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故事会节目单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班级 开始时间 老师 表演者   故事题目 班级 开始时间 老师 表演者   故事题目

学前二班 13:00 肖 玲 集体 《手指儿歌》 三年级一班 14:33 於琼飞 小组: 舒秦, 张扬一 一 《两只笨熊》

学前二班 13:05 肖 玲 崔萌萌 《小老鼠上灯台》 三年级一班 14:36 於琼飞 王传玉 《赤壁之战》

学前二班 13:08 肖 玲 伍雅薷 《秋风起来了》 三年级一班 14:39 於琼飞 张思恩 《巨人的花园》

学前二班 13:11 肖 玲 盛铭茜 《小兔子乖乖》 三年级一班 14:42 於琼飞 刘瀚杰 《狼和小羊》

学前一班 13:14 黄宝珍 洪羿晨 《三只小羊》 三年级一班 14:45 於琼飞 戴奕川 《画蛇添足》

学前一班 13:17 黄宝珍 詹天爱 《小蝌蚪找妈妈》 三年级二班 14:48 陆宇峰 王开 《五兄弟》

一年级一班 13:22 黄 平 集体 《手》 三年级二班 14:51 陆宇峰 宋嘉熙 《孔融让梨》

一年级一班 13:25 黄 平 Sophia Wu 《一只哈巴狗》 三年级三班 14:54 张维维 刘清意 《学会感恩》

一年级一班 13:28 黄 平 郑好 《九色鹿》 三年级三班 14:57 张维维 伍英浩 《巧抓偷瓜贼》

一年级二班 13:33 黄 丽 集体 《数字歌谣》 三年级四班 15:00 项 莉 杨皓麟 《干古名将霍去病》

一年级二班 13:36 黄 丽 胡睿涵 《丑小鸭》 三年级四班 15:03 项 莉 孙郡遥 《礼貌的故事》

一年级二班 13:39 黄 丽 张新蕾 《小公鸡的影子》 四年级二班 15:08 翟文怡 集体 《颠倒歌》

一年级二班 13:42 黄 丽 伍雅琪 《看不见的细菌》 四年级二班 15:11 翟文怡 小组: 朱晓婉, 童源 相声 《讲礼貌》

二年级一班 13:47 钱 寅 集体 《捞月亮》 四年级二班 15:14 翟文怡 卜海玥 《蔡伦造纸》

二年级一班 13:50 钱 寅 盛铭睿 《三顾茅庐》 四年级二班 15:17 翟文怡 Jeremiah Yin 《画蛇添足》

二年级一班 13:53 钱 寅 小组：张雨诺, 曹棣文 《到太阳上去》 四年级二班 15:20 翟文怡 孙逸枫 《滑雪》

二年级一班 13:56 钱 寅 曹棣文 《叶公好龙》 四年级三班 15:25 杨遇春 集体 《可怕的中文》

二年级二班 14:01 李 凌 集体

《儿童歌谣 : 十二生肖歌 ; 
二十四节气歌 ; 拍手歌》 四年级三班 15:28 杨遇春 胡沐萱 《掩耳盗铃》

二年级三班 14:06 莫 琳 集体 《家》 四年级三班 15:31 杨遇春 曾安祺 《幸福的森林》

二年级三班 14:09 莫 琳 小组: 刘子维、余思佳 《小猫钓鱼》 四年级 15:34 盛楚曦 《我想和你们一样》

二年级三班 14:12 莫 琳 高环环 《狼和奶酪》 五年级一班 15:37 何沈文 徐子涵 《戒酒》

二年级 14:15 盛秋铭 《小壁虎找尾巴》 五年级一班 15:40 何沈文 徐子淇 《阿凡提买酒》

五年级一班 15:43 何沈文 徐扬 《真假美猴王》

五年级一班 15:46 何沈文 孙睿达 《大闹天宫》

五年级二班 15:49 林晓筠 余思成 《大闹天宫》

注：开始时间作为参考。各班级以此控制，调整时间。



故事会工作人员 比赛规程
裁判长： 刘大卫 出场顺序：低年级到高年级
低年级组裁判： 林晓筠，张维维，刘红，刘鸣，钟烨，林宇鹏 低年级组：22个节目

高年级组裁判： 莫琳，李凌,万星拱，莫文凯,黄宵 高年级组：25个节目
计时：     薛霞 评分标准：发音精准，故事完整，表达准确，表情生动，讲述流利
主持：  徐健 时间：1:00pm – 4:00pm；每个节目三分钟以内，超时扣分

游戏单元 於琼飞 纪念品：每个上台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领取一份
音响：   孙懿,范树海 游戏单元：游戏单元将穿插在故事比赛中间和结尾

幻灯: 刘大卫

摄影：    肖玲

场地秩序： 童卫华,曹洪波,金鑫,窦琳

节目单制作: 张鲁娜

纪念品：  孙鹏博,毕菱,Suyanti Chesneau
后勤: 旷建坤,张奇,郭建军

游戏单元说明

今年"讲故事会"识字游戏将分两部分举行，所有孩子可以参加，参加有奖！比赛细节当场公布.
一游戏将于低年级比赛结束后举行， 另一游戏将于高年级比赛结束后举行.

讲故事比赛

2017.11.5 1:00PM－4:00PM
地点：11 Avis Dr, Latham, NY

纽约首府中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