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籁共鸣，盛宴落幕。
9月6日晚，伴随着珠海大
剧院歌剧厅内激昂的旋律
和优美的歌声，“我和我的
祖国”珠海市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合唱比
赛圆满落幕。当晚，来自珠
海各界的26支合唱队伍参
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中，香洲区精
心组织，从区内机关、学校
等的多个合唱团体中挑选
出五支队伍参加比赛。最
终，这些队伍凭借出色的表
现，共揽得六项荣誉，囊括了
“两金一银两铜”和“优秀组
织奖”。

其中，香洲机关先锋合
唱团、香洲区教师合唱团获
得本次比赛的金奖，香洲区
南屏镇南屏社区银铃歌剧
艺术团获得银奖，香洲区梅
华街道平衡度合唱团、香洲
区湾仔街道泛音女声合唱
团获得铜奖，香洲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获得优秀组
织奖。

近日，记者走访各个获
奖团体，听合唱团负责人及
团员们讲述他们获奖背后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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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11日下午，香
洲区委召开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巡视整
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
议强调，要强化督导，统筹推进督查问
效。要适时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
回潮。

会议听取了该区各部门前一阶段整
改落实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对专项问题进
行了研究讨论，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把巡视整改作为落实“两个维护”的具
体行动，作为检验自身能力素质和担当的
试金石，真改实改、全面整改，真正做到问
题无一放过、线索无一落空，确保巡视整
改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牵
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严格对照整改方案和
台账，挂图作战，加快推进，做到整改一项、
销号一项。

要坚持分类施策，细分整改问题，科学
安排推进，对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要立行
立改、不等不拖；对需要一段时间解决的问
题，要持续用力、限期整改；对涉及拆违、群
体性影响大的问题，要做好分析研判并拿出
具体计划。

要确保整改质量，要坚持真改实改，做
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追究不放过，
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决不允许在省委巡视反
馈意见整改上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决不
允许搞虚假整改、表面整改，坚决防止形式
主义“走过场”。

要坚持标本兼治，既要注重“当下改”，
又要注重“长久立”。在对理论学习、“两违”
整治、干部人事管理、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
重点整治的同时，要深挖问题根源，从制度
机制层面找“病灶”、拔“病根”，构建常态长
效的制度机制，堵塞漏洞，从根本上防止问
题发生。

会议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注重统
筹兼顾，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结合起来，以整改
促工作、促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
整改落实的成效，推动香洲当好珠海“二
次创业”加快发展主力军，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贡献香洲力量。

香洲区委召开省委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适时开展“回头看”
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9日下午，“当
祖国的忠诚卫士 做人民的优秀儿女”香洲
区欢送新兵入伍暨老兵“传帮带”活动在柠
溪文化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发扬拥军优属
光荣传统，传承革命精神，褒扬军人担当奉
献的精神风貌。

下午3时6分，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体人员起立，奏唱国歌，欢送大会正式
开始。区人武部相关领导带领在场现役、退
役军人及入伍新兵共同宣读入伍誓词，唤起
大家心中昂扬的斗志，鞭策现场官兵担当新
的使命。

紧接着，现场领导为周迪昊、陈志
咏、吴迪三名荣获三等功的现役官兵的
家属代表颁发喜报。随后，20 名老兵
代表为今年入伍的 100 名新兵代表绶
戴红花。

珠海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吴冬生
作为退役军人代表对新兵作出寄语，鼓
励新兵为国奉献，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建
功新时代。新兵代表何远博表示，会倍
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传承好革命
精神，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增光
添彩。

香洲区委副书记张波代表区委、区政
府对立功的老兵们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对
入伍新兵表示祝贺，希望新兵们志存高
远，坚定建功立业的理想信念，为家乡人
民争光添彩；希望全体军属、全社会支持
军队和国防事业；希望老兵们继续发扬部
队优良作风，传递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l
薪火相传，为香洲当好珠海“二次创业”加
快发展主力军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

与香洲机关先锋合唱团、香
洲区教师合唱团不同，南屏社区
银铃歌剧艺术团是纯女声合唱
团，也是目前珠海最大的公益类
艺术团。

“珠海每年都有许多音乐学
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热爱音乐，
热爱艺术，却缺少一个交流和发
挥自己特长的平台。”银铃歌剧
艺术团团长杨建平告诉记者，很
多音乐相关专业的人士在互相
交流后，萌生了组建歌剧艺术团
的想法，银铃歌剧艺术团也应运
而生。

2015 年，银铃歌剧艺术团
正式组建，该艺术团包括民乐
团、童声团、女声团等，目前共有
团员300余人。银铃歌剧艺术

团团员均为艺术院校毕业、喜爱
艺术的中青年人。“组建艺术团
的初衷就是为喜欢音乐的年轻
人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回归艺术的本质。”杨建平说。

“由于以前办活动一直没有
场地，所以最初艺术团的规模仅
有20余人。今年1月，南屏市民
艺术中心投入使用，艺术团有了
固定的排练场地，队伍也逐渐壮
大起来。”杨建平告诉记者，团员
们演唱的都是中外的歌剧咏叹
调。最开始，艺术团是在香洲区
文化馆表演，随后进入一些镇街
的艺术中心进行演出，深受社区
居民喜爱。迄今为止，该艺术团
已演出60场，其中，部分演出在
中山、澳门等地举行。据悉，银

铃歌剧艺术团之前都是以社区
演出为主，从去年开始，才陆续
参加一些市区比赛，但在比赛中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曾获“文
化香洲 缤纷四季”合唱比赛二
等奖、香洲区“十大优秀合唱
团”、珠海音乐家协会“优秀音乐
团体”等。

