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SDA美辩联盟——计划书

就像美国人血液中所流淌的对公众演讲的热爱，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及演讲能力，他们总愿意举国放下手上所有事，只为观看每一届

总统竞选演讲。他们还帮助一个叫 TED的演讲平台一火就火了 30年，并在世界

各地集聚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有一句对演讲深度解读的话：“Oratory is about
moving people;enlightening people,touching people,making people reexamine their
beliefs ”——演讲让人受鼓舞，获启发，得感动，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比演

讲更令人心驰神往的就是辩论。

NSDA（全美演讲与学术辩论联盟。原称 NFL）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的中小学演讲与辩论荣誉组织，半公益组织的。NSDA也是世界演讲与辩论领

域最大的专业教练会员组织。NSDA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学术评价体

系。从小学到高中参加演讲与辩论的学校和学生可以相互比较辩论水平，激励竞

争意识，而该系统作为学生的学术成就指标之一，在美国各大学的招生过程中被

广泛使用。山东赛区的竞赛由“山东艾茵教育”机构主办，艾茵旨在培养山东区

域优秀演讲、辩论人才，给予山东孩子走出去的更好机会，2015年 12 月 5/6日

在济外三箭分校的山东赛区第一轮比赛让孩子开拓了思路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故此我们在山东重点中小学组建“NSDA中小学演讲与辩论俱乐部”简称 NSDA



