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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s 

山东 (Shandong) Although not explicitly stated, 如s story 

takes place in a smallish city in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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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

谢心月今年十岁「 ll ，她是一个小学生「 2] 。

她有一个新「 3l 朋友，叫「 4l“ 马天明”，马天明

今年也是十发＿。他们每天都一起「 5] 去上学「 6] 。

马天明的爸爸今年已经「 7] 四十岁＿了，他写过

很多书，他的亚＿书里有外星人「 8] ，马天明和迩心:

且都会看他写的书。有时候「 9] ，两个爸爸会和

他们二返L去山上「 l0] 看星星「 l1] 。



“有很多星』上，可是「 l2] 星星太小了，星l[__七

有外星人吗？“马天明问谢心月。

“我也不知道。我很想见见外星人！“谢心月

说。

“你不怕「 13] 外星人吗？“马天明问。



“我不迫，你呢？“谢心月说。

马天明说：“我也不怕＿。我爸爸说，外星人在

天上「 14] 可以看见「 15] 我们，亘且：我们不能五：

见他们。”

“我看了你爸爸写的新一书，书里说了外星人的

样子。他是不是已经见过「 16] 外星人了？“谢止亡

且问。

马天明笑「 17] 了：“他没有见过外星人。”

“你说，外星人会说中文吗？“谢心月问。“要

是「 18] 他们不会说中文，我们佴么「 l9] 和他们~

话「 2Ol ?” 



马天明想了想「 2ll 说：“我不知道， _fil

能「 22] 他们可以。”

'勹畟是你见了一个会说中文的外星人，你会跟

他说什么？“谢心月又「 23] 问。

马天明有很多话想问外星人，说：“我……我

要问他们，他们的家「 24] 在什么地方「 25] ，他们

那里和我们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26] ，他们为什么

要来我们这里……＂

马爸爸听「 27] 完以后「 28] 就「 29] 笑了。



“明天星期一 [30] ，又要上』色了。不知道纠」已

人小朋友「 3ll 是不是也都要上翌~? "谢心月说。

“见到外星人的时候 [32 ］，你就庐］他们吧。”

马爸爸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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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老师

第二天「 33l ，来了一个小学 [34] 老师，是男

老师。“大家「 35] 好，我是你们的新一老师，你们

可以叫我车老师，我今年三十发＿。”

“车？我没有脏过。”谢心月说。

“我也没肵一过。”马天明说，“车老师，你是哪

里人？”

“我去过很多地』i，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不知

道怎4丛说。”

老师的话有一点「 36] 好笑「 37] ，学生们都~



了。

车老师看过很多星且一和火星 [38] 的书，~

次「 39] 说到么X, 他就一能说很多：知道么且L在哪

里，么』［上没有水，也没有人……听车老师说~

生的时候，马天明和谢心月都很开心「 40] 。



“老师，你的赛一不在么』L上，怎立次廿道这

么「 4 l ]多？“谢心月问。

“我爸爸的新书里也没写过这么多。”马天明也

说。

车老师没选立i，对他们笑笑；。

有一天「 42] ，学生和老师已经都走了，马立；

咀和谢心月回来「 43] 拿「 44] 东西「 45 ］。到且

边「 46] 的时候，他们看到「 47] 车老师在~

面「 48] 。他一边「 49] 用左手写字，二立L用右手写

字，一边看书「 50] ! 



“快看，车老师！ I 么可能……“马天明对迩

心且说。

谢心月说：“我五至l了，这不是我第一次「 5ll

看到他这样「 52] 了。”

马天明又说：“车老师是……是个什么人？”



“他会听到「 53l 的！我们回家「 54] 说吧。”进

心立i说。

第二天中午「 55] 吃饭的时候，马天明对划上亡

且说：“我们快去问问他吧。他是我们的老师，他

是一个好老师。”

“你去问吧，我不想去。”谢心月说。

马天明笑笑：“快去吧！车老师是很好的人。”

