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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化和旅游厅文件 
桂文旅发〔2019〕122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公布第十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

办的第十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决赛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在南宁成功举行。经评委会评选，广西南宁东博公证处公证、

组委会审定，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各获奖单位、个人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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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创作演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

品，勇攀艺术高峰，努力推动民族文化强区建设，为建设壮美广

西共圆复兴梦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对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积极参加国家和自治区文艺演出活动的单位

及优秀作品给予奖励扶持。 

特此通知。 

 

附件：第十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获奖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019 年 11 月 1 日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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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获奖名单 

歌曲创作奖 

 

一等奖（3 名） 

1.《歌海》 

作词：杨玉鹏、谭芸 

作曲：曾令荣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湘江渡》 

作词：张名河 

作曲：傅滔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我是那么爱你》 

作词：金彪 

作曲：金彪 

选送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二等奖（6 名） 

1.《家园》 

作词：梁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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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陈威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2.《莲的心事》 

作词：席慕蓉 

作曲：吕军辉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3.《广西尼来啰》 

作词作曲：朱日东 

选送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4.《鲜红的军旗是首歌》 

作词：陈超 

作曲:卢素珍 

选送单位：广西戏剧院 

5.《云开日出》 

作词：锦璐 

作曲：傅滔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一衣带水》 

作词：包晓泉 

作曲：颜宾 

选送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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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9 名） 

1. 《好风吹来》 

作词：于平 

作曲：黄祖建 

选送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2. 《月亮街》 

作词：刘沛盛 

作曲：浮克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3.《连心歌》 

作词：张名河 

作曲：傅滔 

选送单位：梧州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4. 《绣球抛上天》  

作词：潘其旭 

作曲：李上焜 

选送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5. 《祖国之南》 

作词：刘沛盛 

作曲：林海东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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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婆》 

作词作曲：韦海洋 

选送单位：来宾市合山市文化馆 

7. 《丰收的季节》 

作词：锦璐 

作曲：傅滔 

选送单位：南宁市隆安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8. 《来了不想走》 

作词：麦展穗 

作曲：卢素珍 

选送单位：崇左市花山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创作中心 

9. 《承诺》 

作词：韦海峰 

作曲：莫军生 

选送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优秀奖（12 名） 

1. 《红树林》  

作词作曲：张然 

选送单位：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2. 《云飘流水是家乡》 

作词：刘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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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陈强 

选送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3. 《山瑶》 

作词、作曲：苏荣生 

和声改编：苏胤璋 

选送单位：来宾市群众艺术馆 

4. 《美丽瑶山喇吱香》 

作词：何佬 

作曲：唐力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静悄悄的爱》 

作词：刘沛盛 

作曲：金彪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6. 《昂三月三》 

作词作曲：黄天恒 

选送单位：广西戏剧院 

7. 《使命之瑶》 

作词：阿古哥 

作曲：黄鸿 

选送单位：来宾市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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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妈妈的呼唤》 

作词：李俊伟 

作曲：许谦 

选送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9. 《难忘曾经流血的湘江》 

作词：曾宪瑞 

作曲：唐力 

选送单位：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10. 《红水河之恋》 

作词：隋德平 

作曲：李勉新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校 

11. 《爱的光芒》 

作词作曲：韦思宇 

选送单位：梧州市万秀区文化馆、梧州市音乐家协会 

12.《问湘江》  

作词：李俊伟 

作曲：许谦 

选送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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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奖 
 

一等奖（3 名） 

1. 谭媛媛 

演唱曲目：《连心歌》《粉墨春秋》 

参赛单位：梧州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2. 蒋冬健 

演唱曲目：《云开日出》《我像雪花天上来》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蒙鹂君 

演唱曲目：《壮乡美》《阿妹竹林见情郎》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6 名） 

1. 高晋  

演唱曲目：《鲜红的军旗是首歌》《高歌义勇》 

参赛单位：河池市宜州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2. 陈莹、杨光春、邝丹洁 

演唱曲目：《月亮街》《为爱干杯》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3. 梁力丹、何佳姿、韦艺、何玉宁、余夏岚、王方慕  

