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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利娅的心 
 

 

又是一个秋天，微风轻轻吹拂过，那把精致的椅子也还

在那外院草坪上。 

“姐姐，你放学啦!”西利娅略带微笑地问，西霖点了点头，

“妈妈还没回来?’’利娅突然一脸无情了。姐姐回答道：“快

了。”利娅此时正坐在椅子上，她喃喃自语道:“我跟别人不

一样呢，我走路很颠簸，根本圆不梦想吧。我的苦处又有谁

懂呢?”她呵呵地傻笑。“妈妈回来了，吃饭了!”…… 

西利娅作完了睡前祷告，上了床，关上了房门，但并没

有熄灯。突然“扑通！”一声，她跪在了床上，双肩开始上

下抖动，仿佛有一个人正在责怪她，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她在向上帝苦诉她一天的委屈。 

“妈妈今天依然没有……没有早早回来陪我，姐姐放学

也没有关心我……上帝啊，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 呢？”西

利娅又开始怨天尤人了。“砰！”的一声，她倒在了床上。正

在打扫的妈妈听见了声响，却没有去敲西利娅的房门，因为

她早就习惯了。天天睡前，西利娅都要大哭、诉说自己的委

屈，这对于西顿家已经成为了常事。 

这哭的原因是什么，还要从 3 年前的那场小型自行车车 

祸开始讲起：那时的西利娅才 4 岁，邻居克里姆叔叔骑着自  



行车从家里出去上班。西利娅正好从马路上跑过，克里姆叔

叔打响了好几声铃铛，西利娅愣住了，一动不动的，像丢了

魂一样。克里姆只好努力刹车，可最终还是撞上了。从此以

后，西利娅走路一瘸一拐的，并且非常慢。这让她没入了黑

暗之中，并且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个乐观的西利娅已

经消失了，她变得很自卑。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没有人

去跟她交流，被同龄孩子视为怪物。就算爸爸妈妈怎样去关

注她，也只有姐姐能跟她谈得来。 

但就算如此，她依然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去当一位著名

的芭蕾舞演员。西利娅一直把这个梦想埋在心里，她觉得自

己现在的样子是不可能圆梦的。你们看，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西利娅脸上还有两行泪痕呢! 

 

 

  

 

 

 

 

 

 



 第二章 依比尔莱学院 

   

礼拜天晚上，西顿夫人
①
赶在西利娅哭天喊地之前敲响

了她的房门。“进来吧。”西利娅轻声说。一见到妈妈，她便 

瞪大了双眼，小小的嘴微微张开。她是多么惊讶啊，妈妈若

不是有什么正事，是绝对不会进她房间的。 

西利娅的母亲站在自己女儿面前，对西利娅说：“今天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利娅，你已经长大了，我跟你父亲讨论

了一下，决定让你去上学，就是你姐姐西霖学习的依比尔莱

学院，明天你就去报到，你姐姐会带你去的。早点睡，明天

就是礼拜一，要早起。”话说完了，西顿夫人就走出了房间。

西利娅傻呆呆地站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似懂非懂

地点了点头，忘记了诉苦委屈。立马熄了灯，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晨，西利娅跟着姐姐进了学院。她被分到了普

林威·斯特凡小姐的班里。斯特凡小姐的课堂十分有趣，西

利娅听得很入迷，上课认真的她，深受老师的喜爱，她也发

现同学也非常友好，不像邻居的孩子，同学看她是一位残疾

姑娘，便更护着她，甚至让西利娅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坚固的  

 

西顿夫人① 西利娅、西霖的母亲，西顿·巴文的妻子。 

 



后盾。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西利娅和姐姐回到了家。妈妈一看

到西利娅就问：“今天过得怎么样？同学和老师还不错吧?”

