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迪士尼

幼小衔接
英语儿歌大书



使用说明

“迪士尼·幼小衔接英语大书”系列由来自美国的英语教育专家研发编写，是专门为

中国的幼儿园小朋友准备的英语启蒙图书，包含单词大书、会话大书和儿歌大书。借用这

套书，孩子可以从认知单词开始，到开口说会话、唱儿歌，轻松三步完成英语启蒙。丛书

采用全彩设计，精装大开本，绿色印刷，适合3-7岁英语零基础幼儿。

儿歌大书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也有主题儿歌，通过有趣的、互动的方

式，让孩子在欢快的韵律和节奏中学习主题词汇和句型。学习主题与小学英语教材完全匹

配，在英语启蒙的同时，做到幼小衔接。

特色1    经典儿歌+主题儿歌
简单易上口，注重单词和句型复现

本书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如《伦敦桥》《嘀嗒嘀嗒嘀》等。对

于经典儿歌，编创者进行了改编，增编歌词，将歌曲扩为两段或三段，在保

证旋律简单易上口的同时，稍稍提高学习难度，孩子只要替换个别单词，就

可以唱出不一样的经典儿歌。

主题儿歌含有四大主题：我、家人和朋友、游玩、动物，这些都是孩子

熟悉的人和事。主题儿歌不仅节奏感强，韵律十足，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单词

和句型的复现，孩子可以轻松有效地通过儿歌的方式学习常见单词和句子。



特色3    有声启蒙，花样磨耳朵
原版配乐歌唱，二维码听读

本书配有原版配乐歌唱，孩子们不仅可以听儿歌，还可以跟读、学唱。

书中设有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即可听音跟读。

特色2    情景图解
和喜欢的迪士尼动画明星学英文，孩子爱学敢说

和《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安娜认识小镇上的男孩和女孩，和《疯狂动

物城》中的朱迪学习如何打招呼，和《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光年、胡迪警

长一起变戏法。

特色4    互动游戏，好玩有趣
全身反应教学法+丰富多样的游戏设定

Action版块引导孩子在听歌的同时跟着做动作。这应用了当下流行的全

身反应教学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缩写TPR），通过互动将枯燥的语

言学习变得有趣，让孩子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Activity版块则通过孩

子们喜欢的游戏，如创意手工、创意美术、眼力大挑战等，让孩子在游戏中

运用所学，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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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Bridge
曲目 1

扫一扫   听歌曲 伦敦桥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桥要倒塌了，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要倒塌了，要倒塌了。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桥要倒塌了。

My sweet fairy.

我美丽的仙女。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What to do, what to do.

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My sweet fairy. 

我美丽的仙女。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桥要倒塌了。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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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nd sentences

Action!

London Bridge 伦敦桥 falling down 倒塌

 fairy 仙女 sweet 甜的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桥要倒塌了。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London Bridge? 试着用英文回答

吧。听歌时别忘了做动作。当听到“falling down”，手臂做向下的动作；当听

到“what to do”，手臂摊开，假装不知道该怎么办。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What to do, what to do.

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My sweet fairy. 

我美丽的仙女。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伦敦桥要倒塌了。 
Wendy wonders what to do. 

温迪想知道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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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唱功大挑战 What would Peter Pan do?
伦敦大桥要倒塌了，彼得潘知道怎么办。一起来听一听，你知道他的方法
是什么吗？根据颜色提示，将方框中的短语填入横线中。

Peter Pan knows                                            . 

彼得潘知道怎么办。

Build it up with                                               . 

用快乐的想法把桥建造起来。

Sprinkle it with                                               .

往桥上撒精灵粉。

扫一扫   听歌曲

pixie dust

happy thoughts

what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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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2

扫一扫   听歌曲

Farmer Donald
农夫唐老鸭

Farmer Donald has a farm. E-I-E-I-O.

唐老鸭有座农场。咿呀咿呀哟！

And on this farm he has a duck. E-I-E-I-O.

农场里养了一只鸭。咿呀咿呀哟！

With a quack, quack here,

在这儿嘎嘎叫，

And a quack, quack there.

