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

～

12:40

Potbellyジャズバンド
佐藤友孝（arr），石川晴朗（Tp），落野薫（Tp），岡野伸二（Tp），小林伸二（Ts），
久保登美夫（Ts），若月忠義（As），岩倉千賀子（As），岩倉直衛（Tb），
五十嵐正（P），崎山純光（P），田村正宏（G,Vo），小俣淳（B），和田イクト（Ds），
片田測子（Vo），中島八千代（Vo），小原幸代（Vo）

清水万紀夫カルテット
清水万紀夫（Cl），小林創（P），加藤人（B），日高弘（Ds）

榎本俊雄 カウンツ・オブ・アリゲーター
榎本俊雄（Cl），渡辺研介（Tp），石川信和（Tb），
稲垣千春（P），川越博（Bj），柳谷慧（B），藤井真（Ds）

春川ひろしと童謡デキシーランダーズ
春川ひろし（Ds），下間哲（Tp,Vo），大西美代子（Bj,Cho），
アレェクスェイ・ルミィヤンツェフ（P），市川重太朗（Tub）
コーラス：「赤い靴」 新子和江（Cho），川澄はるか（Cho），優（Cho）

12:45

～

13:25

【ヴォーカル】 

大岩秀夫（Vo）＆フレンズ
中村裕子（Vln），飯窪敏彦（Cor），瀬尾悠紀雄（Tb），橘克彦（Cl），
小暮幸男（P），高瀬恒夫（G），荒井潔（B），藤井真（Ds）
ゲスト：タミー（Vo/兵庫）

古川奈都子トリオ
古川奈都子（P,Vo），海付豊（Ts,Cl），佐久間和（G）

Funky Cats
伊藤比呂志（Tb），木立雅巳（Tp），上原巌（Ss），
後藤洸作（Bj），中島由雅（P），吉田実樹（B），高橋宏輔（Ds）

新宿ヴォーカル友の会
秋山幸雄（Vo），安積マリコ（Vo），井上千恵（Vo），
斉藤澄子（Vo）
西山晃子（P），矢野伸行（B），菅原良（Ds）

13:30

～

14:10

白子隆 ニューオリンズ・ヒムズ
白子隆（Bj），川尻正幸（Cl），後藤恒雄（Cl），正岡一敏（As），
鈴木康弘（Tp），♪ちゃこ松岡（P），関野恒夫（B），
白子洋美（Vo）

