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历35年，已办33届，在诗

坛产生广泛影响。第33届青春诗会今年8月在甘肃陇南市

举行，诗刊社为15位入选诗人编选了诗集，分别为：艾蔻的

《亮光歌舞团》、段若兮的《人间烟火》、飞廉的《捕风与雕

龙》、郝炜的《说好的雪》、胡正刚的《问自己》、纪开芹的《修

得一颗柔软之心》、刘山的《病中书》、马慧聪的《人模树样》、

马骥文的《唯一与感知者》、马嘶的《春山可望》、谈骁的《涌

向平静》、叶晓阳的《雨来》、张雁超的《大江在侧》、郑茂明的

《秋日笔记》、庄凌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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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

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

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走入

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

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

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将“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不断引向深入。广大

作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要求，饱含

对人民的真切情感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之上，

经受精神的洗礼和磨砺，向人民学习，向生

活学习。中国文学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不

断提高，在时代的波澜壮阔、人民的喜怒哀

乐中描绘出中国故事的斑斓画卷。

5年来，中国作协不断开拓思路，创新方

式方法，面向基层，讲求实效，通过定点深入

生活、作家挂职等举措，为深入生活搭建渠

道、提供保障。其中，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

目自2010年实施以来，共扶持454人次，截

至目前，参与其中的作家已出版著作200余

部，刊发作品500余篇（首），多部获“五个一

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等奖项。在近几年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

中国作协设置了“中国梦”、“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和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迎接庆祝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等主题专项，并设置了“科

技创新报国70年”、“中国报告”等报告文学

专项，鼓励作家讲述中国故事，发出时代强

音。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网也将宣传深入

生活作家典型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及时、鲜

活的报道反映他们深入生活的情况，刊发优

秀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文学界蔚然

成风。

这5年，也是行走的5年、收获的5年。

中国作协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主题采访，作家

们走向广阔天地，感受时代脉动。今年7月，

中国作协启动了“迎接党的十九大暨纪念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主题采访，三

批近百名作家先后赴江西、广东、天津、辽

宁、安徽、江苏、新疆等地采访。8月，组织作

家赴塞罕坝机械林场采访创作，用文学形式

记录塞罕坝机械林场植树造林取得的突出

成就。在此之前，56个民族作家红色赣州

行、丝路文学之旅、“重走长征路”、海上和草

原丝绸之路采访、文学三沙行等活动促使一

大批作家深入革命老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

区，在扎根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长见识、

出作品。

文学的根在基层，人民的需要是文学存

在的根本价值。越来越多的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与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交流互

动，把文学的种子撒向祖国各地。在基层，

作家们“身入”、“心入”、“情入”，丰富自己，惠

及他人。几十年前，作家柳青“深入到农民

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如今，这

样的精神和情怀在一代代中国作家之间传

承。贾平凹、张炜、阿来、徐剑、王宏甲、范

稳、李春雷、邵丽、李骏虎、王小鹰、陈启文、

丁燕等一大批作家，把目光投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前线，关注改革进程中个体的成长和发

展，积累了大量鲜活生动的文学素材，创作

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

运。从西北大漠到沿海小岛，从边防哨所到

森林草原，从城市建设到兴农一线，作家们

的脚步遍及大江南北，他们一次次远行，一

次次归来，又一次次再出发，把在生活中的

收获和感悟倾注于笔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创造出一部部振奋人心、昂扬

向上的华彩篇章。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21日，中国作协文学工

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钱小芊主持。中宣部副部

长庹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处吉狄马加、阎晶明、吴义勤

出席。

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

业道德委员会由28名来自

各文学门类的作家代表和相

关社会人士组成，由中国作

协副主席刘恒任主任，阿来、

范小青、周大新、赵丽宏任副

主任，是中国文学界加强职

业道德建设的自律机构。成

立后的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

职业道德委员会，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作家

协会章程》《中国作家协会文

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章程》《中国作家

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建立起内

部管理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

合的工作机制，积极倡导德艺双馨，督促文

学工作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纪守法、服务社会、乐于奉献，树立良好社

会形象，积极营造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

业的良好生态。

铁凝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作协文学工

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成立，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落实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的一个实际行动，是加强文学界行业管

理、行业自律，推动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

要举措，是我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作家是

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文学要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首先要求作家

具有美好的道德情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用高尚的情操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

