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储粮河南分公司3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省国税局 省住房建设厅

省国税局3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省住房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裴志扬带队参赛
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延生带队参赛

省供销社

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王天顺，党委书记、副局长
原永胜带队参赛

省煤田地质局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李广胜带队参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省卫生计生委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3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4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寇武江带队参赛 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汪中山带队参赛

省旅游局 省审计厅

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靳克文，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王
树山带队参赛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建庄带队参赛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王海鹰带队参赛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郜秀菊带队参赛

省委省直工委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和工委全体班
子成员带队参赛

省政协办公厅 省委统战部 省妇联省总工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丁巍
带队参赛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周春艳带队参赛

省委办公厅 省人大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公安厅 省科协

省政府副省长徐光、戴柏华，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朱
焕然带队参赛

省公安厅5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省国土资源厅3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省直机关“喜迎十九大”
群众性大合唱比赛综述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叶强 李原原

金秋时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
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将于10月 18日在北京召开的特大
喜讯，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欢欣鼓
舞，倍感振奋。

飞扬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熟
悉的旋律，演绎时代的激情。9 月 2
日、3日晚，河南省直属机关“喜迎十九
大”群众性大合唱决赛在河南电视台8
号演播厅隆重举行。来自省直机关的
48支代表队在这里纵情高歌，用歌声
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表达省直机关广
大干部职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的坚定决心。

规模宏大 广泛参与 反响强烈

党的十九大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迎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是贯穿省直机
关各级党组织全年工作的主线。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
记李恩东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和省
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省直文明委、省
委省直工委研究决定，在省直机关广
泛开展‘喜迎十九大，省直作表率’系
列文化活动，围绕‘砥砺奋进的五年’
宣传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经济社
会、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
示省直广大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大力宣传各条
战线上的模范人物、先进典型，不断汇
聚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建功
立业的强大合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作为“喜迎十九大，省直作表率”
系列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由省
委省直工委联合省直文明委、省文联、
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省直机关

“喜迎十九大”群众性大合唱比赛得到
了各级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
与。活动启动以来，省直和中央驻豫
单位、省管驻郑企业、省内高校等单位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发动，形成
了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的火热局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引起了热烈反响。

“你卷走黑夜迎来晨曦，火红的心
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救国救民是你喊
出的真理，中国的明天放在了我们心
里。”

“我们迎着胜利向前方，振兴中华
是我们理想。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
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爱我
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
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在 8月 26日至 27日举行的初赛
中，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等88支代表
队、10000多名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依
次登台亮相，用最豪迈的歌声回眸辉
煌历史、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党的
红色基因，在唱响主旋律中抒发爱党
情、爱国情。经过紧张的比赛，48支代
表队以优异的成绩挺进决赛。

“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
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

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流，患难同牵手，跟你
走过坎坷的小路，从春走到秋。”

9月2日晚，省国税局代表队深情
演唱的一曲《把一切献给党》为本次合
唱比赛的决赛拉开了序幕。

比赛现场，人山人海，党旗飘扬。
激昂奋进的《保卫黄河》《不忘初心》、
火热嘹亮的《在太行山上》《唱支山歌
给党听》、余音缭绕的《忆秦娥·娄山
关》《天路》、铿锵有力的《跟着共产党
走》《祖国不会忘记》……舞台上，各参
赛代表队身着统一服装，以整齐的队
列、饱满的激情、良好的精神面貌闪亮
登场。他们激情满怀，歌声嘹亮，唱出
了省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感党恩、听
党话的坚定决心，抒发了“砥砺奋进跟
党走”的火热心声。

一首经典老歌，记录一段峥嵘岁
月。

一首革命歌曲，象征一面光辉旗
帜！

活动现场，郑州市民陈宏听着《在
灿烂阳光下》那熟悉的旋律，情不自禁
地随着音乐哼唱起来。“这首歌抒发了
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
感激之情，仿佛是一位年轻人饱含深情
地娓娓诉说着长辈给予自己思想上的
启迪，赞颂了党领导人民走过的风雨历
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大合唱比赛唱
出了省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的‘精气
神’，更唱出了全体中原儿女的心声。”

通过网络直播，比赛现场的热烈
气氛也同样感染了广大网友。省委省
直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大河网、映象
网等多家官方平台对本次比赛全程进
行了网络直播，共有108.2万人次实时
收看比赛，人民网进行了综合报道，活
动的影响力在持续增强和辐射，在全
社会营造了喜迎十九大的良好氛围。

领导重视 精心组织 意义深远

“陈润儿省长的问候和鼓励，让全
体合唱队员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顽强的作风投入到比赛和今后的工
作中去，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省政府办公厅副巡视
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汪华玲告诉
记者，9月 1日中午，队员们在排练时

