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Chicago Cup Youth Chines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FINALS AND AWARD CEREMONY

瑞华中文学校、中北大学
风华中文学校、瞧瞧中文、
锦华中文学校、东方中文学校

Wentz Concert Hall

171 E. Chicago Ave., Naperville, IL 60540

April 20, 2019 6pm – 9pm

主办:

合作主办:





2019“华瑞杯”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简介
2019 “Chicago Cup” Youth Chines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随着汉语在全球使用的日

益普及，海外学习和研读中文的热情日益高涨。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提

高海外华人子女学习中文的热忱，在美国中西部最大的中文学校--芝加

哥瑞华中文学校的倡导下，瑞华中文学校联合中北大学共同举办2019年

“华瑞杯”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此活动得到了芝加哥风华中文学校、

芝加哥锦华中文学校、东方中文学校以及旧金山瞧瞧中文网的鼎力相助。

瑞华中文学校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在本校成功举办过三届瑞华朗诵大

赛，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多方媒体的

广泛关注。

诗韵词香传千年，清呤雅颂品流芳。作为一个全国性、高水平的比

赛，本次大赛诚挚邀请全美中文爱好者携优秀作品积极参加。大赛设有

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参赛者自己选择作品，内容体裁不限，包

括但不局限于原创作品、中文经典名著、古诗、现代精品等。参选者将

自己的朗诵作品通过限长3分钟视频的方式上传至大赛指定的瞧瞧中文网

参加比赛。为了圆满完成本次朗读比赛，大赛组委会特别邀请了经验丰

富的专业朗读专家、中文协会专业评委、社会名流以及优秀中文教师共

同组成大赛的评选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参选作品

进行专业评分。另外，此次复赛活动还设有网络人气评分环节。评选委

员会将综合评定专家评委以及网络人气的评分，最终评选出24名参赛者

进入“华瑞杯”决赛。决赛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价值总额3,500美金的大

奖。参赛选手所代表的学校也有机会拥有将学校名字镌刻奖杯的殊荣，

并保留奖杯至下一届大赛。本届大赛决赛及发奖庆典将于2019年4月20日

在位于芝加哥西郊Naperville市的中北大学Wentz Concert Hall 举行，届时

中国中央电视台，芝加哥及周边各大媒体将会全程采访报道。

芳菲四月，看繁华开满大地，点缀生命之美丽、谷雨时节，听鸟儿

飞过天空，热闹午后之语意。本届“华瑞杯”朗诵大赛将以饱满的热情

给您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将以绕梁之余音给您带来别样的听觉盛宴。

本届“华瑞杯”朗诵大赛将会是美国中文普及教育的一大盛事！



“华瑞杯”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决赛导师及评委
Advisors and Judges

顾利程博士：
西北大学中国事务联络官
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
美国中西部大学汉语演讲比赛评委会主席
三本汉语教学专著的作者

孙金爱：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
美国中北大学中文项目负责人
美国瑞华中文学校副校长
多次担任美国中西部地区“汉语桥”演讲比赛评委

Charles Stubin (司徒彬)：
印第安纳大学中文专业研究生
美国国务院翻译处中英口译
曾执笔翻译《论语》和《唐诗三百首》
并研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十余年

郑小川：
曾任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编导、节目主持人
编导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全国电视节优秀节目奖
主持过央视播出的《春芽》、旋转舞台等专栏节目
曾与王刚等名嘴连续数年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大型广播春节晚会《聊年》
曾以多变的声音造型为逾百部/集中外影视人物配音，
包括电影《罗马假日》安妮公主的配音



