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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21世纪·新东方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天津赛区初中组半决赛通知

中国日报社“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创办于 1996 年，是每年在英国

伦敦举办的国际公众英语演讲比赛（INTERNATIONAL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中国区唯一选拔赛。作为国内学术档次最高、组织最为严谨的英

语学习竞赛，比赛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一个国

际化、专业性的学习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英语素质教育做出积极贡献。比赛每

年的获奖选手代表中国学子综合英语演讲能力的最高水平。

第十四届“21 世纪·新东方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天津赛区复赛

评审已经结束，经过评委会认真审核，你成功晋级半决赛。请做好半决赛的准备

工作，并协调好学习及考试等日程安排，以便能够准时参赛，期待你能在比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

主办单位：中国日报社|China Daily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ew Oriental Education ＆ Technology Group

承办单位：21 世纪英语教育传媒|21st Century English Education Media

天津赛区承办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Tianji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一、半决赛时间：

1、上午场：2016年 1月 24日（周日）8:00-12:00（报到时间 8:00-8:15）

2、下午场：2016年 1月 24日（周日）13:00-17:00（报到时间 13:00-13:15）

半决赛参赛选手名单及上、下午分组情况附后，请选手自行查询并根据上、

下午场确认本人报到时间。请所有选手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比赛现场报到，不

能按时报到的选手视为自动弃权。报到不需携带任何资料，报到结束后所有选手

将集中召开赛前选手会，陪同指导教师及家长请到赛场等候比赛开始，初中组上

午场及下午场均分为 A、B两组同时进行，选手分组及出场顺序于选手会上抽签

确定。

二、半决赛地点：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地址：河北区南口路 11号（南口路与志成道辅路交口往北 50米，机动车禁止入

校，校门口有电子违章摄录，请勿随意停车，驾车的家长请将车停至学校南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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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辅路，步行 100米进校）

三、半决赛流程：

1）报到 2）召开赛前选手会（抽签确定分组及出场顺序） 3）比赛 4）颁奖

四、半决赛环节：

已备演讲（2分钟）+ 即席演讲（1分钟）+ 现场问答（1分钟）

1、已备演讲主题：The Year 2050 as I See It

2、即席演讲题目于选手上场前 10分钟抽取，现场问答题目由提问评委根据选手

已备演讲内容现场提问。

3、选手上台后首先开始已备演讲，已备演讲结束后，选手在台上等待主持人宣

读即席演讲题目并进行即席演讲，即席演讲结束后，选手等待提问评委提出问题

并作答。请选手控制好即席演讲及问答时间，不要超时，但也不要过于简短缺乏

内容。

4、选手任何一个部分的演讲结束，请说“Thank you.”以便主持人或提问评委开

始下一个环节。

五、半决赛奖项设置：

1、半决赛分为上午场 A组、B组及下午场 A组、B组，共 4个小组。每个小组

分别评选出决赛晋级选手 3名（前 3名），一等奖 8-10名，二等奖 10-12名，

三等奖若干名。其中 4个组别的前 3名共 12人获得天津赛区决赛参赛资格，同

一小组每所学校只有 1名选手可获得天津赛区决赛参赛资格，如同小组晋级选手

来自同一所学校，则名次靠后的选手顺延为一等奖。

2、获奖名单将于选手比赛结束后现场公布，并现场颁发选手及指导教师获奖证

书。上午场颁奖仪式预计于 11:30-12:00进行，下午场颁奖仪式预计于 16:30-17:00

进行，请选手比赛后尽量不要离场，准时参加。

六、半决赛注意事项：

1、半决赛为公开比赛，允许每位选手最多允许 3名陪同人员入校（含指导教师、

家长、同学），陪同人员请在赛场内指定区域观看比赛。

2、请所有参加半决赛的选手于 1月 19 日（周二）20:00 点前，将本人已备演讲

演讲稿 word 版以附件形式发至 tj_21st_century@126.com ，邮件名及附件请均

以“初中组+学校+选手姓名”命名，演讲稿仅供提问评委参考，选手在提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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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演讲稿后仍可在不改变大意的前期下对演讲稿内容进行修改，打分评委不会

