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华杯》美国青少年汉语朗诵比赛

决赛暨颁奖典礼
美中实验学校 美国华人基金会 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哈维中文学校
美国《侨报周末》 美国国际合作发展委员会
华盛顿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马大孔子学院 美中工商联合会
联合举办
《聚焦华人》网络电视、美国华视特约全程视频赞助报道
大赛组委会：王耀辉、雷雷、陈胜章、张斌、陈绎如、夏祥波、黄河、杨修竹、陈建戈、侯纲、
杨莉、崔建新、张丽清、刘伟敏、程云楷、左一心

庆典程序
一 决赛开始，顺序：小学 A 组、小学 B 组、中学组、高中组；
二 介绍贵宾、赞助单位和组委；
三 贵宾致辞；
四 宣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决赛选手荣誉榜

小学 A 组：顾嘉怡 周悦月 郭玥彤 姚安迪 应昀翎 王天章 唐新迪 宋丽娜 吕芊芊
小学 A 组：顾嘉怡 周悦月 郭玥彤 姚安迪 应昀翎
小学 B 组：黄晚思 余皓萱 孙境琦 田蚌蚌 吴宇馨
小学 B 组：黄晚思 余皓萱 孙境琦 田蚌蚌 吴宇馨
方 圆 杨北麒 王可可 宋瑞杰 陈瑞雪
方 圆 杨北麒 王可可 宋瑞杰 陈瑞雪

王天章 唐新迪 宋丽娜 吕芊芊
王世腾 余如音 徐德美 童一贺
王世腾 余如音 徐德美 童一贺
王嘉莹
王嘉莹

中学组：

童铭轩 李瑞涵 齐杉杉 张 心 姚羽馨

高中组：

李美人 胡琬莹 薄海昭 胡洁希 殷东蕙

大赛义工荣誉榜
岳 红 田 越 戴慧平 周卫国 尹于蓝 邢 星 陈慧萍 黄 崧 柳凯文 陈逸飞 成小晓 胡逸群
黄娜妹 王淑仪 刘双柱 戴海宁 蒋 晔 李志凌 赵佳彬 冯砚珺 何 萍 董建萍 傅国毅 张国威

大赛评委：
吕大渝，五十年代中出演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1960 年选调中央电视台。北京广播
学院播音专业首期学员。中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八十年代初请调专题部《人物述林》专栏，任记者、编辑、
主持人。主任编辑职称。获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选一、二、三等奖。1987 年移居美国，自由职业。九十年代中
创办大鲸鱼文化交流工作室（BWCE）。著有《走近往事》。
侯纲，华府著名主持人，从撰写主持词、编写小品到主持节目、表演小品和话剧的多面手。1984 年毕业于北京
航空学院， 1986-1987 年在北京广播电影学院进修。曾任江苏电视台新闻主播、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导演，获省新
闻节目主持一等奖；编导、主持的专题片《你的故事》获全国三等奖。现从事电脑软件方面的工作，也是《聚
焦华人》网络广播电视公司负责人。
王建华，一位低调、谦和，具有深厚艺术功底的专业演员。原北京曲艺团主要演员，主演的《一双绣花鞋》、
《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很多剧目广受欢迎。来美后仍活跃在华府舞台，曾多次组织、主持、导演各类大型晚
会，也导演过音乐剧《奇妙的救恩》、主演话剧《分居》及各类小品。现任“佳音艺术事工团”副团长、编剧、导
演、艺术指导；《美国华视》“他们在美国”节目主持人。
李峰，原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栏目主持人，她的亲和力和人性化主持风格备受观众喜欢。李峰毕业于中国
传媒大学，又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硕士。曾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宣传干事；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
心新闻部文教组组长；《中国新闻文化报道》 制片人、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制片人、主持人。她
曾获得“中国彩虹奖”一等奖，出版过两本专著《李峰说台湾》和《看台湾、说台湾》。是华府参与社区各种公益
活动的热心人。
王璐，前沈阳话剧院的专业演员，对艺术的追求贯穿了她全部的生命。来到美国后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戏剧的触
觉去观察生活，探析人生，创作、导演并表演了话剧《分居》等不少作品。她也是热心的社区活动积极分子，
为公益事业投注了大量的精力。连续几年她的担任华盛顿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同心欢乐晚会”的导演，一台
台令人惊喜、令人感动的晚会获得广泛的好评。
齐慧生、一位资深教育学者，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美国圣母大学，拥有语言和管理的碩士學位，任职于《美国之
音》 十几年的资深记者和主持人。他既有語言教学的丰富經驗，又有长期的记者、播音和主持的全面经历，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学识素养，谦逊低调的为人风格，使他在教学和工作中都得心应手，深得学生和单位好评。
赵璐群，中国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导演专业研究生。曾留校任教多年为师育人，组织过很多
大型晚会及协助央视名导。来美国后在中文学校服务多年，2006 年执导大型晚会《岁月的歌》才让人们发现这
个一贯低调的人才。随后她连续五年担任华府春晚的总导演，并先后执导过 《古韵雄风》、《瑞雪迎春》、
《血脉相连》、《世纪的风采》等十多场大型晚会的演出，还有在 DC 迎奥运、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等很多大型活
动，得到无数好评。
苏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前北京广播电台英语部播音员， 同时担任中央电视台“星期日英语” 节目主持
人。曾为国家对外的许多中国文化艺术纪录片配音，并多次为外国访华代表团和中国实验京剧团出国演出担任
主要翻译。1981 年获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奖学金，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 年
起到美国之音中文部工作，为资深编辑。曾编写、制作和主持英语教学节目，节目文本由中国翻译出版公司出
版成书。
杜茵，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国家一级播音员。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 30 分》
等栏目播音员和主持人。她集采、编、播于一身，曾担任建国 50 周年庆典现场主持人，也曾现场报道《昆明世
界园艺博览会》等大型活动，制作的节目多次获奖。来美后获纽约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先后就职于纽约中文电
视、凤凰卫视美洲台、香港 TVB 美洲台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 任主播、记者等职。
黄燕，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本科毕业， 曾担任《河南日报》编辑， 河南省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河南省电
视台特约通讯员， 河南省卫生有线电视台记者及新闻主播。1997 年来美后， 顺利获得计算机硕士，目前从事 IT
行业。曾在 2013 年华府春晚担任主持人。
胡宏，节目主持人，话剧演员。曾经获得上海市中小学朗诵比赛一等奖。曾在上海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奖
赛担任主持人。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参加过多部电 影的配音工作。在美国某电影中扮演过主要角色。并曾多次
参与编演的系列小品＂七嘴八舌＂中模仿过各种人物。经常在脱口秀中显露幽默。
张艺曦，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播音主持专业、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新闻专业，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表演专
业，毕业后从事播音主持工作八年，曾先后在央视数字 频道《健康纪实报道》、北京公共频道《四海漫游》、
山东卫视、中国教育一套及环球旅游频道等多个卫视频道节目担任主持人及编导。其亲切、活泼、自然的主持
风格深受观众喜爱和好评，节目多次在国内获奖。