给华瑞杯全美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的贺信

亲爱的华瑞杯全美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的选手

们，选手的家长们和老师们：

你们好！此刻，当我提笔写这封贺信的时

候，窗外旧金山湾区下午的阳光还亮得耀眼。

可是决赛场地所在的芝加哥，想必已是华灯初

上。而许多东岸的参赛选手，或许已经和家人

围坐在一起吃晚饭了。感谢华瑞杯朗诵大赛的

组织者们，感谢现代飞速发展的科技，更感谢

你们每一位的参与，成就了这场覆盖广袤美国

大地的盛举。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文真是一

门奇特的语言，相隔数千年，我们居然还能原文诵读祖先的诗歌。当年，

华人吟诵的中国诗文，曾经在太平洋西岸天使岛移民拘留所上空回荡。今

天，这刚柔铿锵、抑扬顿挫中文音韵，又在以英文为第一语言的华人移民

后代口中念出。

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朗读和朗诵是学好中文的必由之路。

可惜的是，在西文学习方法浸润下的海外中文学习者，往往难以认识其重

要性。将朗读这条路打开、拓宽，引导更多的学生走上去，正是举办中文

朗诵大赛造福海外中文学生的功德所在。

非常遗憾我因身体有恙不能亲自到场祝贺。谨写下以上文字，衷心祝

贺华瑞杯全美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成功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中

文朗读和朗诵的风气在大赛的激励下愈来愈盛！

马立平

写于2019年4月13日

原定评委之一马立平老师因病不能前来，特发来热情洋溢的
贺信，给我们的比赛带来诚挚的祝福!

马立平：
斯坦福大学教育系博士
曾任卡内基教育基金会国际事务顾问
为北美学生研发和编写海外儿童中文教材30余年



“华瑞杯”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决赛流程
Competition Finals Program

1. 大赛组委会主席赵际勇致开幕词

2. 嘉宾讲话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领事王芸

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郑征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肖小林

3. 大赛竞赛委员会主任袁醒尘宣布决赛规则

4. 5-8岁年龄组决赛

《小种子》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雨后》

《蜗牛的忧愁》

《在天晴了的时候》

《仰望星空》

5. 9-12岁年龄组决赛

《二十四节气歌》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中国话》

《中国功夫》

《我的梦想》

《老人与海》

6. 小合唱《感恩》瑞华中文教师合唱团

7. 13-16岁年龄组决赛

《月光下的中国》

《春》

《笠翁对韵》

《华裔孩子 根系中国》

《假如我是美国总统》

《长江之歌》

詹洋 Alan Zhan

车羽涵 Yuhan Che

俞安馨 Avril Yu

刘梓睿 Jerry Zirui Liu

仙贝贝 Chloe Ma

刘铱菀 Serena Yiwan Liu

程安蓓,杨瑞英,詹美,吴梓安,

娇娇,武奕霖,孙思文,梁悦文

樊艾辰 Emilie Fann

刘梓杰 Jason Zijie Liu

徐永博 Yongbo Xu

许笑维 Melody Xu

孙思文 Hillary Liu Sun

赵一葶 Yiting Zhao

吴雅迪

阎亦萱

娇娇/吴泽瑞 Nina Zhan and Zachary Wu

吴泽瑞 Zachary Wu

Joy Wan



8. 17岁以上年龄组决赛

《水调歌头》

《再别康桥》

《乡愁》

《海燕》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爱你中华》

9.  古诗朗诵《咏鹅》，程欧文，锦华中文学校选送表演。

10. 散文朗诵《春》，李斯琪，东方中文学校选送表演。

11. 少儿舞蹈《诵诗筷舞风华情》, 风华中文学校儿童舞蹈团表演。

12. 颁奖典礼

李达仁

Victor Krueger

武天媛

Joy Wan/David Chu

李歆怡

唐骏成

 

评分项目  

Evaluation 

categories 

决赛评分标准 

Finals Evaluation criteria 

分值 

Points 

朗诵内容和

选材 

Content & 

Material 

selection 

内容 (Content)： 朗诵内容 契合大赛主题，健康向上， 生动感人 

(contents fit well in the theme of the competition, positive and motivating).   
决赛使用不同于初复赛的新作品且为原创 10 分； 使用新作品但非原创

9分；使用与初复赛相同的作品 8分。 

10 

 

 

10 

语言表达 
Language 

skills 

 

语音语调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以普通话为衡量标准，a)发音

正确，b)吐字清晰，c)自然流利，d)音量控制自如，e)脱稿背诵共 10

分。五项里不足的每项扣 1-2 分。 (Using Standard Mandarin to clearly and 

accurately pronounce the words) 

流畅性 (Rhythm)：a)节奏语速掌握准确，b)语调抑扬顿挫，c)熟练运用

重音、停顿、轻声等朗读技巧，d)声音宏亮，共 10 分；四项里不足的每

项扣 1-2分。 

 

10 

 

 

 

