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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
湖南作家研究中心

2018年， 湖南小说创作对现实关
怀的强度不减， 着力表现时代与个体、
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勾连，展示新时代风
貌，关注现代性焦虑，呼唤理想人格，体
现湖南当代文学传统与原创力。

长篇小说深度介入现实生活，对时
代更迭、城乡空间、历史文化等多方面
进行了探索，呈现纷繁世象下的心灵嬗
变。何顿《幸福街》立足于时代写实和历
史思索，叙写新中国成立后小镇两代人
的命运遭际，全景式展现生活细部和人
物心理变迁。残雪《赤脚医生》记叙几位
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 建构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超现实主义笔法下
凸显人文关怀。彭东明《坪上村传》书写
家族史和村庄史，于历史、写实、传奇、
审美等多角度复活乡村诗意，同时注入
现代性反思。潘年英《解梦花》讲述少数
民族少年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西南土
著文化的衰颓融合为一，反映当代人精
神无依的状态， 碎片化叙事中孕蓄思
辨。楚荷《江城民谣》以内化的平民视角
讲述普通工人的命运沉浮，揭示时代变
迁中昔日主人翁的精神震荡，底层经验
书写渗入本土文化元素。彭海燕《第一
信号》 叙述消防战士成长为英雄的事
迹， 揭示火灾背后纠缠交织的罪与罚、
善与恶， 于灾难深处探寻人性光辉。杨
华方《红色第一家》讲述毛泽东和亲人
们的优良家风，世俗人伦与家国大爱水
乳交融， 史料发掘与文学想象有机结
合。曹青《金纸鸢》叙述银行人在市场环
境下的奋斗历程，于生活化语言中点明
社会的逐利趋向，挖掘义利交缠中平凡
人物的纯良品质。舒中民《天堂钥匙》以
疑似“中蛊”的民警命运展开探案过程，
戏剧化情节引人入胜， 又凸现人性隐
情。吴刘维《午夜课》讲述一起连环案背
后的动机， 在欲望叙事下勘测人心，追
索生存本相。胡小平《蜕变》以企业债务

纠纷为主线呈现世态百相，批判市场失
信乱象，寄寓理想化人格。还有王天明
《浴火重生》、赵俊辉《美人书》、李述文
《金梯门》、唐诗《美西螈》、朱彩辉《铁
鞋》等或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彰显湖
湘文化精神。

中短篇小说关注不同时代境遇中
人物的生存状态，表达对美善世界的渴
求，同时不回避对社会弊端与人性缺失
的揭露和鞭笞。马笑泉《宗师的死亡方
式》借武侠小说的外壳，讲述太师祖一
门日渐衰落的故事， 隐含着传统精神
气节日渐退化的无奈。王苍芳《嫦娥奔
月》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多重世
界的转换造就故事的诡谲。姜贻斌《杀
牛记》将特殊时代里人与水牛的温情、
人与人的挤压对比叙述， 以人与动物
的情谊对照人性的迷失。万宁《躺在山
上看星星》揭示、探析婚姻关系中的女
性生存困境。少一《电视机有鬼》真实
再现官商场域生态， 肯定底层民众的
纯良品性。阿满《黑色星辰》聚焦人物
的内心世界，追溯人性突变的根源。陈
夏雨《傩戏》以荒诞手法揭示民间信仰
的现代异化。唐吉虎《最后刹车》讲述
进城务工者面对诱惑时从动心到最终
刹车的过程， 表现普通人身上朴素的
人性之善。

小小说以人文关怀观照现实，以犀
利文笔探触生活。聂鑫森《玉须帘》传达
了回归自然、崇尚质朴的追求。戴希《儿
女》等呈现多样创作风格，从多角度刻
画人物性格与精神。邓建华《特殊动员
会》写企业主以讲故事动员捐款，弘扬
大爱中蕴藏人生辩证法。王祉璎《失恋
的代价》以职场秘书“失恋”为线索，展
现官本位下个体的精神迷失。简媛《家
园》则以女性人物表现传统侠义血性精
神。宋梅花《姚倌儿?赶仗狗》讲述了人
与动物的友爱和谐。

