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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上一課的  是

怎樣運用摘抄的資料

來寫閱讀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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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n

三
H4il0n de j8 l6

海倫的激勵
zh6 d1o sh6 ji! g! d6 q- y4n ji4ng h`i xi$ chu h$n du* g4n r~n de zu^ p9n

至到世界各地去演講，還寫出很多Q人的作品。
D0 h^u g4n xi4ng

讀後Q想：
D0 le Chu`n q5 de y6 sh#ng y6 w~n w( sh#n sh#n de b!i H4il0n

讀了傳奇的一生一文，我深深地被海倫
de y(ng q6 h~ y6 l6 su( g4n d^ng Y5 ge y^u m`ng y^u l%ng de r~n

的勇氣和毅力所Q動。一個又盲又聾的人，
p5ng zhe h^u ti3n de n] l6 j6ng r`n n~ng q] de zh! me d1 de ch~ng

憑 後天的努力，竟然能取得這麼大的成
ji- zh#n l6ng r~n j6ng p!i

就，真令人敬佩！
Hu5 xi4ng w( z6 j9 y(u sh5 zu^ y5 hu6r g*ng k! ji- ju~ de f`n m!n k[ z1o

回想我自己，有時做一會兒功課，就覺得煩悶枯燥，
p4o qu w`n y%u x6 j8 k1n di1n sh6 y(u sh5 z1i xu~ x5 shang p!ng d1o k-n nan ji-

跑去玩遊戲機、看電視；有時在學r上碰到困難，就
m4 sh1ng xi4ng f1ng q6 H~ H4il0n xi3ng b9 w( g4n d1o du* me c`n

馬上想放棄。和海倫相比，我Q到多麼慚
ku6 a

愧啊！
H4il0n de y6 sh#ng ji- xi1ng chu`n q5 g- shi y5 y1ng zh!ng

海倫的一生，就像傳奇故事一樣，證
m5ng li4o zh9 y1o n] l6 ji- k$ y9 k! f0 m6ng y-n zh8 sh~n de zhu* n^ng T3 de sh6

明了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命運之神的捉弄。她的事
j6 l6ng w( m5ng bai d1o ch~ng g*ng b0 z1i y0 ti`o ji1n de h4o hu1i ~r z1i y0

跡令我明白到，成功不在T條件的好壞，而在T
y(u m~i y(u f!n d^u j8ng sh~n J8n h^u w( hu6 y9 H4il0n de j8ng

有沒有奮鬥精神。今後，我會以海倫的精
sh~n j8 l6 z6 j9 zu^ g! z6 qi`ng b- x8 de r~n

神激勵自己，做個自強不息的人。

Chu`n q5 de y6 sh#ng yu! d0 b1o g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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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il0n c%ng xi4o ji- y^u m`ng y^u l%ng y^u y4 mi1n

海倫從小就又盲又聾又啞，面
du6 zh! y1ng de m6ng y-n h$n du* r~n w4ng w4ng hu6 sh8 q-

對這樣的命運，很多人往往會失去
sh#ng hu% m- bi3o h~ f!n d^u j8ng sh~n bi1n de z6 b1o z6

生活目標和奮鬥精神，變得自暴自
q6 yu1n ti3n y%u r~n R`n ~r H4il0n b6ng m~i y(u

棄、怨天尤人。然而，海倫並沒有
b!i b0 x6ng de m6ng y-n xi1 d4o t3 k! f0 le j5 d1

被不幸的命運嚇倒，她克服了g大
de k-n nan g#n finn8 l4osh8 xu~ hu6 sh5 z6 h~ p8n

的困難，跟安妮A師學會識字和拼
xi$ H4il0n w!i le n~ng j6n z4o xu~ hu6 shu* hu1 y0

寫。海倫為了能盡早學會說話，T
sh6 c%ng z4o d1o w4n b0 ji1n du1n de xu~ x5 J5 sh9 l4o

是從早到晚不間斷地學r。即使A
sh8 y9 jing ch0n g3n sh~ z1o t3 r~ng r`n b- xi4ng

師已經「脣乾舌燥」，她仍然不想
xi# xi Ji~ gu( t3 b0 d1n xu~ hu6 shu* hu1 sh!n

歇息。結果，她不但學會說話，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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