现人们努力奔向
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精神，激发全省人
民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活动内容
（一）征文活动
1、作品内容 :反映湖南加快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步伐、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伟大实践的文学作品。

2、作品体裁：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
说 、诗 歌 （必 须 是 长 诗 或 者 100行 以
上的组诗 ） 、散文 、报告文学 、儿童文
学均可。 以上体裁均含网络作家所创作
的作品。

3、 参赛作者须保证对作品享有完
整版权，参评作品（长篇小说、长篇报告
文学除外） 为2017年9月后在省级以上
报刊、杂志发表的作品，长篇小说、长篇
报告文学提供创作文本参评。

（二）签约作家
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实行

签约作家制， 由毛泽东文学院签约，约
20名作家。 签约作家必须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较高的政治素
养；具有一定创作实绩，在国内公开发

行的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作品不少于
10万字，或公开出版的有影响力的作品
不少于2部。 征文活动办公室为签约作
家提供2万元扶持资金。

三、相关活动安排
1、 为配合此次征文活动，《湖南文

学》、 湖南日报 《湘江周刊》《创作与评
论》《芙蓉》《小溪流》等文学报刊将开设
征文专栏，专发除长篇小说 、长篇报告
文学外的参评作品。

2、本次征文两年内完成，分两个阶
段 。 第一阶段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
月，第二阶段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10
月；征文活动办公室分年度对参评作品
进行评比，对年度入围作品进行社会公
示。

3、第二次年度评审结束后，将对年
度入围作品进行分类评奖，评出一、二、
三等奖。

4、 所有获奖作品由中南出版传媒
集团结集出版，形成系列丛书。

四、奖项设置及奖金
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 散文、诗

歌、长篇报告文学、中短篇报告文学、儿
童文学各门类均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3个。 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
学一等奖奖金人民币2万元， 二等奖1.5
万元，三等奖1万元。 中短篇小说、散文、

诗歌、中短篇报告文学 、儿童文学一等
奖奖金人民币1万元，二等奖0.8万元，三
等奖0.5万元。

五、参与方式
（一）征文报送
本次征文采取个人直接投稿的方

式，即日起投稿，第一阶段截稿日期为
2018年10月31日，第二阶段截稿日期为
2019年10月31日。 征文投稿均以样书、
样刊或文本的形式寄送湖南省 “梦圆
2020”主题文学征文活动办公室征文收
集组。 同时发电子稿至：qiuju0827@126.
com

地址： 长沙市岳麓大道186号湖南
省作家协会 邮编 ：410013 联系人 ：
贺 秋 菊 联 系 电 话 ：0731 -82180068
13907494687

（二）签约作家报名
符合条件的作家于2017年12月31

日前提交申请材料和写作选题。
地址：
长沙市岳麓大道186号毛泽东文学院
邮编：410013
联系人：谢宗玉
联系电话：
0731-88920028 13974821664
“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办公室

2017年9月19日

打赢脱贫攻坚战，
文学不能缺席

———“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新闻发布会侧记

“梦圆2020”文学征文启事

何宇红

说起我们家这五年的变化， 那就是
鲜花的入侵。

我们家住在雷锋曾经开过拖拉机的
团山湖。 这里， 鲜花盛开在村庄， 盛开
在田野， 盛开在路旁， 鲜花也盛开在我
家。

翻看五年前的照片， 矮旧的平房周
围除了几棵大树就没有什么别的颜色，
而现在的照片里， 则是一栋二层的小别
墅被花团锦簇包围起来。 确实， 今天走
进我们家， 就是走进了一个花花世界。

楼下的凉亭被花包围了。 几盆茉莉
花分列两旁； 铜钱草站在一个弃之不用
的猪槽里； 金钱草则低调地站在凉亭的
柱子旁边； 文竹很高兴这里的主人没有
修剪她的枝丫， 让她放开手脚顺着柱子
往上依偎； 米兰在窗台上高唱“老师窗
前有一盆米兰” ……

