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ქĂቲԷߙணዖഢຮǄဏǅ

࣭ǖ୨߶กქޔჰஙو߶ࣨă

ჼǖԥؓă྄୯ࣨটกቲ߶ჰஙف୨߶ੂوă

࣭ǖచǈกǛ்྄ؽე৬৬௩ǈᇀ୨߶وቲ߶ჰஙᇛଡ଼֎ࡎǛ

ჼǖሦௗԥ྄ؽǈᇀ୨߶وቲ߶ჰஙॄ “ ᄋ୨߶ࡢ ”ă
࣭ǖሪํهණੂă

ჼǖᇛଡ଼ํԥණੂǛሦ “ ࡢ ” ዖؠӹቲ߶ǈቲ߶ᅞॄࡢǈቲ߶ࡨ

ნॄࡢᅷǈቲྲྀნॄྲྀࡢăሦ “ ᄋ ” ዖกوؠࡍᄌ๔ǈቲ߶و

ॄؠࡍوᄋǈӊࡢॄؠࡍ “ ᄋ ”ǈ܇ኀॄؠࡍو “ ᄋ܇ ”ǈ
႓ኀॄؠࡍو “ ႓ᄋ ”……

࣭ǖႌყǛ྄୯႓ኀޖڞؠࡍوႌǛ

ჼǖڶԥಲǈഋዐ࿈ષǈ྄ํوԥก “ ႌყ ”ǈก “ ႓ᄋ ”ƽ
࣭ǖࠝǈ௩ํڶષǈ྄ᆿོ௩ǈࡢᄋ୨߶෬ଡ଼ቒჟوዮۂǛ

ჼǖሦ྄৹ํԥࠝăǈᇀქґوႧǈࡢԥก࿄წٮটก

Էߙăᇀ৹ԥༀષǈᅘ٫ص֔ޠوǈᅘၳؙصीดوǈ

ષǈቲۂӔ߹ണඵوٮᅘă࿄წڞǈ෬ଡ଼وଓصǈوყූص

Էؽߙกᅘᇜྐऋă

࣭ǖѓǈํಲቲԷߙǈ྄ዮ॰ᅘქޔቺؙۢă

ჼǖ෬ଡ଼ቺؙۢǛ

࣭ǖቲԷوߙணዖǈۂҙୣᅘ “ Էߙ ” ޔዖă

ჼǖᘙǈᅘᄌ๔ǈํੂă

࣭ǖ௩ዅăᇁ୯ቲྲྀၳထݛ॰்ࣨوቲԷॄߙ “ ႈዓ૯ ”ǈ྄҄҄

ާ๖సӫǈᅘქࣨ “ ঘࣨ ”ǈ྄ ќണॄ்ࣨو “ ይথ ”ă
྄ଲଲوᅙຼѐჶիണ்ࣨوணዖޚᅘഢǈॄ “ അሪქ૦ ”ă
ᅘ෬ଡ଼ “ ဏ۠ᅞქࣨ ”ǈ“ ࠖဏߙ ”ǈ“ Ҫዓؙཉ ”ǈ“ ৹ઉ႓

֏ߴࢨ ”ǈڞԥ؞ “ Էߙ ” ޔዖă

ჼǖটሦޔቺؙۢႉǛ்྄৹Ӕ௩ă௩ํوሦဗணዖǈഹԥ؞

“ Էߙ ” ޔዖǈ྄৹กქটቌࣨޕلԷوߙ٧ă

࣭ǖሪوǛ

ჼǖصഹሪوă྄ོ௩ǈ “ ႈዓ૯ ” กԥกҽॻ৮ႈዶهӼࠝǛ

࣭ǖԥؓƽ

ٞ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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ǖნ“ঘࣨ”ዶوกԵǈ“ࠖဏߙ”ዶوกቿࠖቿԵǈڶǛ

࣭ǖሦԥླನǈሦဗணዖটᅘٜணହƽ

ჼǖୣᅘٜணნୣߔ࿅ă྄ ོ௩ǈ௩กԥกڍߟǛຕќണو “ ይ
থ ” กԥกڍߟԷߙǛ

࣭ǖกяƽกяƽሦ௩กᇛଡ଼ቌولǛ

ჼǖބ௩ѷǈॄ “×× থ ” ؞ǈߙԷڍߟกڊǈქو “ അሪ ” ޔዖ

؞ǈߙกीԷڊǈქو “ Ҫዓ ” ޔዖوǈქڊกҪዓዶه

Ӽࠝǈ؞ “ ߴࢨ ” ޔዖوǈქڊก ……
࣭ǖ֜ “ ߴࢨ ” ăلნቌ྄ޔăሦو

ჼǖ௩ቌلǛ்྄ོ௩ǈཛྷ෬ଡ଼ۂ࠶ቲԷߙќॄ෬ଡ଼ “ ૯ ” Ǜሦو

“ ૯ ” ࠧԷߙᅘ෬ଡ଼ߔ࿅Ǜ

࣭ǖกԥกணዖᅘ “ ૯ ” ዖوԷڞߙᇀ૯ණǛԥڶԥڶǈ“ ႈዓ૯ ”
টቝᅘქՍǈԥ৹ᇀ૯ණяƽ

ჼǖก྄ੂބ௩ѷăቲ߶ဂੂก࠶द֜وǈถ୨෭و෫ࡌ

ԥ४ეᅘࠝԵǈۚೲეᅘࠝঘăԥ४ეᅘࠝԵࠝঘ൩ਊǈዮࠝ

ഹก૯ණӔ૯࿒ࠝăຑصংǈܧඩߗং൩Ⴇăܧوეᅘ୨

ჾǈዔ߁ჾੂوԷٮ۹ߙǈ૯ණوብዜกዮถᄵوǈকۚক

ቐǈۂ࠶Էߙটڞჾ “ ૯ ” ዖੂதணă

࣭ǖሦ࿒྄ட҅ષǈߒԥۂ࠶هԷߙќॄ “×× ঘ૯ ”ǈᆓੂটกׅષ

ࠝԵࠝ۹ǈᅘࠝঘࠝܧংوᄌ๔яƽ

ჼǖԥ־ǈ௩ሪடăصഹǈࣞഹ “ ૯ ” ֑ષቲԷوߙӼணǈಲ

ண “×× ঘ૯ ” ᅘ૯ԯှăه܇ڊǈটԥქߙቲԷو

࣭ǖ௩ํوก்ୣᅘ૯و “ ႈዓ૯ ” яǛ

ჼǖ৹ԥกହƽ

ٞ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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ᒦݫᔊབტǄथᄏᔊۈǅ

ଡǖගਪဵጙৈጤਪଜă

ጰǖࡇݙăᆸඣଜဵ࠭ᒦਪጤගਪă

ଡǖ๎ǈဵ൮ǛกᆸገఠఠฝǈᏴගਪᒦਪጤᐏඐં߂Ǜ

ጰǖᑚซݙᆸǈᏴගਪᒦਪጤ “ ખጿගਪཽ ”ă

ଡǖથᑞႁă

ጰǖᐏඐႁݙǛᑚ “ ખ ” ᔊܭࡔᒦਪǈᒦਪཽ᎒ખཽǈᒦਪજ

ጐખᎫǈᒦᆪጐખᆪăᑚ “ ጿ ” ᔊဵઁࡔፀႈǈᒦਪཽ

ખጿǈ྇ࡔઁ ࡔઁཽ۾ “ ྇ጿ ”ǈऻᒴཽࡔઁ “ ऻጿ ”ǈ

ᒴཽࡔઁ “ ጿ ”……

ଡǖዀጛǛᆸඣᒴཽࡔઁཽఘዀǛ

ጰǖ࣪ݙǈ༿ᄧᔄᇼ೫ǈᆸႁဵݙ “ ዀጛ ”ǈဵ “ ጿ ”ƽ

ଡǖੑǈႯฝႁ࣪೫ǈᆸᏳᆰฝǈખጿගਪཽ࠭ူဠඐᒆጓᔢࣶǛ

ጰǖᑚᆸభႁੑݙă࠭༄ǈᏴጙཽۅዛ�ǈખཽဵݙఎᇸጠࢢဵ

ఎݫăሚᏴభݙᄴ೫ǈᎌࡩฎ߈နǈᎌࡍࡩኧ୴၈ǈ

ਭབྷࣶ೫ǈᒦ܈ࢢǈဠඐᎌăఎᇸጠേနࡩǈጛညࡩ

ᎌᐐᇄ7ăဵݫ

ଡǖڇǈႁᒦݫǈᆸᔢதᎌጙৈᒮࡍखሚă

ጰǖဠඐᒮࡍखሚǛ

ଡǖᒦݫᔊ�ǈࣶۍ�ᎌ “ ݫ ” ৈᔊă

ጰǖᡍǈᎌፀႈǈႁᄧᄧă

ଡǖฝᄧᓎăᏵඣᒦᆪኧቅএதกଜᒦݫ “ ኼᔇണ ”ǈᆸڸڸ

ႊܟǈᎌጙଜ “ ႐ࠂௌଜ ”ǈᆸฆฆڐབྷกଜ “ ᔡሧ ”ă

ᆸ൦൦ᎍჰڄጪޟབྷกଜᔊৎᎌབǈ “ ༹ᑞጙᄟച ”ă

થᎌဠඐ “ ቃऔ᎒ጙଜ ”ǈ“ Ⴁቃ ”ǈ“ ۞ᔇࡍᅽ ”ǈ“ భಽ

ਨ߃ ”ǈࡒݙ “ ݫ ” ৈᔊă

ጰǖᑚৈᒮࡍखሚኽǛกᆸభ܈ฝ༓ăฝႁᑚቋᔊǈႰࡒݙ

ٞქ৾   ৾ྲྀ   ۱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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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ݫ ” ৈᔊǈᆸభဵጙᄧᒀଜݫᄂă

ଡǖᑞǛ

ጰǖࡩᑞăᆸᆰฝǈ “ ኼᔇണ ” ᄂܰੑǛ۱யఢኼᔪဵݙဵ

ଡǖࡇݙƽ

ጰǖ“႐ࠂௌଜ ”ᔪဵ႐ݩࠂǈ“Ⴁቃ ”ᔪဵႡᒳᒳݩǈ࣪ ൮Ǜ

ଡǖᑚݙᇧໜǈᑚቋᔊ�ᎌ൭ƽ

ጰǖ�ᎌጐ�ਈ*ăᆸᆰฝǈฝฆฆဵဵݙਓཽࣁǛڐབྷ “ ᔡ

ሧ ” Ǜݫࣁਓဵݙဵ

ଡǖဵڃƽဵڃƽᑚฝဵᐏඐᒀǛ

ጰǖসႫฝګǈ “××  ” ࡒǈݫࣁਓဵࢾǈጙ “ ༹ᑞ ” ৈᔊ

ࡒǈݫ୴ૄဵࢾǈጙ “ ۞ᔇ ” ৈᔊǈጙဵࢾ۞ᔇᔪᄂ

ܰੑǈࡒ “ ਨ ” ৈᔊǈጙဵࢾ ……

ଡǖߐ “ ਨ ” ăăᑚৈᆸጐᒀ

ጰǖฝᒀǛกᆸᆰฝǈᆐဠඐ੪ࣶᒦݫڐဠඐ “ ണ ” Ǜᑚ

“ ണ ” ਜ਼ݫᎌဠඐਈ*Ǜ

ଡǖဵဵݙᔊ�ᎌ “ ണ ” ᔊݫᏴണǛ࣪ݙ࣪ݙǈ“ ኼᔇണ ”

ቝᎌጙށǈݙభถᏴണڃƽ

ጰǖથဵᆸসႫฝګăᒦਪཽሶဵ੪ߐǈሱ၊ගအဟ

ௌྜྷాǈᔢੑੑݩஞገᎌੑݙǈऎ༦થገᎌੑௌăݩஞገᎌੑݙ

થገᎌගಸज़ஶྜྷዛăज़ஶǈࡩဵണ܈ണሆੑăჅ

ጲǈᔈ৵ጲݫभࢢǈണᆡᒙᔐဵᔢ၊ઢ፩ǈऎ

ᒄǈ੪ࣶݫጲ “ ണ ” ᔊෘă

ଡǖᑚሆᆸීڹ೫ǈਆݙ੪ࣶݫڐ “×× ௌണ ”ǈᏇဵ߹೫

ƽڃፀႈभǈથᎌੑௌੑज़ஶੑݩੑ

ጰǖఘ߲ݙǈฝથᑞࠩීăࡩǈ “ ണ ” ǈܰݫ೫ᒦ߅

 “×× ௌണ ” ቲăݣᎌണऻࢾጙݙǈݫᒦ

ଡǖฝႁဵก�ᎌണ “ ኼᔇണ ” Ǜڃ

ጰǖభဵݙ൭ƽ

ٞქ৾   ৾ྲྀ   ۱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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౦౦૽ࠧ૽ྩྩ

౦౦૽ࠧ૽ྩྩกዷࣨቅᆎ॔ฟฟဢو༃ࡨ

྄୯ǖބဏኙާăቅᆎ॔ฟฟޔو

“ ౦౦૽॥௰ڣ௰ă

ຓූݳ࿒ੂ෫ǈটѿყූ࿕ષქƽყූᅋ X

ୂؙޔӼؙǈခجوဏ౦౦૽ქሙǈۢຓޖߞ

་وăੂࡍყූዐ࿈ქǈ౦౦૽กޔዓǈ

ຓԯԥ்ଡ଼ؙॼဏߒષăዓହǈجዜეӔఒዓؙوქဗǈე

ԥǈᇛଡ଼ॄዓƽ

“ ౦౦૽ᅘქޔใҩປو୫୫ǈॄ૽ྩྩăຕجوӼဏǈဏ

جوଲଲඨફષქ࿒ǈѿ౦౦૽ࠧ҄҄وԥऑăყූༀ౦౦૽ڞه

ޚăეԥഹǈ౦౦૽لԥቌڞષ૽ྩྩქ٧ă౦౦૽ࠧ૽ྩྩქ٧ޖ

୫୫ષăࡨနݡ

“ ࣞഹ૽ྩྩก౦౦૽و୫୫ǈཛྷ෬ଡ଼ԥࠧ౦౦૽ༀქޔ၃Ǜᆓ

ੂǈᇀຓ୯ූ־ჾǈຓ୯ࠧ҄҄وଲଲඨફࠝǈූ҄҄ޘ၃ǈ

ූఒޘଲଲ၃ăॕ߷ǈຓ୯ූષქڶใҩປ—— ქქఒăᅢกǈ

ዓ҄҄ޘ၃౦ǈఒዓޘଲଲ၃૽ǈქॄޔ౦౦૽ǈქྩ૽ॄޔ

ྩă ”

ሦၳಜ྄୯ؙࣨޖढ़ම౦౦૽ࠧ૽ྩྩ߆ޔوăڣષჾࡍǈ

௩টቌلຓ୯กᇛჅوዓષă߷௩ቌوۂޚل౦౦૽ࠧ૽ྩ

ăڣੂࡨ༃وದຓوǈ৹ჾണሖቅᆎ॔ฟฟဢ߆وྩ

ླཏ౦౦૽ࠧ૽ྩྩ֑ཛྷ௩୯ࠝوᅙă

ᆪီڣ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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ఇཉူב

ٞქሆ     ්უߒᄸ   

౦౦૽Ղᇀ૽ྩྩࣺۿӦֿ(closet)ă

Ӧֿ୭ዅ࿈࿈وქۛܬǈ౦౦૽

ăזѣኢญዅ࠴߹༌ߞو

෫ትೣષ්უوᇀණߎ 12 ትو٧

ă

ዲუǈ୫୫૽ྩྩᇀ็୶ቲᩔᩔ

ᨢᨢऑქ࠴ޔᄸዓǈזඝ६ຕྏو

ǈຕࠊࣆهੂୣǈ࠴ᄸዓᅞז־

ണષă॥ᇍևǈຕѿሦބષ౦౦૽ă

౦౦૽ു୫୫࿘Ӽࠧ҄҄ଲଲํăຓৈڊ

॥ཁණዔੂ்࠴ޔᄸዓٛفก෬

ଡ଼ྩڍăეቌلǈ౦౦૽ࣨኡ۠Ս૯яƽ

ԥဏƽ౦౦૽ڊǈӊქو६ੂז

ሪླཏዔნၳሦჅܲޢوƽํԥ

ƽݖᄸዶ࠴৹ჾҋ்ǈڊ

ཁණ 10 ٧ǈ౦౦૽টۅᇀ୫୫

߳ޗฐ٫ǈქޔӦֿăຓኼӄࠝქوࣺۿ

ዓă

૽ྩྩᇀטණ࣯ኰ็েǈؙნԥݰ

ă־

ઝזഹǈࡐ (window curtain) !ષქ࿒ăژ

౦౦૽ڊॸǈୣڑǈؙݣกوߊܧă

౦౦૽־ષਊլǈݳӡۛႧ

ॸǈࡐഹেه༶ӫכ६ੂქ߅ੲăํ ෫

֡ǈ் ෫ਜǈቝऑქ࠴ޔᄸዓז༶ӫ

ષ६ੂǈମᇀٜණქ٧ۛᄞୣڞᅘă

౦౦૽ಃኡྮࡎǈ்࠴ᄸݧ෬

ଡ଼ă

ቝऑ࠴ᄸዓߎفઈ(calendar)ޘǈல

லٜߎઈă

“ ຓߎઈݧ෬ଡ଼Ǜ ” ౦౦૽ဲăຓ

ߒوᄸ৹దǈခรஐဢ࠴ሦفেݮ

ქჅăᆣก৹దǈ౦౦૽টᆣก෬ଡ଼

ăྩڍ

౦౦૽ྮષਊǈქ࿒ዓӦֿ֭

࠴ቓවߞભوႧײلăຓؘฐ٫ǈქੂ־

ᄸă

ሪกྡߒޔƽఇ་ǈዓǈಱዅ

ქํޔԥ־ணዖྡڑوă౦౦૽࿕דهԥ

߹ੂă૽ྩྩݭ२ᅋӇዓୱኡ་ă

ྡߒ்

་ქกޔ

ዓǈটᇀᆓ

ăڑୣٜ

“௩……௩

…… กๅǛف

…… ྄ࣨف …… ෬ଡ଼Ǜݧੂ ” ౦౦૽ऑ

ዓོăجǈটኳዅڑሂᇀᆓٜԥྡߒ

“ ௩ԥ്྄Ǜ ” ăߒನهেྡߒ

“ ྄Ǜ്௩Ǜ ” ౦౦૽ྡߒǈ

ሪᅘ٧ۛஎฦă

“ ྄กఇཉяƽ ” ዔ྄ढ़මྡߒ்

ํă

“ ఇཉƽ ” ౦౦૽ؙ֜ქॼăຓᆿዐ

࿈ქǈሪกĖྩᅖࣝėوఇཉƽ

“ ௩ǈ௩ࢦዅǛ ”

