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军乐团并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

欣闻你们在“中华杯”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中，荣获金奖、优秀编导奖、中国行
进管乐贡献奖三项大奖，为此，谨向军乐团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侦察二连全体官兵表示诚挚的问候，向一
直以来支持、关心预备役部队建设的公司党委、领导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展演中，你们以精湛的技艺、优良的作风、出色的演出，在 50多支参演团队中脱颖而出，取得优异

成绩，充分展现了国防后备力量的风采和预备役军人的风貌，展示了丰厚的企业文化、独特的军营文化和
博大的燕赵文化，为师争得了荣誉，为企业扩大了影响，为燕赵大地谱写了华美乐章。你们的成功，必将进
一步调动广大预备役官兵为企业发展、部队建设做贡献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连队的战
斗力。
新成绩催生新动力，新起点孕育新希望。希望你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响应建设“文

化强国”、“文化强省”的号召，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充分发挥文化引领
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坚持面向军营、面向社会、面向企业，创编更多优秀作品，丰
富业余生活、营造精神家园，传播先进文化、普及国防教育，抒发爱国情怀、激励官兵斗志，为推动企业创
新发展、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河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委员会
2013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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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维）4月 30日下午，从上
海正大体育馆比赛现场传来喜讯，石家
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团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以 92.88的高分在此次大赛
中获得成人组金奖。

该重要赛事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国管乐学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
委会、上海市杨浦区委、区政府等单位团
体联合主办。目的是通过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优秀行进管乐团队的演出活动，
展示我国目前非职业优秀管乐团（行进）
表演水平，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以利引
导我国的管乐事业更加规范有序的发
展，增进各地管乐界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本届管乐节亮点众多，涵盖了开幕
式浦江大巡游、管乐嘉年华（管乐进园
区、中外管乐南京路步行街街游及市民
广场行进管乐表演等）、行进管乐表演晚

会暨闭幕式、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
队展演等四大板块。

作为河北省唯一一支企业管乐团参
赛队伍，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
乐团，历经组委会专家的初审、复审，在
全国千余支行进管乐团队中，以绝对的
优势获得了大赛的参赛资格，与来自欧、
美、亚洲等 50余支团队、逾 3500名乐手
按照小学、中学、成人及特色演奏团队 4

个组别进行角逐，最终获得金奖。
5月 1日上午，该管乐团与 23支中

外管乐团队一起，参加了本届管乐节在
上海市繁华街区举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
游，下午又在市民广场表演行进管乐。他
们的精彩演出赢得了上海市民及广大音
乐爱好者的阵阵掌声。通过乐团的表演，
充分展现了企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为比赛结束后管乐团全体成员与编导李玉老师合影

“五一”期间，在上海举行的
“‘中华杯’第七届非职业优秀（行
进）管乐团队展演”中，石家庄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
团获得金奖、优秀编导奖和中国行
进管乐贡献奖。这是一支由 60名一
线工人组成的乐团，他们的表演获
得了德国管乐团专家领队的赞扬，
后者邀请他们去德国表演。

我省企业规模和影响力
最大的职工管乐团

■乐队由生产一线职工组成
4月 25日，由石家庄高新区供

排水公司职工组成的管乐团为省会
市民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行进汇报表
演，27日他们将代表我省赴上海参
加 2013年上海音乐之春国际音乐节
管乐艺术节暨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
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活动。

该管乐团成立于 2008年 4月，
现有成员 60人，均由来自生产一线
的管乐爱好者组成，目前已成为我省
企业中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职工管
乐团，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区举
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

食堂大厨、车队队长、收水费的、办
公室文员……这些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的人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很“牛”的管
乐团。日前他们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管乐艺术节”上，获得“中国第七届非
职业优秀管乐团队展演”成人组金奖；今
日又挂上“国”字号招牌，被中国城镇供
水排水协会授予“中国水务管乐团”的称
号。这就是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
管乐团。

一群零基础的乐手

昨日记者见到了这个管乐团的部分
乐手。全团 60个人最小的刚过三十最大
的年过五十。公司副总于兴透露，2004
年公司决定组建管乐队：“丰富职工业余
生活，加强企业文化。当时就想办个冷
门的，跟别人不一样。”乐团团长、51岁
的李振强是公司机运处处长，他回忆说：
“报名的 38个人，都是零基础。从外面请
了老师，他挨个看看大家嘴型，分配每人
一件乐器，我分到了长号。”之前李振强
连长号什么样都不知道：“甭管使多大力
气，根本吹不出音。就天天拿个号嘴琢
磨，上下班的路上也在练，一个多月后才
吹出了音。3个月后我们学会了《歌唱祖
国》，毕竟成调了，大家都很兴奋。”

