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ქĂࠧࢱݽဏᄸ

ქগ۠ѹ௰و࿔ǈو߶ۏኚணዷࣨࢱݽኡᇀქࣨ۹وٮ૯

ණăሦಜࣺǈၛۂੂڞҋ܃ຓǈҴසࣝሣნܗܗණ୭ੂཛྷຓሙǈ

ຓሪᅘဗᄮेԥ࿎ષă

ქᇍևǈԽੑوჀߞհזوਊሙ६ྏዓăࢱݽቁᇀ२

ሉٜဢዷăࡐഹǈז༶܉६ੂქޔ༙ǈቁࠝମᇀຓوဢዖພණă

“ ќࢱݽوǖຓ୯ԥኼ྄६ണऑఀă྄ กქྗޔ௰ූၳوǈ

྄ეཛྷ྄୯ҎوҎҴనქሉఀوሙ౮ăഋఀുຓ୯྄܅६ണѷƽనષ

ሙ౮྄ৼটዟă ” ණሦჅဢዅă

ሂᇀዷࣨႧષăຓ၆ਖዅሙو෨ქ۠ຂޔǈქࡍትܖ

ࢲǈჂ་ዅࢱݽǈᗆዬနષăഹࡍǈຓ്ሪٜญۿ

ࣺǈՓฌߞوǈዮࡍၭቲષ৯॰Ӧૹوქሉඏۢăࢱݽཔန

ዅዸ࿒ੂǈѿҴᇀฐǈኼӄనሙષă༏ഹǈ்ޔ२྇ഫ

་ǈᅋםዅዔو་ǈዸᇀٜණ܅ؙಲੂǖ“ ྊ …… ྄ཐષѿ

मিੂ؞ષƽ྄ሦޔொƽྊ ……”

־ǈኪీࢲዓಲሙ

ષࣺۿăࢱݽԥቌᇛଡ଼Қԯ

ࠝǈࣇޘዅీفዟණă৹

กǈ்ဏᄸ჻ॿԥऑષă

ǈဂॊණཏזفݭԧࢱݽ

ണǈቝऑ்ዓቁٜ߹ଷ

ଁă

“ ဏᅙƽ ” ǈلࠊࢱݽ

ٞ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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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௩ੂǈќوဏᅙƽ྄ሦۛᅘमিƽ྄ۛوዓᅘۂ࠶मিǈဏ

ᅙ ……”

ăࠊوዓୣᅘऑዷࣨ

ࢱݽᄸეऑຓăޔǈ༶எᅘქࢱݽބཁǈܾྣᆗੂص

ོǖ“ กԥกქޔဏǛ ” ܾྣᆗؖํǖ“ ԥกă ”

“ ்ଡ଼ǈഋ௩ބሦᄸǈ྄ୣᅘਅăدกǈეกᇍևੂ߹

ዓੂષǈഋ௩ുຓ६ੂăޔ்و ”

ዓലୣဏᄸăഹۚǈ்فെٜಜཏᆿऑڞሿཁࢱݽ

ᅘᆿੂă

     װ

1 2    ࢱݽ ᄸ    3 4    ߶ۏ ኚண    5 ዷࣨ    6 ҋ7    ܃ Ҵස    8 ࣝሣ    9 ሙ

10ᄮेԥ࿎    11Խੑ    12հ    13२ሉ    14ဢዷ    15༙    16ԥኼ    17ҎҴ    18ሙ౮

19 ਖዅ    20 Ⴢ་    21 ᗆዬ    22 ญ    23 Փ    24 ฌ    25     26ߞ ၭቲ

27Ӧૹ    28२྇    29ഫ་    30םዅ    31मি    32ዟ    33ॊණ    3435ܾྣ    ٜᆗ

36     37 െ    38 ಜཏ    39 ഹۚ

fI   wP  yuSn

huSn  sh4kuF chS

lSng

liT

chDngxiS

shY

quSn

ٞქ৾    ৾ྲྀ



4 | ଷ౿ीԮ࿅઼ ቲྲྀ

ᅷۨࠧဢዷ

• ቲྲྀǈᅘქဗዖիիᅋੂӹ୯وቒჟࢪܝǈᅋۨࠧᄪྲྀࡍوኺ (h7u

zhu4, suffix) ᅘဗခǈ Ӕǖ

ࣨǖዷࣨ   ކ   ࣨࡥղࣨ   ᄸࣨ   ৶ၳࣨ   รۨࣨ

ǖी  ყ   ֔ޠ   ᄸ   ׀   ଓ

ሣǖዷሣ   ڣሣ   ၳሣ   ࣝሣ

ฐǖކฐ   ҝฐ   ಧฐ  ಮฐ  ࠝฐ   

ᆗǖႩᆗ   ܾྣᆗ  ตࢭᆗ   ᆱڑᆗ   ीણᆗ  ฒ୭ᆗ   ࣳᆗ   לᆗ

   ޠǖ୨ޠ

ǖԓ   ๎       ఒ  ሁ   

ූǖූ  ఒූ  ၳූ  ყූ

իᅋݒװ࿀

• ෬ଡ଼  ᇛଡ଼  ᇛჅ  ᇛଡ଼Қ  ქჅ  ქڊ    ԯ  ԯ    ԯ    ޚ  ٛف  

Ӕ  Ӕृ  ޕ  ӯ  ཛྷ  ཛྷષ  ཛྷ෬ଡ଼  ୧  ു  ࣩޚ

•   ဏ  ၛۂ  ഁ    ਜ  େ  ࠝ    എ  ݙ  ්    ݽ  ّ  ူ  ছ  ሪ  ࣯  ᆜ  ॰

ੲ  െ  ఓ  થ

                       

ٞქ৾    ᅷۨࠧဢ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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წතوူ

1909௰נوੂفષۏ߿ۏቿ (Ohio State)و৻ܲ֏ (Cleveland) ăدกǈ

ل॰்ဗભॊݛăኡᇀࡧ෬ଡ଼Ӱੂ؞ ॊ (Gates Street)תݥޖԌୣᅘנ

ණو୯ǈڞዅฏ෪ᆠዓǈฺܛ (fTn shuA, to paint) ތوǈฏ෪࿔ᅋྏۿ

Շࢲă৹กǈתݥॊණണก்ଡ଼ᅞѧᇆᅞֻ (ch8u l7u, ugly)ă

լă࠶ܰ܂ॊă৹กটᄜཛྷᅞᇆᅞֻǈດಲੂڮॊกქתݥ

ኡᇀ்ۛوؙࣨԩܖ౸എ (p2n qi9ng)ă୯ᅘ෫ᅘޠዷǈᅘ෫أᇀࣨ

ă ຓ୯ۂྏۿو௰ୣᅘฺܛષăෑባઘዔੂๆ (tap water) ნୣᅘǈ תݥ

ॊوࣨቝࠝॊऻණဋ܀ๆ૦་ (fire hydrant) ்ۛ໗ๆࣨണă

ॊلӊნ࠶ௗǈࣞୣᅘଁيǈნୣᅘှل (pavement)ăתݥॊ

ქ་وଁǈޖॊੂ؞لષၨဉ (xuAn xiAo, din) ࠧֆ༕ă

்௰נǈתݥॊݛ॰ၳထوఒၳූǈؙڞืۂዅူწă৹

กǈੂዔתݥॊޔ்وဏఒǈലዅຕ჻ॿષሿሿქڎޔو

ᇆწܾăნၛሦกຕ४ᅘوქऔწܾѷă

ဏఒوዅຕ་ິྲăۂଡ଼৹ќوဏఒяƽຕᇀၳ

ထዜกఐᅋޢǈቷӾӾᅘ (very polite)ǈأࠧජ (very nice)ǈഹۚຕല

་எ (pRng t9u g7u miFn)ă

ᅘქǈڶఒ ǖํ“ டᇍևණၳჾǈ௩ѿટ࿄࿄ݧǈ

ࠝǛӼཐષă ”

ٞ۠ᇍණǈఒوટ࿄ݧષǈ་ۢნ࿄߹ปࠝષă்࿒ྙ

ࣨჾǈڶຕ ǖํ“ წܾ࿄ქ࿒ǈࠝوዓǈഋ௩ଲଲѿ௩ Ǜ”

৹กٞ۠ǈဏఒกዅຕ்وऔᇆწܾă “ ৹ຕଲଲԥ

ٞქ৾    ᆪီڣඩ



6 | ଷ౿ीԮ࿅઼ ቲྲྀ

࿂ຕă ” ሦଡ଼ăᅢกǈ଼ષქऔભوწතޖဏఒ

ਜీࣨണષăݭ࿂ٜٜे߹ྡǈăဏఒ

ٞ۠ᇍևǈຕዅူوწතණၳǈණണᅞݧᅞሿ॔ăຕބ

ǖ“ ᇍණଲଲ྄فዅူწතǈ܇իॼನă҄҄ԥᇀࣨǈຓ

ዶޠണષǈ৹กຓ॥ཁණ֜۹و෫ࡌটوفă ”

ཁණǈఒ҄҄وفຕوᇼ (zhDn) წතǈॼನٜํǖوူ

“ ᗇǈ྄ჾᇛଡ଼ୣᅘኢᄌفǈ྄୯ᅘሦଡ଼ભوქޔఒۛƽ ”

ዀණಎዅქਙዀԦǈۢ҄҄وქࣨዸ࿒ੂ֜ཁ۹෫ǈఒص

ຓࣩޚॼನષăࣨჾୣੂᅘᅋ߹ዀԦă “ ཛྷ෬ଡ଼ಎሦਙዀ

ԦǛ ” ຓོلă

“ ࣨეฏ෪هሿ॔ဗă” ຓوಠዓํǈ“ ࣞഹ྄୯وఒۛሦଡ଼ݧ

ǈྏዓᅞᇆᅞଜǈሦۂଡ଼ԥࠝă ”

֜߹ཁ۹ǈଲଲฺٜ֭ғăልܲலԥዷٜષქۛǈӯ

ዟྏ־ണǈࡍفᆠڑฐ၌ಲѸ (l2 bA, fence) ੂăٞ۠ཁණǈຓׂ

ٜǈ Ԧብࡠᆖăຓوಠዓࠧఒۛᇀქసҝă

ኡᇀఒޒࣨӦޔ்وǈኢᄌفఒوࣨქফქڑăᅞ߹ષ

ქဵޔಜǈຓნڑฐฏ෪ྏۿǈሦก෨௰ੂٞوქ״ă

ჾࡍǈתݥॊݛ॰ीູو௰ഁே (mP sh1, minister) ଁ߹ሦو

ዹྏۿǈف୯ڞᇀޔԥăຓኢᄌתݥفॊୣᅘှلǈნୣ

ᅘॊيăຓნቌ்لୣᅘዔੂๆă

“ ຓ୯ᇀሦჅوქॊණǈఐѿኡࠧۿᆠዓฏ෪ݧهሿ

ಭăሦဗሪᄮفهݡҝኜԯࠝă ” ேă

ᅢกǈຓണሖષชቂ (city house) ǈണሖષؙඨ (businessmen) ǈണሖષ

ٞქ৾    ᆪီڣ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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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ထǈഋഓຓ୯ҝኜኡᇀתݥॊ்وဗ౸എوࣨă

ăلॊ༾ഩӰષƽქႧණണǈࠝခกქॊתݥǈࡍᆨޔ

ॊණᅘષှلǈߑ (guDi) ༸ኰષქᇹଁيăेޕࣨޕષዔੂ

ๆ ăটᇀဏఒوူفهწතቐوࡍޔᆨǈתݥॊӰ֑ષქ

ሿ॔وॊلă

்௰ഁوே୧فქǈটဂ୯दะתݥॊׅছᄵူ߆و

ăದຓ֏ชو୯ષሦ߆ޔǈნષຓ୯ዔوഅ॔ᆱڑă

 1913 ௰ಲǈ֑ೇණཆو୨߶֏ሶڞ࿘ࡍષฺܛĂ၌ඥوྏۿ

ᆱڑă୯ࢦූوऔኒԧٜᅘષݢජă

წත෫ǈๅوఒၳූქऔူوຕޖქص (liAo) ف

(expect) ۢූሦჅქؙوהನࢹǛ

ٞქ৾    ᆪီڣ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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ইዓؘಈષǛ

ქ࿒ྙǈ྄Ėဏฯėሦӊรفષქޔᅘഢوᅖ࿇ǖᅋ

ဇࣸષ܊وᇓǈ৹ჾᇀইዓණ־ࡥ “ ઽ࠵ ”ă྄ნฎႵქ࿒ǈ࿕

࡛࿕࡛҄҄ଲଲă྄ѿ “ ࡦࣜ ” ॗॗǈॗॗଷණༀᄌષăބ

྄ષქਙ܊ᇓǈ࿒ქǈयॗॗޖăॗॗᗵᗵغǈটѿ܊

ᇓဇ֑ဏਾӖჅዓષăᇀ৽Ҵǈ྄୯કੂفષ҄҄ଲ

ଲۿǈሂᇀؙইዓă྄ൊኡနǈؙฐǈᅞ࿈ᅞլو “ ઽ

ླྀ ” ߷ഹ־ᇀইஎණષă

ইዓॗॗو־ષॼᄖوඇǈనฐ֎ᇄă྄ଷණᄌຕӼ

ുऑăॗॗ༖ષ༖་ǈኡષҙሉوዬă྄ಲॗॗǈ

ዟࣺۿ־ǈၦ྄୯و Ėဏฯėണષă

ଲଲ࿒Ҏੂષă྄ৼኰ־ქݏዅوࣇჅዓํǖ“ ଲǈఀࣺۿ

ؙوইዓԥቌᇛଡ଼ಈષƽ ” ଲଲ६ࣺۿქǈটࣇષǈৼ֭ዅ྄

ീષಲੂǖ“ กԥก௩ؘກوǛ ”

“ ዓջ෬ଡ଼ƽޘ६ࣨǈটݳ ” ᇀქసํࡨષă

“ ”ăوሦۛੂԯۢفԯ྄ݳǈلӊԥቌޗ྄ ྄ൊኡနǈࣁ

ӳዅăܖ

ଲଲᅞరོ (pSn wYn, to interrogate)  ષॗॗǈوفهዔഹกༀჅؖوă

“ ሦଡ଼ํǈกইዓዔѿዔؘກوષǛ ” ଲଲූષă

“ ნၛกوѷă ” ྄ქӫؖǈქӫࠧॗॗٜနಲੂă

ሦ෫ǈ҄҄ნ࿒Ҏੂષăຓዐ࿈ٜዅইዓǈქۛ৯ǈქ

ۛ༟ࡍǈഹؙߺߺࡍနಲੂă

ٞქ৾    ۶ྲྀၭ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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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န෬ଡ଼Ǜ ” ॗॗོă

“ ௩୯ޔဏ໊ǈ٧ߩዓሪԥඵǈ௩ଲڞӇ௩୯౯ષă” ҄҄

ํă

྄કऑഉ჻ॿҊǈটቝࠝํષሪࡨăଲଲዅዅნနષă

྄ࠧॗॗქಲོǖ“ ҄҄ǈఀกᇛଡ଼־ሪੂوǛ ”

҄҄ํǖ“ ௩୯કቝቌلᅋ܊ᇓᇀইዓණوࡥ࠶ခઽ࠵ǈ৹

ก௩୯ԥቌلǈಈইዓوခกؓوă྄ሙષ״ইዓǈခല

ăوกቁիڞ ”

“ చ ——” ྄ࠧॗॗሦԯഹؙྤă

ٞქ৾    ۶ྲྀၭڣ



10 | ଷ౿ीԮ࿅઼ ቲྲྀ

ᄌ೩Ѡ־ഉॎეॽԴǈ߆

ଷǖူၳಜᅞષǈ྄هࣝ୯ණၳޔಜदوဢዷቌǛ

ဏǖ ൛ᄁࣝă࠶໘ǈوქဗǈӼก୧ქदهࣝ

ભભǖ กяǈ྄ٞهࣝქदو໘ǈ்ก “ ኙ໘ࠝӔกӶǈࠝӶ

ᆿಲీ ”ă

ဏǖ ٞ۠Ăٞൻदกߔᅢዷྲྀو་ࠧॕཤǖ“ ሣটခก৽ǈ་ࠝڣ

Ӕก୭ ” Ǘ “ ॕཤ ‘ ٧໘ ’ ቺეǈ࠶ ‘ ቓे ’ ൛ᄁ ‘ ࣺे ’  ”ă

ଷǖࠝ࠶ƽ்ଡ଼ǈዷྲྀوቲࣺԩܖᇛଡ଼ჅǛ

ભભǖ “ ቲࣺԩܖ౬ؙܹǈՍܖ״டੂӹؕ ”ƽ

ଷǖୣفǈქၳޔಜदو௩୯ࣝڞኡષƽ்ଡ଼ණၳޔಜ྄୯दષ

ဗ෬ଡ଼Ǜ

ဏǖ ණၳಜఀ྄ޖ୯दષ״ᇛჅဢዷྲྀǈದ෯টदષޔ൛ǈქกᇛ

Ⴥԯѿྲྀሆဢهǖ“ ეѿྲྀሆဢǈဢݢჅჅ࿈ ” Ǘ “ ࣞ

ᅘ္ഢᅞฦྴǈქԧქԧဢዐ࿈ ”ă۠กᇛჅဢولٜ־ቲྲྀǖ“ ᅷ

Ⴀ๋৯၌ݢǈ‘ ᄪቲྲྀ ’ ԥॽԴ ” Ǘ “ ᅋዖቁവԥ൛ᄁǈիիԥ

ᄺۭᄕ ”ă

ଷǖ௩ํڶ࠶هƽ

ભભǖ ྄୯ٞქၳಜၳ࿀ࠨ “ ኴྡ ”ǈဢષဏྡऔĂဏྡڑĂቔྡٌٌă

ණၳޔಜ྄୯ၳ࿀ஐဢ “ ߹֔ ”ǈဢષქቸዔഹဃۢූࠧӰوࡧ߹

֔ǈဢષዔॿઈوქޔ߹֔ăሦၳޔಜ྄୯ეၳဢ෬ଡ଼ષǛ

ଷǖሦၳޔಜ྄ഋ௩୯ဢဏ߆ă

ဏǖ ဏ߆Ǜ

ଷǖกяǈဏ߆ă௩୯ቌ߆لࠧქґوഉᅘ෬ଡ଼ԥༀǛ

ભભǖ ഉก “event”ǈ߆ก “story”ă߆ԥกქऔಗಗوഉă୯࿂

ഉॎوᅘࠝ༺ĂᅘഢĂു࿒ണ߆ǈᄜཛྷ߆ڣĂ߆

(plot)ă

ဏǖ ഉիիกሪو߹ූۢوǈۚ߆৹ჾกሪوǈნ৹ჾกခੂ־

ǈกǛو

ଷǖ௩୯ํڶ࠶ڞهƽฑ࿘ǈ߆กڑؘوഉǈດᅘഉॎĂᅘಲ

ܼ (up and down)ǈᄧ൩ෞăದ״ǈ߆৹ჾกሪوǈ৹ჾกခੂ־

ăوණᆿࣩණခׇࢱوǈნ৹ჾกሪ෯و

ଷຮ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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ဏǖ ሦଡ଼ํǈ྄ ୯ྲྀ৾وĖࠧࢱݽဏᄸėটกქڑޔوဏ߆ƽ

