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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梦圆2020”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颁

奖活动在长沙举行。
湖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在脱贫攻坚战中不断

探索总结，逐步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湖南样本”。为记
录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自 2017 年 9 月起，“梦圆
2020”主题文学征文活动在全省展开。与此同时，湖南
省文联、湖南省作协组织开展了脱贫攻坚文艺创作 3
年行动计划。

3 年多时间里，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以小
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绘画、书法等形式，创作了
一批反映湖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优秀作品。省作
协主导的主题文学征文活动从 438 部作品中，评选出

了39部获奖作品。其中，李文锋的长篇小说《火鸟》等7
部作品获一等奖；胡小平的长篇小说《青枫记》等13部
作品获二等奖；江月卫的长篇小说《守望》等19部作品
获三等奖。省文联主导的 3年行动计划评选出了电影

《十八洞村》等 4部特别奖作品、小小说集《驱贫赋》等
40部优秀作品和40部提名作品。

这些获奖作者有的扎根扶贫一线，有着多年的扶
贫工作经验，见证了农村风貌的改变，既是脱贫攻坚
践行者也是亲历者；有的常年深入扶贫一线采访、采
风，被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扶贫干部及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的贫困群众打动，被精准扶贫以来点点滴滴的
变化和三湘农村欣欣向荣的面貌感染，大家在感动中

完成了创作。
这次获奖的文学作品，结集为“梦圆 2020”主题

征文丛书，共 9 部，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
作品，生动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贫困地区的
巨大变化，展示了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无私奉
献、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讲述了贫困群众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励志故事，闪耀着党的精
准扶贫政策的光辉，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湘江周刊特别组织本专版，既向广大读者隆重推
介这些获奖的文学作品，也向我省广大的扶贫工作者
和文艺工作者们的辛勤劳动表达敬意。

一、长篇小说
1. 李文锋《火鸟》
授奖辞：李文锋的《火鸟》以武陵山区

脱贫攻坚为叙事背景，讲述了艰难复杂的
脱贫致富历程。小说突出精准扶贫宏大主
题，通过对挑战困难、跨越障碍、破解难题
的生动描写，实现人物刻画和情节推进，塑
造出的扶贫干部和基层群众等众多人物形
象真实可信。作家对风物民俗的处理有成
熟的艺术考虑，理性克制的叙事与诗性语
言的运用融为一体，方言的点缀和民间故
事的穿插烘托出别样的艺术氛围。小说在
思想价值的确立、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
充分展现出精准扶贫题材小说创作的开掘
潜力。

2. 胡小平《青枫记》
授奖辞：胡小平的《青枫记》清新厚实，

笔触深入到扶贫干部的内心世界和乡村生
活的细微之处，着力表现村民精神面貌的
改善、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行为习惯的进
步，描绘出一幅脱贫致富的壮丽画卷，展示
出伟大扶贫事业的历史功绩。小说视角独
特，参与扶贫大业，改变他人，也改变自己。
作者运用多种叙述手法和描写方式，结构
精巧，生动曲折，人物鲜活，跃然纸上。作品
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广阔性，更有雄
浑的情感力量。

3. 郑正辉《让爸爸站起来》
授奖辞：郑正辉的《让爸爸站起来》讲

述农村新生代成长的故事，塑造了乡村少
年的典型形象四季。在与命运抗争的磨练
中，四季和他的伙伴们有过彷徨、任性和叛
逆，但决不颓废和放弃，他们始终对美好生
活充满向往。祖辈的无私关怀，父辈的榜样
激励，老师的精心呵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的熏陶，自然美景的滋润，促使乡村少年
们迅速健康成长。

4. 江月卫《守望》
授奖辞：江月卫的《守望》真实地记录

了扶贫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
斗历程，深入表现了农村在脱贫道路上的
困惑与挣扎，追求和探索，深情礼赞了扶贫
队长张天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尚
精神品质，成功塑造了扶贫干部李红光及
一批村民形象。小说情节推进开合跌宕，细
节描写富于质感，文字朴实自然又不乏幽
默睿智。作品既着墨于山水风光，又倾情于
人文风情，书写的是三湘大地上的扶贫故
事，寄寓的是对当下“三农”问题的深入思
考。