“ ዅă྄ํ॥௰ก྄୯ఇ௰ǈࢦഹص

ٜੂࣺăୣ و྄فணԥࠝǈ

୯໌ڞႭ྄ǈઘޔମह۽ٜوნୣᅘǈєă”

ఇཉິષਊă

౦౦૽ༀഉఇཉષăกяǈؙࣨ

ᆜੂفࣺǈཛྷ෬ଡ଼ڶࣨੲرႉǛট

ᄜཛྷࣨೇ௰ୣड़ޖງྤਅѳपඤ

Ǜࣨԥก჻ॿ്ؓષǛ

“ ௩টᇀ྄୯ࣨ။ྲქ࿒ѷǈ྄ ୯ᄵ

௩ƽ ” ౦౦૽ߔષฐ٫ǈي٫ă

ఇཉॼ႔ٜሺؙષႧॸă־هǈ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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ຓࢺݮ࠶౦౦૽ڶຓوༀഉă

“ ྄ॄ౦౦૽ǈሦก྄୫୫૽ྩྩă ”

౦౦૽ქӫํქӫѿ૽ྩྩטණ

ಲੂǈढ़මޖఇཉă૽ ྩྩ࿕هԥݰఇ

ཉă

“ ௩ണޖఇཉو٧ۛ֜ǈഁ٧ۛǈ

Ӽѿ҄҄ଲଲॼဿષă ” ౦౦૽ݞܔ୫୫ă

૽ྩྩൄዅఇཉዟǈണۿ׀֜

ăو

“ ௩ಱوሦก෬ଡ଼ႉǛ ” ౦౦૽ོఇ

ཉă

“ ሦกӨๆ।ॸธă ” ఇཉქӫํქ

ӫӨๆ।ॸธණ࿒ੂǈቚዅණߎو

ઈོǖ“ ሦࡥණوࡥഩกఇǛ ”

ᆓੂఇཉݳԯกᇀߎઈණوఇƽ

౦౦૽ࣇބຓǈᄜཛྷ॥௰กఇ௰ǈຑჾ

ષఇăࡥڞف

־هఇཉهᄌă

৯ݰกԥષქరൠăຕੂڭྩྩ૽

॰ఇཉă

“ Ӽదǈ྄ӰޔனჅƽ ” ఇཉํ༾ǈ

ྮષਊǈኪႧࣺӰ֑ષქޔભوဏࢧ

ዓă

౦౦૽Ⴇॸქભǈຓಲੂષǈఇ

ཉნಡ෨۠Ӱƽ౦౦૽ڑࢺષă

ఇཉفࣺٞქ֜״ණ۹ǈຓ္ݽ

ཛྷ࠶౦౦૽၄୫ဲႧۛࠝǈهષăຓেࣁ

ຓ୯ዶ٧෬ଡ଼ă

ٞ۠ሆ    ᄧࢨන

ఇཉ֜ݳݳ༾۹ǈቝऑ༶ӫࠊ

ಲǈ֭ߞࢨă౦౦૽ీזفཌྷ༶ქ

ǈกݛ॰وქዹؙ૯ࢨષƽ

“ ਜണচࢨƽ ” ౦౦૽ಲქޔટౌট

ეཌྷ༶ీă

“ ٌქٌƽ ” ఇཉኡષ౦౦૽ă

“ ƽޔ௩ሦޖ ” ఇཉዬ༖־ქѿ

ဏඤዓǈ၁რґؙဏă

“ ሦก෬ଡ଼Ǜ ” ౦౦૽ԥட҅ă

“ ѳपඤƽ ” ૽ྩྩ༥ਊۚ־ăຕࣝಲ

ఇཉܲوॄඤާኙǈѳपඤกඤ

ާኙوҲӀă

౦౦૽ه္ݽქࠊ٧ؙۛქă

กяǈѳपඤઘࢨႲڞࢨوඤ

ǈქዹ૯ޗӊԥᇀࡨ࿒ă

ఇཉѿෳᅋѳपඤۨ۽ीޖ౦౦

૽ă

“ ௩୯ᇀሦٌۛዅǈ྄ଷණটੂă ”

౦౦૽ڶఇཉࠧ૽ྩྩํăຓํ༾ǈీ ־

ྏዓăߺߺǈ྄ᇀᅘҲӀષǈӔচࢨս

અࠀƽ౦౦૽္ࣁܜષă

ڵ܀ષăဋࡆᄻڞѿҙӫࢨؙ (the

fire engine) ǈୣࣇዅݧǈ୯ੂୣ Қۨǈๅ!

ნԥݰ৯॰ࢨă

౦౦૽ໃ־ѳपඤǈᅋዳฐؙ

ቚዅඤԆණٞಡଐࡆ๗ǈዬ௴ષქ

“ ࡏכྭྮ ”ă

ѳपඤӰؙષă

౦౦૽ফዅඤዓ

շؙࢨඤષქ࿒ǈ౿ٜ

িಲქሷਡܧǈኪႧࣺ

टؙכࢨષă

୯ॼؚષǈ௩

྄ǈ྄௩ă౦౦૽

ѿѳपඤຍဏǈՂ६ਊ

ǈኼӄࣨăآ

ቲ௰ዟ߹ੂǈქѿঐኡޔഹǈქࡐ

ષ౦౦૽وწܾዓă

“ ௩ሦกݧ෬ଡ଼Ǜ ” ౦౦૽ؙོă

“ ௩กشوࢨ܅ƽ ” ቲ௰ॄޔ்

ዅă

“ ௩ํࡔƽ ” ౦౦૽ࢨષă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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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ਜੂእشوࢨ܅ƽ྄Ⴇऑຓᅋ

ඤዓඤࢨǈുࢨනؙဗƽ ” ቲ௰ॄه

ષăޚ

“ ௩ƽ ” ౦౦૽ྐࡨ৹ํăຓԥѿఇ

ཉو (secret) Ӽăބ

୯ქᄽۚණǈѿ౦౦૽༙༙ཙኡă

ሦ෫ࡌǈচࢨսࠧঁսქಲفݭષă

୯ܗܗဂঁՖ (policemen) Ҵބǈํ౦౦૽

กشوࢨ܅ăঁ Ֆ۠ࡨԥํǈটѿ౦౦૽

ዟષă؞

؞ቲ௰ዅঁՖوእኡ౦౦૽ޔ்

ዟષ౦౦૽——ຓԯกሪቁشوࢨ܅وă

ຓกქ۸ޔዯ༙ࣅ (gang) ࣜوᆗăຓ୯֑و

෫وࢨ୯ੂচࡍන૯ǈഹࢨ܅กǈ࿘ࡦ

ǈണೠ्ᄢှࡌ (rob the bank)ăୣفǈؙ!!

ષăනಲੂǈটӇሦဏݳࢨ

ᆿํఇཉࠧ૽ྩྩᇀྏٌષҙ

ǈԥऑ౦౦૽ੂǈז༶ǈؙࢨ჻ॿ

ྸǈॊණქޔნԥऑષă

ఇཉಲષჳဲǖกԥก౦౦૽هષ

ѳपඤǈ້ీષǛ

ఇཉࢨષǖݳༀयණᅙটถષ

౯ǈࠨਦกޔዓăቝऑఇཉქژ

ǈષᆓြǈሺใă࿕ྩྩ૽هቓཌྷ

༟ăࡍ

ఇཉಱණӨๆ।ॸธǈ֭זષ

ଜಡѹᇉă૽هߊྩڍوѿྏܧണǈੲ־

ྩྩቌلఇཉกണሖ౦౦૽ሎǈຕཛྷ

ăࠓષქѿ௹ޅޅ

ఇཉᇀ்وࢨዹ૯ۿసኪષქ

തǈୣऑ౦౦૽وᄸዓǈሦௗԥኡຓăఇ

ཉననӨๆ।ॸธوآǈӨๆ।ॸธ

ৼّ་ᇀٜණཷዅăດཷف౦౦૽وཨǈ

ഹ๋ࡍዅཨዙۚണă

ఇཉᆣᆣූǈຓۢ࠷ეࠝࠝी

ႁ౦౦૽ǈఎԥࠝുຓآҏࣨƽ

Өๆ।ॸธ༨ዅఇཉੂفષქؙޔ

୭ăఇཉ༚ષ༚୭ǈ୭ຐዅăఇཉ܉

ණષ་ǈቝऑ౦౦૽ቁዸᇀქࣺྏዓ

ǈဂঁޔՖํዅ෬ଡ଼ă

“ ᆓੂกဂঁՖۢބ (inform against) ྄ੂ!

ષƽ” ఇཉഹؙྤƽຓڊڱ౦౦૽ก࣯

ኰѿຓصዷᅙǈ෯࣠ණ്ڊຓটก்ޔ

ԥड़ޖງྤਅѳपඤشوăߺ ǈऺ وࡣ

౦౦૽ǈሦეു௩ժժ྄ఇკკوઅ

ᄞߗዅޘӇງྤਅؘҊǈƽఇཉዔࠀ

ಒ൶၌ှǈᇍ჻ԥዶષăԥف୯

ᅋႧߞຓǈ്ڊຓกشཉă௩ǈ

ఇཉԥූǛ

ఇཉੂזفăຓྮષქਊ

ǈཌྷྏෳॴქכăቝऑྏوഩӇכ

ქ౮ă࠴ಣࣺۿષǈכნӇيષǈ٫ؽ

ఇཉ֓ࢲዪ६ྏǈእಲ౦౦૽Ⴛ

լۚണăٌ ঁՖ୯ሺႧॸǈ౦౦૽჻ॿԥ

ऑષƽ

ঁՖ୯ಱණ༤սটă৹༤սொ

هණఇཉوӨๆ।ॸธяƽܖትޠ

ܲǈ౦౦૽჻ॿӇఇཉఎفქೇჾ༶

ണષă්و

ٞൻሆ     ౦౦૽ؙሁఇཉ

౦౦૽ቁؖঁՖོو໘ǈࡐഹྏ

ಲષქሷਡܧăຓୣட҅กᇛଡ଼ǈট

েهӇእኡષǈ२ेዅခ໐ᆬࣳྟ

ქჅǈۜ సوࡎࡎهߊܧوă౦౦૽ሺႧ

ॸქǈกఇཉƽ

౦౦૽ட҅ષǈఇཉქڊกѿຓ

እفქޔ෬ଡ଼ٜ۽ണǈഹ֜ࡍષຓă౦౦૽

ୣفఇཉกခᆓੂ்ଡ଼ǈຓᅘ٧

ఇཉăဳഁݡዔԥࡍۛ

ఇཉѿ౦౦૽ف؞ქዹ්ǈѿ

ຓٜفණă

౦౦૽ბዅႌሂಲੂǈዅշዔქ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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ԧԧӒ߹ੂوఇཉă

ѳपوآഹǈ౦౦૽ಲષწࡐ

ඤăຓٜѿฐ६წآǈໃ־ષѳप

ඤăຓዅඤԆණٞಡଐࡆ๗ǈؙࠊქǖ

“ ƽࡏכྭྮ ” ѳपඤৼӰؙષă

౦౦૽ফಲѳपඤշఇཉᅋඤ

ണăఇཉୣف౦౦૽ੂሦქฐǈქ๊

ࣺӇඤ־ണષೇă

౦౦૽ષǈᇀຓԥదఇཉષă

౦౦૽ଷණࣨǈ৹ຓԥ്ଁǈ

ຓຝ་ᇀණሖҽصྩҽăቁڍԥഅܖ

ă౦ܧಲქሷੲߊӫهǈቝেࡌ෫وဵࣁ

౦૽ఈ་ქǈఇཉੂષǈሪਜوƽ

౦౦૽ୣٌఇཉሂེǈᅞกქඤ

ዓăఇཉٞ۠״Ӈඤྐهᄸྐዙă

ሦఇཉ৹ሪඑષႧǈઘ౦౦૽و

ۨྐڞ৯॰ƽ

ఇཉქӰǈӰ֑ქޔؙკǈ

්فǈշ౦౦૽ዟണă

ऑहԧǈ౦౦૽ࣇ་ǈऑก

ქؙკǈӯ܅࿒ফಲوඤዓă

“ ሦଡ଼ཁષǈ௩ᇛଡ଼ქޔᇀ්ૂ

Ǜ ”“ ؙკ ” ོ౦౦૽ă

“྄กӇشእفሦۛوă”౦౦૽ํă

“ ሪ࿉Ӭǈ྄֑ؽષشષă ” ఇ

ཉဲă

“ ௩ฐوก෬ଡ଼ྩڍǛ ”“ ؙკ ”

ོă

“ ඤዓă ” ౦౦૽ѿඤዓՂᇀࡍă

“ ԥെႉǈ௩ეඤዓݧ෬ଡ଼Ǜ”“ ؙ

კ ” ᅞོă

“ ఀቌلሦۛ B ֏ᅘۂᆜǛ ” ౦౦

૽ୣᅘؙؖკߔᅢඤዓو໗ོă

“ ሦۛ B ֏৹ᆜੀǈዣᅘქೇۂ

ƽ ”“ ؙკ ” ํă

“ ሦޔఇཉǈሪƽ ” ౦౦૽ქํ

ሦۛ B ֏ᅘქೇۂǈൊԥኡସષქশă

“ ؙკ ” ქ࿕ષქǈჾཛྷ౦౦

ષዔǈᆿქǈ౦౦૽ୣফඤዓǈ־്૽

ሦԯဲ܅ષă

“ ௩்ӫ

ก෬ଡ଼Ǜ”“ؙ

კ ” ᅋฐቚቚ౦

౦૽وࡍă

౦౦૽ქ

་ǈ “ ؙკ

” ዟષѳपඤă౦౦૽ქۃຓฐණქѿ

ॼǈொۛᅘ෬ଡ଼ؙკǈቝऑఇཉሂᇀ

ຓஎă

ሦ౦౦૽ୣҚۨષă “ ԥӊƽ ”

౦౦૽ԥܾă

“෬ଡ଼ӊǛௗل௩౯྄وѳपඤ

ӊǛ ” ఇཉ۴ོ౦౦૽ă

“ ౯௩ѳपඤǛก௩ዔو྄ޖƽ ” ౦

౦૽ؙؖă

“ ྄กു௩ണচࢨǈୣ ു௩ണҴঁބՖ

ႉƽ ” ఇཉᆣํࢨᆣؙă

“ ҴঁބՖǛ ” ౦౦૽ഹؙྤǈᆓੂ

กఇཉྥ (misunderstand) ષƽ

౦౦૽ѿຓӇঁՖ؞ዟوॿ߹ํષქ

ӵă

“ ᅘሦଡ଼وǛ ” ఇཉҙဳҙჳǈ

ຓ෯ᇀԥဳᅘಝݘქޔዓăე

ቌلǈఇཉߗޘᄞಒ൶၌ှჾڞԥಝ

ƽۛဏݘ

“ ྄ҝ௩ണѿ்ޔಝݘ௩وሖ־

ੂƽ ” ఇཉეኜ౦౦૽ქӧቐă

“ມࠝષƽᇁ୯ᆿѿሪቁوዝ۸ࢨእಲ

ੂƽ ” ౦౦૽ํă

“ ਜભષǈᇁ୯ሦটዟă ” ఇཉಱ

ණӨๆ।ॸธă౦౦૽ዸᇀఇཉࡍăӨ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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ๆ।ॸธ໐ਅۚಲǈቓշ B ണă܉֏

ٞሆ    ఇཉቲس

ǈࡌ෫و֏Bؕفఇཉࠧ౦౦૽ص

჻ॿୱୱભષă

Өๆ।ॸธମᇀٜණǈ౦౦૽ࠧఇ

ཉ࿒ੂǈქქࡍշ֏ዟണă

౦౦૽ߑݳ߹ქޔ༸ǈ༏ഹऻ֭

ணঁՖă־

“ Ӽڑǈ௩ӇԠષƽ ” ঁՖؙࠢქă

౦౦૽ఎԥഅกᇛଡ଼ăᆓੂǈഩ

ષǈቁᇀእڑ־ڞՖঁو֏ “ شوࢨ܅ ”