鸣 谢 赞 助
美国华人基金会旗下（Chi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United States）

亚洲商品城

千种商品全场义卖

助中国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亚洲商品城坐落在 Rockville 最繁华的路段 355 公路上，总面积达 2.3 万平方尺，主营中高档家居用品和景德
镇陶瓷，是 Rockville 地区最大的家居用品商店。亚洲商品城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欢迎广大华人同胞
前来选购！同样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地址：800 Hungerfo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TEL：240-314-0366

桂莲基金会 GUILIAN Foundation

www.moycheungfinancial.com for all the latest information, newsletters and 150 financial calculators regarding your
taxes and finances. Our information is constantly updated and up-to-date.
梅張會計網站為您提供最新的財務稅務信息，有 150 多種供您計算財務之工具。
Satellite Office (郵政局旁)
622 Hungerford Drive, Suite 21
Rockville, MD 20850
MD: 電話：(301) 838-2881
電傳：(301) 838-8708

祝賀我們的年輕人！
對朗诵的熱愛將永久豐富人生
Congratulations to Our Young Poets!
Your Love of Poetry Will Enrich Your Lives
Forever.

Main Office (大會堂旁)
1310 Ni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DC: 電話：(202) 234-2228
電傳：(202) 797-9288

註冊會計(CPAs), 稅務師(EAs), 内部審計師(CIA),申報全美個人, 公司, 信托和非盈利組織所得稅，電子傳送，成立公
司，年終稅務/財務計劃，禮金/遺產計劃，符合規章審計，稅務稽核代表，收稅程序，危機或收稅干預，信託基金免
除罰款，妥協支付稅款，對稅務法院立案或者未立案的案件向國稅局上訴部門請求結案，或作法院立案代表。

祝《中华杯》美国青少年汉语朗诵比赛圆满成功！
亚洲商品城

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美中工商联合会
Long River Realty

长江房地产
全职经营维州、马州大小房地产
精通国语、台语、英语

刘伟敏
Lisa Liu
Manager

马州专机：301-518-8270（C）
301-483-8882（C）
维州专机：202-360-6990
传真：
301-483-8828

Lisa_liu50@hotmail.com www.longriverrealty.com

Ivy Mortgage Inc
www.ivymtg.com

爱维贷款
Branch Manager: Andy Zhou Email: azhou@ivymtg.com
9401 Lee Highway, Suite 202 Fairfax, VA 22031
703-278-4600 office
toll free 1-877-607-3200 fax 703-344-1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