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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日至2012年2月5日，中国文联及

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组织20多支文艺队伍近1000余

名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分赴黑龙江边防线、重

庆涪陵等30多个省（区、市）的基层地区和单位

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举

行慰问演出等活动近百场。赵实、覃志刚、李屹

等党组领导分别带队参加活动。

1月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海南省委

宣传部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

奖典礼在海南海口举行。何厚铧、李屹与海南省

有关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1月8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百花迎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2012年春节大联欢”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孟建柱、张榕明、孙家正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领导、中国文联主席团成

员、荣誉委员、全委会委员等与2000余名全国各

艺术门类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出席联欢活动。

2月9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2012年驻华使节

新春招待会暨音乐专场晚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

行，26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国内相关单位业务

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招待会。

2月15日，冯远、杨承志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

见台湾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

2月下旬至10月，中国文联办公厅会同机关服

务中心，分五批组织部分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荣

誉委员及各协会主席团成员、顾问等知名艺术家及

家属赴海南、云南、吉林、四川等地采风调研。

2月24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杂协主办的第

八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七次理论作品奖在京进行

终评。

2月29日至3月1日，中国文联第九届主席团第

二次会议和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

开。孙家正主持会议，翟卫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赵实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国文

联2012年工作要点》和《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职

业道德公约的决议》。

3月1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仁者之歌——

感悟《论语》咏诵会”在京举行。胡振民、夏潮

出席咏诵会。

3月2日，2012年文艺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联谊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孙家正出

席并致辞，赵实出席并讲话，曹卫洲，在京中国

文联党组成员、老领导、在京主席团成员、荣誉

委员等与文艺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同

出席联谊会。

3月2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发布“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艺工

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3月14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的中国

舞蹈荷花奖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就奖在京颁

奖。冯国佩、李正一、李承祥、斯琴塔日哈、舒

巧、孙加保、资华筠、赵青8位舞蹈艺术家获奖。

3月21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文联文艺舆

情信息工作会议在江苏常州召开。夏潮出席会议。

4月1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的祝贺

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60周年暨《曲艺耕耘录》

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前光出席会议。

4月16至19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文联组

联工作会议暨全国基层文联负责人学习培训班在

湖北武汉举行。覃志刚、夏潮出席会议。

4月21日至30日，应瑞士“山水”艺术基金会

邀请，覃志刚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一行4人赴瑞士

和法国进行交流。

4月25日，由全国总工会、中国文联、中央文

明办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阳光路上”——

2012“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型文艺晚会暨第三届

中国职工艺术节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

刘云山、李源潮、王兆国、马凯、司马义·铁力

瓦尔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王玉普、赵实、胡占

凡等主办单位领导出席开幕式。此后，8月至11月

间，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在部分地区陆续举办

了戏曲、声乐、民族器乐、舞蹈、曲艺小品等多

项展演和书法美术、摄影展览等活动。

4月26日，中国文联与文化部、致公党中央委

员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感谢祖国、

感谢党——陈爱莲舞蹈艺术60周年系列活动”在

京启动。杨承志和致公党中央领导王钦敏、严以

新等出席发布会。

4月26日至5月6日，由中国文联、文化部、全

国政协书画室、清华大学、中国美协、中国美术

馆主办的“笔墨尘缘——冯远中国画作品展”在

中国美术馆举行。刘云山、马凯参观了展览。华

建敏、周铁农、李金华、郑万通及各主办单位、

有关部委领导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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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国文联在京举行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启动仪式。刘云山发来贺信，赵实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翟卫华、覃志刚、李屹、杨承志、夏

潮、李前光等出席启动仪式。赵实、翟卫华为中

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团授旗。

5月4日，中国文联机关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

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召开，中国文联党组全体同志

及全国青联、中直青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月8日至10日，中国文联与中国剧协、中国

