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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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一班 13:00 黄宝珍 王立安 《三字经》 三年级一班 14:51 钱寅 集体 《盲人摸象》

学前一班 13:03 黄宝珍 谢依琳 《三只小猪》 三年级二班 14:56 侯萍 张雨诺和余思佳 《萤火虫找朋友》

学前二班 13:06 肖玲 集体 儿歌《五官》 三年级二班 14:59 侯萍 Erika Lyu 《阿凡提的故事》

学前二班 13:11 肖玲 Lindsey Pillai 《小马过河》 三年级二班 15:02 侯萍 Kwang Xiang Low 《自相矛盾》

学前二班 13:14 肖玲

Andrew,Jessie,Joyce,Lindsey,Ste
phanie,Arthur,Chloe,Ada,Alex 《动物迷语歌》 三年级三班 15:05 莫林 高环环 《狐狸和葡萄》

一年级三班 13:19 李英 巩一一 《蚂蚁和西瓜》 三年级三班 15:08 莫林 盛铭睿 《偷吃人参果》

一年级三班 13:22 李英 盛铭茜 《小兔子乖乖》 三年级三班 15:11 莫林 张子恒,张子昕 《我知道》

一年级三班 13:25 李英 蒋语江 《狐狸和葡萄》 三年级三班 15:14 莫林 张芮宾,张赢月 《愚公移山》

一年级一班 13:28 张维维

 Anne Qi,Jason Xu,Tony 
Chen,Claire Zhang,Derek Zhang 《小马过河》 三年级三班 15:17 莫林 徐奔 《绕口令》

一年级一班 13:33 张维维 Reynard Wang 《大手套》 四年级一班 15:20 於琼飞 张思恩 《铁棒磨成针》

二外一班 13:36 林艳玲 集体 《我的朋友在哪里》 四年级一班 15:23 於琼飞 王劭予 《惊弓之鸟》

二外一班 13:41 林艳玲

Addison,Tara,Lucky,Christopher 
Curtin 《小朋友有礼貌》 四年级一班 15:26 於琼飞 林星辰 《春雨沙沙》

一年级二班 13:46 黄丽 Louis Jin冬冬 《画蛇添足》 四年级一班 15:29 於琼飞 张杨一一 《鸭妈妈找蛋》

一年级二班 13:49 黄丽

瑞瑞,张益诚,张若嫣,冬冬,伍雅蕾,
陈梓涵,郭惜惜,翁志伟 《手指说唱》 四年级二班 15:32 李文奇 刘清意 《计收猪八戒》

一年级二班 13:54 黄丽 伍雅薷 《小马过河》 四年级二班 15:35 李文奇 范俊康 《铁棒磨成针》

二年级一班 13:57 黄平 集体 《捞月亮》 四年级二班 15:38 李文奇 宋嘉熙 《戒酒》

二年级一班 14:02 黄平 王嘉玥,毛健宇,仇一茗,姜乐川 《毛毛数牛》 四年级二班 15:41 李文奇 尹明意,尹明如 《阿凡提借锅》

二年级一班 14:07 黄平 胡睿涵,王立恩,尚瑞 《猴子和桃子》 四年级三班 15:44 项莉 Leo Yang 《七战七捷大将军卫青》

二年级一班 14:12 黄平 陆怡涵,季萱萱 《美丽的公鸡》 四年级三班 15:47 项莉 李家睿,李家羿 《学中国文化的乐趣》

二年级一班 14:15 黄平 伍雅琪 《驮盐的驴子》 五年级二班 15:50 翟文怡 卜海玥 《神笔马良》

二年级二班 14:18 李凌 集体 《三字经》之《人之初》 五年级二班 15:53 翟文怡 陆怡灵 《第一次跳伞》

二年级二班 14:23 李凌 侯悠然,李希微,施语晨,王海璐 《成语接龙》 五年级二班 15:56 翟文怡 伍英浩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二年级二班 14:28 李凌 侯悠然 《萝卜回来了》 五年级三班 15:59 杨遇春 曹靖峣 《笑话:1＋1等于几》

二年级三班 14:31 赵春岚 Charles Wang,Anyou Zheng,张新蕾 《小猴子和大象的故事》 五年级三班 16:02 杨遇春 胡沐萱 《按图索骥》

注：开始时间作为参考。各班级以此控制，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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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  孙鹏博

赞助:

孔子学院杯讲故事比赛

2018.11.4 1:00PM－4:00PM

地点：11 Avis Dr, Latham, NY

纽约首府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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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鑫/谭莎莎

孙懿,范树海

胡润甜，石问坤，曹洪波

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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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00pm – 4:00pm；每个节目三分钟以内，超时扣分

比赛规程
出场顺序：低年级到高年级

评分标准：发音精准，故事完整，表达准确，表情生动，讲述流利
高年级组：24个节目
低年级组：24个节目

故事会工作人员
刘大卫
钟烨，王晓坤，李文奇，张芸潇，刘萌，康庆超 

薛霞，朱翊婷，张旻，张维维，刘萌，黄霄 

张芸潇

肖玲 

刘大卫 

童卫华, 徐长宁,雷奕,尹邦胜, 张奇, 张鲁娜, 

沈蕊,柳永清

张鲁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