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 一册很有名的书 - Harry Potter
你们知道不知道哈利波特的书？在欧洲这册书是孩子们最喜欢
看的书。一共有七册不一样的书。哈利波特的作者是英国人，
他的名字是 J. K. Rowling. 看书是我的爱好，所以我很喜欢他写
的书。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七年他每二年写了一册新的哈利
波特的书。哈利波特的书在世界全都很有名。
现在我看第七册哈利波特的书。每天去睡觉以前我看几页。我
读书英语的版,所以我看英语版的。我觉得看很多英语书可以帮
我提高我的英语水平。一年前我女朋友给我介绍了哈利波特。
她说： 你应该看这册书，因为很有意思。 我告诉她，我觉得这
册书是孩子看的书，所以我不要看哈利波特的书。几个月后我
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哈利波特的电影。看过电影后，我觉得这
个电影不错，我要买这册书。我开始读第六本哈利波特的读
书。我的很多我的朋友也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现在我不再觉
的这册书是孩子看的书。我现在看的哈利波特有很多页，七百
页左右。很多年轻人喜欢读哈利波特的书也非常喜欢看哈利波
特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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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1li4Bo1te4 , yi1 ce4 hen3 you3ming2 de shu1 - Harry Potter

ni3men

zhi1dao bu4zhi1dao4 Ha1li4Bo1te4 de shu1 ？ zai4 ou1zhou1 zhe4 ce4 shu1 shi4

hai2zi men zui4 xi3huan kan4 de shu1 。 yi2gong4 you3 qi1 ce4 bu4yi1yang4 de
shu1。Ha1li4Bo1te4 de zuo2zhe3 shi4 Ying1guo2ren2 ，ta1 de ming2zi shi4 J. K. Rowling.
kan4 shu1 shi4 wo3de ai4hao4 ， suo3yi3 wo3 hen3 xi3huan ta1 xie3 de shu1 。 cong2
er4ling2ling2yi1 nian2 dao4 er4ling2ling2qi1 nian2 ta1 mei3 er4 nian2 xie3 le yi1 ce4 xin1 de
Ha1li4Bo1te4 de shu1。Ha1li4Bo1te4 de shu1 zai4 shi4jie4 quan2dou1 hen3 you3ming2 。
xian4zai4 wo3 kan4 di4qi1 ce4 Ha1li4Bo1te4 de shu1 。 mei3tian1 qu4 shui4jiao4 yi3qian2
wo3 kan4 ji1 ye4 。 wo3 du2shu1 Ying1yu3 de ban3 ,suo3yi3 wo3 kan4 Ying1yu3 ban3 de
。 wo3 jue2de kan4 hen3duo1 Ying1yu3 shu1 ke3yi3 bang1 wo3 ti2gao1 wo3de Ying1yu3
shui3ping2 。 yi1 nian2qian2 wo3 nü3peng2you gei3 wo3 jie4shao4 le Ha1li4Bo1te4 。 ta1
shuo1 ： ni3 ying1gai1 kan4 zhe4 ce4 shu1 ， yin1wei hen3 you3yi4si 。 wo3 gao4su ta1
， wo3 jue2de zhe4 ce4 shu1 shi4 hai2zi kan4 de shu1 ， suo3yi3 wo3 bu4yao4 kan4
Ha1li4Bo1te4 de shu1 。 ji3ge yue4 hou4 wo3men yi4qi3 qu4 dian4ying3yuan4 kan4 le
Ha1li4Bo1te4 de dian4ying3 。kan4 guo4 dian4ying3 hou4，wo3 jue2de zhe4ge4 dian4ying3
bu4cuo4 ，wo3 yao4 mai3 zhe4 ce4 shu1。wo3 kai1shi3 du2 di4liu4 ben3 Ha1li4Bo1te4 de
du2shu1 。 wo3de hen3duo1 wo3de peng2you ye3 xi3huan kan4 Ha1li4Bo1te4 de
shu1 。 xian4zai4 wo3 bu4zai4 jue2 de zhe4 ce4 shu1 shi4 hai2zi kan4 de shu1 。 wo3
xian4zai4 kan4 de Ha1li4Bo1te4 you3 hen3duo1 ye4 ， qi1bai3 ye4 zuo3you4 。 hen3duo1
nian2qing1ren2 xi3huan du2 Ha1li4Bo1te4 de shu1 ye3 fei1chang2 xi3huan kan4
Ha1li4Bo1te4 de dian4ying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