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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电子书使用说明

方式一：扫描二维码（扫码即听，方便操作）

    1. 书名页： ① 英文故事朗读 

② 中文讲解陪读

    2.  封底： ① 动画片原声（英文版） 

② 动画片原声（中文版）

方式二：下载音频或有声电子书至 APP（全部下载，离线可用）

步骤 1：在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花梨阅读”APP。

步骤 2： 在 APP 中搜索“超级飞侠英文故事”，选择“配套音频”或“有声点读”

电子书，点击“下载全部”。一经加载，可在导航栏的“书架”中离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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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指南

每次阅读时可以这样做：

 1. 看封面，让孩子猜猜或说说本集主人公的中英文名字。

 2. 读标题，让孩子猜测这一集的故事情节，引发孩子兴趣。

 3. 家长陪伴阅读，一边听“英文故事朗读”，一边讲故事，鼓励孩子模仿对话。

 4. 孩子独立阅读，一边听“中文陪读讲解”，一边按提示看书、模仿、跟读，逐渐实现

自主阅读。

非阅读时间可以这样做：

精听： 单纯收听“中文讲解陪读”或“英文故事朗读”音频，让孩子根据关键词猜测故事情节，

鼓励孩子模仿和跟读。

泛听： 单纯收听“动画片原声（中文版）”或“动画片原声（英文版）”，磨耳朵，练语感。

玩游戏： 家长和孩子分别扮演剧中的角色，共同练习对话和故事。

情境复习：家长帮助孩子，让孩子将学到的单词、短语、代入真实的生活情境，活学活用。 

    （如：自我介绍、表达惊喜、表达安慰、表达感谢、表达歉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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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使用本书

一、给低龄宝宝（约 0-3 岁）：

  单纯收听音频 + 父母亲子绘本

单纯收听音频：

该阶段孩子尚未形成独立的语言体系，需要大量听觉刺激。

最好接触各种不同语种、不同发音的语言和音乐，以满足听觉和认知的快速发展。

早期接触纯正的中英文语音语调，十分有利于今后的听力辨音。

父母亲子绘本：

 该阶段孩子最喜欢、最需要父母的陪伴。

  陪孩子读书是最幸福温馨的事，父母对图片的解读、对故事的感情、与实际生活的 

 关联，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低龄孩子没有回应，不代表没有吸收。开始阶段，输入总是大于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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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幼儿（约 3-6 岁）：

  音频跟读模仿 + 伴读或自读绘本 

音频跟读模仿：

  3 至 4 岁的孩子开始喜欢模仿，好的音频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范本，而童声朗读则更 

 能吸引孩子注意。

 4 岁左右的孩子，有的可以指读，反复收听还可能达到背诵的效果。

  让孩子坚持下来的秘密——让孩子觉得英文有趣、好玩、有成就感（比如找韵律感、 

 找押韵的词、夸赞孩子会讲英语、英语念得好听等）。

伴读或自读绘本：

 该阶段的孩子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有些对英文有抵触，这是正常现象。

  父母不必强迫孩子读英文，可以以图片、故事为主导，用母语帮助孩子理解故事，再 

 逐步加上英文。

  建立英语思维的关键——帮助孩子，将英文与实际（图片、实物、动作、感受）建立 

 联系，并在生活中反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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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孩子进行英语启蒙
——全国少儿英文冠军妈妈的经验分享

冬冬妈妈

  张添意（小名冬冬）简介

2014 年	 	星星火炬英语风采大赛全国总决赛特别金奖
2015 年	 	亚洲学生奥林匹克英语演讲比赛全国唯一特别金奖
2015 年	 	受邀参加中山大学首届国际（英文）作家写作营活动，与来自 9个国家的	

14 名著名作家同台交流自己的英文作品
2016 年	 	ACT 中国青少年英语实用能力交流展示小学A组全国唯一特别金奖
2017 年	 	首届 51talk之星全国小学生英语演讲大赛北京赛区半决赛第一名，将于8月	

份前往美国参加总决赛
	在“荔枝 FM”上的两个英语电台“冬冬读英语故事”和“冬冬读英文儿歌”，自
2014 年 8 月开播以来，点击量已达 66.7 万次和 86.6 万次。

冬冬的英语启蒙之路

冬冬的英语启蒙之路完全是我和冬冬爸爸摸着石头过河，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尽管中途也遇到一些困惑和挫折，但幸运的是，在一番摸索过后，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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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适合孩子的道路。