高橋三雄クインテット
高橋三雄（As），深澤芳美（P），五味伯文（G），加藤人（B），
籠利達郎（Ds）
ゲスト：宮田朋実（Tp）

リリカル6
山本昂（Tp），出本真由（Cl），土屋梓（P），下平真（Bj），
安藤小百合（B），阿彦侑真（Ds）

新宿ヴォーカル友の会
石原幸男（Vo），梅本邦彦（Vo），奥久津まるも（Vo），
近藤文子（Vo）
岡田由美子（P），佐々木エヘラ俊一（B），蓑宮俊介（Ds）

14:15

～

14:55

西川直人クインテット
西川直人（Org），上野まこと（Ts），渡邊恭一（Ts），
吉原聡（G），平林義晴（Ds）

筒井政明 レッド シェーカーズ 
筒井政明（Tp），小林創（P），田野重松（B），サバオ渡辺（Ds）

山本太郎 お茶目なジャズトリオ
山本太郎（Cl），浅葉裕文（G），新井健太郎（B）

【ヴォーカル】

若草ファミリー
戸村安廣・岩倉千賀子・高木美子（Vo）
露崎たえる（P），畑中利文（B），佐藤雄一（Ds）

15:00

～

15:40

菊池一成 デキシーペコ
菊池一成（Tub），高本正吏（Tp），菅野天津男（Cl），
町野英明（Tb），大野かおり（P），坂本誠（Bj），
大久保通博（Ds）

サウンド オブ ベスパーズ
飯窪敏彦（Cor），渡辺毅（Cl），西塚英典（Tb），澤地利（P），
石井庸夫（Bj），関野恒夫（B），冨田宗義（Ds）

阿部寛 新宿アコギの会
阿部寛（G），宮堂二郎（G），瀬谷徹（G），五味伯文（G），
大橋恵子（G），ヨシカワカナ（G），新井健太郎（B）

長野吉和 デキシーフラッシュ
長野吉和（Tp,Vo），春田豊（Cl），岩倉直衛（Tb），
芳村真弓（P,Vo），高瀬恒夫（G），太田裕三（B），菅原良（Ds）

15:45

～

16:25

右近茂（Ts）・土田晴信（Org）・
田口悌治（G）・八城邦義（Ds）

松平恒和カルテット
松平恒和（Cl），西山晃子（P），遠藤昭浩（G），福澤宏昭（B）

中川家
中川喜弘（Tp），薗田勉慶（Tb），ジャック天野（Bj），
家中勉（Tub）

【ヴォーカル】

ファニー・ビー 岡田由美子トリオ
中山ひろみ（Vo），高木美子（Vo），小川まり子（Vo），楠本有子（Vo）
岡田由美子（P），佐々木エヘラ俊一（B），前田富博（Ds）

16:30

～

17:10

【ゴスペル】

Aソウル
風間晶世（新潟） リバーサイド・ジャズバンド 
with TONTON
風間晶世（Cl），木下敏一（Tp），山田洋一（Tb），遠藤純（P），
田中丈士（Bj），伊藤譲一（B），宮尾益尚（Ds），TONTON（Vo）

宮田朋実（Tp）・伊藤聖（Ts）
金子剛大（P），宮堂二郎（G），早野隼（B），
たきざわあつき（Ds）

【ヴォーカル】

いまむら直子 ワンワンズ
いまむら直子（P,Vo），山村隆一（B）
ゲスト：細山隆（尺八），シューフィーズ（コーラス）

17:20

～

18:00

【ヴォーカル】 

タミー（兵庫）＆小林創カルテット
タミー（Vo），小林創（P），遠藤昭浩（G），三浦剛司（B），
菅原良（Ds），　ゲスト：山本太郎（Cl）

後藤雅広 Delta Four
後藤雅広（Cl），後藤千香（P），青木研（Bj），小林真人（B） 永生元伸（Bj,Vo）・家中勉（Tub）デュオ

【ヴォーカル】 

ザ・シュークリームス
渡辺雅枝（Vo），徳光由利子（Vo），岩倉千賀子（Vo）
大原江里子（P），浦上俊彦（B），三繩ジュン（Ds）

18:10

～

18:50

【ヴォーカル】

ダイナマイト・ミキ＆古川奈都子クインテット
ダイナマイト・ミキ（Vo），古川奈都子（P），新谷健介（Cl），
丸山朝光（Bj），加藤人（B），蓑宮俊介（Ds）

菅野淳史（Tp）・大橋高志（P）・
矢野伸行（B）・浅葉裕文（G）

大西美代子 バンジョー・クリッパーズ
大西美代子（Bj），フレディ（Bj），市川重太朗（Tub）
ゲスト：俵千瑛子（Cl）

新宿ヴォーカル友の会
片田測子（Vo），川澄はるか（Vo），坪田柳子（Vo），
松本隆一（Vo）
橋本啓一（P），岡村紘志（B），松永博行（Ds）

19:00

～

19:40

ドランカーズ
皆川晴樹（Tp），倉田学（Cl），田中康（As），横溝良和（Tb），
坂上順子（P），飯泉友章（G），中島史郎（B），山口均（Ds），
栗生清隆（Ds,Mc）

KOTEZ&YANCY
KOTEZ（Hmca,Vo），YANCY（P,Vo），

JINYA
寺田'JOSE'寛典（Ts），渡辺亮（P），熊谷雄飛（G），
相原慎之輔（Ds）

新宿ヴォーカル友の会
磯山淳子（Vo），岩倉千賀子（Vo），川口ひろみ（Vo），
テリー保谷（Vo）
西山晃子（P），浦上俊彦（B），たきざわあつき（Ds）

14
当日¥3,500  前売¥3,000（全席自由）
新宿区民割引有り（お問合わせは、新宿文化センターへ）

「新宿春の楽しいジャズ祭り」実行委員会

＊高校生以下無料

公益財団法人 新宿未来創造財団
構成：菅原 良／作成：サニーサイド

新宿文化センター（1階） 大ホール司会：北浦康司

16:10

16:30

小林創 パイプオルガン
ゲスト：下間哲（Tp）

17:20

18:00

16:30

16:50

18:10

18:50

19:00

19:40

薗田憲一 デキシー・キングス
薗田勉慶（Tb）,筒井政明（Tp）,白石幸司（Cl）,
永生元伸（Bj）,河合勝幸（Tub）,楠堂浩己（Ds）,
FUMIKA（Vo）