ભભǖ ᆪڣԮ Ėူوწතėნกქ࠶ޔᅘᄌ๔߆وƽ

ଷǖದ෯ǈ྄୯ሦქՋ৾ӊຑၭᇗو୧ქ౬ǈഩڞกᄧ൩ෞ߆وă

྄୯وڣݳ Ėইዓؘಈષėก௰ૐࠧ௩୯ԥوۂဏၳූဢوქ

ᅘഢǛهǈ௩୯ে߆ဏޔ

ભભǖ နă༻وဏဏޔଲଲષქ҄҄ޘᅘഢƽዷሣࠧॗॗ࠶

ဏǖ ઘଲଲڞӇຓ୯ “ ౯ ” ߹ષƽ

ଷǖ௩୯ํǈĖইዓؘಈષėሦ౬ྲྀሆ෬ଡ଼ٜ۽ዮྮᄧǛ

ဏǖ ྄েهก “ ଲଲ࿒Ҏੂષ ” ف “ ქӫࠧॗॗٜနಲੂ ” ሦქ

ഉॎዮྮᄧăޔ

ભભǖ กяǈሦ߆ޔዮࠝ༺وǈটกଲଲ “ ถ౯ ”ǈۚዷሣѿሦქڰဢ

Ӽ࿈ǈটခกه zooming in ქჅǈڣಲੂ؞࠶ॴă

ଷǖ௩ํࠝ࠶هƽഉॎ (plot)ǈཌྷཌྷกഉۢᇽ߹֔ቲ־ᄌو࿈ॎăѿ

ዮڑوഉॎဢዐ࿈ષǈ߆টዔഹᄧ൩ෞષă

ဏǖ ǈٞქၳಜه྄ࣝ “ ቲࣺԩܖ౬ؙܹǈՍܖ״டੂӹؕ ” ்ქदǈ

໌ଥ߹ “ ဢ ” ࠧ “ ଞဢ ”ă྄୯กԥก৹ჾํǈဢ߆و෫ࡌǈڑ

وഉॎე “ ဢ ”Ǜ

ભભǖ ഉॎეوڑ “ ဢ ”ǈit makes senseăᅘဢӤഹეᅘଞဢǈ்ଡ଼߆

ҿংটეو “ ଞဢ ” ନǛ

ဏǖ ྄েهǈဢ߆Ӕဢ߹֔ეݒޚᆹქဗăຑჾǈ߆وዷሣᄮݡӼ

ኢᄌ “ ଞصه ”ǈ “ Սܖ״ட ”ǈሦჅࣨڣಲੂԯட҅ă

ଷǖ௩୯ํࠝ࠶هƽሦဵಜوዷྲྀǈটഋ௩୯ခሦޔༀၳქჅǈѿዔॿ

ઈ߹وᅘഢوĂࢪሣกᄩဃ්ৼوქऔǈဢ֑ქޔဏ߆ ……

ભભǖ ༯ǈ྄୯ੂဢዔ߆وǛƽሦ৹ᅘ٧ௗచƽ

ଷǖሦᅘൻ౬྄୯ၳထದຓༀၳဢوဏ߆ǈു ௩୯ዷԸ৬ǈᇛଡ଼ჅǛ

ဏǖ ሪوก྄୯ၳထༀၳဢوǛࣞഹຓ୯ဢǈ்ു྄୯ნੂฎฎѷƽ

ભભǖ ྄୯ეဢهӔຓ୯ࠝޚƽ

๔৬໘ǖ

1Ă ᇀٞྗदቲǈଷეഓ྄୯ဢዷྲྀე “ ࿈ ”ăᇀޚ६ქԧǈე֑ܖ

ဢࠧଞဢǈཛྷ෬ଡ଼Ǜ

2Ăฎዅदქޔᅘഢ߆وǈᆿदქୣޔഢ߆وăํํ෬ଡ଼Ⴥ߆وᅘഢǈ

ํํ෬ଡ଼Ⴥ߆وୣഢă

ଷຮ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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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୯وဏ߆ ” ࿀ዷၭǖ

྄ዟڌષ߆و
ૡᜇྲྀ

ᘙƽ྄وணዖॄૡᜇྲྀǈ॥௰෨ຂǈණ௰ă॥྄ੂބ௩୯ᅘქ௰

྄ᇀҽॻѠ୭ߟթዟڌષوഉă

1996 ௰و࿔ǈ҄҄ଲଲ؞ዅ྄ࠧ୫୫ҽॻ߹ศ࣯ăᅘქཁණǈ྄୯

ഩࣨᅘ༶ქဗᅙ֜༾ཁ۹ࡍണѠ୭ߟթܧ܅ᴥă்ǈߟթණ࠶

ਜǈ྄࠶هᴥీܧዅ؞ಲੂă҄҄܅ᴥǈটܧെă଼҄҄ષܖǈ෨ۂ

ષă҄҄فஎీăԥქۛǈটԥࡍᇀຓޘ

྄ქქ٧ნԥࣇǈᄜཛྷ྄ቌلଲଲǈᅘ୫୫ڞᇀࡍஎٌዅ྄ă྄

ኪཌྷሖǈدกሖੂሖണڞሖԥفຓ୯ă྄ဲዅࣇಲੂǈࠀదષă྄

ăᇀ྄჻ੂ־ႧਜٜᇀസీੂీണǈႧ੯ԥሽٜქْქْ܉

ॿቌلǈሦჅሖกሖԥفଲଲ҄҄وષă

྄ฎዅሖҝă྄ԥݰሖةوǈᄜཛྷ྄దᅾفǈຑჾ྄ሖڞو

กޔᇀქಲوă྄࿘ॄኡქڶฟฟѐჶǈོຓ୯กܱऑفዅଖ T-Shir t ܅

໘ǈຓ୯ॄོوǈོຓ୯ༀჅڶǈຓ୯ؖํୣऑă྄ᅞॄኡქوᴥܧ

྄ണሖঁՖҝă྄ᇀߟթණᅞኪષҙǈୣڞᅘऑঁفՖǈဲޚዅࣇષă

྄ᅞኡქڶฟฟѐჶǈዅོຓ୯ᅘୣᅘ྄҄҄فଲଲăຓ୯ଷණॄ

྄࿘Ӽዅࣇǈํ ຓ୯ҝ྄Қۨăຓ୯྄ོกܱࣝ҄҄هଲଲࠟࡨ٫وଵă

྄ქዅࣇǈѿ҄҄وฐࠟࢲნཐષǈهࣝࠝຓࠟࢲࡎوଵăฟฟѐჶڞ

ୣᅘघǈຑჾຓ୯ണሖǈഹࡍᆿሖާᅋࡨ٫ă྄୯ሖੂሖണǈቷᅢሖ

“ǖํࡨૠ҄҄ޖă྄ുฟฟࡨ٫ޔქف ăဲاఒۛᇀ྄ሦۛǈԥӤوఀ ”

ॿ߹ષୈլوۂޔဏ෫ࠧࠝ״ખǈ྄ቷᅢሖفષ྄ࣨوă

ก੯ๆǈ୫୫ნષăଲଲํǈሦڞǈ྄ଲଲႧࡌ෫وଲଲفऑ྄ص

ဏ෫ăॿ߹ሦऔǈ྄وဏ෫กຕქූቲዮዮ༈ਐዮዮௗѬޔ ષॖفଲଲĂ

҄҄ࠧ୫୫กۂଡ଼ќ྄ǈ྄ۚნก்ଡ଼ќຓ୯ă྄୯ქࣨڶҝኜ྄୯༙ভو

ăۂกࠝăଲଲํሦज़ණࢺݮฟฟѐჶნกᅑቶٜڶ்

࿀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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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߆و
ཉ౾

ქཁණǈو྄྄ࠧص୫୫ዶ༾৾ޢ෫ǈ྄ ୯ۢࣨو “Jack” ԥऑષă

“Jackƽ Jackƽ௩ᇀொǛ ” ୫୫ዅॄٜࣇಲੂă྄܉ਜٜీණ૯ǈണ Jack

ᅘୣᅘᇀ૯ණǈ৹ก૯ණୣᅘ Jackă

“Jackƽ ” ྄ნ྄ޘ୫୫ქಲॄă߹ષქۛǈ྄୯҄҄وଲଲნޘዅ

྄୯ქಲၼሖ Jackă

“Jackƽ ” ୫୫ॄăو྄

“Jackƽ ” ྄ॄă

“Jackƽ ” ଲଲॄăو྄

“Jackƽ ” ӫॄӫሖă҄҄و྄

྄୯ڞفሖષǈ৹ก Jack ୫୫ؙॄಲوăቁᇀሦ෫ǈ྄فกୣሖ

ੂǖ“ ௩୯ƽ ” ຕቚዅქؘޔזوă

“ ሦกๅوǛ ” ă္ོٜݽԥ҄҄و྄

“ ก྄ă ” దٜํăࠀଲଲو྄

ሦ෫ࡌǈ྄୯وǈ Mondayǈీ६ષྏǈષ྄୯ǈഹޖࡍષ྄୯ქ

ӹഉăوߒನޔ

߹ષܖትǈMonday ྄ۢ୯กᇀሖ Jackǈດটॄષქǈഹ྄فీࡍ୯و

ԍઓ୭ӫණă

చƽ Jack ᆓੂกᇀԍઓ୭༶எƽ྄و୫୫ѿ Jack ҳࣨǈዅོǖ

“Jackǈ௩فொണષǛ ”

“Jackǈ௩ੂષƽ ” ಲੂăॄ္ٜݽ྄

“ ࠝ Jackƽࠝ Jackƽ ” ଲଲქӫํǈქӫనດă

“Jackǈ௩ᆿნԥეీዟષƽ ” ҄҄ํă

Jack ქڊڐષǈᄜཛྷቓفᇀǈ Jack ᆿნୣᅘࣨષă

࿀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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ଲኲսષǛ
ૡ๔ܧ

ᅘქǈ྄وଲଲԋષǈࣨӔ౿෫ᇍქဗăຕქࣨفǈটॄ྄ؘ҄҄ޖ

ǈ໗ဿຓս෫ეኢᄌѠഩăࡨ٫ޔ

҄҄ქಲࡨ٫ǈ྄ৼํǖ“ ଲኲսષƽ ” ҄҄ᇀࡨ٫ؙॄქǈ

٧ۛᆴؽă҄҄فॼࠊوǈ྄ઘํǖ“ ྄౯௩ă ” ்෫ࡌǈ҄҄

२ݭǈॄؙࡨዅ٫ڶ྄҄҄فዷăຓ୯ऑޠຓຮޘቁᇀޔҚާฌᅘൻو

ǖོڞޔޔ୭ǈوǈქസཙᇀຓࡌ෫وҚާฌ־ષҚާฌăٌ҄҄ዟ־ీ

“ ཫǈૡǈ־ષ෬ଡ଼ષǛ” ྄҄҄ਐနዅ ǖํ“ ก྄ۛوዓǈຓષޔ༺နă”

ؙࣨൾჾࡍǈ྄҄҄وғੂفຓޘǈํٜဲߔǖ“ ૡǈࣞഹࣨᅘǈ

்௩টݭਜࣨѷă ”

ᇀࡨ٫ණǈ҄҄჻ॿؙସષ྄ქڻă்Ҧཁຓࣨჾࡍǈᅞୣ༾ୣષٜ

ํષ྄ҙă྄ᆿნԥݰሦଡ଼ؙو༺နષă

࿀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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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说 明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课程设计博士 马立平
	近年来，海外的中文学校发展迅速，其教材多来自国内。可是，由于海外的生活 环境和国内不同，海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方式、学习条件也和国内不同，在国内 编写的教材，往往不敷...
	这套中文教材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其适用对象为来自华语家庭的儿童。目前， 教材计有简体课本1至10年级，每年学3册（3个单元），配有相应的练习本，可供 周末中文学校10年使用。同...
	实验证明，学完全套教材，学生即能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创造了学习这一文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这 套教材立足于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和现代语文教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现将编辑要 点说明如下：
	一、拼音和汉字的关系——直接认字，后学拼音
	为了先入为主地发展学生识别汉字的能力，我们在开始阶段不用拼音或注音符 号，而是通过韵文，直接进行汉字教学。在学了700个常用汉字以后，再教汉语拼音。 语音教学由课堂教学和多...

	二、认字和写字的关系——先认后写，多认少写
	海外儿童学习中文的时间十分有限。我们采用先认后写、多认少写的原则。教材 要求学生熟练认读的1500个左右常用汉字，在一般中文读物中的出现频率为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熟练书写的500...

	三、精读和泛读的关系——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
	考虑到海外语言环境的特点，教材采用了课文和阅读材料相互交织的结构，每篇 课文都配有阅读材料数篇，纳入正式教学。这些阅读材以中国历史故事和寓言为主要 题材，用学生已经学过...

	四、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先读后写，水到渠成
	语汇是写作的基础。1至4年级以认字和阅读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汇。 6年级以写作教学为主，学习如何用中文来状物、叙事、写人；中间则以改写的《西 游记》20回本等4个单元作...

	五、 素材选择和改写的依据 ——求知欲、成就感、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复现
	本教材中课文和阅读材料的素材来源很广，包括了大陆和台湾本土使用的各种小 学课本、两岸为海外儿童编写的各种华语教材、各种中文儿童课外读物、甚至口头流 传的民间故事和谜语等...

	六、重视中华文化， 摈弃政治色彩
	教材以海外华裔儿童的成长发展为其唯一关怀。海外的炎黄子孙，无论来自大陆、 台湾，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都是同宗同源；相信五十年的两岸对峙，绝无损 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

	七、汉字结构的教学
	汉字的笔画、笔形、笔顺和部首是掌握汉字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笔画、部首等的名称却往往是约定俗成，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在本教材中：
	笔画名称参照了中华文化出版社《汉语》第2册的《汉字的笔画》表。
	笔顺介绍参照了Cheng & Tsui Company 的《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 & II: Writing Workbook》。
	部首名称及英文翻译，参照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Mathew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和安子介先生的《解开汉字之迷》。
	另外，我们使用了“表意部首（Meaning clue）”和“ 表音部首（Sound clue）” 的概 念，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记汉字，无意在汉字学上标新立异。

	八、繁体字版用字的选定
	教材繁体字版的用字，参照了《国语日报字典》、修订版《华语》、《儿童华语课 本》来选定，最后由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庄因教授审定。

	九、多媒体练习光盘的使用
	和课文配套的多媒体练习光盘，应在PC电脑上使用。光盘含有课文朗读、写字示 范、生字和词汇的练习游戏等内容。光盘按自由练习（开放式）和规定作业（封闭式） 两种方式组织。规定作...

	十、暑假作业
	为了使学生的中文学习不致在漫长的暑假里中断，本教材为各年级设计了暑假作 业（每年八周，每周四次）。暑假作业的声音材料，已经包含在各年级的多媒体练习 光盘里。文字材料和练...
	这套教材是我和夏建丰先生用15年的全职时间合力编写，其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和帮助。特别是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的庄因教授不辞辛劳，为教材审定文字并撰写 序文。资深儿童画家吕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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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尔基和小摄影师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俄国的著名作家高尔基住在一家饭店的楼 上。这期间，许多人都来拜访他，报社记者也纷纷上门来为他照相， 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了。
	一天早晨，灿烂的阳光从敞开的窗口照进屋子里。高尔基正在紧 张地写作。忽然，窗外飞进来一个纸团，正好落在他的写字台上。
	“亲爱的高尔基：他们不准我进去见您。我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 我要为我们班的班报拍一张您的照片。请您让他们放我进去吧！拍了 照片我立刻就走。”纸条上这样写着。
	几分钟后，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站在作家眼前了。他胸前挎着照 相机，仰头看着高尔基，咧开嘴笑了。然后，他开始认真地环视房 间，查看室内的光线，最后选中了靠近壁炉的一张沙发。...
	孩子拿起照相机，转身跑出 了房间。高尔基不知怎么办才 好，急忙跟着跑到走廊上。可 是，那位小摄影师已经不见了。 高尔基几步赶到窗前，向街上望 去，只见那孩子正匆匆地穿过马 路。
	“小朋友！”高尔基喊道，
	“你回来，亲爱的小朋友！我这儿有胶卷！我的儿子有很多胶卷，小 朋友……”
	孩子没有听见作家的喊声。
	当晚，服务员来告诉高尔基，外面有一个摄影师要见他。高尔基 问：“是不是一个小男孩？”服务员回答说：“不是。”
	“那么，请你告诉这位摄影师，我没有空。但是，要是早晨来过 的那个孩子来了，请你立即让他进来。”
	高尔基整晚都热切地期望再见到那位小摄影师。然而，孩子却没 有再来。
	词 汇
	语法和写作
	常用词复习

	新的蓝衣裳
	1909年的春天来到了俄亥俄州(Ohio State)的克里夫兰城 (Cleveland) 。但是， 春天并没有给盖茨街 (Gates Street) 带来什么变化。住在附近那些漂亮街道 上的人们，都忙着收拾院子，粉刷 (fTn shuA, to pa...
	盖茨街是一条短街。可是就因为又脏又丑，它看起来仿佛很长。 住在那儿的人家大部分贫穷 (p2n qi9ng)。男人们有时有工作，有时待在家 里。 他们的房屋多年没有粉刷了。甚至连自来水 (tap w...
	街道本身也很难看，既没有路灯，也没有人行道 (pavement)。盖茨街 一头的铁路，还给街道带来了喧嚣 (xuAn xiAo, din) 和尘土。
	那年春天，盖茨街附近学校的女学生，大多数都穿着新衣。可 是，来自盖茨街的那个小女孩，却还穿着她已经穿了整整一个冬天的 脏衣服。也许这是她仅有的一件衣服吧。
	小女孩的老师看着她摇头叹息。多么可爱的小女孩啊！她在学 校里总是努力用功，始终彬彬有礼 (very polite)，待人和善 (very nice)，然而她却 蓬头垢面 (pRng t9u g7u miFn)。
	有一天，老师对女孩说：“明天早晨上学以前，你把脸洗洗干净， 好吗？别忘了。”
	第二天早上，女孩的脸洗干净了，头发也洗过梳好了。那天下午 回家以前，老师对她说：“孩子，请你妈妈把你的衣服洗一下，好吗？”
	可是第二天，小女孩还是穿着她的那件脏衣服。“可能她妈妈不 喜欢她。”老师这么想。于是，老师买了一件漂亮的蓝衣裳送给小女 孩。小女孩欢天喜地地接过礼物，赶快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穿着新的衣裳上学，看上去又干净又整洁。她告 诉老师：“早上妈妈看到我穿着新衣裳，非常惊奇。爸爸不在家，他 做工去了，可是他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会看到的。”
	晚上，女孩的爸爸看到她穿的崭(zhDn)新的蓝衣裳，惊奇地说：
	“咦，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我们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
	当一家人坐下来吃晚饭时，女孩的爸爸发现桌上铺着一块桌布， 他更加惊奇了。家里以前从来没有用过桌布呢。“为什么铺这块桌 布？”他问道。
	“家里要收拾得整洁些。”他的妻子说，“既然我们的女儿这么干 净，屋子里又脏又乱，这多么不好。”
	吃过晚饭，妈妈开始冲刷地板。丈夫默不作声地看了一会儿，便 走出屋去，到后院动手修理起篱笆(l2 bA, fence)来。第二天晚上，他开始锄 地， 布置花园。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旁帮忙。
	住在女孩家隔壁的那个男人，注意到女孩家的一举一动。又过了 一个星期，他也动手收拾房屋，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
	几天以后，盖茨街附近教堂里的年轻牧师 (mP sh1, minister) 路过这里的两 座房屋，看到人们都在忙个不停。他注意到盖茨街没有人行道，也没 有街灯。他也知道那里没有自来水。
	“他们在这样的一条街上，还努力想把住房和院子收拾得干净整 齐。这些人真应该得到帮助才好。”牧师想。
	于是，他去找了市政府 (city house) ，去找了大商人 (businessmen) ，去找了 教会和学校，请求他们帮助住在盖茨街的那些贫穷的人家。
	几个月后，盖茨街完全变了！一眼看上去，好像是另一条街道。 街上有了人行道，拐(guDi)弯处还装了一盏路灯。各家各户接通了自来 水 。就在小女孩得到新的蓝衣裳之后的六个月里，盖茨...
	那位年轻的牧师每到一处，就向人们讲述盖茨街除旧迎新的故 事。其他城市的人们听了这个故事，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清洁运动。 从1913年起，成千上万的美国城镇都先后开始了粉刷、修缮...
	当一位老师送给她的女学生一件新的蓝衣裳时，谁能料(liAo)到 (expect) 会发生这样一大串的奇迹呢？