国内的启蒙

虽然我和冬冬爸爸都是大学英语老师，可是冬冬的英语启蒙并不算早。一是因为几年

前，英语启蒙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爆，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也不强；二是因为我们想让孩

子先打好母语的基础，再开始接触外语。所以，冬冬在5岁以前接触的都是汉语。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冬冬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这对他以后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

冬冬 5岁时，我开始给他进行英语启蒙。所谓万事开头难，真是一点都不假。已经认

识几千汉字，能够读书读报的冬冬对英语这种陌生的语言完全不感兴趣。我试着每天教

给他一个两三个词的日常短句，例如：“I’m home.”“I made it.”。可是，我发现效果

并不好。有时，早晨刚教过的，晚上就忘了。我只好再教一遍。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

又忘了。这样，循环往复，一周下来，收效甚微。我开始有点着急了，而冬冬对英语的

抵触情绪也更强了。我跟冬冬爸爸认真反思了一下，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孩子对英语没有

兴趣上。这时，英语儿歌走入了我的视线。

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些不错的英语儿歌视频，下载下来，放在电视上播放。这样做的好

处是，孩子不必一直盯着电脑，坐着一动不动地看。我和冬冬可以在较为宽敞的客厅里，

跟着电视里的节奏和画面，边唱边跳。冬冬对其中一首叫“Hokey, Pokey”的儿歌尤为

感兴趣，每天都央求我陪他跳上几遍。几天下来，这首儿歌里表示身体部位的单词冬冬

就全部掌握了。这个发现让我们欣喜若狂，于是，我们决定更好地利用儿歌来打开冬冬

英语启蒙的大门。冬冬吃饼干时，我们就玩“Who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的游戏；带冬冬出门时，我们就唱“The Wheels on the Bus”的儿歌。就这样，

几个月下来，冬冬虽然还不能用英语交流，但是学会了不少英文儿歌，更重要的是，他

对英语的兴趣明显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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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强化学习

冬冬 5 岁半时，冬冬爸爸应邀去美国讲学，我和冬冬有幸随行。这是冬冬英语学习

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到了美国，我们很高兴地得知冬冬已经年满 5 岁，按照规

定可以进入公立小学的学前班（kindergarten）学习。但是高兴之余，也不免替孩子担心。

除了几首儿歌之外，一点英语基础也没有的冬冬能在一个纯英语的环境下生活学习吗？

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冬冬适应得很好。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把孩子的英语完全交给美国老师了呢？我觉得不行。

冬冬上学前班的第一周，我问他在学校里学了什么，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第二周，

他回来告诉我老师教儿歌了，有一些是他会的，还有一些他不会。我让冬冬把那些不会

的儿歌唱几句给我听听，哪怕几个词也行。我们就根据这只言片语在网上搜索。如果找

到的正好是老师教的那首，我们就一起学，直到学会为止。学校里学自然拼读了，我们

就经常在家里一起玩拼单词的游戏。比如，我们轮流说出以“at”结尾的单词，冬冬说“cat”，

我说“bat”，爸爸说“hat”，看谁先说不上来。冬冬的英语就在唱和玩中一点一点进步了。

学前班上了大约一个月，学校和老师就开始鼓励孩子们和家长一起阅读。如果一个月

内能读完 20 本书，就可以获得一张必胜客的比萨券作为奖励。冬冬爸爸所在大学的图书

馆里有很多绘本、儿歌等幼儿读物，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每次去图书馆，

我们都有挑花了眼的感觉，每次都会借回来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图书。冬冬放学回来，我

就陪他一起读。刚开始是我给他读，偶尔在书中发现几个认识的单词，冬冬就会很兴奋

地指给我看。遇到冬冬特别喜欢的书，他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给他听。一本书读上十

几遍甚至几十遍是常有的事。很快，我们就从几天读一本书发展到一天读好几本书，书

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就这样，不知不觉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和冬冬已经一起读了

近百本绘本。有一天，冬冬突然拿出他最喜欢的那本The Gingerbread Man （《姜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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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要读给我听。那个故事不算短，单词量也不小，可是孩子居然一口气就读完了，

不但一个词都没有读错，而且读得非常流利，语音语调也可圈可点。那一刻，我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激动两字来形容了！

