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橙英语分级读物. 第2级. 贝儿公主. 空中旅行：

二、三年级适用：赠音频、译文及课标词详解/青橙英

语编著. -- 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3

    ISBN 978-7-5628-6471-4

    Ⅰ. ①青… Ⅱ. ①青… Ⅲ. ①英语－阅读教学－小学

－课外读物 Ⅳ.①G624.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5732号

项目统筹 黄  娜

责任编辑  刘  颖

装帧设计  徐 蓉

出版发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

	  网址：www.ecustpress.cn

  邮箱：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10千字

版    次	 202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3月第1次

定    价	 19.80元

Copyright © 2021 Disney Enterpris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pyright © 2021 Disney Enterpris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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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儿公主：空中旅行》为第2级，总词数439，建议词汇量为400+的读者阅

读。书中，贝儿认识了新朋友——小发明家苏菲，她俩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短途飞

行。生动的情节吸引孩子们主动阅读，同时，主人公们的言行举止也让孩子们学会积极

交友、互帮互助。

你准备好阅读了吗？
为了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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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想要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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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e and her father, Maurice, were on their 

way to Paris. They wanted to visit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national /'næʃnəl/  adj. 全国性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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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 wanted to read all the books.

Maurice smiled, “All of them? I hope that we'll 

have enough time!”

hope /həʊp/  v. 希望

enough /ɪ'nʌf/  adj. 足够的；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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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ey would take a lot of days.

journey /'dʒɜːni/  n. 旅行

a lot of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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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they arrived at a 

country inn.

arrive at  到达

country /'kʌntri/  n. 乡村

*inn /ɪn/  n.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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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to have something to 
eat?” the owner said.

something /'sʌmɵɪŋ/  pron. 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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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 /'nəʊtbʊk/  n. 笔记本

But Belle was looking at a young woman. She was 

busy writing in a notebook.

7



What is she writing?
Belle wondered. Maybe an 

adventure novel or a fairy tale?

wonder /'wʌndə(r)/  v. 想知道

maybe /'meɪbi/  adv. 可能；大概

*adventure /əd'ventʃə(r)/  n. 冒险；冒险活动

*novel /'nɒvl/  n. 小说

*fairy /'feəri/  adj. 虚构的

*tale /teɪl/  n. 故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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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 asked the girl, “What are you writing?”

She replied, “My travel journal.”

reply /rɪ'plaɪ/  v. 回答

*journal /'dʒɜːnl/  n. 日志，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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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have you traveled?” Belle 

asked.

The girl smiled and joined Belle and Maurice’s 

table.

join /dʒɔɪn/  v. 参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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