	镜子打破了吗？
	一天下午，我从《小魔术》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用 削尖了的肥皂条，可以在镜子上画出“裂痕”。我也想试验一下，吓 唬吓唬爸爸妈妈。我把“计划”告诉姐姐，姐姐马上同...
	我拿了一块肥皂，切下一条，交给姐姐。姐姐唰唰几刀，就把肥 皂条削成小腊笔样子了。姥姥在客厅看报，我们俩悄悄来到了爸爸妈 妈房里，站在大镜子前。我忍住笑，大显身手，两条又...
	镜子里的姐姐露出了惊异的神色，想拍手称赞。我马上示意她别 让姥姥听见。姐姐吐了吐舌头，捂住了半张开的嘴。我拉起姐姐，悄 悄走出房间，继续看我们的《小魔术》去了。
	妈妈下班回来了。我立刻装出一副着急的样子说：“妈，您房间 里的大镜子不知怎么破了！”妈妈进房间一看，就急了，立刻冲着我 嚷了起来：“是不是你打碎的？”
	“刚进家，就跟孩子吵什么！”姥姥在一旁说话了。
	“我根本不知道，刚才我到这儿来才发现的。”我强忍住笑，极力 分辩着。
	妈妈又盘问 (pSn wYn, to interrogate) 了姐姐，得到的自然是同样的回答。
	“这么说，是镜子自己把自己打碎的了？”妈妈生气了。
	“也许是的吧。”我一边回答，一边和姐姐咯咯地笑起来。
	这时，爸爸也下班回来了。他仔细地看着镜子，一会儿靠前，一 会儿退后，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姐姐问。
	“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点子还真不少，你妈都被你们骗了。”爸爸 说。
	我俩见事情已经败露，就只好说了真话。妈妈听着听着也笑了。
	我和姐姐一起问：“爸爸，您是怎么看出真相来的？”
	爸爸说：“你们俩只知道用肥皂在镜子上画的线条很像裂痕，可 是你们不知道，破镜子里的人像是错开的。我照了几次镜子，人像却 都是正常的。”
	“哦——”我和姐姐这才恍然大悟。
	故事情节要精彩，出人意料巧安排

	马老师： 新学期又开始了，还记得我们上两个学期讲的写作知识吗？
	小丽： 记得一些，特别是每一讲的题目，很容易记。
	亮亮： 是啊，我还记得第一讲的题目呢，那是“主题好比是目标，想好目标 再起跑”。
	小丽： 第二、第三讲是关于作文的开头和结尾：“读者就像是客人，开头好 比是开门”；“结尾‘点题’很重要，‘直接’容易‘间接’妙”。
	马老师： 很好！那么，作文的中间部分怎么样呢？
	亮亮： “中间部分篇幅大，层次分明来表达”！
	马老师： 没想到，前一个学期讲的你们都还记住了！那么上个学期我们讲了 些什么呢？
	小丽： 上学期您给我们讲了四次怎样写作文，其实就讲了两个内容，一是怎 样才能把文章写得具体：“要把文章写具体，看想写改样样细”；“既 有兴趣又熟悉，一步一步写仔细”。二是...
	马老师： 你说得很对！
	亮亮： 我们第一学期学习如何“状物”，写了小物件、小动物、植物等等。 上个学期我们学习描写“过程”，写了一种自然现象发生和变化的过 程，还写了自己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学期...
	马老师： 这个学期我想请你们写小故事。
	小丽： 小故事？
	马老师： 是啊，小故事。你们知道故事和一般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吗？
	亮亮： 事情是“event”，故事是“story”。故事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人们喜 欢听故事、读故事，因为故事有好玩、有趣、让人想看下去的情节 (plot)。
	小丽： 事情常常是真的发生过的，而故事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想像出来 的，是吗？
	马老师： 你们说得都很对！首先，故事是能够打动人的事情，它有情节、有起 伏(up and down)，引人入胜。其次，故事可以是真的，可以是想像出来 的，也可以是真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想像的。
	小丽： 这么说，我们的课文《高尔基和小摄影师》就是一个动人的小故事！
	亮亮： 阅读材料《新的蓝衣裳》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马老师： 其实，我们这一册课本里所选择的每一篇，全都是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们刚读的《镜子打破了吗》是年龄和你们差不多的小学生写的一 个小故事，你们觉得有趣吗？
	亮亮： 很有趣！作者和姐姐跟爸爸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小丽： 连妈妈都被他们“骗”过了！
	马老师： 你们说，《镜子打破了吗》这篇文章里什么地方最吸引人？
	小丽： 我觉得是从“妈妈下班回来了”到“一边和姐姐咯咯地笑起来”这一 个情节最吸引人。
	亮亮： 是啊，这个故事里最好玩的，就是妈妈“受骗”，而作者把这一段写 得特别详细，就像是zooming in一样，读起来很带劲。
	马老师： 你说得很好！情节(plot)，往往是事情发展过程中出人意料的细节。把 最动人的情节写仔细了，故事就自然会引人入胜了。
	小丽： 我记得，第一学期“中间部分篇幅大，层次分明来表达”那一讲里， 讨论过“详写”和“略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写故事的时候，动 人的情节要“详写”？
	亮亮： 动人的情节要“详写”，it makes sense。有详写必然要有略写，那么故事 的背景就要“略写”罗？
	小丽： 我觉得，写故事比写过程要更复杂一些。所以，故事的作者应该特别 注意“详略得当”，“层次分明”，这样人家读起来才明白。
	马老师： 你们说得很好！这星期的作文，就请你们像这个同学一样，把自己经 历过的有趣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写成一个小故事……
	亮亮： 哇，我们来写自己的故事？！这可有点难哦！
	马老师： 这里有三篇我们学校其他同学写的小故事，让你们作参考，怎么样？
	小丽： 真的是我们学校同学写的？既然他们能写，那让我们也来试试吧！
	亮亮： 我们还要写得比他们更好！
	思考题：
	1、 在第五讲中，马老师要求我们写作文要四“细”。现在更进一步，要分成 详写和略写，为什么？
	2、试着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再讲一个没趣的故事。说说什么样的故事有趣， 说说什么样的故事没趣。
	“我们的小故事”习作选：
	我走丢了的故事
	刘恺文
	嗨！我的名字叫刘恺文，今年十岁，上六年级。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有一年 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走丢了的事情。
	1996年的夏天，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回北京过暑假。有一天晚上，我们 全家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吃完晚饭后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那天，广场上人很 多，十分热闹。爸爸买了风筝，就开始放...
	我一开始一点也不急，因为我知道妈妈，还有妹妹都在后面等着我呢。我 转身往回找，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们。我心里着急起来，开始害怕了。我 飞快地在人群里跑来跑去，眼泪不争...
	我试着找人帮忙。我不敢找单身的人，因为我怕遇到坏人，所以我找的都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我先叫住一对叔叔阿姨，问他们是否见到穿着绿T-Shirt放 风筝的人，他们回答说没看见。我又叫...
	我又拉住一对叔叔阿姨，哭着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爸爸妈妈。他们马上叫 我先别着急，说他们会帮我想办法。他们问我是否记得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 我一着急，把爸爸的手机号也忘了，...
	经过了漫长的两个多小时和好几次联络，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家人。
	当我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妈妈眼里都是泪水，妹妹也哭了。妈妈说，这两 个小时是她一生中最最痛苦最最难熬的两小时。经过这件事，我了解到妈妈、 爸爸和妹妹是多么爱我，而我也是那...


	猫和狗的故事
	王萍
	一天晚上，当我和我的妹妹做完功课时，我们发现家里的猫“Jack”不见了。
	“Jack！Jack！你在哪里？”妹妹着急地叫起来。我飞快地跑上楼，去看Jack 有没有在楼上，可是楼上没有Jack。
	“Jack！”我也开始跟我妹妹一起叫。过了一会儿，我们的爸爸妈妈也跟着 我们一起寻找Jack。
	“Jack！”我的妹妹叫。
	“Jack！”我叫。
	“Jack！”我的妈妈叫。
	“Jack！”我的爸爸边叫边找。
	我们到处都找了，可是Jack还是没找到。正在这时，我的妹妹大声叫起 来：“你们看！”她指着一个打开的窗户。
	“这是谁开的？”我的爸爸不高兴地问。
	“是我。”我的妈妈害怕地说。
	这时候，我们的狗，Monday，跑进了屋里，看了看我们，然后给了我们一 个奇怪的表情。
	过了几分钟，Monday发现我们是在找Jack，它就叫了一声，然后跑到我们的 玻璃门边上。
	哦！Jack原来是在玻璃门外面！我的妹妹把Jack抱回家里，哭着问：
	“Jack，你到哪里去了？”
	“Jack，你回来了！”我高兴地叫起来。
	“好Jack！好Jack！”妈妈一边说，一边拍它。
	“Jack，你再也不要跑走了！”爸爸说。
	Jack一定听懂了，因为直到现在，Jack再也没有离开家了。


	老妈撞车了吗？
	刘思风
	有一天，我的妈妈病了，回家比平时早一些。她一到家，就叫我给爸爸打 个电话，提醒他开车时要注意安全。
	爸爸一拿起电话，我立刻说：“老妈撞车了！”爸爸在电话里大叫一声， 差点儿晕倒。听到爸爸惊慌的喊声，我连忙说：“我骗你呢。”那时候，爸爸 的办公室里有三个人正在跟他谈工作...
	“喂，刘，出了什么事了？”我爸爸苦笑着说：“是我的儿子，他开了个玩笑。” 大家散开以后，我爸爸的老板来到他跟前，关心地说：“刘，既然家里有事， 那你就赶快回家吧。”
	在电话上，爸爸已经大骂了我一顿。那天傍晚他回家以后，又没完没了地 说了我半天。我再也不敢开这么大的玩笑了。



	二、老鼠变老虎
	这是一个古老的印度寓言。
	有一个隐士，自己一个人住在深山中。有一天，他坐在树林里， 闭着眼睛想一些有趣味的问题：什么叫作大？什么叫作小？什么叫作 刚刚好？
	一阵“吱吱”的叫声，把他的思想打断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一 只老鼠在他面前跑过去。又有一只大乌鸦，从空中扑下来，要抓那只 老鼠。他看老鼠又小又弱，实在可怜，就跑了过去，把...
	隐士拿来牛奶和米粒给老鼠吃，以为只要把老鼠留在茅屋里，就 可以平安无事了。偏偏又来了一只猫，胡子翘了起来，尾巴举得高高 的，要吃老鼠。隐士心里想：“小老鼠容易受欺负，我...
	那天夜里，树林里传来一阵狗的叫声。大花猫吓得浑身发抖，躲 在隐士的床底下，不敢出来。隐士不忍心，又把大花猫变成了一只大 黄狗。
	第二天，大黄狗卧在茅屋外面晒太阳，又来了一只饥饿的大老 虎。大黄狗吓得四条腿发软，趴在地 上一动也不敢动。幸亏隐士就在附 近，赶紧又把黄狗变成一只更大的老 虎，这才把那只饥...
	这只大老虎，又强壮，又漂亮， 整天在树林里逞威风，欺负小动物。 隐士看不过去了，责备了大老虎几句。大老虎就恶狠狠地瞪着隐士发 威，好像要把隐士一口吞下去的样子。
	隐士长长地叹了口气。他伸出手指，向大老虎一指，又把大老虎 变成了原来的那只小老鼠了。
	词 汇
	常用词复习
	中国人的称呼

	穷人
	渔夫 (yI fU, fisherman) 的妻子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 (fAn, sail)。屋外寒 风呼啸，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 风暴 (fEng bFo, storm)，外面又黑又冷，而在这间渔...
	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餐具 (cAn jP, silverware) 在搁板 上闪闪发亮。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海风呼啸声中安 静地睡着。丈夫清早驾着小船出海，这时候还没有...
	古老的钟嘶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始终不见丈夫回来。桑 娜沉思着：丈夫冒着寒冷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干 活，可是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孩子们没有鞋穿，不论冬夏...
	睡觉还早。桑娜站起身来，把一块很厚的围巾包在头上，点亮了 马灯 (barn lantern)，走出门去。她想看看灯塔 (lighthouse) 上的灯是不是亮着，丈 夫的小船能不能望见。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
	“寡妇 (guD fP, widow) 的日子真困难哪！”桑娜站在门口想，“孩子虽然 不算多，只有两个，可是全靠她一个人，如今又加上病。唉，我进去 看看吧！”
	桑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仍然没有人答应。
	“喂，西蒙(mRng)太太！”桑娜喊了一声，心想，是不是出了什么 事了？她猛地推开了门。
	屋子里没有生炉子，又湿又冷。桑娜举起马灯，想看看病人在什 么地方。她看到对着门放着的床上，西蒙太太仰面躺着。她一动不 动，只有死人才是这样。桑娜把马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
	桑娜用头巾裹 (gu8) 住睡着的孩子，抱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她 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觉得非这 样做不可。
	回到家里，她把这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和自己的孩 子睡在一起，又连忙把帐子拉好。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 安 (tDn tY bP An) 地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
	门吱嘎一声，仿佛有人进来了。桑娜一惊，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没有人！上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叫我怎么对 他说呢？……”桑娜沉思着，久久地坐在床前。
	门突然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子，魁梧的渔夫拖着湿淋淋 的撕破了的鱼网，一边走进来，一边说：“瞧，我回来啦，桑娜！”
	“喔，是你！”桑娜站起来，不敢抬起眼睛看他。
	“瞧，这样的夜晚！真可怕！”
	“是啊，是啊，天气坏透了！哦，鱼打得怎么样？”
	“糟糕，真糟糕！什么也没打到，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倒霉！ 天气可真厉害！我简直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还谈得上什么 打鱼！感谢上帝，总算活着回来啦。……我不在，你...
	渔夫说着，把网拖进屋里，坐在炉子旁边。
	“我？”桑娜脸色发白，说，“我嘛……缝缝补补……风吼得这 么凶，真叫人害怕，我可替你担心呢！”
	“是啊，是啊，”丈夫喃喃地说，“这天气真是活见鬼！可是，有 什么办法呢？”
	两个人沉默 (chRn m7, to remain silent) 了一阵。
	“你知道吗？”桑娜说，“咱们的邻居西蒙太太死了。”
	“哦？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死的，大概是白天。唉！她死得好惨 哪！两个孩子都在她身边，睡着了。他们那么小……一个还不会说 话，另一个刚会爬……”桑娜沉默了。
	渔夫皱起了眉毛，他的脸变得严肃， 忧虑。“嗯，这是个问题！”他搔搔 (sAo sAo) 后脑勺说，“嗯，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 抱来，同死人呆在一起怎么行！我们，我 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
	但桑娜坐着，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不愿意吗？你怎么啦？ 桑娜？”
	“你瞧，他们不是在这里吗？”桑娜 拉开了帐子。

	麻雀
	我打猎(dD liE)回来，走在林荫路上。猎狗跑在我的前面。
	突然，我的猎狗放慢了脚步，悄悄地向前走，好像是闻到了前面 有什么野物 (yT wP) 。
	风猛烈地摇着路旁的白桦树 (white birch) 。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 只小麻雀呆呆地站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翅膀。小麻雀嘴角嫩 黄，头上长着绒毛，分明才出生不久，准是从窝里...
	猎狗慢慢地走近小麻雀，嗅 (xiP, sniff) 了嗅，张开大嘴，露出了锋利 的牙齿。
	突然，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了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 狗面前。它蓬 (pRng) 起了全身的羽毛，样子很难看，绝望地尖叫着。
	老麻雀用自己的身体 掩护 (yDn hP, to cover) 着小麻雀， 想拯救自己的幼 儿。可是 因为太紧张，它小小的身 体在发抖，而且发出了嘶哑的声音。老麻雀呆立着不动，准备着一场 搏斗 (b9 d7u, figh...
	猎狗楞住了。它可能没有料到 (didn't expect) 老麻雀会有这么大的勇 气。 它慢慢地，慢慢地向后退 (tPi) 。
	我急忙唤回了我的猎狗，带着它走开了。
	多动脑筋多想像 写出文章不一样


