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班报名须知

尊敬的家长及学员：在报读培训班前，请您认真阅读须知。当完成报名并领取《学员证》、出入门禁卡时，表示您已同意遵守本单位《培训班报名须知》的所有规

定，并视为您和本单位已达成协议。

一、报名程序

【线下】现场课程咨询→填写报名表→取号排队交费→领取交费凭据→自行打印《学员证》→办理门禁卡→购买教材或者学习用品。

【线上旧生】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微信公众号获取课程信息并报名缴费→自行打印《学员证》→购买教材或者学习用品。

【线上新生】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微信公众号获取课程信息并报名缴费（未注册的需先注册）→自行打印《学员证》→办理门禁卡→购买教材或者学习用品。

特别提醒：请务必按照“招生对象”所要求的年龄报读；如发现虚报年龄报读的，本单位有权劝退。

二、退费规定及流程

（一）报名前须慎重考虑，尊重孩子意愿。因本单位属财政统管单位，所有收入均入财政国库，报名成功后，非第（二）点所列情况概不退费。

（二）根据《广东省教育机构退费管理办法》符合以下条件者方可办理退费：

1.报名人数没有达到计划招生人数 1/3而停办的班级，可办理退费。本单位将在开班前 3天电话通知学员家长，请接到通知之日起 7天内到招生报名处办理退费手

续。

2.学员因意外伤害或突发重大疾病，经医疗单位检查确实不适宜学习的，申请退费时需持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的医生证明、病历本、医院病假单和医院发票的原件

和复印件办理退费手续。

3.举家搬迁调往外市工作的，凭家长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办理退费手续。

4.学生经教育机构及有关部门依照规定批准转学至外市的，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持有关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办理退费手续。

5.移民国（境）外，须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移民国（境）外审批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办理退费手续。

以上情况经本单位核实审批后，方可申请退费。

三、退费流程与标准

1.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与《学员证》、交费电子发票、银行卡刷卡小票或微信支付凭证截图、学员户口本或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学员本人的活期银行账户复印件；

2.填写《退班申请表》并交相关人员审批，确定处理意见；

3.获批后到招生报名处按财政相关程序办理退费手续。因财政退费流程相对复杂，到账时间可能会超过 30 天或更长，请家长耐心等待。

4.开课前办理退费的，扣除手续费 20元/班；

5.开课后办理退费的，按办理当天计算剩余课时学费；退费不退教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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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四、转班规定及流程

（一）转班规定

1.每位学员每期每个班只能转班 1 次，之后不可再转班。

2.上前 2 次课时，如发现学习程度不适合所报班级，经任课教师签名同意后，可转报其他班。

3.培训班开课 3 次（含 3 次）之后概不办理转班手续。

（二）转班流程

凭《学员证》、交费凭据或支付凭证，并填写《退班申请表》，经培训部负责人同意后到招生报名处办理转班。已满额的班不能转入。

五、上课及其他注意事项

（一）请家长督促学员准时上课，并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集体课如因学员个人原因造成迟到、缺课一律不予补课；个别课如需请假要事先征得本单位

任课教师同意，所有补课应在该学期内完成。

（二）一般风雨天照常上课，如遇暴雨或者台风警报则按政府相关部门的通知执行，请留意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和本单位发布的信息。

（三）学员的座位由本单位任课老师统一安排，家长不可自行安排或者调整。

（四）除公开课及亲子班以外，上课时家长不可进入课室旁听，也不能在课室外闲聊、打电话，以免影响学员学习。

（五）课后请家长配合督促孩子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以巩固和提升学习效果。

（六）按本单位防疫期间要求出入及接送。

（七）如孩子有特异体质、疾病(心脏病、癫痫、肺结核，哮喘、肺炎、伤残及其他严重的疾病)，或者精神疾病（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癔症等）和

异常心理状态（自闭、暴躁、孤僻、偏执等），或者孩子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家长须在报名入学前或者入读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本单位。否

则，由此而引起的孩子伤害事故或孩子伤害他人的一切责任及全部经济赔偿均由家长负责。

（八）学员在学习期间，要自觉遵守本单位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爱护各种教学、活动等设施设备和财物，如有损坏须负赔偿责任。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保留对以上所有条款的解释权。



前 言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成立于 1980 年，是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领导下的市一级综合性青少年校外教育基地和活动阵地，属公益

