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强文学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团结引
领广大文学工作者自觉履行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行业自律，营造风清
气正的文学发展环境，9 月 2 日， 中国作家协
会发布了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下称 《意
见》）。《意见》提出了六点要求：一要提高政
治站位，锻造政治品格；二要加强职业道德教
育，秉持职业操守；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持续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四要坚持以德为先，
强化底线思维；五要加强文学理论批评，引领
文学风尚；六要加大正面宣传，彰显典型示范
力量。 四川省作协及其各市、 县作协迅速部
署，认真组织学习《意见》精神。

9 月 7 日，省作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
习《意见》，省作协党组班子成员、主席、巡视
员、省纪委驻宣纪检组领导和机关、事业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省作协党组书记侯

志明主持。 会上，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传达
了《意见》精神。 侯志明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加强自身
职业道德建设； 省作协要把强化职业道德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在第九次作代会和四
川文学“十四五”规划中体现《意见》精神；
要组织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意见》，强化文学队伍思想道德建设，
推动新时代四川文学事业发展繁荣， 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贡献文学力量。 会上，省
作协主席阿来就文学书写和作家职业道德建
设关系作了主题发言。

9 月 3 日， 南充市作协召开主席办公会
议。 市作协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邓太忠主
持学习了《意见》。 会议要求，南充市作协班
子成员及全市广大作家要深入学习、 认真贯
彻《意见》精神，切实做到“九讲”：讲政治，
维护团结；讲纪律，坚守红线；讲担当，明确责
任。 讲公心，用心协力；讲公开，集体议事；讲

公正，凝聚合力；讲道德，坚守底线；讲实绩，
奋力作为； 讲奉献， 不计得失。 大家一致表
示，要认真学习落实《意见》精神，从我做起，
做一个有情怀、 充满正能量的作家；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
多更优秀的作品。

9 月 4 日， 金堂县作协召开学习会议，成
都市作协副秘书长、金堂县作协副主席杨代军
主持学习《意见》精神。通过学习与讨论，会员
们纷纷表示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在以下几个
方面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政治站位，
锻造政治品格；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秉持职业
操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开展主题实践
活动；坚持以德为先，强化底线思维；加强文学
理论批评，引领文学风尚；加大正面宣传，彰显
典型示范力量。 大家认为，只有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增强行业自律，才能营造风清气
正的文学发展环境。县作协主席李正熟作了主
题发言。 （作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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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界学习贯彻《中国作家协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

助推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红星路网文讲习所”开讲

9 月 16 日， 由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
主办， 成都八角沃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红星路网文讲习所”在锦江区布
后街大益茶超级体验馆正式拉开帷幕。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张渌
波，四川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网络作
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子强， 四川省作家
协会社会联络处处长杨军， 成都时代出
版社董事、副总编辑庞惊涛，成都八角沃
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四川省网
络作家协会秘书长杨琼出席并为讲习所
揭幕。

张渌波在讲话中强调， 四川省网络
作家协会自成立以来， 紧紧围绕 “出作
品、出人才”中心任务，充分发挥联络、协
调、服务工作职能，大力实施“网著新时
代”引导计划，开展了一系列网络作家培
训、主题采风采访等活动，积极引导网络
作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
作优秀网络小说为中心任务， 以提高内
容质量为生命线， 创作出了一大批积极

健康向上、反映时代精神的佳品力作。
“红星路网文讲习所”结合网络文

学多年的高速发展实践， 以网络文学作
为内容产业的核心源头， 串联上下游相
关产业及专家资源， 致力于打造网络作
家与读者见面交流、 网络作家与各行业
跨界融合的线上线下交流平台。 同时，它
将作为四川省网络作协长期坚持的精品
活动为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提供写
作、交流新书发布等便利，为网络作家打
造一个集线上线下于一体的 “四川网络
文学会客厅”。 日后，讲习所将以“开放、
合作、创新、发展”为宗旨，坚持“交流互
动、合作共享、共谋发展”主题，集中展示
四川优秀网络作家、 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和优秀网络文学产业项目和品牌， 创新
举行新书分享、作品研讨、作家交流和行
业发展前沿探讨等系列活动， 推进四川
网络文学产业蓬勃发展。

