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树木”小枇杷十周年庆“十年树木”小枇杷十周年庆
中文写作演讲大赛中文写作演讲大赛



　　2022 年 6 月 6 日，美国非营利组织 Noble Tree Publishing（嘉树出版社）出版社暨 PiPa Magazine（《小枇杷》
杂志社）于成立十周年之际，特推出“十年树木”小枇杷中文写作演讲大赛，面向在美国、加拿大生活和学习、具备中文
表达能力的 17 岁以下少年儿童。希望通过这个比赛，鼓励年轻一代学习中文，提高表达能力和增强自信，促进华裔家庭的
代际沟通与文化连接。

参赛对象：

5-16 岁，在美国、加拿大学习

生活的孩子。以 2022 年 6 月 6

日的年龄为界限。

A 组：5-8 岁， 文 章 字 数 上 限

600 字，可口述，由成人记录。

B 组：9-12 岁，文章字数上限

900 字。

C 组：13-16 岁，文章字数上限

1100 字。

大赛赛程：

•	 2022 年 6 月 6 日　比赛开始

•	 8 月 7 日　投稿截止

•	 8 月 14 日　通过小枇杷公众号、

邮件公布入围名单

•	 8 月 21 日前　确认参加复赛

•	 8 月 27 日　复赛 1

•	 8 月 28 日　复赛 2

•	 9 月 13 日　公布比赛结果 

并颁发奖品。

奖项设定：

　　本次大赛设特等奖 1 名（不限组别，最高得分者），每组分设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若干名。

　　所有参赛作品将在《小枇杷》杂志或小枇杷公众号 pipamag 上选

登，并有机会得到点评并结集出版。

　　另设“优秀集体奖”，授予积极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或单位，并赠

送图书给予奖励。

　　（具体奖项设置详见下页表格）



A 组（5-8 岁） B 组（9-12 岁） C 组（13-16 岁）

特等奖
（1 名）

•	现金 $1000
•	“小枇杷文化大使”称号
•	奖杯

一等奖
（每组 1 名）

•	现金 $100
•	价值 $220	Luka 机器人
•	小枇杷书店 $80 现金券
•	价值 $99.95	eChinese 分级阅读电子书一年账号
•	奖杯

•	现金 $100
•	小枇杷书店 $100	现金券
•	价值 $99.95	eChinese 分级阅读电子书一年账号
•	Areteem	Institute	$200 现金券
•	奖杯

•	现金 $100
•	小枇杷书店 $100 现金券
•	价值 $99.95	eChinese 分级阅读电子书一年账号
•	Areteem	Institute	$200 现金券
•	奖杯

二等奖
（每组 3 名）

•	价值 $100 小枇杷云课堂拼音正音课（两节）
•	小枇杷书店 $20 现金券
•	奖杯

•	Areteem	Institute	$100 现金券
•	小枇杷书店 $20 现金券
•	奖杯

•	Areteem	Institute	$100 现金券
•	小枇杷书店 $20 现金券
•	奖杯

三等奖
（每组 5 名）

•	价值 $50 小枇杷云课堂拼音正音课（一节）
•	小枇杷书店 $10 现金券
•	奖牌

•	Areteem	Institute	$50 现金券
•	小枇杷书店 $10 现金券
•	奖牌

•	Areteem	Institute	$50 现金券
•	小枇杷书店 $10 现金券
•	奖牌

优秀奖若干名
•	小枇杷书店 $5 现金券
•	证书

•	小枇杷书店 $5 现金券
•	证书

•	小枇杷书店 $5 现金券
•	证书

优秀集体奖 •	优秀中文图书、杂志、学习用品



比赛主题（请注意是主题，不是必须用作标题）：

1.	我喜欢的……

　　在你的生活中或想象中，你喜欢什么？

这个对象可以是人，比如妹妹或蝙蝠侠；可

以是物（动物、植物、物品等），比如一种

食物、一个玩具；也可以是事情，比如某项

运动、某个节日、某个故事；还可以是职

业、城市、音乐 / 艺术、国家 / 朝代……这

个你喜欢的 ta 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特别

之处？你为什么喜欢 ta ？

　　文为心声，因为有了发自内心的喜爱，

相信大家一定能用文字描绘出一个丰富多

彩、有趣又动人的世界。

2.	一张照片

　　虽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爸爸的爷爷和奶奶，但是

我知道他们的很多故事，爸爸经常打开家里的相册，

给我讲述“家史”；虽然我没有“参加”过爸爸妈妈

的婚礼，可是我经常翻他们的婚纱照，看着妈妈脸上

幸福的笑容，我明白了为什么她总说我是在爱的摇篮

里诞生的；虽然那场篮球决赛我们失败了，但是看到

爸爸的手机相册里，我们的辛勤的汗水和坚毅的眼神

被定格在一张张照片上，我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一

定会拿到冠军；我的床头摆放着一张合影，抱在我怀

里的是从小陪伴我的宠物小狗……	

　　翻看照片，打开记忆的闸门，写写一张照片背后

的故事吧！

3.	假如我有任意门……

　　假如你有任意门，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你最想去哪里？巴黎、东京、喜马拉雅、夏威夷，