谢心月想了想：“好吧，车老师一个人「 56] 在

那儿吃饭。我们过去「 57]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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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人吗？

谢心月和马天明走到车老师的后面「 58] ，~

老没有看互肛也们。

看到车老师的饭很多，还「 59] 没吃，谢心月

对马天明说：“老师的饭是不是不太好吃「 6Ol ？我

去皇；我们的饭来二主立吃吧。”

她二皇L说，二义L去拿饭。

“我们不是来和老师吃饭的……“马天明回

头「 6 l l 叫她。

车老师听到后面有人，回头看到了马天明。



“老师好。”

“你吃饭了吗？”

“我们还没有吃饭，我五至山老师你也没吃……＂

马天明的话没说完「 62] ，车老师的饭都已经吃

完「 63] 了！

这时候「 64l ，谢心月回来了，手里「 65l 拿的

是她和马天明的饭。

“我已经吃完了，你们吃吧。”车老师走的主l

候，对他们笑笑。



“这佴么可能……那么「 66] 多饭，二土：

子「 67] 都没了！“谢心月说。可是马天明也不知

道，他们都不知道车老师是伲么吃完的。

“车老师是外星来的……“马天明一边吃二立L

说。



“车老师和我们一样「 68] ，和我们说二主口勺

话，怎么可能是外星人？“谢心月说。

马天明还在吃：“月』上，你也看至』了，他二立江

用左手写字，二』L用右手写字，一边看书。我想他

是外星人吧。”

马天明吃完了说：“我也不知道。要且互戈们能

到他家去看看「 69] ，亘殷过泛知道为什么。你要不

要二主立去？”

“你知道车老师的辜在才十么地立二吗？“谢心月

问。

马天明说：“我知道！”

谢心月很丑』亡：“好！马天明，我和你二足i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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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老师的家

第二天下午五点，马天明说：“谢心月，我~

见车老师已经走了。我们在他后屈i, 要小心 [7Ol

一点，不要篮j汇”

“好的，我知道了。”

他们在车老师后面走了一个多小时「 71] ，进

心且问：“马天明，这是去车老师家的路吗？怎么

还没到……"

“这是车老师回家的路，快到车老师家了。“马

天明回头对谢心月说。

过是，马天明的话说完的时候，车老师就不见



了「 7 2 ]。

“人呢？佴么一下子不见了？“马天明说。

“车老师是不是已经看到我们了？我们这月：不

太好吧。”谢心月听起来「 73] 有一点不开心「 74] 。

“他不可能「 75] 看到我们。我们少』亡一点，过

能他已经到辜了。你看，他的家在前面。”马天明

说。



”遂里没人……”到了车老师家门边，马天明

说。

｀勹且能他去朋友丞了吧。我们明天再「 76] 来

吧。”谢心月说。

马天明还是想看到车老师：“再看看，过息订也



还在路上「 77] 。”

过是，一个小时以后，车老师还是没有回』之。

”都七点了，我们回』：吧。”谢心月说。

“好，那我们明天豆一来。”

第三天下午，他们又小心地「 78] 走在了生立：

师后面。豆且；不知道佴么了「 79] ，车老师在路

上又不见了。他们小心地走到车老师家，五且；他

也没有回~o

后来，他们X在车老师后面走了几次「 8Ol,

每次车老师都不见了，也不在他家＿里。车老师每天

回家以后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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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星星

“马天明，我们这且气E 车老师后面一个多星

期「 8ll 了，还且；什么都不知道。”谢心月说。

马天明没听谢心月说话：“马上「 82] 到车老师

辜了，我们就去他家门边吧。”

这时候，谢心月看看天，说：“马天明，快看！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星且L !,, 

马天明也五1i夭，说： “1 么会「 83] 这样？你

看！车老师家上面「 84l 的天有这么大的星星－

" 



他们说话的时候，走到了车老师家门边。

谢月心说：“车老师的家－在大星且』的王

面「 85l ，可是车老师不在蕊里；。我们在他后面这

么多天了，他每天都不回』：……＂

马天明还在看天。



他说：“外星人的蕊一不会在这里，旦玉上……"