“非常好，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西利娅满脸堆笑地说。

自从那场车祸发生以后，西利娅第一次这样笑过。吃晚饭的

时候，平日里一言不发的西利娅居然说话了，她心血来潮地

讲述着自己在学院的第一天。妈妈欣慰地看着她，姐姐细心

地听着妹妹的每一言每一语。 

祈祷作完了，西利娅回到了房间直接熄了灯，睡着了。

欢乐冲走了她每天诉苦的记忆，换句话来说，跟本没什么好

抱怨。 

西顿夫人见了西利娅这样很开心，西霖却一脸严肃地说：

“明天晚上我想跟妹妹谈谈，可以吗？”“当然可以。”西顿

夫人爽快地答应了。……时间过得很快，又是太阳升起来的

时刻，但西利娅眼睛下却少了两条泪痕，取而代之是西利娅

脸上的笑容。 

 

 

 

 

                                                 



第三章 姐姐的心灵疏导 

 

第二天下午，西利娅刚写完作业，西霖就进了她的房间，

反手就关上了房门。“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没等妹妹开口她

就讲了起来。“请……请说吧！”面对姐姐的突然提问，西利

娅一时又些不知所措。“你仔细听好了。姐姐知道你因为那

场事故为自身的残疾感到自卑，但是我们要往前看，告诉姐

姐，你的梦想是什么？”西利娅有些紧张了，自己从来都不

跟别人吐露自己的梦想，今天姐姐怎么就问起来了。“那我

说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姐姐点点头，“我想……想当

一……名芭蕾舞演员！”西霖看着自己的妹妹微笑着，“这个

梦想不是很好嘛？干嘛之前不跟我分享分享？”西利娅指着

自己受伤的腿。“那姐姐能帮助你完成梦想，在那之前，你

得先跟我保证一件事，”“什么事？！”西利娅眼睛里流露出

希望的光芒。“以后不要再怨天尤人了······”“好，保证完

成任务！”西利娅还没等姐姐说完就发誓了。“早点儿睡吧！”

姐姐说，随后便关门了。西利娅实在太兴奋了，晚上肯定会

做一个美梦的！ 

西霖随后就进了母亲的卧室。“帮妹妹报一个芭蕾舞班 

吧！”西顿夫人怀疑地问到：“她的脚，能行吗？”霖儿①坚 

定地反驳道:“只要她有这个想法，就要陪养她，她才可以走



出黑暗，重拾信心，变得勇敢、坚强，才会适应社会！” 

她又向母亲为妹妹求情了好几次，西顿夫人才勉强答应，

她满意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能因为谈得太累了，一倒在

床上就睡着了，两边嘴角还向上翘起，还迷迷糊糊说着梦话，

“妈……妈妈，让妹妹双（上）步累舞（芭蕾舞）吧！权（钱）

的四（事），五（我）能搞 duin 的！” 

看，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姐，什么都为你（西利娅）着想，

为了你，什么都豁得出去。利娅，你可不能让你姐姐失望了

呀！ 

 

 

 

 

 

 

 

 

 

 

 

霖儿①：西霖的简称 



第四章 梦想 

 

趁着周末空闲的时间，西霖用布一下就蒙住了西利娅的

眼睛。只听见姐姐“吧嗒吧嗒”的走路声，利娅十分好奇，

“姐姐会给我什么惊喜呢？这么神神秘秘的。”她在心里想

着，忽然她又觉得姐姐很好笑，第一次见她这样，好像是一

只干了坏事的小老鼠，做事蹑手蹑脚的。想到这里，西利娅

便捂着嘴“咯咯咯”地轻声笑到。 

脚步声在西利娅面前停住了，有一只手递给利娅一张薄

且大的纸。姐姐的声音从她耳边响起，“Surprise①!”说着便

解开了布条。“哇！”原来是斯瓦林·侬迪尔老师开创芭蕾舞

蹈团的报名表。要知道，斯瓦林老师是非常著名的芭蕾舞演

员。“姐姐，这真是太棒了！”西利娅搂住了姐姐。“每天放

学，姐姐都会去接你去训练，加油！” 

第二天，一放学，西利娅就来到了舞团，见到了崇拜的

斯瓦林小姐。“嘿，你好，我叫莫科纳。我们是同路人哦。”

