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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湖南文学年度发展报告
湖南作家研究中心

2017年， 湖南广大文学工作者以创作精品
为本位， 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 的创作理念 ，
立足湖南文化和文学传统， 拓展文学视野和打
磨作品内质， 在现实题材书写和文学原创力提
升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在文学领域很好地践行
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

想， 以丰厚精湛之作参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大合唱， 参与湖南 “文化强省” 进程。 小说
在现实描摹中增强了人文元素和现代品格， 诗
歌丰富拓展了主题与技艺的边界， 散文将个体
思想光芒伸触到生命意义， 报告文学从普通人
视角表现家国情怀与社会介入， 儿童文学在成

长叙述中取法中华历史文化资源， 网络文学在
类型化主体中体现精品意识运思， 文学评论本
土作家作品推介力度加大 。 题材择取更为宽
广， 思想表达更具人文关怀， 生活经验更显精
微， 艺术探索更为开放， 整体出现向沉潜和深
远处进发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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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关注当下中国人生存现实

2017年， 湖南小说创作仍然体现当下和历史、
世俗与超越、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张力，深入表达
中国经验，刻画中华传统文化人格，注目于当下中国
人的生存现实。在写实主体上加强现代主义涵化，艺
术上更为成熟和丰赡。

长篇小说致力于日常生活细描、 时代史诗勾勒
和地方文化深描， 走向沉实的细节雕镂和沉湎式心
灵探索。马笑泉《迷城》从故事中间开始叙述，以一桩
悬案线索延展为完整的小城人文景观， 刻画儒家文
化人格，于冷峻政治生态中时有人性闪耀。 沈念《岛
上离歌》 讲述少年跟随父亲在洞庭湖小岛完成成人
礼， 呈现湖区新鲜经验， 营造庄严和悲凉的精神之
境。 远人《预感》讲述小城职员与艺术家的戏剧化情
节与情感纠葛， 体现艺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及灵魂
感召意义，叙述干净利落。陈夏雨《凤囚凰》讲述两代
人的爱情与创业，涵容民间元素和古老生命活力，于
谐趣性叙述中传出物质时代的精神追索。 赵竹青
《漂》 叙述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同学迥异而交叉的人
生，反映义与利、传统与现代纠缠分化的社会现实，
揭示当代社会变迁中精神的漂流无根状态。 曾理
《荷鹤图》 以传奇笔法讲叙一代湘商的传奇人生，
以个体化叙述联结近代史料和行业经验， 绣画作为
核心意象融合传统、 爱情与时代。 舒中民 《非常市
长》 以市长履新事件为镜， 照出世相百态， 探求灵
魂是否附着信仰的差异。 骆晓戈 《山那边的橡树
林》 以女知青群像点映出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怀
念、 忏悔等多种情愫与岭南地理人文交织， 文笔纤
细深郁。 刘大程 《袁崇焕》 还原历史人物形象， 擦
亮幽暗历史事件和细节， 掺入文史钩沉和文化反
思。 曹志辉 《女歌》 讲述瑶村女书传人的当代命
运， 从女书再现延至女性关怀。 袁姣素 《我是一个
兵》 讲述航空兵从军与转业的故事， 在军人精神阐
发中蕴含人的命运思考。 陈茂智 《金窝窝 银窝窝》
展示瑶族苦难的迁徙历史和当代遭迹， 具史诗性和
生活全景反映。

