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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为什么
越来越喜欢你。”

“虽然我们外貌相似，我很高兴你
知道内在的那个我是不一样的。”



人各有异！他们相貌不一，来自世界各地，信仰不一样的东西。对于有些
人来说，你也 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些让你与众不同。也让我们彼此与众不
同。我们活着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世
界注入了不同的东西。
做自己就是最好的，你要相信你所信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也要让其他

每个人相信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让教室、学校、家庭、运动场、教堂、有
趣的活动、或其他东西变得更好的唯一方法，便是接受他们原本的样子，并
不带评判地接受他人的信仰。即使你所信不同，没问题，你要允许其他人保
持自我并且允许他们信仰自己是谁和是什么。当你做到了这些，你就会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



“所有伟大的宗教教和平与爱为基础，人机交互，但我们似乎倾向于把重点
放在有，并展示，权力彼此。虐待和欺凌是最好的例子。彼得·萨科到达这
个根，并再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

我很自豪地介绍，如果我是一只鸟......

我就飞去什么羊群的一种？

Sanderson Layng
President Abuse Hurts
Canadian Centre For Abuse Awareness



比利·康诺斯无聊之极。五年级的课程真是让人厌倦透顶！哈里斯小
姐正在谈论自重。她说许多孩子缺乏自重意识，而她想帮助学生学习什
么是自重以及如何培养自重。
这个学年开始，来了很多新的孩子们，所以哈里斯小姐想让这些新学

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以很好地融入到大家之中。她说每个人都属于不同
的群体，恰如鸟儿有它们自己的群队一样。
“你必须明智地选择交友，”她说，“如果你想，你和谁经常待在一

起能改变你是谁。”
“关键在于，”她说，你要确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那

种有着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能交到好朋友的人？”或者，她然后
说：“选择一个好团体，你将会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哈里斯小姐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比利却把头埋在了桌上，并试着

不听她的讲课。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因为太担心上学——到这里上
学。这是他在这所学校的第一天。她是哈里斯小姐提到的新来的小孩之
一。和比利一起，班上还有另外四个新来的小孩。他和安瓦尔，都来自
中东，是班上新来的仅有的两个男孩。其他三个都是女孩儿。蕾切尔，
女孩们中个子最高的，是从另一所学校转学过来的。这是她近两年来上
的第三所学校。开学前，比利在大礼堂里听到别的孩子议论过她。他们
说蕾切尔是一个经常惹麻烦的土霸。

哈里斯小姐继续讲着自重的问题，此时，比利和蕾切尔的眼睛对望了
几次。想起那些小孩说她的话，他感到有些怕她。她真的是土霸吗？他
们那些人就这么肯定吗？



现在老师正在给班上讲她要
怎样让同学们认识不同的鸟类
和它们的习性。等到他们学会
了二十种不同的鸟类，就假设
他们自己同样也是鸟类，那么
就从这些鸟中选出三种自己想
成为的鸟或者三种自己想交朋
友的鸟，并说明为什么要这么
选。比利听着听着，思绪便开
始游移。虽然他觉得想变得像
一只鸟一样的想法很可笑，但
仍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去年年底，比利被迫完成了很多关于鸟
类的作业。即使课堂上睡着了，他也仍然知道怎么做好这道作业。
比利实在忍受不了再听到关于鸟的东西了。“这真蠢！”他小声地嘀

咕着。
不知不觉，比利很快就睡着了！只是他没有感觉他的头落在枕头上，

他发誓他看见一只鸟向他飞过来——一只黄色的鸟。这太不可思议了。
事情好像哪里不对。这只鸟不是对着他叫，是在跟他说话！

“你好，比利！”金丝雀招呼道。
比利揉了揉眼睛。千真万确，金丝雀在和他说话!
“比利，我们将要一起开始一场旅行。”金丝雀边说边拍打着它小小

的金色翅膀。
比利环顾教室。教室看起来还是一样。老师坐在讲台上，孩子们都在

读书。我有睡着过吗？他思忖着。这真奇怪！也许我要继续睡着。他重



新把头埋在桌子上并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
他睁大了眼睛。这次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是怎么了？”他咕哝着。班上的每个人

都不见了，甚至包括哈里斯小姐。接下来，教
室也消失了，而他正被一座森林包围着！
他有一对黄色的翅膀，此时他正栖息在一条

缓缓流淌的河流中的岩石上。他弯腰靠近河流
并在水中映出自己的影子。比利被眼前的景象
震惊了，他差点失去平衡，黄色的羽毛在晃动
中四处飞散。他是那只金丝雀！
他自思自忖了一会儿。这一定是一个梦！要

不然还能是什么？就我所想成为的东西中，我
不可能选择成为一只小小的金丝雀！不过，至
少我能飞！比利笑了，如果说长着一只鸟嘴也
能笑的话。但是，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推着他的
翅膀把他跌跌撞撞带到一棵树那里。他试着让

自己慢下来，但做不到。轰隆！他骤然撞到一棵白桦树树干上，然后狠
狠地摔在了地上。又“轰隆”！他望向背后的上空，看见一群金丝雀在
头顶绕成一圈。
“嘿！”他对它们喊道。没有听到它们的回答，他用翅膀去碰它们，

但是它们却消失了。当然，它们不是真的。太好了！他想。
“看见星星了，对吗？”一个声音从上方响起。
“什么？”比利答道，环顾四周。
一只硕大的灰色猫头鹰从上头栖息的木头上弯腰俯视着他：“我说你

看见星星了吗？”

加纳利

金丝雀被认为是欢乐和自由的鸟。当你周围的人，你让他们公开

表达自己而不作评判？

如何飙升更高

加纳利
加那利群岛是由17
世纪的西班牙水手
带到了世界各地。

羽毛事实



比 利 扭 着 脸 往 上 看 着 猫 头 鹰 ： “
不，没看见。事实上，看见了一群小
鸟······金丝雀。”
“噢！”猫头鹰答道，“你还能看到它

们吗？”
“啊，看不见了。”比利说。
“好样的！”猫头鹰说，“你撞开了蜘

蛛网。你必须得好好练练着陆了！你知道
怎么上来吗？”
比利叹道：“显然不知道！嘿，我现在

在哪里，你又是谁？”
猫头鹰忽地飞下，落在比利靠着树干

休息的地方。猫头鹰张开翅膀摇了摇比
利的翅膀：“我是温斯顿·W·智慧猫头
鹰，但是你可以叫我智慧老猫头鹰。”
它咯咯笑着说：“这当然只是一个小笑
话·····和名字没有关系！你可以叫
我温斯顿。”
“很高兴见到你，温斯顿。我叫比······”
“你是比利，我知道。我就是在等你。”



