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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2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主持
会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作
工作报告。中宣部副部长黄坤明出席会
议。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钱小芊
作会议小结。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精神，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作家
协会2014年工作要点》和李冰同志代表中
国作协书记处所作的工作报告，号召全国
文学界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国文学梦而共
同努力。

李冰指出，2013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宣部直
接指导下，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团体会员积
极履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团结带领广大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高举旗帜、围绕中心、
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新进展，文学界保持和发展了队伍大团
结、创作大繁荣、事业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他在报告中简要回顾了 2013 年中国作协
的十项工作。一是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二是成功召开全国青年作
家创作会议；三是重点实施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工程；四是精心组织第九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评奖；五是主动引导网络文学健
康发展；六是多种举措催生精品力作；七
是切实做好作家维权工作；八是大力推动
中国文学“走出去”；九是扎实开展东西部
地区作协“结对子”活动；十是积极稳妥推
进所属报刊社改革。

李冰对 2014 年中国作协八项重点工
作作了说明和强调。一是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二是精

心组织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活
动；三是不断加强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
作；四是努力拓展作家培养和联络的新途
径；五是继续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
程；六是积极推动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七
是不断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八是努力让作
协工作和作协组织强起来。（全文另发）

委员们对李冰同志的工作报告进行
了认真审议。大家充分肯定中国作协2013
年的工作，认为中国作协团结引领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圆满完成了八届三次全
委会确定的任务，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
展，文学事业发展态势良好。大家认为，

《中国作家协会 2014 年工作要点》提出的
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求真务实、切实可
行。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围绕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

“中国梦”主题文学创作活动、进一步繁荣

文学事业、加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
论、扩大对外文学交流、促进网络文学健
康发展、关注影视文学和剧作家、组织地
区行业作协“结对子”活动、建设温馨和谐
的作家之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选举李敬泽为中国作协第八届
全委会副主席、阎晶明为中国作协第八届
主席团委员。

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
森、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白驹逸、中国作协
创研部主任梁鸿鹰分别作了题为《2013年
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中国电影发展之路》

《数字出版和书的前途》《中国当代文学对
外翻译的现状及问题》的专题报告。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157 人出席会
议。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列席会议。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图为会议现场。 王纪国 摄

中国作协八届四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各位委员、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回顾总结中国作协
2013年工作，研究部署2014年工作。

下面，受中国作协书记处委托，我向全委会
报告工作，请审议。

一、关于2013年主要工作
2013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和中宣部直接指导下，中国作家协会及
各团体会员积极履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团结带
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高举旗帜、围绕中心、
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文学界继续保持队伍大团结、创作大繁荣、事业
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一、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自 7月 9日起，中国作协机关各单位各部门
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集
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
话精神，努力在把握科学内涵、吃透精神实质、领
会精髓要义上下功夫，在结合文学界思想实际、
引领文学创作上下功夫，在研究中国作协改革发
展上下功夫，加深理解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对于
中国作协的特殊重要性，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阵地
意识。我们采用各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共收集到意见和建议 334 条。党组针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及工作中的突
出问题，逐条研究整改措施，撰写领导班子和个
人对照检查材料。在此基础上，召开领导班子专
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查找
出的问题，党组制定了整改方案，逐项进行整改

整治，建章立制。中国作协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得到中央督导组充分肯
定。中国作协党员干部民主测评的“好”和“较
好”率达到95.7%。

第二、成功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3
月下旬起，中国作协书记处同志带队到 19 个省
区市，就当前青年作家状况进行专题调研。配合
青创会，在鲁院举办了两期以“作家的责任与使
命”为主题的青年作家专题培训班。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青年作家和作品，开展了“青年创作系列
研讨”。9 月下旬，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京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300多人参
加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
部长刘奇葆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
回顾了2007年青创会以来全国青年作家成长历
程，研究了推进青年作家队伍建设、促进青年作
家创作的举措。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在社会上产
生了积极反响。

