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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在市人民会堂观看了
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庆祝长征
胜利 79 周年《长征组歌》演唱
会。热情的观众、积极向上的氛
围、精彩专业的演出让我感慨
良多，期待、自豪的心情始终激
荡在心中，整场演出带给我一
种久违的震撼和激情。

这是一场专业的音乐欣赏
会，管乐团演奏的《黑鹰序曲》，
让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只能用

“刚劲明快”“余音绕梁”来形
容，演奏者表达出的阳刚之气、
灵敏之感，悠长动听，有很强的
穿透力；《长征组歌》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曲目，抒情的演唱、真
切 的 表 演
带 来 的 是
震 撼 和 感
动；激昂的
诗朗诵贯穿全场，纯粹、干净的
艺术欣赏，务实、乐观的爱国主
义教育，更让我难忘的是居然
没有安排领导讲话，在惊奇之
余多了一份对供排水领导的敬
意。

这是一场自律的音乐欣赏
会，所有观众都在演出前按照
规定时间提前入场；所有职工
统一着装，进场时有专人负责
引导入座；观看演出过程中，没
有人交头接耳、私下聊天，也没
有人旁若无人地接打电话，即
便是偶尔有人出去，也都是弯
着腰、低着头，生怕影响到后排
人员的观看；演出结束退场时
井然有序等等，时时处处体现
出供排水公司职工良好的综合
素质。

这是一场有意义的音乐欣
赏会，合唱团成员是公司员工，
很多人没有声乐基础，从零开

始，利用业余时间排练，部门领
导全部参加……平日里爱人对
合唱团的介绍让我对演唱会充
满好奇和期待。整场演出下来
丝毫没有感觉到是业余合唱
团，队员演唱时的情绪、动作、
声音特别到位，演出结束后在

会场门口我看到了几位长久未
见的兄长，他们都已然是公司

的中高层，五十几岁的人了，穿
着演出服，精神焕发，让我忍不
住心生几许羡慕和欣赏。这让
我真实地感受到爱人经常说的
一句话———供排水公司的每名
职工都具备极强的执行力。

正如《长征组歌》的诗朗诵

一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带给

人们的是百折不挠的长征精
神和无穷的力量。一个企业能
有如此众多的优秀职工，有自
强不息的企业精神，她的未来

一定美好辉煌。作为这个企业
的职工家属，我倍感自豪，衷心
祝愿供排水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保卫处陈惠清家属

一 场 难 忘 的 演 唱 会

来自管乐团的声音：
从合唱团的第一首歌到

管乐团的第一支曲子，我见证
了从练习直至演出的每一个
细节，当接到排练《长征组歌》
的任务时，我只回答了三个
字：没问题。因为我经历了管
乐团的组建，再到上海、德国
参加展演，有这个经历就有了
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家肯定没
问题，肯定能成功。这次活动
组织周全，协调得当，各部门
各负其责，分工合作，大家都
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地把这次
演出工作做好。只要大家在以
后的工作中团结一致，就没有
做不成的事。 （李振强）

《长征组歌》演唱会，不仅

丰富了公司的企业文化，充实
了职工的业余生活，更为重要
的是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
为全体职工敲响了警钟，我们
不能忘记公司创业时的艰辛，
更不能满足现在所取得的成
就。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面
临的挑战比以前更严峻，绝不
能因为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
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长征精
神，就是让大家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勇往直前、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团结互助的精神。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担起重担，为供排水
的发展添砖加瓦。为了公司的
美好未来，就让长征精神激励
我们奋力前行吧！

（伍广丽）

乐团接到演出任务后，团长
李振强立即制定了严格的训练
和考核计划，要求每个人都要全
力以赴地投入到练习中去，10
首曲子，单人考核，逐个过关。拿
着乐谱，我有些畏难，想着这么
大的作品，从来没有排练过，任
务紧，要求高，何时能吹过？老师
看出了我们的顾虑，告诉大家别
害怕，要有信心，要更下功夫，慢
慢练都能吹好。

首次考核时间临近，我心里
很是忐忑，有些乱了方寸，碰到
困难片段吹不下去了，便换下一
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吹来吹
去，结果每首曲子都有难点。考
试的日子到了，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一首能够完完整整考过，合
排的效果也很不理想，而此时，
新的考核曲目又下达了，乐团还