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间只有9个多月，我决定要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帮助冬冬学习英

语。这其中，电视的作用功不可没。Disney Junior 是冬冬最喜欢的电视频道，这个频道

播放的都是适合学前儿童观看的动画片。每天放学后，我都会陪他看会儿电视。Mickey 

Mouse Clubhouse（《米奇妙妙屋》）和Octonauts（《海底小纵队》）是他的最爱。说

实话，当时我心里是存在着很大的疑虑的，这些动画片没有字幕，语速也不慢，孩子能

不能听懂啊？有好几次我都想问问冬冬，你听懂了吗，他们都说的什么呀？还好我忍住

了。不然孩子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急功近利的妈妈，连让他看电视都是有目的的。由于这

个频道的节目是循环播出的，所以有些动画片冬冬看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不光是动

画片的情节，甚至连里面的对白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这时，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重复”

对学习语言来说是多么重要。

就这样，冬冬的英语进步越来越大，在家里也主动跟我们用英语对话。一些美国朋友

甚至以为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学前班毕业时，冬冬的班主任 Mrs. Johnson 特意给我

们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冬冬各科都是最高分，其中阅读和数学更是超出了美国同

龄孩子的水平。她说冬冬的进步速度简直是个奇迹，她非常感谢我们把冬冬带到她的班上。

回国后的坚持

就在我们以为冬冬的英语已经上道了，我们可以功成身退的时候，让我和冬冬爸爸始

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回国后，冬冬又一次开始排斥英语！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他

不再跟我们用英语对话，英语的书也扔在一边。问他为什么突然不喜欢英语了。他的答

案很简单，英语在这儿没用。难道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恐慌之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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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突然意识到，孩子虽然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对环境的依赖性也很强。一旦到了一个

新的环境，孩子就会极力去适应这个环境，也会对这个环境产生依赖，而对其他的环境

则会产生排斥。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把冬冬重新到拉回英语的环境里呢？我想到了动画

片。我们找来了冬冬在美国时最爱看的几部动画片，陪着他一起看。一边看，一边重温

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英语又成了我们交流的主要语言。很快，

书架上那些尘封已久的英文书也不再寂寞了。

2014 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荔枝电台，就鼓励冬冬开通一个自己的英

文故事电台，把喜欢的英文故事读出来跟大家分享。开始的时候，冬冬热情很高，每天

都会读一个故事上传到电台。可是，新鲜劲过了之后，困难就显现出来了。为了把故事

读对读好，录音之前，冬冬必须自己先练习几遍甚至十几遍。时间一长，小家伙的怨言

就出来了。但是，我和冬冬爸爸深知朗读，尤其是反复朗读的重要性，所以，不断地鼓

励孩子一定要坚持下去。而冬冬的英语朗读也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练习中有了长足

的进步。

现在，冬冬已经 9 岁了，从美国回来也已经 3 年了。在这 3 年里，冬冬每天坚持看

英语动画、读英语书籍、听英语音频，从未间断。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回国后，冬冬的

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不但没有退步，还有了很大的提高，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

美国同龄孩子！

很多人认为冬冬的英语好完全是因为他的国外经历。我只能说，如果把冬冬的英语学

习比作一棵树，那么，国外的经历就是一粒种子。假如没有后来的悉心呵护、浇水施肥，

种子就不会发芽。而如果想让这棵小苗长成参天大树，我们也绝对不能就此止步，要坚

持坚持再坚持，要做的还有很多，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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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宝爸宝妈的建议：

1. 培养孩子的兴趣

对孩子的英语启蒙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不

用爸爸妈妈打着骂着逼着学了。而在孩子的英语启蒙阶段，激发孩子的兴趣恰恰也是最

难的。首先，需要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喜好有足够的了解，在选用英语启蒙材料的时候，

做到投其所好。比如，有的孩子特别喜欢汽车，那么，爸爸妈妈就可以找跟交通工具有

关的儿歌和绘本。其次，父母的陪伴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管你的英语是什么水平，对孩

子来说，你都是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人。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和孩子一起阅读，一

