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历史上首位:

华裔女孩杜康妮代表美国参加
艺术体操世界锦标赛团体操

一年比赛成绩创三项历史纪录

Great American BuffetGreat American Buffet
经典丰富美国大型连锁自助餐厅经典丰富美国大型连锁自助餐厅

百种正宗美式佳肴 烧烤 牛排 海鲜
丰富健康沙拉吧

精美甜点

生日聚会 大型团体
周末丰富多彩的早餐

周一至周四 11 AM -9PM
周五 11AM - 10PM
周六 9AM - 10PM
周日 9AM - 9PM

1515%% offoff
COUPON

Large Variety of American Cuisine Elegant and UpscaleLarge Variety of American Cuisine Elegant and Upscale
美味经典美味经典 丰富特色丰富特色 品味繁多品味繁多 贵宾赞许贵宾赞许 环境优雅环境优雅 绝佳选择绝佳选择

83658365 SUDLEY ROADSUDLEY ROAD
MANASSAS,VAMANASSAS,VA2010920109
703703--369369--67916791

59025902 RICHMOND HWYRICHMOND HWY
ALEXANDRIA,VAALEXANDRIA,VA 2230322303
703703--329329--15551555

17801780 Carl D Silver PkwyCarl D Silver Pkwy
Fredericksburg, VAFredericksburg, VA 2240122401 65岁老人额外 10%off

节假日照常营业
（圣诞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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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隆重开业

南京
饭店

地址：11213-C Lee HWY , Fairfax VA22032

大华府首家淮扬特色餐厅
NANJING BISTRO

6-099
703-385-8686 703-352-8686

10%offCOUPON

截止11/30/2017

特色推荐特色推荐
南京盐水鸭
萝卜牛腩
椒盐猪手
江浙头道菜
家乡红烧肉
大煮干丝
无锡排骨
松鼠鱼

麻辣香锅

艺 术 体 操 （rhythmic
gymnastics) 世界锦标赛刚于8月30
日至9月3日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
海滨城市 Pesaro举行，共有 54个
国家参赛，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
比赛，每年举行一次（在奥运年
由奥运会取代）。今年美国派出了
二名个体操和一队(5人） 团体操
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大华府
华裔女孩杜康妮（Connie Du) 参加
了团体操的比赛并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好成绩：进入世界前 12强，
这是在世锦赛历史上美国团体操
至今所取得的最高名次（比赛视
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vILDTK6wU0 and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
acN1_Whmz2o)。杜康妮 14岁入选
美国国家少年队 （junior, 个体
操）， 15 岁 入 选 国 家 青 年 队
（senior, 团体操），她是美国历史
上第一个华裔（第二个亚裔）入
选美国团体操国家队并参加世界
锦标赛，是我們华人的骄傲。她
的父母都是 90年代从中囯大陆来
美留学的第一代移民，父亲杜钧
是联邦政府的科学家，从事数值
天气预报工作，母亲邵惠枫是计
算机软件工程师。

除了世锦赛，她今年还曾代
表美國参加了另外八次重大的国
际比赛： 二次“大奖赛 （Grand
Prix)”（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举
行）、四次“世界杯”（分别在意
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俄罗斯
举行）以及二次意大利与美国队
的友谊赛（在意大利举行），其中
二次也创造了历史记录：在法国
的“大奖赛”中为美国捧回了一
枚铜牌，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
杯”上为美国赢得了二枚铜牌，
这是讫今为止，美国队团体操
在”大奖赛“和”世界杯”历史
上取得的最好成绩，第一次在大
奖赛和世界杯这二个重大国际赛

事的颁奖台上升起了星条旗（艺
术体操项目历来由前苏联国家包
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占主导地
位），在另外二次的世界杯比赛中
也冲进了决赛并获单项第四、第
五、第七和第八的好成绩。

杜康妮出生和生长在华府郊
区维州的费尔费克斯（Fairfax）郡，
从小喜欢芭蕾舞、热爱跳舞，身体
异常柔软（小朋友戏称她为“面
条”），8岁开始学习艺术体操，9岁
参加比赛。第一年（2011）在全国 5
级比赛中就获得了年龄组全能第
四名，总排（不分年龄）在所有 116
人中第十二名；第二年（2012）又有
进步，在全国 6级比赛中获得年龄
组全能第二名，总排在所有 102人
中第八名，以后每年比赛都保持很
好的成绩，到第 6年（2016）在全美
体操锦标賽精英级（全国10级运动
员中的前25名）比赛中以全能第七
名的成绩入选美国国家少年队（共
8人），随后又入选国家青年队团体
操并在 2017年全美体操锦标赛上
获全国冠军。

梦想是美好的，但梦想之路
是艰辛的。为了追求她喜爱的艺

术体操，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三年前，为了寻找更好的教练，
她告别了昔日的朋友和原来的学
校，与爸爸妹妹分居二地，带着
简单的家具和行李跟妈妈（为此辞
去了高薪的工作）背井离乡从大华
府地区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芝加
哥，从独栋别墅搬去了公寓单元，
只因为那里有全美最好的教练。她
今年是高二的学生，在繁忙的训练
和比赛中，如何完成好学校的功课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训练时间
的限制，她每天比正常学生少上一
半课时（在学校的特许下，她只上4
节课，一般学生上 8节课），并且由
于频繁出国参加比赛，缺课是家常
便饭，譬如在高二的第二学期她共
计缺课 7个星期，所以有很多课程
内容她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靠自
己补上。最艰难的一次是今年五月
中，当时她刚从葡萄牙比赛回来，
美国体操协会临时通知她在五月
下旬再去欧洲参加二场比赛，来回
要三周时间，待回来时学校也已放
暑假了，这意味着她必须在短短10
天之内除了要补上上次比赛缺的
课和学好当前的内容外，还要提前

自学完这学期老师还没有教但准
备要教的所有内容，然后在临行前
提前考完所有课程的期末考试（感
谢学校和老师们同意让她提前二
周单独先考），在这种极端艰难的
情况下，她以惊人的毅力在这10天
内（训练之余）如期做完了学校的
一切，并最后以全A的成绩圆满完
成了高二的学业，这是高中校长和
副校长对她的评价："We are very
proud of everything that Connie has
accomplished in competition, while
also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school"
( 校 长); "Connie serves as a role
model for many students - the
ability to be an elite athlete and
maintain such a rigorous academic
schedule is commendable"(副校长)。
平时除了周末她坚持参加一个中
国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活动之外，
她几乎没有多余时间可以和同学
朋友们一起玩，在漫长的暑假也
不例外，当别人探亲访友度假、
参加各种夏令营或课外学习活动
时，她却是训练最紧张的时候。
这学期她开始上高三了（听说是
高中期间最忙、最关键的一年），
其他同学都早已开学上课了，而
她却还在俄罗斯和意大利接受训
练和参加比赛，回来时补课的任
务又在等着她了！”在人不能，在
神一切都能”，这是她最喜欢引用
的圣经句子来鼓励自己。

目前，她又投入到了高强
度的训练之中，为今年 10月的另
一场重要比赛”美洲锦标赛（Pan
American Championships)” 作 准
备，在此预祝康妮和她的队友取
得好成绩, 争取成了美洲的冠军。
我们也祝愿她再接再厉，取得更
大的成就，并愿这段独特的艺术
体操经历对她自己将来人生有永
久的意义，同时也能激励更多的
华裔青少年在美国的体育史上留
下我们华人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