中短篇小说关注社会典型问题， 用文学文本揭
示社会文化症候， 思考生存意义。 何立伟短篇小说
《昔有少年》 以少年视角重述文革时生活及美的破
碎，以温婉的诗性叙事揭示主旨，带着静水流深的哲
理韵味。 姜贻斌中篇小说《水井头记事》讲述旧街上
老派手艺人的故事， 在变的时代钟情不变和安定的
东西，行文质朴洗练。陶少鸿短篇小说《大雪》讲述一
个家庭的内部矛盾与情感纠葛，明暗线双重交织，思
索现代物欲与精神突围。 万宁中篇小说《南情北爱》
讲述革命时代离乡重组婚姻的群体及其后代的情感
命运，表现红色记忆的日常生活之维；中篇小说《朋
友圈·同学群》以两个高中同学群为纽带，展示现代
社会众生相。赵燕飞短篇小说《等待阿尔法》以“一地
鸡毛”式的琐碎叙事，讲述一个女人的救赎和等待，
呈现宽阔的意义空间。于怀岸中篇小说《朝着斯德哥
尔摩飞奔》追踪文学青年成长历程，层层深入解剖现
实，质感细腻。徐秋良短篇小说《欢欢喜喜过大年》从
农民工返乡过年切入， 将无关联的两个故事交错铺
陈，在温暖与冷漠交集中完成审美营构。柴画中篇小
说《狼烟》以精微细节展示平凡人的艰难经历和坚忍
精神。 卢应江短篇小说《星星和霓虹》讲述两代人对
城市恐惧或沉溺的态度， 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进行
理性审视。

小小说创作触及诚信、忠孝、道德、廉政等正能
量命题，由生活相抵达人性与命运，体现短小精悍、
鞭策入里的文体风格。 戴希《这个故事我不吐不快》
和《太阳》通过温暖人心的小故事歌颂人性力量。 伍
中正《裸奔》于喧哗中蕴含恳切的人文关怀；《那个眼
睛有病的人》塑造了一个“达则兼济天下”、温和善良
的男人形象。 黄标《好主意》选取“拔草”事件讽刺部
分公务员阳奉阴违、怕苦怕劳的惰性。 王祉璎《失恋
的代价》勾勒了一个聪颖机智的新时代公务员形象。
海蠡《白陶盘》以文物为意象串联现世故事，承载深
沉的家国情怀。

诗歌：
主题呈现丰富性， 技艺体现

复杂性

2017年，湖南诗歌发展势头强劲，在国家级刊
物发表作品二百余首，数量增幅较大。举办各类诗歌

沙龙活动一百多场次，参与诗歌活动者上万人次。写
作主题呈现丰富性，技艺体现复杂性，在乡土文化、
生命诗学、个体情感方面深入书写。

乡土世界的抒怀。 皇泯《山羊》表达了对乡土生
活的向往与赞颂， 李田田的组诗《很多情不知道来
由》以孩子视角表现湘西乡寨的快乐、安谧和哀伤。
铎木组诗《湘黔古道》抒发对边境地理人文的怀幽思
古之情，唐陈鹏组诗《木桶村的雷》呈现山区孩童的
生命活力，蕴怀痛感。罗鹿鸣组诗《出行交响曲》以长
沙出行方式今昔对比歌颂新时代城乡变迁， 气象雄
浑。周明组诗《给日子打个补丁》揭示城市化、生产集
束化背景下乡土的衰颓现状。李春龙组诗《有个伴》、
杨仲原组诗《夜幕低垂时， 他的眉头长出一个小山
包》深入刻画了留守老人的孤独心境。

生存状态的体察。 聂沛组诗《邻家小院》通过描
摹个体生活事相表达生命意义体悟。 卜寸丹组诗《7
路车》 借日常体验表现存在的虚幻与变形。 谈雅丽
《小叙事》对现代的速度、重复与单面性做了俏皮的
反叛。 邓朝晖组诗《银杏客栈》在语言绵密展开中抵
达“超验”与彼岸世界。 谭克修组诗《水声》深入探讨
存在与死亡关系。康雪组诗《雏菊与紫薇》围绕时间、
爱情与存在形式展开生命的迷思。蒋三立组诗《景中
的虚幻》表达了温润而深沉的生活感悟。蒋志武组诗
《栖身在虚无的枝头上》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哲
学省思。 宋志刚组诗《春天辞》体现语言与生命哲思
的精妙融合。 贺予飞组诗《一棵树让我回头》表达了
对生命本体的独特感受。

