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华夏北区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奖等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一奖等 虞恺晴 博根 何晨菲 纽约中心 钱宏翊 纽约中心 

一奖等 何艾润 博根 陈米诺 博根 金驰茵 大纽约 

二奖等 伍一依 康州 李立安 博根 缪薇薇 大纽约 

二奖等 李立瑞 博根 邱婧恬 长岛 陈欣 博根 

二奖等 苏智翔 大纽约 李立茂 博根 王黛若 博根 

二奖等 刘珈淇 博根 房相成 大纽约 王黛月 纽约中心 

三奖等 潘北辰 大纽约 林明露 康州 马思齐 博根 

三奖等 林玟锦 纽约中心 章元元 大纽约 于露茜 长岛 

三奖等 车悠然 纽约中心 沈静远 博根 刘恺琪 博根 

三奖等 吴抒霏 纽约中心 周汀逸 纽约中心 黄安宸 长岛 

三奖等 李麦绮 大纽约 张自如 长岛 刘雅晨 长岛 

三奖等 王杰瑞 长岛 白亦绚 纽约中心 安英婉 纽约中心 

三奖等 文小美 哈德逊 程昂驹 康州 段美华 大纽约 

三奖等 聂楷骐 纽约中心 冉学妙 纽约中心 胡旻坤 大纽约 

三奖等 贾梓晨 长岛 章栩 大纽约 山田智博 哈德逊 

三奖等 蓝朝子 哈德逊 俞身原 大纽约 吴思语 长岛 

三奖等 王成元 长岛 林恩赐 哈德逊 唐珮瑶 纽约中心 

三奖等     陈鑫妍 康州 文保罗 哈德逊 

三奖等     杜小麦 长岛 薛芷妍 康州 

三奖等     陈卓 长岛     

 

 

  



2022 华夏中区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奖等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一奖等 钮潇筠 李文斯顿 李怡然 桥水 李京宸 理海谷 

一奖等 李来恩 北部 梁骏明 李文斯顿 程永梅 李文斯顿 

二奖等 蒋怡萱 李文斯顿 梁骏辉 李文斯顿 任大卫 李文斯顿 

二奖等 王姗娜 李文斯顿 褚泽博 桥水 郭晨羽珊 理海谷 

二奖等 林安妮 密尔本 蔡子骏 李文斯顿 赵晏如 桥水 

二奖等 阎瀚明 理海谷 赵晨溪 理海谷 王博萌 李文斯顿 

三奖等 张宇曦 理海谷 周子懿 理海谷 王柚乔 北部 

三奖等 芮乐山 理海谷 韩毅恺 李文斯顿 吕维晟 密尔本 

三奖等 李若蓝 李文斯顿 徐垚垚 理海谷 施宇轩 理海谷 

三奖等 龚宇欣 桥水 彭诗乔 密尔本 姚佩仪 密尔本 

三奖等 钟睿宣 桥水 冒祎森 密尔本 林等等 密尔本 

三奖等 柏佳宜 桥水 陈羽安 密尔本 刘金博 李文斯顿 

三奖等 Eric Lin 史泰登岛 张艾米 桥水 陈峻涵 桥水 

三奖等 董礼安 北部 王悦姝 北部 李丽薇 史泰登岛 

三奖等 卢文恺 密尔本 林以信 伯克利 国珊珊 桥水 

三奖等 张疏尘 密尔本 Alice Chen 史泰登岛 陈未星 伯克利 

三奖等 殷家骏 北部 殷可为 北部 张桐凯 北部 

三奖等 陈宇轩 史泰登岛 黄浩杰 史泰登岛 Aiden Chen 史泰登岛 

三奖等 林泽畅 史泰登岛 林泽恩 史泰登岛 陈博轩 史泰登岛 
 

  



2022 华夏南区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奖等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一奖等 李木菲 普兰斯堡 黄语萱 爱迪生 严可依 樱桃山 

一奖等 韦若清 爱迪生 王康欣 普兰斯堡 曾何卓源 普兰斯堡 

二奖等 王子芊 中部 赵睦宸 南部 王诺林 大费城 

二奖等 李乐山 爱迪生 郭爱思 大费城 马蓓佳 普兰斯堡 

二奖等 郭舞月 普兰斯堡 艾亦名 大费城 盖子 樱桃山 

二奖等 姜妮妮 南部 闵悦 普兰斯堡 程佳伟 大费城 

三奖等 李秋辰 东部 刘童嘉 普兰斯堡 孙安同 大费城 

三奖等 吴尚遥 大费城 邬家声 普兰斯堡 黄安安 南部 

三奖等 朱书涵 樱桃山 潘紫安 樱桃山 王奕澄 大费城 

三奖等 谷谨瑜 普兰斯堡 张铭铭 樱桃山 言书鹏 普兰斯堡 

三奖等 吴尚蓉 大费城 戴悦龄 南部 黄梓萱 东部 

三奖等 柯伟隆 樱桃山 严笥恩 爱迪生 蒋晨熙 爱迪生 

三奖等 马欣澄 南部 郑雨橙 中部 杜立欧 南部 

三奖等 张金平 大费城 林泽睿 南部 程瑞璇 普兰斯堡 

三奖等 王星言 南部 危筱雨 爱迪生 潘立敖 樱桃山 

三奖等 蒋晨治 爱迪生 齐励思 东部 安家卉 东部 

三奖等 陆一平 南部 乐熙媛 大费城 王星淇 南部 

三奖等 刘美萱 大费城 陈羽翰 南部 刘良乐 爱迪生 

三奖等 赵芮晰 普兰斯堡 刘奕宸 东部 闵轩宇 中部 

三奖等 吴婧 中部 胡友蓝 东部 周嘉珺 南部 

三奖等 许若欣 樱桃山     原琪斯 东部 

三奖等 李灵熙 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