౦౦૽ă

ሦ෫ǈޘᇀ౦౦૽وࡍఇཉ୵ഹ

ᇀঁՖஎǈঁ־ Ֆ࿕ષქǈԥቌሦก

෬ଡ଼ྡߒă

ఇཉእಲ౦౦૽টీăঁՖ

ષƽ

ዓؘسටષఇཉފوԜăӨๆ।ॸ

ธ༨ණኙࠧ౦౦૽ǈኪႧটీୣهᄸષă

౦౦૽ۢഩ֏ڞفกঁՖǈຓ֑ષӇ

۸້وࢿ (a criminal at large under a wanted-notice)ષă

“ ຓ୯وก෬ଡ଼ԄಹǛ ” ఇཉᅋฐ

Ѣኡටਊǈོ౦౦૽ă

“ ăᅘዓسǈ৹અࠀષƽ ” ౦౦

ఇཉăބ૽

“ ၀ਧص௰ງྤਅୣሦ༺ᄌۛƽ ” ఇ

ཉلິݮă

“྄୯هҚۨѿ௩ފԜوዓسട־

ੂƽ ” ౦౦૽فఇཉوටਊૣၶԥቛă

“ ௩ടǛ ” ఇཉོăຓୣفǈ

ੂࣺ߹ఇ௰ђქă

“ ྄৹ԥăሦهണყᆠă ” ౦౦૽

ቾă “ ᇀእᇁ୯ǈᇛଡ଼ണყᆠڞف

Ǜ ” ౦౦૽ཛྷௗષă

“ ᇁ୯৹ჾӰࡧହƽ ” ఇཉ໗ဿ౦౦

૽ă

“ ௩ѿ྄ნӰષǛ ” ౦౦૽ོă

“ ഹှăص ” ఇཉ௴ಲኆᅷǈेዅշ

౦౦૽ഁഁכષਊă౦౦૽Ӱ֑ષქޔ

ဏࢧዓăఇཉქӰǈᅞกქޔဏࢧ

ዓƽ

౦౦૽েهქ࿒ዓլݽષሦଡ଼

ॴۛяƽ؞ǈሪۂ

“ ሦӨๆ।ॸธǛ ” ఇཉዅዔو

ዹಱǈԥڊኙᄌეѿດӰ֑෬ଡ଼ă

“ Ӱપಽսѷƽ ” ౦౦૽໗ᄓăӨๆ।

ॸธኪႧࣺӰ֑ષქપ࠴ඇوಽսǈۚೲ

กዔࣳڑوă

౦౦૽ࠧఇཉዪ६ಽսǈշ֏

ണăӨๆ।ॸธӰوಽսሪภܾǈهᅞ

ਜᅞེă౦౦૽ሪҋఇཉཛྷǈѿຓو

ӊၳفฐă

“ѓǈሂኡƽ”౦౦૽ۢଁਊกيࡆǈ

৹Өๆ।ॸธୣսǈיષ߹ണă

ᆓੂǈӨๆ।ॸธޗӊԥቌلᅾऑࡆ

ეսăي

यঁՖࣳዅ༤սࡍӫණੂă

ঁՖৼۢሦกქપୣᅘపሙ (license

plate) ־ಽսӰޖهڐಽսăఇཉொو

ქਙపሙяƽ

“ ੇኡ்પୣపሙوဏսƽ ” ಱ༤ս

ࡎՖঁوਊଁ۽Ֆქӫქӫဂঁو

ॄă

“ ਜీƽ ” ౦౦૽Өๆ।ॸธă

ဏ࠴սခओქჅ֣܉ዅǈѿঁوࡍ

Ֆ࿒ષă

ଁ۽ਊيࡆƽঁޔՖቁಱᇀۢڑ

ዅو༤սණă

“ ֭߹ണƽ ” ౦౦૽ޖӨๆ।ॸธࣩ

ᅕă

ಽսԫዅঁՖوӓዓ߹ണăঁՖӇ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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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ષǈؙࠢქǖࢺ ƽ ”

“ ௩ӫƽ ” ౦౦૽ቚޖఇཉă

ଁ۽ਊӇؙսڤ๘ષǈሦกঁՖ

ከ୭ੇੂٻौဏ࠴սوă

“ ࿅ăߔୣ ” ఇཉქ٧ۛԥǈ

Өๆ।ॸธᆿਜ٧ۛƽ

Ⴇዅটეༀؙսኲණષƽ౦౦૽

࿕هӡණષႧॸă

ನߒǈ౦౦

૽েهսࡐഹ

ෙષಲੂăຓሺ

Ⴇॸქǈᆓੂဏ

սණӫս࠴

ષ߹ണă܉

“ ௩ӼཐષǈሦกӨๆ।ॸธӰوƽ ”

ఇཉ໗ဿ౦౦૽ă

౦౦૽ه္ݽቓనฐ —— ఇཉوӊ

෯ᇀມؙષă

Өๆ।ॸธӰ࠴وඇಽսऩମᇀქ

౩وॊلණă౦౦૽ํǖ“ ਜѿಽսӰޔ

Ⴥǈᆿࣩණქਙపሙă ”

ఇཉᅞ௴ಲኆᅷǈኪႧࣺဏ࠴սӰ

ષჅǈߎණષపሙă

౦౦૽ࠧఇཉዸዅူսணय

ঁՖႧ౦࿒ӫ߹ണǈຓ୯ୣ്ੂ־ă

“ ӫটกყᆠǈᇁ୯࿘ണተටǈ྄ଲ

ଲᇀ்ޔყᆠصყූă ” ౦౦૽ބఇ

ཉă

ٞྗሆ    ாዓ്

౦౦૽ࠧఇཉѿಽսᇀყᆠ୭

ਊăఇཉٞქ״६ყᆠǈেه෨ူܖ࿚ă

“ ௩ዸᇀሦٌۛۛǈ྄६ണă ”

౦౦૽ുఇཉዸᇀዟ (hallway) լჸዓو

ණٌຓă

౦౦૽ݳዟ६ࣇሳฌ (the emergency 

room)ǈটऑქყූᇀेࡨ٫ă

“෬ଡ଼Ǜ۲กੂተටوটҴঁބՖǛ

ှƽ ” ყූߎණષࡨ٫ă

౦౦૽එႧષăੂǈާѠন჻ॿ

ቌຑᅘوყᆠષă

“ ਜዟƽ ” ౦౦૽فዟǈဏڶఇ

ཉํă

౦౦૽ѿఇཉف؞૯໓ߑ༸ǈఇ

ཉོǖ“ ᇛଡ଼ષǛ ”

౦౦૽ํǖ“ ყᆠ჻ेفதǈ۲กੂ

ተටوটእಲੂă ”

“ ்টӼተષƽ ” ఇཉԥᇀࡏă

“ ሦ৹ԥှăეก഼ݮ (be infected) ષǈ!

ఎԥࠝეѿފԜٸƽ ” ౦౦૽ํă

ఇཉ࿕ષქǖ“ ეกੂࣺ߹ఇ

௰ǈٸڌქފԜǈ்৹ԥهႉƽ ”

“ ྄ǈঁՖกᇀእشǈᇁ୯ნกእ

ષƽهǈ྄୯ࠩᇀქಲእش ” ౦౦૽໗

ᄓă

“ ்ԥှƽ௩ǈঁ Ֆဳ྄ሦޔఇ

ཉǛট྄Ӱ֑௩୯وჅዓǈӼ

߷ဂ྄ეቆऔ (ID)ǈ྄ᅘǛ ” ఇཉԥ

ༀᄌă

“ ሦؽกă ” ౦౦૽েهఇཉํهᅘ

૯໓ණăটᇀሦ෫ǈ౦౦૽ऑଲଲل

ዟ࿒ੂă

“ ଲଲƽ ” ౦

౦૽ԥᅑዔኙٜ

ăࠊ

౦౦૽وଲ

ଲქੱǈქޔԥ

്ؙوဏࢧዓ

ᇀॄຕଲଲƽ

“ ௩ ……” ଲଲԥቌํل෬ଡ଼ࠝă

“ ྄ก౦౦૽ă ” ౦౦૽ဏํăଲଲ

েهሦᄞሪခ౦౦૽ă৹౦౦૽ქუ

ᆪီڣඩ   ఇཉူ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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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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花鹿”
	去年我生日那天，爸爸送给我一只美丽的“小花鹿”。它既不会 跑，也不会跳，是个泥制的储蓄罐。
	“小花鹿”很可爱。圆圆的脑袋上，一对粉红色的小耳朵向上竖 着，好像在倾听周围的动静。那两只明亮的眼睛里，圆溜溜的黑眼 珠还真有神呢！它的小嘴微微地撅着，像是要跟我说话。...
	小花鹿整天静静地蹲在我的写字台上。我在小花鹿的脖子上， 系了一条绿丝带。这一下，它变得更加神气，更加漂亮了。
	我把平时省下的钱，从“小花鹿”后脑上的小口子里塞进去，“小
	花鹿”就像吃到了鲜嫩的树叶一样，高兴得眯起眼睛笑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不到一年，“小花鹿”变得沉甸 甸的了。我常常轻轻地抚摸着它，心里非常快乐。
	语法和写作

	1、在中文里，“的(de)”、“地 (de)”、“得 (de)”所带出的词，都是用来修饰 (to modify) 其他词的，需要注意的是：
	a. “的”和“地”所带出的词在它们前面，而“得”带出的词它在的后面。 比如：××的，××地，得××：
	b. “的”带出的词是修饰名词的 (to modify a noun)。 “地”和“得”带出的词， 都是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 (to modify a verb or an adjetive) 。

	c. “ ”变式：
	“小花鹿”的身体是橘黄的。
	“小花鹿”变得沉甸甸的了。

	d. 修饰和被修饰 (to modify and to be modified)：
	我爱吃妈妈做的饭。（想一想，为什么不用“得”？）
	“小花鹿”高兴得眯起眼睛笑了。
	“小花鹿”高兴地眯起眼睛笑了。 （想一想，以上两句话有什么不同？）

	2、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写储蓄罐的？从课文找出下面的句子，体会这 些句子是怎样把“小花鹿”写“活”的（Personification）。
	（1）一对粉红色的小耳朵向上竖着，好像在倾听周围的动静。
	（2）一张小嘴微微撅着，像是要跟我说话。
	（3）它那条又小又短的尾巴向上翘着，一副调皮的样子。
	（4）它整天静静地蹲在我的写字台上。

	3、找一找课文里有几个“像”字，想一想带“像”字的句子有什么作用。
	常用词复习
	信 箱（俄国）

	一天，爸爸把一个蓝色的信箱钉在门上，然后从口袋里掏(tAo)出一把小锁 (su8)，“咯”的一声把信箱的门锁上了。爸爸说：“钥匙 (yFo shi) 交给谁呢？谁来管 信箱呢？”
	哥哥高声说：“我！”
	妹妹也高声说：“我！”
	爸爸说：“不要争了！哥哥大些，就把钥匙交给他吧。”
	爸爸把亮晶晶的钥匙交给了哥哥。
	哥哥每天用钥匙打开小锁，从信箱里取出报纸来。
	妹妹求他说：“哥哥，让我开一回嘛……”
	“不行！信箱是我管的。”
	哥哥坐下读报纸。妹妹跑到门口，看看信箱是不是忘了上锁。可是哥哥 一次也没忘过。
	有一次，妹妹看见门外台阶上有一封信。她把信拾起来，跑到屋子里， 说：“哥哥，你看，你把信丢了。”
	“什么信？”哥哥从妹妹手里接过信，看了看说，“这是我放在台阶上的。 这不是咱们的信。咱们住在大河沿。信上写的是小河沿。我放在台阶上，等 邮递员 (y9u d4 yuSn, mailman) 来了，会拿...
	妹妹从结了冰花的窗户里往街上看。
	街上滑溜溜的。行人怕摔跤(shuAi jiAo)，都很小心地走着。天快黑了， 邮递 员(y9u d4 yuSn) 还没来。他今天还会不会来呢？
	该怎么办呢？也许住在小河沿的那一家急切地盼望着这封信，可是信却 在这里……
	妹妹穿好了大衣，戴好了头巾，拿着信就跑出去了。
	外面风很大，雪也很大。妹妹踏着雪，很费劲地往前走，在黑暗里找门 牌(pSi) 号数。
	妹妹好容易才走到52号的门口。她轻轻地推开大门，一条大黑狗跑过来 汪汪地叫。妹妹急忙退出去，拉上门等着，看有没有人出来。不大一会儿，院 子里有了脚步声，有人高声问：“谁呀？”
	“石铁潘诺夫家住在这儿吗？”
	“对，住在这儿。有什么事？”
	“这儿有你们的一封信。”
	门开了，一个小孩走了出来。他披着棉衣，戴着遮(zhE) 住耳朵的帽子。
	他从妹妹手中接过信去，问：“这封信是谁给带来的？”
	“是邮局寄来的。咱们两家的门牌都是52号，街道名称又差不多，我们 是大河沿，你们是小河沿。邮递员把你们的信放在我们的信箱里了，我就把 信给你们送过来了。”
	妹妹说完了，转过身就往回走。小孩在后面大声说：“谢谢！”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给别人送信的事，妹妹早就忘了。
	有一回，哥哥打开了信箱，取出一封信。他跑到爸爸跟前，说：“爸爸， 你看，这封信上只有地址，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多滑稽呀！”
	“给我吧。”爸爸接过信，看见信封上写着“大河沿52号收，小河沿52 号寄。”他觉得奇怪，说：“这是寄给谁的呢？”爸爸打开信封，取出信来读：
	爸爸把信整整齐齐地迭(diR, fold) 好，又看了看信封，问两个孩子说：“这是 给谁的？”
	妹妹睁大眼睛望着爸爸，说：“大概……大概是给我的。”
	“难道你也开过信箱，取过信箱里的信吗？”
	哥哥的脸红了，就把那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爸爸。
	爸爸看看哥哥，又看看妹妹，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哥哥，你把钥匙交 给妹妹，以后就由她管信箱吧。”
	哥哥就把亮晶晶的钥匙交给了妹妹。
	小恐龙“火焰”

	我有一只小恐龙，它的名字叫“火焰”。“火焰”是用绿色绒布做成的玩 具。你相信吗？这只小恐龙还是我“喂大”的呢。那次参观玩具工厂的时候， 我亲手把棉花塞进“火焰”的肚子里...
	渐渐变成了眼前这个胖乎乎的小恐龙。
	“火焰”的身上和背上是绿色的，黄色的肚子，红色的耳朵。它可以用耳 朵飞，用桔红色的舌头舔我的手。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我做作业的时 候，它总是瞪着两只大大的黑眼睛在一...
	“火焰”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当我摸着它软软的毛，心里是多么高兴。
	主题好比是目标 看好目标向前跑
	马老师： 从这学期开始，你们要在中文课上学习怎么样写作了。
	小丽： 好啊！在英文学校，我最喜欢写作了！学了好几年中文，一直是读别 人写的文章，现在我们终于要学习自己用中文写文章了！
	亮亮： 我可不喜欢写作！在英文学校我的数学和科学都学得很好，就是写 作让我头疼。有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有时候明明有东西可 写，却不知道从哪里写起。
	马老师： 写作呢就是把自己脑子里所想的东西，通过文字告诉给别人。这是每 个学生都必须学会的本领。从这学期开始，你们要一步一步地训练自 己的这种本领。亮亮，我相信经过这样的...
	亮亮： 那可真是太好了！
	马老师： 你们从小到大，已经读过许多文章。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一篇文 章是由哪几个部分组成的呢？
	小丽： 我知道，一篇文章是由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部分组成的。
	马老师： 嗯，不错。每一篇文章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三个部分……
	亮亮： 还有题目！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题目！不是吗？
	马老师： 是的！题目也是一篇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一篇文章，除了题 目、开头、中间和结尾以外，还有一个部分，它是无形的，却是最重 要的。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小丽和亮亮：（互相对问）那会是什么呢？
	马老师： 那就是文章的主题，the theme，也可以说是“the point”。
	小丽： 哦！我想起来了，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The theme is the soul of an article.”Soul 不正是无形的，却又是最重要的吗？
	马老师： 所以说呀，一篇文章其实有五个部分：主题、题目、开头、中间和结 尾。这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任何一篇文章，假如这五个部分 能够相互配合得好，那么，它基本上就能...
	亮亮： 老师，您分别给我们讲讲主题、题目、开头、中间和结尾各有什么作 用，它们怎样才能互相配合好，好吗？
	马老师： 好啊，今天就先给你们讲主题。为什么要先讲主题呢？因为对任何一 篇文章来说，主题都是第一位的。因为有了一个主题，人们才会要去 写文章。文章其他的部分呢，题目也好，...
	亮亮： 我觉得这篇课文的主题，就是要表达作者对小花鹿储蓄罐的喜爱。
	小丽： 对，我同意。
	马老师： 那你们再看文章的题目，文章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是不是处处都能 让你感到作者对“小花鹿”的喜爱呢？
	亮亮： 是的！比如说，文章的题目不叫“泥制的储蓄罐”，而叫“我的‘小 花鹿’”，这不就表达了作者喜爱“小花鹿”的感情吗？
	小丽： 作者在开头时写小花鹿是爸爸送的生日礼物，在中间部分写小花鹿 可爱的外形，又写自己怎样给小花鹿系上绿丝带，结尾写自己抚摸小 花鹿时快乐的心情。读了课文，连我都喜欢上...
	马老师： 那么，作者的心里是有了主题再动笔，还是一边写一边想主题的呢？
	亮亮： 是心里有了主题再动笔的！我觉得作者真是非常喜欢他的“小花鹿”！
	马老师： 说得很好！主题就好像是一个目标。写文章的过程，就像是你去达到 那个目标。如果那个目标是一个你非常想去的地方，你一定会高高兴 兴地去达到它。如果那个目标是你根本就...
	亮亮： 这下我可明白为什么我不喜欢写作文了。学校里老师要我们写的东 西，常常是我不感兴趣的，我当然不想写呀！有一次老师要我们写的 正是我有兴趣的东西，我还挺愿意写的呢！
	马老师： 所以，作家们往往都是有了非常想写的主题才动笔写作的。可是，你 们还是学生，还在学习写作，常常只能根据老师的要求来写作。一个 老师教几十个学生，他怎么可能每次作文...
	亮亮： 这就难了！如果常常得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又怎么学得好写作 呢？
	马老师： 让我来给你们提个建议——“从大方向中找小目标”。Find a specific goal in a general direction。
	小丽： Find a specific goal in a general direction？
	马老师： 我来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比方说，这个星期你们回家作业，是 要写一篇文章，写你们喜爱的一个小物件。这是老师给你们规(gu1)定 的大方向(general direction)。刚听到这个要求...
	亮亮： 嗨，这可是个好办法！我可以把它用到英文学校里去！比方说，上次 老师让我们写autobiography，我觉得一点也没兴趣。可是，如果我把它 当成一个general direction，再仔细想一想我从小...
	马老师： 亮亮，你能把中文学校的学习和英文学校的学习联系起来，真让我高 兴！
	亮亮： 谢谢！
	小丽： 老师，我特别喜欢课文《我的“小花鹿”》中的一些句子：“好像在 倾听周围的动静，”“像是要跟我说话”“小花鹿就像吃到了鲜嫩的树 叶一样，高兴地眯起眼睛笑了”，这些都...
	马老师： 当然可以！这就叫做“学以致(zh4)用”啊。
	亮亮：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篇作文要写多长呢？
	马老师： 这学期的作文，300个字以上就可以了。你们可以直接用电脑写，也 可以先用手写，但是写完后要输入电脑，再打印出来交给老师。我们 的作文训练(xPn liFn)将会进行四个学期。在这...
	思考题：
	1、 一篇文章共有哪五个部分？为什么说主题是无形的？
	2、《小恐龙“火焰”》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五个部分是不是配合得很好？
	3、你是不是和亮亮一样，在英文学校里碰到过“没什么可写”的“大方向 (general direction)”？想一想那是什么，试试能不能从中找到你有兴趣的“小目 标”。