新宿区吹奏楽団
12:40

13:20

サニーサウンズ・
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

14:20

15:10

ピアノ・ピアノ・ピアノ連弾
小林創（P）,板谷大（P）,
アレェクスェイ・ルミィヤンツェフ（P）

アネックス ジャズバンド
ゲスト：中川喜弘（Tp），岸義和（Tp），
高井天音（Tb），大沢卓也（B），後藤おさむ（Ds）

ゲスト：杉村彰（Tp）

Gサウンズ・
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

15:20

16:00
ゲスト： 守屋純子（P），TONTON（Vo）
都庁スウィング・ビーツ

杉並スウィングノーツ・
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

13:30

14:10

5  11
2019

お祭り広場

12:00

12:20

中川喜弘（Tp），杉村彰（Tp），外山喜雄（Tp），
下間哲（Tp），筒井政明（Tp），鈴木正晃（Tp），
下田卓（Tp），小森信明（Tp），菅野淳史（Tp）
袴塚淳（P），山村隆一（B），バイソン片山（Ds）

トランペット・サミット

13:00

13:20

14:40

15:00

15:20

15:40

Mooney（Vo,G），曽我清隆（Tp），安藤健二郎（Cl,Ts），
板谷大（P），高木克（St-G），菅野"Speedy"良平（B），
椎野恭一（Ds），Mayou（Tap）

Mooney&His Lucky Rhythm

1階ロビー司会：猪熊橋蔵

14:00

14:30

花岡詠二（Cl），清水万紀夫（Cl），鈴木孝二（Cl），
後藤雅広（Cl），白石幸司（Cl），谷口英治（Cl），
松平恒和（Cl），山本太郎（Cl），益田英生（Cl）
小林洋（P），古里純一（B），細野賢（Ds）

クラリネット・サミット

青木研（Bj）
青木研 ソロ・オン・ステージ

三輪朋彦（Bd），菅野淳史（Tp），山田翔一（Tb），
大郷貴弘（Ts），山中ヒデ之（Bar-s），
TAIKI（Tub），木村純士（Sd）

ONE TIME BRASS BAND

19:00

19:40

16:30

16:45

15:50

16:20

バンジョー・ストンパーズ
長谷部廣行（Bj），後藤洸作（Bj），町野英明（Bj），
河野文彦（Bj），高島秀文（Bj），初瀬肇（Bj），
中里明弘（Bj），酒井恵（Bj）
関谷仁美（Tub），前田健次（Ds）

16:50

17:20

18:10

18:50

ゴスペル･スクエアー
【ゴスペル】

河野義彦（Cl），千坂敦子（P），関野恒夫（B）
讃美歌 河野義彦トリオ

BROTHER TAISUKE
ゴスペルクワイヤー

【ゴスペル】

17:30

18:00

13:30

13:50

トロンボーン・サミット
～故・中島三郎氏に捧ぐ～
松本耕司（Tb），苅込博之（Tb），粉川忠範（Tb），
濵文人（Tb），薗田勉慶（Tb），山田翔一（Tb），
アレェクスェイ・ルミィヤンツェフ（P）,
井桁賢一（Tub），山本勇（Ds）

洗足学園音大
ジャズ・ブラス・ガンボ
谷口英治（Lead）

（土曜） オープニング・セレモニー

11:00

11:40

11:40

11:50

オープニング・ステージ
夢ブラスバンド／バンジョー・ストンパーズ

11：00開演～19：40終演

新宿区立新宿西戸山中学校
吹奏楽部
シャイニング ポップ バンド

12:00

12:30

12:30

12:50

五十嵐明要（As），小林淑郎（Ts），三上和彦（Ts），
田辺信男（Ts），後藤裕二（Ts），高橋三雄（As），
右近茂（Ts），上野まこと（Ts），渡邊恭一（Ts）
大森史子（P），根市タカオ（B），前田富博（Ds）

サックス・サミット

第15回第15回

池田なみ（Vo），サバオ渡辺（Ds），
西川直人（Org），田口悌治（G）
ゲスト：海付豊（Ts,Cl）

池田なみ＆サバオ渡辺トリオ
【ヴォーカル】

ご注意：都合により出演者等が変更になる場合がございますが、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