2018年湖南省诗歌创作稳健发展
中有亮点。 诗集出版达30余部，在《人
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名刊发表作品
800多首，相比去年呈增长态势，组诗、
长诗发表增多。 从题材看，大致可分为
乡土、社会、个体经验三个维度。

乡土与地理的写作。 梁尔源《在文
成观瀑布》以自然风物映现日渐苍老的
内心，展现生命的韧性。《菩萨》显现神
性的宁静与对祖母的记忆的感伤。刘年
《念青唐古拉山》 对藏区神山展开诗学
观照，有洁净而空灵的蕴藉之美。 法卡
山《在坡月村》以蒙太奇方式讲述爱情
故事，具有原始的粗粝质地。梁书正《村
路》描写乡村的敬畏、寂静和希望，平静
中略显忧伤与乡愁。陈惠芳《老司城》礼
赞古城遗址，语言苍劲优美而富历史厚
重感。宾歌《在洛夫故居》与远逝的洛夫
及其文本意象直接对话，带有悼念的感
伤。舒丹丹《古都的寂》营造出幽玄静寂
之氛围。李春龙《旧洗脸布》将年岁的增
长与乡村物象变动诗意地联系起来，阐
发对时间的深沉明悟。 陈群洲《蓝莓的
味道》观照自然，在对蓝莓意象的升格
中阐发个人的生命之思。 唐益红《群山
如父》抒写自然的父性力量，具有感应
式的哲学内蕴。肖水《正一街》以故乡郴
州为背景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向度。胡游
《过敏》阐发内心的乡愁，平实却情深意
长。

观照社会现实的写作。 张战《云与
男孩》以孩子的天真笔触书写家庭的温
暖关系与对世界的奇异感受，充满诗性
幻想。罗鹿鸣《长沙南站》歌颂新时代交
通变化，气象豪迈雄宕。起伦《雷场开设
在雷公岭》 展现军人风姿与家国忠情，
语辞开阔雄浑。 方雪梅《母亲，军中玫

瑰》书写年轻母亲形象，语调铿锵而蕴
怀家国情深。 王馨梓《香樟路528号》用
看似平缓的语调刻画特定的人与景物，
在深处蕴含严肃的悲哀。 李立《春天的
遗言》由一个农民工的自杀事件侧面反
映了他们的生存处境。 左手《捡废料的
人》以童年经验叙述在工厂捡废料的人
们，有金属的冰冷感与单调而重复的声
音。田人《春暖花开》以春天景象为切入
口，平淡却有力地揭露了当下农村的空
心化现象。贺予飞《火星镇》呈现发展较
为滞后城镇的封闭状态。康雪《出嫁后》
写出嫁后与父母间突然出现的疏离感，
敏锐感知生活；其《纪念品》以隐含的动
作暗示个人的思念与幽微情绪。

情感与个人经验的写作。 严彬《生
活之谜》凭借智性想象，在广阔历史结
构中完成生命之思；《所有我未说出的》
借助生活日常与诗意想象托出对妻子
的情意。吴昕孺《梦想国》建构诗人的乌
托邦世界。 梦天岚《灵物简史·石头》围
绕石头意象指涉当下的精神危机，展开
对物质时代的诗意对抗。 玉珍《不知其
名的神性》对自我展开观照，有着一种
神启式的灵悟意味。 蒋志武《在开阔之
地》细致阐发了沉思状态时的自我直感。
张翔武《来客》以颇具动感的叙事传递个
人体验。 杨震《我有一个人的江山》袒露
对一个人的风景的精神餍足与自我内心
的坚韧。 陈旭明《把真相搬到现场》表达
自我孤独感及对诗的坚守，蕴蓄痛感。康
承佳《旧东西》表现对旧物的迷恋与时间
的领受。 边志高《与岁月对饮》书写了对
生活的瞬间直感及与时间的和解， 语句
松快却有精神气度。 卜寸丹《幻想之物》
对诗与想象的关系做了元诗式的书写，
透现巫女般的灵动与清逸。

3.�散文创作
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褪去前几年文化大散文的说

理化，退守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体验，有向深微处开
掘倾向，整体风格趋于平稳。 张雪云散文集入选“21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

