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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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区小学高年级组半决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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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周六）8:00-12:00（报到时间 8:00-8:15）

2、下午场：2016年 1月 30日（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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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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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问答（2分钟）

1、已备演讲主题：My Family

2、现场问答共回答 2个问题，问题 1于选手上场前 10分钟抽取，问题 2由现场

评委根据选手已备演讲内容现场提问，选手回答两个问题的合计时间为 2分钟，

两个问题不分开计时，评委提问时间不计算在内。请选手控制好答题时间，不要

超时，但也不要过于简短缺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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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第 1个问题并作答，选手回答完问题 1后等待提问评委提出第 2个问题并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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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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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学高年级组+学校+选手姓名命名，演讲稿仅供提问评委参考，选手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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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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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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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获奖证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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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高年级组（4-6）半决赛选手上、下午分组名单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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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组半决赛上午场选手名单

请上午场选手于 1月 30日（周六）上午 8：00-8：15 报到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TX0301032 齐珺祎 风湖里小学 TX0102001 王逸轩 岳阳道小学

TX0521037 张新懿 育婴里小学 TX0601067 李帛函 天津师范附小

TX0519051 王姿予 新开小学 TX0101084 强媞媞 万全小学

TX0814024 聂虹翼 引河里小学 TX0202001 彭振南 闽侯路小学

TX0606036 张佳伟 求真小学 TX0307003 李至柔 天大附小

TX0519009 孙 煜 新开小学 TX0506023 刘一麟 育婴里第二小学

TX0610027 赵 妤 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TX0516024 苏忠旭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516012 方婧贤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407096 王子薇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307001 于雅璇 天大附小 TX0101091 朱怡旭 万全小学

TX0405051 顾攀攀 前程小学 TX0815077 王子琦 华辰学校

TX0501009 杨文仪 连云路小学 TX1101014 马川惠 小南河中心小学

TX1008016 张凯博 魅力英语 TX0515033 季源廷 开江道小学

TX0302004 张彦平 博瀚小学 TX0607025 王柯心 新村小学

TX0510038 史文丽 兴华小学 TX0105003 韩翔宇 天津市实验小学

TX0723032 张其洛 工大附小 TX0103001 钱美旭 二十中附小

TX0815080 于永佳 华辰学校 TX0606026 徐宝灿 求真小学

TX0710039 李欣忆 西青区实验小学 TX0710021 邹新宇 西青区实验小学

TX0505060 宋佳萱 光明小学 TX0407076 党宇佳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521061 韩博丞 育婴里小学 TX1008012 李羽婵 魅力英语

TX0519048 张益祯 新开小学 TX0505028 王韵然 光明小学

TX0605071 王若宁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308004 苏政烁 五马路小学

TX1001031 陈奕涵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1008002 卢璟怡 魅力英语

TX0303094 孙赫遥 南开翔宇学校 TX0606050 夏耀阳 求真小学

TX0405053 王奕然 前程小学 TX1008011 卫思卿 魅力英语

TX0602059 李骅卿 佳园里小学 TX1008006 周子楠 魅力英语

TX0601001 刘雨田 天津师范附小 TX0828039 卢 山 模范小学

TX0805002 姚璎育 天穆小学 TX0104001 高新皓 鞍山道小学

TX0710042 王子骄阳 西青区实验小学 TX0302005 林 雯 博瀚小学

TX0514018 张斯潆 扶轮小学 TX0607019 史笑天 新村小学

TX0606082 赵航立 求真小学 TX0405049 童 祥 前程小学

TX0606035 刘雨轩 求真小学 TX0605052 张景然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307002 孙雨桐 天大附小 TX0302003 卢思默 博瀚小学

TX0705026 黄城晨 杨柳青第一小学 TX0101022 李沛杰 万全小学

TX0605083 石轩宇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407055 刘博文 河东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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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0407069 高鸣洁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701005 高思远 天津师大三附小

TX0607052 王霄鹏 新村小学 TX0606072 周俊延 求真小学

TX0406053 刘权毅 互助道小学 TX0501037 杨 湉 连云路小学

TX0507028 商宇彤 大江路小学 TX0606045 王艺博 求真小学

TX0308002 王国懿 五马路小学 TX0407040 巩文畅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815106 姚雪融 华辰学校 TX0101082 黄天心 万全小学

TX0601068 张周琳 天津师范附小 TX0605053 周羿霖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105002 罗正昊 天津市实验小学 TX0601087 刘昊东 天津师范附小

