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只因热爱
总有一些热爱， 让我们会去做些什

么。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几

个中老年男人组成的纵贯线乐队， 迷倒
多少歌迷心。

当年轻人在音乐的大海中徜徉的时
候，如果留心，你会知道，在我们邢台也
有一支类似于纵贯线那样的乐队组合。

邢台市WORD萨克斯乐团。
2012 年初，这支乐队组建，五个中

年男人，而冀成军就是这支乐队的领队，
也是乐队里的“上低音”。 而就是这支邢
台的“纵贯线”，在 2012年中国武强音乐
节上，一举拿下重奏大学社会组的银奖。
在后来邢台市音乐家协会给他们的庆功
会上， 邢台市音协主席景申友说他们的
这项成绩“开创了邢台市管乐史上的最
好纪录”。

WORD谐音“我的”。 不管是谁说起
来，都会说这是一支“我的”乐队。

好想听听这支邢台“纵贯线” 的演
奏。

在熟男当道的今天， 看着他们在中
国武强音乐节上的一张合影， 也会有不
少乐迷吧！

现在冀成军拉起的这支邢台市管乐
交响乐团，便是以这支邢台“纵贯线”乐
队为灵魂班底扩军而成。

五个乐手，还全在团中。
一切，只因热爱。 一切，只因一种叫

做音乐的梦想。

画面，一种图腾
我们总会懂得想干成一件事情所必

须付出的努力。
即便是在当年成立“WORD 萨克斯

乐团”的时候，那些昂贵的乐器也是他们
自己买的， 服装是冀成军自己掏钱置办
的， 去武强参加音乐节也是他们自己包
的车。

经常逛紫金公园的人，2000 年那时
候起， 大概也会注意到在公园的小亭子
里， 经常会有五个中老年男人在拿着萨
克斯练习吧。

“WORD 萨克斯乐团” 五个乐手都
是来自邢台市的“五湖四海”。 其中他们
中的中音侯守华是个保洁工， 几乎没有
什么休息时间， 可是几乎每次排练都不
落下。

乐团的五个人，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不仅仅是萨克斯，黑管儿、小提琴，样样
拿下。

台上几分钟的功夫， 却是一辈子的
执着。

暂且让我们的时光， 回归到上世纪
70年代。

邢台管乐界不会不知道王雪亮。 王
雪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邢台人， 他有
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乐团小号手。 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邢台五
中工作，骨子里的热爱让这位音乐家，即
便是身处逆境， 也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对
管乐的热爱，在五中组建起了管乐乐队，
专门在学生当中挑选了一批有音乐天赋
的学生进行管乐训练。

我们似乎可以脑补一下这样的画
面。夏天或者冬天，一个国家“大师”级的
“老头子”，在邢台五中的某间小屋子里，
满头冒汗，或是裹着厚厚的棉服，在认真
地教一群原本不应该和自己的人生发生
什么交集的孩子们吹奏小号、长号、萨克
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图腾？

冀成军就是那批孩子里的一个。 现
在邢台市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王宝珠就
是当年那批孩子们的“队长”。

所谓邢台一中的足球、篮球，邢台二
中的田径，邢台五中的管乐，这里便是根
源之一。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或者一种
画面，历史性地影响了邢台管乐的发展。
如果细究， 你会发现邢台管乐界的顶尖
人才几乎都和当年的王雪亮老师以及当
年的五中有脱不了的密切关系。

组建，迈向顶级
WORD萨克斯乐团，省级银奖。
外人很少会知道， 邢台市管乐交响

乐团的成立，也是在那次音乐节上，冀成
军几个老伙计，深受刺激的结果。

一排排的乐队走过去， 石家庄，唐
山，保定，邯郸，但就是没有邢台。彼时的
邢台， 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管乐交
响乐团。

