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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至2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三

沙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赵实、

李屹带队。

1月12日至13日，中国文联九届四次主席团

会议和九届四次全委会在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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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文联2013年工

作要点》。

1月13日，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百花迎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2013春节大联欢”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孟建柱、孙家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及有关部委领导，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主席团成

员、全委会委员等与全国各艺术门类文艺家和文

艺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共庆新春。

1月18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中航工

业沈飞民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李

屹带队。

1月18日至1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福建闽西革命老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慰问

演出。覃志刚带队。

1月31日，中国文联与国家版权局共同主办了

“去伪存真——书画作品版权保护研讨会”。李

前光出席会议。

2月26日，2013中国文联协会组联工作会议

暨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覃志刚出席

会议。

3月中旬至4月上旬，中国文联书记处成员围

绕“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与文联工作创

新”的重大课题，分率6个调研组，深入15个省

（区、市）文联以及11个全国文艺家协会，广泛

开展调研，形成了《建立健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

导向制度机制》和《加强新形势下文联组织建

设》的调研报告。

3月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中国美协、

中国舞协启动了文艺支教试点项目。4月，第一期

28名文艺支教志愿者赴甘肃陇南、贵州安顺、河

北丰宁开展文艺支教志愿服务。

3月5日至14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中国作家

艺术家代表团访问毛里求斯。

3月24日至28日，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在江西

举办第三期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高级

研修班。

3月，中国文联召开加强图书出版质量管理工

作会议。李前光出席会议。

4月10日至11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2013全国

文联组联工作会议暨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会议。覃

志刚出席会议。

4月7日至28日，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在京举

办第二期全国中青年编剧高级研修班。赵实出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题论坛，与

学员交流谈心。

4月17日至26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杨承志

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6人赴坦桑尼亚、毛里求斯和

塞内加尔访问，与三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主要

文艺组织负责人、艺术家代表等进行会谈。

4月24日，中国文联发出通知，在文联系统内

组织开展“为芦山加油”献爱心捐助活动。截至5

月6日，共筹集个人捐款348613元。

4月28日至2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甘肃陇南武都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赵实

带队。

5月初，中国文联机关团委、机关青联举办

“青春•文联•中国梦”主题演讲比赛。

5月6日至15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赵实为

团长的代表团一行6人赴美国、加拿大和古巴进

行访问，出席在达拉斯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开

幕活动，与纽约艺术基金会、加拿大艺术理事会

商谈合作事宜等，与古巴作家艺术家联盟举行研

讨会。

5月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和达拉斯－沃斯堡地区世界事务理事会主办的

“聚焦中国•国际节——中国民间文化周”开幕式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克罗亚洲艺术博物馆举

行。赵实率代表团出席开幕式。

5月7日，《2012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座谈

会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召开。夏潮出席会议。

5月20日至24日，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在延安

举办第四期全国文艺家高级研修班。

5月21日和6月8日至9日，中国剧协、中国音

协、中国曲协、中国舞协，分别组织4支文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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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小分队，先后深入雅安芦山地震灾区一线

进行7场慰问演出。杨承志、左中一分别带队开

展慰问。

5月2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主办的“中

国合唱一百年——纪念李叔同创作第一首合唱

曲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孙家正、赵

实、李屹、左中一、李前光等出席。

5月22日，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举办2012年文

艺维权问卷调查工作表彰会暨网络著作权保护讲

座。李前光出席会议。

5月22日至23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在京召开第二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赵