个体情感的浸润。 谭仲池 《十月的歌》 以激昂
的韵律歌唱新时代的壮美图景， 抒情深婉明澈。 梁
尔源组诗 《返回春天的路》 以单纯的意象书写本真
深致的乡愁， 词语简远。 刘起伦 《最高处的漫步》
对祖国航天事业进行诗化叙述与赞颂， 格局宏阔。
玉珍组诗 《看不见的事物》 抒发个人情思与生命体
验， 语言渗透性强。 马迟迟 《与父书》 展现父子间
的温厚情感， 熊芳组诗 《月光辽阔》 表现爱情发生
错位时的孤独心境， 湘小妃组诗 《静水微澜》 描写
恋人之间的美好状态与微妙感受， 王馨梓组诗 《街
头》 富有青春的张扬与韧性。

散文：
发掘社会历史内涵和人生意义

2017年，湖南散文整体格局取得一定突破。 发
掘社会历史内涵和人生意义，闪烁个体思想光芒，增
加了创作氛围的厚重感， 表达上亦有创新和沉潜探
索。

悟读历史。 刘晓平《史诗六章》抚触朝代更迭中
沉积下来的山河古镇， 使人文地理得到复活；《遥远
的故土》直面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时代症候问题。谢
德才《时光中的鱼鳞寨》在捡拾人物事迹中揭示现代
化进程中村庄的命运；《林中小木屋》记录游记见闻，
充满淳朴生活向往。

观测人生。 刘克邦《贵人》以写实笔法再现传统
人物神韵，表现不忘本心的感恩精神。凌鹰《窗外》以
思绪为中心展现生活的无意识；《在原地远行》 巧妙
使用独白与联想，向内寻找自我。 李颖《河流上的黄
昏》制造文字的新奇感和意境的陌生化；《待业青年》
以实写虚，在虚实结合中凸显文本意义。 袁道一《总
有微光》在关注他人与回忆自我中完成主旨表达。刘
诚龙《春冬一锅烩》将普通菜肴写得趣味横生，生活
气息十足。

乡情叙事。 孟大鸣《双众十七队》批判工业文
明对农耕文明的吞噬。 王芳《边界》以父亲为叙事
引子唤醒爱恨纠葛的故乡情结。 秦羽墨《生日花》
写儿时的独特吃食，散发着泥土的馨香。《风中有
声》蕴藉深长，揭示湘南村庄人们的命运。 管弦《生
生不息》 将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融入植物的生命
荣衰；《啊，毒草》以反向审美的形式传达出对生活
的热爱。

民族表达。 谢宗玉《青稞谣》以青稞为媒深入藏
民的信仰与魂灵，谱写一曲藏民族史诗。熊幽《烧龙》
将湘西传统民俗烧龙的全过程描写得波澜叠起。 龙
章辉《进山遇到神》将神秘的梅山神传说与冷峻的现
实思考交错。 陶永喜《穿过岁月的弹孔》通过追怀父
亲歌颂保家卫国精神；《古道风烈》 走进沧桑岁月中
的湘黔古道，生动再现中蕴含痛惋。

报告文学：
体现家国情怀与社会介入

2017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初步形成自己的定

位与特征。选题集中在红色历史、社会热点、民生、军
事科技等领域，体现家国情怀与社会介入，既有大历
史背景，也有小人物声音。

纪实文体与革命传奇交相辉映。 余艳《守望初
心》讲述了湘鄂西苏区英勇忠贞的“红嫂”故事，对后
方女性的关注角度独特， 文采斐然；《家园万岁》《追
梦秘码》《院士何继善》 系列作品发掘院士成长之路
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呈现科学家人文情怀，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 纪红建《乡村国是》展示了扶贫工作
取得的伟大功绩及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 伸展到移
民、环境、教育与文化，写作视野开阔多维；《雕刻人
生》《仰望沙棘》写平凡人的超越精神。 韩生学《中国
“失独”家庭调查》全面反映失独家庭，记录了失独家
庭的悲苦， 呼吁国家计生政策的变革；《中国剩男剩
女调查》 则对中国高龄单身人群的婚恋问题进行观
照，看到背后隐忧。 龚盛辉《中国超算“银河”“天河”
的故事》展现了我国超级计算机发展历程，刻画了具
有爱国精神的科学家群像。王杏芬《青春·缪伯英》介
绍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同志， 纪实中加入传奇
和文学想象，张扬湖湘血性与民族精神。