	马老师： 上一次作文你们写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这次作文请你们根据一组 漫画想像一个故事。你们看：
	亮亮： 这组图画我见过，是漫画集《父与子》里的！
	小丽： 我也看到过！我还记得它的题目呢，叫作“怎么反而长矮了？”
	马老师： 漫画集《父与子》的作者是著名的德国漫画家卜劳恩。这星期的回 家作业，就是把这组漫画改写成一篇300字以上的文章。
	亮亮： 才4幅图画，要写出300字以上的文章？那怎么可能啊？
	马老师： 如果只有这4幅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还有想像力 (imagination)呀！加上你们的想像力，我相信别说是300个字，400个或 者是500个字也是可能的！
	小丽：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先在每幅画下面问几个问题，给这些问题配上想 像的答案，再把这些答案连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不就行了？
	亮亮： 好主意！要尽量多问些问题，有些问题应该是画上看不到的：父子俩 各叫什么名字？他们年纪多大了？父亲有什么个性？儿子有什么个 性？他们为什么来到树下？是路过，还是特地...
	马老师： 很好！提问题可以帮助你们想像。问题越多，想像就飞得越远。可 是，我问你们，你们的作业是写一个故事呢，还是答几十个自己提的 问答题呢？
	亮亮： （想了想）当然是写故事，而不是答问答题啊！
	马老师： 那么，写一个故事和答几十个问答题有什么不一样呢？
	小丽： 我想，一个故事应该是完整的，而几十个问题，可能是互不联系的。
	亮亮： 故事是有一个主题，一个theme的，而分散的问题是可能没有一个共 同的主题的。
	小丽： 我懂了！“主题好比是目标，想好目标再起跑”。我们可以问许许多 多的问题，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答案都写到故事里去，而是根据主题的 需要，来用这些答案编故事，对吗？
	亮亮： 对，我同意！
	马老师： 我也同意！正式写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想像。相信你们一定能写出非 常有趣的、与众不同的故事，下次和大家一起分享！
	思考题：
	1、 为什么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可以写成故事？
	2、根据漫画写故事的时候，怎样才能把故事写得有趣？
	三、 不换就不换吧
	战国末期，秦国很强大，经常侵略别的国家。有一年，秦国一口 气灭掉了两个大国，又看上了一个叫安陵的小国。安陵很小， 全国总 共只有五十里的国土。秦王派人去对安陵的国王说，秦...
	秦王见了唐雎，开口就问:“我愿意用五百里地来换安陵的五十里 地，你们的大王竟然不愿意，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唐雎不慌不忙地说：“不，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安陵地方虽然小， 但这是祖先传下来的。就是有人拿一千里地来换，我们国王也不会答 应，更何况您这只是五百里地。”
	秦王听了唐雎的话，恼火了，就气势汹汹地说：
	“先生，你听说过大王发火吗？”
	“这我倒没听说过。”
	“大王一发火，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声令下，能造成伏尸百 万，流血千里！”
	唐雎冷笑了一声，反问秦王：“大王，那您听说过老百姓发火吗？”
	“听说过，当然听说过。老百姓一发火，就脱了帽子，卷起袖子， 光着脚，大喊大叫，哈哈哈……”
	唐雎打断秦王的话，说：
	“大王！您错了！老百姓一发火，连天地鬼神都要惊动！今天您 要是把我这个老百姓惹火了，就造成你我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说 着，他拔出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秦王吓得直往后退，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您……您 坐，您……您别着急，不换就不换吧！”
	词 汇
	常用量词（请在量词后面填上适当的词）
	常用词复习

	汽车旅馆
	美国有很多流浪汉，成年累月像猫一样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街头。
	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流浪汉的人，不再和原先生活的社会发生 联系，仿佛阴间和阳世那样互不往来。从纽约(niO yuE, New York)来的朋友对 我讲了一个流浪汉的故事。
	在朋友工作的电脑公司里，有一位白人同事，一天来上班的时候 满脸怒容，他对公司的同事们讲了件令人气愤的事情。他说，昨天夜 里有个流浪汉橇(qiFo)开他的汽车门，在里面睡觉，把车...
	那几天正是寒流袭击(x2 j1) 纽约的日子。尽管流浪汉的行为令人气 愤， 汽车的主人还是把办公室吃剩的午餐打了个包，放在车子里。他 在车门上贴了一张字条：
	“喂！昨天在这儿撒尿的朋友，你可以在我的车里过夜，可以用 暖气，但是请不要弄脏我的车。你把我的车门橇坏了，今天再来不用 橇门，我的车门没有锁。”
	第二天，他发现车子很干净，食物已经没有了，他的条子换了另 一张字条：
	“喂，朋友，我很抱歉 (bFo qiFn)干了不好的事情。我吃了你留的东 西， 谢谢你。你的车子很温暖。”
	于是，汽车的主人在下班后又留了一张条子：
	“欢迎你使用我的车子。车主免费(miDn fYi) 提供(t2 g7ng) 汽车旅馆。”
	在这以后一年多的日子里，汽车的主人和流浪汉一直在条子上 对话。这些从“阴间”传递过来的只言片语，成了汽车主人生活中重 要的内容之一。
	有一天，汽车的主人告诉他公司里的同事们：“他有五天没来了。 我留给他的食物都坏了，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等到流浪汉回来了，汽车的主人赶紧告诉同事们：
	“他又回来了。”
	这样，全公司的人都松了口气。
	汽车的主人有时和同事们商量：
	“今天他在我车里放了一朵玫瑰花(mRi gu4 huA, rose)，我应当送他一些什 么呢？”
	同事们都热心地发表建议。
	这个神秘(shRn m4, mysterious)的流浪汉带给大家很多遐 (xiS)想。他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呢？
	汽车主人每天把车开到停车场都要环顾四周，他一次也没见到 过流浪汉。
	更加奇怪的是，流浪汉从来不想和汽车主人见面，他拒绝(jP juR) 汽 车主人见他的要求。
	汽车主人很希望了解流浪汉的一些身世，可是这一类的字条流 浪汉从不回答。他因此而显得更加神秘了。
	电脑公司的人也时常让汽车主人给流浪汉捎去一条旧毯子或者 一些衣物，流浪汉成了公司同事们共同的朋友了。
	每逢节日，汽车的主人和流浪汉都要互留条子致意，汽车主人会 放一点小礼物在车子里。圣涎节，流浪汉在车里放了一棵手工做的松 树。汽车主人过生日，在汽车里留了一块蛋糕。他告诉...
	第二天，他收到流浪汉的字条：
	“我没想到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有礼物给你，我吃了你的蛋糕， 祝你走运。”
	汽车的主人问流浪汉：“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吗？”
	流浪汉没有回答。就像所有问他身世的问题一样，他都保持沉 默。
	汽车的主人在字条上写道：“我希望你回到我们中间来。这个世 界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总还有些值得回来的理由吧。”
	这样的字条，流浪汉也不回答。
	不过，这不影响两人的友谊。汽车主人要外出旅行，他会事先通 知流浪汉，叫他另找住处。而有些时候流浪汉也会事先通知汽车主 人：
	“朋友，我有一个星期不会来，你要把车门锁好。”
	“哈罗！我回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吗？”
	“谢谢！我很好。”
	有一天，汽车的主人收到这样的条子：
	“朋友，我一直在考虑你的建议，但是重新回到社会中来需要勇 气。现在我决定回来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再需要你的汽车 了。很高兴能在流浪的日子里遇到你。”
	这个条子让整个电脑公司的员工激动不已。大家为流浪汉再次 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感到高兴，但也感到非常失落，大家的心一下子空 了。
	最后悔的还是汽车的主人，他怎么没想到在某个夜晚去停车场 一次呢？那样不是可以见到流浪汉了吗？
	汽车主人在车窗上留了条子：
	“朋友，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见上一面。”
	这条子好多天没有揭去。一直到周末，流浪汉的字条终于来了：
	“好吧，下个星期天我来见你。上午九点到停车场门口来，如果 你能认出我来，我们就去喝一杯。”
	下一个星期天阳光灿烂。汽车的主人来到停车场，他心情激动。 他给流浪汉带了一把剃须刀做礼物，他无端地把流浪汉想像成是满脸 络腮胡子的人。停车场门口的人不少。汽车的主人在那...
	难道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流浪汉不能来赴约了？这念头真 叫人揪心哪。流浪汉哪，你到底是谁？你在哪儿呢？
	汽车的主人抬头看看万里晴空，由于失落带来的遗憾化作了清 凉的心境。
	从此以后，汽车的主人再也没能和流浪汉联系上。他的车子也不 再有流浪汉来过夜。电脑公司的同事们都很想念流浪汉。时间过去了 很久，大家还在想，不知道流浪汉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和氏璧的故事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 (biFn hR) 的人，在荆山上得了一块璞 石 (pO sh2, a piece of stone with jade inside) 。 这块璞石虽然外表不太好看，可是卞和知 道，把它稍微加一加工，就会成为一块非...
	楚王找来玉工，让他看看这块璞石怎么样。玉工仔细地看了一会 儿，说：“这哪是什么璞石，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
	楚王大怒，说卞和故意欺骗他，就下令把卞和的左脚砍掉。
	过了几年，老楚王的儿子当了国王。卞和瘸着脚，又来献璞。可 是，玉工看了以后，还说这不是玉，是块石头。老楚王的儿子大怒， 下令把卞和的右脚也砍掉了。
	后来，老楚王的孙子当了国王，卞和还想去献玉。可是，他两只 脚都没有了，不能走路。卞和抱着这块玉在荆山下放声大哭，哭了三 天三夜，眼睛都哭得流血了。
	了解卞和的人都劝他：“算了吧，卞和，你一次再一次地献玉， 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被砍去了两只脚。难道你还想去献玉吗？你以 为你能得到什么奖赏 (jiDng shDng, award) 吗？别哭了，哭也...
	卞和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奖赏痛哭，我是恨！我恨他们硬 把美玉说成石头，硬把忠心说成欺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真叫 我痛心哪！”
	老楚王的孙子在宫里听说了卞和的事，就 派人把卞和的璞石取来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 晶莹的美玉。楚王让玉工把这块玉琢成一个平 平圆圆的、中间有一个孔的玉璧。为了纪念卞 和献玉，...
	寓言故事人人爱 自己动笔改新版


	马老师： 今天我们讲作文以前，请你们先读下面三个故事：
	狐狸和乌鸦
	第一个故事
	乌鸦在大树上做了个窝。大树底下有个洞，洞里住着狐狸。
	有一天，乌鸦飞出去给她的孩子找东西吃。她找到一块肉，叼了 回来，站在窝旁边的树枝上，心里很快乐。
	这时候，狐狸肚子饿了，也出来找吃的。他抬起头，看见乌鸦嘴 里叼着一块肉，馋得直流口水。
	狐狸想了想，就笑着对乌鸦说：“您好，亲爱的乌鸦！”乌鸦不 作声。
	狐狸又说：“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 还是不作声。 狐狸又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 您来，可就差多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得意极了，就唱起歌来。“哇……”她刚一 张嘴，肉就掉下来了。
	狐狸叼起肉，钻到洞里去了。
	第二个故事
	这一天，乌鸦又找到一块肉。她飞到树上刚要吃，狐狸又来了。
	狐狸抬起头，笑着对乌鸦说：“您好，亲爱的乌鸦太太！谢谢您 上回唱歌给我听，又送肉给我吃，您真是个好心人！现在我们一起来 唱歌，好吗？”
	乌鸦早就想到狐狸又会要她唱歌，她把肉叼在嘴里，不作声。
	狐狸见乌鸦不作声，又说道：“啊……对不起，我看错人了。您 不是那只又好心，又会唱歌的乌鸦。您是另一只不会唱歌的乌鸦！” 狐狸停了停，又说：“咦，乌鸦太太，您嘴里叼的肉怎...
	乌鸦一听，脸都气黑了，她张开嘴，大声叫道：“不对！我就是 那只会唱歌的乌鸦，这块肉一点儿也不臭！”乌鸦的话还没说完，狐 狸连忙叼起掉下来的肉，一口就吃了下去。狐狸吃完肉...
	“您说的不错，这块肉一点儿也不臭，比上回的那块还要好吃！再见 了！好心的乌鸦！”
	第三个故事
	这一天，狐狸从外面回来，看见乌鸦又叼着一块肉站在树枝 上。
	狐狸马上高声叫道：“您好啊，亲爱的乌鸦！您已经送了两块 肉给我吃，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您才好！您可真是天下最好心的乌 鸦！”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不作声。
	狐狸接着又说：“您也是最有办法的乌鸦。您又会唱歌，又会 找肉，您能不能把找肉的办法告诉我？”
	乌鸦站在窝旁边，还是不说话。
	狐狸急了，说：“您怎么老是不说话呀？我可最喜欢爱说话的 乌鸦，最不喜欢不说话的乌鸦！告诉我，最亲爱的乌鸦，您最喜欢什 么，最不喜欢什么？”
	乌鸦一口把肉吃进肚里，然后对着狐狸大声说：“现在让我来 告诉你，我最喜欢吃肉，最不喜欢你这只狐狸！”
	亮亮： 我记得我们中文课读过这三个故事！那还是几年前吧？
	马老师： 是的，第一个故事是我们第四册课本的最后一篇课文，第二和第三个 故事是第五册课本里的阅读材料。这些故事你们喜欢吗？
	小丽： 喜欢！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versions)！
	马老师： 那太好了！这星期的作文，就是请你们自己给《狐狸和乌鸦》创作 一个你们自己的版本，能行吗？
	亮亮： 我们自己给《狐狸和乌鸦》创作一个新的版本？真的？
	马老师： 当然是真的。是高兴还是害怕？
	小丽： 高兴！我们一定能写出有趣好玩的新故事来！
	马老师： 那我就不多说了，等着读你们的好玩的故事！
	思考题：
	1、 寓言故事并不长，但是很生动，往往是流传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它们看 上去简单，其实包含了很深的道理。你的寓言故事要告诉大家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也就是主题。）
	2、 在寓言故事里，作者常常用动物来作故事的主角，想想这是为什么？
	四、跳水
	有一艘轮船，环游了世界以后，正在往回航行。这一天，风平浪 静，船上的人都站在甲板上。有一只大猴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做出 可笑的鬼脸，模仿人的样子。它显然知道大家拿它取乐...
	猴子跳到一个12岁的孩子面前（他是船长的儿子），把他的帽 子摘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很快地爬上了桅杆。所有的人都笑了起 来，只有那个孩子哭笑不得，光着头站在那里。猴子坐到桅...
	水手们笑的声音更大了，孩子的脸红了。他脱了上衣，爬上桅杆 去追猴子。不一会儿，他已经顺着绳子爬到第一根横木上了。就在孩 子想去抓住帽子的时候，猴子又往上爬了，爬得比孩子...
	“你逃不了！”孩子一边喊，一边往上爬。猴子不时回过头来逗 孩子，孩子不停地往上追，眼看就要爬到桅 杆的顶端了。这时，猴子把身子尽量伸直， 把帽子挂在最高的横木的一头，然后...
	孩子气极了，他离开桅杆，走上了横 木。甲板上的人都在望着，都在笑猴子戏弄 船长的儿子。但是，当他们看到孩子放开了 绳子，两只手摇摇摆摆地走上最高的横木， 全都吓呆了。
	只要孩子一失足，他就一定会跌到甲板上，摔个粉身碎骨。即使 他不会失足，拿到了帽子，他也很难转身再走回来。所有的人全都默 默地看着他，等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忽然，人群里有个人吓得大叫了一声。孩子听见下边的叫声，一 下子明白过来。他往下一望，脚底下就摇晃起来。
	正在这时候，孩子的父亲——船长从船舱里走了出来，手里拿 着一支枪，本来是要打海鸥的。他看见儿子站在桅杆顶端的横木上， 就立刻向他瞄准，同时喊：“跳到水里，赶快跳到水里，...
	孩子的身子像一颗炮弹似的“扑通”一声落到了大海里。波浪还 没来得及把他淹没，已经有二十个勇敢的水手从船上跳到海里。四十 秒钟以后，——大家已经觉得时间太长了，孩子的身体...

	词 汇
	“的”、“地”、“得”复习
	常用词复习

	父母心
	轮船从神户港开往北海道。聚集在甲板上的人群中，有位衣着华 丽、引人注目的、年近四十岁的高贵夫人。有一个老女佣和一个侍女 陪伴在她身边。
	离夫人不远，有个四十岁左右的穷人，他也引人注意：他带着三 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孩子们看上去个个聪明可爱，可是每个孩子 的衣服上都污迹斑斑。
	不知道为什么，高贵夫人总是看着他们。后来，她在老女佣的耳 边嘀咕了一阵，女佣就走到那个穷人身边搭讪(shAn)起来：
	“孩子多，真快乐啊！”
	“哪里的话。老实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穷人嘛，孩子多 了更辛苦。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已经没有办法养活这四个孩子了， 但又舍不得抛弃他们。这不，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孩子，...
	“我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我家的主人是北海道的大富翁，年过 四十，可是没有孩子。夫人要我和你商量，是否能从你的孩子当中领 养一个，作她家的后嗣(s4)？如果行的话，会给你们一笔...
	“那可是求之不得啊！可我还是要和孩子的母亲商量了才能决 定。”
	傍晚，那个男人和妻子带着大儿子来到夫人的舱房。
	“请您收下这小家伙吧！”
	夫妻俩收下了钱，流着眼泪离开了夫人的舱房。
	第二天清晨，轮船还在海上航行，父亲拉着五岁的二儿子出现在 夫人的舱房。
	“昨天晚上，我们仔细地考虑了很久。不管家里有多穷，我们也 应该留着大儿子继承(j4 chRng)家业。把长子送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合 适的。如果允许，我们想用二儿子换回大儿子。”
	“完全可以。”夫人愉快地回答。
	这天傍晚，母亲又带着三岁的女儿到了夫人的舱内，难为情地 说：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再给您添麻烦了。我二儿子的长相和嗓音 像极了他死去的婆婆。把他送给你，总觉得像是抛弃(pAo q4)了婆婆似 的，实在对不起我的丈夫了。再说，孩子五岁了，已经开...
	夫人一听是想用女孩换走男孩，有些不高兴。她看见母亲难过的 样子，也只好同意了。
	第三天上午，轮船快接近北海道的时候，夫妻俩又出现在夫人的 舱房里。他们什么话还没说就放声大哭。
	“你们怎么了？”夫人问了好几遍。
	父亲抽泣着说：“对不起。昨晚我们一夜 没合眼。女儿太小了，真舍不得她。把不懂 事的孩子送给别人，我们做父母的心太残酷 了。我们愿意把钱还给您，请您把孩子还给 我们。与其把孩...
	夫人听了，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都是我不好。我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理解做父母的心。我真 羡慕(xiFn mP)你们。孩子应该还给你们，可是这钱还是请你们收下。这 是对你们父母心的酬谢，作为你们在北海道做工的本钱...