实，覃志刚、李屹，左中一等分别于22日和23日

上午到评审现场观摩作品草图。

5月23日，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京

召开。赵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协

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

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姜昆当选中国文艺志愿者

协会主席。罗成琰兼任协会秘书长，廖恳、邵志

军任副秘书长。

5月29日至30日，中国文联新闻宣传工作培训

班在京举办。夏潮出席开班式。

5月至12月，中国文联开展了“‘追寻中国

梦’——文艺家采风创作基层行”系列活动，分

8支小分队组织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民间文

艺、摄影等艺术门类的近百位文艺家，深入8个省

区开展基层采风创作。

6月8日至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

动。左中一带队。

6月11日，杨承志会见到访的捷克文化部副部

长桑科特，双方就中捷民间文化交流等进行会谈。

6月18日，孙家正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了栗

原小卷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6

人。杨承志参加了会见。

6月20日至29日，由中国音协、福州市人民

政府、台湾新竹市政府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

合唱节在台湾新竹举行。左中一出席合唱节相

关活动。

6月27日至2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贵州安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6月28日至7月5日，中国文联组派以裴艳玲

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6人赴尼泊尔、韩国进行交

流访问。

6月29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民协主办的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巍峙、李屹等出席

会议。

6月30日，中国文联九届五次全委会暨全国

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在京召开。

孙家正主持会议，赵实发表讲话，翟卫华出席会

议。杨士秋宣读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

文联关于表彰全国文联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

决定》。会上，授予北京市公安文联等50个单位

为全国文联系统先进集体，授予史长义等15人为

全国文联系统先进个人。九届五次全委会增选周

涛、夏潮为中国文联第九届副主席，聘请黎国如

为中国文联第九届荣誉委员。

7月1日，由中国文联、全国政协书画室、中

国美协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6周年“萧晖荣

国画书法雕塑艺术展”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杨

承志出席开幕式。

7月5日，中国文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动员大会。自此，中国文联党组围绕“为

民、务实、清廉”的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领导班子和

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文艺工作和文联

实际，着力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

摆问题、开展批评”和“整改落实、建章立制”3

个环节工作，扎实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7月7日至27日，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赴美举

办“非盈利文艺组织运营与管理研修班”。

7月15日至17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青海玉树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赵实带队。

7月21日至27日，中国文联在广西南宁举办第

七届全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夏

潮出席开班式。

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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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名单，文联所属《美术》、《大众

摄影》、《中国书法》3家期刊被评为“百强社科

期刊”。

8月4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河北涉

县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

8月6日，李前光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了到

访的北欧邦尼集团副总裁谢曼•杨一行，就进一步

加强交流合作进行会谈。

8月12日，中国文联维权工作交流展在中国文

艺家之家举行。赵实、李屹、左中一、李前光观

看了展览。

8月12日至14日，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与文艺

研修院举办了“第二期全国文联系统维权干部培

训班”。李前光出席开班式。

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青海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西宁国际舞蹈节暨

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活动在青海西

宁举行。

8月21日至31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夏潮为

团长的中国曲协艺术团一行12人赴德国和丹麦进

行访问演出。

8月23日至28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代表团访

问马来西亚，参加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40周年

庆典及交流活动。

8月20日，中国文联在京举办中华经典系列

咏诵作品研讨会。胡振民、夏潮、刘世民等出席

会议。

8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文联办公厅、文艺研

修院主办的全国文联年鉴编撰工作培训班在哈尔

滨举行。

8月30日至31日，中国文联与北京大学等单位

主办的“放歌亲情——感悟《孝经》咏诵会”在

京举行。陈晓光、顾秀莲及赵实、王建平、胡振

民、孙怀山、王世明等出席观看了30日的演出。

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组建由中国文联主管、

中国书协主办的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9月1日至30日，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在京举办

中国文联首届全国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级研修班。

9月4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全国文艺家协会

会员发展工作座谈会。赵实、覃志刚出席会议。

9月13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草图观摩展开幕式暨签约仪式在北京中国国

家博物馆举行。孙家正、赵实、左中一、冯远等

出席开幕式。

9月13日至15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赴中国吉林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开展“送欢乐下基

