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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口    丬呼系歹刂

该系列的每本高级手册假定你已了解演讲的基本知识 (结构、声音、手势等),但并不一定你已

完全掌握这些技能。如要回顾部分演讲原则,请参阅伽烊夕引渺 (书目编号 C9乃 )手册。

这些高级手册围绕以下四个原则编制 :

>每本手册内各单元的难度逐级增加,从概述主题开始,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其内容的

专业性也将随之增强。

>每个主题包含前面单元学习的内容,假设你会用到这些技巧,无论它们是否适用于

该部分。

>各单元提供的信息比完成每个特定作业需要的信息多,从而为以后的演讲提供观点。

〉你不仅需要阅读手册中各单元的内容,而且还要准备和发表演讲,从实践中学习。

请确保做到

>至少通读每个单元两遍,充分理解其内容。

)阅读时在页边空白处做笔记。

〉标出关键段落。

>必要时重复学习单元内容,直到对该主题的掌握程度满意为止。

〉只要你愿意,随时可要求召开评论讨论或座谈,特别是当极少会员完成 《胜任沟通》

(书 目编号 CS225)手册时。

>以下情况下,每本手册最多获得 Toastmaste‘ 分会外两次演讲的评分 :

1)文教副会长事先同意

② 一位Toastmaste6评 论员出席,完成单元书面评论并给予口头评论

劲 达到所有单元目标。

>完成每个单元后,请文教副会长在手册的
“
作业完成记录表

”
上签名。

>完成相应手册并达到本手册末列出的其他要求时,可申请铜牌高级沟通员、银牌高级沟

通员或金牌高级沟通员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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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讲述故事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形式。它是每个大陆文明的组成部

分。早期的故事讲述者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而多年以后,故事的范围扩大至各类传说和

寓言。今天,讲述故事仍然流行。

人们喜欢聆听和讲述故事。讲述故事是极佳的娱乐方式,但也有其自己的目的。我们给孩

子们讲故事,向他们介绍世界文学。在许多家庭中,家族历史和祖先的传说通过讲述故事的

方式一代代留传至今。

许多公众演讲者将讲述故事视为其演讲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吸引听众

的注意力,并帮助说明或强调演讲者的观点。

本手册将帮助你开发讲述故事的技能。本手册包含五个演讲任务,分别与不同类型的故事

讲述相关。第 1单元学习如何讲述民间传说。第 2单元构建和讲述富含道德寓意的故事。在

下一个单元中,要构建并讲述能打动听众的故事。最后,讲述有关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故事。

要成功完成某些单元,需要进行一些研究。由于讲述故事还需要发声多样性,应在

wwwtOastmasters o四 网站上在线学习《你说话的声音》手册 (书目编号 CS1∞),并将其中的建

议应用至单元任务中。

本手册将帮助你开发一整套新的演讲技能。也可让你发挥创意。最重要的是,你将学会讲

述故事的艺术,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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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单元

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指在民间很受欢迎的故事。这是最容易讲述的故事形式。民间传说

简单、有趣、易于理解,而且其基本结构可使学习和理解过程充满乐趣。每个国家

和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民间传说。经典的民间故事包括
〃三只山羊嘎啦嘎啦

”
、
“

韩赛尔与格蕾特
”
和

“
灰姑娘

”
等。大多数民间传说拥有上百年的历史,蕴含着

某种文化的思想、风俗和信念。

寻找故字

应使用以下准则,选择适合你和听众的故事:

〉听众的年龄。听众是成年人、青少年还是小孩?不同年龄组别的听众喜欢

不同类型的故事。

)听众的类型。听众是男孩、女孩、男士还是女士 ?

>听众的社会地位和智力水平。

一般来说,年幼的孩子喜欢包含

情节和动作的故事。大龄儿童和成

年人则喜欢包含幽默和人物互动的故

事。所有年龄层的听众都很享受故事

的韵律和事件的进展。故事应该具

有较好的节奏,并穿插少数易于理

解但并不枯燥的要点。

学习故扌

首先彻底通读故事,并享受其中的乐趣。然后反复阅读,分析其结构。情节是什

么?彳亍动如何展开?高潮在哪里?是什么让故事具有吸引力?