音协、中国舞协、陕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延安

共同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70周年系列活动。赵实、杨承志等

出席相关活动。

5月8日，李屹会见以权宁彬委员长为团长的

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代表团一行。

5月12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央音乐

学院共同主办的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京举

行，包括纪念大会、学术研讨会和音乐会三项活

动。覃志刚出席纪念大会。

5月17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纪念《讲话》发

表70周年座谈会。孙家正、翟卫华，中国文联党

组全体同志、部分文联老领导、在京中国文联副

主席、知名艺术家代表出席座谈会。

5月19日至24日，李屹会见到访的国际魔术联

盟主席埃瑞克·埃斯文。

5月2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杭州市

委宣传部、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临安七

部——叶小钢声乐交响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

剧院音乐厅举行。韩启德、孙家正、铁凝、陈喜

庆、覃志刚、杨承志、鲁昕、王文章、鲁炜、陈

平等出席音乐会。

5月22日，中国文联召开权益保护部成立会

议。赵实、李屹、李前光出席会议。

5月23日，由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文联和中共延安市

委共同主办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

专题研讨会”在延安召开。杨胜群、龙新民、姚

引良、夏潮、陈燕楠等出席研讨会。

5月23日至26日，由中国文联、湖北省委宣传

部、中国摄协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湖

北武当山举行。李前光与湖北省有关领导出席开

幕式。

5月26日，中国文联志愿服务团到吉林石化举

行采风慰问演出活动。活动由赵实、李屹率队。

5月30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2012濠江之

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活动在澳门举

行。李金华、澳门特区代理行政长官陈丽敏和杨

承志等出席活动。其间，杨承志还为在澳门的中

国文联荣誉委员颁发证书，并拜会了澳门特区政

府行政长官崔世安。

6月28日至7月9日，应土耳其摄影艺术联合

会、以色列职业艺术家协会、约旦摄影学会的邀

请，李前光率3人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在土举办

“让影像告诉世界——灿烂的中华文化”世界巡

回展，在以、约分别举办摄影研讨会。

7月，中编办批复设立11个协会艺术中心和中

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

7月5日，中国文联第九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和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孙家

正主持会议。会议推举左中一为中国文联第九届

书记处书记；增选左中一为中国文联第九届副主

席，王瑶为中国文联第九届主席团委员；通过了

《关于接纳中国人民银行文联为中国文联团体会

员的决议》。

7月12日至15日，中国文联与北京市政府、

中央电视台联合在国家大剧院联合举办“党的旗

帜高高飘扬”系列音乐会。王家瑞、赵实、杨承

志、左中一等出席观看演出。

7月12日至17日，应西班牙马德里普利赛马戏

剧院邀请，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屹率5人代表团访

西，与多家合作单位就开展国际性多元文化交流

活动等进行工作会谈。

7月24日，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联合

主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动员

大会在四川峨眉山召开。翟卫华、左中一、冯远

及财政部、文化部等主办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会议。

7月26日，中国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政

协书画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

辰——启功遗墨展暨《启功全集》首发式”在国

家博物馆举行。韩启德、桑国卫、孙家正等出席

展览开幕式。

7月28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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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在宁夏银川举行。

夏潮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8月，中国文联出版办与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启动2012年度中国文联出版报刊精品工程。经评

审，12月，与各协会、文联直属出版报刊单位签

订协议，向17个单位的24个出版项目提供1500万

元资金资助。

8月2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第十届造型表演

艺术成就奖颁奖典礼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覃

志刚、夏潮等出席颁奖活动。

8月7日，中国文联、中国摄协组织文艺志愿

服务团到京郊箭扣村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李

前光率队。

8月13日至15日，中国文联办公厅在北京延庆

举办2012年全国文联系统办公室业务培训会。左

中一出席并作开班动员辅导。

8月15日至21日，应中国文联邀请，以泰中艺

术家联合会会长蔡义批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访华，

李前光会见代表团。

8月20日至25日，由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主办

的全国文联系统维权研讨班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举办。李前光出席研讨班并作开班动员授课。

8月23日，赵实会见到访的瑞典电视4集团母

公司伯尼尔集团副总裁谢曼杨一行。

8月23日，中国文联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

韩雪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授予河北省沧州市青

县文联主席韩雪“见义勇为文艺工作者”荣誉称

号。赵实、覃志刚、李屹、杨承志、左中一、夏

潮等出席报告会。

8月28日至9月8日，应日本株式会社角川集

团、墨西哥作家协会、秘鲁文化部邀请，赵实率6

人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拓展与拉美国家交流渠

道，接受角川出版集团对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

赠并商谈数字出版合作事宜。

9月5日至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

的第四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在湖北潜江颁

奖。杨承志出席颁奖典礼。

9月5日至6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大学、山东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大丈夫——感悟《孟子》咏

诵会”在京举行。严隽琪、李金华、胡振民、夏

潮等出席咏诵会。

9月7日至9日，由中国文联、湖南省政府、中

国视协主办的第九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

长沙举行。赵实、励小捷、田进、赵化勇、夏潮

与湖南省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

9月9日至18日，由文化部、国务院参事室、

全国政协文史委、民进中央、中国文联、中国作

协、天津大学、中国美协、中国民协、北京画

院联合主办的“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

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览在北京画院美术

馆举行。贾庆林、刘云山、刘延东、马凯等参观

了展览。罗富和、铁凝、李屹、王文章等出席开

幕式。

9月10日至15日，应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邀

请，左中一率4人代表团访澳，与当地文化艺术

机构及华人文艺界、传媒界代表进行工作会谈和

交流。

9月15日至21日，杨承志率6人访问团赴台湾

出席海峡两岸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并与台

湾主要文艺机构和团体进行交流，还拜会了吴伯

雄、江丙坤等台湾知名人士。

9月1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江苏省委

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颁奖晚会在江苏南京举行。孙家正、赵实、李

前光与江苏省有关领导出席颁奖晚会。

9月15日至22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今日中

国”艺术周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耶鲁大学和哈

佛大学举行。夏潮率代表团出席了艺术周相关活

动并对美有关文化机构进行调研。

9月1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四

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在京颁奖。李前光出

席颁奖仪式。

9月18日，李前光会见来华参加“尼泊尔文化

节”的尼泊尔国家美术院院长吉兰·马南达尔等

一行3人。

9月23日至29日，应中国文联邀请，以尼泊尔

学院副院长耿加乌普雷蒂为团长的9人代表团访

华，杨承志会见代表团一行。

9月25日，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在京颁奖，中国文联组织报送的电

影《响九霄》，电视剧《雪域天路》、《小站风

云》，舞蹈诗《延安记忆》和歌曲《我要去延

安》5部作品获奖。

9月26日，中国文联、中国杂协组织文艺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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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务团到河南濮阳举行慰问演出活动。活动由