10  

作品呈现 

Presentation 
表达(Expression)：a)感情饱满真挚表达自然大方，b)正确把握作品内容

声情并茂有韵味和表现力，c)能通过表情眼神手势的变化反映作品内

涵，d)肢体动作设计合理，e)动作表情协调自然共 10分；五项里不足的

每项扣 1-2分。 

创意 (creativity)：a)朗诵表演形式富有创意， b)表演者的诠释方式与众

不同，c)有字幕或画面背景，d)有配乐或伴舞，e)亲友团助演共 10分。

五项里不足的每项扣 1-2分。 

10 

 

 

 

10 

台风表现 

Stage 

Performance 

仪态 (Appearance): a)精神饱满仪态自然端正，b)包括作品和自我介绍，

c)上下场答谢致意迅速有序有礼貌， d)服饰得体配合协调作品内容，共

10分；四项里不足的每项扣 1-2分。 

时控  (Time Control) - 时间掌握正确 10 分；每超 5秒扣 1 分。 

互动 (Interactivity) – a)主动与观众、主持人、评委交流， b)现场人气

旺，观众反响热烈，c)进场中场收场获热烈掌声共 10分。 三项里不足

的每项扣 1-3分。        

10 

 

 

10 

 

10 

整体评价 

Overall 

Evaluation 

综合印象（Comprehensives）：考虑作品难易程度，考虑年龄和分组情

况，考虑参赛者的背景（如来自继承语还是非继承语家庭）共 10 分。每

项酌情给分扣分。 

 

10 

总分 Total  100 



主办单位介绍 Sponsors

大赛主办：瑞华中文学校 /Ray Chinese School

瑞华中文学校创建于1992年, 是一所在美国州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性

组织, 现有注册学生超过1200人，是美中地区最大的一所中文学校。学

校的宗旨是通过教授中文和传授中国文学、绘画、舞蹈、音乐、棋类和

武术等传统文化和艺术丰富学生的多元文化生活。通过为学生、家长和

社区的其它成员组织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它社会活动为芝加哥西区的居

民服务。瑞华已经在本校成功举办过三届瑞华朗诵大赛。

大赛主办：中北大学/North Central College

中北大学于1861年建校,坐落在伊利诺伊州瑞博市，是一所提供硕

士学位的四年私立文科大学，拥有70多种理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和7种硕

士学位研究领域。本校以卓越的教学以及优质的教师和学生知名全国

，并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评论为“美国中西部最佳大学”之一。

2012年建立中文专业以来，每年会成功培养十余名中文主修或辅修的

毕业生，工作就业率和继续中国深造、读研的成功率持续为100%。中

北大学的中文和东亚研究项目非常注重和芝加哥地区华人社区的各种

合作，定期提供中文教师进修项目、中文暑期语言和文化夏令营和多

彩的中国节日等庆祝活动。



联合主办 Co-Sponsors

联合主办：东方中文学校/Dongfang Chinese Education Institute 

东方中文学校成立于二零零六年，是经伊州州政府注册批准的非营利

中文学校。教室设在芝加哥Richard Daley College AVI校园。拥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老师，开设 K-12周末中文、儿童画、舞蹈、高中AP等多种课

程及中文强化班夏令营。提供多元化的课内课外文化活动。师生比例大概

1：8 、 HSK/YCT汉语水平考试100%通过率，85%优秀率。是一所从事中

文教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全芝加哥各族裔的

非营利组织。并且在建校13年以来，在芝加哥中国城、桥港区、林肯公园

、IIT、UIC、UofC和西北大学芝加哥校园区一带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

联合主办：风华中文学校/Fenghua Academy

风华中文学校成立与2004年，位于芝加哥西北郊的 Lake Zurich，

学校开设在 Lake Zurich 高中，是一所为社区服务的非盈利教育机构。

学校的宗旨是帮助学龄孩子学习中文，提高其它学科如数学及英语写作

的水准，以及多方面的培养兴趣。

目前学校开设有一至九年级中文、一至九年级数学，七至十年级英

语写作班、中文提高班、 SAT/ACT 数学班、ACT Science and ACT/SAT

English、 绘画、舞蹈、音乐、中国功夫、篮球、羽毛球等多种课程。

风华中文学校有一支强劲的教师队伍为孩子们成功的学习，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在教学方面，学校采取中文，数学并重的方针。在中文上应用