起游戏。这个阶段，爸爸妈妈的工作量会比较大，既劳心又费神。但是，我们要想到，

辛苦只是暂时的，一旦引导孩子过了这个坎儿，进了门，前面的路就通畅多了。而如果

缺少了兴趣培养这个环节，孩子今后的英语学习将永远停留在被动的状态。想要取得好

的效果，也是难上加难了！

2. 高频率的输入

孩子对英语的兴趣一旦培养起来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一半了。正所谓“Well 

Begun, Half Done”。接下来，爸爸妈妈要做的就是保证孩子有高频率的英语输入。就

好比现在孩子对英语的胃口已经打开了，我们要负责把孩子喂饱喂好。有了大量有效的

输入才会有输出，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可是，很多家长却有这样的疑问，送孩子去英

语教育机构学习，老师教得不错，孩子学得也很认真，怎么学了好几年，孩子还是不能开口，

原因在哪儿呢？我觉得英语输入的“频率”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跟不少在英语启蒙方



11

面比较成功的家长交流过。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到一点，那就是保证每天孩子都要有英语

输入。请注意，这里我说的是“每天”，而不是“每周”。每周上一次英语课，中间没

有巩固，没有重复，这样的学习没有连贯性、没有生命，效果好不到哪儿去。正如我们

常说的，钢琴“一天不练，手生”，同样，英语也是“一天不说，口生”。如果我们每

天能拿出哪怕半个小时，陪孩子一起进入英语的世界，跟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绘本、

听音频、看动画，那么，英语就会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

3. 坚持、坚持、再坚持

想做好一件事情，坚持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当孩子学习英语遇到困难时，

当孩子有了新的兴趣爱好时，当孩子学校的功课越来越多时，英语输入的坚持就会变得

愈发困难。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在孩子身后推上一把，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帮

孩子渡过难关，看到“坚持”带来的好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随着冬冬学业负担的增加，

我和冬冬曾经几次想放弃荔枝电台的播音。幸亏冬冬爸爸一直不放弃，不断地鼓励冬冬，

让他感受到坚持做一件事情所带来的成就感。现在，冬冬不但没有放弃原来的英文故事

电台，还新开播了一个英语儿歌电台。所以，亲爱的宝爸宝妈们，让我们鼓励孩子坚持，

跟孩子一起坚持，不只为了学好英语，也为了拥有一个坚持不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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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故事参考译文

The Right Kite
一起放风筝

P4-5
“你好，我是乐迪。”
这是乐迪。
他是一架飞机。

P6-7
“乐迪！有包裹要你送达！”
乐迪有了一个新任务。
金宝在呼叫乐迪。

P8-9
“向喜马拉雅山脉出发！”
乐迪出发了。
喜马拉雅山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P10-11
那就是阿佳斯的家。
阿佳斯和拿米是兄弟俩。

P12-13
“乐迪，变身！”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乐迪准备好了。
乐迪来啦。

P14-15
“哇！”
“快打开，快打开！”
“我们一起做风筝吧！”
兄弟俩都等不及了。
这是一个风筝制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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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17
你看！风筝做好啦！
现在让我们一起放风筝吧。

P18-19
但是这太难了！
风筝飞不起来。

P20-21
小熊猫们也想要风筝。
哦，不好了！他们和风筝一起飞走了！

P22-23
“还给我们！”
“别担心。”
兄弟俩尖叫起来。
太好了！乐迪能拿回风筝。

P24-25
耶！乐迪拿到风筝了！
哦，不好！他的脚被石头卡住了。

P26-27
但是没关系！是时候请超级飞侠来帮忙了。
小爱赶去营救乐迪了。

P28-29
“我是小爱，我就是救援飞侠！”
“强力拉！”
小爱来了！
她能帮助乐迪！

P30-31
“谢谢你，小爱！”
“给你们！”
太好了！乐迪现在从石头下面出来了。
他将风筝交给了阿佳斯和拿米。

P32-33
“现在，我们放风筝吧！”
“好的！”
乐迪和小爱帮助兄弟俩放风筝。
看啊！风筝飞得多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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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 Play
精彩的皮影戏

P4-5
天气真好啊。
乐迪、多多和小爱玩得正开心。

P6-7
“乐迪！有包裹要你送达！”
金宝再次呼叫起乐迪。
乐迪今天要去北京。

P8-9
“向中国的北京出发。”
“哇！中国真大啊！”
现在是乐迪的飞行时间。
这是万里长城。

P10-11
“你好！”
小美就住在这座叫北京的大城市里。
小美的爸爸有个包子店。

P12-13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耶！包裹到了！”
“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乐迪到了。
小美的朋友们也都来看包裹。