之后乐团发展一波三折，由于各种
原因眼看要散摊。2008年公司二度发出
招人通知，又聘请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
人士助阵。此后训练也正规起来，有了
固定的时间和场地。

80后小伙王宁就是那次加入乐团
的，他被安排吹大号，三十斤重的大号背

上肩，每次练下来都一身大汗：“每天吹，
吹得牙都疼。”而五线谱则令所有人犯
难。“我 40多岁开始学五线谱，太难了。
没别的办法，就是得学。”李振强说他当
初看着那群小蝌蚪就头疼，现在给个五
线谱就能吹出来。

管乐团渐渐开始崭露头角。2005年
起他们不断代表本单位公开亮相。2010
年该团到上海世博会演出；2012年初他
们在河北艺术中心成功举办音乐会。

四次上海之行终摘挂冠

“一个工人乐团能达到这样的专业
水平，不得了！”这是在“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上，意大利评委安德
烈给他们的评价。“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管乐艺术节”五一上演，5月 1日石家
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团与 23支
中外管乐团队一起，参加在上海南京路
举行的街游，他们的精彩表现赢得当地
市民及中外游客的阵阵掌声。令他们自
豪的是，这次不仅收获无数赞誉，更一举
获得“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管乐团队
展演”成人组金奖。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之
“‘中华杯’———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
管乐团队展演”是由中国音协、中国管乐
学会等主办的国际性大型艺术活动。此
次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团，
他们在 11分钟内变换 70多个队形，成
功打动了意大利、泰国和韩国等国际评
委荣获金奖。现场公布成绩时，团长李
振强攥着拳头喊出了声，很多团员欢呼
之余还掉了泪。

“这是我们第四次到上海参加比赛，
第一次成绩倒数第二，但真开眼，以前总
以为吹得越大声越好，看了国内外那么
多团才知道管乐是咋回事。”李振强说
2012 年他们三赴上海，“因为差了 0.03
分没拿到金奖，别提多失望了。大家都
憋着股劲，今年终于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赛后这次音乐节的
评委、欧洲管乐界知名人士安德烈专门
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这个中国的业余
管乐团参加明年 1月在德国举办的军乐
节。

音乐改变生活

如今的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
管乐团能演奏上百首曲目，连续在省内
外赛事上拿奖，铜管乐教育家胡炳余等
业内权威都夸奖他们：“一年一个样，令
人刮目相看。”对于团员来说，音乐也悄
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王宁告诉记者他的同龄人大多只知
道周杰伦等流行歌手：“我一听很多西方
古典乐就知道作者和内容，感觉像进入
另一个世界。”李振强则说他加入乐团
后爱人很高兴：“她知道我在干正事，我
儿子会吹长笛，平时我们父子常合奏一
曲，我爱人直夸。”副总于兴则说乐团已
是公司亮丽的招牌：“随着乐团名声在
外，也令公司在行内有了知名度。”他同
时透露，今年省会彩色周末期间，这个工
人管乐团将亮相省会文化广场：“我们从
不举办以赢利为目的的商演，但很愿意
通过各种平台跟省会市民分享音乐的魅
力。”

本报讯（郭
维） 5 月 10 日
的美丽华大酒店
因为有了音乐的
注入显得异常的
别致与高雅。因
为就在今天，石
家庄高新区供水
排水公司管乐团
被中国城镇供水
排水协会誉 为
“中国水务管乐
团”，并授予“中
国水务管乐团”
旗帜。这是他们
继上海夺金后的
又一殊荣。

公司管乐团成立近十年来，经过长
期的艰苦训练和专家指导，演奏水平不
断提高，已成为河北省一个具有代表性
的非职业管乐团。2011和 2012年，先后
两次参加“河北省非职业优秀管乐团队
展演”均获金奖。2010年至 2013年先后
四届参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
术节”暨“中华杯”中国非职业优秀（交
响、行进）管乐团队展演”获银奖和金奖。
公司管乐团已经成为了公司企业文化的
一个闪亮招牌。

在授旗仪式上，中国水协领导首先
宣读了《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关于将
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团誉为
“中国水务管乐团”的决定》。该决定指
出，将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
团誉为“中国水务管乐团”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对于提升全国水务行业的企业
文化品位，推进全国水务行业的企业文
化建设，培植水务行业的特色文化，打
造水务行业的企业文化品牌，丰富全国
水务行业的业余文娱活动，乃至推动全
国水务行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等都有样
板和表率作用。

