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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研究中心

2020 年，湖南小说创作聚焦脱贫攻

坚，展现新乡村生活、亲情和个体人生，融

汇湖湘地域风情，注重对人性的多维深

描。在日常情节中把握对特定历史时期的

真实刻画，拓宽现实广度，开掘历史深度。

长篇小说以脱贫攻坚题材为主，将时

代刻画与日常叙事结合、脱贫壮举与乡村

风貌重叠，着力书写精英反哺家乡的新时

代命题。向本贵《两河口》关注乡村现代化

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的悲与喜，写实手法

老到精妙。薛媛媛《远村》以第一书记的走

访路线，展开具代表性的乡村画卷，文笔

朴素真挚。李文锋《火鸟》融合了理性叙事

与诗性语言，在描绘人物蜕变的同时展现

民间传统文化。胡小平《青枫记》体现个人

脱贫与故乡脱贫的同步性，兼具历史分量

和文学色彩。江月卫《守望》寄情于侗寨习

俗，借主人公视角展示山区现状与地域特

色。王天明《相思山》讲述三代党员扎根山

乡精准扶贫，于生活细节处勾勒乡村人

情。刘道云《清风徐来》写青年返乡寻找

“农民的尊严”，浸润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意

味。海燕《小康之路》从女性视角抒发乡土

情怀，围绕个人奋斗之路表现社会振兴之

路。许喜德《汨江欢歌》艰苦扶贫与曲折爱

情并行，描摹脱贫攻坚战中的女性群像。

此外，贺学群《西西弗斯走了》在哲学

意象中揭露思想贫瘠的危机，富有象征

色彩。谢枚琼《生命线》关注抗日战争以

来的英雄税务人，人物塑造立体深刻，生

动还原税务史。兄弟联盟《淬火军刀》系

列堪称特种兵的纪录片，以街头少年蜕

变为“战狼”的历程致敬中国军人。肖学

文《乱世草医》赞美坚守仁心的草医世

家，在场景搭建中展现人性百态。骆正军

《吾道南来》突出南宋张浚父子鞠躬尽瘁

的事迹，并书写多类“X 二代”气势恢宏。

刘佑平《背西风》以鸦片战争为主线重塑

林则徐，在矛盾冲突中再现历史人物复

杂的命运。谭新《千古名臣胡林翼》用传

奇笔法描写清代名臣的仕宦浮沉，表现

士人的傲骨节气。

中短篇小说从当下的日常生活出发，

尤为关注新乡村背景下个体生命体验与真

实人性。残雪《烟城》延续其寓言性书写，通

过讲述城市普通人的故事，表达现代人的

无根感和精神空茫状态。姜贻斌《防空洞里

的琴声》反讽了部分艺术家在世俗生活中

汲汲于名利，行文粗粝而生动。马笑泉《对

河》以诗意笔触勾勒独具魅力的“对河气

质”，书写了一部以河为界的小城文艺生活

史。戴小雨《公鸡喔喔叫》揭示青壮劳力进

城务工造成农村凋敝，反思现代文明冲击

下的农村现状。楚荷《老雷》以幽默笔法对

比书写两个小人物，讽刺了欺软怕硬的丑

恶人性。刘少一《穿越》借助公鸡“跨界之旅”