然后逐一构想故事的各个部分。熟悉其中的场景和人物。在心中建立意象。主

角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穿着什么衣服?故事发生在室内还是室

夕̌ 在夏季还是冬季?使用你的感官感觉、品尝、聆听和目睹故事情节。这将帮助

你在讲述时详细描绘故事的来龙去脉。

6 讲述故事



学习故事。不应向听众读出故事,而应凭记忆讲述。然而,没必要逐字记住故事的内容,

仅需记住想传达给听众的图片和动作即可。不过,你可能会发现,记住故事的开始和结尾很

有帮助,因为这摔做可确保你在开始和结束复述时表现完美。此外,如果故事中包含任何特殊

的短语或对锖节至关重要的韵律,应努力记住。例如,“三只山羊嘎啦嘎啦
”
中,公山羊过桥

时的声音 喉 ,咔嘻:咔嚓,咔嘻:咔嚓,咔嚓 :” 可以强化故事情节和主角的形象。

糍

真正理解故事后,可以开始练习。请记住,你的目标是向听众传达故事。你希望他们像你

一样,听到叙述后在头脑中构筑场景。你必须让他们使用所有的感官体验故事的发展。可以

通过语音达到这ˉ目标。大声练习,使你自己听到和感觉到故事。练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节奏。故事的节奏应根据情节而有所不同。例如, 
“
睡美人

”
缓慢而庄

严,而
“
罗宾汉

”
则坚定而强大。在故事

“
小红帽

”
中,当小红帽揭开

伪装成祖母的大灰狼的真面目时,讲述速度应加快。故事的某些部分具

有诗意或充满想象力,因此需要放缓节奏,使听众有时间理解故事,并
在脑海中构建故事中的意象。

)韵律。韵律是一种在故事中起强调作用的好办法,但应小心避免产生吟

唱效果。然而,合理地使用韵律可以帮助构建戏剧感。儿童尤其喜欢对话的韵律感,例

如
“
我深呼吸,我吸足气,我对你的房子吹吹气 !”

>音调。音调是指单词结尾处声音的上升或下降。音调可以为单词增添意义和情感。例

如,若在说出
“
玛丽

”
一词的最后一个音节时提高声音,会给人质疑的感觉。若在最后

一个音节降低声音,则可表示失望。

)停顿。停顿可以提高听众的兴趣。在改变想法、说出重要词句或采取重要行动之前应稍

作停顿,以唤起听众的好奇心。在充满诗意或富有想象力的段落后也可停顿,给听众以

时间回味其含义,然后再继续讲述故事。

>音Ⅰ。提高声音的音量,表示兴奋、惊奇或行动。降低音量,可增加悬念或情感。

你的演讲

你已准备好讲述故事。讲述故事时,应表现的让人感觉这是你第一次讲述。通过面部表情、肢

体和声音表现你的兴趣。应活泼生动、充满活力。与听众保持眼神交流。但不应表现出让听众

分心的动作。任何姿势都应自然大方。使用不同的声音反映不同人物的话语,但不应过于戏剧

性。不应表演故事情节,而应解释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不应描绘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物形

象。你只是传递故事的媒介。

讲述故事  7



准备故事时,应牢记以下提示 :

1选择结构筒单的故事。发挥想象力找出故事主线。

2将人物数量减少至最低。人物过多可能会使听众迷惑。

3删除使故事节奏放慢或对情节不重要的部分。

4确保传达故事蕴含的重要思想,感情或精神。

讲述故事的场合应是非正式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请听众面对你呈半圆形围坐。不要站在讲

台或其他障碍物后面。你和听众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你的作业

选择并讲述一个民间传说。使用声音和意象反映故事的意义、情感和行动。如果选择的故事适

合其他年龄组,如有必要,应事先请听众假装成你所指定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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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指南民间传说

日期

评论员须知:演讲者发表演讲的目的是讲述,而非阅读民间故事。演讲者不应采取表演的方式展现故事,而应使

用声音和想象为听众阐述。建议演讲前先阅读整个单元内容。

>在引发你对故事的兴趣方面,演讲者的表现如何 ?你是否感觉愉快 ?

>演讲者使用了哪些有效的技巧 (节奏、韵律、音调、停顿、音量)?

)对演讲者讲述故事时的发声多样性进行评论。

〉故事的哪些部分最令人振奋?哪些部分使故事节奏放缓 (如有)?明阝些讲述技巧增强或分散了故事的效果?

>演讲者试图传达什么想法或情绪?是如何传达想法或情绪的 ?

)演讲者是否成功 ?

>你能否在心中勾勒出故事画面?故事的哪些部分最令人印象深刻 ?

讲述故事  9



第2单元

故事讲述者并不一定需要依赖他人仓J造的素材。优秀的故事讲述者可以创造并讲
述自己的原创故事。

故事可以包含幽默或戏剧性元素,但始终都应娱乐听众。无论故事发生在南美
洲的丛林还是你家的厨房,都应吸引听众的兴趣,使其融入其中。在此单元中,你

将根据自己的经验创建并讲述此类故事。

讲述你⒎解的内容

写故事时,最好选取了解的事l青进行阐述。以自己的经验以及对自己和其他人的

观察结果作为基础。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你能讲述与他们有关的什么故事?

可否谈谈你的工作、爱好、假期?你在这些领域的经历是否可以编写成故事?

