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音乐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1 歌唱基础班 周二上午9:00开始 2-601 李素华 40

2 歌唱初级班 周二上午10:40开始 2-601 李素华 35

3 歌唱中级班 周二下午14:30开始 2-601 李素华 30

4 歌唱高级班（一期） 周二下午16:10开始 2-601 李素华 10

5 合唱培训班（团）（2）班 周五下午17:00开始 2-601 郗卫平 60

6 合唱培训班（团）（1）班 周六下午14:30开始 2-601 郗卫平 60

7 京剧班 周日上午10:00开始 舞蹈室 邹永翠 40

8 粤剧班 周六上午10:00开始 舞蹈室 梁永健 40

9 声乐班 周一下午14:30开始 2-601 周文思 50

二、器乐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10 钢琴基础班1班（1期） 周一上午8:30开始 钢琴室 颜朝辉 29

11 钢琴基础班2班（1期） 周一上午10:20开始 钢琴室 颜朝辉 29

12 钢琴基础班（2期） 周三上午8:30开始 钢琴室 颜朝辉 29

13 钢琴基础班（3期） 周三上午10:20开始 钢琴室 颜朝辉 29

14 钢琴弹唱班 周四上午8:30开始 钢琴室 张莉 29

15 钢琴演奏研修班 周四上午10:20开始 钢琴室 张莉 29

16 琵琶基础班 周二下午14:30开始 歌唱室 马慧仪 25

17 葫芦丝基础班 周四下午14:30开始 歌唱室 彭超 40

三、舞蹈形体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18 旗袍精品班 周日上午10:30开始 2-601 孟凯 35

19 魅力模特初级班 周六下午16:30开始 2-601 孟凯 40

20 旗袍模特秀初级班 周四下午17:00开始 2-601 方敏 40

21 中国舞基础班（2期） 周四上午8:30开始 舞蹈室 扶伟仪 35

22 中国舞提高班（2期） 周四上午10:20开始 舞蹈室 扶伟仪 30

23 形体舞班 周三上午10:20开始 舞蹈室 扶伟仪 40

24 拉丁舞班 周六下午14:30开始 舞蹈室
杰伦艺术
中心教师
团队

40

25 国标舞班 周五上午9:00开始 2-601 刘林 66

四、美术书法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26 书法艺术研修班 周六下午15:00开始 书画室 姚永全 40

27 写意花鸟画班 周一上午10:20开始 书画室 陈建涛 40

28 美术基础班 周三上午10:20开始 书画室 陈济希 40

29 书法基础班 周二上午10:20开始 书画室 陈泳 40

30 彩色铅笔画班 周五上午8:30开始 书画室 古加路 40

31 素描粉彩班 周五上午10:20开始 书画室 古加路 40

五、体育保健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32 太极扇班 周三上午8:30开始 2-601 陈伟杰 40

33 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班 周六上午10:00开始 2-601 陈伟杰 40

34 八段锦班 周二下午14:30开始 舞蹈室 伍艳明 40

35 瑜伽基础班（2期） 周三下午14:30开始 2-601 罗肖娟 35

36 瑜伽基础班（1期） 周四下午14:30开始 2-601 罗肖娟 35

六、人文修身类

序号 班级 上课时间 课室 教师 招生人数

37 旅游摄影班 周五下午14:30开始 电脑室 谢敏华 40

38 旅游英语班 周一下午14:30开始 电脑室 马璐 40

39 手机摄影与制作1班 周四上午10:20开始 电脑室 谢敏华 40

40 手机摄影与制作2班 周四上午8:30开始 电脑室 谢敏华 40

41 智能手机应用班 周四下午14:30开始 电脑室 甄耀华 40

一、教学安排：
开学时间：2019年9月2日至8日为开学周。

二、报名方式：现场与网上两种。
    微信报名方式：
第一步：登录微信——关注广东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
第二步：报名——微信报名点击“微信报名”，按提示完成报名；
第三步：缴费——按提示选择“微信支付”完成缴费。

三、相关事项：
1、各班级额满为止，如招生班级人数未达到规定的招生人数或不具备开课条件的班级，不
开班并全额退费。
2、收费优惠对象：原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历届校友按学费的80%收取。
3、招生咨询电话：
   020-83701432,13316273420（丘老师）
   020-83702926（张老师、邝老师）
   020-83499237（刘老师）
4、更多详情请登录广东老年大学官网（http://gdlnkfdx.ougd.cn/）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