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湖南省作协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推进作协深化改革任务落实，
培养文学人才，繁荣文学创作，各项工作
稳中有进。

完善平台建设，加强作家培训和文
学交流，为文学人才发展拓宽空间。省作
协成功召开省第七次青年作家创作会
议、省作协八届四次全委会，举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朗诵
会”“文学名家讲堂”等公益讲座，组织

“作家看常德七十年巨变”“更有清流是
汨罗”等文学采风活动，持续推进“梦圆
2020”主题文学征文活动等。毛泽东文学
院完成《湖南文学发展史》布展和《当代
湖湘文艺人物资料中心》整理工作，举办
省第十八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第八期
新疆作家班、第二期作家高级研讨班等。

积极推优荐新，加大作品扶持和研
究力度，推动文学精品生产。省作协推荐
12 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
项目（含少数民族类）、5部入选 2019年

度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1 部入
选 2018 年度“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9人加入中国作协，发展省作协新会员
62 名。确定 20 个省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选题、6个定点深入生活项目、10个湖南
现实题材长篇创作工程选题、8个“庆祝
建党 100 周年”创作专项，新建文学创
作示范基地 2 个。举办长篇小说《幸福
街》研讨会、何立伟文学创作研讨会、长
篇小说《坪上村传》审读会等。联合出版

《2019年湖南文学蓝皮书》。

八、文学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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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湖南广大文学工
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为指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文学原创品格融合，将
当代中国发展经验汇入民族新
史诗书写，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现代激活与叙事阐发，湘楚文
化的灵性得以彰显，本土现代

主义探索进入世界文学场域。
全方位讲述脱贫攻坚故事，成
为现实主义写作亮点；反映当
下生存状态，与创新表述，是各
体文学创作的重点。小说在生活
质料发掘中呈现时代与人、地域
与生命之间的关联，诗歌从单向
度抒情进入到生命、文化和地理
的多维叙事，散文在童年记忆、
乡土回望与现代性体验中重述

个体的心灵史，报告文学在时代
重大题材写实中表达中国精神
与锐利之思，儿童文学在童话营
构、成长叙事中映显时代面影与
人文意蕴，网络文学以多样审美
风格、现实主义品格刷新类型文
体辨识度，文学评论对作家作品
加强了中国化阐释与学理分
析，文学组织工作着力以深化
改革促精品生产。

2019年，湖南小说创作致力于书写
时代与人、地域与生命之间的内在关
联，从深沉涩重的表象世界发掘细微的
生活质料，体察新时代语境下人民的痛
切与欢欣、沉潜与奋进，从而揭示时代
精神特征和人性意蕴根本。

长篇小说聚焦个人成长史、民族奋
进史与时代生活前沿，展开对湖湘地域
的文学想象，展示历史与现实的本源性
张力。蔡测海《地方》叙说三川半数十年
的历史流变，马笑泉《放养年代》讲述20
世纪 80 年代梅山县城自在而残酷的成
长生活，余红《我的青春有片海》以女大
学生创业为主线探照青年的追求与迷
惘，杨文辉《追梦》塑造了敢为人先的女
性创业者形象，李长廷《南行志异》讲述
舜帝南行的一系列行迹，李梦昭、李凌
洁《故人庄》呈现石桥铺儿女在市场浪
潮中的错综生活史，蒋志飞《半条被子》
体现还原历史细节的能力，谢长华《大
义雪峰》展现血性刚烈的民族性格，高
正伟《春火》叙写潭州石渚窑的兴衰过
程，楚鱼《荣辱》反映新时代人民公仆的
荣辱观及各色人物的精神涅槃，刘道云

《第一书记》塑造驻村扶贫干部的生动
形象，舒中民《网探》披露复杂人性。

中短篇小说开掘多元文化母题，关
注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透现地域人生
的常与变及其精神世相。残雪《秘史》

