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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奖：
书画类：孙夕雅 何佳桐 滕铭恺 卓耿彬 陈欣欣

蔡雨轩 朱文睿 刘子和 王若溪
舞蹈类：赵思宇 乔智扬 谢 乐 郭雨涵 梁馨允

潘芦希 魏思童 曾 悦 庄振轩 陈微心
语言类：王泽元 王铭瑄 魏赫煊 邱 珏 张曦玥

廖浩迪 张敬昊 罗薏淳 黄烨嘉 陈琨文
声乐类：王潇雪 黄梓暄 戴安妮 邓奕文 陈思言

郭月琳 黄韵怡 吕晓宇 齐凌菲
器乐类：郑雅文 廖丁颐 杨 岚 蔡聿笙 李曼依

李牧云 翁若灵 黄 杨 古津悦
以上形象代言人以及优秀作品奖获得者的指导老师均获

得云艺术节优秀指导者奖
优秀组织奖：
珠海市横琴新区第一小学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三小学

“架一座空中舞台，撑起一片艺术天空。”6月8日，珠海传媒集团海之星传媒艺术中心形象代言人投票结
果出炉，票选出6名选手成为艺术中心形象代言人，本届海之星“云”艺术节也正式收官。

本次大赛自4月30日-5月31日面向公众收集作品，收到了声乐、器乐、舞蹈、语音、书画等类别的近千份
作品。参赛选手年龄介于3岁-12岁。经过层层筛选，每个类别分别有10个作品入围。入围作品于6月1日-
7日在“观海”APP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投票展示活动，每个类别票数最高的选手成为传媒集团海之星传媒艺术
中心代言人。

最终，程莃瑾、倪海芸、董明达、赵紫涵、周羽程、杨景祺6名小选手以最高投票数成为代言人。小代言人们
获得了专业评委老师怎样的评价呢？他们有什么学艺心得呢?一起来看看吧！

语言类代言人：董明达
评委评价：小选手的朗

诵吐字清晰，情感自如，声
音运用自然不做作，对作品
有自己的解读。如若再经
过专业指导，勤加练习，一
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学艺心得：“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是我学习艺术的
座右铭。我希望用朗诵表
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我相
信，只要坚持付出，不要担
心收获，如此便可无入而不
自得了。

器乐类代言人：程莃瑾
评委评价：小选手的演

奏连贯流畅，优美抒情，乐
曲处理到位，充满感情的演
奏，继续加油，越来越棒。

学艺心得：我6岁拥有
了人生中第一把小提琴。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和学琴
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练
习，才能收获属于你的那首
乐曲。

书画类代言人：周羽程
评委评价：小选手的作

品使用色彩来表现春夏秋
冬的景色。他色彩感觉是
特别好，调性很准对于以后
进入水彩，油画的画种学习
是很好的基础。

学艺心得：从小我都喜
欢乱涂乱画，把脑中想象的
英雄打怪兽、海底的世界等
等全部都画在纸上，在画中
添上各种新的变化。用心中
的调色盘感受四季的变化，
用笔和颜色绘出大自然的色
彩……

舞蹈类代言人：倪海芸
评委评价：小选手的这

段顶碗舞跳的很不错，表情
到位，再加以女孩固有的天
真，使整段舞蹈完成的很
好。建议可以多观摩专业
的舞蹈视频进行模仿，不断
提升个人的能力。

学艺心得：转眼间，我
学习艺术已有8年了。学
习艺术，最大的改变就是
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
是我学习艺术的座右铭。

声乐类代言人：赵紫涵
评委评价：这位小选手

很有表演天赋，动作的设计
融入了戏曲的表演元素，手
眼身法步的运用，也使她在
整体的演唱过程中更加有
光彩。

学艺心得：音乐是时间
的艺术。只有日复一日的坚
持、重复，才能把声音技术
通透；不论有无天赋、有无
基础，都要经历长期艰苦的
训练，加上舞台和比赛等历
练，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
的歌者。