P14-15
这是一个皮影玩偶，它太可爱啦！

P16-17
“我都等不及啦！”
今天晚上的表演一定会非常有趣。
但是有个大问题。

P18-19
“再来点儿包子！”
包子店太忙了。
小美的爸爸可能没有时间看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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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
“谢谢，孩子们！谢谢！”
“我们可以帮忙！”
“是的！肯定可以的！”
小美的朋友们想要帮忙做包子。
但是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P22-23
“发生了什么事，乐迪？”
“多多做得到！”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他怎么样？

P24-25
“朋友们，这是多多。”
“你们好，我是多多。以最好准备，迎接无
限可能！”
多多来了。
他向每个人问了好。

P26-27
“这是我的超高速包子制作器！”
“太酷了！”
多多太棒了！
这台机器好快啊！

P28-29
瞧，包子都准备好了。
乐迪还可以帮助派送包子呢。

P30-31
“那是我的女儿。”
小美的爸爸刚好赶上了演出。
他非常高兴。

P32-33
“谢谢，乐迪和多多！”
“谢谢，小美！”
“该回家啦！”
这是一场很棒的演出。
在中国的这一天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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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五、六、七、八……”
清早在飞机场。
舞蹈时间到。

P6-7
“朋友们，再见！”
“你要去威尼斯！”
金宝呼叫乐迪。
金宝给乐迪一个新任务。

P8-9
“去意大利的威尼斯！”
“哇，好多水啊！”
乐迪立刻起飞了。
这就是卢卡的家。

P10-11
“包裹派送！”
“太棒了！”
哇！包裹到了！
哦，这是一个漂亮的面具。

P12-13
卢卡正在准备派对。
乐迪为卢卡帮忙。

P14-15
“我们可以乘贡多拉去！”
现在需要让大家都知道这场派对。
让我们去告诉每个人吧。

P16-17
这里有很多贡多拉。
这里变得越来越拥挤了。

P18-19
“这可怎么办？”
情况不妙，他们动不了了！

P20-21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别担心。
乐迪有个好办法。

Great Gondolas
贡多拉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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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3
“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在我掌控！”
看！
是包警长。

P24-25
“大家听着 !”
包警长前来帮忙了。
他知道怎样解决问题。

P26-27
“停！走！停！走！”
所有人都听包警长的指挥。

P28-29
问题解决了！
让我们继续走吧。

P30-31
“欢迎你来我的派对。”
正好及时告诉了所有人！

P32-33
“很棒的面具。”
“谢谢大家！”
“好酷的派对！”
派对太有趣了！



18

P4-5
飞机场，又是新的一天。

P6-7
“你在做什么，多多？”
“我在用凿岩机挖一条水槽。”
多多正忙着操作他的凿岩机。

P8-9
金宝再次呼叫乐迪。
乐迪要去夏威夷。

P10-11
“是飞行时间！”
“看看这巨大的波浪！”
夏威夷是美国的一部分。
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P12-13
“你好，乐迪！”
莱拉妮打开门。
这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P14-15
“一起来，乐迪！五、六、七、八……”
“太酷了！”
莱拉妮非常喜欢它。
她准备好参加舞会了。

P16-17
“爸爸妈妈，我们走吧！”
“上车喽！”
滴、滴！汽车来了。

P18-19
“跟着我们吧，乐迪！”
我们出发啦！
上上下下，高高低低！

Aloha Adventure
赶赴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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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
“看我！爸爸妈妈！”
“哎呀！”
这有趣极了！
他们太开心了，可是……

P22-23
他们看到一座火山，挡住了路。
他们该怎么办呢？

P24-25
“别担心！”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谁会来帮忙呢？

P26-27
“多多做得到！”
多多来了！
凿岩机出动！

P28-29
多多正在挖出一条路。
做得真好，多多！

P30-31
“万岁！”
耶！他们成功了！
莱拉妮准时参加了舞会。

P32-33
“跳得真好！”
莱拉妮赢得了舞会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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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来了！”
“追我呀！”
乐迪和酷飞来了！

