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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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前二班 13:00 肖 玲 集体表演 《儿歌朗诵》 33 三年级一班 14:48 黄明画 集体表演 《古诗联诵》

2 学前二班 13:03 肖 玲 Claire Qiu 《海的女儿》 34 三年级一班 14:51 黄明画 肖茗悦 《曹冲救人》

3 学前二班 13:06 肖 玲 李锦宜 《孙悟空打妖精》 35 三年级一班 14:54 黄明画 曹靖峣 《煮酒论英雄》

4 学前二班 13:09 肖 玲 小组 (王嘉玥，洪安恒) 《小猴子》 36 三年级一班 14:57 黄明画 沈敏巍 《月亮和外国》

5 学前一班 13:12 黄宝珍 郑好 《白雪公主》 37 三年级二班 15:00 廖影 小组 (朱晓婉, 陆怡灵 ) 《手指童谣》

6 学前一班 13:15 黄宝珍 月亮（Kent） 《狐狸和葡萄》 38 三年级二班 15:03 廖影 毛健翔 《埋蛇的孩子》

7 一年级一班 13:18 孙海燕 李家羿 《小红帽》 39 三年级二班 15:06 廖影 陈迪昇 《画蛇添足》

8 一年级一班 13:21 孙海燕 曹亦琛 《孔融让梨》 40 三年级二班 15:09 廖影 卜海玥 《掩耳盗铃》

9 一年级一班 13:24 孙海燕 杨欣怡 《丑小鸭》 41 三年级二班 15:12 廖影 樊恺育 《狼来了》

10 一年级一班 13:27 孙海燕 洪美宝 《猴子掰玉米》 42 三年级三班 15:15 杨遇春 集体表演 《小河流呀流》

11 一年级二班 13:30 黄 丽 集体表演 《手指谣》 43 三年级三班 15:18 杨遇春 曾安祺 《还好没抓住鼻子》

12 一年级二班 13:33 黄 丽

小组( 殷诚岳 Abigail Pan 曹棣文 陈嘉颖 
白婼莹 Kevin Sun 李雨晞 Sophie Shan 
Ellie Wang 田一斐 Brian Xu 杨睿韬 Olivia 
porvaznik) 《十个手指的故事》 44 三年级三班 15:21 杨遇春 李家睿 《蚊子 狮子 和蜘蛛》

13 一年级二班 13:36 黄 丽 曹棣文 《火火兔和河马做朋友》 45 三年级三班 15:24 杨遇春 胡沐萱 《狐假虎威》

14 一年级二班 13:39 黄 丽 Brian Xu 《聪明的熊猫》 46 四年级一班 15:27 邱萍 徐子涵 《猫为什么要捉老鼠》

15 一年级三班 13:42 赵春岚 小组 (盛铭睿， 徐奔) 《对歌》 47 四年级一班 15:30 邱萍 徐子淇 《此地无银三百两》

16 一年级三班 13:45 赵春岚 Amy Wu (伍佳怡) 《小猫钓鱼》 48 四年级一班 15:33 邱萍 徐扬 《石猴出世》

17 一年级三班 13:48 赵春岚 Kenneth Zhang ( Zhang Hang) 《盲人摸象》 49 四年级一班 15:36 邱萍 孙睿达 《望梅止渴》

18 二年级一班 13:51 於琼飞 范俊康 《笨鸟先飞》 50 四年级一班 15:39 邱萍 陆芯洋 《与众不同的兔子》

19 二年级一班 13:54 於琼飞 黄语程 《猴子捞月亮》 51 四年级二班 15:42 林晓筠 刘家希 《生命泉》

20 二年级一班 13:57 於琼飞 张扬 《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52 四年级二班 15:45 林晓筠 余思成 《皇帝的新衣》

21 二年级一班 14:00 於琼飞 张思恩 《白菜的故事》 53 五年级一班 15:48 高 巨 陈凌旭 《美猴王出世》

22 二年级一班 14:03 於琼飞 万远 《亡羊补牢》 54 五年级一班 15:51 高 巨 黄文婕 《乌鸦兄弟》《割掉尾巴的狐狸》

23 二年级二班 14:06 陆宇峰 余思佳 《白菜的故事》 55 五年级二班 15:54 刘大卫 王承玉 《主神和马》

24 二年级二班 14:09 陆宇峰 石语涵 《小兔乖乖》 56 五年级二班 15:57 刘大卫 陈瑞暄 《'马虎'是怎么来的》

25 二年级二班 14:12 陆宇峰 宋嘉熙 《怎么都吃不饱的狮子》 57 五年级二班 16:00 刘大卫 石问坤 《大战潼关》

26 二年级三班 14:15 张维维 伍英浩 《磨坊主和他的儿子》 58 五年级二班 16:03 刘大卫 胡润甜 《三打白骨精》

27 二年级三班 14:18 张维维 刘清意 《孟母断机》 59 五年级二班 16:06 刘大卫 陈佳怡 《名医和鸭蛋》

28 二年级三班 14:21 张维维 Lucy Gao 《花果山》 60 五年级二班 16:09 刘大卫 陈佳欣 《王三做生意》

29 二年级四班 14:24 项莉 集体表演 《你们都别说我小》 61 五年级二班 16:12 刘大卫 郭远怡 《本领不分大小》

30 二年级四班 14:27 项莉 孙郡遥 《朋友》 62 五年级二班 16:15 刘大卫 白鸿睿 《贪心的狮子》

31 二年级四班 14:30 项莉 王子轩 《老狼请客》 63 五年级三班 16:18 陈睿 吴韫韬 《盘古开天》

32 二年级四班 14:33 项莉 Leo Yang 《一鼓作气》 64 五年级三班 16:21 陈睿 方灏文 《笑话二则》

注：开始时间作为参考。各班级以此控制，调整时间。



比赛规程

故事会工作人员 出场顺序：低年级到高年级

裁判长： 任小波 低年级组：32个节目

低年级组裁判： 刘大卫，高巨，钟烨，张旻，隋艳珠 高年级组：32个节目

高年级组裁判： 黄丽， 赵春岚，李发展，刘鸣，康庆超 评分标准：发音精准，故事完整，表达准确，表情生动，讲述流利

计时： TBD 时间：1:00pm – 4:30pm；每个节目三分钟以内，超时扣分。

摄影： 肖玲 纪念品：每个上台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领取一份

音响： 范树海,孙懿 游戏单元：新增加的游戏单元将穿插在故事比赛中间和结尾

场地秩序： 张鲁娜, 石勇军, 郭江浩,邢婵娟

主持： 徐健

游戏单元： 於琼飞, 石云峰

纪念品： 钱寅,杨春英

识字游戏说明

今年＂讲故事会＂我们将增加一个识字游戏的环节，以提高趣味性。参加有奖！比赛细节将随后公布

讲故事比赛

2016.11.6 1:00PM－4:30PM
地点：11 Avis Dr, Latham, NY
纽约首府中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