12:00

～

12:40

中野香織セクステット
中野香織（Tp），伊藤聖（Ts），泉川みわこ（P），宮堂二郎（G），
吉田実樹（B），たきざわあつき（Ds）

中川勝右 ニューオリンズ スペシャルセッション
中川勝右（Ds），飯窪敏彦（Cor），河野義彦（Cl），
横田昭夫（Tb），遠藤純（P），寺島邦夫（Bj），関野恒夫（B）

ザ・サーフサイド ストンプ
岡野宏（Cl），白松徹（Tp），金子啓一郎（Tb），鈴木悟（Tb），
三嶋淳子（P），松居克彦（Bj），福澤宏昭（B），前田健次（Ds）

【ヴォーカル】

夢野愛子&ラブカンパニー
夢野愛子（Vo），林幸久（Tp），庄山美佐（P），古谷彰彦（B），
前田富博（Ds），渋谷賢一（Per），マナミ（ハッピーレディ），
連あづさ・朝井美紀（ハッピーダンサー）

12:45

～

13:25

北浦康司 ペリカンクラブ・ダンスバンド
北浦康司（Tp），寺田紀子（Cl），山田洋一（Tb），
稲垣千春（P），公平昭浩（Bj），井出匠（B），北川智子（Ds）

吉本泰一郎 キングフィッシュ
吉本泰一郎（Cl），庄山美佐（P），太田裕三（B），
齊藤じょーじ（Ds）

ドクター デキシーセインツ
高本正吏（Tp），小倉愈（Cl），萬成修（Tub），折橋健（Tb），
町野英明（Tb），三嶋淳子（P），太田忠興（Bj），福澤宏昭（B），
大村薫（Ds），川澄はるか（Vo）

【ヴォーカル】

絵馬優子&筒井政明カルテット
絵馬優子（Vo），筒井政明（Tp），板谷大（P），城英輔（B），
ジョニー黒田（Ds）

13:30

～

14:10

ナインティウェスト ジャズバンド
竹林紀久（Tp），渡辺毅（Cl），久保敦（Tb），田中紀彦（P），
寺島邦夫（Bj），井出匠（B），中川勝右（Ds），高田房子（Vo），
星野年彦（Mc）

リヴァーウォーク ストンパーズ
佐相凡（Tp），河野義彦（Cl），竹本侑樹（Tb），遠藤純（P），
田中丈士（Bj），伊藤譲一（B），吉井哲嗣（Ds）

ニューオリンズ・ラグピッカーズ
橘克彦（Cl），佐藤信吾（Tp），石原由理（Tb），山崎真伸（P），
日向義樹（Bj），石塚宣（B），藤井真（Ds）

【ヴォーカル】

野村佳乃子 ファイン&ダンディ
野村佳乃子（Vo），右近茂（Ts），山本琢（P），田野重松（B），
竹内武（Ds）

14:15

～

14:55

中島治郎 ドリームボート ジャズバンド
中島治郎（Tb），渡辺研介（Cl），中島由美子（P），
太田忠興（Bj），関野恒夫（B），冨田宗義（Ds）

キャナルストリート ジャズバンド 
永谷正嗣（Ts），飯窪俊彦（Cor），佐藤絵理子（Tb），
田島華子（P），日向義樹（Bj），柳谷慧（B），東城弘志（Ds）

セカンドライナーズ
北浦康司（Tp），近藤彩（Cl），近藤雅俊（Tb），金子剛大（P），
田中丈士（Bj），TAIKI（Tub），北川智子（Ds）

【ヴォーカル】

TONTON&大橋高志トリオ
TONTON（Vo），大橋高志（P），小林真人（B），細野賢（Ds）

15:00

～

15:40

デキシ－Q's（群馬）
阿部哲也（Tp），秋山学（Cl），小澤正仁（Ts），毛利誠二（Tb），
加治雅也（Tb），小澤高仁（Bar-s），小澤さゆり（P），
木内信宏（Tub），綿貫邦彦（Ds）