《捞鱼河村的母亲河》延续对荒诞存在
图景的表达，姜贻斌《黑欠》讲述知青与

流浪义犬之间的故事，聂鑫森《书鱼馆
主》叙述民间读书人的一生，彭东明《豆
苗青 稻子黄》再现了皮影戏和武术文
化的绵长韵味，蔡测海《三川半万念
灵》、马笑泉《水师的秘密》网罗湘西风
土习俗、记录水师神奇行状，万宁《乡村
书屋》把扶贫故事与侦探元素融合，向
本贵《上坡好个秋》叙写扶贫干部工作的
复杂与艰巨性，沈念《天总会亮》在扶贫
故事框架中展现人性之美与希望之光，
阿满《满楚古德吉的鹰》将满族熬鹰风俗
置于抗战背景中，少一《篮球滚下山坡》
溯源乡下少年走向堕落的心路历程，简
媛《美好的夜晚》讲述“失独”母亲执行计
生工作的悖谬处境，许玲《较量》批判了
现代人不宽容的相处方式，邓建华《双头
无尾蛇》表达了对纯朴人性的呼唤。

小小说呈现人生与事件的横截面，
在撷取真实细节的同时，体现主题学叙
事智慧。戴希《新孝顺时代》讽刺了虚假
孝顺行为，《穿袜还是戴帽》以日常小事
折射中西文化冲突，伍中正《1984 年的
那块门板》借救命门板说明人之初心的
弥足珍贵，王锐《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秘
密》再现诚实、宽容与理解的力量，唐波
清《糖醋张》将主人公唯利与不孝对比，
欧阳华丽《爱情红烧肉》探寻婚姻由激
情转为平淡的本质，伍月凤《快递到了》
反映新业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金
可峰《谍报》通过叙写谍报员化险为夷
彰显人的智慧。

2019年，湖南诗歌创作发展在平稳
中渐进，出版诗集40余部，在《诗刊》《人
民文学》等大刊发表 1000 多首，题材、
技艺均进一步拓宽拓深，更为深沉、复
杂、广阔地面向生命本体与这个时代。

钟情于乡土与地理。梁尔源组诗
《登岳麓山》《天空的悲喜》书写湖湘地
理与故乡人物，罗鹿鸣《仰望雁阵的呼
啸》《藏地之光》折返于南方和西部地理
记忆，张战组诗《沅江》以叠音词模拟出
沅江的流逝，刘年组诗《澧水谣》再现在
祖国南北地理中的行吟历程，谈雅丽组
诗《青野之乡》书写对故乡的纯真情意，

《黄泥小道，及我的乡村叙事》呈现乡村
傍晚的清寂与时间的恒常，雄黄组诗

《良辰吉日》将湘西世界的生活场景审
美化，李春龙组诗《老虎坪》体现时间循
环感，范朝阳组诗《插秧的女人》于冷静
叙事背后有对劳作与苦难的温情凝视，
廖志理组诗《阿尔卑斯少女峰》呈现自
然与内心交融的澄明状态，李不嫁组诗

《山中答诸友》书写山中农家生活的素
朴，蒋三立组诗《夏天的波罗的海岸》、
邹岳汉组诗《野渡》传达出对生命本体
的思考。

关注日常与社会现实。这样组诗
《灰蓝色》悼念革命先烈，康雪组诗《谁没
有疲倦的时候》将蚂蚁与疲倦的自己情
境并置，《这时恰好幸福起来》描画普通

女工的幸福瞬间，王江平组诗《园中的池
子》带有莱蒙托夫式的忧郁，熊芳组诗

《随想》以口语化叙事构建日常场景，周
明组诗《走访贫困户记》用仿真式笔法叙
写贫困户生活，龙红年组诗《使命》聚焦
扶贫，陈遗志组诗《删去故乡的田埂》咏
叹乡村的困苦与坚韧，吴湘岩组诗《乡
村组章》细叙乡村小学日常场景。