“等我？”比利惊讶地问道。
“是的！你准备好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比利问。
“你的旅程。应该说是你的奇妙旅程！”温

斯顿答道。
比利被弄晕了，“我在哪里？”他向下扫

了一眼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是一只金丝
雀？”
“天哪，你是不是总要把每件事都问个清

楚？”猫头鹰考虑了一会，然后说：“抱歉，
但是我以为你知道！你本来应该在上学，但是
现在你和我一起逃学了，所以我最好教会你一
些东西？”
“这里不是学校或者课堂？”比利大叫道。
猫头鹰咯咯笑着说：“你认为这里像是你的

课堂吗？”
“不像······”比利缓缓回答。
“回答正确。”猫头鹰宣称道。
比利无动于衷地盯着他。
“比利，我的男孩，就把这次独自一人的教育看做一次旅行吧。”
“这本来是上学要教的吗？”

猫头鹰
猫头鹰有3个眼
皮， 1闪烁， 1
睡眠和1保持眼部
的清洁和健康。

羽毛事实



猫头鹰

他们说，猫头鹰拥有无声的智慧。拥有智慧的意思是说，当问。

你强迫别人你的信念和意见，或者你拥有一种无声的智慧？

如何飙升更高

“啊，是的，从某种形式上说是。我们将要开始你变成一只鸟之后的
作业，并且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个作业而不是成为所有的鸟，你是
信息接收者，我是智慧老猫头鹰，我将启发教导你。”
“启发教导？你的意······！”比利还没问完，突然他被这只

硕大的猫头鹰拽着飞向空中，猫头鹰领着他翱翔在一片空地的森林上
空，向上滑翔，越来越高，直到停落在另一片缀有农场建筑的空地边
缘。
他们共同栖息在一只古老的木栅栏上。比利看着猫头鹰。“我们开始

了吗，温斯顿？”
温斯顿清清嗓子宣布：“是的，你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我的旅程？”比利问道。
“正确！”
“这里是什么地方？”比利问。
“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比利。这座农场就是我们通往信仰之旅

的第一站。这趟旅程中万事皆有可能发生。我很肯定你已 经 指
出了成为一只金丝雀这点和其他所有
的。”
“是啊，为什么我必须变成一

只微不足道的金丝雀？”比利
有点失望地问道。
“咳······变成一

只金丝雀没有什么不好，
它们有很多特别的不一样
的地方，待会你就会看到这
些！”猫头鹰咯咯地笑着。



“一只金丝雀······一场旅程？”比
利问。他还想要再说些其他的什么，但猫头鹰
迅速举起翅膀，然后比利沉默了。
“温斯顿带着比利来到栅栏尽头，他们最终

完完全全停在了这里。这条栅栏是由老木头的
厚木板做成的，有几个地方磨破了，但是依然
做着圈养小鸡的工作。”
比利低头看着温斯顿指着的那些小鸡，“比

利，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比利俯视着这些咯咯叫的小鸟，它们中有些

你啄我，我啄你。
“那很容易·····这是小鸡！”比利评

论着说，“我喜欢吃鸡翅！”
突然，所有的小鸡都停了下来，立即盯着比

利和温斯顿。
“喔，不错，一只有胃口的金丝雀！”温斯

顿用讽刺的口吻回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
把它们指给你看？”
“不知道，为什么？”比利好奇地问温斯顿。
温斯顿以一副专心的样子清了清喉咙，好像要让说的话显得更聪明一

样，“比利，你知道，小鸡活着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下蛋，然后那些蛋
被吃掉；二是，就像你刚刚指出的那样······它们让自己被吃
掉。”
比利迷惑地瞅着他。

鸡
鸡妈妈去跟他们未
出生的婴儿，而在
他们的鸡蛋壳，
以及小鸡唧唧会
回到通过外壳。

羽毛事实

鸡

鸡是象征性的牺牲。有时你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欲望的其他人的需

求。这不会使你成为一个“鸡肋”通过把其他人在你面前。

如何飙升更高



“你不会想要成为一只鸡的，比
利。一只整天蹲在窝里下蛋，除此
以外什么都不做的鸡。而你也不想
活着仅仅只是为了被吃掉。当你是
只鸡的时候，被吃并不是一件有趣
的事儿。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只被折
断了头而到处乱跑的鸡？这真是很
不美观！”

猫头鹰叹了叹气，深深呼吸着：“当一只鸡最糟糕的是，你是作为事
物的‘鸡’，你知道害怕吗？你不面对困难，你更愿意只是跑开或者希
望他们走开，比利。你真的想要成为一只鸡吗？”
比利看着这些鸡，他脑海中所能想到都是煮熟的鸡腿和鸡翅。他摇了

摇头。
“好的，那么，就继续往前走······”猫头鹰大声叫道。
这次着陆有些粗暴，比利滑过牲畜棚的金属屋顶，然后跌落下来。猫

头鹰摇摇头：“你必须好好练习下你的技能，小男孩！”
比利收起翅膀，看着猫头鹰。“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猫头鹰指着下面，比利看见一些巨大的长腿的鸟到处乱跑，有些把沙

子踢到别的鸟脸上，还有一对鸟把头完全埋进沙子里。“鸵鸟！”比利
喊道。
“是的。”猫头鹰回答。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比利问道。
“当然不是！”猫头鹰立马回答。
“为什么不是呢？”比利问。
“我要说的是他们有一点点不一

样······对于我来说有点太好
斗了。嘿，不一样并没有什么错，就
是这些不一样组成了世界这个伟大的
地方，但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和每
个人一样，尤其是从一开始你就和他
们不一样。”猫头鹰回答说。
“你不喜欢它们的和别人不同的哪