随后，公司管乐团为参会的全国各
水务行业代表共计 100 余人现场表演
了他们在上海的获奖作品。

最后，中国水协对该公司给予很大
希望，希望公司再接再厉，企业文化建设
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成果。希望公司管乐
团保持荣誉，继续提高演奏水平，不仅要
成为公司的品牌，还要成为全国水务行
业的品牌！

5月 1日，“中华杯”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颁
奖仪式暨总结交流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会上，中外评委专家对
本届展演情况进行了综合点评，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于海对我公司
管乐团的展演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大会还对展演的获奖团队进行了表
彰及颁奖。我公司管乐团共荣获展演金奖、优秀编导奖和中国行进管乐
贡献奖三项大奖。 （王卿 /摄影报道）

图为管乐团团长李振强在台上领奖

图为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领导向公司总经理林自强，
管乐团团长李振强授旗

展企业风姿 奏和谐之声
公司管乐团荣获“中华杯”中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金奖

刚在上海捧金奖 今日又挂“国”字号

业余管乐团吹出大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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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行业的“国字号”乐团
公 司 管 乐 团 被 誉 为“ 中 国 水 务 管 乐 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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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刀旗队的一员，能够参加此次
的大型比赛，我深感荣幸，心中除了喜
悦，更多的是感动和感激。从备战到比
赛，我们的集体始终像大家庭一般温暖
着每一个人。在训练过程中，大家团结
协作，无私互助，才使我们的付出得到
了回报。 （韩娜）

训练中有泪水，有汗水，有伤感，有
伤痛，有迷惘，有彷徨，但最重要的是在
整个过程中，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并肩
战斗，快乐无比！ （王海亚）

记得林经理说过“要敢干，有困难
也不要退缩，要往上上”。那两个月练得
可是真刻苦呀！鼓槌断了不知多少根，
手练得崩裂、磨泡是常事，队员之间为
演奏的更完美而产生的争论那更是天
天好几次。但是，十年磨一剑，四年一步
一个台阶，两个月的紧张集训，这些都
没有白费。今天，我们终于收获了。

（付凯）

感触或者是心得大家已经说的很
多了，我只想说，当时展演完毕后我一
直等在现场，等着宣布最后的得分，那
时的心情是忐忑的，心好像一直被什么
东西揪着似的，放不下来。当我听到宣

布：石家庄高
新区供水排水
公 司 管 乐
团———92.88
分时，内心压
抑不住的激动
让在场的我们
喊 出 了 声
“YES!”。我知
道队友都在等
待着最后的成
绩，所以在听
完我们的得分
后就第一时间
冲出了比赛现
场，去告诉他

们这个好消息。当我跑到车上，宣布“我
们得金奖了，92.88 分”后，平静的车内
立刻沸腾了，大家都在欢呼和呐喊，用
自己的方式去庆贺这份来之不易的荣
耀。有的人激动的流下了泪水，有的人
兴奋的跳了起来，有的唱起了歌……当
时的那份感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但是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庆贺，大家心中只有
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做到了。”我为
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自
豪。 （郭维）

功夫不负有心人，尽管是第一个出
场但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圆满的完成
了比赛，当听到比赛结果时，所有人都
在欢呼，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金
奖。 （贾利伟）

在刀旗队的训练过程中，尽管我们
手上磨出了水泡，膝盖磕青，甚至跌倒；
尽管我们时常为了让队形更完美，为了
让动作更优美，而在别人休息时加班练
习，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不
畏艰难，互帮互助，拧成一股绳，团结在
一起，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最好，为的
就是在展演时将我们供排水公司的风
采展现出来，我们做到了！

（高姗姗）

很感谢我的九位队友，她们在我跟
不上的时候，耐心的一遍遍教我、做示
范给我看、调整我的姿势。不论中午还
是晚上，即使大家都休息了，她们依然
站在操场上一遍遍的教我，一遍遍的看
着我，直到合格。也很感谢公司能给我
这次机会，让我更好的展现自己。

（王欣）

不管比赛前我们训练有多苦、有多
累，有多少汗水、泪水，当比赛后宣布成
绩的那一刻，会让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大家所表露出的心情都是喜极
而泣，这样的泪水是发自内心的。

（王晓菁）

成绩代表过去，我们不应该沉浸在
夺冠的喜悦和金奖的光环下，我们应该
正视未来，我们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明
年等待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提高
我们整个管乐团的水平，是我们每一个
管乐团队员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还
是基本功。 （安立杰）

我们的胜利，不在于乐曲的难度，
也不在于乐器的昂贵，而是在于我们坚
持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
供排水精神，我们一定会把它演绎的更
加完美，更好地发扬下去。 （刘梦）