表达情感与个人感受。玉珍《蝴蝶
消失》发掘蝴蝶飞走与外公溘然离世的
精神联系，《古老的梦》则展现寂静、自
足的自然诗学，聂沛的长诗《十一月的
风》、刘起伦组诗《词与词之间》书写中
年沧桑与时间流逝感，严彬组诗《光芒》
缝合生命体验与阅读经验，梦天岚组诗

《猛虎集》呈现生命的伟力与强大张力，
蒋志武组诗《你在我前面走着》透现异
乡人的精神畛域，茉棉组诗《秘密》呈现
万物共通的诗意状态，贺予飞组诗《空
谷》以自我经验重建了“西西弗斯神
话”，菊女组诗《落花下的小和尚》于纪
实中具有禅学意蕴与古典美感，息为组
诗《时间二重奏》表达精神图景的复杂
性与时间延伸感，空格键组诗《掉在地
上的松塔》在与景物的互见中阐发通达
心态，庄庄组诗《面朝花园》借狄金森形
象完成自我内心的呈现，沈慧琳组诗

《身披露珠的人，个个胸怀闪电》透视生
命的内部细节。

2019 年，湖南散文创作从故土出
发，以个体经验为轴整合历史素材与日
常哲思，开拓新的话语场域，重构乡土
与时间之流。在《十月》《中国作家》《散
文》等名刊发表大量作品。

故乡、童年与心灵史书写。谭谈《故
乡那座山，老家那个园》在今昔对比中
凸显故乡的变化，王跃文的《小樵夫的
梦》《娘说》《难忘当年 AA制》钩沉积淀
在岁月深处的温暖记忆，蔡英《故乡，故
香》以小见大地诠释故乡的美，肖念涛

《炖年关》品悟炖年关的仪式感和世俗
幸福，粟远和《阿萨的月亮》将阿萨形象
与月亮相融相生，彭赞《泛着白光的日
子》、杨汉立《我的儿时伙伴是一群鹅》
回忆童年，王芳《初雪飘落》抒发天地清
新的喜悦，于晓《外婆的声音》、鲁丹《暖
流无声》表达对亲人的深切怀念，秦羽
墨《歧路上的魂灵》、彭湘《未知的远》思
考生命的来路与归途。

从乡土文化到城乡中国。刘克邦
《涟水谣》以第三人称视角挖掘乡村人
性之美，蔡勋建《一针一线皆关情》勾勒
出乡间裁缝的自在人生，杨旭昉《画笔
村》、陶永喜《情醉皇都》展现侗乡的自
然与人文，张建辉《杀年猪》、周美蓉《糊
仓》用鲜活的语言叙写传统习俗，姚雅
琼《亦歌亦哭新姑娘儿》以哭嫁习俗观

照女性命运，谢永华《我和卓玛》塑造了
健美乐观的藏族姑娘形象，李新文《穿
越生命的符码》、吴昌仲《半坡涌莲》描
绘出壮丽奇瑰的乡村生命图景，刘晓平

《高山上的花园》讲述高寒山区扶贫工
作，周伟《他们，或薄凉的尘埃》通过扶
贫纪实思考乡村命运。

历史题材的现代性观照。吴昌仲
《千秋一碗兵书阁》、姚建刚《我在古窑
遇见你》、余海燕《古岸陶为器》感受器
物之美，张雄文《通道的红与绿》《紫云
下的书香》彰显红军精神，奉荣梅《五夫
镇，半亩方塘活水来》将遐思折返于历
史与当下之间，刘诚龙《绝交之典范》重
释古人古事，凌鹰《地狱边缘的花朵》实
现主体与客体的精神共振。

日常之思与山水气韵。张灵均《十
二生肖里没有鱼》聚焦生活的轻与重，
葛取兵《一树花开，一树叶落》在花木之
美中缅怀旧时光，赵燕飞《花奴》生动还
原爱花人的心理，邓跃东《人息屋檐下》
漫谈对茶的理解，戴小雨《金葫芦，银葫
芦》缅怀童年的纯真及与自然的亲缘关
系，李炳华《拾梦澧水河》以发散思维品
咂日常景致，谢德才《行走张家界》《一
个人的凤凰》用纯挚的笔调营造出诗情
画意，方欣来《巷语》以猫的视角还原水
乡生活场景。