开讲仪式后， 举行了网络作家飞天
鱼《万古神帝》实体书分享会。 （骆驼）

纪
念
鲁
迅
诞
辰140

周
年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

黄
坤
明
出
席
并
讲
话

罗江诗歌节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举办
9月 22日至 24日，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

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德阳市罗江
区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星
星》诗刊杂志社、德阳市农业农村局、德阳市罗
江区人民政府承办。 本届诗歌节以“仰望百年
丰碑诗歌丰收大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诗人们齐聚罗江， 用诗歌等艺术为农民丰收节
喝彩。 开幕式上揭晓了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
诗人”名单。 李松山、李明亮、梁文奇、刘永刚、
陈传贵、白庆国、雷文、王德席、段新强、张宇轩
获此殊荣。

开幕式还举行了《星星》特刊———“乡
村中国诗歌”首发式，对青海、西藏、云南、重
庆、贵州等省农业农村部门以及罗江区部分
单位进行赠书。 自今年 5 月《星星》诗刊开
展“乡村中国”主题诗歌征文大赛以来，共征
集诗歌一万多首，评选出 47 名获奖记者，获
奖作品均收录在《星星》特刊———“乡村中

国诗歌”中。
9 月 23 日，《星星》 诗刊杂志社诗歌

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在罗江区鄢家镇星光
村举行。 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
刊主编龚学敏说，“星光村农民创作的诗
歌有着与土地一样纯朴的情感，由此而结
出的一个硕果就是云峰诗社。 云峰诗社成
立于 1948 年，是我国现今尚存的历史最悠
久的民间农民诗社，最重要的是它依旧充
满着活力，并且不断催生新诗歌新诗人的
发现发展，是四川民众耕读诗书传家的一
面旗帜。 星星诗刊，星光村这种浑然天成
的结合，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 我们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结合，必将产生一批批
的歌颂新时代的优秀诗歌作品。 ”该诗歌
创作基地落成后，将定期组织全国各地的
诗人到星光村的诗歌创作基地采风、创
作，指导青年文学爱好者写出更多接地气
有乡村气息的诗歌作品。 目前云峰诗社有

诗社社员 60 余人，其中有八旬老翁，十龄
孩童， 他们用诗词歌赋充实平凡生活，用
韵律和谐带动劳动节奏，写诗咏诗成为农
民新的精神追求，先后创作出诗词歌赋上
千件。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诗人采风、乡村诗歌
论坛及诗歌公益讲座、 四川历史文化名人大
讲堂、 罗江区第八届诗歌朗诵大赛等系列诗
歌主题文化活动。

自 2006 年开始，罗江已成功举办了 7 届
“中国·罗江诗歌节”，分别以“诗意罗江·和
谐罗江”“诗意新农村”“凤凰涅槃·幸福家
园”“诗意古道·美丽罗江”“记住乡愁·美丽
罗江”“四好乡村·诗意初心”“同庆华诞·
幸福罗江”为主题，以诗歌节为契机向全国人
民展示了罗江思想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
面取得的成果。 在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 有力地促进了罗江的
文化发展和繁荣。 （星雯）

9 月 24 日至 28 日， 鲁迅文学院全国文学
院院长高级研修班在京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
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 吉狄马
加说，文学院工作是文联、作协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各级文联、作协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
各级文学院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扶
持培养文学新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我国文学事业发
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也对我们的文学教育培训工作提出
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他希望参加研修班的各位
学员， 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凝

心聚力， 切实发挥好为文学事业发展培育优秀
人才的职能。 要大力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
适应新时代加强文艺发展新形势新要求， 建立
文学评论工作常态化引导机制和工作体系，积
极扶持中青年文学评论新锐力量。 要进一步加
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增强行业自律，营
造风清气正的文学发展环境，自觉履行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巴金文学院院长赵智参加。 巴金文学院由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管，建院三十余年来，一直秉
承“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的建院方针，承
担对全省文学新人的发现、 扶植和中青年作家
的培训、辅导。 （巴苑作）