型事业单位，也是全国先进青少年宫、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和广东省青少年宫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心（宫）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举旗帜、育新人、兴文化的宗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紧扣引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主题内容，锐意进取，主动作为，开展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公益活动，举办青少年所喜爱的高质量素质培训，向广大青少年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青少年群众所需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广大青少年在这里有获得感、参与感、归

属感。每年开展青少年公益活动 200 多场，服务青少年近 50 万人次；每期开设约 650 个兴趣班，年均培训学生逾 2万人次；每年向贫困家庭子女

及外来务工子弟提供 1000 个免费学位；还设有海燕艺术团、青少年民族乐团、青年艺术团和小海鸥外来务工子弟艺术团，成为中山市培养青少年

艺术人才的摇篮。

为了继续满足广大青少年儿童的学习需要，2021年春季班将开设专业多样，内容丰富，启智益趣的兴趣班，自 2021 年 1 月 2-8 日为秋冬季

班学员优先报名时间，2021年 1月 9日起接受新生报名，欢迎报读！

2021年春季班上课起止日期：2月 27日至 6月 13日，其中：

逢周五上课起止日期：3月 5日至 6月 11日；

逢周六上课起止日期：2月 27日至 6月 12日；

逢周日上课起止日期：2月 28日至 6月 13日。

上课地点：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

报名地点：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一楼招生报名处

相关说明：1、培训班收费构成：学费+书杂费 =收费总额；

2、为保证教学质量，所有班别报满即止，不安排插班；

3、简章如有内容调整，以报名时的公布的信息为准。

中心（宫）官方网站：www.zsqsg.com.cn；

中心（宫）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山市青少年宫（zsqsng）。

中山市青少年宫微信公众号上有最新的亲子教育、兴趣班招生、公益活动、市青少年宫电视台节目、考级、演出、公益课等资讯内容，并已

实现微信报班支付、查看招生简章、预约叫号、义工报名等功能，欢迎关注。

温馨提示：

1、清明节 4月 3日至 4日放假，不安排上课；

2、五一劳动节 5月 1日至 3日放假，不安排上课；5月 4、5日（周二、三）上课，4日上周六的课，5日上周日的课。

http://www.zsqsg.com.cn


专业教师简介
— —舞蹈类：

塔 娜：女，中国歌舞团艺术学院舞蹈编导系舞蹈表演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曾参加全国“桃李杯”舞蹈大赛荣获表演三等奖，舞蹈《荷花赋》获广东省廉政

文化进校园舞蹈比赛一等奖，自创舞蹈《艰苦岁月》荣获广东省教育厅首届大学生舞蹈比赛创编二等奖，表演三等奖。舞蹈《大海青春》、《青春年华》荣获

广东省大学生首届作品展演二等奖；所辅导的舞蹈《森林我的家》荣获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音乐专场金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曾出访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进行文化交流演出。现为中国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中国舞队指导老师，中山市青年艺术团中国舞队队长。

林叶青：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所指导的少儿舞蹈《爸爸，您能多陪陪我吗》2015 年荣获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节获金奖，同年获

中山市第六届艺术花会铜奖；2016 年被评为中山市第二届“明日之星”外来务工子弟才艺大赛优秀导师奖；所指导的少儿舞蹈《香山月夜》荣获 2016 年中

国青少年宫文化艺术节二等奖；舞蹈《大熊猫的七彩梦》荣获 2017 年广东省第四届少儿舞蹈大赛银奖；所辅导的舞蹈《“功夫”早茶》荣获广东省第五届少

儿舞蹈大赛表演金奖、创作奖，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舞蹈专场金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等奖项。教学仔细认真，以“教学相长”

为教学目标，善于与学员互动交流。现为中国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中国舞队指导老师。

郭景蓉：女，大学本科，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编导专业。2012 年荣获第十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女子群舞一等奖，2013 年新疆舞蹈大赛最佳创意奖，2013 年中

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拉力宝贝季军，2014 年第七届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群舞二等奖，2015 年新疆最杰出民族舞剧奖等奖项。曾参加 2014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赴台湾参加亚太音乐艺术节，同时多次参加新疆电视台晚会演出，深受好评。拥有六年舞蹈教学经验，教学细致认真，深受学员、家长欢迎。现为中国

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中国舞队指导老师。

李明倩：女，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舞蹈与音乐专业，曾任职于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广州市华南师范附属中学舞蹈教师、广州市艺术学校白云校区舞蹈教师。2016 年

12 月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季专场“向经典致敬-百老汇之夜”的演出中，先后参与了《歌剧魅影 》、《芝加哥》、《 西区故事》、《悲惨世界》等经典的音乐剧节