些东西呢？”比利问。
“是这样的，它们对初学着嘶嘶叫

唤，烦躁不安时甚至朝它们吐唾沫。

鸵鸟
鸵鸟真的不掩饰他们的头在地上
像显示在动画片。他们卧倒在
地上，伸展自己的脖子平放在
地面上，从危险的藏身之地。

羽毛事实



如果你真惹到它们，它们还要踢你。当它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时，就把
头埋进沙子里·····十足的大孩子！回到以前，我们就只会拿着玩
具，回家。”猫头鹰叹气道。
比利仔细观看着这些鸵鸟，看见一只鸵鸟朝另一只嘶嘶叫唤。猫头鹰

看到了比利看到的：“看起来好像他把他的脖子扭弯得有点变形了。”
猫头鹰说着摇了摇头：“让我们去一个友好点的地方。”
比利停在了猫头鹰旁边，他们在一条巨大的金银花花藤上。他能闻到

从美丽的粉红色花朵里散发出的甜美香味。似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感
觉一阵嗡嗡的风拂过他的喙。它是绿色的，身体小小的，因为拍打太
快，双翅几乎是透明的。它不停将长长的喙伸进喇叭状的花朵中，忙着
从花朵里汲取花蜜，交替飞行，翅膀急速颤动。比利看呆了。
“那就是我想象的它的样子吗？”比利问道。

鸵鸟

据说鸵鸟被描绘与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鸟被停飞，但很多时候，因

为他们担心别人会认为或说，或避免讲起来为自己或他人。你避

免讲起来为自己或其他人谁需要你的帮助？

如何飙升更高



“如果你指的是蜂鸟，那么你是对的，比
利。”
“但是它是怎么做到那样的——交替飞

行？”比利问道。
“好吧，它们一秒钟能扑打翅膀80次。”
“喔！那可真多。好像你可以看穿它们的翅

膀一样。”比利加了一句。
“是的，即使它们很小，它们可以聚集自身

的力量带到它们可以找到需要的食物的地方
去。”
“而且它们还是非常快乐的鸟儿！当它在吃

东西时我能听到它发出哼唱的声音。”比利微
微笑了起来。
“是的，你能听见它发出哼唱一样的声音，

但是比利，那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哼唱声。你
听到的，是它们的翅膀扑打得太快发出的噪
音。”
“你是说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快乐的鸟儿？”

比利问道。
“我可不愿那样说！”猫头鹰咯咯笑着，“当你可以向前飞，向后飞

甚至向上向下飞，你就是多才多艺的，这也是某些能让你快乐的东西。
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方向，有时，这恰恰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
中必须要做的事。”

蜂鸟

蜂鸟被认为是欢乐的使者。他们寻找甜蜜的花蜜，这对人类

而言意味着好消息。他们只是想分享什么是好。难道你尽力

说好别人？

如何飙升更高

蜂鸟
蜂鸟是可以旋转的翅
膀了一圈。有了这种
能力，他们是可以向
前飞行，向后，向
上，向下，横盘和悬
停在半空中的鸟类。

羽毛事实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就将这种鸟看
成是一种经常发出哼唱声的快乐的鸟，即
使这种声音是从它翅膀里发出的。”比利
补充说。

“如果有些事情让你感到快乐，而
且你也乐于去做这些事，这些事也
让你和其他人受益，那么就坚持那
样做吧！”
猫头鹰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

嚏，惊到了比利。比利向后翻
下了花藤，并且落在了一个什么

东西上，白色的、毛茸茸的、胀胀
的·····而且，是冷的。他快速地摇着脑袋，一些冷冷的白色东西
落下来落在他脸上。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但是他听说过它。毕
竟，生活在美国的南部地区，人们看不到雪！
“好冷！我们在哪里？这是雪！我们怎么到······”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比利，你能快速到任何地方。说真的，作为一

名智慧老猫头鹰，我现在的行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是我试着更
快！”
“这里是什么地方？”比利问。

“这里是南极洲，比利。”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比利一边问，一边

在雪地里画天使。
“现在他们过来了！我想让你见见我的朋友

们，我愿意认为他们总是为出席婚礼或一场重
要的社交活动一样身着盛装。噢，是的，他们
非常社会化。”
比利顺着猫头鹰指着的方向看去，看见他们

正穿着男士半正式无尾晚礼服大摇大摆走过
来。“这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吗？”比利问，“
那些是企鹅吗？”
“是的！”猫头鹰答道。
“他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穿的很好

吗？”比利问。

企鹅
企鹅位于南半球各
大洲，花他们的生
活50 ％的水。

羽毛事实



猫头鹰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对那些整洁的、衣着良好的羽毛状物
都比较偏心，但是，不。他们以群居的方式住在一起，并且团体工作，
照顾彼此，甚至照顾彼此的孩子。”
“所以你说的是它们彼此相处很融洽，并且帮助彼此摆脱困难？”
“是的，”猫头鹰答道，“它们非常社会化。”
“就像人类所被期望的那样？”比利问。
“是的，这是一种已经被人类丢失的技巧，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

彼此沟通交流，并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分享或者共同工作。”
“企鹅会这样做吗？”比利问。

企鹅

企鹅粘在一起工作作为一个团队，移情和照顾自己。人是你自

己！你尽你所能相处每个人，即使他们有什么不同？

如何飙升更高



猫头鹰点点头。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衣着讲究的鸟们。它们

真冷真酷！”比利咯咯笑起来，“我想我用了
一个双关语。”
比利扑下去用爪子抓起一些雪。他本来打算

把这些做成一个雪球。正在那时，他身体中的
那个男孩跑出来，然后他打算把雪高高地扔向
空中。他正好要把雪球扔向空中，但是猫头鹰
拍打他厚重的翅膀将他们卷进了一场暴风雪
中。
    比利什么也看不见。他能感觉到雪在他

周围打着漩涡，但是他开始感到潮湿却没有寒
意。他抹去眼睛上的水，发现他正坐在棕榈树
枝上猫头鹰的旁边。他看了猫头鹰一会，然后
去看这些水从哪里飞溅而来。
它耸立在他面前，带着微笑。这是一只巨大

的火烈鸟。“哦。我的·····”比利一时
不知道说什么。
“难道它不是一只漂亮的鸟儿吗？”猫头鹰问道。
“她浑身都是腿。”比利含糊着说。
火烈鸟为比利的评论好像羞红了脸。她激动地，溅起了一堆水在比利