李屹率队。

9月26日至29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影协、绍

兴市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浙

江绍兴举行。孙家正、夏潮与浙江省有关领导出

席开幕式。赵实出席颁奖典礼。王为一、严寄洲

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9月28日至10月22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市政

府、中国美协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

年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朱维群、赵实、林军、

左中一、钱小芊等出席开幕式。

10月，中国文联全面启动驻中国文艺家之家

各单位的内网协同办公平台试运行。

10月19日至10月27日，由中国文联、教育

部、上海市政府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在

上海举行，其间评选出第四届中国戏剧奖·校园

戏剧奖。杨承志、王仲伟与上海市有关领导出席

戏剧节开幕式。

10月23日，孙家正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以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辻井乔为团长的日中文交

代表团一行。

10月23日，应摩纳哥驻华使馆请求，李屹在

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摩纳哥驻华大使凯瑟琳·福

特里一行。

10月27日，中国文联与武汉市政府、田汉基

金会联合在武汉举办“《前进·进》中华情·唱

国歌”文艺演出。夏潮出席。

10月30日，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

典礼暨第六届当代文艺论坛在昆明举行。赵实、

夏潮与云南省有关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11月8日，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剧协名誉

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逝世，享年85岁。

胡锦涛、习近平、李长春、李克强、刘云山、刘

延东、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

哀悼。

11月16日上午，中国文联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11月16日下午，中国文联召开传达学习党的

十八大精神大会。赵实出席并讲话，中国文联党

组全体同志出席会议。

11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共

同主办的裴艳玲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杨承志出席座谈会。

11月19日至23日，由中国文联、香港艺术发

展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

论坛在香港举行。孙家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发言。杨承志，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及相关机构

负责人，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80余位知名

文艺家、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活动。

11月20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

在京召开李默然同志艺术人生追思会。赵实出席

追思会。

11月20日，中国文联召开文艺家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赵实、夏潮出席会议。

11月22日至23日，中国文联党组召开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

11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

办的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当代舞评奖活

动在郑州举行。杨承志出席活动。

11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舞协组织文艺志

愿者服务团到郑州铁路局机务段和郑州师范学院

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由杨承志率队。

11月27日至29日，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重要讲话，孙家正出席开幕式，赵实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翟卫华、李屹、杨承志、左中一、董

伟、黎国如、夏潮、李前光等出席开幕式。来自

全国各地近400名曲艺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国曲协新一届领导机构。姜昆当选

为中国曲协主席。

11月29日至12月2日，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

办的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活动在绍兴进行。

12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中国文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

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全国书画展”在北京劳动人民

文化宫开幕。

12月3日至5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孙家正出席开幕式，雒树

刚、赵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翟卫华、李屹、杨承

志、左中一、田进、黎国如、夏潮、李前光等出席

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260余名电视艺术工作者代

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视协新一届领导

机构。赵化勇再次当选为中国视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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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百花芬芳 盛

世风华”艺术精品展演晚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孙家正、赵实、翟卫华、夏潮、李前光等出席观

看演出。

12月4日至13日，应土耳其文化旅游部和泰国

泰中艺术家联合会邀请，杨承志率5人代表团访问

土耳其、泰国，出席2012土耳其“中国文化年”

闭幕演出并与土耳其文旅部、伊斯坦布尔文化艺

术基金会、泰中艺术家联合会等文化机构座谈。

12月9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文联、中

央文明办、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职

工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北京中国剧院举行。李金

华及王玉普、赵实、王世明等主办单位、有关部

委领导出席并观看晚会。

12月9日至11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孙家正出席开幕式，雒树

刚、赵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翟卫华、李屹、杨

承志、左中一、宋明昌、黎国如、夏潮、李前光

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300余名摄影工作者

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摄协新一届

领导机构。王瑶当选为中国摄协主席。

12月12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庆贺百岁贾

芝从事革命文艺工作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李屹、黄浩涛等出席座谈会。

1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主办的“郭沫若诞辰120周年

纪念会暨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颁奖仪式”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覃志刚出席并讲话。

12月24日至25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专家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

召开。孙家正、翟卫华、左中一、吕章申出席24

日上午的观摩评审活动并讲话。赵实等中国文联

党组领导在评审会议期间观摩草图并看望了专家

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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