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tten By Bee (Jingxi-Yang-Rural)

1. (S13) 在五年前有个早上, 天气晴朗。

(S14) 就在五年前有个早上, 天气晴朗得很。

(S15)  就在五年前有个早上, 天气晴朗得很。

(S17) 

1st time: 在五年前有个早上。

2nd time: 就在五年前有个早上, 天气晴朗得很好。

(S18) 在五年前有个早晨, 天气晴朗得很好。

Core elements:

a) 在五年前

b) 有个早上（/早晨）

c)  天气晴朗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2. (S13) 我就想去找蜜蜂来养一两窝。

(S14) 我就想去找蜜蜂来养一到两窝（这样）。

(S15) 我就想去找蜜蜂来养一到两窝（这样）。

(S17) 我就想去找蜜蜂来养一到两窝。

(S18)  我就想去找蜜蜂来养一到两窝。

Core elements:

a) 我就想

b) 去找蜜蜂

c) 来养

d) 一两窝

4 key elements = 4 points

3. (S13) 最后到开阔的地方去，找到蜜蜂的粪便，就上陡壁去就有一个窝。

(S14) 

2nd time: 最后去，找到蜜蜂的粪便之后，顺着它（粪便），就在陡壁有一个

窝。

3rd time: 最后去开阔的地方去，以后顺着蜜蜂的粪便，就上陡壁，见有一个

窝。

(S15) 

1st time: 最后，去到开阔的地方后，找到蜜蜂（的）粪便，然后顺着蜜蜂的

粪便，就在陡壁，就见一个窝。

2nd time: 最后，去到开阔的地方后，就见到蜜蜂（的）粪便，就顺着蜜蜂的

粪便上陡壁，就有一个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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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2nd time: 最后，到洞之后，找到蜜蜂（的）粪便，看见在山崖上一个蜜

蜂住在那边。

3rd time: 最后，去到开阔的地方后，就见到蜜蜂（的）粪便，顺着蜜蜂的粪

便上去，在陡壁，就有一个窝  。

(S18)

1st time: 最后，到那个野外去，找到那个粪便，跟那个粪便上去，上到山崖

上面去。

2nd time:   跟着那个蜜蜂（的）粪便上去就看到一窝蜂在山崖上。

Core elements:

a) 最后去(到)开阔的地方(/到野外去)

b) 找到蜜蜂（的）粪便(/找到那个粪便)

c) （上/）  在陡壁（上到/在山崖上）

d) （见/有/）看到一窝

4 key elements = 4 points

4. (S13) 

1st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爬上去。当时呢，没有刀，扒开有刺的草就爬上去。

2nd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爬上去。没有刀,就设办扒开有刺的草就爬上去。

(S14) 

1st time:然后，我那时候，都没有刀，然后设办法要树枝来扒爬上去

2nd time: 设办法, 没有刀, 我就爬上去，没有刀，我就拿树枝来扒爬上去。

3rd time: 那时候, 我就设办法爬上去，没有刀，就折树枝来就爬上去。

(S15)  

1st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爬上去，就找树枝来，扒开有刺的草过去。

2nd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 没有刀, 就爬上去, 拿树枝来, 扒开有刺的草过

去。

3rd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 没有刀, 就用手来折树枝扒开有刺的草就爬上

去。

(S17) 

1st time: 然后，我就设办法爬上去, 没有刀, 就想办法用手把树枝折下，然后

爬上去。

2nd time: 那时，我就设办法爬上去, 但是没有刀, 就用树枝来扒开有刺的草就

爬上去。

(S18)

2nd time: 然后，我就想方设法爬上去, 当时没有刀, 用手把那树枝扒开荆棘。

3rd time: 他扒开荆棘就爬上去。

Core elements:

a) 然后我就设办法(/想方设法)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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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没有刀

c) 扒开(有刺的草/荆棘)

d) 就爬上去

4 key elements = 4 points

5. (S13) 爬上去了十米左右就见蜜蜂窝，没有刀就拿烟来点然后就吹进去。

(S14) 

