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府新聞A3华盛顿中文邮报 2017年9月16日

The Washington Chinese Post

艺 术 体 操艺 术 体 操 （（rhythmicrhythmic
gymnastics)gymnastics) 世界锦标赛刚于世界锦标赛刚于88月月3030
日至日至 99月月 33日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日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
海滨城市海滨城市PesaroPesaro举行举行，，共有共有5454个国个国
家参赛家参赛，，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
赛赛，，每年举行一次每年举行一次（（在奥运年由奥在奥运年由奥
运会取代运会取代）。）。今年美国派出了二名今年美国派出了二名
个体操和一队个体操和一队((55人人））团体操运动员团体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参加了比赛，，其中大华府华裔女孩其中大华府华裔女孩
杜康妮杜康妮（（Connie Du)Connie Du) 参加了团体操参加了团体操
的比赛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的比赛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
绩绩：：进入世界前进入世界前 1212强强，，这是在世锦这是在世锦
赛历史上美国团体操至今所取得赛历史上美国团体操至今所取得
的最高名次的最高名次（（比赛视频比赛视频：：https://www.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youtube.com/watch?v=
DvILDTKDvILDTK66wUwU00 and https://www.and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youtube.com/watch?v=
acNacN11_Whmz_Whmz22o)o)。。杜康妮杜康妮 1414 岁入选岁入选
美国国家少年队美国国家少年队（（junior,junior, 个体操个体操），），
1515岁入选国家青年队岁入选国家青年队（（senior,senior, 团体团体
操操），），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华裔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华裔
（（第二个亚裔第二个亚裔））入选美国团体操国入选美国团体操国
家队并参加世界锦标赛家队并参加世界锦标赛，，是我们华是我们华
人的骄傲人的骄傲。。她的父母都是她的父母都是9090年代从年代从
中国大陆来美留学的第一代移民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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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杜钧是联邦政府的科学家，，从从
事数值天气预报工作事数值天气预报工作，，母亲邵惠枫母亲邵惠枫
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除了世锦赛除了世锦赛，，她今年还曾代表她今年还曾代表
美国参加了另外八次重大的国际美国参加了另外八次重大的国际
比赛比赛：：二次二次““大奖赛大奖赛（（Grand Prix)Grand Prix)””
（（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举行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举行）、）、四次四次

““世界杯世界杯”（”（分别在意大利分别在意大利、、葡萄牙葡萄牙，，
西班牙和俄罗斯举行西班牙和俄罗斯举行））以及二次意以及二次意
大利与美国队的友谊赛大利与美国队的友谊赛（（在意大利在意大利
举行举行），），其中二次也创造了历史记其中二次也创造了历史记
录录：：在法国的在法国的““大奖赛大奖赛””中为美国捧中为美国捧
回了一枚铜牌回了一枚铜牌，，在葡萄牙举行的在葡萄牙举行的

““世界杯世界杯””上为美国赢得了二枚铜上为美国赢得了二枚铜
牌牌，，这是讫今为止这是讫今为止，，美国队团体操美国队团体操
在在””大奖赛大奖赛““和和””世界杯世界杯””历史上取历史上取
得的最好成绩得的最好成绩，，第一次在大奖赛和第一次在大奖赛和
世界杯这二个重大国际赛事的颁世界杯这二个重大国际赛事的颁
奖台上升起了星条旗奖台上升起了星条旗（（艺术体操项艺术体操项
目历来由前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目历来由前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
和东欧国家占主导地位和东欧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另外在另外
二次的世界杯比赛中也冲进了决二次的世界杯比赛中也冲进了决
赛并获单项第四赛并获单项第四、、第五第五、、第七和第第七和第
八的好成绩八的好成绩。。

杜康妮出生和生长在华府郊杜康妮出生和生长在华府郊
区维州的费尔费克斯区维州的费尔费克斯（（FairfaxFairfax））郡郡，，
从小喜欢芭蕾舞从小喜欢芭蕾舞、、热爱跳舞热爱跳舞，，身体身体
异常柔软异常柔软（（小朋友戏称她为小朋友戏称她为““面面
条条”），”），88岁开始学习艺术体操岁开始学习艺术体操，，99岁岁
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第一年第一年（（20112011））在全国在全国 55
级比赛中就获得了年龄组全能第级比赛中就获得了年龄组全能第
四名四名，，总排总排（（不分年龄不分年龄））在所有在所有 116116
人中第十二名人中第十二名；；第二年第二年（（20122012））又有又有
进步进步，，在全国在全国 66级比赛中获得年龄级比赛中获得年龄
组全能第二名组全能第二名，，总排在所有总排在所有 102102人人
中第八名中第八名，，以后每年比赛都保持很以后每年比赛都保持很
好的成绩好的成绩，，到第到第 66年年（（20162016））在全美在全美
体操锦标赛精英级体操锦标赛精英级（（全国全国1010级运动级运动
员中的前员中的前2525名名））比赛中以全能第七比赛中以全能第七
名的成绩入选美国国家少年队名的成绩入选美国国家少年队（（共共
88人人），），随后又入选国家青年队团体随后又入选国家青年队团体
操并在操并在 20172017年全美体操锦标赛上年全美体操锦标赛上
获全国冠军获全国冠军。。

