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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2月28日，中国文联

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组织近千余名艺术家分赴14

个省（区、市）的25个地、县、乡（镇）和基层

单位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举行慰问演

出等活动30场。

1月9日，由中国文联、外交部、教育部、商

务部、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主办的刘

天华纪念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李岚清、曾培炎、

孙家正及胡振民、蔡武、郭金龙、申维辰、翟卫

华、覃志刚、李屹、冯远、廖奔、王文章、蔡赴

朝、郝平、王超、胡正跃等领导，部分在京高校

负责人，在京驻外使节、跨国公司总裁及商务代

表等出席音乐会。

1月10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总政宣传部

在北京召开“《李瑛诗文总集》出版暨李瑛同志

诗歌创作座谈会”。铁凝、胡振民、李冰、李继

耐、杜金才及夏潮、黎国如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等出席座谈会。

1月14日至16日，中国文联第八届主席团第

七次会议和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推举李屹为中国文联第八届书记处书

记，增选李屹为中国文联第八届副主席，增选张

显、邵学敏、董耀鹏为中国文联第八届主席团委

员。

1月16日，“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

2011春节大联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各

艺术门类的千余名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畅谈文

艺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刘云山、刘延东、周铁

农、孟建柱、孙家正、郑万通、曹志、顾秀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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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会委员等出席联欢活

动。

2月7日至14日，为配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馆举办的“中国日”暨“中国文化年”启动仪

式，中国文联在堪培拉和墨尔本举办“欢乐春

节”摄影展。

2月15日，中国文联与民进中央、国务院参

事室、全国政协书画室在京联合举办“水墨诗

文——《冯骥才画集》出版首发式”。严隽琪及

胡振民、覃志刚、陈进玉、王文章、朱永新等出

席活动。

2月17日至26日，胡振民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访

问西班牙和南非，出席在西班牙举办的“世界遗

产与今日中国”摄影展开幕式，与南非有关机构

签署合作备忘录。

2月19日，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著名戏曲表演

艺术家袁雪芬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3月1日，中国文联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

央决定。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到会宣读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文联党组主要负责人调整任免的决定：

赵实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不再担任中国

文联党组书记。受刘云山委托，中宣部常务副部

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孙家正、胡振民、赵

实先后讲话。

3月2日，中国文联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

办文艺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联谊会。孙

家正、赵实、胡振民出席联谊会并分别致词。来

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代表、委员参加联谊会。

3月10日，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在北京举行

“2011年外国驻华使节招待会暨优秀舞蹈作品晚

会”，有关部委负责人及20余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出席招待会并观看演出。

3月下旬起，中国文联党组领导分别率领有

关人员赴全国部分省区市文联开展广泛深入的调

研，并形成《关于当前文联工作的调研报告》。

李长春、习近平、刘云山、刘延东对该报告分别

作出重要批示。

3月30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文艺评奖经验交

流会。覃志刚出席会议。

4月11至13日，中国文联在广州东莞召开全国

文联文艺舆情信息工作会议。夏潮出席会议。

4月16日至6月15日，由中央文明办、中国文

联主办，中国曲协承办的全国“道德模范故事

汇”基层巡演活动在9省16市举行26场演出。

4月19日，中国文联在成都召开全国文联工作

座谈会。赵实、冯远出席会议。

4月19日至22日，中国文联及各全国文艺家

协会组织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赴汶川、北川、绵

竹等地开展“全国百名文艺工作者看四川震后重

建”活动。赵实带队参加活动。

4月25日，中国文联召开产(行)业文联工作座

谈会。赵实出席会议。

4月24日至27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云山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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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重要讲话。孙家正、赵实、翟卫华、覃志

刚、李屹、冯远、廖奔、杨志今、丹珠昂奔、白

庚胜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190余名民间文

艺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冯骥才当选为主

席。

4月26日至28日，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在河南

郑州举行2011中国文联组联工作会议。中国文联

党组副书记覃志刚出席并讲话。

5月5日至5月9日，由孙家正、冯远率领的中

国文联访问团一行赴香港、澳门举办港澳会员联

谊会。

5月6日，中国文联与教育部、文化部在中央

美术学院召开“王式廓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覃志刚出席会议。

5月11日至5月16日，廖奔率中国文联代表团

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文化艺术机构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

