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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持 baochi 标志 biaozhi 

阿姨 a’yi 保存 baocun 标准 biaozhun 

啊 a 保护 baohu 表达 biaoda 

唉 ai 保留 baoliu 表格 biaoge 

矮 ai 保险 baoxian 表面 biaomian 

爱 ai 保证 baozheng 表明 biaoming 

爱好 aihao 抱 bao 表情 biaoqing 

爱护 aihu 抱歉 baoqian 表示 biaoshi 

爱情 aiqing 报道 baodao 表现 biaoxian 

爱惜 aixi 报告 baogao 表演 biaoyan 

爱心 aixin 报名 baoming 表扬 biaoyang 

安静 anjing 报纸 baozhi 别 bie 

安排 anpai 悲观 beiguan 别人 bieren 

安全 anquan 杯子 beizi 宾馆 binguan 

安慰 anwei 北方 beifang 冰箱 bingxiang 

安装 anzhuang 北京 Beijing 丙 bing 

岸 an 倍 bei 饼干 binggan 

暗 an 背 bei 病毒 bingdu 

按时 anshi 背景 beijing 并且 bingqie 

按照 anzhao 被 bei 玻璃 boli 
B  被子 beizi 博士 boshi 

八 ba 本 ben 博物馆 bowuguan 

把 ba 本科 benke 脖子 bozi 

把握 bawo 本来 benlai 不必 bubi 

爸爸 baba 本领 benling 不但 budan 

吧 ba 本质 benzhi 不断 buduan 

白 bai 笨 ben 不过 buguo 

百 bai 鼻子 bizi 不见得 bu jiande 

摆 bai 比 bi 不客气 bu keqi 

搬 ban 比较 bijiao 不耐烦 bu naifan 

班 ban 比例 bili 不要紧 bu yaojin 

班主任 banzhuren 比如 biru 补充 buchong 

半 ban 比赛 bisai 布 bu 

办法 banfa 彼此 bici 不 bu 

办公室 bangongshi 笔记本 bijiben 不安 bu'an 

办理 banli 毕竟 bijing 不得不 budebu 

帮忙 bangmang 毕业 biye 不得了 bu deliao 

帮助 bangzhu 避免 bimian 不管 buguan 

棒 bang 必然 biran 不好意思 bu haoyisi 

傍晚 bangwan 必须 bixu 不仅 bujin 

包 bao 必需 bixu 不免 bumian 

包裹 baoguo 必要 xiyao 不然 buran 

包含 baohan 编辑 bianji 不如 buru 

包括 baokuo 鞭炮 bianpao 不足 buzu 

包子 baozi 便 bian 部分 bufen 

薄 bao 遍 bian 部门 bumen 

饱 bao 变化 bianhua 步骤 buzhou 

宝贝 baobei 辩论 bianlun C  

宝贵 baogui 标点 biaodian 擦 cai 
 



猜 cai 彻底 chedi 出色 chuse 

才 cai 沉默 chenmo 出生 chesheng 

财产 caichan 趁 chen 出席 chexi 

材料 cailiao 衬衫 chenshan 出现  chuxian 

踩 cai 称 cheng 出租车 chuzuche 

采访 caifang 称呼 chenghu 初级 chuji 

采取 caiqu 称赞 chengzan 除 chu 

彩虹 caihong 乘 cheng 除非 chufei 

菜 cai 乘坐 chengzuo 除了 chule 

菜单 caidan 承担 chengdan 除夕 chuxi 

参观 canguan 承认 chengren 厨房 chufang 

参加 canjia 承受 chenshou 处理 chuli 

参考 cankao 程度 chengdu 穿 chuan 

参与 canyu 程序 chengxu 船 chuan 

餐厅 canting 成分 chengfen 传播 chuanbo 

残疾 canji 成功 chenggong 传递 chuandi 

惭愧 cankui 成果 chengguo 传染 chuanran 

操场 caocheng 成绩 chengji 传说 chuanshuo 

操心 caoxin 成就 chenjiu 传统 chuantong 

草 cao 成立 chengli 传真 chuanzhen 

册 ce 成熟 chengshu 窗户 chuanghu 

厕所 cesuo 成为 chengwei 窗帘 chuangliang 

测验 ceyan 成语 chengyu 闯 chuang 

层 ceng 成长 chengzhang 创造 chuangzao 

曾经 cenjing 诚恳 chengken 吹 chui 

插 cha 诚实 chengshi 春 chun 

差别 chabie 城市 chengshi 磁带 cidai 