概述故扌

现在,你必须将你的经历融入故事中,以娱乐听众。按照以下七个步骤开始准

备。

1,写下故事的要点。用一句话说明。

2确定背景。故事发生在哪里?

3列出人物。故事中涉及了哪些人? 将人物数量限制为两人或三人。 人物越

少,越不容易使人困惑。

4确定时间。故事发生于何时 — 今天上午、去年、十年前? 还是晚饭前?

5陈述问题或冲突。故事通常包含可在结尾处予以解决的某种问题状况。

6概述情节。你的故事中发生了什

么? 列出各类事件,确保情节达

到高峰或高潮。

7 决定故事从何日书忡台,至ll】可日寸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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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故亭鲜活生动

概述故事后,便可开始填充故事情节,并营造故事氛围。

以下两大要素可为任何故事增加气氛,使之生动形象:生动的描述和传神的对话。

通过描述,听众将在脑海中构建描述的场景、动作和人物。例如,如果说
“Bob有一辆新车

”

,听众得知的信息并不多。但如果这样说 :“ Bob把他的新车停在车道上。这台苹果红色的保时

捷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
听众很容易便可在脑海中浮现出车子的画面。

对话可让人物鲜活生动。同时也带来冲突,并将故事各部分拼凑在

一起。 “
Mary告诉 Bob她不喜欢车

”
并不能提供太多信息。但如果这

样说:“ Bob,” Mary/说道,她的声音气得发抖,“我筒直不敢相信,你花

钱买了这么一台没用的跑车。我们的房子屋顶还漏着水,壁炉也是破

的,而你已经失业 6个月⒎ 你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故事应尽可能形象地描述情节,使每个人都仿佛身临其境。应让听众

看到、听到、感觉到、闻到、尝到你所描述的场景。

构建故事内容时,请牢记以下几点 :

>在故事开始时描述时间、背景和人物。

>使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不要说, 
“
我的一位朋友看到⋯

”
而应说, 

“
我看到⋯

”

>故事应短小精悍。请勿使用不必要的细节,或离题太远。若是这样,你会失去听众。

>使用自然的手势/肢体动作,切勿夸大,否则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

你的作业

在此单元中,你要以似 经历为基础创造、排练并讲述一个故事。使用生动的描述和对话,使故

事生动形象。应在没有脚本或笔记的情况下讲述故事。

对于故事主题的几点建议 :

>你的女儿或儿子离开家去上大学的那一天。

>购买第一辆车、第一栋房子等。

>你的钓鱼假期。

>遇到妻子/丈夫的那一天。

讲述故事的场合应是非正式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请听众面对你呈半圆形围坐。不要站在讲台

或其他障碍物后面。你和听众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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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播南似 经验故事

标题

评论员 日期

评论员须知:在此单元中,演讲者将根据个人经验创造并讲述故事,而不使用脚本或笔记。演讲者将使用生动的描

述和对话,使故事生动形象。建议演讲前先阅读演讲单元内容。

>故事要点如何发展?情节如何支持故事的要点 ?

〉故事如何推向高潮 ?

>人物形象塑造是否丰满?你对人物有何了解 ?

>演讲者如何使用描述和对话,以营造故事的氛围 ?

>演讲者讲述故事时,你能否在脑海中勾画出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演讲者可以做些什么 (如有),帮助你

更好地构建人物和情节 ?

12 讲述故事



第弓单元

故事的寓意

故事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人群的极佳娱乐形式。但是,除提供娱乐外,故事也有

其他作用。故事中蕴含着宝贵的道理。

蹄

每个故事都应蕴含某些道理或对生命和人性的感悟。在所有故事中,最有代表性

且最有名的是伊索寓言。其中一则寓言是
“
龟兔赛跑

”
。

砌

一只兔子嘲笑乌龟步伐缓慢。但乌龟笑着说:“你任选一天,我和你比赛。我

敢肯定可以打败你。
”

“
尽管比吧,” 兔子说,“你彳艮llX就会知道,我的速度有多快。

”

最后,他亻i]决定立即开始比赛。乌龟出发⒎ 按照他一贯稳健的步伐缓慢地

前进,没有停止片刻。兔子则掉以轻心,说先午睡一会,然后很快就可以追上乌

龟。

与此同时,乌龟一直在辛勤跋涉。兔子则睡过了头。

在兔子到达目的地前,乌龟已经先行抵达了。

道理:稳扎稳打才能赢得比赛。

伊索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一名奴隶,讲述了数百个类似的故事和道理。如今,伊

索寓言仍广为流传。

老嬴开会

从前,一群老鼠因被当地的一只猫迫害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聚在一起,商议

如何才能摆脱迫害。

他们讨论了许多计划,都被——否决。最后,一只小老鼠站出来,提出在猫

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的话,猫到来时大家就可以提前获知,及时逃脱。

这个想法获得了众多老鼠的赞赏和一致同意。这时,一只-直默不

作声的年长老鼠站了出来,表示他认为这个想法最巧妙,无疑会取得成

功。但他有一个小问题:“谁去给猫系铃铛?”