有其他演出任务，一样也不能耽
误。看到这种情况，团长及时调
整计划，让我们吹过一首，再练
习下一首。王健、张淼针对木管
声部比较弱的现状，重点进行指
导，帮助团员们有针对性地进行
练习，木管声部的团员们也自觉
放弃课间休息时间加紧练习。

通过全体团员的努力，再次
合排，当《告别》的旋律响起时，
我们在乐曲中似乎看到了红军
被迫上征途，亲人泪别子弟兵的
悲怆场景；而《突破封锁线》的前
奏一吹响，马上又仿佛看到了红
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不
怕牺牲、无坚不摧的雄壮场面；

《过雪山草地》又立刻把我们带
回到那段艰苦岁月，在悲壮中感
受到一种坚定无比的信念和力
量；随着《到吴起镇》竹板声起，

《祝捷》《报喜》欢快曲调的再次
奏响，我们的心情又明朗起来，
红军战士历经千辛万苦，百折不
挠，终于大会师的场景呈现在我
们的面前。

在练习的这段日子里，只要
有时间，我就会拿出备用乐器吹
奏，由不熟悉渐渐变得喜欢，那
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元素、优美
动听的旋律使人浮想联翩。每当
听到合唱团的同事哼唱时，也会
不由自主地跟着学唱两句。当初
公司做出这项决定时，还觉得是
很遥远的事情，可 5 个月很快过
去了，转眼就到了演出的日子，
演出效果很好，许多个“想不到”
都实现了，这时，我才真切地体
会到了长征那种乐于吃苦、不畏
艰险的英雄主义精神。

（刘衡） 来自合唱团的声音：
之前大家对《长征组歌》

不太熟悉，认为长征离我们很
遥远，但通过 4 个多月的学
唱，现在许多职工哼歌都是
《长征组歌》，这说明它已经铭
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大家真正
认可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的灌输。灌输也是信仰、文化、
精神传承的一个基础手段。长
征是团队坚持所取得的胜利，
团队在坚持，在进步，个人也
一定要坚持跟着走，这样才能
跟上队伍，才能取得最终的胜
利。 （麻春学）

终于到了登台表演的时
刻，心情是紧张而兴奋的，既
希望自己的辛勤努力得到回
报，又怕发挥不好影响整体演
出。但是，当我穿着红军装站
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所有的紧
张都消失了，仿佛自己已置身
于那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
我就是一名红军战士，在用自
己的歌声书写着革命先烈艰
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心情随着
曲目所要表达的意境而变化
着。 （白蔚然）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的确，为了
这次大合唱，合唱团的所有人
员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利
用休息日和业余时间排练学
习，老师们认真地教大家发
声，逐字逐句，仔细推敲。经
过无数次的磨合训练做到了
和声统一。 （邢会茹）

参加这次学唱《长征组

歌》主题教育活动让我更为清
晰地认识了长征精神。我们要
将这种精神融入工作中，始终
不能忘记企业创建时的艰苦
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即使
在公司阔步前进、快速发展的
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企业二
次创业理念“坚定信念，加强
纪律，留住朴素，找回激情”，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回激
情，保持高昂的斗志，坚信“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就在身边”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为公司的不
断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高姗姗）

公司开展的“唱长征组歌
学长征精神”主题活动，不仅
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放
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而且让我
们了解了历史、传承了长征精
神，更让我们对团结合作有了
更为深刻的认识。一个人的声
音微不足道，一百个人的声音
汇聚在一起才能震撼人心。我
们只有团结在一起，热情饱满
地唱出对红军长征精神的歌
颂，才能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作
中。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
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许莹莹）

“你们的演出太棒了，真
了不起，可以与专业的媲美
了。”这是我走下舞台后听到
的观众的赞赏。作为合唱团的
一员，我自豪，我骄傲。回想起
合唱团 4 个多月的训练，我感
慨万千，正是因为这次意义非
凡的纪念活动，让我受益匪
浅。 （李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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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下午，公司在市
人民会堂举办了以“高举信仰
旗帜 弘扬长征精神 铸就卓越
企业”为主题，由管乐团伴奏、
职工组成百人合唱团演唱的

《长征组歌》演唱会。区相关领
导，省市工会，省市企协、音协、
文联，管乐业内同行，友好单
位，公司职工、职工亲朋，河北
陆军预备役师和河北公安边防
总队训练基地官兵等 1300 多
名观众观看了演唱会。合唱团
的精神风貌和演唱水平赢得了
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誉，许多观
众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观看
后的感受。此次演唱会中合唱
团、管乐团所展示出来的良好
形象，所取得的轰动效应，充分
体现了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工良
好的个人素养，为公司的企业
文化建设又增添了浓重的一