客厅里的花以兰花为主， 君子兰优
雅地站在电视柜上， 窗台上爬着几盆调
皮的吊兰， 地板上是各种开花的和不开
花的兰草； 楼上的阳台则是多肉的世
界， 千佛手、 观音莲、 翡翠珠、 宝石
花， 都粉嘟嘟肥嫩嫩的， 就像胖嘟嘟肉
乎乎的侄女； 屋角随处可见绿萝垂蔓。

屋前屋后都是花。 公鸡在鸡冠花里
散步， 小鸟在木槿花上梳妆 ， 栀子花
在水边照镜， 菊花躺在桂花 树 下 静
待秋天 ， 月季花和玫瑰花总爱媲美，
还有不知名的格桑花填充了无数泥土的
缝隙……

种花的始作俑者是我那已经从讲台
上退休12年的老妈。 妈妈将退休后的余
热献给了“带孙事业”， 2012年， 随着
孙子孙女读书上幼儿园， 妈妈总算大功
告成， 转型从事“养花事业”。 碎土、
积肥、 买花盆、 寻找花种， 研究种花的
书， 妈妈乐此不疲。 渐渐地， 家里的凉
亭前多了一个忙碌的身影， 家里也多了
几分芬芳和颜色。

看着妈妈忙碌的背影， 爸爸在一旁
说：“你妈做姑娘的
时候就喜欢花，可那
时候我和你妈整天
想着赚钱养活你们

三姐弟， 哪里像今天这样有钱有闲来养
花啰！ ”听了爸爸的话，我们恍然大悟中
明白了老太太还深藏着一颗爱花的少女
心。

妈妈的种花事业得到了我和妹妹、
弟媳的支持， 看到好看的花盆就往家里
搬， 看到别人家好看的品种就去问出处，
妈妈也千方百计丰富花的品种。 有一次，
妈妈去外地参观美丽乡村示范区， 回家
时， 她神秘兮兮地从袋子里拿出两根花
苗子： “好看吧？ 示范区的人给我两根
海棠花苗， 说可以插活呢。” 于是， 两年
以后， 家里的海棠花发了五大盆， 后来
发了一大片。

爸爸是老赤脚医生， 家里来看病的
人都称赞这些花， 爸爸的脸上有光， 便
不时为家里的种花事业出力。 有次出诊
挖了两根绣球花苗欢天喜地回家。 他喜
欢种一些可以入药的花草， 如金银花、
天麻、 益母草、 海金沙， 有时候干脆掰
下一些送给病人。

吃了晚饭，全家人围着这些花转。 海
棠又要分家了；栀子花快谢了正好摘了可
以炒韭菜；茉莉花开了，剪枝后会接着开；
牵牛花要搭一根棍子让它们爬上窗台去；
三角梅要浇水了，这花不干不浇，浇则要
透。 我们一边劳动一边听老妈絮絮叨叨，
其乐融融。 做这些事儿一点也不累，都忙
完了， 看着这些美丽的花儿 心花也绽放
起来了。 好多时候，我透过夕阳看见妈妈
沾着汗水和霞光的脸红扑扑的，好像不是
68岁，而是18岁！

近年来， 大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了， 精神审美需求也随之在提升。 这五
年来， 我们家的花花世界吸引了很多人，
大家也跟着种花养草 。 邻居大嫂说 ：
“家里现在啥也不缺了， 连小车也有了，
就缺这些高雅的花花草草。” 左邻右舍的
人一边赞美一边瓜分花苗， 妈妈毫不吝
啬， 美好的东西分享才会快乐啊！ 就这
样， 花儿越来越多， 全村人都爱上种花
养草。 2017年我们村成了全省美丽乡村
示范村， 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是它的重要
特色。

被鲜花包围的日子就这样美好地延
伸着， 相信未来的日子就像
花儿一样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