道理:说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

讲述故事  13



规划故享

蕴含道理的故事可用于说明演讲中的要点。可以引述别人的故事,也可自己构建故事。请记
住 :

>故事应简单。对于蕴含道理或寓意的故事而言,其情节和人物应简单。

>故事应具有普遍的主题。主题应该是人们熟悉的事情。例如,在上述故事中,普遍公认
的事实是兔子的速度远远超过乌龟,而猫和老鼠是天敌。

>在故事中穿插曲折情节。上述故事的趣味在于出乎意料且稍显幽默的结论。

>确保故事包含情节、背景、冲突、行动和人物。

你的作业

在此单元中,有以下几项方案可供选择 :

1创建并讲述包含道理或寓意的故事。道理或寓意应新颖独创。

2参考另一个故事或引言中的道理或寓意,然后在此基础上创建并讲述一个原创故事。例
如,你可能需要利用从

“
龟兔赛跑

”
故事中获得的道理构建一个新的故事。

无论选择哪种方案,务必应纳入情节、背景、冲突、行动和人物等故事元素,而且讲述故事
时,不要使用脚本或笔记。故事应趣味盎然,也可包含幽默元素。使用自然的手势和肢体动作。

讲述故事的场合应是非正式的,气氛亲切。请听众面对你呈半圆形围坐。不要站在讲台或
其他障碍物后面。你和听众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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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指南道德寓意故事

日期

评论员须知:在此单元中,演讲者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参考某个故事或引言中的道理或寓意,然后在此基础上

创建并讲述一个新故事。故事应富有趣味,结尾则峰回路转,让人喜出望外。讲述故事时,演讲者不应使用脚

本或笔记。建议演讲前先阅读单元内容。

>故事是否简单明了?

〉演讲者如何吸引并保持你的兴趣 ?

〉是否包含好故事应包括的所有元素 (情节、场景、人物、

故事造成了什么影响 ?

行动等)?如果未包含所有元素,缺少哪些,对

)演讲者如何利用发声多样性增加故事的效果 ?

)故事中包含什么迂回曲折的情节?是否成功?为什么 ?

讲述故事  15



第4单元

感动人心的故事

作为一名故事讲述者,你尝试讲述人物形象丰满,对话生动且描述流畅的有趣故

事。你尝试耿悦并娱乐听众。但你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即让听众有所感悟。你希

望他们感受到各种情感。你试图让他们感受到各种情感一 爱、恨、愤怒、友谊、忧

郁、快乐、悲伤、希望、勇气和嫉妒。唤辉听众的情感时,可让他们体验与故事中

人物相同的情感经历。但如何做到这一点?

蝴

可采取多种方法唤起情感。

1,直接唤起。故事或场景中的人物、对话和整体基调可直接点燃读者的情绪。例

如,看看以下这段话:

撇嬖餍 墨招胝鬣鬲揣鼾 赢
氵
盟鳔R:∷#攉舀

派对。」immy知道这个派对,他听朋友亻丨]谈起过。

前几天,RObe陡 在学校发出了邀请函。但」immy没有收到。他不知道原因。

他原以为自己和 Robe吨 是最好的朋友。

DaⅥd看到站在窗口的 Jimmy,一边走一边向他挥手致意。Jimmy的蓝眼睛里

盈满了泪水。他做了什么让 Robe陡 生气的事吗?他什么也想不起来。」immy从

窗口转过身,走进厨房。

他的母亲坐在小木桌旁喝咖啡。她抬起头,看见 Jimmy进入房间,小脸上满

是受伤的表情。
“
唉,Jimm为

”
她不耐烦地说,“你还在闷闷不乐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日

派对而已。生命中充满了失望。你必须学会适应。好了,自己去玩吧。
”