我们发扬了“爱乐、坚持、苦练、协作”

的精神，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取得了
最大的收获，很好的完成了预定任务，新
的篇章即将开始，收获，还在继续。

（刘申）

体会最深的是经过团队的磨合知
道了声部之间配合的重要性，只有小
团队的团结，才会有大团队的意识。
这次我们乐团虽然取得了金奖，但是
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在今后的排练中，
还需要从基础的进行训练，在乐感方
面要加强训练专业知识，提升的空间
在等待着我们，大家有目标，就有希望，
做难事必有所成。 (刘艳肖）

今年的上海之行收获有两点———
敢想敢干和团队合作。 （王志建）

在上海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是走在
开满鲜花的大路上，我们听到了好多的
赞美之词。我们用自己的优异成绩回报
给了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乐团中
的每个人在公司为大家搭起的广阔舞
台上尽情的展现自己的风采。我相信只
有真正努力、认真的去做事情，才会体
会到其中的快乐。 （赵志国）

作为乐队的一员，我觉得这些天最
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渐渐的融入到了
这个团队，这个大家庭，不论是训练还
是生活，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个大家
庭所带来的温暖和力量。 （何丹丹）

我想说要想成功，必须将团队合作
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工作也好，乐团排
练也好，都应把集体荣誉放在第一位，
将自己的工作认真做好，以百倍的信心
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每次挑战，
始终不离团结这个主题，要坚信只有小
团体团结了，我们的大团体才会更加团
结。 （冯慧）

中国有句话说：“千人同心，则得千
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团

结协作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就
让我们把自己融入到供排水这个集体，
在这个集体中发挥自己的力量，让集体
展翅，助自己飞翔。 （伍广丽）

我们是一个集体，只有我们每一个
人充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整
个队伍体现一种团队意识，调动每一名
队员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行进管乐训
练才能做好，才做得有意义！（王冰然）

这次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团队精
神”。公司为每一位管乐团成员提供了
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而队员们在
“团队精神”的凝聚下，以队形变换结合
音乐演奏实现了整个管乐团的价值。尽
管我们的音乐演奏还不成熟，但“团队
精神”的体现应该说是很充分了，这也
正是整个团队在这次展演中取得金奖
的致胜法宝。 （王卿）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也都明白
自己是干什么的！如何去完成领导交给
的任务！公司管乐团成立了九年，什么
没有经历过，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放弃。
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好公司领
导交给我们的任务，而且要出色完成！
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动力！

（王亦丹）

不积滴水，无以成江海。没有我们
每个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
的、高质量的队伍。训练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合
作的力量，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我相
信，这段经历将使我终身受益。

（吴朋）

我认为管乐团可以这样理解，一个
是管乐，一个是团队，只要管乐和团队
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管乐
团。管乐要求我们每一个管乐团成员在
业务上有一定的素质，能够把谱子上的
每一个音符演奏出来，而更为重要的是

团队精神，这也是我们供排水公司管乐
团的优势。 （杜宾）

通过此次比赛，也看出了我们存在
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基本功不扎实，经
不起大的考验。基础不打好怎么建高
楼，只有从基础练起才会有实质的提
高，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再就
是要从细节上下功夫，细节决定成败，
不注重细节，就可能出现千里之堤毁于
蚁穴的惨剧。 （李静谊）

管乐团经过多年的磨练，今天终于
获得全国金奖，它离不开全体队员的努
力和付出，更离不开公司领导对管乐团
的大力支持，所以，今后的训练一定要
从基本功扎实练习，把技艺提高，准备
迎接 2014交响管乐比赛的挑战。

（王健）

奖牌是宝贵的、珍贵的，是来之不
易的，它将鼓舞着我们更加努力练习，
不断摸索科学的训练方式，争取在管乐
团的成长历程中能再画上一笔炫丽的
色彩。 （张国凤）

都说十年磨一剑，乐队已经组建九
年，并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连续参赛，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拿到了行进金奖，
但是我们还将期待取得更好的成绩：交
响金奖。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我们的最
大弱点还是吹得不够好，乐队成员来自
公司各个岗位，之前没有什么音乐基
础，但是只要按照老师教授的科学训练
方法，苦练基本功，持之以恒，没有什么
办不到的。 （刘衡）

这次展演不仅丰富了管乐团成员
的演出经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管乐团
成员的自信心，这让我们感觉到虽然不
是科班出身，但只要刻苦努力，精诚团
结也能奏出和谐的乐章。