演唱曲目：《绣球抛上天》《山路湾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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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4. 韦誉  

演唱曲目：《来香巴拉看太阳》《广西尼来啰》  

参赛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周治红 

演唱曲目：《美丽家园》《一衣带水》 

参赛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6. 朱妮  

演唱曲目：《我是那么爱你》《走在小康路上》 

参赛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三等奖（9 名） 

1. 吴清  

演唱曲目：《可爱的宝贝》《来生来世把你爱》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2. 董博  

演唱曲目：《望乡词》《老班章》 

参赛单位：桂林市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3. 袁露  

演唱曲目：《鹰翔》《歌海》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于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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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曲目：《我心永爱》《湘江渡》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石特  

演唱曲目：《祖国之南》《两地曲》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6. 王帅  

演唱曲目：《心脏》《静悄悄的爱》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7. 钟小莉、农雰岚、农卫恋、秦荔、梁彦彦、黄楚宸、黄

静静  

演唱曲目：《放雁》《阿姐琴瑶》 

参赛单位：崇左龙州县天琴艺术传承中心 

8. 陆芝华 

演唱曲目：《情姐下河洗衣裳》《爱要走，情难留》 

参赛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9. 柳姗娜、巫春婷、张嘉城、施柳杏、曾智恒  

演唱曲目：《丰收的季节》《花与苍穹》  

参赛单位：南宁市隆安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优秀奖（12 名） 

1. 张冬琦 

演唱曲目：《来香巴拉看太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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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2. 陈慧、罗意伟、白雯、李森 

演唱曲目：《改革开放四十春》《中国脊梁》  

参赛单位：广西戏剧院 

3. 韦艺  

演唱曲目：《好风吹来》《我在这啊妈妈》 

参赛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4. 李玲  

演唱曲目：《日子越好歌越多》《毛姑妹的情思》 

参赛单位：广西戏剧院 

5. 李阳阳 

演唱曲目：《莲的心事》《洋娃娃之歌》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6. 何莹、覃晶晶、韦少艳、韦焕明、黄鸿、舒金华 

演唱曲目：《山瑶》《奉献》 

参赛单位：来宾市群众艺术馆 

7. 赵嘉懿、蓝芳明、彭昌艳、陆兰莹、汪佳妮 

演唱曲目：《月亮街》《美丽瑶山喇吱香》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韦海洋 

演唱曲目：《我回家》《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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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来宾市合山市文化馆 

9. 陶丹妮 

演唱曲目：《左手指月》《来了不想走》 

参赛单位：崇左市花山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创作中心 

10. 翁鹤  

演唱曲目：《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费加罗的婚礼》选段）

《承诺》 

参赛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11. 周彬  

演唱曲目：《难忘曾经流血的湘江》《喜庆中国》 

参赛单位：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12. 潘洁、曾子、郭莉莉、杨徽莹、姚园、罗连姿 

演唱曲目：《蝴蝶情歌》《流水欢歌迎客来》 

参赛单位：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器乐曲创作奖 

 

一等奖（1 名） 

1. 民乐重奏《丝海寻梦--东盟丝绸之路幻想曲》 

曲作者：刘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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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3 名） 

1. 交响五重奏《壮寨青山、壮寨水》 

曲作者：戴丽霞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弦乐四重奏 《三姐的歌谣》 

曲作者：邱阳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民乐重奏《火之影》 

曲作者：庞高雨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5 名） 

1. 马骨胡独奏 《蝴蝶梦》 

曲作者：韦洪、陈春成 

选送单位：贺州市平桂区文化和旅游局、贺州市平桂区民族

文化传播中心 

2. 二胡独奏《曙光》 

曲作者：余天昊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3. 民乐重奏《桂南丝路意象》 

曲作者：李洪磊、陈杭、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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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送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4. 管乐重奏《春舞》 

曲作者：陈威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5. 铜管重奏《花山魂—为低音铜管打击乐而作》 

曲作者：党钰奇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8 名） 

1. 钢琴四重奏《谪仙》 

曲作者：张涵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唢呐独奏《喜庆》 

曲作者：曾广扬 

选送单位：柳州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二胡独奏《壮乡律韵》 

曲作者：戴丽霞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弦乐五重奏《草原即景》 

曲作者：郭李悦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笛子独奏《北部湾随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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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作者：董平文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6. 民乐合奏《与山对歌》 