在上述场景中,你会喜欢 Jimmy。 在描述中,他是一个有着蓝色眼睛、容

易心软掉泪的小男孩。由于被拒绝的经历,你会对他充满同情。通过简单

的描述,已有两种情感被唤起。

对话也可帮助听众感受到情感。从母亲的反应中,你会认为她冷漠而麻

木。

16 讲述故事



2.闾接唤起。可通过人物的反应间接唤起听众的情感。

看到自己的生日礼物 — -辆闪闪发光的红色新自行车后,Robe陡 睁大了双眼。他跑过

来,握住闪闪发光的镀铬车把,抚摸着黑色座椅。一辆只属于他的新自行车I他以前从未拥

有属于自己的新自行车。他总是骑哥哥的旧车。他抑制不住满脸的笑容,随即跨上了新车,

坐在座位上。车座对他来说有点过高。他的双脚叽乎不能触地。但

是,这并不重要。这是他的自行车。

Robe陡 很快乐。通过他对新自行车的反应,你也感受到了快乐。如果

仅仅阅读对于一辆新自行车的描述,你不会与故事中的物品产生情感

连结,也无法分享到故事人物接受礼物的喜悦。通过他的眼睛,你可以

了解到礼物的价值。你甚至可能还会记起自己得到第一辆自行车时的感

觉。无论这段话是让你忆起往事,还是你只能通过想象来构筑画面,人物对物品的反应均可对

你产生影响。通过描述 Robe陡 对自行车的反应,你此刻的喜悦以及对未来快乐时光的期待被

点燃。

下-步:引发冲突

熟练的故事讲述者会直接或间接地唤起听众的情感,伴随主人公一起接受

挑战,赢得胜利,并最终引出故事的要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构建冲突。故事中的人物

必须奋力克服困难,以凸显最终成果的宝贵。对任何人物来说,最有效的挑战便是情感。

虽然你已多少体会到 Robe陡 的喜悦,但对于他的性格,你可能仍觉得与你的期待不符。而

且你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毕竟,你刚才已感受到 Jimmy被拒绝后的悲伤心情,所以现在,你
必须在对 Robe陡 幸福感的感知和他导致朋友承受的痛苦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情绪上的冲突有

助于保持你对故事的兴趣,并不断投入情感直至得知故事如何结束。

越少越好

调动听众惰绪的秘诀是保持低调。不要让人物的彳亍为过于张扬,或耸人听闻。 “
她歇斯底里地

抽泣着,啼哭声和惨叫声回荡在墙壁间。
”
这样的表述过于夸张。 勹ean咬了咬嘴唇,眼睛里

盈满了泪水。她拼命眨眼,直至眼泪无法控制地从脸上流下。
”
这种表述更加现实,更容易唤

起听众的惰感。

你的作业

准备、排练并发表旨在唤醒听众情感的故事。确保在故事中纳入所有元素,包括情节、背景、人

物、冲突和行动等,使故事打动听众,并逐渐推向高潮。讲述故事时,请勿使用脚本或笔记。

与听众保持眼神交流。使用自然的手势和肢体动作。

讲述故事的场合应是非正式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请听众面对你呈半圆形围∷坐。不要站在讲

台或其他障碍物后面。你和听众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讲述故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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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日期

评论员须知∶在此单元中,演讲者准备并讲述一个旨在使用描述和对话唤起听众情感的原创故事。讲述故事时,演

讲者不应使用脚本或笔记。建议演讲前先阅读单元内容。

>演讲者讲述故事时,你体验到了什么情感?演讲者如何使用描述性词语和短语唤起惰感?

〉演讲者如何使用对话唤起惰感 ?

>故事是否包含背景、人物、情节、冲突、行动等基本要素?如不是,缺失了哪些要素?这对故事造成了什

么影晌?

>人物形象塑造是否丰满?演讲者如何使用描述和对话使人物形象鲜活?

〉故事如何推进?故事的要点是否清楚 ?

>演讲者如何推进故事达到高潮 ?



第5单元

史的故事

数百年来,故事讲述者发挥了多种作用。他们是新闾讲述者、宗教和道德观宣传

者、演艺人员以及文化的载体。但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历史学家。在历史被记

载之前,故事讲述者肩负重任,亲历并讲述故事,以防被遗忘。他们讲述的故事

涉及领导人、战争、爱情和重要事件等。

即使现在书本已经基本取代了口述历史,但听众仍喜欢聆听历史故事。虽然历

史悠久,但圆桌骑士、圣经故事、各种战斗、探险家和各国领导者的轶事仍然引

人入胜。             ˉ

规划故扌

如果叙述得当,历史故事也可以充满乐趣,引人入胜。以下技巧将有所帮助 :

〉将故事范围缩小为一个事件。例如,请勿尝试讲述某人一生的故事。仅讲

述此人生活中的一个事件。

)拥有情节。和其他任何故事

一样,历史故事也必须涵盖

背景、情节、冲突、人物和

行动。

>发展人物形象。让人物形象

鲜活生动。切勿假设大家都

已经知道你所谈论的人物。应加以描述。让听众能想象其音容笑貌。限制

故事中的人物数量,以避免听众混淆。

删减系材

如果你想讲述一个太长或对听众而言太过复杂的故事,也许应事先删减或编辑

素材,以符合时间限制,并使其更容易理解,增加趣味性。

你的目标是删减素材,保留故事的主要要点或情节,并删除不起作用的任何素

材。故事开始时的简介将向听众提供符合要点的彳亍动大纲。

讲述故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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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减素材时应 :