笔。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壮举。红军将士们在充满艰
难险阻的征途上，在硝烟弥漫
的战火中，坚定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信仰，前赴后继，英勇作
战，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意志
坚定，敢打必胜。长征精神成了
我党我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精神，可以提高部队的战
斗力，可以增强人们战胜困难
的勇气和信心，更能激励公司
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推动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更好地学习长征精神，
培养员工坚韧不拔、奋发向上
的品质，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79 周年之际，公司安排全
体管理人员参加了“学长征精
神，唱长征组歌”活动。其目的

就是让职工在学唱《长征组歌》
的同时，学习和弘扬红军的长
征精神。《长征组歌》分《告别》

《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
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
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
镇》《祝捷》《报喜》《大会师》10
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是红军
当年长征情景及精神的再现。
公司在组织大家学唱歌曲的同
时，还观看红军长征的影视纪
录片，让大家亲身感受红军长
征的真实场景，体味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

公司从常务副总经理到一
般管理人员悉数参加合唱团，
团员中年龄最大的 67 岁。学唱
活动自 6 月份开始，到 10 月底
举办演唱会，历时近 5 个月的
时间。参加合唱的同志们利用
每个星期六全天和星期三下午

下班后的两个小时时间，边学
习边演唱，创造了公司职工参
与人数最多、演唱活动历时最
长的记录。在几个月的学唱活
动中，许多同志克服各种困难，
不缺勤，不请假，有的同志还带
病参加，充分展示了供排水员
工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根据
演唱的总体需要，有些同志临
近演出时才接到不上场的通
知，但没有一人有怨言，充分体
现了供排水员工个人服从组
织、小局服从大局的集体观念，
这就是供排水公司教育培养出
来的职工。参加合唱的职工在
台上个个精神抖擞，放声歌唱，
目不斜视，一动不动，因为大家
知道这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
腰痛挺着，腿酸忍着，不能因为
自己的任何动作而影响了整个
演出效果。所以，我敢说供排水

职工个个都是好样的！关键时
刻绝不会掉链子。

《长征组歌》演唱活动取得
了圆满成功，证明了一个事实：
做任何事能否成功取决于指挥
员的决心和全体人员的努力。
公司领导对这次活动极为重
视，积极协调，工会、党群工作
部、综合办、宣传部等相关部门
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各部门、
单位主动配合，全体职工大力
支持，确保了这次活动的圆满
成功。

红军长征虽然已经过去了
大半个世纪，但是长征精神是
永不褪色的！红军长征所形成
的优秀文化是需要后人永远继
承的！企业发展需要长征文化，
更需要长征精神，所以，我们一
定要弘扬长征文化，继续文化
长征。 （李庚奎）

祝
贺
︽
长
征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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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弘扬长征文化 继续文化长征
———记公司《长征组歌》演唱会

来自观众的声音：
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

久久不愿离去，觉得大家唱
得太好了，还想再多听几
首。提到长征精神，公司创
业初期污水提升泵站会战、
石津渠围堰会战时，虽然条
件非常艰苦，但员工们不畏
艰难，迎难而上，他们将长
征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
而且始终都在践行这种精
神，以后我们还要把这种精
神传承下去。在学唱的 4 个
多月里，虽然我音乐基础比
较差，但通过老师不厌其烦
地教，我坚持下来了，也渐
渐地融入了这个集体。最后
由于某种原因没能登台演
出，但还是希望公司今后能
多 多 组 织 这 样 的 活
动。 （郭林水）

这次演唱会的观众除
了本单位职工，还有职工家
属。但我在观众中还看到了
几个曾经在供排水工作过
的同事。他们来这里不仅仅
是因为喜欢听红歌，更缘于
他们对供排水的热爱。虽然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离开了
公司，但是他们对公司的关
注却丝毫没有减少。为什
么？我想是因为供排水特有
的企业文化和独特的魅力
吧。 （王静）

79 年前长征的艰苦程
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但其精
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
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
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
一日，这才是最难的啊！我
想，人生可以平淡，但不能
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
感悟。听着歌静静地冥想，
眼前总会浮现出长征中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感人
的故事，这些都让我动容。
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红军
长征精神，让长征精神永放
光芒！ （王建梅）

吹奏《长征组歌》的日子

艰
苦
岁
月

长征是历史记录
上的第一次，长征是
宣言书，长征是宣传
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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