叉子 chazi 吃 chi 词典 cidian 

茶 cha 吃惊 chijing 词语 ciyu 

差 cha 吃亏 chikui 辞职 cizhi 

差不多 chabuduo 迟到 chidao 此外 ciwai 

拆 chai 持续 chixu 次 ci 

产品 chanpin 池子 chizi 次要 ciyao 

产生 chansheng 尺子 chizi 刺激 ciji 

尝 chang 翅膀 chibang 匆忙 congmang 

长 chang 冲 chong 聪明 congming 

长城 Changcheng 充电器 chongdianqi 从 cong 

长江 Chang Jiang 充分 chongfen 从此 congci 

长途 changtu 充满 chongman 从而 cong' er 

常识 changshi 重复 chongfu 从来 conglai 

场 chang 重新 chongxin 从前 congqian 

唱歌 changge 宠物 chongwu 从事 congshi 

抄 chao 抽屉 chouti 粗心 cuxin 

超过 chaoguo 抽象 chouxiang 醋 cu 

超市 chaoshi 抽烟 chouyan 促进 cujin 

朝 chao 丑 chou 促使 cushi 

朝代 chaodai 臭 chou 催 cui 

炒 chao 出 chu 存 cun 

吵 chao 出版 chuban 存在 cunzai 

吵架 chaojia 出差 chuchai 错 cuo 

车库 cheku 出发 chufa 错误 cuowu 

车厢  chexiang 出口 chukou 措施 cuoshi 



 
D  挡 dang 电脑 diannao 

答应 daying 刀 dao 电视 dianshi 

答案 da' an 岛 dao 电台 diantai 

达到 dadao 倒霉 daomei 电梯 dianti 

打扮 daban 导演 daoyan 电影 dianying 

打 电话 da dianhua 导游 daoyou 电子邮件 dianzi youjian 

打工 dagong 导致 daozhi 钓 diao 

打交道 da jiaodao 倒 dao 掉 diao 

打篮球 da lanqiu 到 dao 调查 diaocha 

打喷嚏 da penti 到处 daochu 丁 ding 

打扰 darao 到达 daoda 顶 ding 

打扫 dasao 到底 daodi 丢 diu 

打算 dasuan 道德 daode 冬 dong 

打听 dating 道理 daoli 东 dong 

打印 dayin 道歉 daoqian 东西 dongxi 

打招呼 da zhaohu 地 de 懂 dong 

打折 dazhe  的 de 冻 dong 

打针 dazhen 得 de 洞 dong 

大 da 得意 deyi 动画片 donghuapian 

大方 dafang 得 dei 动物 dongwu 

大概 dagai 灯 deng 动作 dongzuo 

大家 dajia 登机牌 dengjipai 都 dou 

大使馆 dashiguan 登记 dengji 逗 dou 

大象 daxiang 等（动） deng (dong) 豆腐 doufu 

大型 daxing 等（助） deng (zhu) 读 du 

大约 dayue 等待 dengdai 独立 duli 

呆 dai 等候 denghou 独特 dute 

带 dai 等于 dengyu 堵车 duche 

戴 dai 低 di 度过 duguo 

代表 daibiao 滴 di 肚子 duzi 

代替 daiti 的确 dique 短 duan 

大夫 daifu 敌人 diren 短信 duanxin 

贷款 daikuan 底 di 段 duan 

待遇 daiyu 递 di 断 duan 

单纯 danchun 地道 didao 锻炼 duanlian 

单调 dandiao 地方 difang 堆 dui 

单独 dandu 地理 dili 对（介） dui 

单位 danwei 地球 diqiu 对（形） dui 

单元 danyuan 地区 diqu 对比 duibi 

担任 danren 地毯 ditan 对不起 duibuqi 

担心 danxin 地铁 ditie 对待 duidai 

耽误 danwu 地图 ditu 对方 duifang 

胆小鬼 danxiaogui 地位 diwei 对话 duihua 

淡 dan 地震 dizhen 对面 duimian 

蛋糕 dangao 地址 dizhi 对手 duishou 

但是 danshi 弟弟 didi 对象 duixiang 

当 dang 第一 di-yi 对于 duiyu 

当代 dangdai 点 dian 吨 dun 

当地 dangdi 点头 diantou 蹲 dun 

当然 dangran 点心 dianxin 顿 dun 

当时 dangshi 电池 dianchi 多 duo 



 
多亏 duokui 妨碍 fang' ai 复印 fuyin 

多么 duome 房东 fangdong 复杂 fuza 

多少 duoshao 房间 fangjian 复制 fuzhi 

多于 duoyu 仿佛 fangfu 负责 fuze 