目的演出并做为主要演出人员，曾培养多届学生考入星海音乐学院舞蹈系、广州大学舞蹈系、华南师范大学舞蹈系。教学细致认真，深受学员、家长欢迎。

现为芭蕾舞、中国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芭蕾舞队指导老师、中国舞队指导老师。

刘颖琳：女，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专业，2018 年受邀参加广东省于广州海心沙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花开新时代”文艺晚会汇演，并被评为优秀演员。

2019 年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请，赴北京参加在鸟巢举办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全球直播晚会演出，被评为优秀演员。2019 年，曾指导的学员赴京排练，参

加 CCTV 大年三十的春晚直播盛宴。舞蹈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认真细致，深受学员与家长的喜爱，现为中国舞、芭蕾舞专职教师。

— —民乐类：

柳梦梦：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笙专业，学习成绩优秀，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等奖项。比赛、演出经验丰富，2005 年荣获“中华

艺术新秀比赛”全国总赛区民族器乐专业组金奖； 2006 年参与录制 CCTV 音乐频道“风华国乐”栏目——全国九大艺术院校优秀节目展演。2011 年跟随东方

中乐团参加湖北省走进艺术高校巡演活动和新年音乐会；2011 年参加民族管弦学会举办的“笙—夏令营”，精湛的专业技巧受著名笙演奏家唐富、文佳良等

老师的一致好评。所辅导的民乐合奏《太阳·玄鸟》荣获 2018 年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2019 年参加 CCTV 中国

器乐电视大赛并录制；2020 年 11 月所辅导的管乐合奏《旱天雷》荣获广东省中小学广东音乐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专业基础扎实、教学耐心细致。现为笙

专职教师，民乐科组长，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笙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李 娜：女，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曾获"中南五省民乐大赛"三等奖、"敦煌杯"古筝大赛二等奖、"爱我中华"全国青少年音乐舞蹈大赛广

东中山赛区优秀教师奖。2008年辅导五名学生参加"华夏三星"广东中山赛区比赛获"三金二银"的好成绩，个人获 2008年全国音乐舞蹈展评活动广东选区"优
秀园丁奖"；所辅导的民乐合奏《太阳·玄鸟》荣获 2018 年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曾出访日本、欧洲、印度、

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受到普遍赞誉。教学经验丰富，对学生耐心细致，擅长兴趣教学、因材施教，深受广大家长学生的好

评。现为古筝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古筝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陈兰娟：毕业于湖北省荆州师范学院音乐系二胡专业，2005 年开始在中山市青少年宫担任二胡教师，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学生耐心细致，教学形式多样化，

善于因材施教，深受家长和学生肯定和好评，所辅导的学生考取星海音乐学院、南昌大学等艺术高校。所辅导的学生参加第四届“德艺双馨”中国文艺展示

比赛荣获二胡少儿组金奖；个人参与演奏的器乐合奏《巴蜀歌谣》在中山市第三届音乐舞蹈花会上荣获银奖。曾受邀出访美国、加拿大、欧洲、新加坡、马

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和演出。现为二胡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廖志辉：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主修二胡。师从江西省著名二胡演奏家李燕琳教授多年，二胡技艺精湛，演奏风格细腻，有扎实的音乐理论功底，

有多年的二胡教学经验。曾荣获江西省首届新人大赛器乐组优秀表演奖；参加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龙音杯”全国民乐团队北京邀请赛获“阳光奖”

（一等奖）；在广东省第五届群众音乐舞蹈花会中，参与演奏的《咸水欢歌》荣获银奖，个人获优秀演员奖。现为二胡、高胡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

团高胡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张彬彬：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现为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琵琶学会会员。所辅导的民乐合奏《太阳.玄鸟》2018

年荣获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并于 2019 年 7 月份参加 CCTV 器乐大赛录制。2019 年 11 月份，参加中山市第三

届音乐舞蹈花会音乐专场决赛，参与演奏的《巴蜀歌谣》荣获银奖。现为琵琶、中阮、大阮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年艺术团琵琶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

团民乐队指导教师。

凌 程：2007 年以全国排名第一的扬琴专业成绩考入武汉音乐学院，师从解骏、谢丽丽教授，同时随于德琛教授学习民族打击乐。2008 年选入“东方中乐团”和“国

韵乐坊”室内乐团，担任扬琴、民族打击乐演奏员。多次随团在国内及港澳地区参加大型音乐会及展演活动。曾参与 2009 年 CCTV 全国民族器乐大奖赛，荣

获第五届全国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选拔赛一等奖、湖北省楚天艺术大赛扬琴金奖。2011 年正式进入教学领域，在专业上力求把演奏风格和现代技法及琴学理