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9月16日至24日，由中国文联、湖北省人民政

府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湖北宜昌

市和北京市举办，来自五大洲14个国家的民族民

间艺术团深入农村、社区、学校、机关，为中国

观众献上了20场丰富多彩的各国民间舞蹈音乐演

出，现场观众近6万人。卢展工及赵实、王国生等

出席了艺术节开幕式演出。

9月21日至23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赴

黑龙江北大荒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

务活动。杨承志带队。

9月22日，由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国文

联、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北京演艺集团、中华文

学基金会与美方底特律交响乐团共同主办的“中

国故事•大地之歌——叶小纲与底特律交响乐团”

音乐会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举行。

9月23日至30日，中国文联离退休干部局在京

举办文联老年艺术大学学员“同心共筑中国梦”

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夏潮出席开幕式。

9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影协、武

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在湖北武汉举行。陈晓光及夏潮、童刚等出

席开幕式。孙家正、赵实等出席闭幕式。

10月8日至9日，中国文联赴辽宁舰开展“送

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赵实带队，李

屹、左中一、夏潮、李前光参加活动。

10月8日至14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迪丽娜

尔•阿布都拉为团长的十二木卡姆艺术团一行16人

访问西班牙，举办展览和演出交流活动。

10月13日至16日，由中国文联、河北省委宣

传部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

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赵实、夏潮、李前光、艾

文礼等以及来自两岸四地的80余位文艺界知名人

士、专家学者出席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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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1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赴广西防城港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

务活动。杨承志带队。

10月26日至27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赴湖北红安革命老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

10月28日至11月3日, 由中国文联、柬埔寨文

化艺术部、中国驻柬埔寨使馆主办的2013“今日

中国”艺术周在泰国、柬埔寨举办。李前光率展

演团一行66人出席本届艺术周活动。

10月30日至31日，中国文联网络与信息工作座

谈会在京召开。赵实、左中一、夏潮出席会议。

11月9日至2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和苏

州市政府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在江苏苏州

举行。李前光出席开幕式、闭幕式。

11月11日至14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

办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贵

州贵阳举行。杨承志出席开幕式。

11月18日至21日，应中国文联邀请，以澳门中

华文化联谊会梁华为团长的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访

问团一行34人访问北京。李前光会见了访问团。

11月19日至2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主

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总决赛在广州举行。

孙家正出席闭幕式。

11月21日，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在京举办全

国产(行)业文联工作座谈会。覃志刚出席会议。

11月25日至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重要讲话。赵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黄坤明、覃

志刚、李屹、左中一、夏潮、董伟、周涛、李前

光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美术工

作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美协

新一届领导机构。刘大为连任中国美协主席。

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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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赵实、黄

坤明、覃志刚、李屹、左中一、夏潮、童刚、李

前光、李秀宝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350

余名电影工作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

了中国影协新一届领导机构。李雪健当选中国影

协主席。

12月4日，赵实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以尼泊

尔学院院长泰尔•比克若姆•内姆旺为团长的尼泊

尔学院代表团一行，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

12月10日至15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覃志

刚为团长的访问团一行5人，赴香港出席中国书协

香港分会成立周年庆典，并赴澳门商谈“濠江之

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大联欢”活动等事宜。

12月1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与长春市

政府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

礼在长春举行。李屹出席颁奖典礼。

12月1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国国

家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主办

的“跋涉人生——纪念李凌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

暨系列图书首发仪式”在京举行。

12月12日至12月19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以

左中一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4人访问摩纳哥、意大

利，就举办“今日中国”艺术周、开展艺术家权

益保护调研等进行会谈交流。

12月15日至16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赴京福高速铁路铜陵长江建设工地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李前光带队。

12月16日至20日，中国文联应邀组派4人代表

团访问澳大利亚，出席大洋洲文联成立15周年等

活动并进行场地考察。 

12月21日至22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赴海南琼中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左中一带队。

12月27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杂协主办的第

八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三次剧目奖颁奖仪式在河

南濮阳举行。覃志刚出席活动。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

团赴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地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活动。

赵实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