曲作者：庞高雨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民乐重奏《过茶山》 

曲作者：陈剑霞、岑健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高胡、古筝、芦笙三重奏《歌仙三姐故乡行》 

曲作者：李勇 

选送单位：广西群众艺术馆、北海市群众艺术馆 

 

器乐演奏奖 

 

一等奖（1 名） 

1. 黄金璎、邹婷、海霖、朱钰 

演奏曲目：弦乐四重奏《鲍罗丁第二弦四重奏第一乐章》《三

姐的歌谣》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3 名） 

1. 游龙、张新星、莫婉莹、伍文昱、石冰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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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曲目：民乐重奏《漓江唱晚》《丝海寻梦--东盟丝绸之

路幻想曲 》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贾薇、陈艳、叶露、邹婷、梁旻昱 

演奏曲目：交响五重奏《阿尔博斯五重奏》《壮寨青山、壮

寨水》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刘佳乐 

演奏曲目：唢呐独奏《桂城印象》《西北叙事曲》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三等奖（5 名） 

1. 侯光智 

演奏曲目：大提琴独奏《柯达伊大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月

迷苗岭时》 

参赛单位：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周田宇 

演奏曲目：二胡独奏《弦歌吟》《壮乡律韵》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陈春成 

演奏曲目：马骨胡独奏《蝴蝶梦》《壮欢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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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贺州市平桂区文化和旅游局、贺州市平桂区民族

文化传播中心 

4. 于睿涤、李寒冰、熊昊、杜益兴、黎楚泉 

演奏曲目：民乐重奏 《火之影》《芦笙欢歌》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何平鸽、磨高虹、侯光智 陈敏 

演奏曲目：钢琴四重奏《谪仙》、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

No.3,Op60》第四乐章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8 名） 

1. 王刚、喻袁全、贺炜、党钰奇、陈叶 

演奏曲目：铜管重奏《花山魂-为低音铜管打击乐而作》《加

勒比海盗组曲》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谭一鸣、秦依诺、海霖、唐嘉欢 

演奏曲目：弦乐四重奏《门德尔松第六弦乐四重奏》《adagio》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赵霞  

演奏曲目：独弦琴独奏《采珠谣》《欢歌擂鼓庆哈节》 

参赛单位：防城港市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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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洪磊 

演奏曲目：笛子独奏《苗情意语》《秦川情》 

参赛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5. 海霖、吕俪荘、何稀、孙毅 

演奏曲目：中提琴四重奏《帕萨卡利亚》《蝶舞花海》 

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 陈剑霞、岑健、刘郁强 

演奏曲目：民乐重奏《闹元宵》《过茶山》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李勇、黄巧玲、夏松柏 

演奏曲目：高胡、古筝、芦笙三重奏《歌仙三姐故乡行》《渔

舟唱晚》 

参赛单位：广西群众艺术馆、北海市群众艺术馆 

8. 黄说  

演奏曲目：二胡独奏《曙光》《楚颂》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舞蹈创作奖 

 

一等奖（3 名） 

1. 双人舞《我的名字叫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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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杨剑锋 

选送单位：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2. 群舞《瑶山夜语》 

编导：周波、朱敦营、仝凯强、黄贵英 

选送单位：贺州市平桂区文化和旅游局、贺州市八步区文化

和旅游局、贺州市平桂区民族文化传播中心、贺州市八步区文化

馆 

3. 群舞《那河、这山》 

编导：姜洋、冯斌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二等奖（6 名） 

1. 群舞《阿母的天》 

编导：黄小鸥、廖智享 

选送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2. 群舞《山·水·袖》 

编导：李理 

选送单位：广西戏剧院、广西大学 

3. 群舞《走寨》 

编导：李琛、何浩、潘宝茹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4. 群舞《田埂上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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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韦金玲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5. 群舞《走呦走呦》 