	二、金 鱼
	每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都要在我的鱼缸旁边站一会，看鱼 儿游戏，争食。
	多活泼的小金鱼啊！它们摆着尾巴顽皮地追逐着。有时候，我 把手指伸进鱼缸里，可爱的鱼儿们就都围拢过来。这个用小嘴儿“亲
	亲”，那个用小圆肚蹭蹭，还有的伸出浅紫色的胸鳍碰碰我的手指 尖，像在和我握手呢！
	早晨，看鱼儿“起床”特别有趣。一开始，鱼儿有的紧贴着缸 壁休息，有的躺在缸底安静地睡觉。它们的眼睛总睁得圆圆的，又 晶莹，又透明；紫红色的尾巴一直拖到缸底。忽然，一条小...
	我每天晚上上床以前，总要和小金鱼说声“晚安”，希望鱼儿和 我一样，可以好好地睡上一大觉。
	小金鱼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语法和写作

	1、 中文句子里词的次序：
	读一读下面的句子，想一想它们用英文怎么说，比一比中文句子和英文 句子里词的不同次序：
	·下午，我从学校回来。
	·鱼儿有的紧贴着缸壁休息，有的在缸底安静地睡觉。

	2、 课文分了几段？每段各写了什么？想一想，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 看出小金鱼是“活泼”的？找到课文里的动词 (verbs) ，写在下面：
	常用词复习
	小英雄雨来（中国）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lO wTi，reeds)。芦苇开花的时候， 远远望去，黄绿色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芦花就飘飘 悠悠地飞起来，一直飞到河边的小村...
	雨来最喜欢这紧靠着村边的芦花河。每年到了夏天，雨来和铁头、三钻 儿，还有很多别的小朋友，好像一群鱼，在河里钻上钻下。他们在河里藏猫 猫，狗刨，立浮，仰浮。雨来仰浮的本领...
	妈妈不让雨来玩水，因为怕出危险。有一天，妈妈看见雨来从外面进来， 光着身子，浑身被太阳晒得又黑又亮，她就知道他又去玩水了。妈妈把脸一 沉，转身就到炕(kFng, heated bed)上拿笤帚(t...
	妈妈紧跟着追了出来。雨来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糟了！眼看妈妈就要追 上他了，该往哪儿跑呢？这时候，铁头正赶着牛从河边回来，远远地向雨来 喊：“快往河边跑！快往河边跑！”雨来...
	忽然，远远的水面上露出了个小脑袋来。那是雨来，他就像小鸭子一样， 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望着妈妈笑。
	二
	秋天，雨来上了夜校。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d7u fu)房里。房子很破。教课的女老师胖胖的， 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学生们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就立刻停止了， 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三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里，躺在炕(kFng, heated bed)上，背着当天晚上学 会的课文。可是没背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 (zhi niu) ”响了一声。雨来睁开了眼，看见闪进来 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爸爸肩上挂着子 弹带(cartrige belt)，腰里插着手榴弹 (gren...
	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只听爸爸对妈妈说：“日本兵又‘扫荡 (sDo dFng, to rampage)’了，各村的民兵 (militia)都要集合起来，可能要一两个月才能回 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kuAng lAng)”响了一下，他就听见爸爸走出 去的脚步声。爸爸走了。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见从街上传来 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舅舅(jiP jiu)家去了，让雨来看家。因为要看 家，所以不能到外面去。于是雨来就趴在炕上念他的课本。
	忽然，雨来听见街上咕冬咕冬有人在跑，声音把屋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 来，窗户纸也“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进怀里就要往外跑。正在这时，进来一个人， 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抗日游击队员 (y9u j1 dPi yuSn, guerrilla)，是雨来爸爸的好...
	随后雨来听见日本兵“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只装着一半糠 (kAng, chaff)的缸(gAng, big cauldron)搬开。雨来两眼愣(lYng)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 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
	雨来用尽了气力，终于把缸搬回到原地。
	雨来刚走到屋外，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c4 dAo, bayonet)从前门插了进来。
	雨来撒腿就往后院跑，他听见背后“喀啦”一声枪栓(qiAng shuAn, riflebolt) 响，有 人大声叫“站住！”雨来不理，脚下像踩着了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 弹从他头上“唆唆”地飞了过去...
	四
	日本兵把雨来家都翻遍了，连枕头(zhTn t9u, pillow) 都给刺刀挑破了。炕边上坐 着一个日本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小孩，问你话，不许撒 谎！”他突然瞪着雨来的胸前，张着...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是怀里的课本露出来了。那日本军官一把抓过课 本，翻着看了看，问雨来：“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那军官笑了笑，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你的！” 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胳膊发麻发疼。日本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 这本书是谁给你的，反正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 有一个人跑进这里来，你看见没有？”...
	那军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往口袋里掏(tAo)。雨来心想：“掏什么呢？找 刀子？日本兵生了气，会挖小孩眼睛的！”只见日本军官掏出来的是一把雪白 的糖块。
	那日本军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给！给你吃！可是你得说出来， 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带金戒指(jiY zh3, ring)的手指，指着金戒指 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既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站在旁边的一个日本兵“嗖”地抽出刀来，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那 军官对他摇了摇头。两个人“唧唧咕咕”说了一阵。日本兵向雨来横着脖子翻 白眼，使劲把刀放回了鞘(qiFo, sheath) 里
	日本军官压住肚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 小孩。我说的那个人，你到底看见没有？说呀！”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日本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了。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 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咧着 嘴叫。那军官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
	那个日本兵也走上前来，向雨来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雨来被打得站不 住，后退几步，后脑勺正好碰在墙上，但又立刻被抓过来，他的肚子撞在了 炕上。
	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他的脑袋里像有一窝蜜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 冒金花，鼻子也流血了。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滴在课本的那行字上：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日本兵打得累了，可是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那军官气得跳起来，嗷嗷地叫：
	“枪毙(qiAng b4, to execute)，枪毙！给我拉出去，拉出去！”
	五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在蓝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的红绸子(ch9u, silk) ， 照在村外的河上，就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的鸡冠花。芦花被风吹起来了，飘 飘悠悠地飞着。
	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边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
	“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真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芦花村的孩子们，听到枪声，也都“呜呜”地哭了。
	六
	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也不见雨来来搬缸(gAng, big cauldron)，他就往另一 个出口走。他轻轻地推开洞口的石板，伸头一看，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 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他听见...
	可是怎么不见雨来呢？他跑到了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边跑，一打听， 才知道雨来被日本兵打死在那里了！
	李大叔脑袋里“轰”的一响，他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跟着人们向河边跑。
	到了河边，别说尸首(sh1 sh8u, corpse)，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大家呆呆地在河边上站着。芦花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旋涡(xuSn w0)，向下流 去。虫子在草里叫着。有人说：“也许日本兵把雨来扔在河里，已经被河水冲 走了！”于是，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
	“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 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
	“敌人走了？”
	“啊！”大家都高兴得叫了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日本兵不防备，飞快地一下子跳到河里。日本 兵慌忙向水里开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早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小松鼠

	我家后院住着两只小黑松鼠。它们白天除了寻找食物以外，就在大树上 玩耍。旧金山湾区的黑松鼠和我以前在密执安州看见的有些不同。因为湾区 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既不会冷到松鼠需...
	松鼠在空中过街的技术非常有趣。它先沿着后院的一排树跳上我们的屋 顶，飞快地跑过屋顶，利用惯性跳到离屋顶一米远的细树枝上。它随着树枝 上下摆动，腿一蹬，蹿到一根粗枝上。接...
	这两只小黑松鼠经常在一起玩，它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一只松 鼠会把身子紧靠着树枝，一动也不动。另一只松鼠就坐在附近侧耳倾听。它 一旦听出那只松鼠的动静，就向那只松鼠...
	当我在窗下看闲书的时候，只要一听见松鼠嬉戏或吃食的声音，就会跑 出去看它们。它们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啧啧啧啧——咕加——”的声音， 尾巴则在“啧啧啧啧”的时候不断乱甩。
	这两只小松鼠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读者就像是客人 开头好比是开门
	亮亮： 马老师，上一次您告诉我们怎样找一个自己有兴趣的主题来写作，对 我们很有帮助。可是我觉得作文的开头也很难。有时候，我知道自己 想写什么，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头。您能不...
	马老师：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作文的开头。上次我们讲到一篇文章的五个 组成部分：主题、题目、开头、正文、和结尾。这每个部分都有自己 的作用。你们说说，开头有什么作用呢？...
	小丽： 我只知道一篇文章如果少了开头和结尾，就不像一篇文章了。可是， 开头和结尾究竟有什么用，我就说不上来了。
	马老师： 开头的作用，就是帮助读者作好准备来了解你的主题，或者说，是邀 请(yAo q3ng, invite)读者来了解你的主题。
	亮亮： 老师，您是说我们得帮助读者作好准备？
	马老师： 是啊，我们写的文章，大多数都是要给别人看的，这有点像请别人来 参观一个你的“open house”。你们想像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open house” 的活动，远远地看到客人来了，你做...
	小丽： 那当然是把门打开来啦！门开了，别人进来才方便啊！而且，开门也 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呢！
	马老师： 对，文章的开头，其实就是起这个“开门”的作用。刚才小丽说到， 开门有两个作用：第一是让客人进来方便；第二是表示对客人的欢 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篇小作者写的文章...
	《我的“小花鹿”》开头：
	去年我生日那天，爸爸送给我一只美丽的“小花鹿”。它既不会 跑，也不会跳，是个泥制的储蓄罐。

	《小恐龙“火焰”》开头：
	我有一只小恐龙，它的名字叫“火焰”。“火焰”是用绿色绒布做 成的玩具。

	《金鱼》开头：
	每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都要在我的鱼缸旁边站一会，看鱼儿 游戏、争食。

	《小松鼠》开头：
	我家后院住着两只小黑松鼠。它们白天除了寻找食物，就在大树 上玩耍。

	你们说说，这些开头是怎样“让客人进来方便”，让你们准备好去了 解文章的主题的？
	亮亮： 我的英文老师说过，一篇文章的setting包括“who”、“what”、“when”、“where”、
	“why”五个“W”。刚才读的这些开头，都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这五个 "W"大部分交代清楚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文章大概会写些什么，了解 它的主要内容，也就方便啦！
	小丽： 好像听我爷爷说过，写文章要“开门见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马老师： 是的。那么，读了这些开头，你们是不是感觉到，作者是欢迎你们读 这些文章，甚至是在邀(yAo)请你们读这些文章的呢？
	亮亮： 我觉得是的。因为读了这些开头，我都很想接着读下去。比方说《我 的“小花鹿”》吧，如果作者只写“去年我生日那天，爸爸送给我一 只泥制的储蓄罐。”虽然他也交代了那些“W...
	不会跑，也不会跳”，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很想看下去，这就好像 是在欢迎我们读下去呢。
	小丽： 在这四篇文章的开头，都有一些让人想接着读下去的东西。比方说小 恐龙的名字“火焰”，就很cool。再比方《小松鼠》里，写那两只松 鼠“白天除了寻找食物，就在大树上玩耍”。...
	马老师： 你们说得很好。亮亮，现在你来说说，文章的开头应该写些什么，怎 样写呢？
	亮亮： 我想有两点。第一，开头应该用简短的话，把setting的那些“W”—— “who”、“what”、“when”、“where”、“why”，尽量多地交代清楚。第二，尽量 写得有趣一些，让人看了开头再...
	马老师： 你说得很对！刚才你想问我的问题，现在你自己回答了！那么我再 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些小作者为什么能把开头写得这么有趣呢？
	小丽： 那是因为他们要写的是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主题！我想要是他们不是 真的喜爱“小花鹿”、“火焰”、金鱼和小松鼠，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开 头！
	马老师：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星期的作文是写一个或一种你喜欢的动物，你 们打算怎么写呢？
	亮亮： 还是像前一次课说的那样。首先，在老师您给的大方向中，找到一个 我们自己有兴趣的小目标，作为作文的主题。
	马老师： 对。你们可以写一个动物，也可以写一种动物，都可以。但是一定要 是你喜欢的，而且也要让读者感觉到你对它的喜爱。
	亮亮： 我一直非常想要一只小狗做我的宠物，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我可 以写我想像中的那只小狗吗？
	马老师： 也可以。
	小丽： 马老师，今天您讲的文章开头的方法，我们应该用到这篇作文中去 吧？
	马老师： 那当然！不仅是这篇作文，以后其他的作文里，也都要试着用这样的 方法。只有多用，才能真正学会。学会了这种最基本的开头方法，以 后才能学习更高级的开头方法。
	亮亮： 更高级的开头方法是怎样的？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马老师：例子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们看：
	一天，爸爸把一个蓝色的信箱钉在门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 小锁，“咯”的一声把信箱的门锁上了。爸爸说：“钥匙交给谁呢？ 谁来管信箱呢？”

	亮亮： 这是《信箱》的开头嘛！这个开头，让你觉得非常想知道问题的答 案。而且你会感到，后面一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等着你！
	马老师： 再看这个：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芦苇开花的时候， 远远望去，黄绿色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芦花 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一直飞到河边的小村庄里。这个...

	小丽： 作者把雨来的家乡写得多美啊。这使我想起许多电影，也是以美丽的 风景开头的。马老师刚才不是说，文章的开头像开门吗？《小英雄 雨来》的开头，好像是作者打开了大门，领我...
	马老师： 小丽说得很好。这些更高级的开头，是等你们学会了基本的方法以 后，可以进一步学的。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下一次上课再见！
	思考题：
	1、文章开头的基本方法，包括有哪两个要点？为什么亮亮说到这两个要点 时，都用了“尽量”这个词？说说你的想法。
	2、你喜欢那两个“高级”的开头吗？老师为什么说你们得先学会最基本的方 法？
	3、“一个动物”和“一种动物”有什么区别？

	三、荷 花
	一天清早，我到公园去玩，远远就闻到一阵清香。于是我赶紧 往荷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荷叶一片挨着一片，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 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了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 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 看那一朵，也很美。一池荷花简直像一大幅活的画。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了。我仿佛穿 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风吹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 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自己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语法和写作

	1、中文的疑问词 (interrogative words):
	中文里的疑问词有：什么、谁、哪里（哪儿）、怎么（怎样）、为什么等 等。 疑问词可以用来提问题，比如：
	·你叫什么名字？
	·荷花是什么颜色的？
	· 谁在那里看荷花？
	·你的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这只风筝是怎么做的？
	· 爸爸为什么送给你这个储蓄罐？

	疑问词也可以表示“所有的东西（什么，anything）”、“所有的人（谁，anybody）”、“ 所有的地方（哪里， anywhere）”、“所有的作法（怎么，anywhy）”等等：
	·你就跟我来吧，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唱的歌，谁都爱听。
	·我哪里都找过了，还是找不到我的笔。
	·这个瓶子弟弟是怎么也打不开的。
	·明天我整天都在家，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2、 在课文的第四小节，作者把自己想像成一朵荷花。熟读这一小节，把 它背下来，体会一下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常用词复习
	夜莺(yY y1ng, nightingale)之歌 （俄国）