不能开门「 86] 去看，马天明很不开心。“我想去

五置。”

“你不迫吗？“谢心月说问。

“我不怕。”马天明说。

“我也不迫。我可以叫＿我爸爸……来开这个门，

他什么门都会开。”谢心月说。

”这且不好。再说「 87] ，我们还一不知道车老师

是什么人，不能跟你爸爸说。”马天明说。

“那我们能和谁说？”

“我们去跟方老师说吧，车老师家的上趾i有一

个很大的星且L，方老师是一个好老师，豆且过也会和

我们来车老师的家看看。”



“好，那我们明天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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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师

第二天下午，谢心月和马天明问方老师：“老

师，你有没有去过车老师的室？”

“没去过，佴么了？” 方老师笑了一下「 88] ，

“本篮口都走了，你们两个怎么还不回篮豆”

“我们知道车老师的家＿在哪儿。”谢心月说。

“你能不能和我们二主i去车老师的家看看。“马

云且很小心地说，他们三个人可以听见「 89] 。

方老师想了想，说，“车老师佴么了？你们为

什么要去他家＿？”



“车老师……他不是人……“马天明说每一个

字都很少』亡 o

“你说什么？” 方老师听起来有一点生

气「 9Ol,“ 你是不是要说，车老师不是一个好老

师？”

“不是，他是一个好老师，回』上，他和我们~

二且。”马天明说。



“有什么不一样？” 方老师问。

“他是么』i来的。”谢心月不小心「 9ll 跟五主；

师说了。“我们在他后顽i几次卫呵且：他在路上每

这都会一下子不见了。”

“我们玺且豆长他家，他都不在蕊＿。 你和我们二

起去雇直，好不好？“马天明又说。

“他家上面有一个星且已星』L也很大。我们这

里的云」坟曼有，我家＿，马天明家上面也没有。”迩

心月又说。

＂伲么会有那立』大的星且.... ? "方老师想。

“好吧。那我和你们去五玉二”两个小朋友说的

话有一点好笑，旦』上，方老师还是去了。

到了车老师家门边，他们看见里面有人。



“车老师在蕊……“谢心月看看马天明。

“车老师在家看书……？佴么可能……？“马2文

明看看谢心月，“他知道我们要来。”

谢心月说：“豆且~'他佴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马天明又看看天： “l么会这样？云」』的大星

星没有了。”



“好了「 92]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车老师家看

到过什么。亘是，我看到车老师在家，丛且i不要匠

说他是火星人「 93 ］了。” 方老师有一点生气，

“快回』：吧。”



7 

本子

那天「 94] 以后，马天明和谢心月就不豆一去~

老师家了。旦」卢他们还县溥i 天都在说车老师。

“马天明，我看到车老师手里有一个本

子「 95] ，他每天都在上且i写车卫L 。”



“什么丕」竺＂

“有一次「 96] ，我们五至U也二立也用左手写字，

二边用右手写字，一边看书，对不对？写字的那个

本工和他每天室的坴工是二且的。”

“你看过那个丕互」上写的车卫且吗？“马天明问。



“没有。那个主」气E 他王且产我拿一不到那个坴

王，没有看过丕立气且的字。”谢心月说。

“不用拿到「 97] 那个生且乞我们也可以置至肛＂

马天明笑了二』三

谢心月很丑___ir_:“ 那，主习三在哪里呢？”

马天明想了想：“听说 [98] ，今天下午有很多

老师不在，车老师也过直：不在。他出去「 99] 的时

候，我们可以五五；他的本子里面写了什么。”

“你说得对。”谢心月说。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车老师出去了，他没有~

那个主」：。学生们有的在五」主，有的在写字。

马天明和谢心月很丑心巨叫且；他们不想上』：



知道他们要去看老师的车卫L 。

“谢心月，“马天明一边叫他的朋友，二义L看车

老匪的主j三。“我的主」三在老师那里，我去看且L 。”