	鹌鹑 (An chIn, quails)
	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那时候我才10岁。
	那是一个夏天，我跟父亲住在一个田庄(farm)里。父亲是个打猎迷 (m2, fan)。只要家务不忙，天气又好，他就会拿起猎枪，背上猎袋，唤来 他那只老猎狗，出去打沙鸡和鹌鹑。
	有一回，我跟父亲去打猎。那时候沙鸡还小，父亲不想打它们， 就到麦地旁边的小橡树 (oak tree) 林里，因为这种地方常常有鹌鹑。那里 的草不好割，好久没动过了，长得很茂盛。
	忽然间，猎狗趴下了，一动也不动。父亲叫了一声：“抓住它！” 就在猎狗的鼻子下面，有一只鹌鹑跳起来飞走了。可是它飞得很奇 怪：翻着跟斗，转来转去，又落到了地上，好像是受了...
	“怎么啦，”我跑了过去，“它早就受了伤吗？”
	“没有，”父亲回答说，“它本来没有受伤。准是附近有它的一窝 小鹌鹑，它就有意装作受了伤，引 (y3n) 猎狗去抓它。”
	“它为什么这样做呢？”我问。
	“它是为了保护那些小鹌鹑，才引猎狗离开。当把猎狗引走了， 它就会飞走。可是这一回它装得过了头，没想到反而给逮 (dDi) 住了。
	“这么说，它本来并没有受伤。”我说。
	“可这一回，它却活不了啦！咱们的猎狗准是用牙咬了它。”
	我靠近去看那只鹌鹑。它在父亲的掌心里一动也不动，耷拉 (dA lA) 着小小的头，用一只褐色的小眼睛斜着看我。我忽然非常可怜 (kE liSn) 它。我觉得它一边看着我，一边在想：“为什么我应...
	“爸爸！”我说，“也许这只鹌鹑不会死……”我摸了一摸鹌鹑。
	可是父亲说：“不行了！你瞧，它腿都伸直了，全身哆嗦，眼睛 就要闭上了。”
	果然如此，鹌鹑的眼睛闭上了。我大哭起来。
	“你哭什么？”父亲笑着问。
	“我可怜它，”我说，“它是个好妈妈。可咱们的狗把它咬死了！ 这是不公平的！”
	“它想耍滑头 (shuD huS t9u, to play a trick)，”父亲说，“只是耍不过咱们的猎 狗。”
	“咱们的猎狗真坏！”我心里想。这一回我觉得父亲也不好，我说：
	“这不是什么耍滑头，这是对孩子的爱。它不得不假装受伤，来 救自己的孩子，多么勇敢的妈妈！”
	父亲想把鹌鹑塞进猎袋。我把它要过来，小心地托 (tu0) 在两个手 掌中间，对它吹气……它会不会醒过来呢？可是它的眼睛还是紧闭 着。
	“没用了，孩子，”父亲说，“你弄不活的。你摇一摇看，它的脑 袋直晃荡 (huFng dFng) 。”我轻轻地把它的嘴抬起来，可一放手，脑袋又耷 拉下来了。
	“你还在可怜它？”父亲问我。
	“现在谁来喂那些小鹌鹑呢？”我反问。
	父亲看看我。“别担心，”他说，“它们的爸爸会喂的。你等一 等，”他加上一句，“你瞧，猎狗怎么又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 不是鹌鹑窝吗？是一个鹌鹑窝！”
	真的，离猎狗的嘴两步远，在草上紧紧地并排躺着四只小鹌鹑。 它们你挤我，我挤你，个个伸长了脖子，急促地喘着气，像是哆嗦 着。小鹌鹑的羽毛已经丰满，绒毛也已经褪(tu4)掉了，只是...
	“爸爸，爸爸！”我拼命地叫。“把猎狗给叫回来！要不然它要把 这些小鹌鹑也咬死的！”
	父亲叫住了猎狗，把它带到一边去。爸爸坐在小树丛底下吃早 饭。我不想吃，就留在鹌鹑窝旁边。我掏(tAo) 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把 死了的母鹌鹑放在上面。
	“可怜的孩子，你们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妈妈！为了你们，它 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 (x1 shEng, to sacrifice) 了！”
	小鹌鹑身子还在发抖(d8u)，还在急促地喘气。
	我走到父亲身旁，问他：“这只鹌鹑，您能给我吗？”
	“好吧，可你要它干什么呢？”
	“我想把它埋了！”
	“埋了？”
	“对。埋在它的窝旁边。把您的小刀给我，我要挖个坑，为鹌鹑 妈妈做个小坟 (fRn, grave)。”
	父亲很惊讶，他问：“怎么，你要让小鹌鹑到它的坟上去吗？”
	“不，”我回答说，“可是我……想这样，想让它在自己的窝旁 边安睡！”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掏出了小 刀给我。我马上挖了个小坟，亲亲鹌 鹑的胸口，把它放到小坟里，又填上 土，堆得圆圆的，高高的。
	我和父亲渐渐走远了，可是我一 直不停地回头望，想多看一眼那个埋 着母鹌鹑的小坟。
	既分工来又合作 集体创作小小说


	马老师： 你们上次创作的《狐狸和乌鸦》的新版本真不错。我读的时候，常 常忍不住拍案叫绝，笑出声来！我们学习写作文已经半年多了，到现 在为止，一直是你们个人在写文章。这星期...
	小丽： 您是说让我们做个group project吗?写什么呢？
	马老师： 写小说！
	亮亮： 写小说？开学的时候您说让我们写故事，可没说过让我们写小说呀！
	马老师： 小说也是故事的一种啊，小说是作者编出来的故事。你们愿意试试 看，几个人一起编个中文故事吗？
	亮亮和小丽：（互相看看，又回头看着老师）Why not？
	马老师： 让我们称你们的project为“创作小小说”吧！
	亮亮和小丽：小小说？
	马老师： 对。小说一般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几百 万个字，中篇小说有几十万个字，短篇小说也得有几万个字。还有一 种小说叫“微型小说”或者叫“小小说”...
	亮亮： 老师，您不是说让我一个人写，而是说让我们几个人一起写吧？
	马老师： 是的。你们可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组成一组，一起讨论写个什么样的 故事，怎么分工写。这学期的口试，就由你们自己来朗读自己写的小 小说给大家听。
	小丽： 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在英文学校不是也写过挺长的故事的吗？亮 亮，我们俩一块儿合作吧！
	亮亮： 行！说干就干！来，你说我们写一个什么故事好？
	马老师： 请稍等！让我给你们一些建议。我建议你们讨论的时候：
	1、首先要确定写一个什么种类的故事，是侦探(detective)、幻想(fantasy)、 童话(fairytales)、历险(adventure)，还是其他？
	2、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角色(characters)？是人、动物，或是其他的东西？ 比如电影“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就是以玩具为角色的。
	3、你们喜欢让故事发生在哪里？是美国？中国？或者是一个无名的 岛上？等等。
	4、你们喜欢让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古代？当代？还是未来？然 后，你们就可以开始编故事了！
	小丽： 谢谢老师！亮亮，让我们开始讨论吧！
	思考题：
	1、 Project式的写作中，各人想法不同的时候怎么办？
	2、分工写出来的段落合起来以后，怎样进行最后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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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晏子使楚
	春秋时期，有个人名字叫晏婴。晏婴非常机智，又很有学问， 人 们称他为晏子。
	晏子是齐国人，有一次，齐王派他出使楚国。楚国是个大国。楚 王听说晏子要来，就想乘机显显楚国的威风。
	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洞。晏子来 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请晏子从这个洞进城去。
	晏子看了看，就对守门的士兵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要 是我去访问的是狗国，我当然得钻狗洞。我现在在这儿等一会儿，你 们先去问个明白，这里到底是楚国呢，还是狗国？”守...
	晏子见了楚王。楚王对他瞅 了一眼，冷笑一声说：“难道齐国没 有人了吗？”
	晏子回答说：“这是什么话？我们齐 国的人多着呢。在齐国的街上，行人肩靠 着肩，脚碰着脚，都是人。要是每人都把 袖子举起来，就能连成一片云。要是每人 都甩一把汗，就会像下一阵...
	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人，那 为什么打发你来呢？”
	晏子装出很为难的样子，说道：“大王您这一问，我实在不好回 答。要是撒个谎，那是欺骗了大王。要是我说实话吧，又怕大王您生 气。”
	楚王说：“你说实话，我不会生气。”
	于是，晏子对楚王拱了拱手，说：“齐国有个规矩，那就是：访 问上等的国家，就派上等人去。访问下等的国家，就派下等人去。我 因为最不中用，所以就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故意...
	不一会儿，有两个士兵押着一个囚犯，从旁边走过去。楚王见了 问道：“这个囚犯犯了什么罪？他是哪里人？”
	士兵回答说：“他是个强盗，是齐国人。”楚王笑嘻嘻地对晏子 说：“你们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情？”楚王身边的官员 听了，都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这一下...
	晏子在一旁面不改色地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请问大王， 您吃过橘子吗？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结出来的橘子又大又 甜。可是，要是把橘树种到淮河以北的地方去，那就变成...
	楚王听了，只好对晏婴赔不是说：“先生，我原来想取笑你，没 想到反而让你取笑了。”
	从这以后，楚王再也不敢看不起晏子了。
	词 汇
	语言和语法

	常用字复习

	神笔马良
	（中国民间故事）
	从前，有个孩子名叫马良。马良的父亲母亲早就死了，他靠自己 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从小喜欢学画，可是，他连一枝笔也买不起。
	马良实在太爱画画了。他到山上打柴时，就折一根树枝，在沙地 上学着画飞鸟。他到河边割草时，就用草根蘸蘸河水，在岸上学着画 游鱼。晚上回到家里，他拿了一块木炭，就在土墙上，...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马良没有一天间断过学画画。他家的土 墙上，密密麻麻全是画。马良的画越画越好。人们都说，马良画的 鸟，就差不会叫了。马良画的鱼，就差不会游了。有一次...
	有一个晚上，马良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房间里亮起了一道五彩的光芒，来了一个白胡子 的老人，把一枝笔送给他：
	“这是一支神笔，要好好用它！” 白胡子的老人说。
	马良接过来一看，那笔金光闪闪的，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他欢喜 得蹦了起来说：“谢谢您，老爷爷，……”
	马良的话没有说完，白胡子老人已经不见了。
	马良一惊，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可又不是梦啊！ 那枝笔不是好好地在自己的手里吗！
	马良高兴极了，他跑出屋去，挨家挨户去敲门，把伙伴都叫醒 了。马良告诉他们：“我有一枝笔啦！我有一枝笔啦！”这时，还是 半夜呢！
	他用笔画了一只鸟。鸟扑扑翅膀，飞到天上去，对他叽叽喳喳地 唱起歌来。他用笔画了一条鱼。鱼甩甩尾巴，游进水里去，对他一摇 一摆地跳起舞来。他很高兴，说：“这枝神笔，多好啊！
	马良有了这枝神笔，就天天替村里的穷人画画。谁家没有犁耙， 马良就给他画犁耙。谁家没有耕牛，马良就给他画耕牛。谁家没有水 车，马良就给他画水车。谁家没有石磨，马良就给他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马良得到神笔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一个 大财主的耳朵里。那财主就派人来把马良抓去，逼马良给他画金元 宝。
	马良对大财主说：“我的神笔只给人们画他们需要的东西。你已 经有那么多金银财宝，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对不起，我 不能给你画金元宝！”那财主见马良不愿意给他画画，...
	马良被关在马厩里，又冷又饿。他想了一想，就拿出神笔，给自 己画了一个火炉，又画了一些饭和菜，一边烤着火，一边吃起饭来。 马良吃饱了，烤暖和了，又在墙上画了一扇门。他轻轻...
	呀”一声开了。马良走出门去，他又一挥神笔，画了一匹大白马。马 良的笔刚停，大白马就活了。他跳上马背，向大路上奔去。
	马良在路上跑了几天，来到了京城。京城里的一条街上，有许多 画家在那里卖画，有些画画得非常好。马良一看到好画，就不想离开 了，他想留在那里多看看好画，多向那些画家学习。
	马良在京城住了下来。他画了许多画，也拿到街上去卖。那些画 虽然栩栩如生，但是都不完整。一天，马良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 鹤。一不小心，在它脸上溅上了一滴墨水。那白鹤眼睛一...
	京城里有一个贪官，专爱霸占别人的好东西。他一听说马良有一 枝画什么变什么的神笔，就马上派了几个大汉，把神笔抢去了。那贪 官拿到了马良的神笔，就自己动手画起金子来。可是，...
	那贪官拿着神笔对马良说：“你快给我画一座金山！要不然，我 就把神笔丢进火里烧了！”
	马良点点头，说：“好吧，你把笔还给我，我就给你画一座金山。”
	那贪官一听马良答应了，忙把神笔递给马良。马良接过笔，走到 桌前，铺开纸，手一挥，一片无边的大海，就出现在眼前了。
	那贪官一看，叫了起来：“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海了？”
	马良在大海中央点了几点，于是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出现了。马 良说：“这不是金山吗？”
	那贪官高兴地说：“好！好！ 快给我画只船！我要到金山上去！”
	马良画了一只大帆船，那贪官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
	马良又画了几笔风，海水掀起了密密的波浪，大帆船就开动了。
	那贪官嫌船走得太慢，在船头上叫：“把风弄大些！把风弄大 些！”
	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吼叫起来，卷起滚滚的浪涛，大帆船 摇摇晃晃了。
	那贪官心里害怕，向马良 摇手，大声地喊道：“风够了！ 风够了！”
	马良装作没有听见，不停 手地画着风。帆船被风推着，向 金山驶去。那贪官就再也没有 回来。
	马良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 呢？大家都不清楚。有人说：他 到处流浪，专门给穷苦的人们 画画。


	我
	我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女孩：小小的个子，轻巧灵 活。齐耳的短发，乌黑发亮。一双不大的眼睛，闪着光芒。圆圆的小 脸蛋甜甜地微笑着，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我—...
	我，天生就是一副假小子的模样。尽管妈妈给我买了许多条裙 子，可是我从来也不喜欢穿。我爱穿一身蓝色运动服，再戴上一条红 领巾，哟，可神气呢！也许是因为我属马吧，我的性格就...
	我很顽皮，喜欢爬高下低。记得去年暑假的一天下午，在游泳回 来的路上，我被一阵阵响亮的蝉鸣声吸引住了。我四下寻找，只见一 只蝉停在不远的一棵树上。我飞快地跑到树下，双手环...
	我刚想爬起来，却看到树下有一大群蚂蚁。我立刻忘了疼痛，跪 在地上，两眼睁得圆圆的，看蚂蚁“大军”怎样齐心协力地把一小块 肉骨头搬进洞里。直到看完蚂蚁搬骨头，我才爬起来，...
	我虽然顽皮，但是很爱读书。那些《故事大王》和少年科技读 物，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我常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感动，有一 次，妈妈给我买了本《安徒生童话选》，我高兴地抓过书，...
	瞧，我就是这样的人。欢迎大家和我交朋友。

	我的缺点真多
	人，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最少也有一两个缺点。可是我的缺点 呢，就好比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比如：贪玩、懒惰、喜新厌旧、多话。
	我最大的缺点是懒惰。每当妈妈吩咐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说 忙什么呀！我要做功课啦！以此为借口，不去做事。因为我平时懒得 读书，所以一到考试，就只有“临时抱佛脚”了。幸亏...
	我第二个缺点是喜新厌旧。有一次，我买了一个水瓶，才用了几 天就扔了，就又买了一个新的，先前那个可怜的水瓶就只有永远呆在 垃圾桶里了。
	我第三个缺点是多话。在学校里，我是“四大吱喳公”之一。有 一天上课，老师有事要离开教室一会儿，老师一走，我就抓紧时间滔 滔不绝地大声讲起话来，不料，我正讲得来劲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快些改掉身上的缺点，不然我可真吃不消了。
	刻划人物先立意 ，选好事例再动笔
	马老师： 小丽和亮亮，你们记不记得这是我们讲作文的第几册书了？
	亮亮： 当然记得，这是您给我们讲作文的第四册书了！
	小丽： （拿出一张纸）老师您看，这是我列的一张表，您在前几册书里给我 们讲的每一讲的题目都在上面：
	亮亮： 哇，小丽，你真行啊！
	小丽： 我挺喜欢这些题目的，每一个都押韵，念起来很好听。所以我就干脆 把它们列在一张表上啦！
	马老师： 嗬，这些题目排列在一起，十二讲的内容一目了(liDo)然，真是个好主 意！前面的三个学期，我们每个学期都有一个重点，你们能看出来 吗？
	亮亮： 老师，那不用看！我们一个一个学期学过来，早就知道了！
	马老师： 哦，那你们倒说给我听听呢？
	亮亮： 第一个学期，您给我们讲作文的五个部分：主题、题目、开头、正文 和结尾，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小丽： 第二个学期，您给我们讲怎样把文章写具体：细看、细想、细写、细 改；怎样一步一步地把一个过程写清楚，还讲了要语句通顺，不要用 “英式中文”。
	亮亮： 上个学期，我们学习怎样写一件事情，写了好几个小故事。
	马老师： 你们说得很好！这说明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是动了脑子的！这个学期 是我们学习中文作文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要学习写人物。
	小丽： 写人？
	亮亮： 写人可太难了！
	马老师： 其实，你们已经作好了写人物的准备了！如果把“写人物”比作一间 房间的话，你们已经到了门口，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进去了！
	亮亮： 真的吗？
	马老师： 真的。你们看，刚学过的课文《晏子使楚》，是不是写了一个人物？
	亮亮： 是的，课文写的是晏子，写他是个非常机智的人。
	马老师： 那么，作者是怎么样把晏子的机智刻划出来的呢？
	小丽： 作者写了晏子出使楚国时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晏子让楚王打开城 门迎接他。第二件事是晏子反驳(b9)楚王嘲笑他长得矮小。第三件事 是晏子反驳(b9)楚王嘲笑齐国人没出息。这三件...
	马老师： 所以说，晏子机智的品格，是通过这三件事情来刻划的，是吗？
	亮亮： 嗬，我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是，刻划一个人物的品格，是要通过写 有关的事情；而我们已经学习了怎样写事情了，所以我们已经作好 了写人物的准备了！
	马老师： 亮亮，看来你也像晏子那么机智啊！是的，写人物，主要是刻划人物 身上能打动别人的，能引起别人共鸣(g7ng m2ng)的品格、特点或者是个 性。而这一切，往往是通过发生在他身上...
	小丽： 比方说，《晏子使楚》的作者，想刻划晏子机智的品格，就选了晏子 出使楚国时发生在晏子身上的三件事情来写，对吗？
	马老师： 是的。那么你们再看看，《我》和《我的缺点真多》这两篇文章，又 是怎么样写的呢？
	小丽： 《我》写了自己的两个特点，第一是顽皮，第二是爱看书。顽皮，她 写了两个事例：一是爬树却从树上摔了下来，二是摔了个“仰八叉” 后，还跪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爱看书，写了...
	亮亮： 《我的缺点真多》的作者，写了自己的三个缺点：懒惰、喜新厌旧和 爱说话，各写了一件事来表达。懒惰，写他平时懒得读书，考试时只 能“临时抱佛脚”。喜新厌旧，写他买了一...
	马老师：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的作者只是说，她顽皮，她爱看书， 却不告诉我们那些有关的事例。而《我的缺点真多》的作者只是说， 他懒惰，喜新厌旧，又爱说话，却也不告...
	亮亮： 那就不能打动我们，不能引起我们共鸣(g7ng m2ng)了！
	小丽： 可是《我》和《我的缺点真多》里写的事情，好像不如《晏子使 楚》里写得那么详细，那是怎么回事呢？
	马老师： 问得好！在刻划人物的文章里，根据需要，有时候要把事情写得具体 些，有时候要把事情写得简单些。和专门写事情的文章有一点不同， 我们称这些事情为“事例”，有example的意...
	小丽： 还有，《我》这篇文章还写了自己长得怎么样，爱穿什么衣服，那可 不是事例啊！
	马老师： 你说得好。人物的品格、特点或者是个性，主要是靠有关的事例来刻 划的。但是外貌和衣着(zhu9)常常也是人物描写不可缺少的。而且，外 貌和衣着(zhu9)也常常和一个人的品格和特...
	亮亮： 老师，听到这里，我觉得对这次的作文作业，心里有点底了！
	小丽： 我也是！我们的作业是写一篇《我》，那我就先想好我想告诉别人的 自己的特点，再选好和这些特点有关的事例，就可以动笔了！
	马老师： 你们可以像《晏子使楚》的作者那样，写自己的一个特点，用几件 事例来刻划，也可以像那两个小作者那样，介绍自己的几个特点。
	亮亮和小丽：明白了！老师，您就等着读我们的文章吧！
	思考题：
	1、 表现人物品格和特点的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有具体事例？
	2、每个人都和别人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写人就要把特点写出来，让别 人有兴趣读你的文章。你准备用什么事例来写出自己的特点呢？


	二、鲁鲁和菲菲
	宗璞
	小狗鲁鲁还犯过一回严重错误，那是无可挽回的。他和菲菲是好 朋友，常闹着玩。他常把菲菲一拱，让她连翻几个身，菲菲会立刻又 扑上来，和他打闹。冷天时菲菲会离开自己的窝，挨着...
	妈妈走出房间看时，见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 了妈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趴在地下，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往妈妈 的脚边蹭，一面偷着翻眼看妈妈脸色。妈妈好不生气：...
	打几下，行么？”妈妈倒是破天荒准了情，说决不多打。不过鲁鲁是 狗，不打几下，不会记住教训。她只打了鲁鲁三下，每下都很重，鲁 鲁哼哼唧唧地小哭，可是服贴地趴着受打。房门、...
	鲁鲁受过杖，便趴在自己窝里。妈妈说他要忏悔，不准姐姐弟弟 理他。姐姐很为菲菲和小猫难受，也为鲁鲁难受。她知道鲁鲁不是故 意的。晚饭没有鲁鲁的份，姐姐悄悄拿了水和剩饭给他...