身上，只是足够到让他退缩。
比利环顾四周：“这是哪里？有这么些高大漂亮的粉红色鸟儿？”

火烈鸟
一个火烈鸟“粉红
色的羽毛是由他们
的饮食是高的食物
中如藻类和虾β-胡
萝卜素的颜色。

羽毛事实

火烈鸟

火烈鸟既象征愈合和一个“更高的心脏”。当你周围的人谁是伤

害或感觉被拒绝，你尽量让他们感觉更好，即使这意味着其他人

可能会取笑你？

如何飙升更高



猫头鹰叹了口气，仿佛在暗示
这是再显然不过了：“我们在
巴基斯坦，比利。难道你没有
看到这些沼泽地吗？”
比利轻轻笑起来：“不！难

道我们不是只是在离家不远的
地方吗？”
“比利，当你是一个小孩时，

家就是你飞向的那个地方，而我们
可以飞向任何地方！”猫头鹰打了个喷嚏，并且迅速地飞了一圈，差一
点儿就撞到了附近的一棵树。火烈鸟目睹这场眼前的灾难，差点儿大笑
起来。
“你看起来和我看过的那些鸟儿太不一样了！”比利喊着对火烈鸟

说。
她对他的话琢磨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离开。比利认为他伤到她感

情了。“嘿，等等！你不一样是因为你那么高，而且·······那
么漂亮！”他能感到自己脸红了。
她转身看着他，旋即将脚伸到喙边，慢慢地移到比利面前，然后又将

脚放回水中。她脸上的微笑看起来很自然。她刚刚只是给了他一个飞
吻。他给她带来了幸福！
“好的，可爱的男孩，你想看看什么是漂亮？”猫头鹰轻笑着说，“

我想让你闭上眼睛。”
比利闭上了眼睛。
“不许偷看！”猫头鹰喊着说， 

“一···二···三···一千！”
当比利听猫头鹰喊出一千，他睁开了

眼睛。在空地森林里站在他面前的是他
一生之中看到的最让人惊叹最美丽的东
西。这是一只巨大的公孔雀。它向空中
伸展着那巨大的羽毛，形成一个巨大华
丽的扇子，扇动着空气直冲向比利和猫
头鹰。正如他迅速地展出惊人的耀眼，
他也快速地收回了羽毛，最后，看了他
们俩一眼，就朝另一个方向慢跑着离开

孔雀
只有男孔雀有美丽
多彩的尾巴。

羽毛事实



孔雀

孔雀是美丽的，骄傲的鸟。仅形体美不作任何完整或完善。一定

要记住，看起来只是虚有其表。是什么在里面居然是最重要的事

情！你看过去一个人的外表，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吗？

如何飙升更高

了。比利望着这只鸟儿趾高气昂地离开，直到他消失在一丛厚厚的灌木
丛中。
“喔，他好漂亮，但是他怎么了？”比利问，我们打扰到他了吗？还

是他没有想到我们会来？”
猫头鹰叹气道，“噢，他一直都是对发现更好的鸟儿小心翼翼，对于

身边的鸟和东西向来不满意。他喜欢认为他比任何人都优秀。”
“我们够不够好成为他的朋友？”比利问。
猫头鹰用翅膀抚摸着比利的肩膀：“不要想着自己够不够好成为任何

人的朋友，比利。你和本来的自己一样优秀。我带你来这是想让你知
道这个世界上有些鸟永不知足，或者说他们总相信自己比别人优秀太
多。”
“不被需要和认可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利叹气道。
“是的，没错，我的朋友，但是会有好人一直想要围绕着你的。嘿，

我有点儿 喜欢你了，我想和你交朋友。”猫头鹰宣布道。
比利笑了。

“好吧，让我们去一个地方，在
那里我们彼此需要，并且整天聊
天！”猫头鹰咯咯笑着说。
随着猫头鹰越飞越快，比利感到

自己的翅膀在触摸着云朵中振动。
比利以前恐高，但是现在他不怕

了。相反，他很兴奋。猫头鹰开始下
降，他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直到落到



一棵椰子树上。比利感到这些棕榈树摩擦
着自己的腹部，硬硬的，还有点儿锋利。
“我们到了。”温斯顿咕噜到。
“这是哪里？”比利问。
“噢，表演随时准备开始。”猫头鹰咯

咯笑着，一边看着他从胸前羽毛里摘下的
小表钟。
突然，到处都是吵闹声，声音嘈杂。比

利旋转着脑袋朝下看，但是他被棕榈树挡
住，什么也看不见。“人类！我能听到他
们，但是看不到他们，温斯顿。”
温斯顿将比利轻轻拉到自己身边，这样

比利就能看到温斯顿看到的东西了：“比
利小男孩，那不是人类！吵闹的鹦鹉，那
就是它们！”
“你好！你好！好鸟···好鸟！大爆炸！大爆炸！”这就是比利一

直听到的从这些鸟儿嘴里重复的单词，比利看着这些美丽的鸟儿，它们
身上覆盖着红、蓝、绿和黄色羽毛。
“它们在和我们说话吗？”比利问，“它们说得话肯定没有任何意

义。”
“当然没有，”猫头鹰笑道，“它们是胡说八道的人，比利。它们说

得统统是胡言乱语。”
“如果不表达什么意思那么说话干什么呢？又到底为什么要说呢？”

比利问。

鹦鹉

鹦鹉是丰富多彩，健谈的鸟类，使生活乐趣的人。它是好的是健

谈，但听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其他人也有话要说。你只是听到人

们在谈论，还是你听呢？

如何飙升更高

鹦鹉
有些品种的鹦鹉
能活80年。

羽毛事实



猫头鹰发出长长的叹息，“一些
人，用笼子养着这些鸟，只是时不
时地说一些话，仅仅是因为他们需
要被倾听。”
“甚至他们并不想要表达什么？”
“是的，比利！”温斯顿气呼呼地