5. 田润《苍山作证》
授奖辞：田润的《苍山作证》以张家界

的乡村为故事的发生地，融合了不同时代、
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物，将农村的诸多问题
和扶贫中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呈现，字
里行间散发着自然清新的泥土气息，展现
出土家族人不认命、不服输的可贵品质。作
品有扎实的生活经验，写实、写生、写意、写
史，热情而冷静地描绘出一幅浩大纷繁的
乡村生活画面，呈现了精准扶贫政策下的
乡村巨变，兼具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6. 王天明《相思山》
授奖辞：王天明的《相思山》描写的大

山虽然贫瘠偏远，却是生机勃勃，那里有
扶贫干部的勇敢担当，有村民群众的奋发
向上。小说通过讲述各级扶贫干部在相思
山扶贫所经历的磨难、困苦、探索和情感
故事，以及对各类乡村人物形象的生动刻
画，展现了脱贫攻坚的基层生态与丰富细
节，不但记叙了农村脱贫攻坚的当下历
程，而且对更长远的乡村振兴有前瞻性的
理性思考。

二、长篇报告文学
1. 罗长江《石头开花》
授奖辞：罗长江的《石头开花》选择一

批具有新时代气息、理念和精神的新型农
民作为典型，并赋予鲜明的地域文化性格,
书写他们摆脱贫困的梦想、动力和艰辛，书
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壮丽斑斓，深邃厚

重。作品打破常规，开创性地运用纪实与思
辨并驾齐驱的复调式结构，充满激情与论
辩之美，大量运用散文和散文诗的语言，洋
溢诗性和灵动之气，提供了一个“报告文学
还可以这么写”的独特样本，具有较好的文
学品位、审美张力和文化视野。

2. 韩生学《家是最小国》
授奖辞：韩生学的《家是最小国》以

“家”为切入点，抒写新时代，反映新农村，
用双脚丈量三湘四水，用双眼眺望民生质
量和生命尊严，用真诚而质朴的语言，用独
特而敏锐的视角，反映了“另一种扶贫——
让婚姻照亮生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作品让人欣喜地看到，一张又一张“脱
贫”又“脱单”的喜悦笑脸，展现新时代的政
策美、民生美和人性美。

3. 王丽君《三湘网事》
授奖辞：王丽君的《三湘网事》以独

特 的 视 角 ，新 颖 的 题 材 ，富 有 代 表 性 的
人物，生动地展现了信息时代电子商务
进 驻 三 湘 四 水 ，带 动 百 姓 脱 贫 致 富 ，让
原本贫瘠落后的偏远乡村逆袭成美丽富
饶 乡 村 的 壮 阔 场 景 。结 构 清 晰 明 朗 ，意
象 清 新 自 然 ，人 物 生 动 鲜 活 ，彰 显 了 湖
南人在精准扶贫中的务实与担当，坚韧
与图强，折射了人类消除贫困的中国奇
迹和中国智慧。

4. 张雄文《雪峰山的黎明》
授奖辞：张雄文的《雪峰山的黎明》以

巍巍雪峰山为地理背景，浓墨重彩地展现
了新时代雪峰山旅游扶贫的壮丽画卷，生
动塑造了一批扶贫模范兼创业英雄的典型
形象，成功刻画出新时代的精神图谱。作者
激情饱满，既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持求
真务实，又善于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笔触
不疾不徐，行文自然流畅，语言干净简练又
不失张力。

5. 谢慧《古丈守艺人》
授奖辞：谢慧的《古丈守艺人》把古丈

制茶工艺传承同茶叶产业扶贫结合起来表
达，贴近大地、接驳现实，意旨丰富、叙说精
雅。作者讲述众多古丈茶“守艺人”的鲜活
故事，弘扬茶艺名家的工匠精神，特别是对
古丈茶“守艺人”甘为脱贫领路人、勇当致
富带头人作了真实记录，体现了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礼赞了大山深处乡风
民俗的朴实美好。