（李崴）

金奖的获得是公司管乐团的一个
里程碑，是对公司管乐团演奏水平的肯
定，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通过这次
演出也暴露出许多缺点，比如基本功较
差、节奏感不强、强弱不分明等，这就需
要我们每一名成员继续加强乐理知识
的学习，苦练基本功，不断提高演奏水
平，为公司增光添彩！ （王宁）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梦圆上
海！回顾管乐团自成立起走过的这些
年，回顾我们参加上海音乐节的这四
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多少坎
坷，我们跋山涉水，但却坚定不移地走
了过来。还记得初到上海那一年，一切
都那么陌生，我们瞪着新奇的眼睛，什
么也看不够。现在，我们以一种从容而
成熟的仪态再次出现在上海的赛场上，
并稳抱金奖而回。泪水不由自主地滑
落，这是破茧成蝶的蜕变，这是丑小鸭
变成白天鹅的辛酸与幸福。

（郝子超）

一个管乐团演出的，往往不是音
乐，而是自己团队的“精神”。从更大的
范围来讲，中国管乐演出的，也不应仅
仅是表演艺术，而是中国人的“大团队
精神”的艺术。这也正是我所怀念和期
待的，引起我心中共鸣的根本。

（崔建平）

大家都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在短
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队形练好，是
因为我们用心做，认真做了。知道了只
要我们肯用心，并不比别的队伍差，我
们一样也可以创造奇迹，而事实也证
明，我们确实取得了“金奖”这个骄人的
成绩。 （樊永永）

付出的辛苦与汗水收到了很好的
回报，比赛已经结束，荣誉成为历史，每
位队员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日常练习当
中，他们已经向着新的目标出发了……

（张启云）

说实话，这次的图形编排对于我们
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不仅变换快而且
数目很多，演奏的时间还长。但是我们
能从最初的走着吹不好到最后的成功
演奏，这其中就是因为一种信念在支撑
着我们，那就是———夺得金奖。所以，不
管训练有多苦多累，我们都坚持下来
了。事实证明，我们成功了。

（赵丽萍）

管乐团要想有质的飞跃，必须加强
对基本功的练习，甚至是强迫自己练习
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个人的演奏
水平，以致提高整个管乐团的水平。我相
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明年的展演会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孙彦博）

这次比赛不仅增强了队员的团队
意识，也大大激发了大家自身的正能
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每个人的正能
量都不同，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而
这个挖掘的过程就是成功的过程。

（王津）

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参加公司这
么重要的活动，很骄傲自己可以和团队
一起放飞这个属于我们也属于公司的
音乐梦想。然而我们不会满足于此，昨
天的努力付出，换来今日小小里程碑的
回报，明日还有更多的成功与奇迹等待
我们去创造。因为梦想不会停留，只会
向更高的地方飞去！ （钟斌）

回想起从拿到图形时李团带领大
家开始划场地练习，从前期紧锣密鼓的
开始识图、找点，从污水厂的 4 米图开
始练起到封闭式训练练习 5米图，从一
步步指挥大家走基本图形到打拍子指
挥大家练习行进这一系列过程中，队员
们卯足了劲的刻苦训练，互纠动作，大
家在没有经验可依的情况下，自己总结
经验、教训并不断改进，这其中的辛苦
只有参与到其中的人才能够体会。

（朱小红）

我们对自己的水平可能很了解，但
是不了解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处于什
么水平，比赛不是为夺奖，是认识我们
音乐的水平、缺点，是为了我们水平的
提升。不见识别的团队，自己闭门造车
是不可能有提高的。见识了高水平的才
能有目标、有动力。多交流才是提高的
好方法，感谢总经理给我们提供一个交
流的平台和宽广的视野，感谢公司领导
们的栽培！ （刘凯）

我觉得乐队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人人都重视
演奏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乐队才能形成
合力奏出美妙的乐章。因此要想提升整
个乐队的演奏水平就要靠大家一起努
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乐队才会越来越
好。

（姚家伟）与外国团队合影

比赛现场———出场

比赛现场———两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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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乐团参加“中华杯”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风采录

比赛现场———盘旋天空

比赛现场———雄鹰展翅

市民广场上的视觉盛宴

街游———南京路

黄兴公园为市民演奏

编者按：4月 27日,公司管乐团一行 60余人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前往上海参加中华号角———2013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暨中
国第七届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活动，并获得了“成人组金奖”的好成绩。此次上海的展演活动也是形式多样，公司管乐团参加了包括
开幕式江游表演、上海黄兴公园露天演奏、上海复旦大学体育馆展演比赛、南京路街游展示、世纪广场行进演奏等演出活动，五天的展演活动让
大家受益匪浅，大开眼界。以下是管乐团部分队员的比赛感言，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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