“我们的初心就是要把高
雅音乐带进社区、学校……”杨
建平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大家都
拥有这样一份初心，怀着对合唱
艺术的热爱，所以，每次团员们
都是自费参加演出，没有怨言，
毫不计较。“甚至连团员们演出
前的化妆费，都是自理的。”南屏
市民艺术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补
充说。

银铃歌剧艺术团

珠海最大公益类艺术团 把音乐带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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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区举行欢送新兵入伍

暨老兵“传帮带”活动

传承革命精神
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

佩戴大红花的入伍新兵。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 本报记者 马涛

香洲机关先锋合唱团于今
年5月成立，由香洲区各机关单
位热爱合唱的干部职工组成，现
有团员48人。凭借着对音乐的
喜爱和执着，48名团员以积极饱
满的热情投入每一次合唱训练。

为了展示香洲区机关单位
干部职工良好的水平和风采，高
歌新时代，先锋合唱团克服重重
困难，进行了三个月的赛前集
训。为了晚上和周末能多抽出
时间来参加排练，团员们甚至将
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拿来
处理手头的公务。

合唱团女高声部部长刘昀
在排练期间脚受了伤，但每次排
练时，她都脚打着绷带、吃消炎
片坚持排练；男高声部成员杨悦
是狮山文化站专干，每天都在社
区合唱团里“连轴转”，即使嗓音
嘶哑了，也不落下一次训练；在
南屏科技工业园管委会工作的

团员幸子浅，每次都在下班后从
南屏乘公交车赶来训练，风雨无
阻；每逢雨天，团员贾春雨都会
变身大家的“爱心司机”，开车将
每一位有需要的队友送回家。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训
练，先锋合唱团全体成员付出的
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合唱团男高声部部长、香洲
区文化馆副馆长任世山表示，当
初建立先锋合唱团的初衷，是想
通过合唱这种艺术形式，加强机
关干部职工的交流联系，丰富干
部职工的文化生活，努力营造和
谐向上、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
展示全区干部职工良好的精神
面貌和文化风采。“没想到，首次
参加市赛就一举夺魁。比赛当
晚，当主持人宣布我们合唱团获
得金奖的那一刻，全团都沸腾
了，大家都很激动、很欣喜……”

他说。
任世山说，此前大家都没有

经过专业的合唱学习，是因为共
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大家付出
了很多的努力，才怀揣勇气站上
了比赛的舞台。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合唱团指挥廖振华功不可
没。

廖振华，合唱指挥硕士研究
生，珠海大剧院合唱团指挥，师
从苏严惠教授。曾获2019世界
合唱大奖赛青年组金奖，第三届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合唱比赛
省一等奖等。

“除了指挥的指导、鼓励外，
我们这支队伍的心非常齐，大家
都积极踊跃地参加排练，虽然是
短时间内组建起来的一支合唱
团，但这次参赛能够夺得金牌，
也充分彰显了大家团结协作的
能力。”香洲区直机关党工委相
关负责人说。

香洲机关先锋合唱团

机关干部临时组建 刻苦训练风雨无阻

和刚组建不久的机关先锋
合唱团相比，香洲区教师合唱团
就有些年头了。据了解，该合唱
团成立于2012年，现有团员60
人，由香洲区热爱合唱的一线音
乐教师组成，具有较高的专业素
养和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在
专家的指导和团员们努力下，合
唱团的表现力日益成熟，可充分
演绎多种风格的中外合唱作品。

“我们平时是一周排练一
次，一次两至三个小时。如果有
比赛任务的话，排练就会比平时
密集。”香洲区教育局体育卫生
和艺术教育室主任黄江鸿告诉
记者，由于团员都是一线的音乐
教师，所以每次排练时间都定在
下午4时30分至7时，大家都会
按时到达，积极排练。

“我们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
赛，而是希望老师们的整体专业
水平通过比赛，能够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黄江鸿说，为了促进教

师们业务水平的提高，合唱团曾
聘请全国著名指挥家曹丁、王
军、苏严惠等担任艺术指导，现
由青年指挥家邓卓锐担任合唱
团的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

“区别于其他非专业团队，
每一任总指挥在选曲、排练等方
面，对我们的要求都会格外严
格。”该合唱团团长谢芳告诉记
者，每一位合唱团团员在这个团
队里经过磨砺，都得到了成长和
进步。他们回到自己所在的学
校后，再把所学的内容教给自己
的学生们，进一步提升香洲区中
小学生整体的合唱水平。

这次，由于合唱团接到参赛
通知时距离比赛只剩下一周的
时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
下，团员们不得不牺牲大量休息
时间投入排练，但大家没有一句
怨言，以极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毅
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带着专
业精神刻苦练习。在区委、区政

府和区教育局领导的关怀下，在
合唱团指挥邓卓锐老师的精心
指导下，短短的一周内，团员们
利用休息时间成功排练出《期
待》《黄河颂》这两首难度较高的
合唱曲目。

“我们没有拿过银奖，因为
拿的全是金奖。”黄江鸿告诉记
者，这些年来，凭借着优秀的指
挥、专业的水平、顽强的毅力，合
唱团屡获佳绩，曾代表香洲区到
广州、澳门等地参加比赛并获得
金奖。

2012年11月，香洲区教师
合唱团获得广州国际合唱公开
赛金奖；2015年10月30日，该
合唱团女声团获得第三十届中
国合唱节（女声）合唱一等奖；同
年11月，该合唱团男声团获得
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博览会
金奖；2016年8月获得“金水杯”
第三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中青组
男声及女声合唱金奖。

香洲区教师合唱团

一线音乐教师组成 合唱金奖“专业户”

香洲机关先锋合唱团团员合影。 香洲区供图

南屏社区银铃歌剧艺术团在比赛中。 南屏镇文化站供图

香洲区教师合唱团在演唱。 香洲区教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