美辩联盟。希望山东孩子能开拓自己世界观并能有机会参与全国和全美的辩论

赛。

（附件 1）

Club 组织内容

一、科学的选拔机制

NSDA美辩联盟，科学的选拔可以让孩子在社团中不断超越自我，科学的选

拔也可以让 NSDA美辩联盟更具有长远的可塑性。后期艾茵会对社团做不定期公

益讲座，帮助社团成员英语水平提升，以最有效的方法对学生辩论知识加以实践

应用。

为保证社团活动的有效进行，社团成员人数要求 40人以上，对于社员的选

拔程序如下：

1、入团前英语水平测试

NSDA美辩联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英语水平，社团的老师会通过面试和笔

试两种方式进行学生的英语水平测试，其主要测试方向是学生的听、说、读、写

这 4个方面，具体测试内容详见（附件 3）

2、有留学意向的学生优先录取

此项选拔条件其实是更符合 NSDA赛事的要求，参与 NSDA演讲辩论比赛，

最直观的目的是为将来留学学生背景加分，即便是目前无出国意向学生，将来考

取省内重点中学、国内名牌大学、竞选学校学生会、工作面试、职业规划等等方

面，都是受益匪浅的，且可以受益终生。

3、喜欢辩论、演讲（擅长表演）

爱一行、干一行，此项选拔是要求学生要对于所选择的社团有一定的喜爱，

只有喜欢这项社会活动，才能够在社团活动中受益。其实无论演讲还是辩论，都

是一种舞台表演，不单单只是提升英语水平、增长见识，对于学生的舞台自信心

也是一种锻炼，对于台风的塑造更是无可厚非的。

4、社长的选拔

NSDA美辩联盟，艾茵只是其中的推动者与无条件支持者，真正的领导者是

我们的联盟社长，我们会在其中选择 3名社长，其中 1 名正社长，2 名副社长。

首先，选拔社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通过社团的建立，锻炼学生的领导能力，

有“帅才”潜力的学生，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平台。其次，为了锻炼学生们

的竞争意识，我们的社长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期社团课程期间，会有 2 次再

投票选举过程。

社长还可以有机会获 NSDA China官方颁发的校园大使证书，欢迎信以及欢

迎礼包；工作证明或推荐信：任期结束后，NSDA China 可以为校园大使提供工作

证明；表现突出的校园大使将得到 NSDA China辩论教练提供的推荐信，助力大

学申请。



可获得 NSDA China对校园大使所在社团的官方活动支持，包括社团建设发

展、线上讲座、资料贡献、线上答疑等；获得 NSDA服务及非竞赛类活动积分：

通过 NSDA中国办公室的审核，成为校园大使，可获得 10 分；每次组织活动或

比赛都会获得相应积分；NSDA赛事优先参与权；参加 NSDA China 校园大使领袖

峰会。

在社团课程结束后，所有的社团成员及社长，都会有不同的奖励鼓励。

5、通过 NSDA 组委会认证

对于符合条件的俱乐部 NSDA 组委会会给予认证，得到认证的 NSDA 会员可通

过校际联赛及成绩联赛进行积分。

二、丰富的课程体系

艾茵为了打造 NSDA美辩联盟，使得 NSDA美辩联盟成为贵校的重点特色，

由我们资深的教研团队，专属打造了适合贵校的特色课程。相信此课程体系，即

能够满足学校的要求与期望，也能够真正的让学生终生受益。理论和实践的相结

合，既让同学们学到了知识，也能应用到实践中去。

1、理论指导

我们的老师，会通过风趣的课程设置，通过理论讲解，让学生们认识辩论、

认识演讲，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对于论证、论据、论点、语法、发

音、写作、听力、台风等等方面进行指导，可以让学生能快速融入，进入状态。

2、真实比赛模拟

我们的课程设置，基本每节课都会有真实的比赛模拟，我们会配有真实比赛

席签、比赛计时器、裁判打分表等实际比赛道具，让学生在每一节课都真实感受

比赛环境，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在比赛期间不怯场，并且熟悉使用比赛道具。

真实的比赛模拟，也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感受到每一节课

其实都是一场真实的比赛，观战学生也能够从模拟比赛当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和他

人的优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专业的赛后点评

赛后的总结，其好处要远远大于一场比赛的胜利，因此，我们的模拟比赛后，

都会有专业的老师点评，其点评的重点就是根据在实际比赛当中裁判的打分要

求，这是我们老师参加多次比赛后，通过无数裁判的点评中总结的精华。另外，

我们也会对于学生发音、语法等学科方面进行科学指导。

我们在老师点评之前，会安排观战学生进行点评，目的是让观战的学生也能

融入比赛当中，通过观战学生的点评，能够使得双方学生都受益。



4、定期的测试

我们初步计划是安排了 2次测试，一次期中，一次期末，社团也是学习的课

外课程，因此，我们会通过社团的学习，进行阶段性的测试，让社团成员也能够

了解自己的学习结果，是否对个人有所提升。

5、3+1授课模式

所谓 3+1的授课模式，指的是 3 节中教课＋1 节外教课，学校的学习一般安

排外教课程有一定的限制，我们艾茵，也想无偿的为学生尽可能的增加与外教的

接触机会，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英语的环境。