论融入到课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及演奏风格，获得家长和学员们的一致赞赏与肯定。近几年辅导的学生专业水平提高迅速，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华南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等国内知名的高等院校。2018 年所辅导民乐合奏《太阳·玄鸟》荣获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二等奖，并入围 2019 年 CCTV 民族器乐大奖赛复赛。现师从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李复斌教授学习指挥。现为扬琴、民族打击乐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少年

民族乐团指挥，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柳楚楚：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入学成绩竹笛专业全国第一名。演出经验丰富，2010 年被选入“东方中乐团”，担任新笛声部，多次随团参加大型音乐会及文

艺展演活动。曾参与录制 CCTV 音乐频道“风华国乐”栏目——全国九大艺术院校优秀节目展演，广受好评。教学细腻、负责，所辅导的学生成绩优秀，顺利

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所辅导的民乐合奏《太阳·玄鸟》荣获 2018 年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2019 年参加

CCTV 中国器乐电视大赛并录制；2020 年 11 月所辅导的管乐合奏《旱天雷》荣获广东省中小学广东音乐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现为笛子专职教师，中山市青

少年民族乐团笛子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师。

赵 欣：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专业，2009 年以专业入学成绩全国第一名考入武汉音乐学院。2009 年加入武汉音乐学院“东方中乐团”，担任高胡、中胡演

奏员，同时任东方青年民族乐团中胡副首席，多次随团在国家大剧院、琴台音乐厅及湖北高校举办专场音乐会。2012 年 7 月参加由湖北省教育厅、文化厅、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比赛，获二胡专业组银奖。2009 年开始从事二胡教学工作，严谨细腻的教学获得家长和学员的



肯定与喜爱，辅导的学员成功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等艺术高校。所辅导的民乐合奏《太阳·玄鸟》荣获 2018 年广东省民歌民乐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六届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现为中胡、二胡专职教师，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秘书长，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员，中山市青少年民族乐团少儿民乐队指导老

师。

— —西乐类：

黄益文：男，星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本科毕业，音乐高级教师，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东省电子键盘学会、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会员、中山市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山

市民乐爱好者协会理事。曾获奖项：中山市少儿艺术花会金奖、中山市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中山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中山市文艺创作奖音乐类一等

奖、广东省音乐舞蹈花会银奖、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一等奖、KAWAI 亚洲钢琴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全国青宫协会优秀指导老师等。所创作的《南海韵》

荣获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器乐专场银奖。现为钢琴、电子琴专职教师，西乐科组长。

褚尉淋：女，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在校期间多次应邀参加四川歌舞剧院、四川广播交响乐团、成都爱乐乐团、云南省艺术学院交

响乐团及昆明交响乐团的重要演出及录音活动，曾任四川音乐学院管弦交响乐团演奏员及云南省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员，曾随团赴台湾、香港进行访问演出，

2008 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交流演出。所教学生在“2008 全国青少年才艺电视展评活动”中获“七彩阳光杯”广东赛区金、银、铜奖，本人获“优秀指导老

师奖”。 2014 年参加广东省“马思聪杯”小提琴邀请赛荣获青年组金奖。所辅导的合奏《南海韵》荣获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器乐专场银奖。现为小提

琴专职教师，青年室内乐团成员。中山市海燕艺术团室内乐队指导老师，中山市青年艺术团器乐队队长。

马文博：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大学学历。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学会会员，中国广电部录音师协会高级录音师。从

教近三十年来，以先进教学理念为指导，用丰富教学经验去实践，始终以“有教无类”作为教学的最高原则。先后有多名学生考入国家级和省级的各类专业

艺术院校。2012年以来，创作的作品多次荣获“广东省艺术花会比赛”等比赛奖项。现为钢琴、电子琴专职教师。

涂 慧：女，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声乐表演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曾在广西艺术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举办两场声乐专场音乐会。演出、比赛经验丰富：2006 年

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扬帆远航》专场音乐会；2007 年获得全国艺术之星青年组声乐专业一等奖；2007 年参加广西人民大会

堂《四海同心》文艺演出；2007 年参加广西春蕾计划关心贫困女大学生活动晚会演出，担任主题曲独唱；2007 年参加由广西青年联合会与台湾青年联合会举

办的“中台心连心”文艺演出表演独唱并获得一等奖；2009 年参加广西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2010 年参加河南油田春节晚会担任特邀嘉宾。2011 年