	战斗刚刚结束，有一小队德国兵(German soldiers)进了一个村庄 (cUn zhuAng, village)。 街道两旁都是黑色的瓦砾 (rubbles)，烧焦了的树木垂头丧气地弯着腰。
	这时，夜莺 (nightingale) 的歌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夜莺的歌声停了一会儿又 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有劲。
	德国兵注意地听着。他们看看周围的灌木丛(bush)，又望望路旁的白桦树 (white birch)。 突然，他们发现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坐在河边，搭拉 着两条腿。孩子光着头，穿一件跟树叶...
	“喂，你来！”中尉(zh0ng wYi, first leutenant)用生硬的俄国话 (Russian) 叫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赶紧把小刀放进衣袋里，抖了抖衣服上的木屑，走到军官跟前来。
	“喂，让我看看！”德国军官说。
	孩子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玩意儿，递(di, hand over )给德国军官，快活的蓝眼睛 望着他。
	那是一个用白桦树皮做的口哨(k8u shFo, a whistle)。“这玩意儿你做得不错。”中 尉点了点头，“谁教你这样吹哨子的？”
	“我自己学的。我还会学杜鹃(cuckoos)叫呢。”孩子学了几声杜鹃叫。接着， 他又把口哨塞到嘴里吹起来。
	“村子里就剩你一个了吗？”中尉继续盘问 (pSn wYn, to interrogate)孩子，并且把 望远镜拿到眼睛前。
	“怎么会就剩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鹧鸪，多着呢，夜莺倒是只有 一个！”
	“你这个坏小子！”中尉打断了孩子的话，“我是问你这里有没有人。”
	“人？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孩子不慌不忙地回答，“刚刚开 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喊着‘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
	“蠢 (chOn) 东西！”中尉想着心事，冷笑了一下。
	“喂，你认识往苏蒙塔村去的路吗？”
	“怎么会不认识，”孩子很有信心地回答，“那里有个磨坊 (m7 fDng, mill)，我常 到磨坊附近的坝(bF, dam)上去钓鱼。那儿的狗鱼可厉害呢，能吃小鹅！”
	“好啦，好啦，带我们去吧。要是带得对，我就把这个小东西送给你。” 中尉说着，指了指他的打火机。“要是你把我们带到别处去，我就把你的脑袋 扭 (niO)下来。听懂了吗？”
	二
	队伍出发了，孩子和中尉并 排走在前面。孩子有时候学夜莺 唱，有时候学杜鹃叫。他把胳膊一 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或者 弯下腰去拾松果 (pinecones)，或者用 脚把松果踢起来。他好...
	森林越走越密了。那弯弯曲 曲的小道穿过茂密的白桦林，穿 过杂草丛生的空地，又爬到长满 云杉(dragon spruce)的小山上去了。
	三
	树林深处，有几个俄国游击队员(Russian guerrillas)埋伏(to ambush) 在那里，树旁 架着冲锋枪(submachineguns)。从树枝缝里向外望，能够看见那曲折的小路。游击队 员们不时说几句简单的话，小心地...
	“你们听见了吗？”一个游击队员(a guerrilla)突然说。远处好像一种什么鸟 在叫，随着风吹树叶的细碎声模模糊糊地传来。他伸直了腰，侧(cY)着头，往 叫声那边听。
	“是夜莺！”他轻声说道。
	“你没听错吗？”另一个游击队员问。
	先说话的那个人紧张起来。他再仔细听，可是又什么也听不见了。不过 他还是从大树桩(stump)下边掏出四个手榴弹 (grenades) 来，放在面前，准备战斗。
	“现在你们听见什么了没有？”
	夜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
	先听到夜莺叫的那个人呆呆地站着，好像钉在那里似的。他慢慢地数，
	“一，二，三，四……”一边数一边用手打着拍子。
	“三十二个德国兵……”那个人注意地数着一声一声的鸟叫，最后说。只 有游击队员才知道这鸟叫的意思。夜莺的叫声停止了，接着传来两声杜鹃 (cuckoos)叫。“两挺机关枪 (machine guns)。”...
	“咱们对付得了！”一个游击队员端着冲锋枪说。说完，理了理挂在腰间 的子弹带。
	“没问题，对付得了！”先听到鸟叫的那个人回答说，“我和斯切潘把他 们放过去，等你们开了火，我们就在后边阻击 (to block)。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 你们可不要忘了小夜莺。”
	过了几分钟，德国兵在树林后边出现了。夜莺还是兴致勃勃地唱着，但 是那歌声的意思游击队员早已经知道了。
	四
	当德国兵走进了云杉林的时候，树林深处响起了一声口哨( whistle)， 像回声 一样回答了孩子。孩子突然转了个身，钻进树林深处，不见了。
	一声枪响，打破了林中的寂静。中尉还没来得及举起手枪，就滚到路边 去了。被冲锋枪打伤了的德国兵一个跟一个地倒下了。德国兵的呻吟声，叫 喊声，游击队的喊杀声，一时充满了树林。
	五
	第二天，孩子又穿着那件绿上衣，坐在河边削什么东西。他不时回过头 去，望望那几条通到村子去的道路，好像在等候谁似的。从孩子的嘴里飞出 了夜莺的歌声。这声音，即使是听惯了夜...
	我家客厅的窗边，挂着一盆美丽的吊兰。那是五年以前我姥姥送我们的。 那时候，吊兰很小，只有两片跟大拇指一样大的叶子。可是，五年后的今天， 吊兰已经长得跟我们的书架差不多高了
	我家的吊兰很漂亮，心型的叶子长在一根长长的花茎上，叶面上有绿和 白两种颜色。有的叶子上，绿的地方比白的地方多，有的叶子上，白的地方 却比绿的地方多。那些新长的叶子呢，就...
	妈妈每次给吊兰浇水，叶子的尖儿上就冒出一颗像珍珠一样的小水滴。 爸爸在吊兰盆上栓了一根绳子，让它顺着绳子爬到窗户上面去。不到一年，吊 兰已经爬过半个窗户了。妈妈常说：“...
	我有时候把我的小玩具放在吊兰盆里。要是你现在到我们家作客，你就 会看见一只玩具小青蛙和一只橡皮蝎子，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吊兰叶子上。
	我没事的时候，喜欢趴在吊兰旁边看，想跟吊兰聊聊天。吊兰的花茎和 叶子微微地晃动着，好像真能听懂我的话呢！
	结尾“点题”很重要 “直接”容易“间接”妙
	亮亮： 马老师，您上次给我们讲了写文章怎样开头，我猜今天该给我们讲讲 怎样结尾了吧？
	马老师： 对呀，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文章的结尾吧。
	小丽： 上次您说，开头就像是打开了门迎接客人，那么结尾是不是像客人离 开的时候和他们告别？
	马老师： Good point！我们还是用“open house”来打比方吧。上次小丽说到，开门有 两个作用：第一是让客人进来方便；第二是表示对客人的欢迎。这是 文章开头的作用。现在，假如客人参观...
	小丽： 我希望在客人离开的时候，对我们的“open house”有一个清楚的印象。
	亮亮： 对，我也是这么想。我还希望客人喜欢我们的“open house”，走的时候 有几分“依依不舍”。
	马老师： 你们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那么，怎么样向客人告别，才能实现你们的 这两个希望呢？
	小丽： 客人在我们这里看了很多东西，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会用简短的 话，提醒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这个“open house”的主题是什么，wrap everything up。这样，他们就带走一个很清楚的印...
	马老师： 你说得很好。文章的结尾，也就是起这个“告别”的作用。作者们往 往在结尾的时候用很简短的话，提醒读者他文章的主题，他的point是 什么，这叫做“点题”。当然，“点题”...
	《我的“小花鹿”》的结尾：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不到一年，小花鹿变得沉甸甸的 了。我常常轻轻地抚摸着它，心里非常快乐。

	《小恐龙“火焰”》的结尾：
	“火焰”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当我摸着它软软的毛，心里是多么 高兴。

	小丽： 马老师，您说的结尾“点题”，用英文说就是“wrapping everything up by highlighting the theme, or the point.”对吗？我觉得《金鱼》和《小松鼠》的结 尾，也是直接“点题”的。
	《金鱼》的结尾是：
	小金鱼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小松鼠》的结尾是：
	这两只小松鼠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亮亮： 我同意小丽说的。但是，我很喜欢《荷花》的结尾，它和你们刚才 说的几个结尾好像有点不同：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自己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是多么喜欢荷花，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她对 荷花的喜爱。而且，这个结尾读起来更有味道，更cool。
	马老师： 亮亮说得不错，这样的结尾是间接(indirectly)“点题”。间接点题往往会 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可以达到你刚才说的第二个希望：让“客人”
	离开的时候，有依依不舍的感觉。可是，间接点题的结尾比较难写一 点。
	小丽： 我也觉得《荷花》的结尾特别有意思。我想我们可以“先易后难”： 先学会直接点题，再学间接点题。
	亮亮： 小丽你看，《窗边的吊兰》好像没有专门的结尾，最后一段，又写了 一个新的内容：
	我没事的时候，喜欢趴在吊兰旁边看，想跟吊兰聊聊天。吊兰的 花茎和叶子微微地晃动着，好像真能听懂我的话呢！

	小丽： 我觉得虽然这是新的内容，但是它也是起“wrapping up”和点明主题的作 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既提到前面描写的花茎和叶子，又写了作者 和吊兰之间的关系，不是吗？
	马老师： 是的。其实开头和结尾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开头和结尾都不单独 成段，但是，开头和结尾的部分和作用一定要有。明白吗？
	亮亮和小丽：明白！
	小丽： 马老师，您上次讲到有更高级的开头方法，那么，应该也有更高级的 结尾方法吧？
	马老师： 我们上次提到《小英雄雨来》的开头，你们还记得吗？
	亮亮： 《小英雄雨来》的开头讲，住在中国北方一条河边的男孩子雨来。
	马老师： 那么你们再来看《小英雄雨来》的结尾：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日本兵不防备，飞快地一下子跳到河 里。日本兵慌忙向水里开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早已经从水底游 到远处去了。
	看上去，这个结尾只是在讲故事中的一个环节，其实却悄悄地点 出了“小英雄雨来”的主题，而且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时候描写过的 那条河。这种“首尾呼应”的方法，你们说妙不妙？

	小丽： 我们上星期回家读的《夜莺之歌》的结尾，也是和开头呼应的。文 章的开头写到夜莺的歌声。作者在讲完那个紧张的故事之后，最后又 回到了夜莺的歌声：
	第二天，孩子又穿着那件绿上衣，坐在河边削什么东西。他不时 回过头去，望望那几条通到村子去的道路，好像在等候谁似的。从孩 子的嘴里飞出了夜莺的歌声。这声音，即使是听惯了夜...

	亮亮： 读到这里，我一边回味文章刚讲过的故事，一边又想像第二天可能又 会有新的故事发生，非常有意思。
	马老师： 这两个结尾，应该都可以算“高级”的了。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成人 作家写的，你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也不妨试一试。当然，首先要学会 基本的结尾方法——直接或间接地点明主...
	小丽： 我们这次回家写作文，就应该学习在结尾的时候“点题”。
	亮亮： 这次作文写植物，我又好像觉得没什么东西可写呢！
	马老师： 还记得我们第一讲中说过的吗？“大方向中找小目标”。家里种过的 植物，学校或教室里常见的植物，甚至外出旅游时见到的植物，树 啊，花啊，草啊，都可以写呀！高班曾经有...
	小丽： 亮亮，你注意到了吗，《荷花》和《吊兰》的作者，都把自己写进了 文章里。植物自己不会动，把人写进去，文章就容易生动起来。
	亮亮： 有道理，有道理！我想起来了，去年去中国过春节，我看到姥姥种的 水仙花很 impressive。老师，我可以根据记忆中的写吗？
	马老师： 可以。请注意运用你们学过的关于开头和结尾的知识。Good luck！
	思考题：
	1、文章开头的作用是什么？开头的基本方法包括有哪两个要点？
	2、文章结尾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说“结尾点题很重要”？
	3、结尾点题有哪两种？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四、赵州桥
	中国河北省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赵州桥。这座桥是隋 朝 (581—618) 的石匠李春设计的，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了。
	赵州桥长50多米，宽9米多，中间走车马，两旁走人。这么长 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 横跨在37米多宽的河面上。
	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平时，河水 从大桥洞流过；发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这 种设计，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
	赵州桥的桥面两旁有石栏，上面雕刻着不同的图案：有的刻着 两条相互缠绕的龙，龙嘴里吐出水花，很好看；有的刻着两条飞 龙，前爪相互抵着；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都在...
	如果你到中国去，千万别忘了去看看这座古老但依然年轻的大 石桥。
	语法和写作

	没有疑问词的疑问句
	在说英文的时候，不用疑问词也可以问问题，在说中文的时候也是如 此。 中文里不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有两种，第一种，是在陈述句(a statement) 后面 加上一个“吗”字，再加上问号，如：
	·陈述句：你是王小明。
	疑问句：你是王小明吗？
	·陈述句：这是他的书包。
	疑问句：这是他的书包吗？
	·陈述句：电视机坏了。
	疑问句：电视机坏了吗？

	第二种不用疑问词的疑问句，是给出两个或多个选择 (alternatives)让被问 的人选，如：
	·这本书是你的，还是他的？
	·天下雨了，我们还去不去公园？
	·你猜我给你买的笔是红的还是绿的？
	·门开着，是不是有人来过了呢？
	常用词复习
	最后一课（法国）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他说过要问我 们分词(participles)的用法，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今天就别上学 了，干脆 (gAn cu4)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对，去玩玩吧！
	小鸟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草地上，一队德国士兵正在操练。这一切， 比分词的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是管住了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当我走过村口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那里的布告牌 (bulletin board) 前边。最 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上面传出来的。我也不停步，只在心 里想：又出了什么事了？铁匠 (blacksmit...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如果是平常的日子，学校开始上课时，总有一阵喧闹(chaos) ，人们就是在 街上也能听到。打开课桌啦，关上课桌啦，大家怕吵，捂(wO)着耳朵大声背书 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tiT jiY ch3, ...
	我本来打算像平常一样，趁着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 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偏是安安静静的，安静得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 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坐在自己...
	可是，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
	“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
	我跨过板凳坐下来，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 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 (dress suit)，打着皱边的领结 (ruffled bow- tie)，戴着绣边的( embroidered brim) 小...
	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了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 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 (Berlin) 已经来了命 令，我们学校今后只许教德语了。新...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贴在村口布告牌(bulletin board)上的，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我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但是，从此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就这样算 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kuFng kY, to cut class)去找鸟窝，到河上去溜冰 ……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恼(Fo nFo, to regre...
	哦，可怜的韩麦尔先生！
	韩麦尔先生穿上他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 白了，那些大人为什么会来坐在教室里。这意思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Fo hu3, to regret) 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
	当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课文了。 天哪，如果我能把那段课文从头到尾背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 一点错误，那么任何代价(dFi jiF, price) 我都...
	“我不责备(to blame)你，小弗朗士，我想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 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 (ch2)。’现在 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
	“你们的爸爸妈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我呢，我当然也有应该 责备自己的地方。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来替我浇花吗？我要去钓鱼的 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最后，他谈到法国语言上 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j1ng quY, accurate)。 他又说，这么好的语言我们一定要把...
	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韩麦尔先生讲的似乎挺容易，容易极了。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地听讲过，老师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耐心地 讲解过。可怜的韩麦尔先生，好像恨不...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 (copybook)，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 (France)”，“法兰西”。这些字帖挂在 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
	“德国人该不会强迫(qiSng p7, to force )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瞪着 眼看着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想 想看吧：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
	可是，韩麦尔先生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 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 be, bi, bo, bu。在教室后排座位 上，郝叟老头儿已经戴上了眼镜，两手...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q3 dDo, pray) 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 德国士兵的号声(fanfare) ——他们已经收操了。
	于是，韩麦尔先生站了起来，他脸色惨(cDn)白。我从来没有觉得他这么 高大。
	“朋友们，”他说，“我——我——”
	但是韩麦尔先生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韩麦尔先生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了一支粉笔，好像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他写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写完以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一句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 个手势，意思是：“放学了——大家可以走了。”
	我的小天地

	一进我家的大门，向左拐有一个小房间。别人一看，就会说这是个小厨 房，不！那就是我的小天地。
	如果说这间房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几乎窄得只能并排放三辆自行车， 再也没法容得下第四辆。就是这样窄的房间，却被我布置得十分漂亮。
	你瞧，叠得很整齐的被子放在床头边，紧挨窗户有一块被我擦得发亮的 木板。这就是我的“小书桌”。“书桌”上放着几本经常用的书和一些本子。
	别人的书桌上大概放着既美观又精致的台灯吧？而我的“台灯”却是一个 装在墙上的灯泡。每当夜幕降临，我的“小台灯”就发出光芒。我在这间小房 子里，在小电灯下，做完了作业，画...
	小窗的右边挂着我早晨练武术时用的刀和剑。我一有空就拿起这些“武 器”在手里摆弄。有时练得得意，竟忘了这是在我的小房间里。有一次，正当 我玩得高兴时，“嚓”的一声手中的刀...
	我在小窗左边挂了几幅水 彩画，虽然没有画家画得那么 好，但是是经过我仔细画的。有 时我心里不愉快，但抬头看看 这些画时，心里就好像安慰了 许多。……
	在这个小天地里，我学会 了怎样料理自己的生活，也看 了许多书。在这小房子里我还 学会了画画，复习和巩固了我 学过的知识。我的“天地”虽小， 但是我喜欢它。
	中间部分篇幅大 层次分明来表达
	马老师： 前些天我看了你们写的作文，开头和结尾写得很不错！特别让我高 兴的是，你们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得比较简短。
	小丽： 开头和结尾当然是应该简短的，因为一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中间嘛， 中间就不能写得简短了，对吗？
	马老师： 对！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间部分。一篇文章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 部分合在一起，叫做文章的“正文”部分。请看下面的图，告诉我你 们注意到了什么？
	A图 B图 C图
	亮亮： 我觉得这三张图说的都是文章正文部分的结构(jiR g7u, structure)，只是它们 的中间部分一个比一个复杂。A图最简单，中间部分只有一大块，或 许是一个大的paragraph。B图比较复杂，中间...
	小丽： 我同意亮亮的说法。在我看来，对于我们五年级的学生来说，A图这 样的结构(jiR g7u, structure)，中间部分只有一个小节，好像太简单了些。我 们应该学习B和C那样的结构。
	马老师： 我同意你们两个的说法。刚才亮亮说的“一小块”、“更小的一块”， 我们把它们叫做“层次(cRng c4)”。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就是文章中 间部分的层次。你们知道“层次”是...
	小丽： 我知道“层(cRng)”就是layers。可是，“次”是什么呢？
	马老师： “次”就是次序(c4 xP)，order。
	亮亮： 我懂了。您今天要跟我们说的，就是怎样一层一层、有次序(c4 xP, order) 地把中间部分写好。
	马老师： 正是。你们已经知道，中间部分要说的话最多，如果不把它们组织(zO zh1, organize)好，就不能很好地把主题表达(biDo dS)出来。而这个组织，就 是通过“层次”的安排来完成的。给你...
	（小丽和亮亮翻看课本）
	亮亮： 我找到了！第二课《金鱼》的中间部分，就是按照B图的层次来组 织的：
	1. “我”和金鱼游戏（三句话，写得较详细, xiSng x4）。
	2. 早晨“我”看金鱼起床（七句话，写得最详细）。
	3. 晚上“我”和金鱼告别（只有一句话，写得简略, jiDn lVY）。

	马老师： 你分析(fEn x4, analyze)得很好！尤其是，你不但说出了《金鱼》的中间部 分分成几个层次，而且你还指出哪一层写得比较详细，哪一层写得比 较简略。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刚才看...
	小丽： 我觉得《荷花》就是C图那样的结构：
	1. 荷花的外形（写得比较详细）。
	a. 近看荷花（荷叶一句话，荷花三句话）。
	b. 远看荷花（三句）。
	2.“我”体会荷花（七句话，写得比较详细）。

	马老师： 对，虽然C图中间部分有三大层，而《荷花》中间部分只有两大层， 但是它们的结构却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大层中有几个小层(sub-layers)。你 们再看看，我们最近学的《赵州桥》中间...
	亮亮： 《赵州桥》中间也是B图的结构，分成三层：
	1. 大桥概貌(general view，比较简略)。
	2. 拱形的小桥洞（比较详细）。
	3. 桥面石栏和石栏上雕刻的龙的图案（比较详细）。

	小丽： 我也是这么分的。可是，马老师您不是说，中间部分是通过“层次”， layers and order来组织的吗？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层”— layers，还没有说 到“次” — order。我想知道“次”是...
	马老师：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你们来看一看，《赵州桥》这一课中间部分的 三层意思，哪一层先讲，哪一层后讲，有没有一个次序？
	（亮亮和小丽仔细看课文）
	小丽： 我看出来了！作者是从远讲到近，从概括(gFi ku7, general)讲到具体(jP t3, specific)。第一层最远、最概括，写大桥的全貌(mFo)和基本情况(basic information)。第二层，写大桥洞顶上左右两边的...
	马老师： 你说得很好。这就是次序，这就是order。
	亮亮： 你们看，《金鱼》的中间部分好像是从近写到远的，我说的是 psychological的order。作者先写他最喜欢做的事——每天放学回家逗(d7u) 金鱼玩，再写早上看金鱼“起床”，到最后写晚上...
	马老师： 后面两小节，他先写早上，再写晚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时间 的顺序安排内容，也是许多作者常用的一个方法。
	小丽： 我觉得，即使在同一个小节里，先写什么，再写什么，也是有次序 的。比方说，《我的“小花鹿”》中间部分的第一小节描写“小花鹿” 的外型，那就是从上写到下的：
	……圆圆的脑袋上，一对粉红色的小耳朵向上竖着，好像在倾 听周围的动静。那两只明亮的眼睛里，圆溜溜的黑眼珠还真有神呢！ 它的小嘴微微地撅着，好像是要跟我说话。“小花鹿”的...