聚焦精神世界，探寻心灵成长。 沈念《艽野里》《演出》
关注边缘人小人物，细摹人物神情动作，反映精神病患者
的悲剧命运，揭示酒吧女的自我沉沦和救赎。 邓跃东《白
夜》讲述少年“青春秘事”，阐释一念之间善恶天壤之别；其
《无字碑上的字》用回忆的方式塑造军人形象。

感知历史地理，抒发理趣哲思。王跃文《去浦市》叙写
湘西古镇的“前世今生”，寻幽探胜中抒发对历史、时代和
地域文化的感怀。 奉荣梅《寂寞寇公楼》再现北宋宰相寇
准颠沛坎坷的人生历程，富有文化意蕴。 孟大鸣《一条船
上的句号》用去符号化的情感书写晚年杜甫形象。张雄文
《白帝，赤帝》有文采、有情感、有温度，再现白帝城的前世
今生。 龙宁英《大山里更大的山是万山》聚焦万山地区的
旧貌与新颜、悲苦和安乐。石绍河《最爱庸城花木深》超越
单纯的花木状物， 上升到融会贯通、 谈古说今的开阔境
界。谢德才《行走桑植》叙写地方风土人情，折射出原汁原
味的乡土气息。 曾野《大地上的家乡》以深圳为背景聚焦
众生，写出人与人、人与大地的剥离与关联。彭晓玲《一河
清水》深入浏阳河的人文书写与人生记忆。

根植日常生活，审视世事人情。刘克邦《董师傅》写旅
途中与的士司机的交集，体现人性真朴。徐秋良《翻阅时光
里的珍藏》追溯与故交的情谊，文笔雅致简洁。 秦羽墨《住
在红尘深处》从日常生活横向展开时间之维，呈现市井原
貌。 袁道一《银双路上》在市井的喧嚣奔突中走向自省。 余
旦钦《鱼事》回忆童年捉鱼趣事，一如遥远的牧歌。 管弦《有
凤来仪》以古籍诗词映衬出植物的灵性和文化内涵。

4. 报告文学创作
2018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更趋成熟。 时代故事、先进

人物、红色历史仍是不变的传统主题，传记人物写作取得
可喜成绩，科技民生领域纪实别开生面。 纪红建《乡村国
是》扎实生动地再现了扶贫攻坚伟大历史壮举，获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实现了湖南报告文学在该奖上零的突破。

改革时代和人物是重要主题。 徐文伟《报春花》从经
济、农业、生态、文化等方面全面记录湖南改革人物和改革
成果。 刘子华《梦回长江》全景式描述了江边小垸的人们让
出生存家园退垸还湖的历史事件，赞扬人民群众的爱国情
怀。《湖南报告文学》杂志连续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
品专辑，忠实记录时代，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湘巨变。

传记写作取得可喜成果。 出版“中国追梦者”系列
4部：余艳《追梦密码》、王杏芬《大漠游侠》、王丽君《深山

“候鸟”》与何宇红《珊瑚卫士》，述写四位不同领域科学
家的故事和崇高精神，颇具励志作用。 袁杰伟《随园流
韵———袁枚传》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人物刻画
立体丰富。

红色历史写作仍受作家关注。 余艳《守望初心》书写
党和人民血肉相连、 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和深厚感情。
胡厚春的《井冈英魂：宋乔生传》以纪实笔触生动叙写先
烈宋乔生光辉的一生。

5.�儿童文学创作
2018年湖南儿童文学锐意开拓，以多种体裁、多元

主题、多样艺术的创作实践，有力突破了儿童文学的类
型化局限，实现了又一年的遍地花开。

坚守乡土本色，书写别样乡愁。 牧铃《南方的牧歌》
回顾自己的牧场岁月， 展现了自然赋予成长的无穷力
量。 周伟《看见的日子》以饱蘸深情之笔抒写家乡风物，
物意相融、余味悠长。 邓湘子《阳光瀑布》讲述儿时的成
长经历，匠心裁剪，情真意切。 肖学文的短篇小说《四脚
鱼见过吗》从城乡对比的视角描写现代乡村风景及儿童
的成长状态。