编导：覃福邦、覃祉幸、秦伟 

选送单位：梧州学院 

6. 群舞《追着我的旗》 

编导：温海夫 

选送单位：崇左市花山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创作中心 

三等奖（9 名） 

1. 群舞《过山女人》 

编导：周波、朱敦营 

选送单位：贺州市八步区文化和旅游局、贺州市平桂区文化

和旅游局、贺州市八步区文化馆、贺州市平桂区民族文化传播中

心 

2. 群舞《边贸女人》 

编导：潘宝茹、李琛、何浩、武明英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3. 群舞《陪你走到最后》 

编导：何永琳、孙亮 

选送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4. 群舞《一辈背，一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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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苏乔蕾、苏晓琳、陶梦萍 

选送单位：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馆 

5. 群舞《偏翩裙语》 

编导：蒋李卉、宋海波 

选送单位：百色学院 

6. 群舞《骆越班女》 

编导：王竹、吴振家、陆思颖 

选送单位：崇左凭祥市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 

7. 群舞《女儿花》 

编导：何玲、颜斌、朱敦营 

选送单位：防城港上思县文化馆 

8. 群舞《约定》 

编导：刘珊 

选送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9. 双人舞《记得我爱你》 

编导：高旭、唐雯 

选送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优秀奖（12 名） 

1. 群舞《闹鱼》 

编导：蓝智 

选送单位：柳州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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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舞《阿公的鼓》 

编导：韦金玲、何永琳、吕海、韦星宇 

选送单位：河池市金城江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3. 群舞《觅香》 

编导：杨柳枝、粱琛 

选送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4. 双人舞《嘹歌声声》 

编导：吴振家、李莹、白羽 

选送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群舞《天地汉》 

编导：陈加、郭杨、李鑫、樊姝乐 

选送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6. 独舞《娘》 

编导：任浦今 

选送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群舞《长桌酒》 

编导：覃福邦、黄雪玲、冯霞、肖俊杰 

选送单位：贺州市钟山县文化和旅游局 

8. 群舞《布努瑶家金锣舞》 

编导：张琛琛、高铭、阮仁明 

选送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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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群舞《扬帆出海》 

编导：彭菲、李永焱、雷樱桃子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校 

10. 群舞《花开满山时》 

编导：杨佳林、熊雨真、刘珍、刘茜 

选送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11. 三人舞《芒蒿·苗妹》 

编导：宋海波、王玉珏、蒋李卉、邓鑫 

选送单位：百色学院 

12.双人舞《荷塘夜话》 

编导：王竹、林惠洁、陶桂丽 

选送单位：贵港市群众艺术馆、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 

 

舞蹈表演奖 

 

一等奖（3 名） 

1. 群舞《田埂上的歌》 

参赛演员：李欣雨、黄靖淋、付若男、康佳慧、庹蓝月 

          焦玉盈、陈佳欣、管  彤、安子宁、胡诗雨 

          马玉霞、秦可嘉、华心溢、周慧敏、苗芯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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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诗棋、玉雪萍、陆夏霜、侯金妮、谌韵琳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2. 群舞《扬帆出海》 

参赛演员：覃庚灵、梁碧秋、吴常科、刘焕奇、黄军华 

          朱志强、卢俊宇、黄  伟、姜子龙、陆伟龙 

          岳彩志、莫昌熹、黎超文、叶志彬、刘振华 

          黄国业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校 

3. 群舞《那河、这山》 

参赛演员：岳  圣、虞欣泽、彭婷婷、王龙坤、吴曼绮 

高莹莹、唐语婕、孙乾龙、汪日望、仇科航 

吴梦澄、户鹏飞、罗  恒、张百顶、吴文敉 

刘亦漩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二等奖（6 名） 

1. 群舞《阿母的天》 

参赛演员：黄丽坚、常  彪、张洋洋、唐成栋、李铭峰 

李洲明、梁  渝、刘  涛、黄嘉恒、黄  坚 

雷志文、潘泳成、农淳旭、姚仁祖、黄元杰 

邓钧元、雷  鸣、蒙  皓、黄华东、黄  华 

参赛单位：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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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舞《山·水·袖》  