	词 汇
	语言和语法
	妈妈好不生气：“你这只狗！不知轻重！”
	妈妈好生气：“你这只狗！不知轻重！”
	下着大雪又刮着大风，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开回家。
	下着大雪又刮着大风，我们好容易才把车开回家。
	“菲菲会立刻又扑上来，和他打闹。”
	“上”字和“打”字在汉语里用法很多，请看下面的词组，说说它们
	的意思。想一想，还有其他用“上”字或“打”字作动词的词组吗？
	上街 上学 上课 上工 上当 上树 上机 上车 上马 上路
	上口 上年纪 上心 上演 上我家玩
	打人 打架 打算 打电话 打包 打开 打交道 打猎 打滚
	打听 打针 打字 打坐 打瞌睡 打呼噜
	不知趣 说情 可怜相 破天荒 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常用字复习

	蔺(l4n)相如的故事（二则）
	完璧(b4)归赵
	战国的时候，赵国的国王得到了一块宝玉——和氏璧 (hR sh4 b4) 。这 件事很快让秦国的国王知道了。秦王很想把这块宝玉占为己有，就派 人带信给赵王说，秦国愿意用十五座城来换那块和氏...
	赵王接到了信，知道秦王用城换玉是假的，想得到和氏璧才是真 的。但是秦国强大，赵国弱小，赵王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秦王。这 时，有人告诉赵王，有一个名叫蔺(l4n)相如的人，既聪明又...
	赵王请来蔺(l4n)相如，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换我的和氏璧， 你说是给呢，还是不给？”
	“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可不给。”
	“如果秦国拿走了和氏璧，却不给我那十五座城，那我怎么办 呢？”赵王又问。
	“秦国说用城换玉，要是赵国不给，错在赵国；要是秦国得了宝 玉，而不给城，那么错在秦国。宁可错在秦国，而不可错在赵国。”
	赵王听了蔺相如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又问：
	“那么，谁可以带着和氏璧去见秦王呢？”
	“大王如果放心，可以派我去。我到了秦国，如果他们给了城， 我就把和氏璧留在那儿。如果不给城，我一定把和氏璧完整地带回 来。”
	于是，赵王就派蔺相如出使秦国。
	蔺相如见了秦王，献上和氏璧。秦王双手捧住宝玉，一边看一边 称赞，却根本不提交城换璧的事。
	蔺相如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便走上前去对秦王说：
	“这块璧上有个小小的毛病，让我来指给大王看。”
	秦王信以为真，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捧着宝玉，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一根柱子边。他靠着柱子 站定，愤怒地说道：“大王，我看您并不想交出十五个城，所以把璧 拿了回来。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和宝玉就一块儿撞...
	蔺相如又说：“和氏璧是无 价之宝，我们赵王为了向秦王 献璧，连续戒斋 (jiY zhAi, to show one's respects by not eating any meat) 了五天。如今大王若 要接受宝玉，也需戒斋五日，以 大礼 (dF l3, big cer...
	秦王看看蔺相如那无所畏 惧的样子，只好答应了。
	蔺相如回到在秦国的住处，心想，秦王虽然答应五天后受璧，但 交出十五个城的事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便连夜派人带着和氏璧先回赵 国去了。
	五天以后，秦王举行隆重的礼仪，准备接受赵王送来的和氏壁。
	蔺相如来到了，他向秦王行了礼。
	“和氏璧呢？”秦王急着问。
	蔺相如神色坦(tDn)然地说道：
	“我看大王并不真的想给赵国十五个城，为了不让赵王受骗，我 已叫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
	秦王听了暴跳如雷，命令武士把蔺相如捆起来。
	蔺相如一点也不害怕，继续说道：
	“大王，天下的人都知道秦国强，赵国弱。赵国怎么会为了一块 玉而得罪秦国呢？只要您说话算数，赵国是会把和氏璧送给大王的。 我知道我欺骗了大王，现在我的话说完了，请大王用刑(x...
	秦王听了蔺相如的话，一想，即使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和氏 璧，反倒给赵国留下了把柄(bD b3ng)，便下令放了蔺相如，而且十分尊敬 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有智有勇的人，我还没有见过。”


	渑池(miDn ch2)会
	过了两年，秦王约赵王在一个叫渑池(miDn ch2)的地方见面。赵王知 道秦王要威胁(wEi xiR)自己，心里害怕，不敢去。蔺相如说：“大王请放 心，我陪您前去，决不让秦王占便宜。”
	赵王到了渑池，会见了秦王。在宴会上，秦王和赵王一边喝酒， 一边闲谈。秦王对赵王说：
	“听说你很会弹琴，我这里有一张琴，请你弹一支曲子来听听！”
	赵王见秦王这么不礼貌，心里挺生气，但是又不敢推辞(c2)，只好 红着脸弹了一首曲子。赵王刚弹完，秦王马上叫人记下来：
	“在渑池(miDn ch2)会上，赵王为秦王弹琴。”
	秦王这样做，分明是故意侮辱(wU rO , to insult) 赵王。蔺相如看了，就立 刻拿起一个装酒的瓦盆 (wD pRng) ，走上前去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很 会演奏乐器，现在我献上一只瓦盆，请大王敲...
	秦王听了，立刻变了脸，不理睬蔺相如。
	蔺相如站在秦王面前， 两只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 大声地说：“大王太欺负人 了！大王跟我只离开五步 远。您要是不答应，我就跟您 拼了！”秦王没办法，只好拿 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
	“在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敲瓦盆。”
	秦国的一个大臣不服气，站起来说：
	“今天两国大王相会，请赵国送十五座城给秦王祝贺！”
	蔺相如马上也站起来说：
	“请秦王送秦国的国都给赵王祝贺！”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一直到宴会结束，秦国也没有占到赵 王的便宜。秦王知道赵国的大将军廉颇 (liSn p0)带着军队，在边境(j4ng)上 已经作好了准备，他只好放赵王回去了。

	给爸爸画像
	爸爸的眼睛
	我的爸爸是个老师。他中等个子，有点胖，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 眼镜。他在学校教地理(geography)，这副眼镜帮着他看见了中国，看到了 全世界；他也教历史，这副眼镜又帮着他看到了古今中...

	爸爸的鼻子
	别看爸爸的鼻子能托起“望远镜”，可是却不怎么灵。那回他在 家里烧红烧肉，把锅放在炉子上就趴在桌子上备起课来。肉烧焦了， 他也没有闻到，还是我从外边跑进来告诉他的。是不是...

	爸爸的嘴
	爸爸的嘴角向上翘着，像是带着微笑。他还会编相声，能把同学 们做的好事，或者马虎啦、不专心听讲的事啦，都编成相声，让同学 们在笑声中受到教育。

	爸爸的手
	爸爸的手可不像当教师的手，粗粗拉拉的。妈妈上班离家远，家 里的许多活都要爸爸干，像生火、做饭、洗衣等，他的手怎么能不粗 粗拉拉的呢？我就在爸爸的手上多画了几条道道。

	爸爸的脚
	爸爸的脚比较难画，因为他老是闲不住，等他坐在桌前时，我又 该睡觉了，所以，我只好给爸爸画个半身像了。

	爸爸的耳朵
	对了，还没画爸爸的耳朵呢。他的耳朵跟鼻子差不多，也不灵。 他看书的时候，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见，我非得大声地说上两三 遍才行，大概爸爸的耳朵也小吧！

	像画完了
	我把画完的像拿给爸爸看，他“哈哈”地笑起来，我也会心地笑 了。
	表情、动作和外貌，写活人物少不了
	亮亮： 马老师，您上次说，这学期我们要学习写人物，可是我们的课文，怎么 选了一篇写动物，写小狗鲁鲁的呢？
	马老师： 我们所说的“人物”，用英文讲就是 characters，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 物，甚至是其他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作者会赋予(fP yI)这些characters人的品格特点，《鲁鲁...
	小丽： 马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上次讲课的时候，您讲到人物的品格或特 点，应该主要通过有关事例来刻划。可是快结束的时候，您还说到描写 人物的外貌也常常是不可缺少的。那么，...
	马老师： 不错。其实，除了外貌以外，还有像描写人物的表情、动作和语言等 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你们都会画画吧？让我们用画画来打个比方。选 好有关的事例来刻划一个人物的品格特...
	小丽： 那么说来，在我们的课文里，应该也有这些描写罗？
	马老师： 你们找一找，在我们最近学过的文章里，有哪些对人物的外貌、表情和 动作的描写？
	亮亮： 《给爸爸画像》这篇文章里，这样描写爸爸的外貌：
	“我的爸爸是个老师，他中等个子，有点胖，鼻梁上架着一 副黑框眼镜。”
	“爸爸的嘴角向上翘着，像是带着微笑。”
	“爸爸的手可不像当教师的手，粗粗拉拉的。”
	小丽： 《渑池会》里，这些描写都是关于人的表情的：
	“赵王……只好红着脸弹了一首曲子。”
	“秦王听了，立刻变了脸，不理睬蔺相如。”
	“蔺相如……两只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大声地说：……”
	亮亮： 《鲁鲁和菲菲》里，对动作的描写很多，你们看：
	“鲁鲁不知趣，还伸嘴到她窝里，嗅嗅她的小猫。”
	“（鲁鲁）把菲菲轻轻咬住，往门外一扔。”
	“鲁鲁慌了，过去用鼻子拱她，把她连翻几个身。”
	“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了妈妈，先是愣 了一下，随即趴在地下，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往妈妈脚边蹭。一 面偷着翻眼看妈妈脸色。”
	“鲁鲁吓得又往后蹭，还是不敢站起来。”
	“他蹭到爸爸脚边，用后腿站起来向爸爸作揖，一脸可怜 相。”
	“鲁鲁哼哼唧唧地小哭，可是服贴地趴着受打。”
	“晚饭没有鲁鲁的份，姐姐悄悄拿了水和剩饭给他。鲁鲁呜 咽着舔她的手。”
	马老师： 你们找得都很好。今天的回家作 业，你们要做一个描写外貌、表情 和动作的练习。请看这幅图。图上 有三个“人物”：大象，猴子和饲养 (s4 yDng)员比尔(Bill)。你们要分别把他 们...
	小丽： 我想，我们不是为了写外貌而写外貌，是为了刻画人物的品格、特点或 个性而写外貌。
	马老师： 是的。你们看看，大象、比尔和猴子各有什么特点呢？
	亮亮： 大象对比尔亲热又调皮，你看他笑眯眯地把水喷了比尔一身，一定不是 故意害比尔，而是想和比尔开个玩笑！
	小丽： 比尔工作是那么认真！被大象喷了一身水，还急急地把青草往大象嘴 里送，生怕饿着了大象呢！
	亮亮： 小猴子很好奇，就像 “Curious George” 那样，为了看热闹，连手里的苹果都 顾不上吃了！
	马老师： 你们观察得很仔细！在作业本上有一张表格，你们可以把观察到的这 些人物的外貌、表情和动作填进去，然后再写成一篇文章。
	亮亮： 那这篇文章是不是也要有个主题(theme)呢？
	小丽： 当然要，你不记得啦？“主题好比是目标，想好目标再起跑！”我要写一 篇《动物园的早晨》，通过三个人物，写清早动物园里热闹的场面。
	亮亮： 我来写一篇《调皮的大象“当当”》！
	马老师： 当你们看着这幅图画，想到一篇作文题目的时候，你们已经确定了这篇文 章的主题了！有了主题，加上仔细的观察，你们一定能写出有趣的文章！
	亮亮： 谢谢老师！小丽，让我们试试吧！
	思考题：
	1、 怎样用表情、动作和外貌来表明人物的特点？
	2、再看看上次的作文，在哪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些？


	三、将相和
	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了赵国最大的官，地 位比大将军廉颇还要高。
	廉颇看到蔺相如的地位比自己高，很不服气。他想，我为赵国拼 命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就 靠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还高！
	他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我要是碰到蔺相如，要当面 给他一点儿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廉颇的话很快传到了蔺相如耳中。蔺相如立刻嘱咐他手下的人， 叫他们以后碰到廉颇手下的人，千万要让着点，不要和他们争吵。他 告诉自己的车夫，以后出门，不要走大将军府附近的车道
	一天，蔺相如出门去见一位朋友。突然，车夫紧张地回过头来报 告说：“大人，廉大将军的车马正迎面向我们驶来，怎么办？”
	蔺相如听了，就对车夫说：“我们到左边的小巷里避一下，让大 将军的车先过去吧！”
	廉颇手下的人，见蔺相如这么让着廉颇，就来嘲笑蔺相如手下的 人。蔺相如手下的人受不了这个气，跟蔺相如说：“您的地位比廉将 军高，他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他更加不把您...
	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手下的人：
	“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厉害呢 ？”
	“当然是秦王厉害！”
	“那好。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 国那么强大，现在却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颇将军同 在。我们两人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
	不久，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他长叹了一 声，说：“我廉颇真是老糊涂啊！”他于是脱掉了一只袖子，露着肩 膀，背了一根荆条，直奔蔺相如家。蔺相如连忙出来迎接...
	从此以后，廉颇和蔺相如成了最好的朋友。
	词 汇
	语言和语法
	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
	大将军的车马正迎面向我们驶来，怎么办？
	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厉害呢 ？
	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
	你们想想，一个国家的事情要紧，还是我自己的面子要紧？
	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 怒气冲冲 心平气和

	常用字复习

	老头和梨子
	（中国民间故事）
	一个农民拉着满满的一车梨子(l2, pears)，上街去卖。他在街上一边 走，一边叫：“快来买！快来买！又脆(cu4)又甜的大梨子啊！”
	这时，来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老头向那农民哀(Ai)求道：“ 我饿得快要死了，请给我一个梨子吃行吗？”
	“没钱不行。”卖梨子的人说。
	“您可别这么说。我只要一个梨子就行了。”老头指着车上堆得高 高的梨子说。
	卖梨子的人瞪了老头一眼，摇着头大声说：“不行就是不行！”
	他看老头还站在他的车旁，就用力一推，把老头推得摔倒在地 上，恶狠狠地说：“快给我滚开！”
	周围的人看见这个情形，都很同情老头，就凑(c7u)钱买了一个梨 子送给老头。
	老头吃完梨子后，把梨核(hR)放在手心里，对大家说道：“其实， 我并不是想吃梨子，而是想要梨核(hR)。你们瞧，我马上把这梨核种下 去，长出梨子来请大家吃。”
	老头在地上挖了一个坑(kEng)，把核种下去，盖(gFi)上了土。他抬起 头来看看大家，说：“行了，谁能帮我去端(duAn)点开水来吗？”
	不一会儿，就有人端来一盆滚烫(gOn tFng)的开水。老头说声谢谢， 接过盆，把开水浇在埋着梨核的土地上。
	开水刚浇完，只见地上长出一棵嫩(nYn)芽。这棵嫩芽不停地往上 长，不一会儿，就长成了一棵大梨树。又过了一会儿，梨树开了花， 满树的梨花一片雪白。再过了一会儿，树上就结出了几百...
	围在一旁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老头说道：“ 别客气，别客气，请大家随便摘了吃吧。”
	说着，就把梨子一个个 摘(zhAi)下来，分给大家。
	大街上转眼间长起了 一棵大梨树，吸引了很多人 来看热闹。大家都分到了树 上刚结出的梨子。
	树上的梨子都摘完了， 老头向看热闹的人借来一 把斧(fO)子，把梨树砍倒了。 然后，他用肩膀扛起梨树，跟大家挥了挥手，走了。
	卖梨子的人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着老头一步步走远了，才突 然想起自己的那车梨子。
	他转身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自己的车子上，那原来堆成小山 一样的梨子一个也没有了。再一看，连车子的把手也被砍掉了。卖梨 子的人恍(huDng)然大悟，连忙转身去追老头。这时，老头...