在那儿嘎嘎叫。

Here a quack, there a quack,

这儿嘎嘎，那儿嘎嘎，

Everywhere a quack, quack. 

到处嘎嘎叫。 
Farmer Donald has a farm.

农夫唐老鸭有座农场。

E-I-E-I-O.

咿呀咿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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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nd sentences

farm 农场 duck 鸭子 quack 嘎嘎叫

Action!
如果你拥有一座农场，你希望农场

里有哪些动物？试着用英文说说。记得

在听歌的时候做动作。当听到“Farm 
Donald”，做锄地的动作；当听到

“duck”时，将手放到嘴巴前，假装

是鸭嘴；当听到“quack”时，手在

嘴巴前一张一合。一起动起来！

Farmer Donald has a farm.

农夫唐老鸭有座农场。

And on this farm he has a duck.

农场里养了一只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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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

Activity

唱功大挑战 Which animals are on the farm?
Farmer Donald 的农场里还有哪些动物？你能用英文说出它们的

名字吗？一起来听歌，并连一连。

sheep

cow

baa 咩咩叫

moo 哞哞声

oink 哼哼叫

扫一扫   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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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曲目 3

扫一扫   听歌曲

如果你感到快乐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如果你感到快乐，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你就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

(Repeat)

（重复）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如果你感到快乐，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你的脸将自然而然洋溢着快乐。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如果你感到快乐，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你就拍拍手。

（拍拍手，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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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nd sentences

Action!

hand 手  clap 拍

face 脸

如 果 有 人 问 你：How are 
you? 你可以回答：I’m happy! 

记得在听歌的时候做动作。当听到“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露出微笑的表情；当听

到“clap your hands”，拍拍

掌；当听到 face，指向你的脸庞。

know 知道

show 显示

Clap your hands. 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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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唱功大挑战 Let’s play!
开心的时候，还可以做什么？一起来听歌并跟着唱吧，记得跟着做动作！

stomp 跺

feet 脚

Stomp your feet. 跺脚。

shout 叫，喊          

Shout hurray. 大喊加油。

扫一扫   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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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4

扫一扫   听歌曲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
老鼠爬上钟。

The clock struck one,
挂钟敲一下，

The mouse ran down.
老鼠跑下去。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
老鼠爬上钟。

The clock struck two,
挂钟敲两下，

The mouse said, “Boo!”
老鼠说：“嘘！”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
老鼠爬上钟。

The clock struck three,
挂钟敲三下，

The mouse ate cheese.
老鼠吃奶酪。

Hickory, dickory dock.
嘀嗒嘀嗒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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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nd sentences

mouse 老鼠 clock 时钟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 

老鼠爬上钟。

The clock struck one.

挂钟敲一下。

one 一  two 二 three 三

Action!
你知道怎么用英文说 1、2、3 吗？在听歌的过程

中记得做动作。当听到“struck one”，伸出一根

手指；当听到“struck two”，伸出两根手指；当

听到“struck three”，伸出三根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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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一  two 二 three 三

Activity

唱功大挑战 The clock struck nine.
你会从 1 数到 12 吗？如果挂钟敲 9 下，老鼠会怎么样？敲 12 下呢？

一起来听一听。 扫一扫   听歌曲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 seven 七 eight 八

nine 九  ten 十 eleven 十一 twelve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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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5

扫一扫   听歌曲

Hokey Pokey
变戏法

You put your hand in.

你把你的手放进去。

You put your hand out.

你把你的手收回来。

You put your hand in,

你把你的手放进去，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摇摇你的手。

You do the hokey pokey,

你变一个戏法，

And you turn around.

然后转个身。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Hey!

就是这样啦！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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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do the hokey pokey,

你变一个戏法，

And you turn around.

然后转个身。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Hey!

就是这样啦！嘿！

Key words and sentences

in 在……里

shake 摇

You put your hand in.

你把你的手放进去。

Action!
你能用英文说出各个身体部位吗？手、

脚、头用英文分别怎么说？记得在听歌的时

候做动作。想象你面前有一个圈，当听到

“put your hand in”，假装把手

放进圈里；当听到“put your hand 
out”，假装把手从圈里拿出来。

out 在……外

turn 转

put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