5月11日至5月20日，李屹率中国文联代表团

访问马来西亚、韩国，与两国政府和文化机构商

定交流项目。

5月13日至5月14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家采风慰问井冈山革命老区

行”活动在江西井冈山举行。赵实带队参加活

动。

5月19日至20日，中国文联与太湖文化论坛、

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江苏苏州

联合举办“太湖文化论坛首届年会”。刘延东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孙家正、赵实、覃志刚、

赵少华、夏潮等出席论坛活动，中外政要、著名

学者等500余人参加论坛。

5月23日，“情满大别山——庆祝建党90周年

中国文联文艺家采风慰问大别山革命老区行”活

动在湖北麻城举行。覃志刚带队参加活动。

5月23日，中国文联、总政宣传部、中华海

外联谊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音协在北京

国家大剧院联合举办“《理想之歌》——傅庚辰

作品音乐会”。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徐才

厚、孙家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赵实、李屹、廖

奔、夏潮等中国文联领导出席音乐会。

5月25日，中国文联机关举办“党在我心中”

咏诵会。赵实、覃志刚、李屹、冯远、廖奔出席

观看咏诵会。

6月3日，“情系沂蒙山——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家采风慰问沂蒙革命老

区行”在山东沂南举行。李屹带队参加活动。

6月4日至13日，覃志刚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访

问马耳他和奥地利，与两国文化机构商谈交流合

作事项，并出席中国文联在奥地利举办的“2011

中国当代创意先锋——奥地利时尚汇演”开幕

式。

6月5日，纪念中国书协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周铁农、李金华、翟卫华、赵实、

廖奔出席座谈会。

6月9日至22日，应中国文联邀请，“欢乐儿

童”——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组派青年艺术团访

华，在北京、内蒙古、浙江举办“2011美国青年

艺术团中国行”交流演出活动。冯远出席欢迎宴

会并观看演出。

6月1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25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四川成都举行颁奖典礼。李

屹出席活动。

6月11日至19日，中国文联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大剧院联合举办“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

飘扬——中国文学艺术界庆祝建党90周年主题系

列演出”。李岚清、曾庆红、吴仪、王刚、刘延

东、陈至立、孙家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国文

联和有关部委领导分别出席观看了部分场次的演

出。

6月12日至23日，“纪念建党90周年·第二届

中国杂技艺术节”在北京举行。期间先后举办第

八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四次终身成就奖、第八届

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三次全国杂技比赛、庆祝中国

杂协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中国杂技金菊奖表彰颁

奖仪式、精品杂技节目展演等活动。李屹出席18

日上午召开的庆祝中国杂协成立30周年座谈会。

马凯、孟建柱、黄树贤、王家瑞、黄晴宜、杨

晶、赵实、胡振民、李屹、冯远、夏潮等出席18

日晚举行的精品杂技节目展演暨颁奖仪式。刘全

和、关心民、李亚萍获得第八届中国杂技金菊奖

第四次终身成就奖。

6月20日，中宣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授予54名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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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作者”荣誉称号。