面对别人，邢台，只有冀成军五个老
伙计在那里尴尬地搓着手。

回来之后， 冀成军就开始着手管乐
交响乐团的组建工作。

那一段时间， 冀成军几乎跑遍了邢
台市周边所有的农村。 我们都知道农村
里红白喜事的时候， 往往会请些所谓的
军乐队来演出。听说哪个村儿，有这样的
军乐队，冀成军便跑过去了解情况。

“等我们给别人挡事的时候，你再来
看吧！”所谓“挡事”就是红白喜事演出的
时候， 农村里的军乐队要凑在一起也不
是很容易的事， 领队的往往这样回复想
要听他们演出的冀成军。

现在， 邢台市管乐交响乐团里有一
大批人，就是来自于周边农村的军乐队。

“这些军乐队， 大部分都只会大齐
奏，和交响乐团差着不止一个档次。 ”冀
成军说。

从最开始最基础的识谱， 到后来声
乐的配合练习， 中间陆续有一批人坚持
不下去，练习着练习着就不再来了，但还
是有一批人受影响加入了进来。 如今乐
团能够集合练习的人保持在 50 多人的
规模，2015 年 4 月份组建， 几个月的时
间，他们已经可以熟练演奏 6个曲目。

他们， 在一步步地向邢台市的顶尖
管乐团迈进。

花开，七里河边
每周三的早上， 是他们在七里河固

定的集合练习时间。
很多人被吸引过来看。
围观是一种故事。
有一天，冀成军正在上班，一个年轻

人的电话打进来：“冀老师， 七里河有一
支管乐队伍， 真棒！ 你有机会过去看看
吧！ ”大家都知道冀成军“好”这一口儿。

“你没看清楚那指挥的背影，有点像
我吗？ ” 电话里说的正是冀成军的管乐
团，冀成军忍不住想笑。

“小冀啊， 七里河有一帮人吹得不
赖，跟戏匣子里放的一样。”散步的时候，
有老人这样当面告诉冀成军。

七里河边开的那种黄黑相间的花，
好美。

队伍里有农村人， 有城里人， 有老
汉，有少女，有正上班的，也有已经退休
的。

今年春节前后， 冀成军有意要搞一
次乐队的专场演出。 而这支邢台本土管
乐交响乐团的面目以专场演奏会的形式
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也将会成为邢台音
乐史上值得记忆的一笔。

2016 年，按照规律，河北省将会组
织专业的管乐团展演。 没有特殊情况的
话，这个展演，邢台市管乐交响乐团一定
是要参加的。 而对这支倾注了自己心血
的来自邢台的新成立的队伍， 冀成军想
想，都会在梦里笑出声来。

冀成军:
管乐飘扬七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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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河之岸，星期三。
不远处红色的 101 路公交车从桥上慢慢开过。 因为天还早，可以看到车上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到的时候，冀成军已经和自己的“小伙伴”们拉开了架势。
冀成军在前边指挥。在他的位置的对面，你可以看到小号、大号、圆号、长号、长笛、萨克斯、巴厘冬、单簧管，

还有大小军鼓，50 人的样子。
这就是邢台市管乐交响乐团。
此刻，站在指挥的位置上，乐律挑动，连面前缓缓流淌的七里河都可以是一支午夜里的萨克斯。

声明
邢台市桥东区平安

路黄家园居委会居民施
海霞不慎将户口本丢失，
声明作废。

无 名 氏 ， 男 性
60-70岁， 头发花白，身
长 174cm，圆脸，头戴一
顶白色圆沿帽， 上身外
穿蓝色长袖衬衣， 内穿
灰白色圆领 T 恤， 下身
穿灰黑色长裤， 脚穿拖
鞋， 骑一辆无号牌红色
轻便二轮摩托车 ，于
2015 年 8 月 3 日晚，在
邢清线（325 省道）石西
村处发生交通事故，如
有知情者速与邢台市交
警支队开发区大队事故
中队联系。
联系人：杨警官 林警官
电 话 ：17800397826����
0319-32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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