2019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在红色
历史和时代主题方面成绩斐然。献礼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建党百年，记录
脱贫攻坚，彰显人物精神，关注科技民
生，初步形成“报告文学湖南现象”。

热情礼赞时代和时代建设中的
英模人物。余艳的《老兵战舰》追忆中
船重工牺牲的专家，《大国引擎》报告
国防科大超算团队的自主创新，杨丰
美、纪红建《世界屋脊的光芒》再现新
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历程，
欧阳伟《我们发现了新中国第一个铀
矿》《中国核奇迹》对新中国的核事业
做了详细的挖掘和呈现，龚盛辉《战
火催征》《神机妙算》讲述国防科技大
学与新中国近 70 年的深情互动，王
丽 君《一 生 承 诺》讲 述“ 感 动 中 国 人
物”的相守故事，陈冠雄《湖南解放第
一案》、杨华方《山腰上有条河》、段华

《逐梦海天》等都是礼赞时代人物的
优秀之作。

扶贫主题持续繁荣。谢慧《古丈守
艺人》叙写茶艺人精准脱贫的故事，尹
红芳《苗乡“保尔·柯察金”的逐梦之路》
讲述镇文化站站长身残志坚致力于文
化扶贫，胡小平《为了共同的事业》书写
金融扶贫。

红色历史题材多有收获。曾散《第
一军规》记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确
立历程，杨丰美《先声》记述新民学会成
立和青年救亡图存道路，尹德立《风云
林伯渠》讲述了林伯渠的革命人生。

社会现实问题方面，韩生学《大国
养老》直面人口老龄化的沉重现实，体
现真挚情怀。史志写作方面，唐朝晖《百
炼成钢》采用非虚构体记录大型国企首
钢的前世今生，莫美《李续宾传》再现湘
军名将戎马一生。

2019年，湖南儿童文学创作异彩纷
呈。社会热点与发展动向催生时代书写，
个人体验和故事魔法启发中国故事，童
年记忆借助散文笔法追溯青春来处，动
物小说演绎生命的力与美。

儿童小说与时代主题呼应。邓湘子
《像蝉一样歌唱》展现侗乡巨变与少年心
灵觉醒，纪红建《家住武陵源》记录旅游
扶贫述说生命的感动，宋庆莲《天空开来
一列火车》讲述留守儿童求学成长的故
事，谢淼焱《消失的长歌》打量乡村伦理
的陷落，刘山霞《白山岭的天空》以五位
儿童的成长弥合童年缺失感，刘柠柠

《伞》撑开少女丰饶细腻的心事。
童话与现实互动。汤素兰《犇向绿

心》以一头黄牛的复活喻示乡土的复兴，
周静《天女》以魃的游历映现成长之姿与
生活之真，龙向梅《皱皱巴巴的城市》探
秘城市的灵魂符码，牧铃“智能少年系
列”探讨人工智能“人性化”与人类思维

“电脑化”的悖谬，向民胜“猫法师系列”
把外星人题材植入新时代的人文诉求，
谢乐军童话集《燕王》入选“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集”。

成长记忆与生命思悟融汇。谢宗
玉《独自远行》、叶梦《逆风飞翔》、王开

林《洞庭湖上的刀子》等“大作家小时
候”系列作品，以个体的小世界连线关
照生命的大情怀，阮梅《像芦花一样奔
跑》以自身成长体悟与当代儿童心灵
隔代相拥，游军《橘园》展现乡村变迁，
胡罡《混沌初开的日子》追忆私塾时
光，袁道一《火塘往事》以火塘这一旧
年事物生发悠远怀思，晓寒《回到一棵
树的时光》以童年往事传递生命平等
的美学价值，张冬娇《菊花菜》从一蔬
一饭体悟生活滋味，毛云尔“温情动物
小说系列”以斗牛传统、火狐奇缘审视
人与动物的关系。