的纠纷，反映群众的真实心理和农村警察

的优良作风。郑小驴《骑鹅的凛冬》以少年

视角讲述一起小镇命案，揭露农村生活背

后隐藏的复杂人性。陶永喜《半边街》立体

化描摹古镇的历史变迁和人情风貌，湘黔

地域特色明显。赵燕飞《她想听大海唱歌》

叙写有隔阂的母女化解矛盾，表现平凡却

深情的爱，笔触温情却不失活泼。沈念《走

山》《空山》或歌颂扶贫干部一心为民的

优良作风，或展现农村知识青年的精神困

境，《长鼓王》讲述寻找长鼓王的艰辛历程，

呈现大瑶山文化的动人魅力。

小小说主旨丰富，题材涉及更广，起

到微型寓言作用。戴希《柳暗花明》、唐波

清《喜大姐》、欧阳华丽《人在他乡》以日常

小故事彰显普通民众的抗疫精神，何石

《决定起诉》、黄扬《煮长寿面的小偷》、曾

立力《闲章》、蒲玉英《传奇茅台》书写以廉

政、良善、道德为主的正能量命题，伍中正

《胡瑞鹤》呈现乡村人文景观，聂鑫森《鸟

医》、叶骑《一生》传递生态环保理念，透显

平凡生活的诗意。

小说创作11
2020年，湖南儿童文学创作扎根生活，在

整体上延续现实主义文脉，对时代、社会的思

辨色彩更为明显，在表达上彰显儿童文学审美

个性，于悬浮高远的想象世界镜射生活本真。

时代语境下的主题创作。阮梅《有个女

孩叫文秀》以纪实方式聚焦扶贫英烈黄文秀

人生价值的建构过程。谢长华长篇小说《驭

蜂少年》双线并进，表现扶贫在山乡的展开。

陈浠墨长篇小说《哥哥的心愿》以教育志愿

活动为桥梁，架设起儿童文学与时代的双向

互动。龙向梅长篇小说《第 57页的秘密》以儿

童视角复现几代水利人的家国情怀。

不同时态下的童年书写。牧铃短篇小

说《撂地摊儿》以往昔童年的书写延续对自

立自强品格的一贯追求。邓湘子长篇小说

《女孩小溪之歌》以野菜瓜果开篇, 张扬母

亲那一代童年的健康人格魅力。周静长篇

小说《静小说》《静静的书》以写实手法展现

此间少年，关照儿童内心。吴昕孺长篇小说

《牛本纪》通过动物伙伴回顾乡土童年，颇

具 诗 性 。毛 云 尔 散 文 集《像 银 手 镯 一 样 的

雪》《像植物一样幸福》书写乡土童年和故

乡风情，点亮生活的本真细节与美妙诗意。

诺亚长篇小说《哑江》通过意象选取及意义

开掘张扬湖湘童年气韵。杨巧小说《帽子男

孩》聚焦普通男孩的日常生活，对教育的意

义展开全新探索。陶永灿短篇小说《重要一

课》以进城叙事讲述乡村少年的男子汉养

成记。谢淼焱短篇小说《周诗人》塑造以文

字拯救歧途少年的诗人形象，寓庄于谐。

生活里长出的童话魔方。李少白《每天

长大一点点》镂刻出理趣丰盈又情意绵长

的童诗时光。汤素兰童话集《北风和雪花的

城市》以冰雪童话传递浪漫、唯美与爱。谢乐

军童话集《不好惹的冰山》以幽默生动的故

事呈现充满冒险意味的冬天。皮朝晖系列童

话《面包狼的故事》塑造出生动诙谐的童话

人物，尽显幻想与夸张。宋庆莲童话《樱桃红

红 绿衣半遮脸》借樱桃连通现实与幻想世

界，山乡风物与人性之美相互辉映。方先义

长篇童话《龙隐书院》连通民间神话与洞庭

湖地域风情，打造少年英雄传奇。

儿童文学创作55

2020 年，湖南网络文学创作在传承与

创新中提质进阶。现实题材、男频爽文、女

频小说的主流化和精品化趋势突显，并以

类型融合实现创新性突破。

现实题材创作多面开花。应景小蝶《共待

花开时》以一名护士在游戏与现实中的经历展

现全民抗疫精神，构思巧妙。大江东《百年复

兴》描绘三代人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画卷，人

物塑造生动。安如好《新手爸妈生存图鉴》以几

组父母教育故事展现当代家庭教育百态。

男频爽文实现创新突破。妖夜《我真不

是大魔王》讲述诸侯国之子重生后与南楚

女帝统一天下，情节引人入胜。皇甫奇《人

皇纪》叙写现代人穿越为将门之子后战死

又重生，体系架构庞大，瑰丽奇谲。穿黄衣

的阿肥《我的细胞监狱》讲述生物学副教授

以细胞状态重生的奇遇，集系统、蒸汽朋克

和 克 苏 鲁 元 素 于 一 体 。可 大 可 小《孤 岛 谍

战》书写潜伏在军统的共产党员铲除汉奸

的经过，结构布局缜密。贼眉鼠眼《朝为田

舍郎》描绘现代人穿越到唐朝后挽救国家

危亡，爽感与情怀兼具。

女频小说展现“她时代”力量。丁墨《半

星》构想异种人与捉妖师携手守护家园，展现

女性独立精神。长安微暖《民初奇人传》记录

民间艺人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中华瑰宝，笔调

细腻。空留《惜花芷》讲述深闺小姐在家族遭

难后重新经营家业，历经忧患，人物立体饱

满。学不厌《当咸鱼进入逃生游戏后》讲述逃

生游戏中发生的惊险故事，设计巧妙。好韵

《撞上总裁赖上我》描绘困厄女孩与商界精英

的美好恋情，展现当下青年奋发有为精神。

网络文学创作66

2020 年，湖南文学评论将文学现场与

关注社会现实相结合，从时代精神、地域文

化、新媒体文学等角度切入文本批评。省作

协在《文艺报》推出“梦圆 2020”丛书评论专

版，头条发表“行走的精准扶贫”创作综述。