	奶奶的手
	我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听说奶奶小时候得了一种眼病，后来 就渐渐地失明了。眼睛虽然失明了，但奶奶精力仍然十分充沛，因为 奶奶有一双灵巧的手。
	爷爷去世以后，奶奶一直是一个人过日子。她给病人按摩 (Fn m9) 啦，做针线活啦，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着自己的日子。
	“一个人太冷清了，妈妈还是来和我们一起住吧！”爸爸、妈妈 都这样劝 (quFn) 奶奶。可奶奶却说：“病人要来按摩，我不感到孤单。虽 然眼睛看不见，可是我还有这双手。我的身子骨也挺...
	我去奶奶家看过，要是有很多需要按摩 (Fn m9) 的病人来奶奶家， 奶 奶总是很高兴的。病人躺在床上，奶奶用双手认准病人背部、腰部疼 痛的地方，然后就熟练地按摩。
	“啊，这么一按摩可舒服了！”病人离开的时候总是这么说。听 了他们的话，奶奶显得很高兴，脸上总挂着笑容。奶奶还会用手写 字、认字。那些字全是盲人使用的点字。在一块鼓起来的...
	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她却能穿针引线。 穿针的时候，她用舌头舔舔线头，左手拿针，右手拿 线，摸索着。不知怎的，线头好像长了眼睛，一下子 就穿过了针眼。奶奶用舌头舔住线...
	“奶奶好像是个魔术师！”我说道。话音刚落，妈妈就接上来说：
	“你奶奶的手简直比我们的眼睛还管用！”
	我对奶奶的这双手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我成为小学一年级学生 的时候，奶奶是第一个摸我的书包的人。
	“奶奶，这是我的书包。”我把书包拿到奶奶面前。
	“哟，这书包挺棒的，幸敏也上小学啦！”奶奶一边抚摸着书包 一边高兴地说着。
	我剃了光头的时候，也对奶奶说：“奶奶，你摸摸我的光头。”
	“怎么啦，头发全剃光了？和尚头挺凉快的吧！”奶奶把手放在 我头上，一面说着一面不住地抚摸着。
	作业写得好，老师就会在我的练习本上画个圈。当得到圈的时 候，我就抓住奶奶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摸着那些圈。
	“奶奶，我得了五个圈。您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幸敏真了不起！”奶奶微笑着，乐呵呵地抚摸着我的本子。她 好像在用手指头辨认那一个又一个的圈。
	我爱奶奶这双无所不能的手，常常自豪地对朋友们说：“我奶奶 的手可真棒！”
	奶奶总是独自干着许多事情，但星期天扫墓却需要我带她去，因 为寺庙里有许多台阶。
	“奶奶，这儿有台阶，一、二……”我一边扶着奶奶，一边数数。
	“幸敏真好！”奶奶一面说一面用拐棍东指指西点点，摸索着上 了台阶。
	奶奶是个要强的人，她有一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的手。但是，奶 奶却无法看电视，只能用耳朵听电视里的说话声。
	“我用耳朵听，心里就能出现那些电视上应该有的画面。”奶奶这 样说着。
	奶奶太可怜了。要是有一种可以用手抚摸的电视，那该有多好 啊！这种电视一造出来，我一定就会拿出储蓄箱里的全部存款，第一 个去买这种盲人用的电视机，送给我最亲爱的奶奶。
	语言、对话也是宝，会意传神立功劳
	马老师： 最近语文课本上连续读了三个关于蔺相如的故事，你们喜欢蔺相如 这个人物吗？
	亮亮： 喜欢！老师，真的有蔺相如这个人吗？
	小丽： 是真的有！我爸爸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汉朝有一个史学家叫司马 迁，他写了一本书叫《史记》，记录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人物。我们读 的蔺相如的故事，就是根据《史记》里的原本...
	马老师： 是的，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还是一个文学家。《史记》里的 其他人物，也都写得非常生动。你们想一想，蔺相如的品格，是怎样 被写“活”的呢？
	小丽： 我觉得，在这三个故事里，虽然都写到蔺相如的外貌，表情和动作， 但是写得最多的，却是人物说的话！
	马老师： 说得好！语言，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常常是很传神的。你们在这三个 故事里找一找，把你们觉得好的对话念给大家听听。
	小丽： 《完璧归赵》一开始，有一段蔺相如和赵王的对话：
	赵王请来蔺相如，问道：“秦王说要用十五座城换我的和 氏璧，你说是给呢，还是不给？”
	“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可不给。”
	“如果秦国拿走了和氏璧，却不给我那十五座城，那我怎 么办呢？”赵王又问。
	“秦国说用城换玉，要是赵国不给，错在赵国；要是秦国 得了宝玉，而不给城，那么错在秦国。宁可错在秦国，而不 可错在赵国。”
	赵王听了蔺相如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又问：
	“那么，谁可以带着和氏璧去见秦王呢？”
	“大王如果放心，可以派我去。我到了秦国，如果他们给 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那儿。如果不给城，我一定把和氏 璧完整地带回来。”
	这段对话表现出赵王和蔺相如不同的性格：赵王胆小，又没有主张。 蔺相如很理性，对事情的得失利弊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对带着和氏璧 出使秦国的任务胸有成竹，有十分的把握。
	亮亮： 我特别喜欢《渑池会》中这段对话：
	赵王刚弹完琴，秦王马上叫人记下来：
	“在渑池会上，赵王为秦王弹琴。”
	蔺相如看了，就立刻拿起一个装酒的瓦盆，走上前去对秦王说：
	“赵王听说秦王很会演奏乐器，现在我献上一只瓦盆，请 大王敲会儿瓦盆给大家快活快活！”
	秦王听了，立刻变了脸，不理睬蔺相如。
	蔺相如站在秦王面前，两只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大声地说：
	“大王太欺负人了！大王跟我只离开五步远。您要是不答 应，我就跟您拼了！”秦王没办法，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 敲了一下。蔺相如也马上叫人记下来：
	“在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敲瓦盆。”
	秦国的一个大臣不服气，站起来说：
	“今天两国大王相会，请赵王送十五座城给秦王祝贺！”
	蔺相如马上也站起来说：
	“请秦王送秦国的国都给赵王祝贺！”
	读着这段话，那个和敌人针锋相对，机智勇敢的蔺相如，就好像活生 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小丽： 我最喜欢的是《将相和》中这段对话：
	蔺相如手下的人跟蔺相如说：“您的地位比廉将军高，他 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他更加不把您放在眼里。这 么下去，我们可受不了！”
	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手下的人：
	“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厉害呢 ？”
	“当然是秦王厉害！”
	“那好。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要知 道，秦国那么强大，现在却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 我和廉颇将军同在。我们两人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 是打起架来...
	蔺相如的心胸真是宽大！这段对话，不但把蔺相如，而且把他手下的 人也写活了！
	马老师： 这下你们可以看到，人物的语言和对话，对于刻画人物的品格有多么 重要了吧？这次的作业，要请你们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学习通过语 言和对话来刻划他的品格、特点或者是个...
	亮亮： 好，我想到我可以写谁了。
	小丽： 我也想到了！但是我要写的那个人的外貌也很有特点。老师，我们这 次作文以写人物的语言和对话为主，但其他的方面，外貌、表情和动 作，也是可以写进去的吧？
	马老师： 那当然，你们自己把握好主要和次要，详写和略写就可以了。今天我 们就讲到这里吧。下次再见！
	思考题：
	1、 人会说话。怎样用生动的对话来表明人物的特点？
	2、在前二次的作文中，看看哪些地方改用对话，效果会更好？


	四、 木兰辞
	唧(j1)唧复唧唧， （唧唧：织布机的声音）
	木兰当户织。 （当户织：对着门织布）
	不闻机杼(zhP)声， （机杼：织布机）
	唯(wRi)闻女叹息。 （唯闻：只听到 女：女孩子，指花木兰）
	问女何所思？ （何所思：想着什么）
	问女何所忆(y4)？ （何所忆：回忆着什么）
	“女亦 (y4)无所思， （亦：也）
	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tiT)， （军帖：军中的文件，这里指征兵的文书）
	可汗大点兵； （可汗：皇帝 点兵：征兵）
	军书十二卷(juFn)， （军书：征兵的名册 卷：册）
	卷卷有爷名。 （爷：父亲）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长兄：哥哥）
	愿为市鞍(An)马， （为：为此 市：买 鞍马：马和马鞍）
	从此替爷征(zhEng)。” （征：上战场去打仗）
	东市买骏(jPn)马， （市：集市 骏马：好马）
	西市买鞍鞯( An jiAn)， （鞍鞯：马鞍和马鞍下的垫子）
	南市买辔(pYi)头， （辔头：驾马用的嚼子和缰绳）
	北市买长鞭(biAn)。
	旦(dFn)辞 (c2)爷娘去， （旦：早晨 辞：告别）
	暮(mP)宿(sP)黄河边。 （暮：傍晚 宿：住下来）
	不闻(wRn)爷娘唤 (huFn)女声， （闻：听 唤：叫）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jiAn)溅。 （但闻：只听到 溅溅：水流声）
	旦辞黄河去，
	暮宿黑山头。 （黑山和下文的燕山：中国北方的山名）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j4)鸣啾(jiU)啾。 （胡骑：胡人的战马。骑字现已通读q2）
	万里赴(fP)戎 (r9ng)机， （赴：赶去 戎机：军机，指战争）
	关山度若(ru7)飞。 （关：关口, a pass; 度：to pass; 若：好像）
	朔(shu7)气传金柝 (tu7)， ( 朔气：寒气； 金柝：军队里打更用的器具）
	寒光照铁衣。 （寒光：清冷的月光或冰雪之光；铁衣：盔甲）
	将军百战死， （百战：无数次战斗）
	壮士(zhuFng sh4)十年归(gu1)。 （壮士：这里指木兰 归：回来）
	归来见天子， （天子：皇帝，指上文的“可汗”）
	天子坐明堂。 （明堂：皇帝接见人的大厅）
	策勋(cY xUn) 十二转， （策勋：记功; 十二转：很多次）
	赏赐(shDng c4) 百千强。 （赏赐：to award; 强：有余）
	可汗问所欲 (yP)， （欲：to want）
	“木兰不用尚书郎 (lSng)； （尚书郎：官名）
	愿弛(ch2)千里足， （驰：骑马飞奔 千里足：这里指千里马）
	送儿还故乡。 ” （儿：木兰自称）
	爷娘闻女来，
	出郭(gu0)相扶将； （郭：外城 相扶将：相互扶持着）
	阿姊(z3)闻妹来， （姊：姐）
	当窗理红妆(zhuAng)； （理红妆：梳妆打扮）
	小弟闻姐来，
	磨刀霍(hu7)霍向猪羊。 （霍霍：磨刀的声音）
	开我东阁(gR)门， （阁：古代称女子住的房间为闺阁）
	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pSo)，
	着我旧时装； （着：穿）
	当窗理云鬓(b1n)， （云鬓：像云那样好看的头发）
	对镜贴(tiE)花黄。 （贴花黄：把用黄纸剪成的图案贴在额上）
	出门看火伴， （火伴：一起打仗的士兵）
	火伴皆(jiE)惊忙： （皆：都）
	同行(x2ng)十二年， （同行：共同行动，指一起生活）
	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 (pU shu7) ， （扑朔：雄兔脚乱动的样子）
	雌(c2)兔眼迷离。 （迷离：眯着眼 )
	双兔傍(bFng)地走， （傍地：靠着地面 走：跑）
	安能辨(biFn)我是雌雄？ （安能：怎么能 辨：分辨）
	常用字复习

	MULAN
	牛郎和织女
	（中国民间故事）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北方的农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他没有 爹娘，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
	嫂嫂是个自私(z4 s1, selfish)的女人，天天叫他干最重的活，却不给他 吃饱穿暖，晚上就叫他睡在牛棚里。因为小伙子整天跟牛作伴，大家 都叫他“牛郎”。
	有一天，牛郎拉着老牛在野外找草吃，想起自己死去的爸爸妈 妈，难过得直流泪。他见老牛睁着大眼睛，好像很同情地看着他，就 跟老牛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我的好朋友，可惜你...
	“谁说我不会说话？我是天上的金牛，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变 出来。”牛郎一下子惊呆了，没想到老牛真的说话了。
	他高兴地摸摸老牛的头顶，问道：
	“你真有这本事吗？我想要一个美丽能干的姑娘来跟我作伴，我 想有个自己的家……”
	“可以，可以，你说的我都可以办到。”老牛答道，“现在你跟我 走吧，到你的新家去看看吧。”说完，老牛就快步往前走去。 牛郎紧 紧跟着老牛，来到山脚下一间新盖的茅草屋前。屋里...
	牛郎开门进屋一看，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正坐在机前织布。她织 出的布，就像天上的云霞(xiS)一样轻柔(r9u)。
	牛郎问道：“姑娘，你是谁？这是谁的房子？”
	“我叫织女，我来跟你作伴，这就是咱们的家。”
	牛郎高兴极了，他非常感激织女和老牛。从那天起，他更加努力 干活，种出了许多粮食，织女也织出了许多漂亮的花布。不久，织女 又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一个夏天的傍晚，狂风吹个不停，大雨下个不止。忽然，“轰隆 隆”一声雷响，织女连忙起身去关窗户。这时，有一只喜鹊(quY)急急 地飞进来，摔在她的织布机上，扑着翅膀再也飞不动了。
	织女赶快把喜鹊托(tu0)在手上，擦干它身上的毛，喂它喝了水， 又抓了一把米给它吃。喜鹊缓(huDn)过气来，向织女道谢说：“谢谢你， 好心的织女，将来我一定要报答你。”说完，就从窗口...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老牛突然对牛郎说：“牛郎啊！我不 能陪你干活了，天帝要召(zhAo)我回去了。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皮留 下，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把牛皮一披就能上天……”
	说完，就倒在地上死去了。
	织女听说老牛死了，流着眼泪对牛郎说：“牛郎啊，看来我们在 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本是天帝的女儿，是自己偷偷来到人间和你 作伴的。现在天帝把老牛找了回去，一定也会把我找回...
	果然，没过多久，有一天晚上，随着电闪雷鸣，来了一群天兵天 将，把织女拉回天上去了。
	两个孩子哭着叫妈妈，牛郎急得团团转。这时，牛郎忽然想起了 老牛临死时候说的话。他找来一对箩筐(lu9 kuAng)，把两个孩子一头一个 装在箩筐(lu9 kuAng)里。然后，牛郎挑起箩筐，披上牛皮...
	天兵天将拉着织女在前面跑，牛郎挑着两个孩子在后面追，牛郎 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了。天帝的母亲王母娘娘看见这情形，伸手从 头上拔下一根簪子(zhAn zi, hair pin)，在牛郎前面一划。牛...
	牛郎和他的妻子织女被这波涛滚滚的天河远远地隔开了。从此 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像在人间那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还好，那只被织女救起的喜鹊，永远记得织女的好心。在每年七 月初七那天，那只喜鹊就会邀(yAo)来许许多多的喜鹊，聚集(jP j2)在天河 上，搭起一座桥，让牛郎、织女全家团聚一下。
	你相信吗，在晴朗的夜空里，我们可以看见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 呢！你看那银光闪闪的天河(the Milky Way)两岸，各有一颗亮晶晶的星。一 颗叫作织女星。它的前边还有两颗小星，那是织女的...
	如果你是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你很可能听说过天鹰星座(constellation Eagle) 和天琴星座(constellation Lyra) 吧？天鹰星座里最亮的那颗星，就是中国民 间传说中的牛郎星。它的前后各有一颗小星，...


	吃 饭
	夕阳西下了，妈妈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弟弟捧着碗向妈妈闹着 要饭，妈妈一面炒菜一面喊：“饭太热了，等一等再吃！”弟弟却哭 个不停。我只好从锅里盛上半碗热气腾腾的饭，倒上一...
	从工厂下班回家的爸爸，手里拿着一瓶米酒。妈妈早为他准备好 了一盘臭豆腐，一盘花生米和一碗热汤。爸爸就跷着腿先喝起酒来。 爸爸不需要好酒，也不需要好菜，只要有喝的有吃的就...
	奶奶一向节俭，常常独自捧着一碗饭，饭上只有一点儿小鱼和青 菜。她坐在后门的小凳子上，一面吃一面跟邻居黄妈妈谈天。有时候 饭吃光了，她话还没讲完，捧着空饭碗还是滔滔不绝。...
	我和妈妈、姐姐在饭桌上吃饭，爸爸喝光了酒也要吃两碗饭。他 常勉励我们多吃饭，少吃零食，这使得妈妈每餐要煮一大锅饭。有时 一大锅饭还不够吃。我的肚子容易饿，总是狼吞虎咽地...
	有时锅底只剩下一碗饭了，可是我还没吃饱。我知道剩下的那一 碗饭是妈妈的，因此不好意思再吃。妈妈看透了我的心，说她只吃一 碗就够了，要我再吃。啊，锅底的一碗饭充满了妈妈的...
	“儿身日肥壮，母体日益瘦。”我是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了。

	睡觉
	晚上十点，我打了个哈欠，放下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床睡觉了。 这时，我发现爸爸妈妈也正在准备睡觉。
	我妈妈睡觉跟别人都不一样。她睡觉，总是半睡着了，半没睡 着。更糟糕的是，她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和爸爸说一句话，打一 个喷嚏，连走几步路，都得轻轻地。不然，要是把妈妈吵...
	我爸爸睡觉可不像我妈妈那样。爸爸洗完澡，上一会儿网，或者 看几分钟报纸，就睡了。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他一点都不嫌我声音 大，最多是起来看一下我在干什么。我们家里总是爸爸最...
	我睡觉呢，老是睡不着。我睡觉之前，总是得看一会儿书，或者 玩一会儿我最近制作的小玩具。当妈妈或者爸爸来看我时，我就把玩 具或者书藏在被子里，关上灯，装睡。可是，爸爸妈妈...
	过了一会儿，我们全家睡觉都一样了。
	努力过后往回看，进步已有一大段
	马老师：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如何写作文了。做完今天的作业，你们就已经 连续写了十六篇中文作文了。
	亮亮： 我觉得，写每一篇作文都很不容易，可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收获 (hu7)不小！我把自己写的十多篇作文打印出来，寄给在中国的姨妈和 伯伯，他们都很喜欢呢！
	小丽： 还记得我写的第一篇作文，是《玩具小兔“白白”》。当时读的课文 是《我的小花鹿》。那篇作文，我才写了三百来个字。现在回头看 看，自己进步还真大！
	亮亮：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hu7)，是我现在写作文，知道该怎么下笔了。就连 在英文学校里，我也不再害怕写作了！英文老师好几次说：“Liang, how come your writing has improved so much and so fast？” ...
	马老师： 是啊，一次又一次艰苦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可喜的收获。我真为你们 高兴！
	亮亮： 老师，关于写人物，我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想通：为什么把人物的外 貌、表情、动作和语言写好了，人物就“活”起来了呢？
	小丽：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平时接触(chP)人，看到的是他们的外貌、表情、 动作，听到的是他们的说话。所以，如果把这些写好了，读者就能具 体地感受到这个人物了，这个人物就好像是...
	马老师： 说得很好！一个人的品格和个性是内在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这些 内在的东西通过他的表情、动作和语言流露出来，也通过他的行动流 露出来。你们读了《吃饭》和《睡觉》这...
	亮亮和小丽：读了，很有意思！
	马老师： 《睡觉》那篇的小作者其实和你们一样，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同学呢！ 你们这次的作文练习，就是要像这两位小作者一样，描写一个你们全 家人都参与的行动，把你们家庭成员的不...
	亮亮和小丽：好啊！写好了，再让爸爸妈妈读一读，一定很好玩！
	马老师： 不仅要让爸爸妈妈读，还要打印出来，寄给在中国的亲人，让他们也 感受到你们在这里的生活，好不好？
	亮亮： 那一定更有趣了，我要让在中国的表姐也写一篇，跟我交换！
	小丽： 说起寄到中国去，老师，我听说用中文写信和用英文写信的格式 (format)不一样，是吗？
	马老师： 是的，无论是信的行文和信封，中文和英文都不一样。我们先说信的 行文吧，中文比英文要简单。比方说小丽给爷爷写信，信的格式是这 样的：
	亮亮： 我看中文信和英文信的格式主要有两个不同。第一，英文信的写信日 期是放在信的前面的，而中文信的写信日期是放在信的最后的。第 二，英文信常常是要把收信人的地址写在信纸...
	马老师： 对，关于信纸的格式你们记住这两点就行了。另外，中文写的信封的 格式和英文信封也不一样。你们看：
	亮亮： 中国人的信封还有竖着写的啊！
	小丽： 是的！从前中国人写文章就是竖着写的：从上写到下，先写最右边的 一行，从右往左写。
	亮亮： 写英文信封时，寄信人的地址先写，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中文信封 时，寄信人的地址最后写，写在信封的右下角。
	小丽： 中文信封和英文信封还有一个地方很不同：英文信封中，寄信人和收 信人的姓名地址都是先写姓名，再写门牌号，路名，最后写城市名， 从小写到大。而中文正好相反，先写城市名...
	亮亮： 嗨，真的是这样，你看得真仔细！那么，我们从美国往中国寄信，信 封是照中文的格式写，还是照英文的格式写呢？
	马老师： 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你用英文的格式写，这会给中国的邮局添麻 烦。如果你用中文的格式写，给美国邮局造成的困难就更大了。最好 的方法，是让美国和中国的邮局都比较方便...
	亮亮： 这样写，果然对美国和中国的邮局都方便！这次我们写好的作文，就 用这样格式的信封寄到中国去！
	小丽： 马老师，谢谢您教我们怎样用中文写作文！
	马老师：别客气，你们已经用行动谢过我了—— 你们在中文写作上的进步， 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你们也要感谢你们自己不断的努力，更要感 谢亲自给你们上中文课的老师！ 好，祝你们...
	亮亮和小丽：祝老师假期愉快！老师再见！
	思考题：
	1、 合上课本想一想：从开始的主题、分段，到后来的四“细”、翻译和详写、 略写、运用想象力，到最后用表情、动作和对话来描写人物。你对写作文 有一点把握了吗？
	2、用中文写信时，信纸和信封的格式有什么特点？