>删除冗长的描述。

)删除整个场景,但前提是确保故事仍具有完整J巴

>删减对故事发展没有意义的次要人物或次要情节。

通过以下方式删减故事 :

1,仔细阅读故事

2决定保留哪些部分,且仅保留对故事要点必不可少的部分

3删除其他部分

4使用过渡将各部分连接在一起

5再次阅读选择留下的部分,确保故事仍然富有意义,仍然忠实于情节或目的,符合时间

限制,且拥有形象丰满的人物。

讲述故事

故事的节奏应根据行动的不同有所不同,从慢到快。改变讲述时的音量和音高,以增强人物

表现力和戏剧性。在改变想法、说出重要词句或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应稍作停顿,以唤起听众

的好奇心。一定要与听众保持直接的眼神交流。使用自然的手势和肢体动作。

你的作业

选择、准备、排练并讲述与历史事件或人物相关的故事。事件或人物可源自神话 饰lln日关于宙

斯的故事)或想象,既可虚构或也可取材自真实事件。可以讲述乔治华盛顿卡弗,埃莉诺罗斯

福,温斯顿丘吉尔或圣雄甘地的故事 .

确保故事包含情节、背景、冲突、人物和行动,并逐步推进,达到高潮。使用描述和对话 ,

为故事增添情感。如有必要,应删减故事,以符合相关单元的要求。如果需要,应准备简

介,在故事开始时向听众提供符合要点的行动大纲。

讲述故事的场合应是非正式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请听众面对你呈半圆形

围坐。不要站在讲台或其他障碍物后面。你和听众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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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籀南重现历史的故事

标题

∶鸢豪繁翳

〓
 

ˉ
 
≡

评论员 日期

评论员须知:演讲的目的是由演许者艹述与历史辜粹或人物相关的故事。事件或人物可能源自神话或想象,既可
虚构也可取材自真实事件:萤事迫包含噎艿廴人钩,并逐步发展推向高潮。建议演讲前先阅读单元内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清蝓 T

●演艹圣拄黝曜趟事撒向漓瑚方面的成功程度如何 ?

。∷                     ?

。凵喇出谳鳊谥敝事时是否有效利用了描述和对话 ?

●圬是否对演许者÷述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讲述故事时:演讲者利用发声多样性的效果如何?演讲者是否有任何让人分心的手势或举止 ?



丨=^~~~~~~~—
——

附录

作业完成记录表讲述故事

演讲标厄 日期
丈教刮会长

锑

2.个人经验故事

3道德寓意故事

4.感动人心的故事

5,重现历史的故事

保存该页以核实本手册的作业完成情况。申请铜牌高级沟通员、银牌高级沟通员和金牌高级沟通员时,请提交

相应手册中的作业完成记录表。

22 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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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AsTHAsTERs
教育睬程

TOastmaste6教育睬程包含雨悃系统:淆通系铳和领蕖系铳。我亻卩习鼓黜你同踌参典粤胃逭丽佃系铳。

它IFl业不窨相互排斥'你可同睛参舆荸罾。只需逵成特定任搿'即窨韶可你的能力。下-真将靛明你

能镬得的檠街及其要求。下冒俘再大系统的檠街升级制度。



教育

荣衔要求

以下是每个沟通系统能获得的荣衔以其要求的简要说明。如需有关要求的完整细节,请查阅实际的荣衔申

请表。

胜任沟通员 《CC冫

:::∶∶,Jt∶
〉 已完成 偬鲜夕碰彭 (书目编号 CS225)手册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CC(胜任沟通员)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CC申请表连同
“
作业完成进度表

”
一起

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各 证书;两份免费的 《高级沟通系歹刂》手册 (仅限首次申请者);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铜牌高级沟通员 (ACB,
::::9扌i1:

>已获得胜任沟通员荣衔 (或胜任会员荣衔)

>已完成 《高级殉通系剜 中的两本手册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ACB G同 牌高级沟通员)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ACB申请表连同
“
作业完成进度表

”
一起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得: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银牌高级沟通员 《ACs,
要求∶

>已获得铜牌高级沟通员荣衔 (或胜任会员或铜牌高级会员荣衔)

>已完成 《高级沟通系剜 中的另外两本手册

)主持 The BeF冶 r Sr,e四 艴r Serle5和 /或 The successFul Club Se砣 s中的任意两场演讲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ACS的艮牌高级沟通员)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ACs申请表连同
“
作业完成进度

表
”
一起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得∶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金牌高级沟通员 《ACG》

:::∶∶习Ⅰt:
>已获得银牌高级沟通员荣衔 (或铜牌胜任会员或银牌高级会员荣衔)