说，“这个故事的寓意便是，如果你
没有什么积极的或者好的东西要说，或者

没 有任何能够让他人的生活感到不同的东西要说，而只是制造混
乱，那么就最好保持沉默！”
比利看着温斯顿，然后将目光重新转移到这些鹦鹉身上，它们更大声

地对着彼此喋喋不休地尖叫着。声音更大的鹦鹉尖叫着大声说，另一只
也试着更大声地尖叫。
温斯顿摇着头，并用翅膀捂住了耳朵。
“现在好多了！”温斯顿大喊，“我能真切地听见自己的想法了。”
温斯顿停留在一条古老的混凝土长椅顶端，长凳位于一座水晶般清澈

的蓝色水池旁。比利站在他身旁，盯着水池中自己的倒影。他突然咯咯
地笑起来。我真的是一只鸟。比利心想。
当比利依旧凝视着水池中的自己，微小的涟漪开始将倒影拉伸来又收

缩去。这让他很困惑：“这到底是······”
“这就是他们！”温斯顿面带微笑说，“总

是这样优雅着。”
比利仰起头看看温斯顿在看什么。他看到明

亮的白色羽毛和长长的脖子涉水向他伸过来。
两只巨大、优雅、温柔的白色天鹅正在朝水边
走来，然后在距离比利他们休息的地方不足长
椅长的距离那里停下来。他们看起来和温斯顿
和比利一样好奇着。
他们凝视着这只猫头鹰和金丝雀，但是没有

发出叫声。一只天鹅伸长脖子绕着它伙伴的脖
子，摘走了一只在伙伴脖子上的虫子。它的同
伴感谢地看了看他，然后转身离开，穿越着走
向水池另一边。另一只天鹅向温斯顿作了一个
头部致敬的动作，然后追随伙伴而去。温斯顿
抬了抬眉毛来回复这友好的姿势。

惠威
天鹅交配的生活和
天鹅能飞一样快，
每小时60英里。

羽毛事实



惠威

惠威一直说，象征着自尊，平衡，优雅和内在美。不管什么人说

你，记住你是一个美丽的人，并把这个地球上，因为你有一个特

别的宗旨！

如何飙升更高

“他在说什么？”比利问，“或者是暗示，因为
他没有确切地说什么？”

这只聪明的猫头鹰微笑着看着比
利：“我的小男孩，有时一个人最
有力量的话是什么都不说，他对我
们说，你好，祝你今天愉快，并祝你

好好享受这个水池，我们将离开这里给
你们充分的隐私。”
“喔！他刚刚用他的头顶说了那么多

吗？”
“大概就是那些意

思，比利。他所展现
给我 们的是一种承认和尊重。事

实上，他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重要的，以他们
自己优雅的方式告诉我们。”
“所以，那就是你说的优雅地做事？”比利问。
“是的！优雅就是平和地、安静地说或做恰当

的事情，还有，当然就是顾念他人的感受——尊
重！”
“是的，他们很安静，温斯顿，好像有点儿害

羞，但他们看起来又很坚强。”
“确切来说，优雅才是力量的最真内涵，比

利。”
热带雨林中一片空地。温斯顿和比利降落在了

这里，他们能听到远方的戏谑声。开始这声音听

鹦鹉
鹦鹉是非常聪明的
鸟，但得到很容易
无聊，当发生这种
情况，他们有时
会摧毁的东西。

羽毛事实



鹦鹉

他们说，鹦鹉象征关系粘接和“粘”在一起。你站在你的家人和

朋友，因为你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债券？

如何飙升更高

起来像是在争吵，当比利降落在树枝上时，他听到有两只鸟并不是在吵
架，而是在取笑和嘲弄别的鸟儿。这听起来并不舒服。
比利看着这些巨大的白色鸟儿，有着巨大的黄色头毛。他们正聊得起

劲，很长时间他们才看到温斯顿和比利。
“它们是什么鸟？”比利问。
“它们是澳洲鹦鹉，”温斯顿回答道，“他们喜欢模仿和嘲弄其他的

鸟。”
其中一只澳洲鹦鹉停下了够长的嘲讽，听到了温斯顿讲话。
“你看，比利，成为自己永远是最好的。尝试着成为别人不仅会欺骗

自己你本来是谁，它也同样不能给别人了解真正的你的机会。”
比利望着这两只大鸟，它们在听温斯顿讲话，然后在它们自己中间咯

咯笑开了。
“是的，假装成为别人或者成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一点也不酷。”

比利回答说。
其中一只澳洲鹦鹉假装清清喉咙，发出响亮尖刺的声音，然后说：“

假装成为别人或者成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一点都不酷！”
另 外一只随后也附和道”：“假装成为别人

或者成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一点都不
酷！”

然后它们又重复着这句话，轮流着
说了一遍又一遍。
“真的吗？”比利问。
短暂的沉默，然后其中一只澳洲鹦

鹉说：“真的吗？”
另一只大喊道：“真的吗？”



这句话又成为了它们新的嘲讽对象。温斯顿
用翅膀绕着比利说：“好了吗？”
“噢，好了。”比利回答，“这些鸟一点都

不酷！”
温斯顿拍着翅膀，数着数字：“一，二，

三！”
噗！他们现在在一个庭院中。一位母亲正推

着女儿荡秋千。当小女孩在秋千上荡前荡后
时，她妈妈试着搔小女孩的痒，让小女孩大笑
不已。温斯顿和比利坐在一个高高在她们之上
的树枝上。荡秋千荡来荡去，比利感到一阵眩
晕还差点儿往前掉下去了。温斯顿伸出翅膀把
他拉了回来：“保持稳定，老大。”
比利重新恢复平衡，看着这个慈爱的母亲和

孩子嬉戏。这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并想她是
多么伟大的母亲。那一刻，他希望自己现在正
和她坐在早餐餐桌旁。他感到很难过，那天早晨他选择不听她的话，还
故意让她的生活很难堪。他和母亲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两个成员。她换
了一份新工作，所以他们必须移到一座新的城市，而她在尽她所能为他
成为一名好妈妈。比利感到一丝泪水涌上了眼角。温斯顿敏感地，咳了
咳。
“什么？”比利问。
温斯顿指着那边一棵树枝上的知更鸟。现在正好是进食时间，知更鸟