至 2014 年多次在中山市的大型演出中担任独唱演员。所辅导的合唱节目荣获第十七届“唱响莫斯科”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合唱比赛铜奖。现为声乐专职教师，

中山市海燕艺术团合唱队指导老师。

文 伟：男，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声乐专业，大学本科。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山市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合唱协会会员。师从著名男高音赵小平教授、李成红

教授。2010 年成功举办个人毕业独唱音乐会。曾代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参加第 14 届青年歌手大赛，获团体金奖；参加湖南省“鸿冠杯”声乐比赛，获铜奖；

2011 年参加“最美的赞歌献给党”中山市直属机关卡拉 OK 大赛，获金奖；参加 2011 年珠中江青少年歌手大赛，获青年组“金奖”；2011 年参加“情系中山”

——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慰问中山侨乡大型文艺演出；2014 年 2 月参加 CCTV“星光大道”节目录制；2014 年参加“中港澳青年歌手大赛”获金奖；

2015 年参加中山市第二届十大歌手大赛，获“十大歌手”称号。所辅导的合唱节目荣获第十七届“唱响莫斯科”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合唱比赛铜奖。专业基础

扎实，技巧精湛，教学耐心细致。现为声乐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合唱队指导老师。

田俊文：男，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大学本科。师从中国吉他名家殷飚老师，现担任星海音乐学院社会艺术考级吉他考官，广东省吉他研究会理事。教学



和演出经验丰富，曾在广州市少年宫二宫任吉他老师，2010 年参加“琴动心弦”吉他音乐会，2011 年，先后在星海音乐厅及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与全国各地

吉他名家同台演出“2011 弦动中国风”吉他名家音乐会。2014 年参加第 13 届中国帕尔拉多杯吉他大赛，获流行成人组第二名。唱作的歌曲《爱无双》荣获

中山市第二届音乐舞蹈花会声乐组金奖。现为吉他专职教师。

唐 谈：男，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大学本科。师从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陈俊源，曾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振山、柴亮，世界著名小提琴演

奏家纽曼迪蕾等国内外小提琴大师进行交流学习，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独特、细腻。现为小提琴、中提琴专职教师，青年室内乐团成员。

宋任圆：女，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曾获得最佳重奏独奏奖。从事大提琴教育工作多年，兼修钢琴初级教学，对交响乐等音乐类别具有较高鉴赏力，专

业知识扎实。在教学中耐心细致，因材施教，擅长通过组织“弦乐四重奏”等音乐活动，高效提升学生演奏技艺及欣赏水平。所辅导的合奏《南海韵》荣获

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器乐专场银奖。现为大提琴专职教师，青年室内乐团成员。

曾望秋：女，毕业于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表演专业，主修钢琴，大学本科。师从南昌大学徐飞副教授。在校期间多次参与音乐会，并在声乐音乐会及合唱音

乐会中担任艺术指导。2017 年成功举办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所辅导的合唱节目荣获第十七届“唱响莫斯科”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合唱比赛铜奖。

在音乐教育上拥有自己的心得，专业扎实，教学耐心细致。现为钢琴专职教师，青年室内乐团成员，中山市海燕艺术团合唱队指导老师。

刘加力：男，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演奏专业，大学本科。自幼学琴，曾任中山市小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员，期间得到林友声、呼德等知名指挥家的

指导。201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西艺术学院，师从广西优秀青年演奏家、教师梁寒琰，并成为学院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员，多次随团外出交流演出。在校

期间得到李自立、李洋、吴和坤等知名演奏家的指点。2016 年 2 月曾随中山市小爱乐交响乐团赴美国夏威夷进行交流演出，并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中担任独

奏。所辅导的合奏《南海韵》荣获中山市第七届少儿艺术花会器乐专场银奖。现为小提琴、中提琴专职教师，青年室内乐团成员。

罗浚铭：男，毕业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专业，大学本科。中山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山市电声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山市合唱团团员。师从胡振邦副教授。曾获得

广东省第十一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高校组一等奖；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一等奖；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广东赛区声乐项目银奖；“放

飞梦想”全国艺术人才展示盛会广东赛区决赛青年组声乐项目金奖。教学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现为声乐专职教师。

王若琳：女，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大学本科。2014 年获中国雅马哈杯双排键电子琴总决赛青年组二等奖；同年获“吟飞”国际电子管风琴比赛南方大