胡启明《生命的礼物———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纪
实》、李万军《因为信仰》、欧阳伟《竹埠港警事》系列
短篇、何宇红《生长的土地》、谢枚琼《醉牛山的春
天》、高汉武《互联网+“饭”———一名调查记者和他的
“免费午餐”》、王成均等《红军村里的后人们》大都书
写平凡英雄的不凡人生，风格质朴，感人至深。

儿童文学：
以传神之笔演绎中国故事

2017年，湖南儿童文学创作成绩斐然，集中涌
现一批优秀短篇和长篇作品， 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创作源头活水，以传神之笔演绎中国故事，描绘潇湘
风情。 李少白、周静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钩沉历史，开采童年。汤素兰《阿莲》带领读者重
遇童年的自己，打开善与美的记忆。 邓湘子《打赤脚
的童年》以“赤脚”的童年解放儿童的天性。谢乐军的
魔术老虎智慧童话讲述纯真奇妙的交往故事。 陶永
灿《芭蕉寨少年》以悬疑推理解开战争疑云，展现瑶
乡魅力。 谢长华《雪峰豺》以动物的生命走向照见抗
战的峥嵘岁月，彰显梅山风骨。毛涤敏《记忆中的树》
以一棵树的荣枯象征一段友情的起落。彭世民《秋叶
飘零》 以弟弟过继的悲剧抨击落后宗法礼教。 游军
《风从洞庭来》以散文化的笔调讲述对故乡的出走与
回归。

观照当下，守护成长。牧铃《斗牛铁青》通过从斗
牛到耕牛的回归礼赞生命，反思人性。 阮梅《亲爱的
女儿》以绵密温暖的母爱为底色，凸显上辈成长之路
的启示。毛云尔《细雨淋湿的花朵》以花寄情，以花喻
人；《生活中的一些来信》构思新巧，将生活哲思高度
凝结在信笺等物件。 曹阿娣《爸爸是英雄》将目光投
向先天不足儿童的成长与蜕变，凸显教育意义。刘柠
柠《十五岁的月亮》讲述如月亮般温柔、沉静、全然付
出的父爱。 张继忠《我与李白喝过酒》以天才儿童遭
受误解直指当下教育生态的弊端。

取道传统，焕发新意。周静《鸡蛋骑上自行车》以
感性文字讲述马戏团小丑寻找热情的历程，《慢慢》
昭示慢的艺术。 龙章辉《歌乡传奇》讲述湘西南山寨
传奇故事，语言干净纯美。宋庆莲《宝丫头的米》表达
对自然生灵的关怀和对原生生活的眷恋。方先义《土
地神的盟约》 以古典雅致的文风讲述民间神灵与人
一道捍卫家园。 刘青鹏《巫德堡大冒险》据两性心理
特性将知识解谜和魔法幻想巧妙融合。龙向梅《寻找
蓝色风》以“追寻”主题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苏巧
新《松果风云》以奇幻冒险之旅打响了童话世界的蓝
天保卫战。

网络文学：
加强“精品意识”和“高峰意识”

2017年，湖南网络文学玄幻仙侠类和言情类主
力稳健，都市、奇幻、历史、军事类异军突起，在类型
化主体中加入“精品意识”和“高峰意识”。

玄幻仙侠类型热度不减。 磨剑少爷《西游：决战
花果山》描绘了一幅新西游图卷，脑洞新特，热血恢
弘。 极品妖孽《绝世战魂》以主人公对残酷世界的抗
争为主线，写世间百态与人生百味。蔡晋《傲天弃少》
从弃子崛起的故事出发，以爽文写仙侠，布局宏大。
叶天南《仙师无敌》以都市生活为起点，展现奇幻的
武侠修真图景。 妖夜《不死武尊》《不灭龙帝》记录落
魄少年的成长之路，以激昂笔调营构一场玄幻盛宴。

