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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牧场上，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牛宝宝刚刚出生了， 

它有一双玉米色的眼睛。 



它喜欢在软绵绵的干草上奔跑，

嬉戏，打滚。 



和牛妈妈一起玩耍， 

然后在暖暖的阳光下休息 





它的名字叫克拉拉， 

它有一些名气 

因为 



 

这头聪明的牛宝宝会鞠躬 

看着它一只膝盖跪下来鞠躬是一

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农场主拉莱自豪地笑， 



我必须承认， 

克拉拉很快就在当地出了名 



有一天， 

有一个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 



客人来见克拉拉， 

现在， 

可以猜一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猜对了。。。

。。 

当然，这是一位王子， 



王子听到了关于克拉

拉的事情 



知道有克拉拉这头牛， 

知道它会鞠躬 



面见瑞典王子是多么光荣

的一件事情 



克拉拉深深地鞠了鞠躬， 

王子十分高兴 



“我要买下这头牛， 

现在就要” 



“抱歉”农场主拉莱回答，

“克拉拉是非卖品” 



“它会一直呆在这里” 



“它对于我们十分重要，

我们爱它的一切” 



王子是位好人， 

他离开了 



或许。。。。。

。 



有一天，通过某种方式，

你会遇见克拉拉 



一头会鞠躬的牛 



 

结束 



 

  

《克拉拉 一头会鞠躬的牛》，是我们“友

谊系列”的第一本书。它教孩子们如何去被

爱，被珍惜，去体会终身友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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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I 

One fine day in the month of May 

a little baby cow was born. 

What a surprise, when she opened her eyes 

the color of sweet corn. 

 

 



  

Pre-chorus 
Klara was her name Oh’… She had some fame. 

Can you guess why?   

Because this baby cow knew how to bow...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Chorus 

Klara, tell us how you learned how to bow. 

Wow, it’s amazing to see,  

as you bow on one knee. 

So let us all, try it now,  

with our friend, Klara the cow. 

 



  

Verse II 
Try this with me and you will agree, 

that bowing is a lot of fun. 

It’s easy you see,  

you just bow, on one knee 

such fun for everyone.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Pre-chorus 
Klara was her name Oh’… She had some fame. 

Can you guess why?   

Because this baby cow knew how to bow...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Chorus 

Klara, tell us how you learned how to bow. 

Wow, it’s amazing to see,  

as you bow on one knee. 

So let us all, try it now,  

with our friend, Klara the cow. 

 



 

  

Verse III 

With your head held high look up to the sky 

And won’t you join with me? 

First with your left, and then with your right, 

and bow for all to see. 



  

Pre-chorus 
Klara was her name Oh’… She had some fame. 

Can you guess why?   

Because this baby cow knew how to bow...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Final Chorus 

Klara, tell us how - you learned how to bow. 

Wow, it’s amazing to see,  

as you bow on one knee. 

So let us all, try it know,  

with our friend, Klara the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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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感谢我的支持者以及灵魂伴侣-

-蒂莫西。感谢他一如既往的相信我，

也感谢富有创造力和才能的凯南和凯

拉，让我的心永葆青春，最后，感谢

，世界上所有用大大的充满好奇的双

眼看着我的牛牛们。 



 

克拉拉和普通的牛不一样，因为他

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它如此特殊，

所以王子想在农场主那里买它，但

王子很快就领会到，克拉拉的珍贵

性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与众不

同是可以的，对被爱，被珍视，感

觉良好也是可以的，让我们通过这

本带插图的书一起学习更多关于克

拉拉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吧。 

金柏莉在三种文化交融的环境下成长，生于英国，曾经生活在非洲，美国，新西兰

和其它几个欧洲国家。金柏莉通过她的书，跟读音频，视频和其他有趣味的作品让

儿童和青年体会和品味这个美好的世界。请加入到金柏莉的教育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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