加强优秀人才培育
全国文学院院长高级研修班举办

9 月 11 日，活动走进宜宾市翠屏区。
30 余名宜宾作协会员和诗歌爱好者参
加讲座。宜宾市作协主席周云和、副主席
杨角进行讲座。 周云和介绍说， 近几年
来， 宜宾诗歌发展势头良好， 每年都有
60 人左右在全国各级刊物、平台上发表
作品，数量 500 首（次）左右；每年入选
各类诗歌选本 20 余种，且呈逐年增长态
势。 周云和希望宜宾诗人们在向名家大
家学习借鉴的同时， 要下足工夫向鲜活
蓬勃、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学习，再创宜
宾诗歌新高峰。杨角在讲座中指出，部分
诗人或诗歌爱好者定力不够，用情不专，
用情不深。他说，一个成熟的诗人总能最
先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总能通过自身努

力实现转身，找到新的方向。
9 月 12 日，四川省作家协会“红色

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走进
艾芜故里”活动在艾芜纪念馆举行。 此
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协、新都区文联、新都
区作协、 清流学校、 艾芜纪念馆联合举
办。新都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谭宁君
致辞。新都区作协副主席、新都区中学语
文学科带头人余志勤， 新都区作协副秘
书长、 谕亭小学优秀教师周树安分别结
合自己的阅读、学习、创作经历，进行了
深入浅出讲解与分享。活动期间，组织作
家参观了艾芜故居和纪念馆。省作协、新
都区作协向清流学校师生赠送了书籍。

（陈海龙 新都）

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
暨四川省图书馆“21 市州讲座联盟”系列活动持续开展

9 月 4 日， 首届 “美丽中
国”生态文学奖在绥阳举行。该
奖项是十月杂志社携手贵州
“十二背后国际旅游区”，面向
全国所设立的特色文学奖项。
“生态文学” 帮助我们以更多
的洞察、更好的表达，去探寻人
类与生命万物、 与他者文明的
关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中
国”的畅想，促进世界文明秩序
的和谐与共生。 四川省作家协
会主席阿来获年度杰出作家
奖。

（作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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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川
军·百场改稿会暨南充市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南充市嘉陵区举行。 省作协党组成员、秘
书长张渌波， 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
主编罗伟章，《青年作家》 副主编卢一萍，
《延河（下半月刊）》常务副主编王琪，嘉
陵区政协常务副主席胡定国， 嘉陵区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启书， 南充市作家协会

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主席邓太忠以及南充
市各县（市）、区作协主席和 80 余位小说
作家参加。

罗伟章、 王琪、 卢一萍先后对杨胜应、皮
敏、张驰三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点评，主要针
对小说的结构，主题思想的深化、细节描写、人
物个性刻画、矛盾冲突的解决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作家们表示，要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写作

水平，以自己辛勤的写作和丰硕的成果，讴歌
时代，服务人民。

张渌波在总结讲话中对南充市作协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强调，作协的工作就是
为作家服务，作家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勤奋创作，拿出精品力
作，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

（林子）

省作协“文学川军·百场改稿会进基层”走进南充

9 月 26 日， 纪念鲁迅诞辰 14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
调要学习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发扬他的精神风范，始终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昂扬
的民族精神、 活跃的文化创造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
奋斗新时代。

黄坤明指出，鲁迅先生是近代以来文化艺术界最有影
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
帜。他一生研习不辍，在多个领域都有开拓性贡献。他追求
真理、追求进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是我们党最
忠诚、最可信任的同志和战友。

黄坤明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
关切民族命运、担当时代使命的爱国精神，“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情怀，坚持理想、敢于斗争的
战斗品格，坚守民族立场、放眼世界潮流的文化胸怀，不断
攀登新时代的文化高峰。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人
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优秀作品，引导人们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鲁迅先生亲属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 100 余人参加。 中国文联
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主持会议。 （中作）

中国农民丰收节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