1st time: 到了以后，十米左右，就拿烟来点然，吹进去。

2nd time: 找到以后，大概十米左右，见蜜蜂窝，之后我就设办法点烟就吹进

去。

3rd time: 爬上去十米左右。

(S15) 爬上去大概有十米左右, 就拿烟来吹进去。

(S17) 爬上去有十米左右, 见到了那个蜜蜂窝，我就把烟烧了然后就吹进去。

(S18)

1st time: 爬上去有十米左右, 他就拿那个烟点起来把那个烟头烧起来。

2nd time: 把那个烟吹进去。

3rd time: 爬上去有十米左右, 他就看到一窝蜂，然后就把那个烟点起来，把

那个烟吹进去。

Core elements:

a) 爬上去(大概/了/有)十米左右

b) （见/）  看到蜜蜂窝 (4 persons got it, one didn't get it-he/she only listened 

once)

c) （拿/）把烟

d) 来点然（/烧/点）(4 persons got it, one didn't get it-he/she only listened once)

e) 吹进去

5 key elements = 5 points

6. (S13) 2times: 蜜蜂出来以后，一大群蜜蜂在洞口。四分钟左右之后就见蜜蜂

王。

(S14) 

1st time: 爬上去后，蜜蜂出来一大群，在山头，四分钟这样就见蜜蜂王。

2nd time:  蜜蜂出来一大群在洞口。四分钟这样就见蜜蜂王。

(S15)  

1st time: 爬上去后，有一只蜜蜂出来在洞口，就有一大群出来

2nd time: 爬上去上面，有一只蜜蜂洞口出来，就四分钟左右就有蜜蜂王。

(S17) 蜜蜂出来的时候，看见蜜蜂在它的洞口很多，大概等了四分钟左右，

蜜蜂王就出来了。

(S18)很多蜜蜂就爬出来在洞口，经过四分钟左右，就看到蜜蜂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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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elements:

a) 蜜蜂出来

b) （很多/）一大群

c) 在洞口

d) 四分钟(左右/这样)

e) 就见（/看到）蜜蜂王（/蜜蜂王就出来/就有蜜蜂王）

5 key elements = 5 points

7. (S13) 蜜蜂王抓到以后, 突然噢就有一只小蜜蜂叮(在)脸上。

(S14)蜜蜂王我拿到了,  突然就有一只小蜜蜂叮在脸上。

(S15) 

1st time: 蜜蜂王我拿到了, 一只蜜蜂王叮我。

2nd time: 蜜蜂王我拿到了,  有一只小蜜蜂叮脸上。

(S17) 蜜蜂王我抓到以后,  突然有一只小蜜蜂叮在我的脸。

(S18)拿到那个蜜蜂王以后,  突然有一只小蜜蜂飞到他的脸上。

Core elements:

a) 蜜蜂王(拿/)抓到以后（/了）

b) 一只小蜜蜂

c) （叮/飞到/）在脸上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8. (S13) 钻进耳朵里去都到处乱咬我就感觉很痛。

(S14) 

1st time: 有一只来叮进我耳朵，感觉痛。

2nd time: 有一只钻进耳朵里去，之后到处咬我就感觉痛。

(S15)

2nd time:  有一只蜜蜂钻进耳朵里  去，我到感觉很痛。

3rd time:  然后，钻进耳朵感觉很痛，到处都痛。

(S17) 

1st time:  然后，钻进我的耳朵里，仿佛的来咬我的耳朵里面。

2nd time:  然后，钻进我的耳朵里就咬，那时就感觉痛。

(S18)

1st time:  然后，就钻到耳朵里面去，钻到耳朵里后他感觉很痛。

2nd time: 钻进耳洞（里）去以后就咬, 当时就感觉很痛。

Core elements:

a) 钻进耳朵里(/耳洞）

b) （到处）咬（/痛）

c) 感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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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9. (S13) 钻进耳朵里我就拿手去扣，抓，手扣不出来。

(S14) 