参考演讲稿，仅依据选手现场演讲内容评分，如选手未能按时上传演讲稿视为自

动弃权。

3、选手进入准备室可携带笔、本、饮用水、词典等，但抽取题目后不能与陪同

人员进行沟通，准备室内会为选手准备公用词典。

4、选手在演讲中请勿透露个人信息（姓名、学校名称等），不能穿校服或佩戴

校徽等表明学校的标志，否则评委将酌情扣分。

5、为了便于选手掌握时间，工作人员会在每个环节还剩 15秒时举牌提示，时间

到时按响铃。铃响后，选手应尽快结束演讲（尽量在一句话内），否则评委将酌

情扣分。（提问评委的提问时间不计算在答题时间内）。

6、半决赛评审费：200元，请所有参加半决赛的选手于 1月 19 日（周二）20:00

点前，登陆 http://shop113066188.taobao.com 点击页面内半决赛评审费缴费

指定链接，完成报名并缴费，如选手未能按时缴费视为自动弃权。

7、比赛视频：组委会将对半决赛进行全程摄像，比赛视频光盘将作为比赛资料

自愿订购，定价 50元，选手可在评审费缴费指定链接中一并订购，视频将随复

赛获奖证书与 2016年 3月 15日前一起发放，选手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订购。

联系方式：

天津赛区组委会：中国日报社 21世纪英语教育传媒天津工作站

联系电话：022-87285150 18622358973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万通上游国际 23-2401

全国组委会：中国日报社 21世纪英语教育传媒

联系电话：010-6499551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5号中国日报社 4层

中国日报社“21世纪杯”

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组委会

2016 年 1 月 14 日

初中组半决赛选手上、下午分组名单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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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半决赛上午场选手名单

请上午场选手于 1月 24日（周日）上午 8：00-8：15 报到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TC0302040 钟 晴 南开中学 TC0806028 孟金垚 华辰学校

TC0305147 李轩昂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305038 崔靖怡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308067 冯子悦 第二十五中学 TC0501010 周星锐 天津外大附校

TC0109107 华宣皓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10029 王佳卉 汇森中学

TC0501099 王乐怡 天津外大附校 TC0207015 计子希 第四中学

TC0302005 韩兆禹 南开中学 TC0104018 王 祎 第二南开中学

TC0603025 张若轩 天津五中 TC0109029 李楚妍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01170 张怀月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2164 王一然 南开中学

TC0605060 李曦然 天津三中（方舟实验） TC1004004 马宇轩 瑞尔英语

TC0510300 王美真 汇森中学 TC0107032 梁朕齐 第二十一中学

TC0501138 沈正浩 天津外大附校 TC0109138 陈玥彤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302112 傅乐施 南开中学 TC0109032 赵重钧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01168 吴少博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03 狄可欣 天津外大附校

TC0207014 张瑞文 第四中学 TC0902016 付 昱 立德中学

TC0305096 高天翊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501040 张斯博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3071 李晓君 南开大学附中 TC0303072 杨杰明 南开大学附中

TC0802053 周 宁 普育学校 TC0806036 狄 鸣 华辰学校

TC0109011 孙艾菁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905029 魏 瑄 百华实验中学

TC0210001 刘逸天 佟楼中学 TC0911002 孙 熙 大毕庄中学

TC0910030 韩浩翔 东丽中学 TC1005120 李佳音 双港中学

TC0302100 王婷钰 南开中学 TC0510219 谢卓翰 汇森中学

TC0101001 郑茹丹 天津一中 TC0305121 张斯羿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1001019 王姿怡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101036 尚润身 天津益中

TC0201011 梁家骥 实验中学 TC0501105 李紫澍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15 徐嘉铭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13 白滢辰 天津外大附校

TC1001070 刘兆祎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501063 王佳萱 天津外大附校

TC0204017 孟庆君 海河中学 TC0905006 张文睿 百华实验中学

TC0305052 王楚乔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703007 逯一祎 杨柳青二中

TC0109030 钟佳雯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703012 吕亚蔓 杨柳青二中

TC0501132 杨雅坤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81 刘晫苒 天津外大附校

TC0102028 孟士博 双菱中学 TC0201012 刘暖洋 实验中学

TC0109130 熊紫吟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01098 王明阳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5027 张茜乔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501036 马睿祺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2047 张嵩涛 第十四中学（天士力） TC0101003 马祎玮 天津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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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0207001 黄雨薇 第四中学 TC0306014 朱柯睿 第四十三中学

TC0501086 郑童磊 天津外大附校 TC1101008 邹婧譞 第四中学

TC0109052 张庭玮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905058 张凌睿 百华实验中学

TC0707017 张耀文 王稳庄中学 TC0305155 杜浩宇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505001 于欣雨 第九十三中学 TC0102029 张语惠 双菱中学