赛成人 B 组二等奖；2015 年获广东省青少年键盘乐器大赛电子管风琴专业青年 C 专业组银奖；同年获 2015 年雅马哈双排键奖学金一等奖。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现为双排键、电子琴、钢琴专职教师。

— —体育、国标舞类：

吴毅懿：女，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国际级健将，武术高级社会指导员，中山市“十大杰出青年”。自幼习武，精通武术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健身

养生气功。曾多次获得国际级、国家级以及省级各种武术比赛的冠军，是第十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的南拳冠军得主。现为武术专职教师，体育科组长。



王开忠：男，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乒乓球专业，大学本科。国家乒乓球一级裁判员，国家乒乓球二级运动员。多次担任广州市重大乒乓球比赛的裁判工作，受到组委

会的好评。曾在广州市黄埔区少年宫、国家青少年乒乓球培训中心进行培训教学。教学经验丰富，方式多样，深受家长和学生的好评。现为乒乓球专职教师，

乒乓球集训队指导老师。

戚伟杰：男，毕业于肇庆学院乒乓球专业，大学本科，教育学学士学位。国家乒乓球二级裁判员，多次担任肇庆市重大乒乓球比赛裁判工作，获得“优秀裁判员”称

号。曾担任肇庆市乒乓球协会专业教练员，肇庆第四小学、第七小学乒乓球教练员，有丰富的幼儿和青少年乒乓球教学经验，前沿的教学方法，创新的教学

手段，深受学生喜爱，家长好评。现为乒乓球专职教师。

邬小丽：女，毕业于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跆拳道专业，退役军人。参赛经验丰富， 2006 年、2009 年先后参加年广东省第十二届省运会 63 公斤跆拳道比赛、广东

省锦标 59 公斤跆拳道比赛，均获第一；2011 年参加深圳市第七届锦标赛青年组 65 公斤跆拳道比赛，获得冠军。曾在深圳南山区体育运动学院担任跆拳道教

练，教学经验丰富、耐心细致，深受家长学员好评。现为跆拳道专职教师。

孙家兴：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体育艺术系，大学本科，WDC 国际评审，英国皇家 IDTA 舞蹈教师，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国家 A 级评审，国家 A 级教师，中国国际标准舞

全国职业冠军，任职广东省国际标准舞总会副秘书长，曾多次赴英国学习，英国黑池舞蹈节世界职业前 48 名选手，师从前世界冠军 Marcus＆Karen Hilton MBE

与意大利著名职业选手 Roberto Villa ＆Morena Colagreco，曾于 2007 年至 2012 年连续 5 年获得世界国际标准舞台湾国际公开赛冠军，2008 年至 2010 年

连续 3 年获 CBDF 国际标准舞全国锦标赛冠军，2007 年至 2010 年连续 4年获香港国际舞蹈公开赛冠军，2011 年亚洲巡回赛台湾站、印尼站冠军，2012 年 ADC

亚洲巡回赛马来西亚站、台湾站冠军。所编排的舞蹈《绽放》赴内蒙古参加“银杏杯中国青少年宫文化艺术节”荣获金奖。辅导的学生参加广东省第 20 届国

际标准舞锦标赛获得 26 个冠军，28 亚军，25 个季军及 46 个其它奖项。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式独特。现为国标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国标舞队指

导老师。

伍明浩：男，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本科，教育学学士。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会员，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国家 B 级评审，少年拉丁舞 A 级教师。有

自己独特的教学经验和理念,深受家长和学生的好评。2010 年编排的拉丁舞《随心起舞》荣获珠三角少儿才艺大赛舞蹈类金奖。2011 年带队参加在国家大剧

院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宫系统文艺汇演，编排的节目《点燃快乐》荣获金奖，个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2-2014 年间培养的学生多次参加全国、

省、市比赛，共获 61 个冠军、60 个亚军、30 个季军。现为拉丁舞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拉丁舞 1 队指导老师。

芦禹含：女，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社会舞蹈系国标舞专业，学习国标舞多年，2006 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国标舞专业，基本功扎实，读书期间曾在北京现代文工团

担任拉丁舞教师，并多次代表学院参加全国及省市各类专业舞蹈赛事，2008 年参加第四届 CCTV 舞蹈大赛获国标舞专业组标准舞精英组冠军，第五届桃李杯

大赛国际体育舞蹈锦标赛专业组团体拉丁舞精英冠军，舞台经验丰富。毕业后一直从事国标舞教学工作，教学细致认真，深受学生欢迎。现为拉丁舞专职教

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拉丁舞 2 队指导老师。



— —美术类:

肖国兵：男，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本科毕业，中山市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少儿美术教育，辅导学生在国际、全国、省市各类美术比赛中获金、银、铜奖近千

人次。曾荣获 “园丁特等奖”“全国百佳艺术教育个人”、“园丁教育金奖”等荣誉称号。具有现代美术教育观念和丰富的少儿美术教育经验。个人作品参加

第二届“银杏杯”全国教师书画大赛获铜奖，入选第十四届全国助残日作品展以及“百年小平”文学美术奖等。论文获第二届全国中小学教师论文评比一等

奖，在权威期刊《少儿美术》、《中山教育研究》均有美术教育论文发表。《中山日报》、《文化中山》曾有专版报道，个人事迹及介绍收录“爱比天大——中山

文化地图解码”一书。现为美术专职教师、美术科组长。

覃贵鹏：男，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主修中国画、书法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师从著名书法教育家张羽翔博士，著名国画(山水)画家黄格胜教授，国画(花鸟)

画家伍小东教授。行书作品曾在南宁市“扬美杯”书法比赛中获奖，作品被扬美古镇旅游区博物院作永久性展出；中国画作品《飞泉挂壁》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发表 6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广西区展三等奖，并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画花鸟作品《浓秋蚀塘》被中国文

联出版社采用出版。2017 年受邀参加欧洲捷克“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布拉格十人邀请展”，作品《山色有无中》被捷克布拉格美术家协会收藏。从教 10 余

年，教学经验丰富，耐心细致，所辅导的学生获各级奖项达上千人次，参加“第二十届日中友好书画展”中辅导的学员程倩莹、徐天天同学分别荣获本次赛

事的最高奖村山奖、鸠山奖。现为国画、书法专职教师。

潘余南：男，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多能一专，以水彩画种见长。自幼学习素描科目，美术造型基础扎实，功底深厚。作品《小

孩》、《水彩•码头》入选广州美术学院院系展，作品《夕拾小景》系列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曾在中大附中、顺德乐从中学进行教

育观摩和实习，对于美术教育拥有自己的心得与经验。教学风格严肃而幽默，拥有 4 年美术高考教学经验，指导众多美术高考考生考取理想的院校。现为美

术专职教师。

冯 博：男，毕业于重庆大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系，大学本科，文学学士，中国舞台美术家学会会员。师从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田立为。为多部戏剧舞美担任设计及

制作，深受好评。曾任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系专职教师，具备高等教师资格，绘画功底扎实，有多年少儿美术教学经验，教学耐心细致，现

为美术专职教师。

张 迪：男，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绘画系，版画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师从版画系王文明教授。曾在徐闻“对比画室”担任主教，丝网版画作品《渔民与村民》

入选第一届”走进美丽汕尾“美术展。毕业创作《信息列车》刊登在《羊城晚报》创意周刊并获得版画系优秀毕业创作奖，并留校收藏。教学活泼而细致，方

法独特，做到教有所思，教有所得。现为美术专职教师。

卢翠敏：女，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工业学院染织专业，大学本科。从小开始接触美术，高中时便在《知音漫客》杂志上刊登同人作品。大学期间曾获美登斯杯优秀奖，

毕业设计获最佳工艺奖。善于学习思考，为发展小朋友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的能力，将设计思维与美术教学相结合，给学生带来了富有开放性的有趣课堂体验。

现为美术专职教师。

林婷婷：女，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影视动画专业，大学本科。曾在南方电视台和杂志社担任设计美编的工作，曾参与中国新媒体短片节“金

鹰班”的大师班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使用轻松有趣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大胆创新，培养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现为美术专职教师。

林海茵：女，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本科。师从著名陶艺家魏华教授。大学期间陶瓷作品《印迹》曾入选“凝·器”亚洲陶



艺邀请展，陶瓷作品《岭》曾入选广东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博览会。专业基础扎实，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创新，将有趣活泼的教学方法运用在课堂上，擅于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现为陶艺专职教师。

— —文化、语言艺术类：

韩旭丽：女，毕业于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英语专业八级，持有教育部颁发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以及美国 TESOL 教育学会

(American TESOL Institute)颁发的国际英语教学资格证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责任心强，对学生有亲和力，教学风格生动活泼；辅导的学生多次在国

家级、市级的英语竞赛中获奖。主张诱导型教学，旨在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培养学生的英语兴趣。现为英语专职教师，文化科组长。