梦想是美好的梦想是美好的，，但梦想之路是但梦想之路是
艰辛的艰辛的。。为了追求她喜爱的艺术体为了追求她喜爱的艺术体
操操，，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年前三年前，，
为了寻找更好的教练为了寻找更好的教练，，她告别了昔她告别了昔
日的朋友和原来的学校日的朋友和原来的学校，，与爸爸妹与爸爸妹
妹分居二地妹分居二地，，带着简单的家具和行带着简单的家具和行
李跟妈妈李跟妈妈（（为此辞去了高薪的工为此辞去了高薪的工
作作））背井离乡从大华府地区搬到了背井离乡从大华府地区搬到了
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从独栋别墅从独栋别墅
搬去了公寓单元搬去了公寓单元，，只因为那里有全只因为那里有全
美最好的教练美最好的教练。。她今年是高二的学她今年是高二的学
生生，，在繁忙的训练和比赛中在繁忙的训练和比赛中，，如何如何
完成好学校的功课是一个很大的完成好学校的功课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挑战。。由于训练时间的限制由于训练时间的限制，，她每她每
天比正常学生少上一半课时天比正常学生少上一半课时（（在学在学
校的特许下校的特许下，，她只上她只上44节课节课，，一般学一般学
生上生上88节课节课），），并且由于频繁出国参并且由于频繁出国参
加比赛加比赛，，缺课是家常便饭缺课是家常便饭，，譬如在譬如在

高二的第二学期她共计缺课高二的第二学期她共计缺课77个星个星
期期，，所以有很多课程内容她必须在所以有很多课程内容她必须在
极短的时间内靠自己补上极短的时间内靠自己补上。。最艰难最艰难
的一次是今年五月中的一次是今年五月中，，当时她刚从当时她刚从
葡萄牙比赛回来葡萄牙比赛回来，，美国体操协会临美国体操协会临
时通知她在五月下旬再去欧洲参时通知她在五月下旬再去欧洲参
加二场比赛加二场比赛，，来回要三周时间来回要三周时间，，待待
回来时学校也已放暑假了回来时学校也已放暑假了，，这意味这意味
着她必须在短短着她必须在短短 1010天之内除了要天之内除了要
补上上次比赛缺的课和学好当前补上上次比赛缺的课和学好当前
的内容外的内容外，，还要提前自学完这学期还要提前自学完这学期
老师还没有教但准备要教的所有老师还没有教但准备要教的所有
内容内容，，然后在临行前提前考完所有然后在临行前提前考完所有
课程的期末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感谢学校和老师感谢学校和老师
们同意让她提前二周单独先考们同意让她提前二周单独先考），），
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她以惊她以惊
人的毅力在这人的毅力在这 1010天内天内（（训练之余训练之余））
如期做完了学校的一切如期做完了学校的一切，，并最后以并最后以

全全AA的成绩圆满完成了高二的学的成绩圆满完成了高二的学
业业，，这是高中校长和副校长对她的这是高中校长和副校长对她的
评 价评 价 ：："We are very proud of"We are very proud of
everything that Connie haseverything that Connie has
accomplished in competition, whileaccomplished in competition, while
also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school"also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school"
(( 校 长校 长); "Connie serves as a role); "Connie serves as a role
model for many students - the abilitymodel for many students - the ability
to be an elite athlete and maintainto be an elite athlete and maintain
such a rigorous academic schedule issuch a rigorous academic schedule is
commendable"(commendable"(副校长副校长))。。平时除了平时除了
周末她坚持参加一个中国教会的周末她坚持参加一个中国教会的
青少年团契活动之外青少年团契活动之外，，她几乎没有她几乎没有
多余时间可以和同学朋友们一起多余时间可以和同学朋友们一起
玩玩，，在漫长的暑假也不例外在漫长的暑假也不例外，，当别当别
人探亲访友度假人探亲访友度假、、参加各种夏令营参加各种夏令营
或课外学习活动时或课外学习活动时，，她却是训练最她却是训练最
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这学期她开始上高三这学期她开始上高三
了了（（听说是高中期间最忙听说是高中期间最忙、、最关键最关键
的一年的一年），），其他同学都早已开学上其他同学都早已开学上
课了课了，，而她却还在俄罗斯和意大利而她却还在俄罗斯和意大利
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回来时补课回来时补课
的任务又在等着她了的任务又在等着她了！”！”在人不能在人不能，，
在神一切都能在神一切都能”，”，这是她最喜欢引这是她最喜欢引
用的圣经句子来鼓励自己用的圣经句子来鼓励自己。。