一个女孩对西利娅介绍的。那个女孩是一个同样的残疾人。 

斯瓦林小姐开始为这个特殊的团队做特训(全都是稍带 

残疾的姑娘),各个小女孩都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残缺、不足，  

①Surprise:惊喜 

有的眼眶里还含着泪珠。 



她们从陌生到熟悉，个体到团队，不和谐到团结友爱，

变成了互相的知己。她们也慢慢练习起群舞，这个舞团希望

有朝一日能表演《天鹅湖》这部著作。 

妈妈和姐姐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西利娅再也不哭了，晚

上也不怨天尤人、哭天喊地。毕竟，这几个月，姐姐和妈妈

一直陪伴着她，不让她感到孤单。那个乐观的西利娅已经回

来了，甚至比以前有更多的欢声笑语。餐桌上，不再是鸦雀

无声，西利娅的“话牢门”一打开，她就开始像一只叽叽喳

喳的小麻雀一样滔滔不绝地讲，妈妈和姐姐也参与到其中。

从去了芭蕾舞蹈团开始，西利娅要么没有梦，要么就是美梦。

最后，妈妈对姐姐说：“这芭蕾舞蹈团可真是神药啊，一下

就把西利娅给治好了，你出的主意可真好啊！”姐姐脸上泛

出得意的笑容。 

 

 

 

 

 

 

 

 



第五章 生日惊喜 

 

7 月 24 日，就是西利娅的生日。以前的她只有在生日的

时候不会哭，她也是最记得生日的。可是，现在的她进入了

芭蕾舞蹈团，以及她们这些姑娘们即将要去迪雷诺剧场演出

了，西利娅每天都在起早贪黑地努力训练。7 月已经过去一

半的时候，要是往常的西利娅，早已兴奋不已了；可现在，

西利娅练得连这是几月份都不知道，她哪还会想起自己的生

日呢？ 

她的生日她今天可以忘了，但妈妈和姐姐可都是有脑子

的，记得清清楚楚，什么都安排好了，就等着这生日到来呢！ 

日子到了，西利娅刚起床就发现了一张纸条。 

惊喜之路： 

        

        向着美丽而魔幻的花园，再走到充满烹饪香味的小厨房，顺着走廊去那飘荡

着你天天练习芭蕾舞残留的音乐碎片的房间，再来到大厅，迎接你从未想到惊喜。

去吧！这是一条充满欢笑的路径! 

西利娅照做了。她先在花园里发现了两束带着露水的玫

瑰花；在厨房的烤箱里找着了一碗焦糖布丁；最令她欢心的

是在舞房里的有一个音乐盒，上面站着跳芭蕾舞的女孩的那

种，还有一个天鹅水晶球。 

按照路线，西利娅再次来到了大厅。 

“砰！”的一声，西利娅给吓傻了，呆呆地看着眼前正

在发生的事情。“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原来，



是自己在芭蕾舞蹈团的伙伴们。莫科纳跳出来拥抱她，手里

拿着礼物和贺卡，这时她才发现餐桌旁已经堆满了礼物盒和

贺卡。利娅的妈妈走了出来，端着香喷喷的冰淇淋蛋糕，她

一边分蛋糕一边嘱咐道：“快点吃哦！冰淇淋快融化了！”姑

娘们个个吃得饱饱的。她们举行了一场拆贺卡的活动：等西

利娅拆开后，女孩们开始读贺卡的内容，一会儿笑得前仰后

合；一会儿向着写贺卡的人指点着用词不当和错别字母。这

时，西利娅的姐姐滑过来，笑着恳求道：“哦，我可爱的姑

娘们，你们看，训练一年多了，给我也饱饱眼福吧！拜托你

们了!”顿时，每一位小姑娘的脸上都流露出尊贵的神情，

好像自己的舞蹈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看的。一位名叫塔洛琦

的女孩儿，娇滴滴地授权道：“看在我们小天鹅西利娅份上，

我们就破例为你跳一次吧！”她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次她们没有用音乐，踮起脚尖，跳了起来。姐姐和妈

妈痴迷的望着这群优雅的小天鹅，也为西利娅的进步感到欣

慰。看着女儿如此投入、享受舞蹈。这时，妈妈模模糊糊地

说了一句：“西霖啊，我的好姑娘，你帮了妹妹一个大忙，

解了妈妈一个大愁，当初你的选择很对！”可姐姐正在认真

看自己的妹妹跳舞，只感觉到妈妈在嘟囔着什么，却什么也

没听到。 

姑娘们个个累的满头大汗，利娅的妈妈拿来了冰凉汽水 

为她们解渴。西利娅带她们做了许多事：带她们去参观自己



的卧室和舞房、带她们看家人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圆了

她们想拆礼盒的愿望、给她们介绍后花园的各种花名草

性…… 

一看月亮升起，小天鹅们都依依不舍地回家了。西利娅

可能因为太累，倒头就睡，她甜甜地想：要是天天都是我生

日该多好啊!姐姐面带微笑地说： 

“她开始融入社会了！” 

