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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领队参加）； 

2. 5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0 分，声乐类民族和美声唱法彩排；下

午 14：30分，声乐类民族和美声唱法展演； 

3. 5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声乐类流行唱法和器乐类彩排；

下午 14：30分，声乐类流行唱法和器乐类展演； 

4. 5 月 30 日上午，矿区文艺志愿服务；下午 14 点 30 分，汇

报演出彩排；晚上 19点 30分，汇报演出。 

二、报到地点 

地点：峰峰宾馆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滏阳路 6号 

电话：0310-5116666 

三、参加人员 

1. 各报送曲目单位有关领导 1名； 

2. 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声乐器乐展演入围人员（附件 1）和领

队 1名；  

3. 未入围展演单位可派 1至 2人观摩。 

四、有关要求 

1. 参加展演人员需要再次报送演唱和演奏曲目，在初选的基

础上，可以更换表演曲目，但不能变更演唱类别和演奏乐器。每首

曲目演唱、演奏时间不超过 5分钟（含前奏）； 

2. 鼓励表演煤矿题材曲目，新创（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

煤矿题材曲目可予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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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加展演人员自备表演服装、伴奏音乐和乐器，伴奏音乐

一律为 MP3格式，电子文件随展演曲目登记表发至指定邮箱。 

五、评选与推优 

1. 由艺术节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推选委员会，本着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对声乐器乐作品进行推选。 

2. 展演将分别推选出民族、美声和流行唱法十佳歌手，十佳

煤矿题材歌曲，十佳器乐演奏员，优秀歌手和优秀器乐演奏员若

干，并颁发证书。 

六、注意事项 

1. 请务必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前将 MP3 伴奏音乐、展演曲目

登记表（附件 2）和参加展演人员回执表（附件 3）发至邮箱：

ffjtmusic@163.com； 

2. 展演期间统一安排食宿地点，费用自理。 

七、联系方式 

中国煤矿文联音乐分会：董帅，电话：0315-3027461，手机：

15630501926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李冬冬,电话：0310-5629550,手机：

13513103886 

八、交通方式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将在邯郸东站安排接站车辆，具体发车时间将

直接通知领队。邯郸火车站、邯郸机场的接站将根据回执情况另行安

排，参加展演人员也可自行前往峰峰宾馆。具体乘车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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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声乐器乐展演入围人员名单 

声乐类 

唱法 曲目名称 演唱 单位 

民族 

煤矿工人好可爱 王云刚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矿山的女人 赵丽焕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儿行千里 崔德升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锦绣前程 
张小许、许羽 

尚敏、张诚军 
华亭煤业公司 

献给矿工的祝福 上官步洪 

大同煤矿集团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柴智峰 

樱桃好吃树难栽 钟玉生 

山里女人喊太阳 王楠楠 开滦集团 

我爱你中国 李蓉蓉 

阳泉煤业集团 桃花红杏花白 董润明   

矿工的爱，黑色的爱 李彦飞 

大江南 陈雷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 

金色煤田 李奕璇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阳光大家园 暴琳、牛娜娜 

晋城煤业集团 

和党说说知心话 司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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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法 曲目名称 演唱 单位 

美声 

滚滚长江东逝水 杜凯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我的矿工兄弟 王娇 

矿工兄弟 洪雪娇 
国家能源 

神东煤炭集团 
安全为天 李晓光 

你的眼神 邱磊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矿工万岁 刘勇 

那就是我 曹玉梁 

两地曲 张鹏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沁园春·雪 白成 

大同煤矿集团 两地曲 王彪 

为你歌唱 周晓博 

矿魂 张鹏 

开滦集团 

七月的草原 宋紫云 

红土香 郑延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祖国我看到了 牛娜娜 晋城煤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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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法 曲目名称 演唱 单位 

流行 

破晓 杨文琛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开缸酒 陈亚林 

平安是福 宋君 淮北矿业集团 

煤海风流 康景茹 内蒙古伊泰集团 

天边的额吉 
黑俊龙、孙金龙 

李凯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追寻 马吉峰 

忆陕北 薛岗 
国家能源 

神东煤炭集团 
矿工兄弟我为你歌唱 张智 

感恩之歌 冯莉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老师傅 郭真珍 

黑兄弟 杨阳 华亭煤业公司 

上下情歌 郭彦男、段海晶 

大同煤矿集团 呼伦贝尔大草原 李玉娟 

故乡的云 马锦龙 

天耀中华 刘栗征 

开滦集团 

爱 温杰 

坚守 
王超、张宁 

靳添浩、苗琦 

我是矿工 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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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 

就恋这把土 马思佳 
内蒙古 

平庄煤业集团 

难道 李靖宇 神火集团   

矿工好兄弟 冯明 

阳泉煤业集团 

木兰情 马洁 

催征鼓 杨金凯 晋城煤业集团 

器乐类 

乐器 曲目名称 演奏 单位 

竹笛 秦川抒怀 昝光昭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唢呐 闹雪灯 赵俊森 

器乐重奏 黑土地 
吴霞、张华信 

等 4 人 

萨克斯 Pick Up 李延川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 

二胡 战马奔腾 刘佳 淮北矿业集团 

古筝 将军令 陈超 大同煤矿集团 

筝箫 情醉江南雨 李晓光、崔俊春 
国家能源 

神东煤炭集团 

手风琴 组曲 王娜 

大同煤矿集团 四胡 腾飞的草原 韩影 

竹笛 扬鞭催马运粮忙 王夏豪 

吉他  云 梁峰 开滦集团 

唢呐 三对面 杨文杰 阳泉煤业集团 

萨克斯 SUNSET 王云波 晋城煤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