	马老师： 要把复杂的内容组织好，首先要把大块的内容分成小块，这就是“层”。
	而“层”的表达，还要有一定的次序。中文里叫作“层次分明”、“有 条有理”。这个“理”，也可以说是“层次”后面的reason。你们说，一 篇文章，“层次”后面的reason，应该是什么呢？
	亮亮： 那就是要把文章的主题更好地表达出来！
	马老师：说得好！那么，这次回家你们写作文《我的小天地》，就不但要注 意开头和结尾，也要注意中间部分的层次分明，行不行？
	亮亮和小丽：行！
	马老师： 我们还是“先易后难”，先练习最基本的。我建议你们试试B图的结 构。如果觉得B图太难呢，可以用A图的结构。但是，就像刚才小丽 指出的，即使在一个小节里，还是要有次序。...
	小丽： 好，您就看我们的吧！
	思考题：
	1、一篇文章的正文是由哪三个部分组成的？它们各有什么作用？
	2、文章结尾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说“结尾点题很重要”？
	3、结尾点题有哪两种？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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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上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很静，只听见 船里机器的声音。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很浅很浅的。转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 了一道红霞。红霞慢慢扩大，越来越亮。我知道太阳就要从天边升起 来了，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那里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红得很， 却没有亮光。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纵一纵地，使劲 儿往上升。到了最后，它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
	有时候太阳躲进云里。阳光透过云缝直射到水面上，很难分辨出 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候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升起来，人就不能够看 见。然而太阳在黑云背后放射它的光芒，给黑云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 后来，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
	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

	词 汇
	语法和写作
	常用词复习
	劳动的开端 (中国)
	记得我12岁那年，家里穷得揭(jiE, to lift up)不开锅 (gu0)。看着一家人挨 饿，我心里像油煎(jiAn, to fry)一样。
	我的家住在一个煤矿 (mRi kuFng, coal mine) 附近，煤矿的四面是高山。
	那时候，把煤(mRi, coal)从山里运到外地去，得靠人工一担一担地把 煤从煤矿挑到车站。我看见比我大点儿的穷孩子都去挑煤，就也打算 靠自己的力气去挣几个小钱。
	从小和我在一起玩的小赵也在挑煤，我就叫他带我一起去。小赵 歪着脑袋，把我左看右看，笑着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 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们俩比赛摔跤 (shuAi jiAo, wrestling)试试！”
	“我不跟你摔跤，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儿起来！”
	要去挑煤半夜就得动身。我家没有灯笼 (dEng l9ng, lantern)，也没有火把。 我跑到煤矿里找了些用过的棉纱(miAn shA)，在机器上擦点机油，绑在一 根木棍上，准备半夜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当然舍不得。可是她也不愿意眼看着 孩子们受饿。她半夜起来，不声不响地送我到门口。我跟着小赵，匆 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片树林，赶到挑煤的地方。谁知我们来 得太早了，还没有一个人影。煤矿的门关得紧紧的，里面也没有灯 光，人都在睡觉呢。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煤矿里的人记帐 (j4 zhFng, to keep accounts) 用的。我 看天还没亮，就爬上桌去躺着，一闭眼就睡着了。睡得正熟，我忽然 摔了下来，摔得浑身疼痛。坐在地上一看，原...
	秤(chEn, to weigh) 煤的时候，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 掉一点。
	秤煤的人不耐烦地说：“你要是 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一赌(dO)气，挑起来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 上人家，可是走了不到一公里，就渐 渐落在后头了。扁担把肩膀压得生 疼，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 移到左肩。换来移去，两个肩膀都吃 不住劲了，...
	没想到挑着东西走路，越歇就越想歇，越歇就越觉得担子重。不 一会儿还要爬山。这山原来没有路，我们走的小路是挑煤的人踩出来 的。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一步三滑，肩上的煤...
	爬上山头，已经是中午了。我解开衣服一看，肩也肿了，皮也破 了。
	我鼓足了勇气，仍旧挑着煤筐往前走。一不小心，脚底下被石头 一绊，一个跟头摔倒在半山腰。我的胳膊和腿擦破了好几道口子，煤 撒(sD)了一地。
	太阳下山了，别的挑煤的人大概都早已到车站了，只剩下我一个 人留在山上，离火车站还有二三公里路。就是我最后挑到了火车站， 收煤的地方也关门了。我怎么办呢？
	红肿的肩头像热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地流血，我只好 挑着两只空筐回到家里。
	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把我压倒 了。
	母亲走过来轻轻地问道：“孩子，你怎么啦？”我说：“煤没挑到 火车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
	我怕母亲见了我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洗脚。
	我对母亲说：“妈妈，不要紧，我明天再去挑。”
	母亲问我：“你吃过饭了吗？”
	我回答：“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我喝了碗野菜粥(zh0u, porridge)，又翻过高山去挑煤。扁 担一压上红肿的肩头，头上就直冒冷汗。我想应该趁力气还没有用尽 的时候，先多赶几步路。所以，我就咬紧了牙，两脚...
	从此，我走上了艰难的生活道路。

	雨
	星期天的下午，我坐在窗前做作业。忽然天色暗了下来，刮起一 阵狂风，要下雨了。我赶快关紧了窗户。屋里显得特别闷热。
	一会儿，粗大的雨点落下来了，打在玻璃窗上叭叭直响。雨越下 越大。我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一片无比宽大的珠帘， 白蒙蒙的一片。雨落在对面屋顶的瓦片 (wD piFn, tiles)上，...
	真是一场及时雨啊！大田里的玉米苗一定会咕咚咕咚喝个痛 快。我仿佛看到雨水流进了地里，流进了果园里，也流进了人们的心 窝里。
	云散了。雨停了，太阳照亮了大地。我推开窗户，一股泥土的清 香迎面扑来。空气像滤过似的，格外清新。窗外的杨树、柳树，经过 雨水的冲洗，舒枝展叶，绿得发亮，美丽极了。

	雨的降临
	滴滴嗒，滴滴嗒... ...
	终于下雨啦！我和弟弟靠着窗台，看着从天上落下的小水滴。这 些小雨点像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似的一一落下，融入了土地，融入了大 树，融入了这个世界。雨点落在干裂的泥土上，落在枯...
	慢慢地，雨点越下越多，越下越密。不一会儿，那些珍珠就变成 了一条条丝线，轻轻地落在地上。没过多久，轻柔的雨水就把一个夏 天尘土和的干燥都洗去了。
	雨的声音非常好听。初听好像是一片沙沙声。但是仔细听的话， 你会听出雨落在草地上的是唰唰的声音，而落在木头围栏上的雨滴， 发出的是一种“哆哆”的声音。这些声音和其他的声音...
	整整一天，雨都这样慢慢地下着。这雨不像雷阵雨那么可怕，没 有那么急。它缓缓地、慢条斯理地下了一天。有时它还会停上半个小 时，再又开始下。
	你可别小看了这场雨，它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才真正停下来。一 开始是雨点越来越少，慢慢地连那细细的毛毛雨也没有了。天上的灰 云散去了，天空也就回到了原来的浅蓝。
	可是好景不长，等到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天空又被另一片灰云遮 盖了，而昨天晚上的雨也将马路和草地变成了一汪泥水。
	雨，真是莫测多变啊。它既带来了美丽的颜色和美妙的音乐，又 带来了泥水和破坏。它有时会带来美丽的彩虹，有时也会带来恐怖的 台风。
	我真是不懂得雨。

	要把文章写具体，看想写改样样细
	马老师： 今天我们上第十八册里的第一次作文课。怎么样，学第十七册的时候 写了四篇作文，很辛苦吧？
	亮亮： 辛苦是辛苦些，可是看着这四篇我亲手写出来的中文作文，我还是觉 得挺有收获的。
	小丽： 是啊，越是难做的事，如果做成了，越让人觉得高兴！写的时候虽然 辛苦，可是咬咬牙，也就过去啦！听说我们写的作文，将来还会出成 一本书送给我们，是吗？
	马老师： 是的。到第四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会把你们写的文章都放在一本书 里，印出来送给你们，上面还要放上你们每个人的照片呢！
	亮亮： 太棒了！到时候，我要寄一本到中国送给我的奶奶，让她老人家高兴 高兴！
	马老师： 将来还可以放到互联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作文呢！可是 现在我要想知道的是，我上学期给你们讲的有关作文的知识，都还记 得吗？
	亮亮： 记得！特别是每一讲的题目，压韵(yA yPn, rhyme)的，特别好记！
	马老师： 真的？能不能说给老师听听呢？
	小丽： 我记得第一讲讲的是文章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那分别是：题目、主 题、开头、中间、和结尾。您第一讲的题目是：主题好比是目标，想 好目标再起跑。
	马老师： 既然讲的是文章的五个组成部分，那题目里怎么只说到“主题”这一 个组成部分呢？
	小丽： 因为主题是最重要的，像一篇文章的灵魂。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主题， 就等于白白写了。
	亮亮： 老师您还说过，如果动笔以前没想好一个自己喜欢的主题，那就像要 去一个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写起来也是没劲的！
	马老师： 那么，想好了主题，有了要去的目标，再怎么做呢？
	小丽： 您给我们讲了怎样开头——“读者就像是客人，开头好比是开门”； 怎样结尾——“结尾点题很重要，‘直接’容易‘间接’妙”。还讲了写 中间部分要注意什么——“中间部分篇...
	亮亮： 听我的：第一讲，主题好比是目标，想好目标再起跑；第二讲，读者 就像是客人，开头好比是开门；第三讲，结尾点题很重要，“直接” 容易“间接”妙；第四讲，中间部分篇幅大...
	小丽： 老师，正如您说的，这些写作文的知识，不仅帮助了我写中文的作 文，对我写英文作文也很有用呢！今天您会跟我们讲些什么呢？
	马老师： （微笑着）今天呢，不，应该说，整整这个学期，我们只讲一个字—— “细”。
	亮亮： （疑惑地）“细”？“slender”？整整一个学期只讲这一个字？
	马老师： 对，整整一个学期我们都 work on 这个“细”字，可是，这个“细”字 不是“slender”，而是 detailed，elaborate，and delicate！ 你们在刚学过的文章 里找找，看有什么地方是detailed， elabo...
	小丽： 我觉得《海上日出》、《雨》和《雨的降临》都符合！你们听：“天 空还是一片浅蓝，很浅很浅的。转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 红霞，红霞慢慢扩大，越来越亮。”“有时...
	亮亮： 我也很喜欢《雨的降临》里对雨的声音的描写：“雨的声音非常好 听。初听好像是一片沙沙声。但是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听出雨落在草 地上的是“唰唰”的声音。而落在木头围栏上...
	我们当然都喜欢读detailed，elaborate，and delicate的文章，可是，怎样能 让自己的文章也做到这些呢？
	马老师： 要让你们自己的文章做到detailed，elaborate，and delicate，要从“细”字的 方面——careful做起。这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细看(carefully observe)。细 看就是要对所写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观察...
	亮亮： 是的，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马老师： 第二，是细想(carefully think)。细想指的是，不要忙着动笔，动笔写以前 多动动脑子，把观察到的原材料(raw materials)仔细地“消化(xiAo huF, to digest)” 一下，用哪些材料？去掉哪些材...
	小丽： 老师，我猜“细想”以后，大概就要“细写”了吧？
	马老师： 对。第三，细写(carefully write)。细写指的是一句一句地叙述(xP shP, to state) 和描写(miSo xiT, to describe)。不用着急，写清楚了一层意思，再写另一层意 思。应该写的，要写得尽量明白、...
	亮亮： 这三个细：细看、细想、细写，都make sense。可是写完了，难道还有 另一个“细”？
	马老师： 当然有啊，写完了还要改呢。所以第四是细改(carefully edit/revise)。
	小丽： 我爸爸也对我说过改文章很重要，他常对我说：“文章是写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亮亮： 唉，好不容易写完了，还得改，那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马老师： 这样吧，“细改”的问题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今天回去写作文，题 目是一种自然现象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你们试试先做到细看、细 想、细写，可以吗？
	亮亮： 行！自然现象有很多：刮风、下雨、出彩虹、日出、日落、月亮、星 星……都可以写吗？
	马老师： 当然都可以写。但是要记住，第一，要选你们喜欢的theme来写，选 你们觉得最 touching、最有兴趣的写，这样才能写好。第二，要把一个 过程写细致、写完整，要注意把时间的dimensio...
	小丽： 明白。我想写去年暑假我在太平洋海滩(tAn)上看到的日落，可是这星 期里我不会有机会再去细看，那怎么办呢？
	马老师： 既然你对那次看日落的印象很深，那说明你当时应该是看得很仔细 的。你这次就注重“细想”和“细写”，怎么样？
	小丽： 好！谢谢！
	思考题：
	1、 合上课本，说出写文章要注意哪四“细”。
	2、在上学期写的四篇作文里选出两篇，对照四“细”，看看它们在哪些地方 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够。
	二、火烧云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 变成金的了。红公鸡变成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的了。喂猪的老头儿 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
	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火烧云颜色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 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白。好像各种颜色天空中都有，还有些说 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 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背上，它才愿意站起来似的。又过了两三 秒钟，那匹马变大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
	忽然又像来了一条大狗。它在前边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 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
	接着又好像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 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 那么静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要 想再看看那头大狮子，却怎么也看不到了。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一会儿像这 个，一会儿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因 为什么也看不清了。人必须低下头，揉揉眼 睛，过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 那些爱看它的孩子。...



	词 汇
	语法和写作
	常用词复习
	我成了小气鬼(日本)
	我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从今年四月起，我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起床，给订户送牛奶。我 怎么会送起牛奶来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和弟弟一起对爸爸说：“爸爸，我们 的朋友都有零花钱。我们每个月也想要点零花钱。您给我们好吗？”
	“要多少？”
	“我要一千日元，弟弟要五百日元。”
	“要一千日元做什么啊？”
	“买个冰激凌(b1ng j1 l2ng, ice cream) 就要一百元左右，买瓶果子汁(fruit juice)也 要一百元左右。一千元一会儿就花完了。”
	妈妈在一旁听着，她说：“既然你们这么想要钱，那么就干点活 吧！干了活我们才能给你们钱。”
	妈妈话一说完，爸爸就接着说：“是啊，你们俩去送牛奶怎么样？ 送一瓶牛奶我给十元，一天送五瓶的话，一个月就是一千五百元。先 干一个月试试吧！但是，要是装着牛奶的瓶子碎(su4)了...
	听了爸爸的话，弟弟迫不及待地说：“我干，我从明天起就开始 干！”
	我本想和弟弟商量商量的，现在也无法商量了。他说要干，我也 只好干，想要零花钱只能这么办了。
	早上天好的时候，我们干得可带劲了。可是如果早上下雨，穿着 雨衣送牛奶可就不好受了。
	一个下雨天，我想把酸奶酪 (suAn nDi lFo, yogurt) 放进箱子里，一不小心掉 了下来，瓶子碎了，奶酪也撒了一地。我一面拣碎玻璃一面想：今天 可要赔(pRi)了，真不合算。那一天，弟弟哭着回家...
	“哥哥，这个月我要扣掉一百多元哩！”
	那个月我扣掉了一百十二元钱，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元，弟弟扣 了一百七十元钱，拿到了一千三百三十元。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的钱， 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买了两本书，买了些卡片，买了点...
	爸爸、妈妈明明知道我已经没有零花钱了，却故意装作不知道。 剩下的二十天怎么过呢？果子汁、冰激凌都没法子买了，我只好忍受 着没有零花钱的痛苦。
	下一个月我想不干了，可是这要怎么对爸爸说呢？爸爸、妈妈半 夜里一点钟就要起来送牛奶，我每天才只送二十多分钟，怎么好意思 就说不干了呢？再看看弟弟，他干劲十足，不管多大的...
	第二个月送牛奶就好多了，瓶子也没碎，车也没翻。同时，我还 觉得很奇怪，二十多天里我一次都没有买过果子汁和冰激凌什么的， 就是看见同学们吃冰激凌，我也都没有动过一下心。这...