舞人。她说，职业道德建设是系统工程、长

期任务，需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全员

参与，也需要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的

带动和引领。

铁凝说，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引导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坚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中国精神锻造文学的灵魂。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文学

担负着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坚守文

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最根本、最关键的要

体现在对这一责任使命的坚守与担当。要

进一步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博大的

情怀和现实火热的生活滋养、强健文学的筋

骨。坚持修身养性，崇德尚艺，以对德艺双

馨的不懈追求提升文学的品格。坚持积极

发声，敢于亮剑，以维护社会良知和正义，彰

显文学的尊严。

钱小芊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充分认识

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积极开展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发挥职

业道德委员会在文学界职业道德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职业道德委员会要主动作为，加

强调查研究，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加强

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措施和办

法。要坚持一手抓先进典型的宣传示范，一

手抓违法违纪、失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惩戒，

发挥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教育引导作用。

要广泛动员文学界和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

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委员会的

引导力、影响力。他要求，文学工作者职业

道德委员会委员们要以自己

的言行示范，做自觉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守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的

模范。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

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

员会主任刘恒在成立大会上

表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

委员会的作家应该模范遵纪

守法，担当社会责任。在委

员会建设和工作中，突出团

结、人民、胸怀、理想、规矩和

自律的主题词，树立良好作

风、文风、学风，共同营造和

谐的文学生态。军旅作家周

大新和网络作家跳舞作为作

家代表分别发言。委员们表

示，一定坚定文学理想，追求

德艺双馨，潜心创作，锐意创

新，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弘

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作协十分重视文学工作者职业道

德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协紧紧围

绕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

理、自律维权、推动创作的职能任务，加强能

力建设，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

律，发挥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

强行业影响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思想的激励和感召下，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

唤、追求艺术理想，坚持风清气正、追求德艺

双馨的良好风气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在当天举行的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

业道德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

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

会章程》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

道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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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描绘中国故事的斑斓画卷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9月20日，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两创”方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

益相统一，聚力打造荧屏佳作，努力提升艺术水准，用更多有

风骨有品格有境界的作品点亮荧屏、照亮生活，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刘奇葆指出，伟大时代为电视艺术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

舞台，人民群众对优秀电视作品充满期待。广大电视艺术工

作者要坚持以文化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

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传递爱心推动公益，做

主流价值的弘扬者。要永葆人民情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深刻体察人间冷暖，艺术折射时代变迁，做伟大时代的记录

者。要笃定艺术追求，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立身之本，坚持

高品位高格调，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高度重视艺术创新，

做荧屏佳作的锻造者。要注重品格修为，坚守社会责任，向

着高尚的人格境界锐意进取，向着高远的艺术巅峰不懈攀

登，做德艺双馨的践行者。

刘奇葆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用更多电视艺术精品点亮荧屏

新华社电（记者 霍小光、张晓松、黄小
希、施雨岑）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旗帜

道路，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系统规划和全面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

视程度，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守正开新，气象万千。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事业迈上新台

阶、开创新局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

神州大地上，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

加强劲，不断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新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谋篇布局，纲举目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为
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工作指
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时代，犹如一位严苛的考官，将难题与挑

战摆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面前。

身处复兴征程，应对攻坚时刻，如何才能

在并不平坦的前进道路上巩固思想基础、激

发奋进力量？如何才能在错综复杂的舆论场

和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中坚定自信、站稳脚

跟？如何才能在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传承文化基因、筑牢精

神家园？如何才能在深刻变革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发出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

声，彰显坚定决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

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五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

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在几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倾听各方面意见，同大家一

起分析形势、沟通思想、凝聚共识、谋划未来。

一次次高屋建瓴的讲话，让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更觉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倍感精神振奋、更添前行动力——

（下转第2版）
为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行业自律，促

进文学界风清气正，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特

制定《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法律，担当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用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弘扬中国精神、传

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创作，接受人民检验，把最好的

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

三、坚守“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尊重文学规律，

维护学术民主，提倡艺术个性，倡导兼容并包，树立良好

作风、文风、学风，加强团结，共同进步，反对文人相轻，反

对搞圈子化，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

四、坚定文学理想，追求德艺双馨，潜心创作，锐意创

新，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反对歪曲历史、亵渎祖先、

亵渎经典、亵渎英雄，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

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

思想。

五、坚守良好职业道德，反对粗制滥造，反对抄袭剽

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

位，弘扬公德良序，引领文明风尚。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