 

 

 

 

 

 

 

 

 

 

 

 

 



第六章 迪雷诺剧场的演出 

 

西利娅好激动哦，今天就是让她忘记生日的迪雷诺剧场

演出。 

今天她起得很早，顺便把妈妈和姐姐都叫醒了。西霖揉

了揉眼睛，疑惑地问她：“你怎么起地这么早啊？”西利娅

激动地回答道：“今天就要演出了，我太兴奋了，我能跟你

谈谈吗？” 

“可以。” 

“我怕失误，那样会很丢我们家的脸，也会丢舞团的脸;

我怕姿势摆错了，别人会笑的；你和妈妈会陪我去的吧，你

们不去的话我就没有支柱了。” 

“傻瓜，姐姐和妈妈怎么会不去呢？你不要想太多，要

不然原本不会犯的错误，你越说越会发生。当然，就算发生

了也没人会怪你的。在这种时候，越冷静越好，你跟我作深

呼吸。”西霖边说边作。 

“我好多了！”西利娅显地安静多了。“快点，要走了！”

窗外传来了妈妈的声音，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姐妹

俩并肩跑了出去。 

在化妆间里，每个姑娘都美得动人。在她们出场前，西 

 



顿夫人吻了西利娅的额间，姐姐轻声说：“加油！” 

“有请斯瓦林小姐带领的芭蕾舞蹈团上场表演《海峡》

中的第三段。让你们不相信的成为事实，她们是一群身带残

缺的姑娘们，掌声欢迎她们吧！” 

音乐响起，这群自身带有缺点的姑娘迈出了了不起的一

步。她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要花比别人多 5 倍的工夫；她们每

一滴汗水都写着刻苦与奋斗；她们每一颗泪珠都闪烁着坚毅

的光芒。她们的家人也为自己的女儿哭过，但从未当着女儿

的面哭过，在她们面前只有微笑。有一次，西利娅不小心扭

伤了脚踝，可还咬紧牙关继续练，疼地掉下了眼泪,妈妈很

心疼她,走到后花园悄悄落泪;娜拉总是生病。有一次发了高

烧，医生说是太累导致的，罗德夫人
①
劝娜拉不要去练了，

因此娜拉跟妈妈吵了一架，罗德夫人只好成全，面对着窗户，

眼眶了含着泪……斯瓦林小姐最知道姑娘们的辛苦了。已经

跟她们相处一年多了，每天都要见面、训练。 

台上的女孩们各个神采飞扬，微笑着展现自己。她们那

么有默契，动作整齐。虽然舞蹈时间并不长，但她们却跳得

很尽兴。当她们牵手鞠躬时，台下一片掌声，刚一下台，家

人就开始拥抱姑娘们，表扬姑娘们。 

 

 

罗德夫人①：娜拉的妈妈，肯勒·罗德的妻子 



回到家，利娅分享了自己在舞台上的感受:“在舞台上 

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特别是那一阵阵响亮的掌声。”妈妈和 

姐姐都向她投来赞赏的目光。 

    对西利娅的妈妈、姐姐来说，她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孩

儿！ 

 

 

 

 

 
 

 

 

 

 

 

 

 

 

 

 

 

 

 

 

 

 

 

 

 

 

 

 



第七章 大显身手在学院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西利娅已经三年级了，西霖也

上初中了。在这上学的三年里。西利娅几乎每天都会去斯瓦

林小姐那里报到，和相处已久的朋友们一起训练芭蕾舞。这

些年，令西利娅最难受的事就是：莫科纳跟父母一起去美国

驻扎了；姐姐上了初中以后，不能再天天陪她了；还有远在

异乡的父亲因为生重病去世了。说实在的，西利娅真的没见

过父亲几次。结果搞得西利娅来了一次好久都未发作的哭诉。 

一天晚上，西利娅刚刚训练完回来，便接到了斯特凡小

姐的电话，斯特凡小姐表明，学院要每个班准备家长会，希

望同学们都能展示自己的才艺，她想让西利娅去跳一段芭蕾

舞，当然还会有同班同学娜拉、塔洛琦和她一起。西利娅这

种事做多了，便爽快得答应了。晚上睡觉前，西利娅在心里

美美地想：终于可以在同学面前显摆显摆了，嘻嘻嘻嘻！ 

第二天中午，西利娅、娜拉、塔洛琦出现在了学院的舞

蹈房。她们选择了她们仨自创的芭蕾舞蹈动作（还是很标准

的舞蹈动作），取名《天鹅梦》。有可能名字有点像《天鹅湖》，

但是也很棒。 

她们三个有很认真的练。这是没音乐的舞蹈，没有音乐 

 