还是你思念的爷爷奶奶家？

　　假如你有任意门，可以穿越到任何一个年代，

你最想去到什么时代？东方的汉朝、唐朝，还是欧

洲的罗马、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大陆，或者 1000 年

以后？

　　假如你有任意门，你会去月球找找阿姆斯特朗

的脚印，还是去火星看看那里是否适合人类居住？

要不直接飞离太阳系，来一场穿越宇宙的奇幻之旅？

　　大胆地展开想象，穿越古今中外、宇宙太空，

告诉我们假如你有任意门，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吧！



大赛评委：

•	 特邀专家评委

温晓虹博士

休斯顿大学教授、中文
研究中心创始人及现任
主任、汉语二语言习得
研究专家、学者。

王静涛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
事及期刊主编、爱城
华文学院校长、美国
公校教职人员。

吴卉婷

美国童书出版社
Yeehoo Press 
社长、绘本作家、
插画师。

•	 《小枇杷》编辑

程静

Noble	Tree	Publishing 创始人、
《小枇杷》杂志主编。

亓莉莉

《小枇杷》杂志编辑、 
小枇杷云课堂教师、作家。

彭疆南

《小枇杷》杂志编辑、
纽约华人资讯网编辑。

•	 小枇杷云课堂老师

严书宇博士

小枇杷云课堂教研总监、 
德凰中文学院创始人、 
原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二期课改国家课题组成员。

陈阳

小枇杷云课堂教研副总监、
小枇杷云课堂教师、 
美国公立中学教师、 
纽约石溪中文学校教师。

汪君

小枇杷云课堂教师、 
小枇杷电台负责人、 
纽约布法罗中文学校 AP 班主讲老师、 
专业英语配音员。



参赛形式： 参赛注意事项：

1.	 比赛分初赛、复赛两轮比赛。报名费 $10，请先在小枇杷云课堂网站报名 

（www.pipachinese.com/contest），报名完成后会收到确认邮件，在

截止日期（11:59PM	Pacific	Time,	8/7/2022）前回复邮件，并以附件

（attachment）提交初赛作文。

2.	 初赛为作文写作比赛。参赛者在公布的主题中任选一个，用中文创作，需符合

年龄组字数要求，以 Word 格式上传，只接受打字稿，不接受手写。

3.	 复 赛 为 作 文 演 讲 比 赛。 通 过 第 一 轮 筛 选， 所 有 参 赛 者 会 收 到 结 果 通 知

（8/14/2022)。如果入围，请按通知时间参加复赛。复赛在 Zoom 会议上

在线举办，以演讲的形式向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的作文（内容基本一致，不需

逐字朗读、背诵），时间为 1-5 分钟。建议参赛者配合作文内容制作 PPT，

或者分享照片或自己创作的图画，使演讲更为生动，但这不是必须的。

4.	 一人可同时投稿多个主题，但每一主题只能投一篇。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网

络载体上发表过的作文不能作为参赛作品投稿，在比赛结果公布前，参赛作

品不能用于参加其他比赛或投稿。参赛作文严禁他人代写或抄袭。如有违规，

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5.	 报名时请填写常用电子邮箱，收到复赛通知后，如参加复赛，请尽快回复通知

并确认参赛。如复赛前一周还未收到确认，将被视为自动弃权。

1.	 初赛投稿截止日期为 11:59PM	Pacific	Time,	8/7/2022，为避免错过比赛，建议

至少提前两天报名，大赛只接受回复报名确认邮件的投稿，未报名直接发信投稿视为

无效。若未收到确认邮件，请检查垃圾箱并联系 contest.pipa@gmail.com 询问。

2.	 关于比赛有任何疑问请发信至 contest.pipa@gmail.com 询问。小枇杷微信公众号

后台、小枇杷各微信群以及与大赛相关的任何个人微信不负责解答关于大赛的疑问。

3.	 所有参赛作品一经参赛即被视为同意《小枇杷》对其作品拥有公开展示、印刷出版、

推广、改编的权利。

4.	 复赛选手必须同意在演讲比赛中全程打开摄像头且被录像，但可以选择个人参赛片段

不出现在小枇杷公开展示的录像中（具体细则见报名同意书）。

5.	 凡参赛者均被视为自动同意本启事之各项约定，违者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6.	 本次比赛只针对长期在北美生活、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少年儿童。在纯中文环境长期

居住生活，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用于学习和生活的少年儿童，无论现居住地是否在北美

都不适于此次比赛；如有违反，主办方有收回奖励的权力。

7.	 本届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小枇杷》杂志社。

•	 嘉树出版社及《小枇杷》杂志详情：www.pipamag.org
•	 小枇杷云课堂文化中文课：www.pipachinese.com
•	 美国地区订阅《小枇杷》杂志：www.pipamag.org/shop

附：



以及 Nicole	Zhang	&	Bill	Cheng、钱护壮和匿名捐赠者们。

衷心感谢！

大赛的举办离不开以下组织和个人的慷慨赞助、支持：

刘思嘉 & 曹文辉

Asian	American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eChinese	易中文 JoJo Learning

Map Shen

Areteem	Institute
www.areteem.org

Modern	Realty
www.modernrealtyusa.com

Theresa	Wang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www.tdwa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