河野義彦 ビッグ・シックス
河野義彦（Cl），山田洋一（Tb），遠藤純（P），日向義樹（Bj），
早野隼（B），藤井真（Ds）

The Salty Dogs 
重松英俊（Cl），星野正典（Cl），滝澤征史（Tb），
河野由香（P），塚原義晴（Bj），平原肇（B），小川文秋（Ds）

【ヴォーカル】 

熊田千穂＆上山実トリオ
熊田千穂（Vo），上山実（P），長谷川光（G），吹谷禎一郎（B），
田中涼（Ds）　ゲスト：宮崎佳彦（Cl）

15:45

～

16:25

ニューオリンズ フェローズ 
北澤元朗（Tp），橘克彦（Cl），瀬尾悠紀雄（Tb），
小暮幸男（P），高瀬恒夫（G），市川重太朗（B），
北澤洋子（Vo）

白子洋美&デキシーフレンズ
白子洋美（Vo），高相徹（Tp），星野正典（Cl），川名和祺（Tb），
中島由雅（P），白子隆（Bj），山下晶朗（B），板垣信義（Ds）

ニューオリンズ ノウティーズ
大松澤晴実（Tp），出本真由（Cl），横田昭夫（Tb），
鈴木文（P），上遠野準之助（Bj），西谷晃男（B），
東城弘志（Ds）

【ヴォーカル】 

池田なみ わくわくジャズコメッツ
池田なみ（Vo），小林洋（P），古里純一（B），サバオ渡辺（Ds）
ゲスト：鈴木孝二（Cl）

16:30

～

17:10

デキシーランド オン マイ マインド（山梨）
近藤紫朗（Tp），中澤隆一（Cl），小田切武（Tb），藤原忠司（Ts,Bs），
♪ちゃこ松岡（P），近藤正隆（P），デューク松岡（Bj），小林正家（Bj），
小田切則雄（B），マル長田（Ds），清水さおり（Vo），鷹左右誠（マネージャー）

デキシー ダンディーズ
高相徹（Tp），竹内大輔（Cl），山下剛三（Cl），菅野天津男（Cl），
川名和祺（Tb），中島由雅（P），小松壮夫（Bj），山下晶朗（B），
前田健次（Ds），村井健一（Vo）

温楽隊
榎本孝一郎（Tp），寺田'JOSE'寛典（Cl），安藤雅（As），井出貴庸（Ts），
矢澤静一（Tb），有田直志（Tb），風間健典（G），伊藤真一郎（Bj），
渡辺雅子（P），島崎喜明（Tub），河田為雄（Ds），斎藤敬一（Perc）

【ヴォーカル】

海老原淳子
海老原淳子（Vo,P），佐久間和（G），ジャンボ小野（B），
楠堂浩己（Ds）　ゲスト：上野まこと（Ts）

17:20

～

18:00

公平昭浩 ニューオリンズ フレンズ
公平昭浩（Bj），加藤晋一（Tp），橘克彦（Cl），山田洋一（Tb），
小暮幸男（P），鳥山穣（B），藤井真（Ds）

石田亘 ニューオリンズ フレンズ   
渡辺研介（Tp），西塚英典（Tb），渡辺毅（Cl），遠藤純（P），
伊藤譲一（B），北川智子（Ds）

シカゴ・デュークス
河上衛（Tp），寺田紀子（Cl），渡辺由美子（Tb），
豊田美咲（P），石井庸夫（Bj），秋山幸雄（B），東城弘志（Ds）

【ヴォーカル】

FUMIKA&高浜和英トリオ
FUMIKA（Vo），高浜和英（P），山口雄三（B），荒張正之（Ds）
ゲスト：小林淑郎（Ts,Cl）

18:10

～

18:50

ニューオルリンズ・ホット・ストンパーズ
東條一幸（Cor），重松英俊（Cl），横溝良和（Tb），
平井昌美（P），神谷雄司（Bj），鳥山穣（B），飯田和行（Ds）

The Trad Joymakers
岡野學（Bj），長野吉和（Tp），星野正典（Cl），町野英明（Tb），
大野かおり（P），太田裕三（B），前田健次（Ds）

ニューオリンズ・ストンパーズ平成組
加藤晋一（Tp），田村麻紀子（Cl），山崎真伸（P），
守屋雄策（Bj），伊藤譲一（B），吉井哲嗣（Ds）

【ヴォーカル】 

鈴木史子＆袴塚淳トリオ
鈴木史子（Vo），袴塚淳（P），山口雄三（B），三縄ジュン（Ds）

19:00

～

19:40

ニューオリンズ・キャットフィッシュ
木村宣昭（P），宮田朋実（Tp），重松英俊（Cl），
横田昭夫（Tb），寺島邦夫（Bj），平原肇（B），木下雅隆（Ds）

ジャミング・ホット・セブン
八野治之（Tp），鈴木正晃（Tp），塚原眞（Cl），石井久義（Cl），
後屋敷敏治（Tb），高橋一郎（Ts），白川正躬（G），梁川仁（P），
柴田耕一（B），長島雅（B），神田篤身（Ds）