参赛演员：陈  慧、韦  冰、刘倍贝、李巧芸、莫  芬 

管雅娣、王  欢、孙日青、张  雪、靖  洁 

王静怡、聂晓斐、陈汤波、邓喻之、吴玉婷 

夏  青、黄茜茜、吴依宜、周佳敏、尤雅欣 

韦诗怡、苏雨晴、王淑娴、陆  晗 

参赛单位：广西戏剧院、广西大学 

3. 双人舞 《我的名字叫建国》 

参赛演员：苏晶晶、梁家榕 

参赛单位：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4. 群舞《瑶山夜语》 

参赛演员：黄贵英、仝凯强、陈贤妹、谢  招、蔡  伦 

韦良格、陈键财、庄美莹、罗  飞、李  盈 

肖琳琳、李晨曦、黄少青、黎祖能、杨  茹 

朱意坚、李孔玲 

参赛单位：贺州市平桂区文化和旅游局、贺州市八步区文化

和旅游局、贺州市平桂区民族文化传播中心、贺州市八步区文化

馆 

5. 群舞《醉·美》 

参赛演员：覃  雨、景苗苗、彭兰媚、周美岑、谭小凤 

          张惟怡、向  迅、杨萧如、徐文静、杨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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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彩鸽、阙艳弥、孙子淇、何佳欣、李美君 

          陆海艳、秦斯敏、陶  粤、曾梦琪、沈芳美 

          张  越 

参赛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6. 独舞《娘》 

参赛演员：任浦今 

参赛单位：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9 名） 

1. 群舞《砂陶心》 

参赛演员：雷  霖、杨仁佳、廖志斌、韦永文、黄锟贤 

詹伟鹏、丁肇祥、吴俊均、田维成、胡  伟 

陆宏文、周方东、罗善龙、温亮羽、银帮东 

参赛单位：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艺术团 

2. 群舞《布努瑶家金锣舞》 

参赛演员：胡依婷、杨  凯、聂显峰、李曌天、裴天源 

刘  森、冯  潇、白婧璇、赵昱杰、廖苏河 

李佳妮、韦婉蓉、杜慧凯、莫  艺、张紫薇 

郭帅斌、郭  洋、徐雅淇、申  婷、任昭阳、 

霍辉杰、陈  熙、谢瑞钰、李依人 

参赛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3. 群舞《山间勒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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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演员：黄诗雯、邹梓卉、叶  旋、沈海玲、谭乔予 

黄梦佳、陆琪琪、黄新颖、刘俞利、班灿灿 

曾淑仪、谭惠元、赵思婷、杨茵茵、马金意 

成淑楠、陈美棋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校 

4. 群舞《湘江记忆》 

参赛演员：胡慧玲、倪文倩、潘  倪、李汉林、丁园媚 

李紫华、颜英姿、苏小玲、楚湘婷、叶陈芳 

龙丽君、赵敏洁、苏  恬、黄  凡、王佳韵 

杨  琴、周怡澳、郑依娜、任佩婵 

参赛单位：桂林市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5. 群舞《雨歇》 

参赛演员：施霁桉、古鸿兴、汤伟鹏、包  岱、李金泉 

曾伢涛、刘  超、张  晗、乔效冰、梅  冬 

张志辉、姚家鑫、李开贵、陈俊豪、彭  龙 

林爱锭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6. 群舞《稻花飘香》 

参赛演员：谢柳璐、唐  青、涂洁山、马苓瑞、张贺璇 

李文静、熊羚妙、曹露诗、李  澍、周紫凝 

徐  娜、段馨雨、芩庭宁、王  玲、张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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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珍珍、韦亚雯、李芳燕、麦海媚、黄巧媚 