刘云山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孙家正出席大

会。赵实主持表彰大会并作总结讲话。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宣读了表彰决定。与

会全体代表发出《弘扬德艺双馨精神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倡议书》。

6月21日，中国文联第八届主席团第八次会议

和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推举赵实为中国文联第八届书记处书记，增选

赵实为中国文联第八届副主席。

6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在北京世纪坛

联合举办“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李长春参

观了展览。

6月24日至30日，庆祝建党90周年文联老同志

书法美术摄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赵实、

李屹、冯远、廖奔、夏潮出席展览开幕式。

6月28日，中国文联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

行援助武都区贫困村信息化建设捐赠仪式，将33

万元扶贫款捐赠武都区信息化建设。冯远、廖奔

出席活动。

7月2日至8日，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

团访华，并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了日本花道表

演。孙家正、冯远会见代表团一行。

7月22日至26日，“花儿朵朵向太阳” ——

第六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在安徽淮

南和北京举行。顾秀莲、赵实、胡振民、李牧等

出席颁奖晚会。

8月5日至14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吉

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

国（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在吉林长春举行。赵

实出席开幕式。

8月16日，李长春在赵实等陪同下，来到中国

摄影家协会新址调研，并作出重要指示。

8月26日至9月4日，中国文联与西藏有关部门

在西藏拉萨联合举办“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展”和“2011·中国西藏珠穆

朗玛摄影大展”。赵实、廖奔出席相关活动。

8月27日至9月1日，白庚胜赴肯尼亚参加中非

民间论坛并发表题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探

索”的主题发言。

8月30日至9月30日，中国文联在北京中国文

艺家之家展厅举办“素描大师——李岚清素描作

品展”。李岚清、孙家正，中国文联、有关部

门、在京部分高校负责人和郭沫若、曹禺、田

汉、夏衍等艺术大师的亲属出席展览开幕式。

9月15日至16日，中国文联第八届主席团第九

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

国文联第八届主席团关于召开中国文联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15至21日，中国文联在青海举办2011全国

文艺家高级研修班。李屹出席研修班。

9月19日至24日，由中国文联指导，国际剧

协、中国剧协、厦门市人民政府及福建省文化厅

联合主办的国际戏剧协会第33届世界代表大会在

福建厦门召开。这是国际剧协成立63年来首次在

中国举办的世界代表大会。赵实、李屹等出席开

幕式。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375名代表参加会

议。

9月24日开始，中国文联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

响应“走、转、改”号召，陆续组织艺术家分赴

辽宁葫芦岛海军部队、山东诸城等地和基层单位

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9月26日至10月7日，中国文联与中国驻瑞典

大使馆、瑞典南方音乐学会、瑞典韦斯特罗斯市

政厅等在瑞典举办“今日中国”艺术周。赵实出

席相关活动。

10月13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

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赵实出席座谈

会。

10月15日至30日，第12届中国戏剧节在重

庆举行。15日举行的戏剧节开幕式上，阎肃、

朱琳、马金凤、王金璐被授予第12届中国戏剧

奖·终身成就奖。李屹及重庆市有关领导出席30

日举行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10月19日至22日，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在安徽合肥举行。刘云山发来贺信。张丕民、

夏潮等出席开幕式。向隽殊、傅正义荣获终身成

就奖。

10月19日至23日，第七届中国曲艺节在浙江

绍兴县举办。冯远出席开幕式。阿不来提·阿不

都热西提、热地、赵实及浙江省有关领导出席闭

幕式。

10月23日至28日，中国文联与澳门基金会在

澳门联合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



640

论坛”。共有两岸四地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

坛。孙家正发来贺信。李屹出席论坛相关活动。

10月27日，中国文联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

11月1日至3日，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奖活动在贵阳举行。杨承志及贵州

省、中国舞协有关领导出席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11月22日至25日，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

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温家宝、贾

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

康和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徐才厚、何勇、

令计划、王沪宁、路甬祥、李建国、陈昌智、马

凯、陈奎元、张梅颖、孙家正出席大会开幕式。

大会审议通过了赵实代表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委

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文

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中国文联九届一次全委会

选举产生了中国文联第九届主席团，孙家正连任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文联第九届主席团推举赵实

等7名同志为中国文联第九届书记处书记，推举

周巍峙为中国文联第九届名誉主席，聘请了中国

文联第九届荣誉委员。来自中国文联54个团体会

员和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各民

族、各艺术门类的代表以及来自台湾地区和海外

的特邀嘉宾约1600人参加了本次代表大会。

11月25日，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中

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李长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刘云山、刘延

东、陈奎元、孙家正出席会议。

12月2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

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12月3日，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闭幕式暨

颁奖音乐会在广州举行。孙家正、赵实、覃志刚

及广东省、中国音协有关领导出席。吕其明、阎

肃、李光羲、吕远、郑小瑛、刘诗嵘、汪毓和、

高芝兰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

奖。

12月9日，中国文联与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

召开“江丰百年纪念大会”。

12月13日，中国文联与文化部在北京召开

“纪念张庚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杨承志出席会

议。

12月14日至24日，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舞剧舞蹈诗评奖活动在上海举行。杨承志及

上海市、中国舞协有关领导出席颁奖晚会。

12月17日，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财

政部、文化部主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孙家正出席并致辞。赵实出席并讲话。覃志刚、

冯远、吕章申、夏潮、白庚胜等工程组委会有关

领导和创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及美术家代表出席活

动。

12月25日至2012年1月3日，冯远率中国文联

代表团访问印度、尼泊尔，与两国文化机构商谈

交流合作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