黎鉴明：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本科毕业，中山市第一届教师奥数提高班会员，国家奥数教练员，“华罗庚金杯”、“奥林匹克杯”、“希望杯”、“育苗杯”优秀教练员。

有十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多篇论文曾获奖，多次指导老师在市、镇数学教学比赛获一等奖，辅导的学生多次在全国、省及市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并考

上中山市重点中学。现为数学专职教师。

康一玉：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中山市优秀教师。曾获中山市中学生作文教学比武一等奖，辅导的学生参加中山市中学生

朗诵比赛获一等奖，多人获得中山市作文比赛一、二等奖，学生作品多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多年教学经验，教学风格灵活，注重学有所乐、学有所得。

现为语文专职教师。

李韵茹：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英语专业，大学本科。在教学中始终坚持“快乐学习”的理念，使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培养兴趣和自信。幽默风趣的启发

式、灵活多样的互动教学、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深受广大学员的喜欢。现为英语专职教师。

杨梦霞：女，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数学系，大学本科。曾获小学数学竞赛教练员，“素质教育杯”、“华罗庚金杯”等数学竞赛优秀辅导教师称号。课堂氛围轻松活

跃，教学风格独特，多次辅导学生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并获得两个特等奖，上百个其余奖项。所撰写的文章和说课案例在多篇期刊上发表。现为数学专职教

师。

吴钰姗：女，毕业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本科。亲和力强，与学生关系融洽，且坚持“寓教于乐”，注重打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对学

习的兴趣，生动幽默的讲课风格和灵动活跃的课堂气氛深受广大学员喜爱。现为语文专职教师。

刘德睿：男，毕业于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表演系，大学本科，文学学士。曾在湖南省话剧团主演大型红色话剧《万水千山》，在广州市话剧艺术中心主

演话剧《乌龙院之长白山传奇》，在湖南大剧院主演话剧《青春禁忌游戏》。所参演的大型话剧《望》于 2012 年 8 月 1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获得一致好评；

2008 年自创抗震救灾小品《同一个世界》，荣获湖南大学心理健康节小品大赛一等奖；参演的小品《不欠钱》曾获广东省第七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金奖。在

2013 年原创儿童剧《小小英雄梦》和 2014 年原创舞台剧《老爸萌娃 GO GO GO》中，担任编剧及导演。2015 年导演原创舞台剧《童年你好》，并担任主演“药

成功”。2020 年 10 月，参演的小品《归来》、相声《发财梦》获第六届中山市戏剧曲艺花会戏剧专场金奖。从事少儿语言艺术与艺考表演教学多年，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现为语言艺术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语言艺术队指导老师，中山市青年艺术团戏剧队队长，中（心）宫电视台《卡达剧场》栏目导演。

陈斯文：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在校期间曾担任大学生网络电视台新闻栏目主播，“师大之音”

广播电台栏目主播、主编，并获得“最典雅主编”称号。曾获“同洲行·艺术新人”青年组朗诵金奖，首届中山品牌形象之星选拔赛 12 强，寻找新主播 32

强，首届东方舞电视大赛“优秀主持人”，第八届广东省戏剧花会获戏剧类银奖，曾参与电视台及电台的节目录制，具有丰富的主持和舞台表演经验。在 2015

年原创舞台剧《童年你好》中主演“郝贤惠”，在 2016 年原创舞台剧《少年孙中山》中饰演“孙母”。2020 年 10 月，参演的小品《归来》获第六届中山市戏

剧曲艺花会戏剧专场金奖。教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现为语言艺术专职教师，中山市海燕艺术团语言艺术队指导老师，中（心）宫电视台《一周新闻播报》

栏目导演。

罗秋敏：女，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大学本科。大学期间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均位居本专业第一，被评为校优秀毕业生。在校期间曾坚

持下乡支教两年，有爱心和耐心，热爱教育事业，在教学中始终坚持“因材施教”理念，注重寻找和挖掘每一位学生的“闪光点”。现为语言艺术专职教

师。

李 洁：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曾演出话剧《原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多部话剧，具有丰富的影视表演经验。主演、编排儿童

剧《回来吧，宝贝》、《红星小勇士》等多部儿童剧。参与制作江西大型红色主题校史剧《红领带、红领巾》、腾讯视频《托马斯&朋友们》儿童版舞台剧制作、

赛事评委；制作拍摄多部影视短片，有丰富的儿童戏剧教育经验。2020 年 10 月，编剧、导演的小品《归来》获第六届中山市戏剧曲艺花会戏剧专场金奖。

现为语言艺术专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