张鹏媛、韩亚楠、唐龙萍 

参赛单位：玉林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艺术学院                                

7. 独舞《狱中谣》 

参赛演员：梁光钰 

参赛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8. 群舞《走呦走呦》 

参赛演员：覃雯丽、张玉萍、李宇星、李金凤、林玉清 

          刘晓华、覃冰梅、赵贵娟、梁春敏、韦湘婷 

          何金莲、黄冰玲、虞晓雪、莫淑婷、吉梦艳 

          吴孟芹、费雅婷、黄小容、钟娇杨、陆莹莹 

          黄嘉丽、黄夏冰、施丽婷、黄巧云 

参赛单位：梧州学院 

9. 双人舞 《荷塘夜话》 

参赛演员：张旭、梁晶 

参赛单位：贵港市群众艺术馆、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公司 

优秀奖（12 名） 

1. 群舞《闹鱼》 

参赛演员：刘东阳、仇科航、罗  恒、陶  正、户鹏飞 

胡中卫、陈骏驰、张百顶、孙乾龙、汪日望 

参赛单位：柳州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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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舞《陪你走到最后》 

参赛演员：付仁海、秦长玲、胡天伟、李雯雯、廖琦琦 

崔  浩、王稚雅、彭理顼、熊  欣、程麟晖 

徐建国、邓双双、李阿原、莫  非、唐浩然 

陈科燃、彭  凯、莫雅麟、万亚楠、刘  皓 

李宁积、周欣怡、程小丽、陆雨婷 

参赛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3. 群舞《偏翩裙语》 

参赛演员：陈雨欣、张  慧、向  璇、母嘉琦、韦海燕 

李  林、韦  恋、温  乐、何月杏、符小娜 

杨  琳、陈思蓉、黄  凤、赵诗婷、李海丽 

洪雪雪 

参赛单位：百色学院 

4. 群舞《走寨》 

参赛演员：易鑫韵、王  鑫、邱  韵、王  琪、刘月玲 

聂恺璇、谭善麟、秦叶凤、莫京蒸、卢  飞 

张方园、雷硕星、吴文义、杨彬艺、刘  鹏 

庞思思 

参赛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5. 双人舞《嘹歌声声》 

参赛演员：邱荣斌、谭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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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位：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6. 群舞《天地汉》 

参赛演员：黄铠辰、郭舒帆、欧阳桂湘、程腾宇、阿宗仁 

贺相超、蒋高峰、梁浩邦、陶荣转、刘天悦 

潘晃辰、潘  宇、卢志豪、赖柏良、张夏瑜 

秦  东、张天强、苗  帅、帅  威、赵  星 

杨  雨、罗  毅、梁炎波、鲁帅奇 

参赛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7. 群舞《约定》 

参赛演员：唐语婕、李家碧、刘亦漩、吴曼绮、高莹莹 

潘莉莎、吴梦澄 

参赛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 

8. 三人舞《 芒蒿·苗妹》 

参赛演员：母嘉琦、兰平生、韦光炮 

参赛单位：百色学院 

9. 群舞《长桌酒》 

参赛演员：梁彩云、黄  鹏、李春燕、梁芝全、陈春梅 

          何嘉蕊、韦棠喜、谢  映、冯  霞、李  婷 

          张  敏、钟兴旺、张丽蓉、陈品璋、段柔伶 

          钟  燕、江天帅 

参赛单位：贺州市钟山县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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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群舞《追寻》 

参赛演员：潘程艳、叶琼琼、陈棣昌、卜婷婷、朱  玲 

何  清、欧雅莉、罗  狄、陈彩琼、程梓萌 

杨雪萍、黄柳艺、涂洁山、黎俊霖、蒋延玫 

罗佳佳、梁曼利、朱  琳、谢金龙、唐  青 

参赛单位：玉林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11. 双人舞《记得我爱你》 

参赛演员：邱韦菱、蒋雨虹 

参赛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12. 群舞《顶·硬·上》 

参赛演员：聂木荣、林  震、付科瑞、黄文腾、于佳伟 

          周长海、蒙春光、钟魁琰、翁良超、黎息川 

          蔡  雄、李  焱、韦晟昭、李方东、李帮辉 

          李文瑱、赵铭思、覃舜尧、王  威、杨健聪 

          陈卓高 

参赛单位：梧州市文艺培训中心、梧州学院、梧州市演艺有

限责任公司 

 

优秀组织奖 

 

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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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北海市旅游文体局 

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钦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贵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河池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崇左市文化和旅游局 

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戏剧院 

广西艺术学校 

广西群众艺术馆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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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梧州学院 

玉林师范学院 

百色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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