P6-7
“捉迷藏？”
“对不起，我得走了！”
酷飞想让乐迪多玩会儿。
但是金宝呼叫乐迪。

P8-9
“有包裹要你送达！”
金宝给乐迪一个新任务。
乐迪今天要去英格兰。

P10-11
哇！英格兰真美啊！
这是一座大城堡。

P12-13
“早上好！”
“早上好，公主！”
城堡是美丽宝公主的家。
她下午有个茶会。

P14-1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很高兴见到你，乐迪！”
乐迪来了。
公主欢迎乐迪的到来。

P16-17
“真好看！”
他们来到花园打开包裹。
多漂亮的狗狗项圈呀！

P18-19
“汪！汪！”
小狗们也想看一看项圈。
哦不！快回来，小狗们！

Puppies for a Princess
公主的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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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
“快停下！快停下！”
小狗们跑进了花园迷宫。
乐迪想要帮忙。

P22-23
但是小狗们跑得太快了。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P24-25
“是我的发光时间！”
谁最适合这个工作呢？
酷飞可以。

P26-27
太好了！酷飞有了个好主意。
让我们一起合作吧！

P28-29
“汪！汪！”
快跑，小狗们，快跑！

P30-31
快来这儿，小狗们！
耶！他们准备要戴项圈了！

P32-33
“谢谢你们！”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参加美丽宝公主的茶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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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早上好，飞机场！
又是新的一天！

P6-7
今天真热！
多多有个超级冰凉冷冻风扇。

P8-9
“太……太冷了！”
但是它的功力太强了。
乐迪很冷。

P10-11
“我得走了！”
金宝再次呼叫乐迪。
今天乐迪要去摩洛哥。

P12-13
这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且非常非常热！

P14-15
“去摩洛哥！”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乐迪上路了。
他来到了阿里的家。

P16-17
“哇！”
包裹里是什么？
嗒哒！是一部雪地赛车！

P18-19
“雪？在沙漠里？”
“推我，乐迪！”
汉森叔叔不太明白。
阿里有他自己的想法。

P20-21
“啊！”
太有趣了！
看！这只小狐狸也很喜欢！

Sahara Sled
沙漠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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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3
“快跑！大家快跑！”
“阿里！乐迪！你们在哪儿？”
哦不！沙尘暴来了！
汉森叔叔很担心。

P24-25
“小狐狸知道出去的路。”
“对不起！”
“没事的！”
现在，他们要怎么回去呢？
啊，那是汉森叔叔！

P26-27
但是阿里还是想要滑雪。
别担心，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P28-29
“我是小爱，我就是救援飞侠！”
“以最好准备，迎接无限可能！”
太好了！小爱和多多来了。

P30-31
“推我，乐迪！”
你想要雪？给你！
准备好了吗，阿里？

P32-33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阿里太开心了。
沙漠里还有雪？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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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我来也！”
“哇！”
看！酷飞在天空中飞得好快啊！
皮皮也想飞！

P6-7
“你想飞上天？”
“当然！”
酷飞有个好主意。

P8-9
“好啊！”
“我喜欢飞行！”
我们飞啦！

P10-11
“你觉得怎么样？”
“太有趣了！”
乐迪加入他们。
乐迪在和皮皮说话时，金宝再次呼叫乐迪。

P12-13
乐迪今天要去好莱坞。
很多电影明星住在那儿。

P14-15
“多么棒的地方啊！”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乐迪在去好莱坞的路上。
乐迪到啦。

P16-17
是我的面具！
是时候拍我的电影了！

P18-19
太棒了！乐迪可以扮演外星人。
但是电影需要更多的飞行和动作。

Lights, Camera, Action!
一起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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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
“谁最适合这个工作呢？”
“是我的发光时间！”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酷飞来啦！

P22-23
“太酷了！”
“那当然！”
我们现在是电影明星啦！

P24-25
“乐迪和酷飞，变身！”
乐迪戴了绿色的面具。
酷飞戴了粉色的面具。

P26-27
“额……”
额……我是个坏外星人。
我也是！

P28-29
“真的吗？”
但是维多利亚想要拍一部快乐的电影。

P30-31
她是正确的！
拍快乐的电影更好。

P32-33
“耶！”
电影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所有人在电影里都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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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今天是飞机场为大家洗澡的日子。
小青喜欢洗澡，太有趣了！