理论批评涉足当下前沿热点问题，新

意迭出。赵炎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部

构成》系统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

想、本土文学理论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

系。卓今《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经

典化观察》运用阐释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代作

品的经典化问题，致力于建构本土阐释学。

罗宗宇、言孟也《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启

示》聚焦《人民文学》英文版中少数民族作品

的译介特点与经验启示。聂茂《坚定文化自

信，奏响文化强国的盛世壮歌》结合新冠疫

情的时代背景阐述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

作家作品解读立足文本阅读和个人体

验，史论并重。杨厚均《韩少功汨罗叙事身

份结构的演绎》以汨罗叙事为切口把握作

家创作各阶段特征。赵树勤、路诗滢《论沈

从文小说连环画改编的诗性建构》通过空

间 艺 术 分 析 显 影 一 个“连 环 性 ”的 诗 意 世

界。邹理《周立波俄苏文学翻译研究》选取

典型个案，从文本细致分析通向整体性研

究。廖述务、杨宁《王跃文文学年谱（1962—

2020）》为作家研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文学

史资料。胡丘陵《寓意的重新发现》针对本

土诗人的虚构、隐喻、细节等艺术特征进行

述评。刘月娥、章罗生《乡村发展报告的又

一力作》评介了《山村中国》在主题与对象、

内容与表达方面的新发展。

网络文学评论关注现实题材、类型学

研究与文本分析。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三

大迷局及其打开方式》《也谈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创作》针对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问题

寻找解决之道，对优化网络文学生态具导

向性。贺予飞《网络军事小说的类型突围与

创新》从题材类型、军人形象和审美机制论

证网络军事文的崛起与创新。宋湘绮《融媒

体时代的诗教需要注重“用户”思维》探索

融媒体时代开展诗教的新方式。

文学评论77

省作家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党 的 文 艺 路 线 和 方 针 政 策 ，围 绕 出 精 品 、

出人才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创湖南文学新

局面。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精品力作做

好文学组织工作。聚焦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抗击新冠疫情、讴歌“最美奋斗

者”等重大现实题材，省作协推出一系列专

题文学创作工程，出版了“梦圆 2020”主题

文学征文丛书，举办“梦圆 2020”脱贫攻坚

主题文艺创作颁奖活动。各市州作协、文学

刊网及各文学学会分别通过主题征文、开

设专栏、专题活动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

活动，推出大量优秀作品。省作协推荐 3 部

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2 部入选少数

民族重点作品扶持、2 部入选定点深入生活

项目，3 部分别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

星”丛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

论家签约项目”、“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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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召开湖南长篇小说

研讨会，出版《2020 年度湖南文学蓝皮书》。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发挥文学阵地效