第三、重点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2013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启动之年。我
们举办了以“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为主题
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探索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的理论问题。鲁迅文学院与 8 个省区作
协合作，举办了 8 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
培训来自 39个少数民族的 312名作家、翻译家。
去年，重点扶持了少数民族作家的 90 个创作选
题，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集》首批 19 卷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
译作品选粹》11卷本，精选优秀汉语言作品翻译
成蒙、藏、维、哈、朝 5 种民族文字。作家出版社
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编辑室。《民族文学》的
少数民族文字版，不仅扩大了在国内少数民族地

区的影响，而且扩大了在相关周边国家的影响。
第四、精心组织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

奖。评奖采用大评委制、初评终评一贯制和实名
投票制。经过认真评选，评出20部获奖作品，涵
盖小说、诗歌、散文、幼儿文学、科幻等门类。在
获奖者中，有16位作家首次获此殊荣，体现了我
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后继有人的良好态势。

第五、主动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以每月
一次的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为
纽带，加强了与全国重点文学网站、网络文学编
辑、网络作家的联系，及时掌握网络文学发展的
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引导措施。去年，对22个
网络文学重点选题进行扶持，举办了第六期网络
作家培训班，并先后与广东作协、盛大文学联合
召开网络文学研讨会，研讨了 10 部具有代表性
的网络文学作品。支持中文在线筹建中国网络
文学大学，对网络作家进行网上培训。根据中宣
部部署，我们选定 620 名网络作家，作为重点联
系对象，与网络作家的联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第六、多种举措催生精品力作。不断完善定
点深入生活和采访采风。全年共安排57名作家
到基层一线定点深入生活，组织作家深入青海玉
树灾后重建现场、沿海发达地区、边防缉毒前线
等采访采风。进一步抓好重点作品扶持工作，共
扶持重点作品112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
书已面世 10 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

《民族文学》等杂志刊发了一批优秀原创作品。
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
程》丛书。

第七、切实做好作家维权工作。加强与司
法、版权行政部门及版权学术机构、专业法律服
务组织的沟通、联系及合作，充分发挥作家权益

保障委员会和著作权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作用。
编辑《作家著作权知识手册》，中国作家网开通了

“作家权益”频道，《作家通讯》开辟“作家权益”专
栏，向作家提供法律知识和信息。采取多种措
施，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的维权新态势，就网络
文学版权和文学作品数字化版权等问题开展调
研，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专有许可及非专有许
可示范合同文本。针对苹果应用软件商店销售
涉及中国作家作品、侵犯中国作家作品版权的情
况，与苹果公司进行交涉，促使其建立“通知—删
除”的快速处理机制。支持杨绛先生保护自己和
钱锺书先生的私人书信不被拍卖的诉求。

第八、大力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全年共
组织出访团组 25 个、130 人，加强了与南非、冰
岛、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等国文学界的友好交
流。铁凝主席率中国作家团参加了伊斯坦布尔
书展并访问越南，产生了积极影响。时隔多年之
后，召开了中国笔会中心会员大会，调整健全了
中国笔会中心领导机构。新任会长丹增同志率
团参加国际笔会冰岛年会，取得良好效果。成功
举办了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两位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莫言和库切出席，进行了文学对话。组织
中俄文学之旅等互访活动，探讨中俄文学作品
互译合作。不断加大对外译介力度，实施中国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资助作品33
部。与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了

“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与港
澳台的文学交流也有新的进展，交流项目和形式
更加多样。

第九、扎实开展东西部地区作协“结对子”活
动。在中国作协协调下，东西部 10 个省区市作
协“结对子”开展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活动。上海