妈妈正在喂养她的小孩子们。小鸟们尽力张开小嘴，等着母亲给他们带
来早餐——虫子。

美国罗宾

罗宾斯说代表新的增长。你是人谁愿意从你遇到的人，这样你也

将增长到学习呢？

如何飙升更高

美国罗宾
一位男旅鸫说唱最
美丽的曲子，并往
往是最后的鸟歌
唱的太阳下山。

羽毛事实



比利望着小鸟吃饭。他从来没有
看到这样的事情。他紧紧看着鸟
妈妈持续喂她的宝宝们。就在那
时，她察觉到了他们俩的目光，
并正打算启动防御模式，但是温

斯顿向她挥了挥翅膀，然后她停下
来盯着比利。她的眼神看着有点像

她···这是她的眼睛。
比利立即扭头往下看着那对母女。母亲正在往

树上看，并看到了知更鸟母亲在喂养她的宝宝。她把这些知更鸟指给女
儿看，女儿也从秋千上下来看着。所有的母亲都有着“相同”的眼神。
“你看到那眼神了吗，比利？”温斯顿问。
比利点点头。
“那是爱的眼神，我的朋友。这种眼神从来不会过时，也不会老去。

一种适合所有行走着的生命的眼神，当然···也包括这些鸟！
比利继续看着，一言不发。温斯顿让他这样待了一会儿。
在他们动身离开这些知更鸟之前，他以为这里的景象将成为永恒，但

是温斯顿很清楚地告诉他还有好几站要去，然后才是他回家、回到学校
和课堂的时候。

他们又一次来到了水面上，这次温斯顿停在
了一只巨大的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顶部。比利
紧挨着他落下歇息。他们看了一会，然后看到
小鱼开始跳出水面，又回到水下。比利被逗乐
了。
随着时间流过，更多的鱼持续跳出水面。比

利张开翅膀好像要试着去摸一条小鱼，此时，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什么东西滑过他正前方，张
口抓住了这只小鱼，径直离开了。“咳！”比
利大叫一声。
是一只巨大的白色鹈鹕！比利以前听说过他

们，一种巨大的鸟，有巨大的嘴巴。他眼下看
到的这只，正在吃他刚刚看到的那条鱼。
不久，又来了两只鹈鹕，和第一只鹈鹕抢着

要抓那些鱼。因为它们嘴太大，就把嘴埋在水
里，试着诱捕这些鱼。它们中最大的那只鸟

鹈
鹈鹕击败水翅膀
驾驶鱼放入浅水
区，然后舀他们
与他们的账单。

羽毛事实



鹈

鹈鹕代表的无私，这意味着关怀，分享和帮助。怎么努力，你尝

试接触到的人，尤其是那些谁没有朋友，或者说需要有人来帮助

他们呢？

如何飙升更高

嘲笑其他的鸟，因为他看起来抓鱼和吃鱼最成
功。而最小的那只鸟看起来很气馁。

“看这儿！”最大的那只鹈鹕大嚷道。
一个向下猛扑，他钻进水里，然后抓出
一只巨大的鱼，他的嘴甚至都叼不住这
只鱼。他试着带鱼飞起来，吞下它，但
是它让他窒息了。他在空气里挣扎着，

掉进水里，大鱼从他嘴里摇晃出来。好一
会儿，他才从水里浮上来，咳嗽、喷水，把

身上的水抖下来。他的朋友们大笑起来，然后
他们三个一起飞走了。

温 斯顿摇着头：“我希望你看
到了整个过程，比利。”
比利点点头。
“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寓意吗，比利？永远不

要去咬下那些你吞不下的东西！有些人，这个
故事里是这只鸟，简单地不用大脑，或者换句
话说···他们的嘴大过胃。”
比利大笑起来。温斯顿也随着咯咯笑起来。
“永远记住，比利，做事情要有节制，更多

并不总是代表更好或者很好！”
“好了，试着把嗓音压低，我年轻的比利。

否则你会吓到不远处我们的朋友的。”温斯顿
悄悄地说。

布谷鸟
阿鹃最喜欢的食物是
毛茸茸的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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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鸟

很多时候，杜鹃的特征在疯狂或怪异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滑稽或

不同。只因为某人的行为或表现不同并没有使他们少了一个人，

或怪异的。你同意？

如何飙升更高

比利安静下来，然后从树后往外望去。他们看起来似乎在那儿待了好
一会儿。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比利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他举起翅膀想
飞走。温斯顿敲了敲他后，他才冷静下来。
“他在那里，比利。”
比利看见这只鸟儿从灌木丛中大摇大摆走出来。它色彩斑斓，站起来

快有两英尺高。对于金丝雀来说，他就是一个巨人。
“他是什么？”比利问。
“我的朋友，那是一只布谷鸟。”
比利笑起来。他认为温斯顿在开玩笑。“一只布谷鸟，真的吗？”
“是的，比利。”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存在？”比利问。
“那是因为他们非常害羞胆小。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比利。他们不

喜欢在鸟群中，甚至不喜欢在同类中，他们更喜欢和同伴在一起。”
“噢？”比利咕哝着，看着这只鸟正在找虫子。



“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并保持你
自己吧，比利。有些鸟是不一样
的，就像有些人喜欢和自己的同
伴在一起一样。如果这就是他们
为自己做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
他们而不应该强迫他们融入人群
中或者强迫他们进入他们不想进
入的环境中。”
比利想了一会儿：“就像一个

学校里新来的小孩或者一个从不
同文化里来的小孩，那小孩认为
自己格格不入，并且需要时间来
适应？”
“千真万确，比利！而且你知

道吗？有时候独自一人很好，但
是其他时间也需要融入人群中，因为人是社会型生物···他们需要依
靠其他人。人们需要朋友，比利。”
“那么鸟呢，温斯顿？它们也需要彼此吗？”
“有些需要，但是有些，好吧，”温斯顿指着布谷鸟，“他们只想好

好做自己的事情。”
“鸭子！”正当他们飞过地面时，温斯顿大叫起来。
比利一阵惊恐，然后他们跌落进了一大堆干稻草垛里。当他重新集中

精力并揉着双眼时，温斯顿正俯看着他：“抱歉，比利，我刚刚只是想
跟你闹着玩，我并不想要你掉下来。”