五、儿童文学创作

2019年，湖南网络文学创作进一步
向现实题材靠拢，发挥多元化类型创作
优势，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湖南网络作
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愤怒的香蕉、二
目、丁墨、吉祥夜、绛美人、战七少入选

“2019 中 国 网 络 文 学 作 家 影 响 力
TOP50”。

现实题材创作聚焦时代，彰显社会
担当和人间温情。不信天上掉馅饼《刑
警荣耀》塑造了一位市井中的神探刑
警，把军旅文下沉到现实与底层。安如
好《致我们勇敢的年华》讲述大学生回

乡创业故事，王敏《荣耀之路》叙写当代
青年企业家的海外奋斗史，丁墨《待我
有罪时》围绕美女刑警与犯罪心理专家
展开探案旅程，虎口夺阳《婚牢》叙写职
场女强人婚姻失败后重新开启新生活，
小北《往后余生喜欢你》展现了青春正
能量。

幻想类题材推陈出新，凸显多样化
审美风格。三千道《洪荒神帝》描述青年
穿越五个时代发生的神奇故事，西楼月

《最强保镖俏总裁》叙述男主从修炼心法
到回归都市最终成为女总裁保镖，苏耐

《亲爱的床先生》讲述床变成人的奇幻经
历，轧基《直播之全能天王》通过程序员
的游戏直播之路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
色。

网络作家队伍发展壮大，IP 产业链
模式渐成，形成“网络文学湘军”品牌。目
前，省网络作协拥有会员 1026 人，在国
内同级协会中会员最多，开展了一系列
富有成效的活动。妖夜、流浪的军刀、极
品妖孽等的作品在影视、游戏改编方面
有新收获。中国网络文学小镇落户湖南，
打造网络文学产业链。

六、网络文学创作

2019年，湖南文学评论家既密切关
注创作现场，以艺术感悟、原创诗性与文
学文本深度对话，也以专业、科学姿态积
极参与学界热点问题探讨，双线并行，建
构了良好的文学理论批评生态，产生了
一批有价值的评论成果。

卓今《〈咏而归〉的阐释与重建》从学
理上肯定了李敬泽历史散文写作的艺术
贡献，章罗生《风景这边独好——从张雅
文看新时期四十年的女性纪实文学创
作》还原了四十年来女性纪实文学的创
作场域，杨经建《“语言”的批判与“批判”
的语言》《重识韩少功：以“新批判现实主
义”的视域》聚焦韩少功“新批判现实主

义”创作，罗如春《存在之痛、爱的回归及
其叙事伦理》、龙永干《时代蜕变中的诗
意瞩望》对王跃文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
诗意内质进行了创新性阐释，马新亚《个
体视角、灵魂深度与“主旋律”写作的可
能》对谭仲池创作做了完整、系统、宏观
的学理阐述，黄菲蒂《现实书写与历史回
望》论述了纪红建报告文学“诗史互证”
的文体价值，余三定《全方位记录大搬迁
的壮举》肯定刘子华报告文学《梦回长
江》的人文境界与时代价值，娄成《小作
家 大情怀——读曾散〈第一军规〉有感》
论述主旋律作品特殊的时代意义，杨正
兴《民族文学的边地书写与意义》述评聂

茂的县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研究的几个学

术热点》为网络文学的前行建立风向
标，天下尘埃《为人民写作 为时代写
作》思考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来创作立足
于时代的作品，张建安《打造更多风格
独具的精品》探讨个性化风格对作家和
作品的意义，聂茂《磨砺新时代诗人磅
礴情怀的内驱力》论述诗人应如何磨砺
内驱力书写属于人民的诗歌，晏杰雄

《文学选刊与文学经典化》探寻文学选
刊对文学经典化的助推作用，易彬《穆
旦诗编年汇校》拓宽拓深了穆旦诗歌史
料文献研究。

七、文学评论

一、小说创作

二、诗歌创作

三、散文创作

四、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