1st time: 我就拿手去抓, 去扣，抓进耳朵里去，这么抓，抓不出来。

2nd time: 这样去扣，抓，蜜蜂在耳朵里，抓不出来。

(S15) 

1st time: 用手拿这个蜜蜂出来，用手想打死那个蜜蜂，去抓。

2nd time: 拿手去抓, 去扣,  抓蜜蜂在耳朵里, 也抓不出来。

(S17) 

1st  time: 就这样，我想用手来去抓那个小蜜蜂在耳朵里面，但是抓不出来。

2nd time: 拿手去抓, 去扣,  蜜蜂在耳朵里, 都抓不出来。

(S18) 

1st time: 当时就拿那手去扣去抓, 蜜蜂到里面去, 扣也扣不出来了。

2nd time:  蜜蜂钻到耳朵里面去,  就很痒，当时扣又扣不出来了。

Core elements:

a) 拿手去扣去抓

b) （抓/）扣不出来

2 key elements = 2 points

10. (S13) 拿树枝敲（耳朵）也不出来，最后，拿蜜蜂王下来。

(S14) 最后，拿树枝去敲也敲不出来，然后拿蜜蜂王下来。

(S15)  

1st time: 折树枝去抓也抓不出来。

2nd time:  拿树枝来敲也敲不出来，最后拿蜜蜂王下来。

(S17) 

1st time:  用那个树枝来刷刷 (进耳朵里），刷都不出来，然后没就没有办法。

2nd time:  然后，拿树枝来敲，敲也不出来，拿蜜蜂王下来。

(S18)

1st time: 最后，拿树枝去敲也敲不出来，最后拿蜜蜂王下来  。

2nd time:  拿树枝去敲, 敲不出来。

Core elements:

a) 拿树枝(去/来)敲

b) 也敲不出来（/也不出来）

c) 拿蜜蜂王下来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11. (S13) 到家以后想怎么样，如果不拿出来，就在耳朵里到处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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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 

1st time: 然后，下到家来，想怎么样做呢，蜜蜂在耳朵里，然后耳朵里就痛。

2nd time:  然后，下到家来, 怎么样做呢,  蜜蜂拿不得出来，在耳朵里，就耳

朵肿痛。

(S15) 下到家来，想怎么样做把蜜蜂拿出来，然后挨咬痛了。如果没有拿出

来。。。

(S17)来到家以后，设法想把那蜜蜂从耳朵里拿出来，不然它在我耳朵里咬

我就红肿。

(S18)来到家里以后，就想办法把那个蜜蜂搞出来，不然的话蜜蜂在耳朵里

面就很痛很痒。

Core elements:

a) （下/来）到家（来/以后)

b) 想怎么样（/设法想/想办法/（想）怎么样做呢）

c) （如果不拿出来， 耳朵里就）咬（/咬痛/肿痛/红肿/痛）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12.  (S13) 用了几种方法都不行。用水灌进去也不行。然后拿点灯的火油来灌进去，

(S14) 

1st time: 拿火油来灌进去蜜蜂出来。

2nd time: 用了几种方法都不行, 就拿点灯的火油来灌进去。

3rd time:  用几种方法也不行 ,用水灌进去也不行。然后拿点灯的火油来灌进去。

(S15) 

1st time: 用了几种方法也不能拿，然后就拿点灯的火油来灌进去。

2nd time: 过后，就想好多方法，然后用水灌进去也不得。就拿点灯的火油来

灌进去。

(S17)  用很多种的方法都不出来，用水灌进去也不出来。后来我用火油灌进

去才出来。

(S18) 用很多种的方法搞不出来，拿水进去也不行。最后就把那个点灯的火油

放进去。

Core elements:

a) 用了几种方法都(/也)不行（/都不出来/搞不出来/不能拿）

b) 用水灌进去也不行（/不出来/不得）

c) （用/把/）拿火油来灌(/放)进去，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13. (S13) 经过一个两三分钟蜜蜂就死了。死了，他就拿把小夹来夹出来。夹出来

就见蜜蜂真的死了，我就放心。

(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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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time: 过来一个两分钟这样，。。