三、中短篇小说
1. 沈念《天总会亮》
授奖辞：沈念的《天总会亮》以一个少

年的视角切入到对当下乡村扶贫的书写，
清婉的叙事如淙淙水流，刻印着一个乡村
的脱贫之路，又如一面多棱镜，观照着时代
变迁下人心向善向上的不变情怀。乡土中
国的复杂环境，人物在磨砺中的蜕变成长，
留存心间的脉脉温情，印鉴着乡村变迁、贫
困群众心志涅槃的真实底色。这既是生活
赋予文学的时代责任，也是文学永恒的时
代记事。

2. 向本贵《前程似锦》
授奖辞：向本贵的《前程似锦》把叙事

重心着力于赴偏远山区扶贫的青年工作队
员，人物鲜活，情节感人，细节温润绵密。作
品独特的魅力得益于作者对农村、农民的
熟知和对农村美好未来的憧憬。小说明快，
阳光，洒脱，有力量。

3. 王琼华《处分期间》
授奖辞：王琼华的《处分期间》演绎了

一位扶贫干部饱尝人间艰辛却不改初心的
故事。主人公在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的过程
中也重铸了自己的灵魂，付出的是汗水、心
血和情感，收获的却不仅仅是贫困群众的
经济翻身，还有自己和乡亲们共同的精神
成长。

4. 万宁《乡村书屋》
授奖辞：万宁的《乡村书屋》通过一明

一暗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巧妙转换，讲述了
精准扶贫和刑侦破案的双重故事，反映出
社会、时代、人性的多重问题，在有限的篇
幅容量里表现出强大的叙述张力。

5. 谢枚琼《李六顺的拐杖》
授奖辞：谢枚琼的《李六顺的拐杖》用

一根拐杖象征贫困和依赖，作品敏锐地捕
捉到一个让人深思的道理，即扶贫更要扶
志，脱贫必须“造血”。李六顺的形象颇具典
型性，引人深思。

6. 曹旭东《风景满山》
授奖辞：曹旭东的《风景满山》讲述了主

人公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融入一座大山的
深厚情感，描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
重重矛盾与和谐依存，讴歌了主人公舍小家
为大家、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献身精神。

四、中短篇报告文学
1. 谭仲池《牛角山的春天》
授奖辞：谭仲池的《牛角山的春天》用

细腻深情的笔墨勾勒出一个顽强的湘西
汉子，一个心里装着群众的好支部书记的
形象，他带领村民走出贫困奔向小康，表
现出共产党人为理想奋斗的执著精神和
高尚信念。

2. 周月桂《暖村·生长》
授奖辞：周月桂的《暖村·生长》描写十

八洞村在令人眩晕的高速疾行中，村民们
被激动人心的巨变鼓舞着，被更为绚丽的
希望牵引着，有狂喜和向往，有失落和焦
灼，更有真情朴实和发奋向上。文字温暖明
亮，细腻有质感，让人看到这个疾行的山
村，喧嚣与曙光升腾，万物肆意生长。

3. 杨丹《且看今日十八洞村》
授奖辞：杨丹的《且看今日十八洞村》

通过新春走基层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脱贫后
的十八洞村欣欣向荣的情景，笔触朴实自
然，现场感很强，有新故事，有新细节，有新
面貌，刻画了十八洞村人从“要我富”到“我
要富”的内在转变和内生动力。

4. 桂爱广《翻过神仙岭》
授奖辞：桂爱广的《翻过神仙岭》通过

永州市住建局扶贫队队长张金强进驻国家
级贫困县江永县扶贫三年的故事，讴歌了
党和政府“真扶贫、扶真贫”的生动实践。作
品通过一系列密实的细节，展现当代乡村
风貌，让读者看到当下真实的农村，见证乡
村脱贫攻坚的历史变迁。