的助阵与律动，只能靠自己的想象“音乐”，幸好这仨姑娘

配合的还蛮好的，似乎是心灵相通。就这样，每天都在学院

舞蹈房排练，每次排练都是 2 小时，有的时候，斯瓦林小姐

会带着其他姑娘来观看，顺便学一些。 

期待已久的家长会已经悄悄到来了。 

当报到《天鹅梦》时，西利娅、娜拉、塔洛琦穿着罗德

夫人设计的服装上台了。她们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她们配合

的是那么默契，她们的舞步是多么优美。西顿夫人脸上红扑

扑的，她显得那么快活。每次西顿夫人一见到女儿跳舞，就

会像喷了兴奋剂的花孔雀一般，好像西利娅不管演出多少次，

她都不会觉得腻。 

西利娅她们是在以《丑小鸭》的故事来编辑舞蹈动作的。

这个故事不就是在说她们自己吗？她们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但她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拼搏奋斗，然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与梦想。 

她们也迈出了新的一步。你们想想，她们毕竟还是孩子，

可是因为本身的不足，她们的概念和成熟度都要比跟自己同

龄的孩子高很多，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丑小鸭的梦

想是变成白天鹅，这群姑娘们的梦想是成为芭蕾舞演员。现

在，她们自己为自己编舞蹈动作，自己为自己排练，自己为

自己而跳舞。可以这么说，西利娅、娜拉和塔洛琦已经创造 

 



出了属于她们三位姑娘芭蕾舞作品《天鹅梦》！ 

 

你们三个是自己的骄傲！ 

 

 

 

 

 

 

 

 

 

 

 

第八章 使人激动而紧张的邀请 



 

亲爱的斯瓦林小姐： 

斯瓦林小姐，您带出的那一帮稍有残疾的女孩子们，实

在是太出色了！她们已经跟着您三年近四年了，个个都有丰

富的舞台经验，跳芭蕾舞是更不用说了。再过两个月英国大

剧场就要开演了，英国女王点名让您的那群姑娘去演出，并

且是跳出一次原创，希望您和您的团队能慎重考虑一下，努

力一次，表现出最佳状态! 

在此 

        致敬 

                                 2019 年 7 月 1 日 

英国皇宫主管 特思·伊·利普 

 

斯瓦林小姐刚读完，姑娘们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每一个

都激动万分 

“这真是太棒了，我们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去英国大剧场

演出了，见到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了！”婼丝高兴地大喊道。 

“我们要选什么呢，女王可是要我们的原创啊？”贝蒂

娜问。 

 

“我激动地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那可是英国大剧场

啊！” 



“…………” 

西利娅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看着其他人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觉得他们个个拿不定主意。她哪里知道，那些姑娘看似

每个都在争辩，实际上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那就是《天鹅

梦》。 

斯瓦林小姐心里清楚，英国大剧院是神圣并且隆重的，

并非人人都能去的，她们一个小小的团队竟然被英国女王邀

请去为她表演，换到任何一个人都是会高兴到心花怒放的，

可斯瓦林小姐平日红润的脸庞“刷”的一下就白了，信纸的

一角被捏湿了。西利娅发现有些不对劲，就走到老师身旁，

摇了摇她的胳膊，望着斯瓦林小姐，这个眼神交杂着好奇、

疑惑、担心。“斯瓦林小姐,斯瓦林老师！老师!” 