	观 潮
	钱塘江大潮 (chSo, tide)，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奇观”。
	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随着观潮 的人流，登上了大堤(d1, dike)。钱塘江横卧 (w7, to lie) 在人们的眼前。平静的 江面，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秋阳下，江面笼罩...
	这时候，江潮还没有来。可是，大堤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大家 都昂首(Sng sh8u)东望，在等着，在盼着。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在滚动。熟 悉江潮的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向东望去。江面还是风 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前移动，逐渐拉长，变粗，横穿过江面。再近 些时，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了一道六米多高的白墙。那浪越来越近， 犹如千万匹白色的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
	一刹那间，潮头奔腾而去了，可是余波还在漫天卷地地涌来。又 过了很久，钱塘江的江面才恢复了平静。看看堤下，江水已经涨(zhFng) 起六米多高了。

	语言通顺靠修改，“英式中文”不精彩
	亮亮： 老师，上一次讲作文的时候，我说修改作文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现在我收回这个看法。
	马老师： 哦，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的？
	亮亮： 是这样的。上次写作文，我写的是《晚霞》。写完了，妈妈让我念给 她听听。我念的时候，念到这样的话：“晚霞是很红，一片一片地贴 在天上，在西边，和是蓝的。”我一念到这...
	小丽： “天在西边，和是蓝的。”这是English，不是 Chinese。后来你把它改成 怎样的了？
	亮亮： 我先把它改成：“晚霞是很红，一片一片地贴在西边的蓝天上。”一 念，觉得好多了。妈妈听了说，这下通顺(t0ng shPn, fluent)多了，你再念 念，还有哪里觉得不通顺，再改改。我又念...
	小丽： 听起来真的更好了。
	亮亮： 我越改越来劲，觉得还可以改得更好一点。我想把晚霞的颜色和天空 颜色的对比描写出来。再一改，改成：“火红的晚霞，一片片地贴在 西边浅蓝色的天空上。”
	小丽： （忍不住拍起手来）真美！“火红”和“浅蓝”这两个词用得真好！
	亮亮： 妈妈听了高兴极了，她说：“真想不到我们亮亮能写出这么漂亮的中 文句子来！”其实，我也想不到自己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心里挺得 意的。可是，再回头一想，这句子不是一开...
	马老师： 亮亮，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你真是一个会动脑筋，会主动学习的好 孩子！有这种精神，相信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好！我们上次说的“四 细”，你们还记得吗？
	小丽： 记得！那是细看、细想、细写、细改！
	亮亮： 您还说这次要专门和我们讲“细改”！
	马老师： 你们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中文不是你们的第一语言。所以，在写中 文作文的时候，“细改”对你们来说就更加重要。
	小丽： 我们英文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视让我们edit自己写的文章。
	马老师： 是的，写英文的作文和中文的作文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文章的第一稿 写好以后，放一、两天，再回过头去修改，这是比较好的做法。首先 是要看整体内容的安排，是不是很好地表...
	亮亮： 接下来，就是要改句子了，是吗？
	马老师： 是的。接下来，要把句子改通顺，就像亮亮刚才说的那样。你们用英 文写作也有语言通顺的问题。但是，写中文作文的时候，做到语言通 顺对你们来说就更加不容易。
	小丽： 因为我们的第一语言是英文，所以我们写出的中文常常是英文的句 式，而不是地道的“Chinese”。
	马老师： （笑了）是的，你们常常容易写出“英式中文”，可不是真正地道的好 的中文！但是，又因为你们都能听得懂和会说中文，你们的中文语感 是很好的。你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中文语...
	小丽： 老师，您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
	马老师： 这两次的写作练习呢，你们不是自己写作文，而是把一篇英文故事， 用中文写出来。这样，你们可以不用去想写什么、怎么写，而是把力 量集中在怎么用地道的中文来表达意思。
	亮亮： 您是不是让我们把一篇英文的故事翻译成中文？
	马老师： 这么说吧，就当作有一份给中国学生看的杂志(zS zh4, magazine)，请你把我 们课本后面的 "Anansi and the talking melon"这个故事，写成一个中文的版本 (a Chinese version)，要讲给中国的孩子听...
	亮亮： 阿南西是非洲民间故事里的一个蜘蛛，它很聪明。阿南西的故事都很 有趣，我读过好几篇呢！可是要用中文讲给中国学生听，而且要生动 有趣，说不定也不容易呢！
	小丽： 可是，总应该比自己写一篇中文作文容易吧？
	马老师： 到底是难还是容易，你们动手一写就知道了。老师想提醒你们的是： 尽量用好的中文来表达故事的意思。如果写出了“英式中文”，要靠 “细改”来把语言改通顺，把那些“英式...
	小丽： 老师，我想我们可以用亮亮的办法，就是把写好的句子大声读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哪里是“英式中文”，需要修改了。
	马老师： 对，朗读是发现语言哪里不通顺的好办法，你们的中文写得好不好， 问问自己的耳朵就知道了。甚至，你们改英文作文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这个方法。这次回去只写文章的前半部分...
	思考题：
	1、 下面的句子是不是“英式中文”？怎么修改？
	爸爸一下子抱起了大电视机，因为他力气很大。
	去年冬天我们全家去滑雪了，在Lake Tahoe，是开车去的。
	2、从句子的结构来看，中文和英文的语序有什么不同？
	三、有趣的木偶戏
	暑假里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一起去看木偶戏。这是我第一次看 木偶戏。
	一会儿，小“舞台”上响起了一阵动听的音乐。接着，传出了一 个小女孩甜甜的声音：“从前，有一只非常淘气的猴子，常常偷吃老 爷爷的大萝卜。老爷爷几次想抓住它，都没抓住。你们...
	这时，只见一位老 爷爷背着一个竹筐，筐 里装着一个大萝卜，慢 慢地走了过来。老爷爷 可能太累了，他东摇 摇，西晃晃，像是要睡 着了，可又怕小猴子来 偷吃大萝卜。老爷爷终 于想出...
	于是，老爷爷就坐在树下休息。过了一会儿，他渐渐地闭上眼睛 睡着了。这时候，小猴子悄悄地溜出来了。它东张张，西望望，没有 发现什么动静，就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向那大萝卜走去
	小朋友们齐声喊了起来：“偷萝卜啦！偷萝卜啦！”老爷爷被惊醒 了，他马上站了起来。但是，猴子很快躲了起来。老爷爷揉揉眼睛问：
	“猴子呢？猴子呢？”小朋友叫着、嚷着：“躲起来了，躲起来了！”
	老爷爷想了想，就对小朋友说：“等猴子再来的时候，你们别出 声，行吗？”大家大声回答说：“好！好！”不一会儿，老爷爷又“睡 着”了。
	这时候，那只猴子张望了一下，又轻手轻脚地钻了出来，跳到大 萝卜旁边，要去偷萝卜。老爷爷猛地站起来，拿起装萝卜的筐，就向 小猴子扣过去。小猴子左躲右闪，老爷爷紧紧追赶。最...
	表演结束了，观众纷纷鼓起掌来。



	词 汇
	常用词复习
	既痛苦又欢乐的圣诞节( 美国 )
	圣诞节 (shYng dFn jiT) 就要到了，我想要一匹小马驹 (mD jU, pony)。为了让爸 爸妈妈明白我的决心，我说我别的礼物什么都不要。
	“你非要一匹小马驹不可吗？”爸爸问我。
	“非要不可！”我坚 (jiAn) 定地说。
	“皮靴 (p2 xuE, boots) 也不行？”
	真的，我早就渴望有一双皮靴了。但是，这回我只要一匹小马 驹。
	“不行！皮靴也不行！”
	“一点糖果也不要？总得有小点的东西往你的长筒袜 (chSng t8ng wF, stocking) 里装啊。圣诞老人怎么能把小马驹装在长筒袜里呢？”
	是的，圣诞老人不可能把小马驹装在长筒袜里，也不可能骑一匹 小马驹从烟囱 (yAn c0ng, chimney) 里下来。可是……
	“我只要小马驹，如果你们不给我小马驹，就什么也别给我好 了！”
	圣诞除夕(chI x2, eve) ，我和妹妹们都把自己的长筒袜挂了起来，好让 圣诞老人往里面装圣诞礼物。
	圣诞节一大早，我和妹妹们一起床就跑到壁炉旁。
	哇，好多圣诞礼物！有吃的、有用的、有玩的，各种各样，五颜 六色。可是，这些都是妹妹们的，我的长筒袜却空荡荡、轻飘飘，袜 子下面和周围什么也没有。妹妹们都蹲在自己的礼物前...
	我记不清那时我哭了没有，妹妹们都哭了。我跑回楼上，上了 床，用被子蒙住头。妹妹们都坐在床边哭。我不耐烦了，就起来把她 们赶走。
	我出了家门，独 (dI) 自来到专门为小马驹搭的那个马棚里，小声 地抽泣 (ch0u q4, to sob)。妈妈来了，想安慰 (An wYi, to comfort) 我，但我不需要任何安 慰。妈妈叹着气又回去了。我听见她和爸爸...
	妹妹们来了，我不理睬她们。我走出了马棚，来到家门口，坐在 台阶上。我已经哭不出声了，只觉得心里受了伤，好痛。爸爸心里一 定也不好受，因为我瞧见他焦急地向外望，一直望了一...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一匹小马驹朝我走来了。一个大人骑在小马 驹身上，但那崭新的、漂亮的马鞍 (mD An, saddle) ，却是小孩子坐的。瞧， 它走近了！黑色的马鬃 (z0ng, mane)，甩来甩去的尾巴...
	骑着马的人挨家挨户查着门牌。到我家门前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了 起来。但是，骑马的人和小马驹，还有漂亮的马鞍，过去了。这时我再 也受不了了，倒在台阶上放声大哭起来。忽然，我...
	“喂！小家伙，你知道谁叫 Lincoln Steffens 吗？”我抬起头，是骑马 驹的那个人，他又转回来了。
	“我就是。”我哭着回答。
	“太好了！这就是你的小马驹。我一直在找你和你的家。你家的 门牌怎么不挂在显眼 (xiDn yDn, visible)的地方呢？”
	“你下来！”我叫着，跑向小马驹，“我要骑！”
	那人还在说着什么“应该七点钟赶到，可是……我喝醉了…… 打架……医院……”，我什么也不愿意听，我不能再等了，我高兴极 了，连声音都颤抖了，我骑着小马驹就上了街。多漂亮的...
	我骑着小马驹在街上走了一圈，回到马棚。全家人都在那儿，爸 爸、妈妈、妹妹们，都高高兴兴地等着我。他们已经放好了养马的工 具，马刷、梳子、木杈，一切齐备。草料棚里满是干草。
	爸爸精心安排的那个圣诞节是最坏的呢，还是最好的？这个问 题爸爸后来常问我，我却无法回答。从令人心碎的痛苦到哭笑难禁的 欢乐，一切都太突然了，恐怕就是一个成年人也是经受不...
	(But that Christmas, which my father had planned so carefully, was it the best or the worst I ever knew？ He often asked me that; I never could answer as a boy. I think now that it was both. It covered the whole distance from broken-hearted misery t...

	小 乌 龟
	我曾经养过一只小乌龟。那只小乌龟背着一个坚硬的壳，浅色的 条纹把壳分成了十六小块，传说那还是孙悟空打碎的呢！小乌龟的脖 子有时候能伸得很长，有时候也能缩到壳里一动不动。...
	有一次，我把小乌龟翻了个个儿，站在旁边看它会怎么办。只 见小乌龟把右边的两条腿使劲向左边伸，左边的两条腿紧贴着地 面，“扑”的一下就翻了过来。我连忙夸奖它：“不错！”小...
	一天，我把小乌龟放在地上，在离它大约二米的地方，有一个水 盆。“快！”我把小乌龟往水盆的方向使劲一推，小乌龟就一摇一摆 向前爬去。嘿，小乌龟爬得不算太慢啊！
	小乌龟想爬进水盆，可是“嗵”的一声，摔了下来。第二次、第 三次又往上爬，也都摔了下来。我看了真着急，恨不得帮它一把。忽 然，小乌龟伸出了前腿抓紧盆沿，脖子一耸一耸，“嗵...
	过了一会儿，小乌龟又开始爬了。只见它用前腿扣住了盆沿，后 腿一缩一缩的，那条可笑的小尾巴也跟着一晃一晃的。“扑嗵”一声， 小乌龟来了个倒栽葱，落入水盆里。这时，它用鼻孔...
	小乌龟是可爱的精灵，也是毅力 (y4 l4, willpower) 的一种象征！