TC0501068 魏翘楚 天津外大附校 TC0806041 盛露羽 华辰学校

TC0107041 孙英泽 第二十一中学 TC0703010 吕思彤 杨柳青二中

TC0404021 冯智昭 华英中学 TC1004006 王梓旭 瑞尔英语

TC0501116 张雯暄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164 郭欣竹 天津外大附校

TC0905028 刘 畅 百华实验中学 TC0405012 刘满志 香山道中学

TC0209031 杨奕童 北师大天津附中 TC0304019 王熙森 育红中学

TC0107004 沈可音 第二十一中学 TC0203002 孙雨箫 新华中学

初中组半决赛下午场选手名单

请下午场选手于 1月 24日（周日）下午 13：00-13：15 报到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TC0501102 刘兆轩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69 顾桐轩 天津外大附校

TC0404004 贺行云 华英中学 TC0305061 杨景骧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110014 倪雪骐 第五十五中学 TC0501007 卢彦哲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91 杨嘉琦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129 闫佳悦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5156 张笑寒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302131 张孟哲 南开中学

TC0501047 何禹田 天津外大附校 TC1001080 刘梦蝶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502099 高博识 第十四中学（天士力） TC0201027 王禹然 实验中学

TC0305136 张波睿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801061 刘 睿 北辰区实验中学

TC0902018 刘新宇 立德中学 TC0305129 谢心悦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501011 苏政妤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5142 鲁若林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501157 陈仕锟 天津外大附校 TC0801026 宋一男 北辰区实验中学

TC0501115 王骧龙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01 王涤菲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5042 尚苏源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501155 胡奕萱 天津外大附校

TC0605061 徐弘霄 天津三中（方舟实验） TC0705021 岳 琳 当城中学

TC0413002 彭 博 育才中学 TC0902031 李舒童 立德中学

TC0109148 滑旭辰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202041 李之扬 第四十一中学

TC0910023 任雪景 东丽中学 TC0102024 宋婧瑜 双菱中学

TC0905002 李佳丽 百华实验中学 TC0201016 朱蔚骐 实验中学

TC1005151 冯骊安 天津五中 TC0110020 张馨怡 第五十五中学

TC1001069 刘儒昕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901028 王 洁 小东庄中学

TC0109102 申高睿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01140 刘馨怡 天津外大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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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0501108 奚润敏 天津外大附校 TC0501057 单 新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2101 高 远 南开中学 TC0102031 李宛鸿 双菱中学

TC0201017 郭芸雅 实验中学 TC0303075 李雨柔 南开大学附中

TC0109109 杜 芏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501103 孙世源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3042 刘弈均 南开大学附中 TC0501021 韩宗玚 天津外大附校

TC0902032 孟芸熙 立德中学 TC0102016 张瑞祁 双菱中学

TC0305095 崔逸辰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510031 徐文涛 汇森中学

TC0205019 张志扬 自立中学 TC0104036 蔡林融 第二南开中学

TC1001078 刘星男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501018 王子腾 天津外大附校

TC1001075 刘儒亦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302181 安志杰 南开中学

TC0905053 孙 楠 百华实验中学 TC0109181 赵晨羽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605035 张秋霏 天津三中（方舟实验） TC0302099 孙 乔 南开中学

TC0905054 平金楠 百华实验中学 TC0605076 穆伊正 天津三中（方舟实验）

TC0208015 刘芯羽 第四十二中学 TC1001074 吴欣原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205008 李泽松 自立中学 TC0501125 张心弈 天津外大附校

TC0806053 张天一 华辰学校 TC0501089 饶华鸣 天津外大附校

TC0305115 陈 晴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0501100 龙雯心 天津外大附校

TC0103006 孙逸凡 汇文中学 TC0506002 刘天开 扶轮中学

TC0501088 孔艺霖 天津外大附校 TC0404017 陆晨琳 华英中学

TC0305110 吴 迪 南开翔宇学校（梅江校区） TC1001073 朱泽鸿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103001 胥翼航 汇文中学 TC1001036 刘婧萱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1001031 徐美伦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1001077 杨润一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

TC0109166 孔祥辉 耀华中学（含嘉诚） TC0810061 杨欣欣 北仓二中

TC0305058 常欣怡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401009 叶 溪 第五十四中学

TC0305041 李佳雨 南开翔宇学校（保山道校区） TC0412011 耿凡琇 二号桥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