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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导
为了引导孩子坚持阅读、协助家长挑选合适的读物，我社引进了丰富的英文原版内

容，并邀请名师团队综合考量新课标标准、蓝思值、i+1理念等多维角度，打造出“青

橙英语分级读物”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根植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生动、寓意深

刻，并且被科学地划分为12个级别，力求帮助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和认知水平的读者购买

到最适合的读物。

本书《冰雪奇缘：穿越海洋》为第1级，总词数310，建议词汇量为200+的读者阅读。

书中，艾莎和安娜穿越海洋，沿途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喜爱，享受了一段精彩的旅程。愉

快的故事氛围让孩子们可以放松阅读，并能学到勇敢展示自己、助人为乐的重要性。

你准备好阅读了吗？
为了引导小读者们进行有效阅读，我们标注出了文中的课标词。其中，不带

“*”的单词为基础词，是义务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单词；带“*”的单词为拓展词，

适合想要提升英语词汇量的小读者们。 

此外，在课标词注释中，还出现了一些代表单词词性的“陌生符号”，它们的原

词形态和具体含义都可以在下表中找到，方便小读者们查询。可以在阅读前先了解一

下它们哦！

图书配套数字资源吗？
本书还附赠数字阅读礼包，小读者们可根据正文前“资源获取方式”说明页的

步骤操作，轻松获取故事英文音频和中文翻译，参与背单词练习，不限时间和地

点，想读就读。

原词 书中标注的缩写 含义

noun n. 名词

verb v. 动词，兼指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adjective adj.

adverb adv.

形容词

副词

numeral num. 数词

pronoun pron. 代词

conjunction conj. 连接词

article art. 冠词

preposition prep. 介词；前置词

interjection int. 感叹词

determiner det. 限定词



音频

1    第 一 级



Anna and Elsa are taking a trip.
The sisters set sail.

Anna steers the ship.

trip /trɪp/  n. 旅行；旅程

set /set/  v. 使开始

*sail /seɪl/  n. 乘船航行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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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ng /lɒŋ/  adj. ( 时间 ) 长的；( 距离 ) 远的

magic /'mædʒɪk/  n. 魔术

push /pʊʃ/  n. 推

It is a long trip.

Elsa uses her magic to give the ship a push.

2



Anna and Elsa land in the first kingdom.

The king and queen greet them.

land /lænd/  v. 登陆；降落

*kingdom /'kɪŋdəm/  n. 王国

*greet /ɡriːt/  v. 迎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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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and Elsa tour the kingdom.

There are lots of flowers.

tour /tʊə(r)/  v. 参观；观光

lot /lɒt/  n. 许多

4



The king and queen invite the sisters to a feast.

king /kɪŋ/  n. 国王

queen /kwiːn/  n. 皇后；王后；女王

invite /ɪn'vaɪt/  v. 邀请

*feast /f iːst/  n. 宴会

5



The king and queen have lots of guests.

One invites Anna to dance.

It is a fun night!

guest /ɡest/  n. 客人；宾客

one /wʌn/  pron. 一；一个

fun /fʌn/  adj. 有趣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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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and Elsa visit the next land.

There is a lot of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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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are holding their yearly Ice Games.
Anna and Elsa agree to join.

hold /həʊld/  v. 举行

ice /aɪs/  n. 冰

agree /ə'ɡriː/  v. 同意；应允

join /dʒɔɪn/  v.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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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a creates icy art.

It looks like the trolls!

create /krɪ'eɪt/  v.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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