5. 龚盛辉《凤凰飞回客溪村》
授奖辞：龚盛辉的《凤凰飞回客溪村》

巧妙地选取了祖孙三代爱情变迁的角度，
反映了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巨变，选题
独到新颖，叙述深情有趣。

6. 袁杰伟《油溪桥村振兴之路》
授奖辞：袁杰伟的《油溪桥村振兴之

路》通过对推进林权改革、发展乡村旅游、
乡风文明建设的真实记录，再现了油溪桥
村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充分
展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散文
1. 谭谈《青山里之秋》
授奖辞：谭谈的《青山里之秋》流动着

一种质朴真诚的坦荡与清悦，以极经济的
笔墨勾勒出山乡之变和岁月之美。作者在
厚实的生活中开路，举重若轻，情真意切，
写出大时代下乡村精神文化的微澜轻波和
五彩缤纷，藉以平凡人物的塑像折射出乡
村巨变。

2. 梁瑞郴《藏在深山里的那片绿》
授奖辞：梁瑞郴的《藏在深山里的那

片绿》以多年前赴山林偶遇好茶的回忆，
和一对夫妇参与当下乡村产业扶贫的故
事剪影，织连起“中断近百年的宝庆桂丁
的历史遗存”，行云流水，空山新雨，以物
为媒，以小见深，写出了思考之远和时代
之变。

3. 周伟《他们，或薄凉的尘埃》
授奖辞：周伟的《他们，或薄凉的尘埃》

用卑微的生命照亮人性；以躬耕大地的坚守
见证时代；反映百姓心声，传递家国情怀；聚
焦精准扶贫，思考乡村命运。笔触饱含人民
情怀，清新自然，朴实温情，触摸生命，直抵
灵魂，艺术地奏响新时代的最强音。

4. 黄孝纪《回乡记》
授奖辞：黄孝纪的《回乡记》以故乡湘

南山区八公分村为中国南方乡村的一个典
型样本，书写社会变迁，以客观的视角，呈
现了当前乡村的一些鲜为人所关注的人事
演变，文字朴素温和，有着深厚的人文关
怀，感人于无形。

5. 陈瑶《山野耆老话盛世》
授奖辞：陈瑶的《山野耆老话盛世》用

亲历近百年历史的乡村父老之言礼赞精准
扶贫。作家的理性冷静与女性的感性温暖
结合得恰到好处。从人物的悲伤和沉重中，
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和希望。借一个村庄的
变化，演绎了一首新时代的史诗。

6. 尹清怡《如山的守望》
授奖辞：尹清怡的《如山的守望》以清

新的风格、巧妙的构思，塑造了一个虽沉默
寡言却情感深沉的农村干部形象。作品短
小精悍、回味悠长。

六、诗歌
1. 周文娥《琴弦上的阳山》
授奖辞：周文娥的《琴弦上的阳山》通

过阳山有质感的山水，古色古香的民俗传
达对家乡的执念。一片瓦当、一池新荷、一
枚枫叶、一截愁肠……生根发芽的灵感，奏
响了古铜色的乐声。从阳山的日子里长出
来的音符和眷恋，成了诗人生命的底色。

2. 李冈《在平江梅仙三里村》
授奖辞：李冈的《在平江梅仙三里村》

充满了扶贫攻坚的时代生机和扑面而来的
现场感，表达了从大山走来的诗人，对大山
深处的故乡脱贫的期盼和信心。

3. 陶曙光《你的名字叫战斗》
授奖辞：陶曙光的《你的名字叫战斗》

从骤然吹响的脱贫攻坚的冲锋号里，看到
了来自三湘四水的宣战。湘西、怀化、桃源、
桑植，驻村扶贫干部用信念解除前进的羁
绊，用质朴的方言宣誓十万落叶的归根。他
们，不愧是新时代的新风流。