人气萌娃：杨景祺
学艺心得：一直以来，

我最喜欢跟姐姐一起向爸
爸学习古诗词，我最喜欢的
就是《将进酒》《古朗月行》，
平常我喜欢唱歌，这些都让
我快乐。

林建佑 郭丁文 骞 骞 段心如 谭烨妍 黄慧茹 张可慧 贺泽楷 杨丽莎 古恒辉 黄煜轩 高子清 崔靖彤 杨敏熙 陈依依
温 馨 唐伊菲 邝晓艺 林诗羽 蔡晨歌 谢梦华 梁佩瑶 梁莉敏 林靖雯 朱文慈 黄帅霖 李瀚庭 王婉茹 曾芷墨 施维睿
杨舒茗 杨景祺 王祥云 林 冉 关婷丹 谭琪霏 何 莹 曾芷墨 郭诗蓓 林海薇 冒 凡 赵奕菲 侯美珠 曾昊桓 周 璇
李耀全 曾优畅 庞思涵 林 思 梁浩业 许丹蕾 陈祉睿 陈许宇 陈熙圆 唐圣杰 陈许洋 田嫄嘉 邢南希 官 乔 姚瑞彤
郭家林 唐嘉睿 曾炜雄 郝晨曦 梁敏琪 林思宜 黄子悠 梁峻立 陈昭衡 李蕙希 陈彦希 张舒妍 周家秦 李泳萱 肖梓阳
刘 尧 何天钦 荣韬淇 邓祉淳 马芸熙 廖紫莹 刘岱衡 李佳城 魏雨晨 王伊凡 吴芷婧 许丹蕾 蔡隽桐 程彦铭 玉小小
陈诗娆 梁韵瞳 邱 钰 邓君瑶 陈彦峰 赵珈瑜 邓创文 余梓萱 陈梓桐 陈思羽 陈佳蔓 李其知 饶欣祺 杨子欣 鲁禹函
解昊城 符之瀚 林昊哲 刘泽曦 许靖坤 吴艾桐 吴彦瑶 谢欣锜 王怡然 鉏升铭 陈昱伊 郑雅柔 龚筠蕴 卓妙明 常 畅
李欣悦 梁梓恩 禤美孜 余 跃 朱紫熙 曹婧雅 李芷沁 周曾睿 黎昊东 吴紫芸 陈泓希 周景贤 帅梓浩 陈浩轩 叶 萱
周 煊 刘子盈 任奕达 曾 炜 梁可可 谢清蔚 张斯涵 恩 宝 赵齐灵 何文希 陈家权 陈锦程 李沅霖 李梓涵 陈芷蕾
杨梓晴 余美萱 张婷婷 赵婉晴 黄烨嘉 周曾睿 许锐雯 阮伟恒 陈芷宁 张博轩 罗伊辰 钟淇闳 李浩文 赖华乾 徐苇杭
莫思颖 王梓乐 吴思潼 李 晨 陆颖超 殷梓萌 张茹钰 刘秉坤 陈元朔 赖杨宜 张志杰 曾谧儿 陈思言 黄徵荧 余奕昕
刘佳嘉 周晶莹 甘博琳 周晓桐 陈秋彤 贲 越 袁紫瑛 王泓铱 张雅涵 李琰琳 梁伊蕊 帅梓曦 马嘉蔚 颜歆仪 吴芷彤
周子馨 邱诗涵 刘 蕊 周乐懿 叶子涵 张依依 郑多多 赵鸿锐 梁伊蕊 杨子珣 王泓铱 李思语 黄莉凌 郑镕泽 帅梓寒
梁毅涛 唐 雨 伍婉瑜 陈思颖 殷铭怿 于书妍 许 月 司徒乐凡 赵雨晴 张李哲琳 陈恩延 陈易琪馨 孙子晴 柳若溪
高子清 马耿烁 张丽雯 伍建霖

珠海传媒集团海之星传媒艺术中心
形象代言人投票结果出炉

入围预赛、获得珠海传媒海之星艺术中心颁发正式团员证书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