二目《放开那个女巫》在穿越中将科技与奇幻结合，
充满新意与正能量。

甜宠文占据言情榜首。 半弯弯《霸道帝少惹不
得》讲述富家女沦为灰姑娘的故事，在曲折情节中刻
画爱情的美好。莫颜汐《娇软军师，嫁给朕》开启一段
女子执笔谋江山的传奇大戏， 暗含女强内核。 亦辰
《头条婚约》写调包千金的错位人生，在完美逆袭中
收获跌宕爱情。 白子洛《1号霸宠：总裁老公》写少女
与总裁的爱情，布局紧密，高潮迭起。浅茶浅绿《全世
界都不如你》以细腻文笔写复杂都市的真挚情感。

集合多元网络元素。愤怒的香蕉《赘婿》集商战、
军事、架空历史等众多元素于一身。 流浪的军刀《极
限拯救》以纪实笔法描绘强大祖国和勇敢军人。罗霸
道《铠甲少年》在华夏少年的成长故事中加入地球文
明、宇宙文明元素。直上青云《为国而战的女特种兵》
抒写当代青年爱国、护国、卫国的热血情怀。

也有向传统文学致敬的作品。天下尘埃的《你的
长发》 展现革命老区客家女百年生活历程及精神内
核；《帝凤欢巢》讲述江山美人的古典爱情。

文学评论：
增强介入文学现场深广度

2017年， 湖南文学评论与创作建立良性互动，
增强介入文学现场的广度和深度，善用批评的权利，
强化批评的文体意识，做出了有效的阐释和推介。

植根文本的精耕细读成为亮色。唐丽伟、季水河
《男性气质的危机与建构———以欧茨小说<奇境>为
例》、卓今《站在不远处看待危险的自身———张翎的
新长篇〈流年物语〉分析》、龙永干《王跃文官场叙事
中权力的伦理形态》等，不论是新作批评，还是旧典
重释，从身份构建、叙事学、主题等不同维度对文本
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与精到的拆解。

现象捕捉、理论研究深度推进。 赵炎秋《阐释边
界的确定与开放》、聂茂《新时期文学丰富并发展了
世界文学》、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
献整理的若干问题》等兼具文学史视阈与问题意识，
阐释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
体的“谜面”与“谜底”》《网络文学热的“冷”思考》、欧
阳斌《网络文学要回归文学初心》、晏杰雄《类型化与
主流化的复调共鸣》等揭示网络文学的新成绩、新情
况与新趋势，对网络文学发展均具参照意义。

湖南作家作品推介力度明显增强。 张炯、雷达、
何建明、李一鸣、徐可、余三定、龚旭东、娄成、刘长
华、张建安等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
等报刊对湖南作家作品给予精到解读， 推介本土文
学，引导良性发展。

文学工作：
以出精品出人才为重点

省作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出精品出人才为重点，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

作协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出台《湖南省作家协会
深化改革方案》，推动在全省形成上下联动、资源共
享、经费单列、专人负责的文学组织工作机制。 举行

“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推进“湖湘历史文化名
人长篇小说创作规划”。 组织“作家看创新开放新
邵阳” 大型文学采风活动。 在常德、 怀化等地建立

“湖南省文学创作示范基地”。 启动湖南文学史展，
湖南现当代文学馆藏品、 资料不断丰富完善。 《湖
南文学》《小溪流》、 湖南作家网继续高质量办刊办
网，发挥本土文学平台作用。 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
小说学会、文学评论学会先后成立，文学社团增至
9个，各学会积极开展文学活动，拓展了服务作家的
渠道。

作家作品推介全面提升。 推荐28名省作协会员
加入中国作协、 8名青年作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
发展省作协会员176名， 建立签约作家制度。 奖励
发表作品171人次， 确定24个省重点扶持作品选题，
6个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推荐7部作品入选中
国作协扶持项目、 3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
入生活项目。 成功举办第十六期湖南中青年作
家班 、 第六期新疆作家班 、 湖南青年网络作家
培训班、 报告文学作家研讨班、 中国作协会员湖南
省培训班。 先后组织召开周静童话世界、 纪红建
《乡村国是》、 陶少鸿 《百年不孤》、 余红 《从未走
远》 等研讨会， 产生一批评论成果， 在国内文学界
反响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