以现实主义姿态表达温情的人文关怀。 阮梅《向着
光亮成长》交织失足儿童自述与采访手记，讲述生命的
真相与初心。 陶永灿《洞子塘》以一个丧女故事讴歌母
爱，表现乡村人性纯朴。 陈静《去看好外婆》塑造了勤劳
慈爱的外婆形象，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陈浠墨《奔跑的
光影》讲述了一位严师对爱徒的谆谆教诲，人物语言见
出性格。 卓列兵《狩猎奇遇》讲述母赤狐的护子故事，表
现儿童与动物的情感共振。 毛云尔《杨梅酒》以乡村特产
牵引出乡村儿童的留守经历与情感诉求。《植物之眼》展
现了草木自我认可的生活态度。

儿童幻想文学持续创新，在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
都做了有益探索。 汤素兰《南村传奇》采用故事套故事的
创新结构，加入民间神话传奇元素，为读者再现了一场
桃源寻踪。 谢乐军《森林国幽默童话》系列建构了奇特的
梦幻森林王国，歌颂真善美，呼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方先义《河神的誓约》采取纵向式的宏大叙事，展现人物
群像间的恩怨情仇。 周静《豆老爷》让糖、豆腐脑、驴产生
荒诞风趣的情节碰撞，叙述无拘无束却又自成一体。 龙
向梅《山谷里的回声妖》以纯正的童话思维、纯熟的幻想
叙事讲述了爱与奉献的故事。 王琼华“天宫迷城系列”将
科幻、魔幻、探秘、历险融于正邪博弈的故事之中，展现
新一代少年儿童精神风貌。

2018年湖南网络文学创作以社
会担当彰显时代精神， 重点发力现
实题材，玄幻、仙侠、历史、军事亦多
面开花，流浪的军刀、丁墨、吉祥夜
的作品入选“2018中国网络小说排
行榜”“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
品”推介名单。

聚焦现实题材， 产生了一批接
地气的作品。 蔡晋《医门宗师》以专
业理论和硬核技能向人们揭开中医
科学的面纱。不信天上掉馅饼《刑警
荣耀》讲述基层警察勇破大案、力擒
悍匪的精彩故事。 洛小阳《三尸语》
通过地方匠术、 灵异事件呈现匠门
众人的千年传奇。 丁墨《挚野》将音
乐筑梦与爱情圆梦结合， 表现当代
青年的执着与坚守。曾紫若《我们终
将刀枪不入》 讲述了一名当代女性
挫败中的成长史。唐以莫《盛少撩妻
100式》讲述霸道总裁误遇女主角一
见钟情的故事。 安如好的《铜婚》讲
述3对夫妻携手度过7年之痒， 直击

婚姻痛点。
玄幻、仙侠题

材热度不减，用正
能量书写热血传
奇。 罗霸道《星际涅槃》讲述宇宙飞船
迫降蛮荒星球， 文明与野蛮冲突，想
象与文笔俱佳。 一梦黄粱《兔子必须
死》以轻松搞笑的文风呈现别样的仙
侠世界。 尤前《师父又掉线了》讲述各
色人等在异世界的笑闹之旅，融幽默
爆笑元素于仙侠之中。 温宠儿《天妃
白若：花开可缓缓归矣》讲述穿越十
足的三世虐恋情缘。

历史、 军事题材在宏阔视野中
谱写家国赞歌。贼眉鼠眼《贞观大闲
人》以大唐贞观年间为背景述说家
国天下儿女情长。 风卷红旗《永不
解密》讲述了军情机构在群众支持
下与敌特斗智斗勇的动人故事。 流
浪的军刀《血火流殇》记录了为拯
救国家危亡用生命谱写的忠诚史
诗。

省作家协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改进作
风，积极作为，文学事业和作协工
作取得了新成绩。

《湖南省作家协会深化改革方
案》稳步推进。毛泽东文学院新布
置开放湖南文学史展，进一步明确
其“四个中心”的定位。《湖南文学》
推出一批优秀作品，注重培养文学
新人，在全国文学界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小溪流》杂志社理顺管理关
系。省作协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开启“文学照亮三湘”大讲
堂， 让文学走进基层； 成功举办
“2018两岸青年文学营”、第十四届
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活动，对外文
学交流进一步增强；持续推进“梦
圆2020” 主题文学创作和征文活
动；与《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联合举办“40年来家国”征文活动，
协助组织中国作协湘西采风活动。