>已完成 蚋 筠嗨殍汐砂中的另外两本手册

>主 持 success/Leσde‘h” 免″es、 Suffess/COmmunlCJ″On Se″es或 yOu曲 Leσ de‘h” 中 的 一 场 演 讲

>辅导一位新会员完成前三次备稿演讲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ACC· (金牌高级沟通员)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ACG申请表连同
“
作业完成进

度表
”
一起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衙∶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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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果会员为获得首个 ACB已完成《娱乐性演讲者》(书目编号 Cs

这些手册来获得第二个 ACB或重复获得的任何其他沟通荣衔。         ∷

会员致力于得到单个荣衔 (ACB、 ACS和 ACG)时,无法重复完成任何 临享级沟通系剜 手册。比方说:会员不能为获得同个

ACB完成《娱乐性演讲者》(书目编号CS夕6A)两次。

胜侣莪慰寻(CL)

::::,Jt∶

〉已完成 徘 任颉导》(书目编号⑸ 6)手册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CL(胜任领导)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CL申请表连同
“
作业完成进度奉

”
一起

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得∶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铜牌高级领导 (AL㈤
::::丨,扌t∶

〉已获得胜任领导荣衔 (完成 徘 任领勃 (书目编号 C96)手册)

>已获得胜任沟通员荣衔 (或胜任会员荣衔)

〉担任分会干部 (会长、文教副会长、会员副会长、公关副会长、秘书长、财务长或事务长)至少六个月,并在任期内参与拟

定
“
会务成功计划

”

>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参与地区总会举办的分会干部培训

)主持 The successft/∫ Club Serle5和 /或 The Leσ de‘h巾 fxcel炬nce免″es中的任意两场演讲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ALB(铜牌高级领导)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ALB申请表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得∶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银牌高级领寻 (ALs,
联 ∶

〉已获得铜牌高级领导荣衔 (或以前的胜任领导荣衔)

〉担任过全任期的地区干部 (地区总会长、副总会长、公关执行长、秘书长、财务长、部总监或区总监)

)已完成 ″匆h Per仍rmσ n∞ kσde‘h” (书目编号⒛2)课程

)成功担任过分会发起人、指导人或教练

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ALS(银牌高级领导)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ALS申请表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得∶证书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杰出会员 (DTM)
:II∶歹:R:〓
)已获得金牌高级沟通员荣衔 (或金牌高级会员荣衔 )

● 已获得银牌高级领导荣衔 (或高级领导荣衔)

杰出会员是会员可获得的最高荣誉。达到要求后,请文教副会长在线提交 DTM(杰出会员)申请表,或将填妥并签署好的

ΙM申请表寄到世界总会。

你将获备∶奖牌和给雇主的信 (只提供英文证书和信)

讲述故事  25



ADVANCED COMMUNICATOR高 级沟通员

AWARD APP凵 CAT丨 ON荣衔申请表

世豸总会胶到你的申请之盹 际必须是以下跃歹吣分会的当前会员,才有资移申清该荣衔。

盹mberlltlm洄 |||||||||璀腽
e

会员编号

Club number~____— —— DistHCt

分会编号      区域

Date

日期Name
姓名

Permanent address change?

永久地址变更?

请打印

□譬

(如证书上所示 )

□尝
Phone

电话

Address1

地址 1

Address2
地址 2

City
State/Province

州丬/省

POsta|code

邮政编码
城市

Country

国家

Ema"address
电邮地址

Advanced Communicator Bronze
铜牌高级沟通员

勾选正在申请的荣衔。然后完成以下相应部分。

EIl Advanced Communicator silver
银牌高级沟通员

EIl Advanced Communicator Gdd
金牌高级沟通员

□ Received Competellt Communicatorlor C° mpetent ToastmasteO award

获得胜任沟通员荣衔 (或胜任会员荣衔 )

C|ub number

分会编号

Date receiVed

接收 日期

EI C° mp eted a|prolectsin twO manua sfrom the Ad叼
nCed Commun`cσ″on se″es(Attach the Prolect Compieuon Record from each manua{)

完成两本高级沟通手册。 (每本手册均附有 《作业完成记录表》。)

□
蔟覆诰龊 旨T蹦在蟹鲨霰磊滏裘韪龚苟笃靠尹

σ Advm∞d确tm槭σ№lnZel aw引 d

C|ub number

分会编号

Date recelved

接收 日期

E彐

:詈品黻擅昂去丿罐骨胥啸;∫
Wl∶

詈;∶营吕圩∫骂ⅠI誓扌糨昙昏旮导影Ⅰ葶兮誉;c号
rlsnse″e5lAttaCh the Prolect Conη det° n Record from each manu引 )