鹅

大雁常与旅行，承担新的任务有关。这意味着，他们努力超

越他们目前是通过学习和在此警醒。你不必去旅游，了解新

的国家。因此，许多人来自其他国家现在住你在哪里，你可

以听他们学习。

如何飙升更高

鹅
一只大雁总会找到每当它的合作
伙伴被杀害或死于新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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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你觉得这很好玩儿，哈，
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鸭子？”

“ 好 吧 ， 我 本 来 应 该 说 是 大
雁！”温斯顿说着，指着天空中一
群正飞远的大雁。
比利又揉了揉眼睛，并向上看

着这些大雁。他们现在正排成一
个“V”字形状飞翔，以避开风
向，更容易地飞行。
“现在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团队

合作，比利！整个团队齐心协作以达到
更 好 的 结 果！”
“你是说？”比利问。
“好吧，我是想说，在团队活动中，没有‘我’这个字。每个人和其

他人一起协作，帮助其他人一起实现他们的目标、希望和梦想。”
比利望着大雁再一次集体低空飞行，然后消失在远方。
“现在你想往那边看吗？”温斯顿悲叹地说，然后他走到干草垛的另

一头，“你能看见他们吗？”
比利看见一群大鸟混乱不堪地飞来飞去。他

们持续发出“咯咯咯咯”的叫声。
“火鸡！”比利大叫道，“我喜欢感恩节的

他们！”
一些火鸡听见比利的喊声，争相着朝不同的

方向飞去。
温斯顿点点头：“他们毫无团队可言，当然

啦，他们是“我”的玩家，然后以成为晚餐盘
中餐结束生命，比利。”
“噢？”比利问。
“你知道这堂课要说什么吗？”温斯顿问。
比利咯咯笑着说： “不要被吃掉？”
“类似于那样的。不要和火鸡混在一起，或

像火鸡那样行事，比利，因为火鸡只能简简单
单地被吞并！吞咽，吞咽，知道我是什么意
思吗？”温斯顿说着用翅膀握成了一张嘴的形
状。

火鸡
野火鸡更喜欢散
步或小跑，但他
们能够飞行。家
养火鸡不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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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鸡

土耳其代表自己的奉献。当然，他们被吃掉的感恩节！服务

他人是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实力。然而，挂在其他人谁没

有目标，而不是使用其他的，带走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做好

别人谁将会欣赏它。

如何飙升更高

温斯顿领着比利来到路边。这是一条高速公
路。他们望着一辆车飞驰而过。比利差点被
汽车排出的风流吹走。温斯顿用翅膀抓住
了他。

他领着比利来到一堆岩石上，并在那里
休息下来。“那儿！”他说，一边指着
一群秃着头的黑色鸟们，那些鸟正在啄
食一个动物的尸体。
“恶心！”比利哼哼

地说。
温斯顿赶紧用翅膀挡住比利的嘴，并让他们俩扑

倒，以不被那些鸟发现。
慢慢地，他们爬上石头顶部，看着那些鸟狼吞虎

咽地吃着他们的腐尸大餐。
“他们是什么？”比利问。
“他们是秃鹰，比利。拾荒者！他们吃剩下的东

西和一切他们那肮脏的爪子能抓住的东西。”
“他们很坏吗？”比利问。
“‘坏’不是个‘好’词来形容他们。他们是不

可取的，比利。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去获得他们想
要的东西。他们等别人做完了重活并继续干活时，
紧随其后，然后拿走或收获那些成果。”

秃鹰
秃鹰是为数不多的动
物使用工具和埃及
秃鹰实际使用石头
砸开鸵鸟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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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们不是团队合作者？”比利问。正在那时，其中一只秃鹰撕
走了另一只的食物，这两只秃鹰开始打架。另一只秃鹰过来，趁这两只
在打架时，叼走了食物。
“我的话讲完了，比利。”
比利继续看着这些鸟争食和打架：“我永远不会像他们那样或和那种

人为伍，他们看起来并不诚实，或者看起来也没什么好意图。”
温斯顿用翅膀包围着比利，然后慢慢地把他领到背面的另一边：“你

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我的年轻朋友！”
他们飞过一大片玉米地。比利一直扫视着身下的土地，赞叹那些长到

几英尺高的玉米杆：“我们在哪里，温斯顿？”
正在那时，比利发现他正独自飞翔。他转着飞了一圈，但是没有看到

猫头鹰。
“温斯顿？”他大喊。
仍然没有答案。
“温斯顿？”
然后他听到猫头鹰咯咯笑着：“在这

里，年轻的比利！”
比利透过玉米杆望过去，然后飞往地

面，还看见一个样貌吓人的稻草人。
温斯顿坐在稻草人的肩膀上：“有兴
趣加入我吗，小伙子？”
慢慢地，比利飞向那个稻草人。温斯

顿看起来好像属于这个稻草人似的，像

秃鹰

秃鹰是象征性的侵略和贪婪。欺负别人得到你想要的并不能使你

成为一个更好，或更强大的人是什么。其实，帮助他人实现他们

的目标，使你更强大，更幸福。

如何飙升更高



极了一只鹦鹉停在一个海盗的肩上。这让比利
笑起来：“你看起来好像你打算扎根在那儿
了！”
“比利，有意思。虽然这是个好地方，这让

他们都离得远远地。”
比利越过稻草人的肩膀看到了他们···大

大的黑乌鸦。“狡猾”这个词似乎是存在的。
比利看着他们好像在打架，并赶走较小的鸟。
“他们是土霸，比利！无论他们到哪，他们

都认为自己掌管天下，接管这里。”他说着敲
了敲稻草人。
“他们看起来真是卑鄙又好斗。”比利说。
“永远记住，比利，无论你到哪里你都要把

你的‘你’带在身上，也就是那些你被教会的
良好的品质。而霸占他人的东西永远不是交朋
友的好办法，也不会为你带来你在生活中想要
得到的东西。”
“这一点也不酷，我永远也不会想交那样的朋友。”比利回答说。
“不会和那些想要制造敌人的人成为朋友，比利？”
比利同意地点点头。
“跟我来，比利！”温斯顿呼啸一声直冲向云霄。
尽管比利尽力跟上他，他也能跟上。他们飞得如此之高，以致比利认