“我的丕」勹也在老师那里。”选盖；，谢心月和马口

天明一起走了过旦立。

“这么多峚」三哪个是我的？“谢心月在看学生

们的主a_, 马天明在看车老师的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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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的字

车老师的丕」：上写了很多字，豆且~'马天明不

认识「 100] 本子上的字。“你见过这样的字吗？”

马天明说话的时候很少』亡，不想大家听到。

“没见上上。车老师怎么会写这且刊勺字？这会不

会是外星人的字？”

谢心月拿了几个学生的峚三乞亘且；她看的是

车老师的坴1_o

“很有旦直也。”马天明说。“我们都丛立曰Z 。过

是，他写外星人的字，外星人认识，我们不丛

、口＂
丛 o



谢心月点点头「 lOl] ，问：“你看完了吗？二

会儿「 lO2] 车老师回来看到我们，他会不开心

的。”

“这是什么？”主j：上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头呈

面有一个人，心里面还有一个人。外星人不且

看「 lO3] ，叫羞上他们看起来「 l04] 很丑心巨外星人

的手里还拿了很多车卫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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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明！“谢心月叫了出来「 l05] 。“快看！

怎么会有这且：的车』贮＂

“4¥上一点，不要叫＿，也不要迫＿。”马天明说。

谢心月小心地说，“去跟方老师说吧。”

他们去见了方老师。方老师看到了他们，还羞：



到了车老师的坴工。

方老师说：“你们怎立』有车老师的主__£_?"

“方老师，车老师的主三子..…里皿i写的字我们

都不丛且i, 还有……你快看二」气四。”马天明说。

“你们两个佴么还在说车老师？”方老师拿起那

个本j己看了看，说：“你们要我看什么？呈画i什

么都没有。”



“不可能！“马天明和谢心月一起说。马天明拿

起丕」己说：“我们都直至』了，有很多外星人的

字，还有外星人在一个人呈皿［……＂

'勹篮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侮么会这样……"

谢心月有一点不开心。

“你们两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方老师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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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老师走了

一天生』三吃饭的时候，谢心月问马天明：“你

说，车老师是不是知道了？”

“有旦直也。”马天明一边吃饭，二义L说。



又过了几个月「 l06] ，他们听说车老师要走

了，两个人都不太丑心：他们都知道车老师是处且[

人，且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说，车老师为什么要走？“谢心月问马立；

朋。

马天明想了想说：“车老师想，旦直包我们都知

道他是外星人了。”

”也有旦』也是他要回么且」了吧。”谢心月笑了二

王，“我也想和他二主L去火星看看！”

马天明说：“我想我们去了火星以后，就一不能

回苤了。”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车老师走的那主；，谢心月和马天明拿到了车立：

师的那个丕迂二

“这是我的主立乞给你们吧。”车老师说。

马天明和谢心月一起说：“谢谢老师。”

车老师很开心地「 l07] 说：“我还且』你们的朋



友。再见！”

马天明和谢心月不太丑心己“老师再见！”

车老师走的时候，谁都没有问他要去哪儿，以＿

后还会不会回』之。

“马天明，主」二上写的车卫i都没了。”谢心月看

完以且i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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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老师

车老师走了以五i的第二年「 l08],X来了一个

祖的男老师。

“太篮:好，我是水老师，今年三十二岁＿。”男老

师说，“我是你们今年的盖一老师，很开心认识大

家。”

“水？”一个男生「 l09] 笑了，“我没脏一过。”

“我想，下一个「 llOl 老师会凹＿火老师。“马立；

朋也笠；了。大家听他这主U兑，也都笑一了。



马天明和谢心月没想到 [lll] 的是，水老师和

车老师一样，也看过很多星星互贮丛星的书。玺笠；说

到么』上水老师也会说很多。

“水老师，你知道吗？“谢心月说，“去年我们

有一个车老师。他和你二主仁每丑｀兑到么且上，也会

说很多。”



“水老师，你过且炉下丛立H也。”马天明说。”他

．．．．．．很不一样。”