“偶遇”省长陈润儿、省政府秘书长朱
焕然。了解到大合唱比赛的盛况后，
陈润儿对本次比赛的主题予以充分肯
定，并向省政府办公厅代表队的全体
队员表示慰问，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争
创佳绩、展示风采。“在陈润儿省长的
支持和鼓励下，我们的队伍可谓‘阵容
强大’。副省长徐光、戴柏华带领8名
厅级领导干部参加合唱，与大家一同
排练演出，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士
气，精神倍增。”汪华玲说。

“在我们排练的过程中，省政协副
主席张广智、靳克文多次听取合唱活
动进度情况汇报，并与其他 8名厅级
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排练和比赛，把自
己放到一名普通队员的位置，严格要
求自己。”省政协办公厅代表队领队许
文霞说，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队员们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对党的热
爱之情融入参赛歌曲中。

领导重视、率先垂范、带头参与，这
是本次合唱比赛的一大亮点。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文明委副主任李文
慧，副省长徐光、戴柏华，省政协副主席

张广智、靳克文等5位省领导，省直88
家单位的36位党组书记、厅局长，410
名厅级领导干部与干部职工同上赛场，
纵情高歌，用最饱满的热情唱响主旋
律，用最真挚的感情汇聚正能量。

“这次合唱比赛，正值省招办高招
录取工作全面开展之际，一部分队员
在登封录取现场利用休息间隙进行排
练，另一部分在单位值班的队员放弃
了休息日，加班加点练习。全体队员
迎难而上，从选择歌曲、组织排练，到
走台、预赛都没有丝毫懈怠。”省招办
代表队领队郭萍说。

“我们参加合唱的 120名队员来
自不同的岗位，从事不同的工作，有的
是部门负责人，有的是一线职工。大
家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每天都要
训练6至 7个小时。”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代表队队员小张告诉记者，在赛
前排练的过程中，队员们不顾工作的
疲劳，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地完成训练
任务，没有一句怨言。

克服困难、不计得失、全情投入，
这正是参赛的各支代表队认真备赛的
一个缩影。有的队员在训练中崴了
脚，坚持拄着拐杖参加排练；有的队员
在家人生病住院的情况下依然按时练
习，从未迟到或早退；有的队员为了给
他人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几乎每天都
忙到凌晨……队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集体荣誉感投入训练，做到工
作、学习、排练三不误，集中展现了省
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勇于拼搏、甘于
奉献、自强自信的良好精神风貌。

为了增强比赛的专业性，决赛特
意邀请到孟卫东、郑健、陈国权、曹丁、
杨又青、周跃峰、王瑾等国内知名作曲
家、指挥家担任专家评委。他们的精
彩点评和频频“点赞”，给观众们带来
了非同寻常的视听盛宴。

“合唱是最能展现一个团队精神
风貌和凝聚力的艺术形式。这次比赛
非常精彩，既有省委省直工委的精心
组织，又有从领导到普通干部职工的
辛苦付出，每支队伍都表现得很投入，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演出。同
时，又展现了河南省直机关良好的精
神面貌，必将对河南合唱事业的发展
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中国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原中国铁路文工团总团长、
著名作曲家孟卫东说。

“河南目前有1300多支活跃在全
省各地的合唱队伍，群众基础非常
好。”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副主
席、中国交响乐联盟副主席、著名指
挥家郑健用“三个亮点”对比赛给予
高度评价：“第一个亮点是规模大，参
加决赛的很多队伍规模都超过百人；
第二是级别高，从省领导到厅级领导
干部都积极参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第三是影响广，这次比赛通过与
媒体合作在网上同步直播，有利于扩
大活动影响力，展示河南省直机关的
风采。”

比赛结束后，省委政研室（改革
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同昌在微
信群中写到：停下来的是赛事，停不下
来的是滋长在心底的音乐细胞，它为
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训练、参赛的
过程，是完美的体验，更是一笔财富。
我们聚集在一起，用彼此最动听的声
音，在旋律中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和年
龄，用合唱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
感、对党的真挚情感……

编者的话：为团结带领省直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大，省委省直工委联

合省直文明委、省文联、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河南省直属机关“喜迎十九大”群众性大合唱比赛于

8月26日至27日举行预赛，9月2日至3日举行决赛，日前已圆满落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

省政府副省长徐光、戴柏华，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靳克文等5位省领导与省直88家单位的36位党

组书记、厅局长，410名厅级领导干部，10000多名干部职工一同走上赛场，纵情高歌，用歌声回顾党的

光辉历史，抒发深沉朴素的爱国情怀，唱出省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喜悦心情，传递

中原儿女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坚定信念。现将部分比赛精彩图文刊登，以飨读者。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王丽带队参赛

省残联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济宝带队参赛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省工信委15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省政府食品安全
办主任许廷敏带队参赛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朱清孟带队参赛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河南
广电传媒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夏炎带队参赛

省教育厅 河南广播电视台

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李涛带队参赛

省政府国资委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工信委

省科协党组书记曹奎，主席霍金花带队参赛

省政府外侨办党组书记、主任宋丽萍带队参赛

省政府外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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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人民法院5名厅级领导带队参赛

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