	鲁 鲁
	宗璞
	一
	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树丛中透出一弯新月，院子的砖地上洒着斑 驳的树影和淡淡的月光。那悲凉的嗥叫声一直穿过院墙，在这山谷的小村中引 起一阵阵狗吠。狗吠声在深夜本来就...
	他大声叫着，声音拖得很长，好像一阵阵哀哭，令人不忍卒听。他那离去 了的主人能听见么？他在哪里呢？鲁鲁觉得自己又处在荒野中了。荒野中什么 也没有，他不得不用嗥叫来证实自己...
	院子北端有三间旧房。东头一间还亮着灯，西头一间已经黑了。一会儿， 西头这间响起父亲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开了，两个孩子穿着本色土布睡衣，蹑 手蹑脚走了出来。10岁左右的姐姐捧着...
	“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姐姐把手里的饭放在鲁鲁身旁。地上原来 已摆着饭盆，一点儿不曾动过。
	鲁鲁用悲哀的眼光看着姐姐和弟弟，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四腿很短，嘴很 尖，像只狐狸；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颈上套着皮项圈，项圈上拴着一根 粗绳，系在大树上。
	鲁鲁原是一个孤身犹太老人的狗。老人住在村上不远，前天死去了。他的 死和他的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很快办理完毕。只是这矮脚的 白狗守住了房子悲哭，不肯离去。人...
	二
	姐姐弟弟和鲁鲁原来就是朋友。他们有时到犹太老人那里去玩。他们大概 是老人唯二的客人了。老人能用纸叠出整栋的房屋，各房间里还有各种摆设。 姐姐弟弟带来的花玻璃球便是小囡囡...
	现在老人不见了，只剩下了鲁鲁，悲凉地嗥叫着的鲁鲁。
	“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你懂中国话吗？”姐姐温柔地说。“拉拉手吧？” 三天来，这话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突然又发出一阵悲号，并不伸出 脚来！
	但是鲁鲁这次没有哭，只是咻咻地喘着，好像跑了很久。
	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弟弟忙拉住姐姐。鲁鲁咬人是出名的，一点不出声 音，专门咬人的脚后跟。“他不会咬我。”姐姐说，“你咬吗？鲁鲁？”随即把 手放在他头上。鲁鲁一阵颤栗，连...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妈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当然还有弟弟。妈妈轻声责备 姐姐说：
	“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
	姐姐垂了头，不说话。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妈妈叹息道：“还有爸爸呢，他太累了。——你们早该睡了，鲁鲁今晚不要 叫了，好么？”
	范家人都睡了。只有爸爸仍在煤油灯下著书。鲁鲁几次又想哭一哭，但是 望见窗上几乎是趴在桌上的黑影，便把悲声吞了回去，在喉咙里咕噜着，变成 低低的轻吼。
	鲁鲁吃饭了。虽然有时还免不了嚎叫，情绪显然已有好转。妈妈和姐姐解 掉拴他的粗绳，但还不时叮嘱弟弟，不要敞开院门。这小院是在一座大庙里， 庙里复房别院，房屋很多。许多城里...
	姐姐还引鲁鲁去见爸爸。她要鲁鲁坐起来，把两只前脚伸在空中拜一拜。
	“作揖，作揖！”弟弟叫。鲁鲁的情绪尚未恢复到可以玩耍，但他照做了。“他 懂中国话！”姐弟两人都很高兴。鲁鲁放下前脚，又主动和爸爸握手。平常好 像什么都视而不见的爸爸，把...
	鲁鲁很快也和猫儿菲菲做了朋友。菲菲先很害怕，警惕地躬着身子向后 退，一面发出“吡——”的声音，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惹的。鲁鲁却无一点敌意。 他知道主人家的一切都应该保护。他...
	三
	过了十多天，大家认为鲁鲁可以出门了。他总是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大家 都很放心。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忽然往犹太老人原来的住处走 去了。那里锁着门，他便坐在门口嚎...
	鲁鲁跑着，伸出了舌头。他的腿很短，跑不快。他尽力快跑，因为他有一 个谜，他要去解开这个谜。
	乡间路上没有车，也少行人。路两边是各种野生的灌木，自然形成两道绿 篱。白狗像一片飘荡的羽毛，在绿篱间移动。
	间或有别的狗跑来。那大都是笨狗，两眼上各有一小块白毛，乡人称为四 眼狗。他们想和鲁鲁嗅鼻子，或打一架，鲁鲁都躲开了。他只是拼命地跑，跑 着去解开一个谜。
	他跑了大半天，黄昏时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
	门关着，他就坐在门外等，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 的旧住处。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罢？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 户，有人走出来看。但都没有那苍然...
	“怎么跑回来了！”却没有人问一问洋老头的究竟。
	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人们气愤起来，下决心处理他了。第三天早上， 几个拿着绳索棍棒的人朝他走来。一个人叫他：“鲁鲁！”一面丢来一根骨头。 他不动。他很饿，又渴，又想睡...
	他得到的谜底是再也见不到老人了。他不知道，那老人的去处，是每个人， 连他鲁鲁，终究都要去的。
	妈妈和姐姐都抱怨弟弟，说是弟弟把鲁鲁放了出去。弟弟表现出男子汉的 风度，自管在大树下玩。他不说话，可心里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 己的人呢！妈妈走过来，把鲁鲁的饭...
	这时有什么东西在院门上抓挠。妈妈小心地走到门前听。
	姐姐忽然叫起来，冲过去开了门。“鲁鲁！”果然是鲁鲁，正坐在门口，咻 咻地望着他们。姐姐弯身抱着他的头，他舔姐姐的手。“鲁鲁！”弟弟也跑过去 欢迎。他也舔弟弟的手，小心地...
	四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他忠实地看家，严格地听从命令。除 了常在夜晚出门，简直无懈可击。他会超出狗的业务范围，帮菲菲捉老鼠。老 鼠钻在阴沟里，菲菲着急地跑来跑去...
	姐姐和弟弟到山下去买豆腐，鲁鲁总是跟着。他很愿意咬住篮子。但是他 太矮了，只好空身跑。他常常跑在前面，不见了，然后忽然从草丛中冲出来。 他总是及时收住脚步，从未撞倒过孩...
	村边有一条晶莹的小溪，岸上有些闲花野草，浓密的柳荫沿着河堤铺开 去。他们三个常到这里，在柳荫下跑来跑去，或坐着讲故事。住在邻省T市的 唐伯伯，是爸爸的好友。一次到范家来，...
	其实鲁鲁并不总是好听故事，他常跳到溪水里游泳。他是天生的游泳家， 尖尖的嘴总是露在绿波面上。妈妈可不赞成他们到水边去。每次鲁鲁毛湿了， 便责备他：“你又带他们到哪儿去了...
	虽然妈妈责备，因姐姐弟弟保证决不下水，他们还是可以常到溪边去玩， 不算是错误。
	五
	一次，鲁鲁真犯了错误。
	爸爸进城上课去了，他一周照例有三天在城里。妈妈到邻家守护一个病 孩。妈妈上过两年护士学校，在这山村里义不容辞地成为医生。她临出门前一 再对鲁鲁说：“要是家里没有你，我不...
	鲁鲁常在夜里到附近山中去打活食。这里山林茂密，野兔、松鼠很多。他 跑了一夜回来，总是精神抖擞，毛皮发出润泽的光。那是野性的、生命的光辉。 活食辅助了范家的霉红米饭，那米...
	但这几天，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姐姐弟弟，晚上也不出去。如果第四天不是 赶集，他们三个到集上去了的话，鲁鲁秉赋的狗的弱点也还不会暴露。
	这山村下面的大路是附近几个村赶集的地方。七天两头赶，每次都十分热 闹。鸡鱼肉蛋，盆盆罐罐，还有鸟儿猫儿，都有卖的。姐姐来买松毛，那是引 火用的，一辫辫编起来的松针。买完...
	狗耍把戏！来！翻个筋斗！会吗？”他们连忙挤过去，见鲁鲁正坐着作揖，要 肉吃。
	“鲁鲁！”姐姐厉声叫道。鲁鲁忙站起来跑到姐姐身边，仍回头看挂着的牛 肉。那里还挂着猪肉、羊肉、驴肉、马肉。最吸引鲁鲁的是牛肉。他多想吃！ 那鲜嫩的、带血的牛肉，他以前天...
	卖肉人认得姐姐弟弟，笑着说：“这洋狗到范先生家了。”说着，顺手割下 一块，往姐姐篮里塞。村民都很同情这些穷酸教书先生，听说一个个学问不小， 可养条狗都没本事。
	姐姐怎么也不肯要，拉着弟弟就走。这时鲁鲁从旁猛地一窜，叼了那块肉， 撒开四条短腿，跑了。
	“鲁鲁！”姐姐提着装满松毛的大篮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弟弟也跟着 跑。人们一阵哄笑。那是善意的、好玩的哄笑，但听起来并不舒服。
	等他们跑到家，鲁鲁正把肉摆在面前，坐定了看着。他讨好地迎着姐姐， 一脸奉承，分明是要姐姐批准他吃那块肉。
	姐姐扔了篮子，双手捂着脸，哭了。
	弟弟着急地给她递手绢，又跺脚训斥鲁鲁：“你要吃肉，你走吧！上山里 去，上别人家去！”鲁鲁也着急地绕着姐姐转，伸出前脚轻轻抓她，用头蹭她， 对那块肉没有再看一眼。
	姐姐把肉埋在院中树下。后来妈妈还了肉钱，也没有责备鲁鲁。因为事情 过了，责备他是没有用的。鲁鲁却竟渐渐习惯少肉的生活，隔几天才夜猎一次。 和荒野的搏斗比起来，他似乎更依...
	六
	鲁鲁还犯过一回严重错误，那是无可挽回的。他和菲菲是好朋友，常闹着 玩。他常把菲菲一拱，让她连翻几个身。菲菲会立刻又扑上来，和他打闹。冷 天时菲菲会离开自己的窝，挨着鲁鲁...
	妈妈走出房间看时，见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了妈妈， 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趴在地下，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往妈妈脚边蹭。一面偷着 翻眼看妈妈脸色。妈妈好不生气：“...
	妈妈把猫窝杵在鲁鲁面前。鲁鲁吓得又往后蹭，还是不敢站起来。姐姐弟 弟都为鲁鲁说情，妈妈执意要打。鲁鲁慢慢退进了里屋。大家都以为他躲打， 跟进去看。见他蹭到爸爸脚边，用后...
	鲁鲁受过杖，便趴在自己窝里。妈妈说他要忏悔，不准姐姐弟弟理他。姐 姐很为菲菲和小猫难受，也为鲁鲁难受。她知道鲁鲁不是故意的。晚饭没有鲁 鲁的份，姐姐悄悄拿了水和剩饭给他...
	七
	和鲁鲁的错误比起来，他的功绩要大得多了。一天下午，有一家请妈妈去 看一位孕妇。她本来约好往一个较远的村庄去给一个病人送药，这任务便落在 姐姐身上。姐姐高兴地把药装好，弟...
	妈妈到那孕妇家，才知她就要临盆，便等着料理。直到婴儿呱呱坠地，一 切停妥才走。到家已是夜里10点多了，只见家中冷清清点着一盏煤油灯。鲁鲁 哼唧着在屋里转来转去。
	弟弟一见妈妈便扑上来哭了。“姐姐，”他说，“姐姐还没回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定了定神，转身到最近的同事家，叫起那家的教书先生， 又叫起房东，又叫起他们认为该叫的人。
	人们焦急地准备着灯笼火把。这时鲁鲁仍在妈妈身边哼着，还踩在妈妈脚 上，引她注意。弟弟忽然说：“鲁鲁要去找姐姐。”
	妈妈一愣，说：“快去！鲁鲁，快去！”鲁鲁像离弦的箭一样，一下窜出好 远，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鲁鲁用力跑着。姐姐带着的草药味，和着姐姐本身的气味，形成淡淡的芳 香，指引他向前跑。一切对他都不存在。黑夜，树木，路旁汩汩的流水，都是 那样虚幻，只有姐姐的缥缈的气味，...
	村里一片漆黑，人们都睡了。他跑到一家门前，着急地挠门。气味断了， 姐姐分明走进门去了。他挠了几下，绕着院墙跑到后门，忽然又闻见那气味， 只没有了草药。姐姐是从后门出来，...
	终于在一棵树下，一块大石旁，鲁鲁看见了那土布衣裳的淡黄色。姐姐靠 在大石上睡着了。鲁鲁喜欢得横窜竖跳，自己乐了一阵。然后坐在地上，仔细 看着姐姐。然后又绕她走了两圈，才...
	姐姐醒了。她惊讶地四处看着，又见一弯新月，照着黑黝黝的树木、草莽、 山和石。她恍然地说：“鲁鲁，该回家了。妈妈急坏了。”
	她想抓住鲁鲁的项圈。但她已经太高了，遂脱下外衣，拴在项圈上。鲁鲁 乖乖地引路，一路不时回头看姐姐，发出呜呜的高兴的声音。
	“你知道么？鲁鲁，我只想试试，能不能也做一个吕克大梦。”姐姐和他 推心置腹地说，“没想到这么晚了。不过离20年还差得远。”
	他们走到堤上时，看见远处树丛间一闪一闪的亮光。不一会儿人声沸腾， 是找姐姐的队伍来了。他们先看见雪白的鲁鲁，好几个声音叫他，问他，就像 他会回答似的。他的回答是把姐姐越...
	“我快睡着时，忽然害怕了，怕一睡20年。可是已经止不住，糊里糊涂睡 着了。”
	人们一阵大笑，忙着议论：那山上有狼，多危险！谁也不再理鲁鲁了。
	爸爸从城里回来后，特地找鲁鲁握手，谢谢他。鲁鲁却已经不大记得自己 的功绩。只是这几天饭里居然放了牛肉，使他很高兴。
	又过些时，姐姐弟弟都在附近学校上学了。那也是城里迁来的。姐姐上中 学，弟弟上小学。鲁鲁每天在庙门口看着他们走远，又在山坡下等他们回来。 他还是在草丛里跑，跟着去买豆腐。...
	好在姐姐多半还是像常人一样活动，鲁鲁的不安总是短暂的。日子如同村 边小溪潺潺的清流，不慌不忙，自得其乐。
	若是鲁鲁这时病逝，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狗了。但是他很健康，雪白的 长毛亮闪闪的，身体的线条十分挺秀。没人知道鲁鲁的年纪，却可以看出，他 离衰老还远。
	八
	村边小溪静静地流，不知大江大河里怎样掀着巨浪。终于有一天，日本投 降的消息传到这小村。整个小村沸腾了，赛过任何一次赶集。人们以为熬出头 了。爸爸把妈妈一下子紧紧抱住，使...
	这个经历了无数风雨艰辛的亲爱的小家庭，怎么能少得了鲁鲁呢？
	“回北平去！”弟弟得意地说。姐姐蹲下去抱住鲁鲁的头。她已经是一个窈 窕的少女了。他们决没有想到鲁鲁是不能去的。
	范家已经家徒四壁，只有一双宝贝儿女和爸爸几年来在煤油灯下写的手 稿。他们要走很方便。可是还有鲁鲁呢。鲁鲁留在这里，会发疯的。最后决定 带他到T市，送给爱狗的唐伯伯。
	经过一阵忙乱，一家人上了汽车。在那一阵忙乱中，鲁鲁总是很不安，夜 里无休止地做梦。他梦见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 在荒野中奔跑。而且什么气味也闻不...
	鲁鲁居然也上了车。他高兴极了，安心极了。他特别讨好地在妈妈身上蹭。 妈妈叫起来：“去！去！车本来就够颠的了。”鲁鲁连忙钻在姐姐弟弟中间，三 个伙伴一起随着车的颠簸摇动，...
	上路第二天，姐姐就病了。爸爸说她无福消受这一段风景。她在车上躺着， 到旅店也躺着。鲁鲁的不安超过了她任何一次病时。他一刻不离地挤在她脚 前。眼光惊恐而凄凉。这使妈妈觉得...
	T市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大瀑布。10里外便听得水声隆隆。车经这里，人 们都下车到观瀑亭上去看。姐姐发着烧，还执意要下车。于是爸爸在左，妈妈 在右，鲁鲁在前，弟弟在后，向亭上走...
	鲁鲁很讨厌那房子的气味，哼哼唧唧要走。他若知道姐姐正在楼上一扇窗 里最后一次看他，他会情愿在那里站一辈子，永不离开。
	范家人走时，唐伯伯叫人把鲁鲁关在花园里。他们到医院接了姐姐，一直 上了飞机。姐姐和弟弟为了不能再见鲁鲁，一起哭了一场。他们听不见鲁鲁在 花园里发出的撕裂了的、变了声的嗥...
	鲁鲁发疯似地寻找主人，时间持续得这样久，以致唐伯伯以为他真要疯 了。唐伯伯总是试着和他握手，同情地、客气地说：“请你住在我家，这不是 已经说好了么，鲁鲁。”
	鲁鲁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有一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大家早以为他已 离开这世界，他竟又回到唐家。他瘦多了，完全变成一只灰狗。身上好几处没 有了毛，露出粉红的皮肤。颈上的皮...
	唐家人久闻鲁鲁的事迹，却不知他有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 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 心弦的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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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旅游日记：关于中国佛教寺庙的知识
	我们要去参观苏州附近一座世界闻名的佛教寺庙“寒山寺”。刚才，导游先生给 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中国佛教寺庙的知识。
	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也是按照中轴线安排的。中轴线上，有“山门”、“天王 殿(diFn)”和“大雄(xi9ng)宝殿”等。
	“山门”就是寺庙的大门，因为佛教寺庙常常建在山里，所以称为“山门”。
	走过山门，是“天王殿”。走进天王殿的人们，正面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坐着 的大肚子菩萨(pI sF)，叫作弥勒佛(m2 lY f9)。胖乎乎的弥勒满脸欢喜，让人感到非常可 亲。弥勒佛的身后，背对...
	天王殿里左右两边，是四大天王。在佛教里，四大天王各保卫东、南、西、北 一方天下。可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农民希望四大天王还能够保佑(bDo y7u)自己的丰收(fEng sh0u, harves...
	天王殿后面，中轴线上建着寺庙最主要的建筑“大雄宝殿”。天王殿和大雄宝殿 之间的中轴线两旁，建有钟楼和鼓(gO)楼。寺庙里早晨敲(qiAo)钟，傍晚击(j1)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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