作协与新疆作协联办了两期少数民族作家创意
写作培训班，并举办了“向天山致敬”新疆各民族
作家诗文朗诵会。浙江作协所属文学院连续招
收青海学员参加培训，浙江作协还组织作家采风
团赴西宁等地采风。江苏作协每年邀请 8 名宁
夏作家参加其举办的作家读书研讨班。广东作
协坚持每年向内蒙古作协赠送《作品》杂志等，还
多次邀请内蒙古作家参加研修培训。山东作协
与西藏作协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山东作协选派
2 名报告文学作家到山东对口支援的西藏日喀
则地区采访创作。

第十、积极稳妥推进所属报刊社改革。根据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13年小说选刊
杂志社、作家文摘报社和环球企业家杂志社第一
批完成了转企改制。中国作家杂志社第二批转
企改制，目前已完成清产核资工作，正在办理有
关手续。改制后的作家出版社积极拓展业务，增
强活力，全年新版图书387个品种，再版图书391
个品种，创历史新高。

在回顾总结工作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存在
的差距。主要是：在文学创作上，精品力作还
不够多，对作家创作引导还缺少有效办法，文
学批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仍需加强。在服务工
作中，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增
强，工作作风还不够深入。这些需要在新的一
年中努力改进。

二、关于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
关于2014年的工作，我们草拟了一个《工作

要点》，已印发给大家，请各位审议。我在这里对
几项重点工作作个简要的说明和强调。

（下转第2版）

在中国作协八届四次全委会上的工作报告
□李 冰

（2014年2月19日）

本报讯 中国笔会中心2月18日在京召开理事会，会长丹增、常务副会
长张健和副会长叶辛、叶梅、李存葆、何建明、张平、张抗抗、张胜友、高洪波、
廖奔、谭谈等出席会议。

秘书长刘宪平汇报了自去年笔会中心大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丹增会长
率团出席国际笔会冰岛年会的有关情况。会议总结了中国笔会中心去年的
工作，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研究。

中国作协副主席钱小芊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笔会中心召开理事会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孙铁翔） 2月18日，中
央文明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明委
副主任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贯穿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教育引导与做好服务
相结合，坚持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培育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刘奇葆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事关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要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树立远大志
向。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让孩子们熟读并
记住24个字，抓好友善、孝敬、诚信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重
视家庭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在核心价
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要广泛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
国活动，增强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要努力提供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严厉打击网上淫秽色
情，开展少儿出版市场专项治理，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社会文化环境。要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
形成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携手育人的良好局面。

刘奇葆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让未成年人在核心价值观的
沐浴下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2 月
20 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
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
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钱小芊出席并讲
话。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
吉狄马加主持会议。中国少数民族作
家学会名誉会长玛拉沁夫、中国散文
学会会长王巨才、国家统战部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赵书刚、国家民委文化
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等出席会议。

钱小芊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处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
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工作者致以
亲切问候。他希望学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带领广大少数民族作家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将学会的发展定
位于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
度，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希望学会继续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加强各民族作家之间、作
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抓精
品、出力作，创新形式、搞活机制，提
升学会的影响力；希望学会更好地发
挥少数民族作家的摇篮作用，强化服
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抓好普及和扶
持，继续着力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

母语作家和翻译家的培养与推介，
为新生代作家搭建更多成长平台。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叶梅代表第
二届学会领导班子所作的工作报
告。报告从建队伍、聚人才，推精品、
促繁荣，接地气、走出去，建制度、抓
管理四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
作，并对学会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
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
会长及秘书长。吉狄马加当选为会
长，叶梅当选为常务副会长，扎西达
娃、乌热尔图、尹汉胤、石一宁、石舒
清、包明德、关仁山、李霄明、张承
志、阿来、阿扎提·苏里坦、阿尔泰、
南永前、黄凤显、景宜、潘琦等16人
当选为副会长，赵晏彪当选为秘书
长。玛拉沁夫被聘为名誉会长。王树
理等34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吉狄马加代表新一届学会领导
班子讲话。他说，我们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奋斗方
向，不辜负各位代表的信任和重
托，引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拓
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广阔天地，
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应有的
贡献。

在京文学界、少数民族界和书
画界人士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举行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