4. 许百经《老支书》
授奖辞：许百经的《老支书》用简洁而

朴素的语言，书写了一曲有关老支书的歌
谣。走过沟沟坎坎，走过万水千山的老支
书，用生命守望河流山川，守望田土家园，
守望粗砺的日子。无数个他，乡村中国里的
他们，铺就广袤大地上的基石，是无垠苍穹
里的支点。

七、儿童文学
1. 梁学明《仰阿莎》
授奖辞：梁学明的《仰阿莎》关注脱贫

攻坚过程中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人物多
视角讲述拓展了空间感和层次感，互文手
法让文本内蕴得以延伸，既富有现实质地
又不乏文学诗性。

2. 吉布鹰升《阿嘉》
授奖辞：吉布鹰升的《阿嘉》以阿嘉这

一人物为叙述视角，追逐一切温润、美好的
憧憬，表现了精准扶贫带给农村儿童的情
感慰藉。

3. 胡杨树《水莲的眼睛》
授奖辞：胡杨树的《水莲的眼睛》以第

一人称叙述，讲述“我”在乡村支教助力精
准扶贫的故事。“水莲”这个盲眼女孩，眼前
是暗淡的，心里却充满光明，柔弱的身躯里
躲藏着坚韧的品格，饱含向上向善的力量。

4. 闻桑《在没有神仙皇帝的村庄》
授奖辞：闻桑的《在没有神仙皇帝的村

庄》立足中国民间传说的精彩故事，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的勤劳品质经由作者妙笔演
绎，成为一首激动人心的劳动号子。

5. 王鹏《梧桐树下》
授奖辞：王鹏的《梧桐树下》细节生动，

把乡村小学和乡村教师的互动写得活灵活
现，清新之风扑面而来，充满童心与爱心。

6. 周松万《父亲的田野》
授奖辞：周松万的《父亲的田野》时间

跨度大，文笔质朴动人，把国家的发展与个
人的命运相对照，娓娓道来，凸显了精准扶
贫政策对人民群众的真切关照。

一、长篇小说（6部）
一等奖：李文锋《火鸟》
二等奖：胡小平《青枫记》

郑正辉《让爸爸站起来》
三等奖：江月卫《守望》

田润《苍山作证》
王天明《相思山》

二、长篇报告文学（5部）
一等奖：罗长江《石头开花》
二等奖：韩生学《家是最小国》

王丽君《三湘网事》
三等奖：张雄文《雪峰山的黎明》

谢慧《古丈守艺人》

三、中短篇小说（6篇）
一等奖：沈念《天总会亮》
二等奖：向本贵《前程似锦》

王琼华《处分期间》
三等奖：万宁《乡村书屋》

谢枚琼《李六顺的拐杖》
曹旭东《风景满山》

四、中短篇报告文学（6篇）
一等奖：谭仲池《牛角山的春天》
二等奖：周月桂《暖村·生长》

杨丹《且看今日十八洞村》
三等奖：桂爱广《翻过神仙岭》

龚盛辉《凤凰飞回客溪村》
袁杰伟《油溪桥村振兴之路》

五、散文（6篇）
一等奖：谭谈《青山里之秋》
二等奖：梁瑞郴《藏在深山里的那片绿》

周伟《他们，或薄凉的尘埃》
三等奖：黄孝纪《回乡记》

陈瑶《山野耆老话盛世》
尹清怡《如山的守望》

六、诗歌（4篇）
一等奖：周文娥《琴弦上的阳山 （组诗）》
二等奖：李冈《在平江梅仙三里村 （组诗）》
三等奖：陶曙光《你的名字叫战斗》

许百经《老支书》

七、儿童文学（6篇）
一等奖：梁学明《仰阿莎》
二等奖：吉布鹰升《阿嘉》

胡杨树《水莲的眼睛》
三等奖：闻桑《在没有神仙皇帝的村庄》

王鹏《梧桐树下》
周松万《父亲的田野》

为扶贫立传 为历史作证
——“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获奖作品授奖辞

“梦圆2020”脱贫攻坚
主题文学创作获奖作品名单

编
者
按

制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