TX0828025 何雅雯 模范小学 TX0517015 周辰宣 河北区中心小学

TX0306001 韩蕊琳 东方小学 TX0604040 杜芮萱 文昌宫民族小学

TX0826005 陈美仪 西堤头小学 TX0405046 赵元悦 前程小学

TX0101039 黄雨桐 万全小学 TX1005001 高超凡 咸水沽第三小学

TX0606056 王岱林 求真小学 TX0406023 石昊阳 互助道小学

TX0601071 鲁一鸣 天津师范附小 TX0404063 白依兰 盘山道小学

小学高年级组半决赛下午场选手名单

请下午场选手于 1月 30日（周六）下午 13：00-13：15 报到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参赛编号 姓名 学校

TX1002029 罗田甜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二部 TX1001006 陈国达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0407028 杜浩睿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601010 李昊聪 天津师范附小

TX0303091 武雯新 南开翔宇学校 TX1008017 魏兰沣 魅力英语

TX0605060 贾 峥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512048 李正昊 河北区实验小学

TX0606062 刘勃宇 求真小学 TX0601032 邵佳琳 天津师范附小

TX0516068 万一诺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301035 王艺霏 风湖里小学

TX0101075 赵 航 万全小学 TX0101083 王泓苏 万全小学

TX0519030 汪佳洁 新开小学 TX0607018 曹圆圆 新村小学

TX0509019 周锦程 宁园小学 TX0827043 张欣雨 北仓小学

TX0508030 刘耀琪 增产道小学 TX0815114 兰香溢 华辰学校

TX0504039 辛佳锐 红星路小学 TX0516040 陈慧欣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101078 赵浚涵 万全小学 TX0407027 何禹铭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516073 刘殊合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402020 徐子涵 缘诚小学

TX0803015 王文宇 辰昌路小学 TX0521016 王溪溪 育婴里小学

TX0606002 任佳宁 求真小学 TX0512026 王与同 河北区实验小学

TX0101021 侯奕杉 万全小学 TX0521040 朱玺臻 育婴里小学

TX0407032 张博纯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504031 周 菁 红星路小学

TX0101074 褚宇晗 万全小学 TX0605073 王予希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301039 杨沛钢 风湖里小学 TX0615011 柴子桓 清源道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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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0103002 于佳子誉 二十中附小 TX0601080 黄思宁 天津师范附小

TX0606025 张焕喆 求真小学 TX0824017 赵 艺 瑞景小学

TX0516075 宋思池 昆纬路第一小学 TX0601018 徐昶华 天津师范附小

TX1005003 韩 瑞 津南区咸水沽第三小学 TX0403014 李璐冰 河东区第二中心小学

TX0601048 张梦雨 天津师范附小 TX0605080 熊翌萱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102002 刘英汉 岳阳道小学 TX0601002 王煜嘉 天津师范附小

TX0602001 朱欣冉 佳园里小学 TX0301033 池美晶 风湖里小学

TX0304008 孙 雷 天津师大南开附小 TX0709015 阮雪晴 中北小学

TX0612013 刘有强 佳春里小学 TX0519003 邢梓欣 新开小学

TX0813020 邓心雨 河头学校 TX0405060 苏梓川 前程小学

TX0515017 崔子欣 开江道小学 TX0407100 陈子伊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203001 李卓然 华夏未来艺术学校 TX0301037 韩雨润 风湖里小学

TX0605078 雷婷羽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517021 杨松霖 河北区中心小学

TX0612023 付晗钰 佳春里小学 TX0605055 王欣然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303098 彭思惟 南开翔宇学校 TX0709016 王俪颖 中北小学

TX0815162 周弋婷 华辰学校 TX0108001 佟雨桦 和平区建物街小学

TX1001017 王圻安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0810006 麻城阳 王庄小学

TX0101061 郑钰凡 万全小学 TX0408001 李佳柠 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TX0605062 张博垚 红桥区实验小学 TX0902001 赵纪阳 东丽区实验小学

TX0710041 牛诚琳 西青区实验小学 TX1001018 杨家暄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1002032 段皓博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二部 TX1001060 郑嘉铭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0502028 黄京京 新程小学 TX0710043 赵静怡 西青区实验小学

TX0512016 朱 贺 河北区实验小学 TX1001061 蔡 潜 天津外大滨海附校小学一部

TX0303132 周韦晨 南开翔宇小学 TX0407034 宋耀伦 河东区实验小学

TX0301036 李思瑶 风湖里小学 TX0708016 张梓霖 王稳庄镇中心小学

TX1003013 汪睦涵 天津塘沽实验小学 TX0510027 琳赛卡斯丹 兴华小学

TX0101077 马艺珈 万全小学 TX0601082 黄乐童 天津师范附小

TX0506041 闫靖轩 育婴里第二小学 TX0521001 王悦瀚 育婴里小学

TX0820003 赵 焓 苍园小学 TX1007008 周子竣 津南区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