デキシーショーケース
小出芳明（Ds），下間哲（Tp），加治雅也（Tb），
菅野天津男（Cl），いまむら直子（P），坂本誠（Bj），
寺門和宣（B），はるみ（Vo），MOTOKO（Vo）

【ヴォーカル】

石川由美子 ラッキーキャッツ
石川由美子（Vo），菅野淳史（Tp），渡邊恭一（Ts），
板谷大（P），三浦剛司（B），松永博行（Ds）

12:00

～

12:40

デキシーキャッスル
青木研（Bj），小林淑郎（Cl,Ts），鈴木正晃（Tp），濵文人（Tb），
井桁賢一（Tub），山本勇（Ds）

ハイタイム・ローラーズ
曽我清隆（Tp），タイロン安在（Cl），芳村武郎（Tb），
五味伯文（Bj,G），上山実（P），根岸潤一郎（B），
ケニー須崎（Ds）

阿部寛＆78's Era オーケストラ
阿部寛（G,Bj），二井田ひとみ（Tp），河原真彩（Tp），広津誠（Reeds），
白石幸司（Reeds），渡邊恭一（Reeds），辻冬樹（Tb），
大橋高志（P），新井健太郎（B），西田史朗（Vln），阿部亜依（Perc）

12:45

～

13:25

後藤雅広（Cl）・白石幸司（Cl）
スウィンギン・クラリネット
後藤千香（P），小林真人（B），楠堂浩己（Ds）

新谷健介 オノマトペ
新谷健介（Cl）， 後藤沙紀（P），丸山朝光（Bj,Vo），
吹谷禎一郎（B），田中涼（Ds）

【ヴォーカル】

松永ヨシオ＆橋本啓一トリオ
松永ヨシオ（Vo），橋本啓一（P），岡村紘志（B），志賀裕（Ds）

13:30

～

14:10

【ヴォーカル】

マリア・エヴァ＆袴塚淳トリオ
マリア・エヴァ（Vo），袴塚淳（P），ジャンボ小野（B），
八城邦義（Ds）

下田卓 カンザス・シティ・バンド
下田卓（Tp,Vo），井上大地（G），上山実（P），渡部拓実（B），
大澤公則（Ds）

河合勝幸 火の玉楽団
河合勝幸（Tub），河原真彩（Tp），濵文人（Tb），
俵千瑛子（Cl），後藤沙紀（P），大國涼太（Bj），
たきざわあつき（Ds），

14:15

～

14:55

花岡詠二 スヰング・ショッツ
花岡詠二（Cl），小森信明（Tp），山本琢（P），佐久間和（G），
加藤人（B），竹内武（Ds）

苅込博之 ザ・ジョイフルブラス
苅込博之（Tb），二井田ひとみ（Tp），河原真彩（Tp），
高井天音（Tb），家中勉（Tub），荒張正之（Ds）

下間哲 哲樂団
下間哲（Tp），深澤芳美（P），阿部寛（G），木村パンダ（B），
志賀裕（Ds）

小出芳明 クール＆ホット ジャズバンド
小出芳明（Ds），高相徹（Tp），菅野天津男（Cl），
加治雅也（Tb），いまむら直子（P），田頭京一郎（Bj），
寺門和宣（B），はるみ（Vo）

15:00

～

15:40

五十嵐明要（As）・田辺信男（Ts）
＆根市タカオ（B）トリオ
大森史子（P），サバオ渡辺（Ds）

夢ブラスバンド
近藤雅俊（Tb），佐藤信吾（Tp），近藤彩（Cl），竹本侑樹（Tb），
山口賢介（Tb），TAIKI（Tub），守屋雄策（Bd），東城弘志（Sd）