目前目前，，她又投入到了高强度的她又投入到了高强度的
训练之中训练之中，，为今年为今年1010月的另一场重月的另一场重
要比赛要比赛””美洲锦标赛美洲锦标赛（（Pan AmericanPan American
Championships)Championships)””作准备作准备，，在此预祝在此预祝
康妮和她的队友取得好成绩康妮和她的队友取得好成绩,, 争取争取
成了美洲的冠军成了美洲的冠军。。我们也祝愿她再我们也祝愿她再
接再厉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取得更大的成就，，并愿这并愿这
段独特的艺术体操经历对她自己段独特的艺术体操经历对她自己
将来人生有永久的意义将来人生有永久的意义，，同时也能同时也能
激励更多的华裔青少年在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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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史上留下我们华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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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又是一年，，金秋将至金秋将至。。大华府大华府
地区天津同乡会决定地区天津同乡会决定；；于于 1010月月 1515
日日（（周 日周 日））1111::0000Am -Am - 33::0000Pm,Pm, 在在
Woodcliffe Clubhouse (Woodcliffe Clubhouse (1850118501
Broken Timber Way, Boyds,Broken Timber Way, Boyds,
MDMD2084120841))举办大华府地区天津同举办大华府地区天津同
乡会国庆乡会国庆。。中秋聚会中秋聚会。。诚邀大家参诚邀大家参
加加，，共享盛举共享盛举。。

乡亲们乡亲们，，朋友们朋友们，，滚滚海河滚滚海河
水水，，依依故乡情依依故乡情。。不伦你离家多不伦你离家多

远远，，不伦你离家多久不伦你离家多久，，也不伦你身也不伦你身
居何处居何处，，在干什么在干什么？？总是有一些割总是有一些割
不断的乡情不断的乡情，，你总是想回家你总是想回家。。家是家是
父母的关爱父母的关爱，，兄弟的亲情兄弟的亲情，，同学的同学的
友谊友谊，，儿时记忆中的小吃儿时记忆中的小吃，，更是哪更是哪
熟悉的乡音熟悉的乡音。。1010月月1515日这一刻日这一刻，，让让

我们大家一起回家我们大家一起回家，，认识新老乡认识新老乡，，
享家乡美食享家乡美食，，解思乡之情解思乡之情。。大华府大华府
地区天津同乡会真诚地邀请在天地区天津同乡会真诚地邀请在天
津工作过津工作过，，学习过学习过，，到过天津到过天津，，喜喜
欢天津风土人情和小吃的朋友们欢天津风土人情和小吃的朋友们
参加我们参加我们，，共襄盛举共襄盛举。。席间会有一席间会有一

些小的游戏或演出等活动些小的游戏或演出等活动。。
理事们给大家提供理事们给大家提供，，三鲜馅三鲜馅

饺子饺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煎饼果子煎饼果子，，披披
撒撒//月饼月饼。。

1010岁以下孩子免费岁以下孩子免费，，大人大人，，每每
人人$$1010.. 入场费入场费。。

请参加的人自愿带特色凉菜请参加的人自愿带特色凉菜
和拿手天津小吃与老乡分享和拿手天津小吃与老乡分享，，我我
们将从中选拔出更具天津特色食们将从中选拔出更具天津特色食
品品，，参加今年的华府美食节参加今年的华府美食节。。丰富丰富
我们的义卖摊位我们的义卖摊位。。

大军未动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先行。。为了方为了方
便组织便组织，，请大家提前报名请大家提前报名（（请注明请注明
您自愿带何种特色凉菜和天津小您自愿带何种特色凉菜和天津小
吃吃），），报名报名//交费请微信联系宁茜交费请微信联系宁茜：：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240240 49814794981479











 

天津同乡会天津同乡会1010月月1515将兴办国庆中秋聚会将兴办国庆中秋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