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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文学之星》由莫言题写刊名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成立以
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征文活动、采风
活动、文学交流活动。 其中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大的征文活动是浙江省少年
文学之星征文比赛。

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由
浙江省教育学会和浙江省青少年作家
协会联合主办，曾是全省唯一由省委宣
传部批复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文
学赛事，是一项大型文学公益事业。 迄
今为止有超过 200万中小学生参与比
赛，160 余名中小学生荣获“浙江省少
年文学之星”称号，有多位少年文学之
星因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第二届浙江
省少年文学之星慈琪，现已成为 90 后
新锐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总也倒不了
的老屋》入选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 协
会先后邀请了秦文君、沈石溪、曹文轩、

汤素兰、张之路、冰波等知名儿童文学
作家为少年文学之星现场颁奖，肯定他
们的文学才华，给他们的文学创作之路
以极大的鼓励。

浙江省高校文学社团征文大赛是
面向全省大学生的征文比赛。 大赛评
审委员会由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

媒体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作家、诗

人、导演、资深评论家等组成。 首届池
幼章杯浙江省高校文学社团征文大
赛， 由杭州师范大学团委、 花城出版
社、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联合浙江
省部分高校社团共同举办， 由著名作
家苏童担任总评审， 获奖者均颁发奖
金、奖杯、证书。 大赛颁奖典礼邀请了
苏童， 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池幼章，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评论家张学昕，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洪治纲，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省教育学会秘书长朱永祥，

作家钱国丹和获奖人员以及全省高校
文学社团代表共 500 多人参加，现场
还进行了文学对谈。

浙江省高校文学社团征文大赛鼓
励我省大学生和优秀社会青年文学爱
好者写出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道
德情怀， 积极向上的优秀文学作品，是
浙江省青年文学史上的一件新事，是社
会资源助力文学事业的大事，更为我省
发现文学新星提供了一个平台。

协会还推出 “作家进校园 ”公益
行活动。 协会特聘教育界、 文艺界、

新闻界等专家 、 学者组成名家导师
团 ，多年来 ，坚持走进全省中小学校

园 ，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 ，坚持将文
学主题讲座 、 征文主题讲座送到校
园 ， 坚持举办青少年作家作品座谈
会，传播文学的种子。

协会拥有各种户外系列活动资
源，“行走的文化课堂” 将学习场地搬
到大自然中，开拓了孩子们的眼界，培
养和激发了他们对古今文明的探究欲
望和参与未来世界的激情， 在满足孩
子们户外活动需求的同时， 也提供美
学艺术、民间文化、城市历史、前沿科
技等知识的熏陶与储备。 生动的户外
活动， 寓教于乐， 是孩子们尽享大自
然，展现自我的另类舞台。

另外，微讲堂、对话大作家、公益
赠书、夏令营等都是浙江省青少年作
家协会陆续推出的文学活动。微讲堂
将青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活动与写
作相结合，在游戏的过程中开展有针
对性的作文辅导，使枯燥的知识转变
为生动有趣的体验，从而让小朋友们
爱上写作， 爱上文学；“对话大作家”

则在采访交流过程中 ，让作家 “走下
神坛”， 拉近青少年儿童和文学之间
的距离，也近距离感受作家独特的个
人魅力……

这些公益活动收获了广泛好评，

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 让他们
切身感受到文学并不是高高在上，也
不是远在天际，文学就在我们身边，无
处不在。

文学之灯，点亮人生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致力发掘文学之星，培育文学新苗

协会会员期刊《少年文学之星》由
莫言题写刊名， 定向发表会员作品。

《少年文学之星》杂志邀请众多知名作
家、名校校长、特级教师等撰写杂志卷
首， 将不同名家对文学的理解通过铅
字传递给文学爱好者。协会报纸《学习
报·浙江少年作家》是由山西三晋报刊
传媒集团主办，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
会协办的全国教辅类一级报纸。 全年
共 52 期， 荟萃了教师的优秀论文和
会员的精彩作品。

《浙江少年文学新星丛书》 是浙
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面向全省青少
年文学写作者特别策划的系列丛书
活动。 该丛书每年推出一辑，协会导
师团联合向读者推荐，由组委会评审
专家评选后出版，入选作者将被协会
授予“浙江少年文学新星”称号。 《浙
江少年文学新星丛书》系列活动给予
青少年文学写作者出版书籍的机会，

让文学新苗崭露头角 ， 给予他们信
心，让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越走越
好，越走越远。

协会还编辑出版了 《作文如此简
单》《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去》 等书

刊。 《作文如此简单》汇集儿童文学作家对文章一对
一的写作指导， 让你轻松掌握各种写作技巧，《一直
往大风吹的方向走去》 则是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经
典作品选， 收录了第六届到第十一届浙江省少年文
学之星征文比赛优秀作品， 字里行间蕴藏着这些文
学新秀的写作天赋和个人魅力。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在新媒体建设上紧跟时
代潮流。 协会公众号不断推陈出新， 内容丰富， 将
更多的文学信息传递给文学爱好者 。 从朗诵到书
画， 从书画到文学， 点面结合， 给协会会员全面展
示自我的机会。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 艺术是相
通的，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希望众多文学爱好者
能将各种艺术形式融会贯通 ， 形成自己的艺术气
质， 提升自己的审美境界。

省青少年作协还开通了喜马拉雅电台频道， 收
录协会导师的习作指导， 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分享等
其余关于文学的声音， 用声音传递力量， 用声音传
播思想。

浙江省青少年作
家协会愿与文学爱好
者共同成长 ， 与家
长、 学校及社会各界
携手， 让更多文学青
年亲近文学， 寻找文
学明星， 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培养青少年作
家和文学新 人 的 路
子 ， 愿为浙江文化
大省建设作出新的
贡献 。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前身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 是省内惟一由省委宣传部批复同
意、省作协主管的全省性、公益性青少年文学社团组织。 以“文学之灯，点亮人生”为口号，旨在团结全
省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文学素质教育，提高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发现文学
新人。 日常工作以吸收团体会员为主、少量优秀个人会员为辅，至今累计吸纳会员超过 10 万人，同时
聘请文学界、教育界有关专家、学者对青少年进行写作指导，已在全省中小学校园、文学活动场所开展
各项公益文学课 2000 多场次，还成立少年文学研究院，更深层次地发展青少年文学事业，以实际行动
为浙江文坛培育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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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星熠熠生辉，文学活动精彩纷呈

新媒建设顺应时势
线上交流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