＂侣么不一样？“水老师一边笑一边问。

“他很喜欢「 l l21 星星，很喜欢火星。“马天明

说。

“我也是！“水老师说。“我认识车老师。他是

我的好朋友。”

“你也是？那，你也是火星人？“马天明问。

水老师说：“他和我说过你们。他说你们熹义；

去他蕊＿，说你们也熹觅；看他的主立：。”

“他都知道！“谢心月说。

“你们还有他的生工；吗？“水老师问。



“你要这个主j三吗？“马天明不开心。

“我不要。”水老师说。＂车老师已经给你们

了。”

”可是本子上面没有字了！“谢心月说。

，飞义后会有的。”水老师说。”会有的。”



Palabras Clave 

 关键词 (Guānjiàncí)  

1. 岁   suì pm. años de edad  
2. 小学⽣  xiǎoxuéshēng n. estudiante de primaria  
3. 新   xīn adj. nuevo  
4. 叫   jiào v. llamarse, llamar; decir (a alguien que haga algo)  
5. ⼀起  yīqǐ adv. juntos  
6. 上学  shàngxué vo. empezar la clase, ir a clase  
7. 已经  yǐjing adv. ya  
8. 外星⼈  wàixīngrén n. alien 
9. 有时候  yǒu shíhou frase a veces  
10. ⼭上  shānshàng frase en la montaña  
11. 星星  xīngxing n. estrella  
12. 可是  kěshì conj. pero  
13. 怕   pà v. asustarse, estar asustado (de)  
14. 天上 tiānshàng n. en el cielo 
15. 看见 kànjian vc. ver  
16. 见过  jiàn guo frase haber visto  
17. 笑   xiào v. reir, sonreir  
18. 要是  yàoshi conj. si 
19. 怎么  zěnme adv. cómo  
20. 说话  shuōhuà vo. hablar  
21. 想了想  xiǎng le xiǎng frase pensarlo un momento 
22. 可能  kěnéng adv.; aux tal vez, posiblemente; posible  
23. 又   yòu adv. otra vez  
24. 家   jiā pm., n. palabra de medida para tiendas; casa, hogar  
25. 地⽅  dìfang n. lugar, sitio 



26. 不⼀样 bù yīyàng frase diferente, no igual  
27. 听 tīng v. escuchar  
28. 以后 yǐhòu adv. después; más tarde, en el futuro  
29. 就 jiù adv. justo 
30. 星期⼀ Xīngqīyī tn. lunes  
31. 小朋友 xiǎopéngyou n. niño 
32. 的时候 de shíhou frase cuando..  
33. 第⼆天 dì-èr tiān frase el segundo día  
34. 小学 xiǎoxué n. escuela primaria 
35. ⼤家 dàjiā n. todos, todo el mundo  
36. 有⼀点 yǒu yīdiǎn frase un poco  
37. 好笑 hǎoxiào adj. gracioso  
38. ⽕星 Huǒxīng pn. Marte  
39. 每次 měi cì frase cada vez  
40. 开⼼ kāixīn adj. feliz  
41. 这么 zhème adv. tan, tanto  
42. 有⼀天 yǒu yī tiān frase un día… , una vez.. 
43. 回来 huílai vc. volver  
44. 拿 ná v. coger, agarrar  
45. 东西 dōngxi n. cosa(s)  
46. 门边 mén biān frase en la door  
47. 看到 kàndào vc. ver 
48. 里面 lǐmiàn n. dentro 
49. ⼀边 yībiān conj. mientras hace(s)… (dos cosas)  
50. 看书 kànshū vo. leer, estudiar  
51. 第⼀次 dì-yī cì frase primera vez  
52. 这样 zhèyàng pr. de esta forma  
53. 听到 tīngdào vc. oir  
54. 回家 huíjiā vo. volver a casa  
55. 中午 zhōngwǔ n. mediodía 