□Condtld∞№岬entat ons lrom劢e弼
袅昭z彪笔髀 彰备军γ繇苫骞寄獐 摧瑞髑fl∞

e llsed σ刨ous yl

主持 Tne Ber招 r speσ kerse″es和 /或 T/le suc

Presentation name

演讲名称

Presentation name

演讲名称

26 讲述故事

Date presented

演讲 日期

Date presented

演讲 日期



匚彐 Received Advanced Communicator s"ver(or Ab|e Toastmaster Bronze or Advanced Toastmaster S"verl alAlard
获得银牌高级沟通员 (或铜牌胜任会员或银牌高级会员)荣衔

Club number

分会编号

EIl C。 mpleted a|prolectsin twO manvals from the^dvσ nced Communlcc″ on se″ es(Attach the Prolect Comp|e刂 on ReCord from each manua)

完成两本高级沟通手册。 (每本手册均附有 《作业完成记录表》。)

匚彐Coordinated and conducted one presentation from success Communlcσ rlon`Success Leσ der~【 hl/,or/ouF/l Leσ dersh” Prog〃7m(PreSentation date

may not be one used previously)

协助并主持一次 s凵ccess Commun庀σFlon、 success∠ eσde‘h巾 或 Youth Leade阝 hip训 练单元 (演讲日期可能不是之前使用的日期)。

Date received

接收 日期

lA/orkshop name

训练单元名称

□ Coached a new memberthrough his or hernrstthree speeches

辅导一位新会员完成前三次演讲。

New membername

新会员娃名

Date presented

演讲 日期

New membernumber

新会员编号

Year coached

辅导年份

CLUB0FFICER VERlFICATION分 会执委认证
确保分会执委签署申请表,并注明日期。会员不允许签署自己的申请表,即使他是分会执委
Thε ∷εεsrrt否ter whose name appears above has Con∩ p|eted a"ofthe requirements forth s aN/tlard

以上会员已完成该项荣衔中的所有作业。

E。0orFCer signature

筌名

Club o仟icer name

打印姓名

C|ub o币 ce held          Date

分会执委职务      日期

LETTER TO EMPLoΥ ER(opTIONAL冫 给雇主的信 (非硬性规定)

=]Please send a丨

etterabout my award to my emp oyer be|ow

请寄一封信 (英文)给我的雇主或主管 (如下所列),肯定我的成就。 (请用英文打印或工整填写,公司名称请勿使用缩写。〉

Supervlsor name

雇主/主管姓名
Company
公司名称

Address1

地址 1

Address2

地址 2

City state/Province POsta|code

邮政编码城市

Country

国家

少Ⅲ/省

Ema"address

电邮地址

AWARD APpLIcATI0N sUBMIssION荣 衔申请表提交

然后,请当前分会执委在 www。toastmasters。org/members网站上提交您的申请表。如果当前执委均不可在线访问,

请邮寄或传真 (其中之一)完整申请表。

Membersen"ces、 Education Awards

Toastmasters|nternationa|

P○ Box9052· V ission Vielo`Ca92690· USA
FaX∶ 949-858-1207

Tran创 ated5/2012fr° m Engloh Rev2/2011   书目编号Cs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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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
赈

沟通系列

场合演讲。以下包含五个单元的任何一本手册都可用于取得铜

孱警缓瑁歪留摧笥簿掌芟舀遥置

ste6分会炯 樾 舳 蹴

灵与金牌高级沟通员荣衔。

揉谭瞢恝惑淮慕锪 反暑罾缦叁谙跹蟊鸶彝甚戛撬曩
倍受欢迎的。单元中讲述如何准备和发表娱乐型演讲,寻找精彩故事或趣闻,在演

詹警垩氇孱丬努捃呀雾雪鼋鞒覆嘬港     犁 黜
眦 可能要求你改日妹 拟 uLX型演讲。s=F册鲐 师 硇 的静 组织

专业演讲考 (书目编号
畚:226G冫

职业演讲者能给许多听众做各种类型的演讲。本手册指导你准备发表专题演讲、娱乐型演讲、销售培训

龊 鹾雀嚆甘谳嘿憾挚锍鬈 髑黜嬲黝 貅甜旷
品酬略°单元中涉及销售产歃舀r电话推

讲述故i(书目编号
蒜羼翳

Ⅸ冫好的故事能增强演讲效果,令人过耳不忘。本手册指导如何讲述民间传说、个人故事、道德故事、情感故事

幽弑演讲 (书目编号 Cs2260》 使用幽默可让每位演讲者受益匪浅。学习如何将幽默趣闻、笑话融入演讲内容中,以强化其开场白、正文

或结束语。

欲获得最快服务,请通过www·toastmasters.org/sh° p在线订购

书目编号 CS209

Trans丨 ated12/2011from Eng|ish Rev l丿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