【ヴォーカル】

新子和江&小林洋トリオ
新子和江（Vo），小林洋（P），城英輔（B），三縄ジュン（Ds）
ゲスト：後藤裕二（Ts）

Minton House Cat Joy Band
福元希高（Ds），常安直隆（Tp），濱田己喜男（Ss），
出本真由（Cl），♪ちゃこ松岡（P），大石八次（Bj），
豊田美穂子（Bj），吉田実樹（B）

15:45

～

16:25

外山喜雄 デキシー セインツ
外山喜雄（Tp），外山恵子（P），広津誠（Cl,Ts），
粉川忠範（Tb），藤崎羊一（B），木村純士（Ds）

Mooney＆His Lucky Rhythm
Mooney（Vo,G），曽我清隆（Tp），安藤健二郎（Cl,Ts），
板谷大（P），高木克（St-G），菅野"Speedy"良平（B），
椎野恭一（Ds），Mayou（Tap）

永生元伸とスピリッツ オブ デキシー
永生元伸（Bj,Vo），小森信明（Tp），益田英生（Cl），
高浜和英（P），木村パンダ（B），ジョニー黒田（Ds）

千坂敦子&ニューオリンズフレンズ
千坂敦子（P），渡辺研介（Tp），河野義彦（Cl），
山田洋一（Tb），長谷川光（Bj），関野恒夫（B），
北川智子（Ds），

16:30

～

17:10

大西美代子 メイティメイティ
〜故・中島三郎氏に捧ぐ〜
大西美代子（Bj），鈴木正晃（Tp），白石幸司（Cl），
大橋高志（P），井桁賢一（Tub），サバオ渡辺（Ds）

古川奈都子 ソウルフード・カフェ
古川奈都子（P,Vo），菅野淳史（Tp），海付豊（Ts），
石原由理（Tb），小林真人（B），平林義晴（Ds）

益田英生セクステット
益田英生（Cl），小森信明（Tp），山本琢（P），河野文彦（G），
渡部拓実（B），竹内武（Ds）
ゲスト：熊田千穂（Vo）

宮崎佳彦（Cl）・上山実（P）・
新井健太郎（B）

17:20

～

18:00

深澤芳美 キャロライナ・シャウト
深澤芳美（P），下間哲（Tp），三上和彦（Cl,Ts），田野重松（B），
日高弘（Ds）

【ヴォーカル】

ブル松原＆土田晴信トリオ
ブル松原（Vo），土田晴信（Org），吉原聡（G），木村純士（Ds）
ゲスト：田辺信男（Ts）

白石幸司 スウィンギン・バディーズ
白石幸司（Cl），大橋高志（P），佐久間和（G），菊池一成（Tub）

小倉愈（Cl）・吉本泰一郎（Cl）
スウィンギン・クラリネット
庄山美佐（P），太田裕三（B），齊藤じょーじ（Ds）

18:10

～

18:50

中川喜弘 デキシーディックス
中川喜弘（Tp），後藤雅広（Cl），苅込博之（Tb），
後藤千香（p），ジャック天野（Bj），家中勉（Tub），日高弘（Ds）

松本耕司 スウィング・システム
松本耕司（Tb），鈴木正晃（Tp），広津誠（Ts），松平恒和（Cl），
アレェクスェイ・ルミィヤンツェフ（P），木村パンダ（B），
山本勇（Ds）　ゲスト：野村佳乃子（Vo）

三上和彦（Ts）・谷口英治（Cl）
山本琢（P），河野文彦（G），ジャンボ小野（B），細野賢（Ds）

ジャズガンボ
川合大助（Tp），石塚岐子（Cl），西塚英典（Tb），
佐藤絵理子（P），高橋三雄（As），坂本誠（Bj），関野恒夫（B），
大村薫（Ds）

19:00

～

19:40

杉村彰 デキシー キャッツ
杉村彰（Tp），後藤雅広（Cl），大高實（Tb），
大西美代子（Bj），家中勉（Tub），バイソン片山（Ds）

小林創 オルガン・ジャム
小林創（Org），海付豊（Ts），石原由理（Tb），
井上大地（G），平林義晴（Ds）

広津誠 アンソン7
広津誠（Bar-s），後藤裕二（Ts），松本耕司（Tb），阿部寛（G），
アレェクスェイ・ルミィヤンツェフ（P），木村パンダ（B），
竹内武（Ds），

野良青年団
北中たけお（Ss），大野かおり（P），清水ただし（Bj），
梶航介（Tub），高橋のぶたけ（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