56. ⼀个⼈ yī gè rén frase solo 
57. 过去 guòqu vc. pasar cerca, pasar  
58. 后面 hòumian n. detrás  
59. 还 hái adv. aún, todavía  
60. 好吃 hǎochī adj. sabroso 
61. 回头 huítóu vo. volver la cabeza  
62. 说完 shuō wán vc. terminar de hablar  
63. 吃完 chī wán vc. terminar de comer  
64. 这时候 zhè shíhou frase en este momento  
65. ⼿里 shǒu lǐ frase tener en la mano  
66. 那么 nàme adv. entonces…  
67. ⼀下⼦ yīxiàzi adv. de repente; a la vez  
68. ⼀样 yīyàng n. igual  
69. 看看 kànkan v. echar un vistazo  
70. 小⼼ xiǎoxīn v. tener cuidado  
71. 小时 xiǎoshí n. hora  
72. 不见了 bùjiàn le frase desaparecido, perdido  
73. 听起来 tīng qǐlai vc. suena… 
74. 不开⼼ bù kāixīn frase infeliz  
75. 不可能 bù kěnéng frase no puede ser, imposible (de)  
76. 再 zài adv. otra vez, de nuevo  
77. 路上 lùshang n. en camino, de camino  
78. 小⼼地 xiǎoxīn de frase cuidadosamente 
79. 怎么了 zěnme le frase qué ocurrió, cuál es el problema  
80. 次 cì mw. vez 
81. ⼀个多星期 yī gè duō xīngqī frase más de una semana 
82. 马上 mǎshàng adv. inmediatamente, en seguida 
83. 怎么会 zěnme huì frase cómo (se) puede  
84. 上面 shàngmian n. en, encima, sobre  
85. 下面 xiàmian n. debajo  
86. 开门 kāimén vo. abrir la puerta



87. 再说 zàishuō conj. es más, .. 
88. ⼀下 yīxià adv. un momento 
89. 听见 tīngjiàn vc. oír  
90. ⽣⽓ shēngqì vo., adj. enfadarse; enfadado  
91. 不小⼼ bù xiǎoxīn frase no tener cuidado  
92. 好了 hǎo le frase vale  
93. ⽕星⼈ Huǒxīng-rén pn. Marciano  
94. 那天 nà tiān tn. ese día  
95. 本⼦ běnzi n. libreta  
96. ⼀次 yīcì frase una vez  
97. 拿到 nádào vc. coger, conseguir coger  
98. 听说 tīngshuō v. he oído (que)  
99. 出去 chūqu vc. salir 
100. 认识 rènshi v. conocer  
101. 点点头 diǎndian tóu frase asentir con la cabeza  
102. ⼀会⼉ yīhuìr tn. un rato  
103. 好看 hǎokàn adj. guapo/a 
104. 看起来 kàn qǐlai vc. parece que...  
105. 出来 chūlai vc. salir  
106. ⼏个月 jǐ gè yuè frase varios meses  
107. 开⼼地 kāixīn de frase felizmente  
108. 第⼆年 dì-èr nián frase segundo año 
109. 男⽣ nánshēng n. chico, estudiante masculino  
110. 下⼀个 xià yī ge frase siguiente  
111. 没想到 méi xiǎngdào frase no esperaría, no imaginaría 
112. 喜欢 v. gustar



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 Niveles 1-2 

Palabras y caracteres en esta historia que no aparecen en estos niveles: 

Caracter Pinyin Palabra(s) Pinyin

� xīn ��
-��
$��
�2

xīn 

kāixīn 

xiǎoxīn 

xīnlǐ

h mǎ h�
h�

mǎ 

mǎshàng 

_ shān _� shān shàng

g pà �g�
g

búpà 

pà 

@ wén �@ Zhōngwén 

^ gēn ^ gēn

8 yòu 8 yòu

+ dì +<�
+

dìfang 

dì 

< fāng +<�
<

dìfang 

fāng 

a ná a�
a�

ná 

ná dào

/ yòng /�
�/

yòng 

bù yòng 

I tóu :I�
11I�
I

huítóu 

diǎn diǎn tóu 

t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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