“额……啊!西利娅，你怎么来了？” 

“斯瓦林老师，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煞白，怎么啦？” 

“没……没事，我……真的没事。” 

“那我回去了。”西利娅虽然回头准备回去了，但是她

感觉到了不好的事即将发生了。 

 

 

 

第九章 奋斗的结局和意想不到的悲



痛意外 

急训要开始了。 

收到那封信的第二天，西利娅一进舞蹈房，就被其他的

姑娘围住了，这可把西利娅吓到了。“怎……怎么了，是不

是要我帮什么忙啊？”西利娅傻乎乎地问道。娜拉笑眯眯的

回答她：“西利娅，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大家都知道我们三

个在学校跳的《天鹅梦》是自创的，里面的舞蹈动作、队形、

变化都是你设计的，所以想拜托你把三个人的芭蕾舞改成芭

蕾群舞，你看行不行？”西利娅脸红了，“当然可以，我们

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嘛!” 

西利娅做事做得很快，三天就规划好了。 

西利娅做得方案得到了其他姑娘们的一致赞同。她们开

始按照西利娅的方案去训练了。 

她们每一个人都在演丑小鸭。训练时，她们舞出了丑小

鸭因为破壳而出后，毛色难看，被别的鸭嫌弃而感到自卑，

却相信自己是美丽的白天鹅，自己属于天空。它离开了出生

的地方，在外面到处流浪，终于有一天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

白天鹅的场景。她们很投入，情感表达丰富，跳得优雅到位。

直到这时，她们也是美丽优雅的白天鹅！ 

 

西利娅因为是这支舞的创始人，所以理所当然地当上了



她们的队长。不知是为什么，西利娅可能是太开心用了她所

创编的舞蹈，还是因为跳自己的舞会比较熟悉，当她在跳《天

鹅梦》的时候，比其它什么舞都要跳得好。同时她也会像斯

瓦林小姐平时那样纠正伙伴们，甚至有好多小天鹅叫她“西

利娅老师”没当这时，双方总会“扑哧”笑出声来。 

当然，事事都不会完全一路顺风，总是要有些困难的。

就在她们排练的非常 OK 时，婼丝突然想到：“音乐！我们需

要音乐！不可以像学院里那样不用音乐！”西利娅漫不经心

的说：“这种事我早就想到了，娜拉会弹钢琴，佳丽会拉小

提琴，贝蒂娜会敲铃鼓，我的姐姐会拉手风琴，我们把这些

合在一起，让斯瓦林小姐为我们谱曲，这不就完事了吗？”，

很快这场音乐风波就搞定了。 

两个月看似很长，实际很短，没怎么样，就到了那隆重

的日子。 

姑娘们在化妆间里等待着，还要等很久。就在这时，西

利娅收到了斯瓦林小姐的消息，看完后跌倒在地，“怎么啦？”

娜拉一边搀扶着她一边看西利娅收到的消息。“斯…瓦…

林…小姐…心脏病发，进……抢救室了！”“什么!!!”所

有姑娘们都惊讶的颤抖起来。西利娅爬了起来，“我们要好

好表演，为斯瓦林小姐争光！她一定会没事的！”大家都对

着她点了点头。 

开始了，她们为自己而舞，为斯瓦林小姐而舞。她们的



眼泪落了下来。是斯瓦林小姐帮助她们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这近四年的陪伴，无微不至，作报答的一小部分，把这舞蹈

跳好。西利娅湿润的眼眶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莫科纳！

千真万确，那就是莫科纳，分别三年都没有见过的朋友。英

国女王看着她们美丽的舞姿心里数不尽是称赞，眼光中流露

出怜悯之情。整曲舞蹈好像也跟着西利娅她们的心情一样快，

如一支箭穿走的速度一般，过得飞快。 

音乐亚然而止，整个舞蹈就这样结束了。台下传来雷鸣

般的掌声。 

 

西利娅她们可顾不着那么多，拉起莫科纳就往医院奔去，

一股气，来到抢救室门口焦急的等待从医生口中说出的脱离

危险………… 

 

 

 

 

 

 

 

后记 



 

2034 年，一位名叫蒙普·奥德狄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个

25 岁的青年少女。青年少女诉说着自己小时候的趣事、梦想、

学院和亲人对自己的关怀。 

这位少女人人皆知，是一个低调的芭蕾舞演员。她有很

多同伴，她们都是一步一步艰难走过来的。这些少女少年时

就已经出名了，她们跟别人不一样，她们有障碍在阻扰。但

因为对梦想的热爱，她们勇往直前、奋斗拼搏，最后圆了多

久以来自己的梦想。 

这个受采访的 25 岁芭蕾舞少女的名字叫作： 

 

 

 

 

Celia katie 

(西利娅·凯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