文学组织工作和作品推介工
作有序开展。推荐25名省作协会员
加入中国作协，21位作家到中国作
家创作基地参加文学交流活动，4
名青年作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51

名文学骨干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
业务培训。发展126名省作协会员，
签约25名作家。 奖励发表作品171
人次，确定20个省重点扶持作品选
题、6个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和
3个湖湘历史文化名人长篇小说选
题， 推荐3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
持项目。 举办了沈从文研究国际
学术论坛、周立波诞辰110周年文
学研讨会、 报告文学《守望初心》
研讨会、长篇小说《幸福街》研讨
会等； 成功组织第一期湖南省高
级作家研讨班、 第十七期中青年
作家研讨班、 第七期新疆作家班、
第七期专题文学（散文） 研讨班。
各文学学会进一拓展渠道、 延伸
手臂，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
动， 进一步繁荣了湖南文学创作，
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文学服务。

湖南文学评论以广角对接文学
创作现场，思考文学的价值与走向。
理论批评既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
活水，又推动了本土文学的发展。

理论批评关注文学生存与发
展。赵炎秋《文字和文学中的具象与
思想》、刘长华《现当代文学中的“身
世恨”书写》、卓今《“公共阐释论”术
语、 概念的构成及发展》《当代乌托
邦小说的叙事困境》 等从个人写作
与批评经验出发， 探讨作家处理现
实的正确方式， 考察中国主体现代
性构建，宏观与微观视角并存。欧阳
友权《2017年网络文学回眸》《网络
文学：驰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蓝海》
《网络文学的述史之辨》等展现了网
络文学在时代变革下的发展道路，
思考网络文学“入史”难题，体现思
辨色彩。

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新视野。
阎真《路遥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
的》、肖百容《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
传统的阐释》、易彬《论荷兰文版鲁
迅作品的传播与接收研究》《汇校视
域下穆旦晚年诗歌研究》、 杨经建、

王蕾《汪曾祺和母语写作之三》
等论文拓展了传统作家的研究
视域，带动了经典作家的理论研
究。 吴正锋《凌宇先生访谈录》全
方位展现前辈学者的艺术感知
与学术品格。

文本解读助推文学原创， 以学
理演绎本土作家作品。聂茂“中国经
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 书系（七
卷） 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文化
记忆、生命寻根、文本特征、审美态
势等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阐释。
章罗生《“史传创作” 的价值与意
义》《世俗社会的人性考察与文化
批判》体现中国文学整体视野的评
论格局，余三定《从各方面揭示评
论对象的突出特色》考察邓宏顺作
品评论集的理论意义，张建安《游
戏精神的现代阐发者》述评谢乐军
童话在朴实中透出幽默，《湘西意
象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诠释》阐释彭
学明散文的湘西诗性精神，袁姣素
《构建原乡图景抵达诗意远方》透
析龚曙光散文宏大叙事背后的文学
性与人文性。

2018年， 湖南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致力于现
实经验、时代精神与文学原创品格的融
合。现实主义创作获长足发展，以小说
为主体， 各门类文学作品异彩纷呈，艺
术创新有所进步；现实题材创作成绩突
出，历史文化题材有了深层开掘。小说
在中国经验的深细表达中展示写实能

力与探索性，诗歌在乡土、社会、个体等
维度上同步展开诗性和现实关怀，散文
在状物、记人、咏怀中体现日常维度和
精神深度，报告文学在新时代全景式反
映中凸现鲜活的人物与民生细节，儿童
文学在幻想文学体式上加入现实关怀
与散文的乡愁，网络文学呈现出聚焦现
实与强化正能量的好趋向，文学评论在
史料发掘和问题阐发中体现中国美学
标准，文学事业工作在深化改革中取得
新成效。

1.�小说创作

2.�诗歌创作

6. 网络文学创作

7.�文学评论

8.�文学事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