能，为文学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基础。开展湖

南青年作家年专题调研活动，召开湖南青

年作家摸底座谈会，举办湖南省第十九期

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和第九期新疆作家研讨

班、“青春之路”——湖南省青年作家训练

营、湖南小说创作训练营、2020 湖南散文创

作训练营。推荐 1 人参加鲁院学习、270 余人

参加中国作协网络作家在线培训，组织 5 名

作家开展“文学照亮三湘”公益讲学活动，

完成《当代湖湘文艺人物资料中心》资料整

理和湖南现当代文学馆首批图书整理等工

作，启动“湖南新时期文学名家系列特展”。

文学事业建设88

2020 年，湖南诗歌创作保持强劲势

头稳健发展，已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代

际圈层，以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丰富的

写作经验，展现内容的多样性与视野的

开阔性。

个体情感的表达。梁尔源《挖掘机指

数》通过工业书写展现新时代人的饱满

激情和深刻感悟，格局大气开阔。张战组

诗《蜗牛与我》立足生活日常，以充盈新

奇的细节和陌生化的想象，摹写人与他

人、人与万物之间的相依相抗。刘起伦

《岁末抒怀》对自我展开观照，袒露面对

时间流逝无奈却又淡然平和的心境。方

雪梅《一个人的时光》从个人视角透视风

景和事物，营构空灵意境，在柔婉的表达

中体现品位和决绝。谈雅丽《香樟树》挖

掘日常生活的简单诗意，书写人性光泽，

礼赞亲情爱情。何青峻《走廊》借助叙事、

场景表达个体经验，在县域生活中寻找

原生态自然与纯粹的爱情。

哲思体悟的阐发。空格键《花朵》选

取朴实自然的意象，传达生命体验，从容

的叙述和精到的转换增强了艺术感染

力。皇泯《驿站记事》释放出一个个人生

驿站中的情感贮存，意象跳跃流转，语言

简洁隽永。玉珍《林间路》以个人化视角

呈现世界的恒久和时变，悖谬的表达显

示思悟的深度。康雪《但你从未察觉》对

细微意象的捕捉中散发出母性的温润气

息，兼具现实感和精神性。拾柴《茶马古

道》于茶马古道的狭小逼仄之处隐显时

间的轨迹和历史的痕迹，平静中略带凉

悲。王友爱《金星台水库》借自然物象，运

用多种修辞表达对父母、对存在、对坚守

的思考，富含哲学意蕴。张鑫《平常》展现

爱情和生活的雅俗并置，以及既疏离又

亲密的两性关系。胡平《多梦的夜晚》细

致阐发个人的瞬间体悟，呈现精神世界

的复杂与深刻。

乡土生活的抒怀。廖志理《两片叶

子》将自然物象拟人化，将自我拟物化，

达到物我互融的隐秘境界，体现朴素的

禅意。陈惠芳《太阳与我一道沐浴》描摹

吟咏乡村月亮和太阳，怀想童年时光，汲

取自然的激情，文笔优美而沉郁。刘晓平

《远村》以简洁语言叙写山村植物与人

事，透出质朴而又生机盎然的生活气息。

梁书正《阿婆》扎根泥土，描写朴素温情

的田园生活，意味深长。郭辉《蚓鸣》于乡

土意象的智性书写中，感慨岁月流逝却

又固执坚守。

诗歌创作22

2020 年，湖南散文创作深情书写故

乡、童年情结与大地诗意，思考历史兴衰

之道，发掘风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反思城

市生活及现代人生活方式，体现情感的

真诚与感物的智性。

状绘时代图景与历史。谭谈《国道村

路》通过讲述广东、湘西村寨的修路故

事，勾画出新时代“奔跑的山寨”意象，语

言质朴，情感深挚。王跃文《康熙君臣杂

说》立足翔实史料，杂说康熙为君治吏之

道，刻画士人众生相，鉴古醒世，史识卓

异，时出警策之言。谢宗玉《与母亲有关

的一些往事》以细腻优美的语言描写童

年劳作等往事，透出对母亲的深情爱恋。

奉荣梅《雪地里的新娘》在美喻故乡雪萝

卜中融入道州风物人情。姚茂椿《河畔的

盛宴》以明朗文风叙写欢乐童年与独特

民俗。于安琪《太太，给我开门》以动人故

事表现亲情之永恒。李新文《被镰刀收刈

的时间》刻画如镰刀一般坚韧的农人。

《圆世界》从文化原型思索中国知识分子

的宿命，内含隐喻意味。汪桂玲《是否依

然满天星》用哀婉笔调追忆已故之人。冯

祉艾《绝唱》为悲剧人生与没落戏剧唱响

挽歌，《船乡》以细腻情思描绘民风淳朴

的船乡。

发掘自然风景的人文内质。刘克邦

《千年南丰》用“三个千年”破解了南丰厚

重历史底蕴的文化密码。张雄文《月挂眉

山》氤氲着眉州的浩荡文气，《初秋的海

日》用诗化语言还原海日初升的壮美景

象。蒲海燕《雪峰山花瑶》讴歌刚柔并济

的花瑶。葛取兵《一树花开，一树叶落》通