海外华人统一教材。在数学上具有与全日制学校接轨的教学大纲，并使

用英文数学 教材施教，以避免了孩子在概念上的混淆。风华学校非常注

重给高中生提供为社区服务、 做义工及助教的机会，为他们开拓更广泛

的发展空间。高中生可以在我们学校做教师助理，管理助理，中，英文

演讲老师和执教ESL。我们每年都带领高中生志愿者到中国去锻炼，提高

演讲、社交和领导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升学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更

多信息，请见网站。



联合主办：锦华中文学校/Jinhua Chinese School

锦华中文学校是在美国联邦和伊州正式注册的周末中文学校，2017

年秋季正式开课。学校位于芝加哥北郊Old Orchard Jr High School校

园内。以推广中国语言文字，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

宗旨。教授以汉语拼音、简体汉字、普通话为主的现代汉语。开设有双

双中文k-9年级，双语1-7年级， AP/SAT II，中国书法，国画，舞蹈，

唱歌，武术，以及数学，机器人等课程。学校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努力

寻求增加跨文化交流意识，提升其他社区对华人社区的了解，搭建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每周六上课，互联网主页是www.jinhualc.org。学

校重视师资培训和教学管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高，教学态度认真负责

。锦华的特色教学打开了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新窗口，小班化、多样化、

强调兴趣等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们快乐的学习中国语言和文

化，并能持之以恒的学习中文。

联合主办 Co-Sponsors

联合主办：瞧瞧中文/QiaoQiao Chinese

瞧瞧中文是世界各地学生在线语言学习的领先平台。凭借“快乐学

习”的基本理念，瞧瞧的综合方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随时随地学习和练

习中文。我们遵循ISTE和ACTFL标准的最新方法，提供灵活的学习产品

，如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小型课堂的在线课程，以及面向普通观众的

文化艺术，教育科学，人文生活公开讲座。我们还在线提供大量免费资

源，包括数百种K-12学生的流行音频书籍。瞧瞧中文大赛面向全美，寻

求各大学校共同举办。我们提供网络技术平台与资金赞助。QiaoQiao成

立于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拥有一支遍布全球的全球团队，为您提供

支持，从北京到纽约，从伦敦到布里斯班。“Gymboree Play＆Music”

是最着名的幼儿发展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瞧瞧的投资者和战略合作伙

伴。





大芝加哥地区华侨
华人联合会

http://www.caagc.org

预祝华瑞杯全美
青少年中文朗诵大赛

圆满成功

赞助机构 Contributors























衷心地感谢众多没有在此列名、但默默无私奉献的义
工朋友们，和所有热心支持此次大赛的家长、老师们！

衷心感谢我们可爱的义工们
A Special Thanks To All Our Volunteers

江雅兰
李燕凌
Jerry Liu

卢承苏
陆艺
Linda Pan

Andrew Tang

吴坚
杨瑞明
Eric Yuan

张辉
Ian Zhang

Jeremy Zhao

友情赞助：奇迹广告
祝大赛圆满成功



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
Finals and Ceremony

出品人 Producers

赵际勇、袁醒尘、徐波、孙金爱

联合出品人 Co-Producers

李荣顺、赵霞、张云惠、陈彦

艺术总监 Artistic Directors

徐波、陈育兰

典礼主持 Ceremony Hosts

木兰、王坚

舞台总监 Stage Managers

徐波、蔡雁宁、孙金爱、汪明舒、王育新、庄赟、李永华、王一梁、李伯强

票务总监 Ticket Masters

蔡雁宁、王一梁

竞赛总监 Directors of Competition

袁醒尘、孙金爱、楚非、陈晓宁、彭薇

市场总监 Directors of Marketing 

张冰、苏洁、郭蕙兰、王育新、楚非

公关总监 Directors of Public Relations

王育新、汪明舒、Arista Wang、赵际勇、何一冰、李荣顺、张云惠、赵霞

财务总监 Directors of Finance

苏洁、武广静、赵际勇

技术支持 Technical support

成迪寒、曾树祥、张方、何一冰

摄影摄像 Cameramen

索成林、唐明方、奚建、肖延安

节目单制作 Program Design

蔡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