2nd time: 经过一个过程两三分钟这样，拿把小夹来  夹出来，夹出来就见蜜

蜂真的死了这样，我就放心。

(S15) 

1st time: 经过两三分钟的过程，我就拿把夹来  夹出来，蜜蜂就死了。

2nd time: 经过有两三分钟这样，就知道蜜蜂死了，我就拿把夹来夹出来 ，

我就放心。

(S17)

1st time: 经过这个过程大约有两分钟左右，那个蜜蜂就死了，我就用把夹子

 从耳朵把那个蜜蜂夹出来。

2nd time: 经过这个过程大约有两分钟左右，那个蜜峰真的死了，我用那个

夹子从耳朵把那个蜜蜂夹出来。

3rd time:  经过这个过程大约有两分钟左右，用那个夹子把蜜蜂夹出来, 见蜜

蜂真的死了我就放心了。

(S18) 经过这个过程大约有两分钟左右，那个蜜蜂就出来了，然后那只蜜蜂

就死了 他拿那个小夹子来夹出来, 他就放心了。

Core elements:

a) 经过两(三)分钟

b) 蜜蜂（就）死了(S14 didn’t get it)

c) （用/）拿把夹子来

d) 夹出来

e) 我（/他）就放心

5 key elements = 5 points

14. (S13) 

1st time: 过后，就挨家里的老婆骂。你为什么喜欢去找蜜蜂？找蜜蜂是我个人

喜欢养。

2nd time: 过后，就挨家里的老婆骂。但是，老婆骂也是对的。但是，养蜜蜂是

我喜欢养。

(S14)  

1st time: 过后，就挨家里的老婆骂, 不给他养，但是，养蜜蜂是个人喜欢养蜜

蜂。

3rd time: 过后，就挨家里的老婆骂, 你为什么喜欢去找蜜蜂？养蜜蜂也是个人

喜欢养蜜蜂。

(S15) 

1st time: 过后回来，就挨家里的老婆骂, 他说：你为什么养蜜蜂呢？我就说：

喜欢养。

2nd time: 回来了，就挨家里的老婆骂, 他说：你为什么喜欢养蜜蜂呢？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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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喜欢养。

3rd time: 回来, 家里的老婆骂,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养蜜蜂呢？她骂也是对的，

但是是我个人喜欢养。

(S17) 

1st time: 到后来, 我就被老婆骂, 你为什么去找蜜蜂来养？我想我是爱好那个

养蜜蜂就去找那个蜜蜂。

2nd time: 过后，就挨家里的老婆骂。她骂也是对的。但是，我个人喜欢养蜜蜂

这样我去找蜜蜂来养。

(S18) 最后, 他的老婆就骂他：你为什么去找蜜蜂来养？他就说：这个养蜜

蜂是他的爱好。他也说：他老婆骂也是对的。

Core elements:

a) 就挨家里的老婆骂(//就被老婆骂/他的老婆就骂他)

b) 你为什么(喜欢)去找蜜蜂？(/你为什么喜欢养蜜蜂呢？)

c) 是（我）个人喜欢养（/爱好养蜜蜂/养蜜蜂是他的爱好）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15. (S13) 当时，发展了四五窝。蜜蜂得糖就很值钱，之后我就喜欢去找蜜蜂。

(S14) 当时，得了四五窝，找到四五窝。见糖很值钱这样，我就喜欢去找蜜蜂

来养了。

(S15) 

1st time: 当时，发展了四五窝。蜜蜂的糖就是很值钱，我就去找蜜蜂来养。

2nd time: 当时，就发展了四五窝。糖就是比较值钱，这样我就去找蜜蜂了。

(S17) 当时，就发展了五六窝。蜜蜂的糖很贵，我就去找蜜峰养。

(S18) 当时，就发展了四五窝。那个蜂糖也值钱，他就去找蜜蜂。

Core elements:

a) 当时，发展（/得）了四五窝

b) 蜜蜂的糖值钱（/贵）

c) 就去找蜜蜂

3 key elements = 3 points

Total is 53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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