过描写土著植物来表现城市气质。周万

水《江天云鸟自来去》记录探寻王阳明的

人生、诗歌、哲思的朝圣之旅。孟大鸣《那

么远那么近》呼吁在同质化的城市建设

中融入自然风景。周伟《扶贫工作手记》

记录乡村扶贫见闻，展现中国式的亲情

与伦理、担当与传承。

观照现代城市中的人性异化。龙章

辉《被割裂的故乡》悲叹新城市人尴尬的

“无根化”处境。王芳《让尘土复归尘土》

批判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冷锋之上》启

示读者把握为人处世的尺度，笔锋犀利。

陈子芃《海明威先生，您遇见过这匹狼

吗》通过“对话”海明威来批判功利主义，

发人深省。

散文创作33

2020 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聚焦脱

贫攻坚、全民抗疫两大主题，宏大叙事呼

应时代主题，兼顾细微生动的人物故事

和历史笔记。纪实小说、传记、笔记体散

文等进入大报告文学创作视野。

脱贫攻坚主题书写彰显民生情怀。

在“梦圆 2020”获奖丛书中，报告文学占

11 部。罗长江《石头开花》以散文笔触书

写武陵源脱贫故事，既有纪实力度，也有

文学品位。韩生学《家是最小国》从婚姻

贫困这一独特视角介入贫困问题，有较

高辨识度。《牛角山的春天》《雪峰山的黎

明》《古丈守艺人》《暖村·生长》《且看今

日十八洞村人》《凤凰飞回客溪村》《油溪

桥村振兴之路》《翻过神仙岭》等共同构

建湖南扶贫工作的整体图景。“脱贫攻坚

在湖南”系列丛书包括张雪云写乡村扶

贫的《桃李春风》，李伟书写旅游扶贫的

《美丽样本》，王丽君写老区扶贫的《红土

长歌》，刘慧关注残疾人群脱贫的《爱无

残缺》，以及杨丰美纵览湖南脱贫全局的

《湘村巨变》，兼具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

龚盛辉《沧桑大爱》、王杏芬《需要》、阮梅

《有个女孩叫文秀》、尹红芳《幸福像花儿

一样》从不同角度留存湖南扶贫的生动

记忆。

抗疫书写集中表达伟大抗疫精神。

纪红建《一个武汉民警的春天》《生命之

舱》《春天的声音》等 5 个短篇，记录下沉

干部、党员、志愿者的抗疫经历，是武汉

疫情中心最真实迅速的报告。曾散《甘

心》《生命的节点》《爱的温暖与力量》以

武汉“90 后”青年抗疫群体为重点，展现

新时代青年的成长与担当。另有书写湖

南抗疫故事的诸多短篇。

自 然 人 文 与 历 史 笔 记 拓 展 文 体 边

界。余艳《白鹤亮翅》记述鄱阳湖鹤群保

护的故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谷静

《何志襄传》书写何医生德高望重的一

生，细节丰富。李万军《万家渡口》歌颂

义务摆渡传奇家族知恩图报的仁义家

风。甘建华《衡山有忆我重登》、范诚《翰

墨流淌的潇湘》以笔记体方式记录湖湘

地理故事。袁杰伟《毛板船》演绎百年间

“宝庆帮”的经商故事，掺入纪实小说的

写法。蒋鸣鸣《爱折腾的姥爷》自叙成立

区作协及带外孙经历，彰显“爱折腾”的

生命活力。

报告文学创作44

2020 年，湖南广大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为指导，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脱贫攻坚一

线与抗击新冠肺炎现场，采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主题创作迎来丰收之年，

全省推出“梦圆 2020”丛书 9 部、“三年行动项目”丛书 5 部、“十

村记：精准扶贫路”丛书 10 部、“脱贫攻坚在湖南”丛书 5 部；抗

疫书写与抗疫斗争同步，湖南作家第一时间创作了 50 多个短篇

作品，在《人民文学》等头条发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成为本年

度作品主体，其他体裁创作保持创新跃进的良好态势。小说在

扶贫史诗书写、人性勘探、现实观照中体现深沉的大地情怀，诗

歌在不同代际诗群的同框吟唱中展示清新而又凝重的况味，散

文在对童年故乡、山水景观与现代城市的感兴中表达人文之

思，报告文学在对重大事件的忠实记录中完成了时代共名的显

性书写，儿童文学以物我互涉的诗性艺术承接湖湘现实主义传

统，网络文学通过现实图景、多样类型、正面价值观实现提质升

级，文学评论强化了作家论、类型学分析及本体问题的思考，文

学事业聚焦重大题材育人才、促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