P6-7
“朋友们，我要走啦！”
哦！金宝在呼叫乐迪！
乐迪今天要去苏格兰。

P8-9
“是飞行时间！”
那里有很多美丽的湖泊。
现在准备出发啦。

P10-11
哇！苏格兰真漂亮！
啊哈！那是嘉伦的房子。

P12-1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啊，我的包裹！”
乐迪来啦。
嘉伦等不及要打开包裹了！

P14-15
“尼斯湖水怪？”
这是一支能吹泡泡的风笛。
如果嘉伦演奏风笛，他就可以见到尼斯湖 
水怪。

P16-17
房子前面有一个湖。
尼斯湖水怪住在湖里。

P18-19
“让我吹给你看。”
“哇！”
他们来到湖边。
嘉伦开始演奏风笛。

Bubble Trouble
尼斯湖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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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
哇！好大的泡泡啊！
哦不！泡泡太大了！

P22-23
“我的风笛……”
“快回来！”
泡泡带着风笛飞走了。
乐迪想要去帮忙。

P24-25
但是现在风笛掉进了湖里，乐迪不会游泳。
是时候叫人来帮忙了。

P26-27
“听说你需要一个潜水的天才。”
太棒了！小青来了！
小青立刻开始寻找风笛。

P28-29
看！在这里！
哦不！小青被水草缠住了。

P30-31
乐迪不能把小青救上来。
等等！这是什么？是尼斯湖水怪？

P32-33
“嗨，朋友们！”
是的！尼斯湖水怪把小青救上来了。
嘉伦看到了尼斯湖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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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包警长、小爱和乐迪正在做游戏。

P6-7
金宝再次呼叫乐迪。
乐迪今天要去非洲的肯尼亚。

P8-9
“哇！”
好多青草。
好多动物！

P10-11
还有好多树。
那是罗拉的家。

P12-13
“这是你的包裹！”
“太好了！”
乐迪来了。
她等不及要打开包裹了。

P14-15
是她的运动鞋！
它们太棒了。

P16-17
“我可以跑得非常快！”
“加油，罗拉！”
罗拉想要赢得这场比赛。
看！比赛要开始了！

P18-19
“快跑，罗拉！”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加油！

P20-21
太好了！罗拉跑在最前面！
啊，等等！

Race Against Time
迷路的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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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3
“这只小宝宝迷路了！”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罗拉想要帮忙。
但是乐迪阻止不了羊群。

P24-25
“有关动物的困难，我可以为你解决！”
“我明白了！”
太好了！卡文前来帮忙。
卡文懂得所有动物的语言。

P26-27
“万岁！”
“耶！快看！”
太好了！卡文把动物们带回来了！
羚羊宝宝找到他的家人了。

P28-29
哦！罗拉还有比赛没跑完。
太好了！罗拉赶上来了！跑得超级快！

P30-31
罗拉是第一名！
恭喜你啊，罗拉！

P32-33
“不用谢。”
“再见！”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是时候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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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酷飞和乐迪正在比赛。

P6-7
但是冠军是胡须爷爷！
这时，金宝又呼叫乐迪了。

P8-9
乐迪今天要去蒙古。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绿色！

P10-11
“我的包裹在哪里呢？”
这就是林比雅的家。
她在等着乐迪的到来。

P12-13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他来啦！
万岁！是夜光星星。

P14-15
现在她可以用这些星星把家里变得更漂亮了。
小心！绵羊宝宝来了！

P16-17
哎呀！星星全都掉出来了！
绵羊们全都跑了，还带走了星星！

P18-19
“让我们去把他们拦住。”
他们怎样才能把星星找回来呢？
林比雅骑上她的马。

P20-21
“乐迪，加速！”
乐迪也想去帮忙。
咳！咳！他们没有办法阻止绵羊们。

P22-23
“是时候请出超级飞侠了！”
想把他们围起来太难了。
太好了！胡须爷爷来帮忙了！

Mongolian Stars
蒙古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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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25
“我来了，我博学多才，也准备好当顾问。”
胡须爷爷到了。
他们把遇到的问题告诉胡须爷爷。

P26-27
“别担心！”
“我来给你们展示怎么做！”
这里的东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他的旧牛仔帽和绳子！噢耶！

P28-29
“做得好！”
“咩……”
万岁！绵羊们回来了！
来吧，绵羊们，我们进去吧。

P30-31
“哇！”
“好美啊！”
看！星星好闪亮啊。
耶！他们可以收集星星了。

P32-33
“哇……”
快看她的新家！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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