	用字正确不容易，常常不能硬翻译
	马老师： 亮亮和小丽你们好！怎么样？把蜘蛛阿南西的故事写成中文版本， 到底比自己写作文难还是容易啊？
	小丽： 老师，我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难！我花的时间，不比写作文少呢！
	马老师： 亮亮你呢？
	亮亮： 我也是。开始的时候我想，有英文的故事，我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翻 译成中文不就行了？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行不通。比如说故事的第 一句话是：“One fine morning Anansi the Spider sat h...
	小丽： 是的，接下来，Anansi the Spider 也不能说是“阿南西蜘蛛”，而应该是“蜘 蛛阿南西”，那才是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
	亮亮： 还有，以前我一直以为garden就是花园。可是妈妈告诉我，中国人在 花园里是不种瓜果的，在这里应该说是“园子”才对。
	小丽：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looking down into Elephant's garden” 里的“into” 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后来想了半天，就干脆用自己的 话写了。
	马老师： 那么后来，你们把故事的第一句话写成怎样了呢？
	亮亮： 我是这样写的：
	一个晴朗的早晨，蜘蛛阿南西坐在一棵高高的刺树上，看着树下大象 的园子。
	小丽： 我写的和亮亮的有些不一样，你们听：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蜘蛛阿南西高高地坐在一棵刺树上，他两眼盯 着树下，那里是大象先生的园子。
	马老师： 你们俩写得都不错啊！都是很地道、很好的中文，不是“英式中文”。 你们是一下子就写得这么好的吗？还是经过修改才改好的呢？
	亮亮： 当然是经过修改的！我觉得小丽写的比我的更生动一些，听起来更 好听一些。她把大象写成大象先生，很有趣。
	小丽： 我也是改了好几遍，才改成自己满意的样子的。
	马老师： 那么第二段的第一句话，“Anansi loved to eat melons, but he was much too lazy to grow them himself”，你们又是怎样用中文来表达的呢？
	亮亮： 这句话我是这样写的：
	阿南西很爱吃甜瓜，可是他太懒了，不愿意自己种甜瓜。
	小丽： 我是这样写的：
	阿南西非常爱吃甜瓜，可是他又实在太懒，不想自己辛辛苦苦地种甜 瓜。
	马老师： 都很好！小丽用了“辛辛苦苦”这个词，虽然英文的版本里没有写出 这层意思，可是和故事的主题是符合的，加上去显得更生动了，很 好！
	亮亮：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意思表达得对不对。英文故事里说：“The trouble is, you never listen.”我把它写成中文：“可问题是，你从来也不听我们说话！” 可以吗？
	小丽： 我觉得可以，其实我也是这样写的。虽然“trouble”常常是困难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写成“问题”，表达意思更准确。
	马老师：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这次回家，你们要写下一半故事了，我想你们应 该比上一次写得更顺利些。
	亮亮： 是的，上次写到后来，我已经觉得比开始容易了。主要是要想着故事 的意思，而不要太多地想着英文，不是一定要把故事里的每一个英文 字用中文写出来。用我妈妈的话说，“不要...
	马老师：（轻轻地笑了）你妈妈和老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 ……
	亮亮： “用字正确不容易，常常不能硬翻译”！
	小丽： 我这次想要试一个新的办法：先看好一段英文故事，然后把它放在一 边，想一想我要怎样把这段故事告诉中国小朋友，然后就直接在电脑 上写，看看会怎么样。
	马老师： 好主意，值得试一试，祝你成功！
	思考题：
	1、 有些同学觉得写中文作文很难，就先写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你觉得这 样好不好？如果这样做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
	2、为了避免作文里出现“英式中文”，你有什么好办法？
	四、蝉
	我有很好的环境可以研究蝉(chSn, cicada)的生活习性，因为蝉是我的 邻居。一到夏天，蝉就占据了我屋子前面的树。屋里我是主人，屋外 却是蝉的天下。
	蝉在夏至前后开始出现。在阳光照着的地上，有好些圆孔。圆孔 的大小，大约可以伸进人的一个拇指。蝉的幼虫(y7u ch9ng, larva)就是从这 些圆孔里爬出来的。
	蝉的幼虫爬上地面以后，常常在圆孔附近寻找适当的地点——一 棵小树，或是一根灌木枝，找到了就爬上去，用前爪紧紧抓住，一动 也不动，蜕它的皮。
	幼虫蜕皮是从背上开始的。外面的一层旧皮从背上裂开，露出淡 绿色的蝉来。先出来的是头，接着是吸管和前腿，最后是后腿和折叠 着的翅膀，只留下腹部还在那旧皮里。
	这时候，蝉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它腾起身子，往后翻下来，头 向下倒挂着，原来折叠着的翅膀打开了，竭力伸直。接着，用一种几 乎看不清的动作，尽力把身体翻上去，用前爪钩住那层...
	刚蜕皮的蝉，用前爪把自己挂在蜕下来的 空壳上，在微风里颤动，样子很柔弱，颜色还 是绿的，直到转成棕色，就跟平常的蝉一样了。 假定蝉是早晨九点钟爬上树枝的，大概到十二 点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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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 那 埃 卡( 美国 )
	当我十一岁的生日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我不断地做着一个又一 个的恶梦。因为我就要到通过塔那埃卡的年龄了。我们部落 (bP lu7, tribe) 里 的许多年轻家庭，都已不再继续这种古老的传统 (chuS...
	祖父是曾同美国军队作过战、并且还活着的最后一个考尔人。他 不但英勇善战，还在战斗中负过伤——那时他才十一岁。
	十一岁的生日在考尔人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是我们考 尔人的“成年日”。祖父给我们讲过几百遍：“这是一个男孩要证明他 将成为一名战士，一个女孩要证明她将要成为妇女的日...
	“我不想成为一名战士，”我的表弟罗格私下对我说，“我想成为 一名会计师 (kuFi j4 sh1, accountant)。”
	“没有别的家庭会再要求女孩子通过这种考验了。”我向妈妈抱怨 道。
	“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坏，玛丽。”妈妈回答，“当你经历了塔那埃 卡之后，你将会永生难忘，你会永远为此感到自豪的。”
	这事我对我的老师理查得逊夫人也抱怨过。我想，作为一个白 人，老师一定会支持我的。但是没想到，她却说：“我们有着各式各 样的风俗。你不妨(why don't you) 这样想，有多少女孩子能像...
	文化？真的吗？我可不想一辈子(y3 bYi zi, whole life) 呆在部落里。我是一 个好学生，我喜欢学校。我的梦想是像那些可爱的公主们那样，被一 个披着盔甲(ku1 jiD, a suit of armor) 的勇士把我从恶...
	但是，我确实知道，没有其他的印第安部落比考尔族对妇女更平 等。考尔族允许妇女和男人一起吃饭，最聪明的妇女还可以出席部落 的日常会议。事实上，大多数考尔族的传说都和女英雄...
	由于印第安人的生活同平原息息相关，于是 塔那埃卡便成为一种生存耐力 (nFi l4, endurance) 的考验。
	“耐力是我们印第安人最宝贵的品德，”祖父 解释道，“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学会忍耐。我 年轻的时候，塔那埃卡同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们用一种白漆 (q1, paint) 涂满全身，然后光着...
	“要是我们通不过生存考验，那该怎么办呢？”罗格问道。他比 我小三天，这回我们一起参加塔那埃卡。当我看到他那有些害怕的样 子的时候，心中升起一股得意的感觉。
	“很多人没能回来，”祖父说，“只有最强壮、最出色的人才能返 回。那些没能回来的人，他们的妈妈却不能为此掉眼泪。因为如果一 个考尔人通不过生存考验，那便不值得别人为他哭泣...
	“太残忍 (cSn rTn, cruel) 了，”罗格低声说道，“要是能不参加这种考验， 叫我做什么我都乐意。”
	“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xuDn zR, alternatives) 。”我说。
	罗格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好吧，好在只有五天。”
	五天！那也许比浑身涂满白漆光着身子在野外熬上十八天要强 些。但是，又好得到哪儿去呢？
	我们将不得不赤着脚，穿着睡衣被送到大树林里。祖父建议我们 不要穿日常的衣服，离开家到野外去度过五天。要自己在森林中取 暖，寻找食物。虽然已经是五月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天...
	祖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训练 (xPn liFn, to train) 我和罗格。有一天他抓了一 只蚱蜢 (zhF mYng, grasshopper)，告诉我们怎样用手指拉掉蚱蜢的腿和翅膀，然 后一口吞 (tUn, swallow) 下去。听了以后我感到...
	“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要重复做这种事吗？”我对罗格说。
	“你成不了一个合格(hR gR, qualified)的战士。”罗格笑了笑说。
	我相信，自己不管在多么饥饿的情况下，也决不会吞吃一只蚱 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可以把我从那无数 的吞吃蚱蜢的恶梦中解救出来。
	我来到老师家。“理查德逊夫人，”我说，“您能借我五美元吗？”
	“五美元？”她故作惊奇，“你要作什么用呢？”
	“嗯——您还记得上次我对您提起的那种仪式(y2 sh4, ceremony)吗？”
	“当然，你父母已经写信向我请假，让你回去通过那种仪式了。”
	“所以，我想买些必要的东西。”我没敢说实话，“但我不想向爸 妈要钱。”
	“借钱不能说是不好，玛丽，但是你打算怎么还我呢？”
	“我为您看十天孩子吧。”
	“那倒也合算。”她说着，把手伸进包中抽出了一张五美元给我。 我从来没想过一次能有这么多钱。
	“希望这钱能帮上你的忙。”理查德逊夫人说道。
	几天以后，仪式开始了。早上九点，我和罗格吻(wTn, to kiss) 别了父母 亲，穿着睡衣就向林子出发了。“你往哪边走？”罗格问道。我和罗 格应该分别前往不同的林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不...
	“我想往河那边走。你呢？”我问。
	“好，”罗格答道，“随你的便。”
	我这样说是有用意的。因为在几英里外的河边有个小码头(mD t9u, whalf)，早晚常有些小船停在那儿。我想，如果在那些小船上过夜，一定 会比睡在森林里用树叶垫成的“床”上，要舒服得多了。
	我们分手的时候，罗格握了握我的手，说：“一路顺风，玛丽。”
	“N'Ko-n'ta,”我说。这是考尔话，意思是坚强 (jiAn qiSng, to be strong)。
	那一天阳光明媚，天气格外的好，可是我的脚却被荆棘划得疼痛 难忍。这时我忽然看见一棵祖父曾经谈起过的草莓 (cDo mRi, strawberry) 枝。他 告诉过我们：“在春天，这些草莓到处可见，味道...
	“呸！”我马上吐了出来。那草莓又苦又涩(sY)，就连蚱蜢 (zhF mYng) 也不会喜欢的！
	我坐了下来，想歇一会儿。忽然，一只野兔从草莓丛中窜了出 来。野兔拾起我吐掉的草莓，一口吞了下去，接着又叼起了另一个， 放在嘴里。它望着我，耸着鼻子。我一抬头，又看见一只...
	“怎么一条船也看不见，”我失望地自言自语。可是，我一眼看到 岸边有一家旅馆，叫“安尼的河岸”。我走进了旅馆，柜台后站着一 个又高又大的男人，他问我要些什么。
	“一个汉堡包(hamburger)，外加一杯冰牛奶，”我回答。
	“小朋友，”他说，“这可真是一顿丰盛的早餐呢。”
	“我每天早上都吃这么多。”我随口说道。
	“四十五分钱。”他说。
	“妙极了，”我想，“这比蚱蜢好吃多了。祖父也从来没说过我不 许吃汉堡包。
	我吃着汉堡包，心想：“晚上能不能睡在旅店里呢？那不是比睡 在船上更舒服吗？”于是我偷偷溜进客店查看，果然看到里面的窗子 没插牢。我高高兴兴地溜到外面的河边去玩耍，看着水...
	太阳落山的时候，旅馆关了门。我目送着那个高大的男人驾车远 去之后，便从虚掩着的窗子爬了进去。窗外有盏路灯，所以屋子里很 亮。桌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我随手拨了个音乐节目。...
	“哦，上帝！你在这儿干嘛呢？小孩！”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已经是早上了。真糟糕，我睡过头了。
	“好吧，小孩，我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你迷路了吧？你一定 是从家中偷跑出来的，你家里人一定急坏了。你家有电话吗？”
	“有，有的，”我答道，“但是请你千万别告诉他们。”
	我浑身在发抖。那个人说他的名字叫安尼。他倒了杯热可可给 我。喝着热可可，我开始向他解释塔那埃卡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所听到的最荒唐 (huAng tSng, crazy) 的事，”他说，“我在已经这 里住了大半辈子，这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讲的塔那埃卡这种事情。”他 望望我，“这种对待小孩子的作法实在是太愚蠢 (...
	那正是我埋在心里一直想说出来的话。但是，话从安尼口中讲出 来的时候，我却生气了。“不，一点也不愚蠢，它是我们考尔部落的 传统，我们这样做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我奶奶和...
	“好吧，勇敢的战士。”安尼说，“先穿上衣服再说吧。如果你想 在这儿待上五天，我倒可以帮忙。”安尼说着就来到壁橱前，从里面 取出一包衣物。“这是人们丢在船上的，也许里面还...
	衣裳穿在身上显得很宽大，但感觉还满好。我高兴极了。我又认 识了一位新朋友。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安然通过塔那埃卡了。祖父曾经 讲过，通过塔那埃卡必然充满着历险(l4 xiDn, adventure)，可...
	整个塔那埃卡期间，我都待在“安尼的河岸”。每天早上，我跑 进树林里看各种小动物，然后再给安尼的每张桌子采满野花。我从来 没有这样开心过。我可以一早起来看日出，然后在日落...
	五天很快就要过去了，我感到有一点难过，因为我和安尼在一起 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快乐。他教我怎样做西点 (western dessert)和“安尼辣酱 (lF jiFng, hot sauce)”，我给他讲考尔部落的趣闻。我...
	但是塔那埃卡终于结束了，我得回家了。将近晚上九点半的时 候，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要是祖父问起蚱蜢和草莓的事，我该怎么 办呢？而且我的体重一点儿也没有减轻。
	“他们见到我会很高兴的，”我想，“他们不会问得太多的。”
	回到家，我推开了门。祖父见到我，就迎上来高兴地说：“我亲 爱的玛丽！你可回来了！”
	我亲热地和祖父拥抱，却一直没注意到表弟罗格。他的眼睛里充 满了血丝，眼窝深陷，他瘦多了。他的脚下满是血和泥浆。他声音嘶 哑地叫着：“看我弄的，是我弄的，我是一个战士，一...
	祖父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身上很干净，好像还胖了一点。
	祖父开口了：“这些天你吃的什么呀？”
	我屏住了呼吸，说出了实话：“汉堡包和冰牛奶。”
	“汉堡包！”祖父咆哮 (pSo xiAo) 了。
	“冰牛奶！”罗格哑着嗓子重复。
	“可您并没说我们一定得吃蚱蜢啊！”我疲倦(p2 juFn, tired)地回答。
	“把你的经过告诉我。”祖父命令道。
	于是我讲出了一切。从借五美元开始，一直到碰到好心的安尼和 每天在河边玩耍。
	“ 唉，那可不是我训练你的目的呀。”祖父哭丧着脸说。
	我站起身来，说：“但是爷爷，现在我懂得了塔那埃卡是有意义 的了！而在那以前我并没这么想过。我曾对它嗤(c4)之以鼻。但现在我 知道那是不对的。我学会了不该害怕一切困难。可是，...
	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勇气惊呆了！但我觉 得这样很舒畅。“爷爷，我敢跟您打赌，您从来没吃过那种烂草莓。”
	祖父笑了！他大声地笑了起来！站在一旁的人都呆住了。祖父 从来没有这么大声笑过，从来没有。
	“哈哈……那些草莓，它们糟透了！”祖父说，“我根本就咽不 下去。我在塔那埃卡的第一天找到了一头死鹿，也许是一个士兵打死 的。我是靠那只死鹿度过塔那埃卡的。”
	祖父停住了笑，说：“我想我得让你再来一次。”
	我望望罗格。
	“你确实很聪明，玛丽。”罗格说。“我连想都没想过。”
	“一个会计只要精通数学就行了，”我安慰他说，“我一做数学就 头疼。”
	“你本该像你表弟那样去做，但是我认为你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 的民族。我相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通过生存考验。你毕 竟(b4 j4ng, after all) 已经懂得了如何在一个不属于我们印...
	祖父说的话也许不全对。但我想，以后我会用行动来证明给他看 的。

	我和姐姐争冠军
	我的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又都非常喜 欢打乒乓球，是一对出了名的小球手。今年春天，学校举行乒乓球比 赛，我和姐姐都连战连胜，到了决赛的时候，居然是我...
	决赛那天，绿色的球台周围坐满了人，大家都在不住地议论。有 的说：“我看一定是姐姐赢！”有的说：“谁说的，妹妹打得才棒呢！” 我看到这么多双眼睛望着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心...
	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全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更加发慌 了。试球的时候，我只看见白色的小球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只知道 球网的那边是姐姐，至于她心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紧张，...
	决赛正式开始了，我渐渐镇静下来。前两局我和姐姐各胜了一 局。第三局由我先发球。我发一个正手球，再发一个反手球，接着连 发两个长球，又发一个短球。总之，不让姐姐摸着我的规...
	最后的比赛更加激烈了。我每一板都打得很小心，也不放弃攻球 的机会。有时姐姐打过来的球又快又硬，我都挡回去了。当我以二十 比十九领先一个球的时候，姐姐大概是急着要追成二十...

	既有兴趣又熟悉 一步一步写仔细
	马老师： 上周学的课文《蝉》，其中有一部分写得特别细，你们记得是哪一部 分吗？
	小丽： 我记得，是写蝉蜕皮的那一部分。这篇文章里有四个小节是和蝉蜕皮 有关的：第三小节写蝉的幼虫爬上地面后找地方蜕皮。第六小节写蝉 蜕皮后，离开树枝前的情景。而第四和第五...
	亮亮： 作者把蝉蜕皮的过程，一步接一步、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写得非常 仔细。使得我们没有看见过蝉蜕皮的人，也能很具体地想像出整个过 程，真是太妙了！
	马老师： 你们说说，作者为什么能够把蝉蜕皮的过程写得那么仔细？
	亮亮： 我想是因为作者对蝉非常有兴趣、有感情。他一定非常仔细地观察过 蝉蜕皮的过程，而且我猜他一定观察过许多次！所以对这个过程熟 悉极了，闭着眼睛也能想像出来。这样，他才...
	小丽： 是的！我爸爸告诉我，《蝉》的作者法布尔是一位生物学家，他特别 喜爱昆虫。法布尔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昆虫待在一起，观察它们的 生活习性。他写的《昆虫记》里，记录了两...
	马老师： 你们说得很好，“兴趣”和“熟悉”是把一个过程写仔细的两个重要 条件。这次写作文，就是要写你们生活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亮亮： “生活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是指自己亲自做过的，还是亲眼看到 过的？
	马老师： 两种都可以。你们可以写“我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 我猜想前一种更容易写一些。
	小丽： 老师您说过，写一个过程要表达它时间的dimension，先是怎样的，接 下来一步一步是怎样的，最后又是怎样的，是吗？
	亮亮： 我想到了！我可以写《我怎样煎(jiAn)荷(hR)包蛋》！我喜欢煎荷包蛋。 自从跟妈妈学会了怎样煎荷包蛋以后，星期六早上我常常给家里的 每个人煎上一个当早餐呢！
	马老师： 嗨，看不出来，亮亮还那么能干！你是不是对煎荷包蛋的过程非常熟 悉，闭着眼睛也能想像得出来呢？
	亮亮： 那当然：先准备好鸡蛋，再把锅子放到炉头上，倒上油，把火拧开。 等油热了，把蛋打下去，撒上一点盐。过了一会儿，用锅铲把蛋翻个 身。再过一会儿，把蛋铲到盘子里，端上桌...
	马老师： 只写这几句话当然不行，你得把煎荷包蛋的过程里的每一步都写具 体。比方说，“先准备好鸡蛋”，到底是怎么样准备的？蛋从哪里拿 出来的？放在哪里？再比方“倒上油”三个...
	亮亮： 老师您这一说，我倒真想到更多的细节了。我想我可以把煎荷包蛋写 得生动、具体、有意思，让读者看了都想学一学！
	小丽： 我喜欢放风筝。我想写《风筝是怎样放起来的》，可以吗？
	马老师： 当然可以。只要是你们有兴趣的和熟悉的过程都可以。有的同学写过 怎样骑自行车，有的同学写过怎样割草，有的同学写过怎么浇花。有 的同学呢，写怎么样折纸飞机。还有的同...
	小丽： 老师，我想到一点，我们的作文和一般的说明书(manual)不一样。比 方说您提到折纸飞机，在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第一步做什么，第二 步做什么。可是我们要是这样写的话，读起来...
	亮亮： 说明书的作者对所写的过程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说明书里看不出 他对这一过程的兴趣，而我们的作文要表现出我们对这一过程的兴 趣。就像读了《蝉》，我们不仅了解了蝉蜕皮...
	马老师： 看来你们都已经很明白，不需要我多说了，那老师就等着读你们写的 文章了！
	小丽： 老师，我们一定好好写。
	亮亮： 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思考题：
	1、 对于自己有兴趣又熟悉的过程，常常容易写成“说明书”和“流水账”。怎 样才能把一个过程写得有趣，让读者爱读呢？
	2、即使是自己有兴趣又熟悉的过程，还是有的比较容易写，有的比较难写。 这是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用中文写出以下故事
	Anansi and the talking melon
	(1)
	One fine morning Anansi the Spider sat high up in a thorn tree looking down into Elephant's garden. Elephant was hoeing his melon patch. The ripe melons seemed to call out to Anansi, "Look how juicy and sweet we are! Come eat us!”
	Anansi loved to eat melons, but he was much too lazy to grow them himself. So he sat up in the thorn tree, watching and waiting, while the sun rose high in the sky and the day grew warm.
	By the time noon came, it was too hot to work. Elephant put down his hoe and went inside his house to take a nap.
	This was the moment Anansi had been waiting for. He broke off a thorn and dropped down into the melon patch. He used the thorn to bore a hole in the biggest, ripest melon.
	(2)
	Anansi squeezed inside and started eating. He ate and ate until he was round as a berry.
	"I'm full,” Anansi said at last. "Elephant will be coming back soon. It is time to go.”
	But when he tried to squeeze through the hole, Anansi got a surprise. He didn't fit!
	"I'm stuck!” Anansi cried. "I can't get out. I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I am thin again.”
	Anansi sat down on a pile of melon seeds and waited to get thin. Time passed slowly.
	(3)
	Just then he heard Elephant returning to the garden. Anansi had an idea. "When Elephant gets closer, I will say something. Elephant will think the melon is talking. What fun!”
	Elephant walked over to the melon patch. "Look at this fine melon. How big and ripe it is!” he said, picking it up.
	"Ouch!” cried Anansi.
	Elephant jumped. "Aah! Who said that?”
	"I did. The melon,” Anansi said. "I didn't know melons could talk,” said Elephant.
	"Of course we do. We talk all the time. The trouble is, you never listen.”
	"I can't believe my ears!” Elephant exclaimed. "A talking melon! Who could believe it? I must show this to the king.” Elephant ran down the road, carrying the melon with Anansi inside. Along the way he ran into Hippo.
	(4)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that melon?” Hippo asked.
	"I'm taking it to the king,” Elephant told him.
	"What for? The king has hundreds of melons.”
	"He doesn't have one like this,” Elephant said. "This is a talking melon.”
	Hippo didn't believe Elephant. "A talking melon? What an idea! That's as ridiculous as...”
	“. . . a skinny hippo,” the melon said.
	Hippo got so angry his face turned red. "Who said that? Did you say that, Elephant?”
	"It wasn't me. It was the melon," Elephant said. “I told you it talks. Do you believe me now?”
	"I do!” Hippo exclaimed. "I want to go with you. I want to hear what the king says when you show him this talking melon.”
	"Come along, then,” said Elephant. So Elephant and Hippo went down the road together, carrying the melon.
	(5)
	By and by, they ran into Warthog. "Where are you taking that melon?” Warthog asked them.
	"We're taking it to the king,” Elephant and Hippo told him.
	"What for? The king has hundreds of melons,” Warthog said.
	"He doesn't have one like this,” Hippo replied. "This melon talks. I heard it.”
	Warthog started to laugh. "A talking melon? Why, that's as ridiculous as...”
	"A handsome warthog,” said the melon. Warthog got so angry he shook all over. "Who said that? Did you say that, Elephant? Did you say that, Hippo?”
	"Of course not!” Hippo and Elephant told him. "The melon talks. Do you believe us now?”
	"I do!" cried Warthog. "Let me go with you. I want to see what the king does when you show him this talking melon."
	Along the way, they met Ostrich, Rhino, and Turtle. They didn't believe the melon could talk either until they heard it for themselves. Then they wanted to come along too.
	(6)
	The animals came before the king. Elephant bowed low as he placed the melon at the king's feet.
	The king looked down. "Why did you bring me a melon?" he asked Elephant. "I have hundred of melons growing in my garden."
	"You don't have one like this," Elephant said. "This melon talks."
	"A talking melon? I don't believe it. Say something, melon."
	The melon said nothing.
	The king grew impatient.
	"Melon, if you can talk, I want you to say something. I command you to speak.”
	The melon did not make a sound.
	The king gave up.
	"Oh, this is a stupid melon!"
	Just then the melon spoke. "Stupid, am I? Why do you say that? I'm not the one who talks to melons!"
	The animals had never seen the king so angry. "How dare this melon insult me!" He shouted. The king picked up the melon and hurled it as far as he could. (The sixth section ends here).
	The melon bounced and rolled all the way to Elephant's house. KPOM! It smacked into the thorn tree and burst into pieces. Anansi picked himself up from among the bits of melon rind.
	All the excitement had made him thin. And now that he was thin again, he was hungry. Anansi climbed the banana tree. He settled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a big bunch of bananas and started eating.
	Elephant returned. He went straight to the melon patch.
	"You melons got me in trouble with the king!" Elephant said. "From now on, you can talk all you like. I'm not going to listen to a word you say!"
	"Good for you, Elephant!" Anansi called from the bananas. "We bananas should have warned you. Talking melons are nothing but trou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