为他们只要再飞高一点就一定能摘到星星了。
“这感觉是不是很棒，比利？”温斯顿像个孩子一样大笑起来。

乌鸦

他们说，乌鸦是发出明确的信息鸟。当别人谈话，你要求澄清，

只要你是不确定的东西别人在说，为了避免冲突？

如何飙升更高

乌鸦
乌鸦暗恋蚂蚁和他们
擦遍自己喜欢的香
水，以抵御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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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当比利往下望去，他有一只眩晕的感觉，但是现在他很享受在高
处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像一只老鹰一样翱翔蓝天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利？”
比利向上看着正逆风滑翔的温斯顿：“以前没有，但我现在知道这种

感觉是什么了，不是吗？”
“你应该问他！”温斯顿叫着说。

正在那时，一只巨大的美国鹰猛地飞过他们
身边，他的翅膀拉伸得尤其宽广，瞬间遮挡了
阳光。比利惊叹于这只巨大的宏伟的鸟。
“现在，就是这只鸟，比利！”温斯顿大

叫。
比利心生敬畏地看着这只鹰飞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记得那些乌鸦吗，比利？”
“是的。”
“好吧，有些像他们那样的鸟喜欢阻挡老

鹰，而当老鹰们厌烦了他们的滑稽表演，便会
展翅高飞，飞到更高的地方，这样其他的鸟就
不能与他们为伍。”
“我们打扰到老鹰他们了吗？”比利问。

老鹰
老鹰的愿景是最锐利
的任何生物和它们的
翼展通常至少两次他
们的身体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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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

老鹰代表信心和追求通过进入正确的方向，以达到新的水平。他

们所做的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你尽你所能，做正确

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翱翔高？

如何飙升更高

“一点也没有，比利。我们赞美他所代表的——自由、力量、胜利。
他是天空的统治者，并且他也知道，而且这统治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威
胁。他知道什么时候休息并保存精力，也知道什么时候将精力得到最好
的发挥。他视野广阔，能看到前方非常远的地方。”
“那真惊人！”比利叫道。
“是的，这是一种惊人的鸟，他能教会人类如此之多的东西去更好地

活着，去拥有尊严、自由与灵性地活着。”
“那百分之百是我最喜欢的鸟，温斯顿！”
温斯顿和比利看着这只鹰拍打着巨大的翅膀，好像在感谢他们俩对他

拥有的空间的欣赏和尊重，然后飞着离去，瞬间消失无踪！
“那也是我喜欢的真正的鸟，比利！”
 “真正的鸟？”比利问。
“每个人都拥有想象的空间和权利，比利，”温斯顿微笑着说，“你

当然也拥有。”
“你是说？”比利问。
“这是我们在你的这次想象之旅中的最后一站，比利。因为这全部是

想象，为什么不用想象的眼光来看待想象世界里的东西呢，对吧？”
比利正想说什么，此时他发现他已经不在高高的空中了，而是在一座

小山下面。温斯顿把翅膀放在他肩膀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带着你穿越这场奇幻之旅真是一种殊荣和荣幸，比利。我希望你记住

和我一起看到的所有，并且知道，就像所有的鸟都不一样，所有的人也
不一样。他们拥有不同的形貌、肤色、身高、性别和信仰。每个人在生
命中都会和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相配。 有些人也许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才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永远不要
放弃，因为明天永远是新的一天，但是
享有和珍惜当下的时刻，因为当下的
才是生活本身的。并记住人生会有艰
难的时刻，这些时刻会让你沮丧灰心
或者悲伤，但那正是挑战的时刻，这
些时刻引领你提升并引领你成为最初
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最好的你····

就像这只凤凰！”
比利看见一阵风开始在山顶上打着旋涡，不同色彩的火花在岩石间飞

舞跳跃。一声响亮的尖叫突然响起，灰尘环绕着整座山，整座山看起来
好像要爆炸了。然后，他看见了这只巨大的鸟，摊开巨大的翅膀，抖落
着火焰与火花。他拍打了三次翅膀，然后向下看着比利，点了点头。
“这是为你而来，比利！他已经让自己得以新生，从艰难时刻的灰烬

中重新升起，他正准备重新开始人生并将飞得更高···甚至比我们的
老鹰朋友还要飞得更高！”
比利仔细看着这只凤凰包围于火焰之中，通身照得透亮。凤凰最后一

次拍打了翅膀，然后发出一声刺耳洪亮的尖叫声，腾飞而去！
“比利！”他又一次听到了尖叫声。是哈里斯小姐。
比利揉了揉眼睛。其他的孩子们都看着比利，有些在嘲笑他。

“我有不厌其烦地说过要让你睡觉吗？”哈
里斯小姐问。
“噢，没有！”比利回答说，“我只是刚好

在脑子里想象着你说的那些鸟。”
“是那样吗？那你介意告诉我关于那些不同

种类的鸟你知道些什么吗，比利？”
比利望着她，然后又望着窗外，看见一只年

老的长相聪明的猫头鹰正坐在离窗户不远的栅
栏上。它正盯着他看，然后，突然礼貌地点点
头，飞走了。比利明白了这堂课，并会记住温
斯顿，和自己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关于鸟类的知
识，也是如何对待他人的知识。
比利把注意力转向哈里斯小姐，然后看着班

上的同学。“鸟类就像人类一样。世界上有很
多鸟，有不一样的行为，就像人类一样。不管

凤凰
凤凰是一个神话
鸟前升起通过骨
灰重生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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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火鸡、企鹅、蜂鸟、像拾荒者一样的秃鹰、庄严的美国雄鹰、还
是神话般的凤凰，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角色。说到这些伟大的
凤凰，我想告诉你···”
比利接着说下去，他不仅仅吸引了哈里斯小姐的注意力，还吸引了全

班同学的。比利忍不住给了蕾切尔长长的一瞥。他笑着望着她眨了眨
眼。她也报之以微笑。在他的这所新校园里，一切都那样美好地前进
着！

凤凰

Phoenixs代表重生，或第二次机会。请记住，只是因为你没有在

第一时间的东西不会成功，不会让你失败。挫折是combacks机

会！这是更好地尝试一些东西，没有成功，而不是不去尝试。

如何飙升更高



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本书，作者和停止欺凌，请访问：
www.bullyingisforthebir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