二、学习目标

既然贵校充分信任了我们艾茵，艾茵也绝对不会辜负贵校对我们的期望，

NSDA美辩联盟的成立，成绩的体现既是学习的成果表现，因此，我们会有如下

的目标承诺：

1、让所有参与社团的成员，爱上辩论、爱上演讲；

2、让所有参与社团的成员能够增强团队协作意识、改善不良的台风习惯、

大幅度提升英语的综合水平；

3、我们艾茵是为了比赛专门成立的竞赛辅导机构，对于想拿名次（冠亚季

军）的，冲击全国总决赛的学生，可自愿报名进行专业培训（教练简介详见附件

2）。

四、家委会、学校的支持

NSDA美辩联盟的成立，离不开家委会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对于社团的顺利

进行及上课效果，需要家委会、学校提供明确的支持条件，如下：

1、家委会支持

① 如果学生反馈良好，请家委会能够做到一定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学生

受益；

② 学生的反馈请家委会负责人员及时与艾茵老师反馈，老师会及时做调整

工作；

③ 请在社团组织期间，家委会无偿的提供意见指导。

2、学校支持

① 请学校安排好教室，教室包括黑板、投影等正常上课硬件设施；

② 请学校安排一位社团负责老师，与艾茵的老师进行上课时间、学生组织

等联系对接；

③ 请学校确保社团报名学生的人数，科学社团人数标准，人数要求不低于

40人；

④ 请学校安排好艾茵上课老师的学校出入自由。

五、校际、城际比赛



除了省级、全国、全美的比赛之外，我们还计划了中小学校际、省内城际

比赛，可针对 NSDA美辩联盟的学生进行友谊比赛，经过 NSDA组委会认证后，

NSDA会员在此比赛的成绩也纳入了 NSDA官方会员积分当中。所以，只有开展

NSDA美辩联盟的学校的学生，才可参与校际、城际的比赛，参与该项比赛，对

于 NSDA会员学生，比赛的成绩也会累计到会员加分当中。未注册会员的学生，

也可提前与未来大赛的参赛学生进行同场竞技。

目前济南已开设 CLUB 的学校有外国语初中、山师附中、山师二附中、山大

附中、山师附小、开元小学、凤凰路小学等，东方双语已将 NSDA的英文辩论与

演讲纳入校本课程，还有多所学校已经将计划提上日程。参与学校均是济南一类

中小学，参与学生均是学校的佼佼者，因此，校际、城际比赛的竞赛水平，基本

可以体现省级比赛的参赛水平。

附件 1：

学术英语辩论社不仅仅能锻炼孩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对于背景加分也有很

大帮助，举个简单的例子，有机会参与进全国乃至全美赛并拿到名次的同学留美

前十名校的录取率从原有的 46.74%提升到 74.23%。
目前已经合作的学校社团有外国语初中、山师附中、山师二附中、山大附中、

山大千佛山校区、山大辅仁校区、育英中学、燕山中学、开元小学、燕柳小学、

山师附小、凤凰路小学、东方双语已经将 NSDA英语辩论与演讲的校本课程，省

实验系主任已将该社团提上议程。

胜利大街小学



济南外国语开元小学 CLUB

山东师大附小 CLUB



燕柳小学 CLUB

高新凤凰路小学 CLUB



]

山东师范第二附属中学 CLUB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五校 CLUB



济南育英中学 CLUB

济南燕山中学 CLUB



山师附属中学 CLUB

附件 2：

 Thomas Longrigg

 教师学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金融

2009-2011

 英国皇家女王学校 1997-2004

 教师资历：艾茵教育辩论教练 2016-

至今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 高级讲师&教练

 2011-2016 教学经验：高中及大学为辩

论社积极会员，多次参与学校参与的辩

论演讲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多年从事

英语文学鉴赏，托福写作，英语演讲和

辩论的教学、课程开发、研制、教导演

讲与辩论课程以及举办辩论赛、担任全

国多项赛事的辩论裁判

 教学风格：充满英伦式的严谨与认真，

非常注重学生细节方面的培养，为人诚

实守信，言出必行。能够迅速发现学生

的问题，并给与耐心、详细的指导。除

此之外，拥有广博的知识面和视野，既

帮助拓宽学生思维的广度又致力于提

高学生思考的深度。



 Lorraine

 美国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理科硕

士哥伦比亚国际物流学院英语教

授

 辉瑞公司高级协理科学家

 美国达拉斯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

学中心研究科学家

 拥有牛津培训会颁发的

TEFL/Tosel/TEFL证书

 Terry

 美国人 心理学硕士，社会学硕士，特

殊教育学硕士。

 职业简介：

在教育以及辅导儿童和家庭方面有 20 多

年的经验

 佩珀代因大学----加利福尼亚州，

2017.05-至今

 天才儿童学校--北京2016.05-2017.05

 工作室老师---加州洛杉矶2011.02---

2016.05

 大田小学--韩国光州2009.03-2011.03

 阿什维尔高中 2005.08---20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