朵 duo 访问 fangwen G  

躲藏 duocang 放 fang 改变 gaibian 
E  放弃 fangqi 改革 gaige 

饿 e 放暑假 fang shujia 改进 gaijin 

恶劣 elie 放松 fangsong 改善 gaishan 

而 er 放心 fangxin 改正 gaizheng 

而且 erqie 非 fei 盖 gai 

儿童 ertong 非常 feichang 概括 gaikuo 

儿子 erzi 飞机 feiji 概念 gainian 

耳朵 erduo 肥皂 feizao 干杯 ganbei 

二 er 肺 fei 干脆 gancui 
F  废话 feihua 干净 ganjing 

发 fa 费用 feiyong 干燥 ganzao 

发表 fabiao 分 fen 敢 gan 

发愁 fachou 分别 fenbie 感动 gandong 

发达 fada 分布 fenbu 感激 ganji 

发抖 fadou 分配 fenpei 感觉 ganjue 

发挥 fahui 分析 fexi 感冒 ganmao 

发明 faming …分之… ..fenzhi.. 感情 ganqing 

发票 fapiao 分钟 fenzhong 感受 ganshou 

发烧 fashao 纷纷 fenfen 感想 ganxiang 

发生 fasheng 份 fen 感谢 ganxie 

发现 faxian 奋斗 fendou 赶紧 ganjin 

发言 fayan 愤怒 fennu 赶快 gangkuai 

发展 fazhan 丰富 fengfu 干 gan 

罚款 fakuan 风格 fengge 干活儿 gan huor 

法律 falu 风景 fengjing 刚才 gangcai 

法院 fayuan 风俗 fengsu 刚刚 ganggang 

翻 fan 风险 fengxian 钢铁 gangtie 

翻译 fanyi 疯狂 fengkuang 高 gao 

烦恼 fannao 讽刺 fengci 高档 gaodang 

繁荣 fanrong 否定 fouding 高级 gaoji 

凡是 fanshi 否认 fouren 高速公路 gaosu gonglu 

反对 fandui 否则 fouze 高兴 gaoxing 

反而 fan' er 扶 fu 搞 gao 

反应 fanying 幅 fu 告别 gaobie 

反映 fan 服从 fucong 告诉 gaosu 

反正 fanzheng 服务员 fuwuyuan 胳膊 gebo 

饭馆 fanguan 服装 fuzhuang 哥哥 gege 

范围 fanwei 符合 fuhe 鸽子 gezi 

方 fang 辅导 fudao 隔壁 gebi 

方案 fang' an 富 fu 革命 geming 

方便 fangbian 附近 fujin 格外 gewai 

方法 fangfa 付款 fukuan 个 ge 

方面 fangmian 妇女 funu 个别 gebie 

方式 fangshi 父亲 fuqin 个人 geren 

方向 fangxiang 复习 fuxi 个性 gexing 



 
个子 gezi 故意 guyi 果汁 guozhi 

各 ge 雇佣 guyong 过(动) guo (dong) 

各自 gezi 刮风 gua feng 过(助) guo (zhu) 

给 gei 挂 gua 过程 guocheng 

跟 gen 挂号 guahao 过分 guofen 

根 gen 乖 guai 过敏 guomin 

根本 genben 拐弯 guaiwan 过期 guoqi 

根据 genju 怪不得 guaibude 过去 guoqu 

更 geng 官 guan H  

更加 gengjia 关 guan 哈 ha 

公布 gongbu 关闭 guanbi 还 hai 

公共汽车 gonggongqiche 关怀 guanhuai 还是 haishi 

公斤 gongjin 关键 guanjian 孩子 haizi 

公开 gongkai 关系 guanxi 海关 haiguan 

公里 gongli 关心 guanxin 海鲜 haixian 

公平 gongping 关于 guanyu 海洋 haiyang 

公司 gongsi 观察 guancha 害怕 haipa 

公寓 gongyu 观点 guadian 害羞 haixiu 

公元 gongyuan 观念 guannian 寒假 hanjia 

公园 gongyuan 观众 guanzhong 喊 han 

公主 gongzhu 管理 guanli 汗 han 

工厂 gongchang 管子 guanzi 汉语 Hanyu 

工程师 gongchengshi 冠军 guanjun 航班 hangban 

工具 gongju 罐头 guantou 行业 hangye 

工人 gongren 光 guang 豪华 haohua 

工业 gongye 光滑 guanghua 好 hao 

工资 gongzi 光临 guanglin 好吃 haochi 

工作 gongzuo 光明 guangming 好处 haochu 

功夫 gongfu 光盘 guangpan 好像 haoxiang 

共同 gongtong 光荣 guangrong 号 hao 

贡献 gongxian 广播 guangbo 号码 haoma 

沟通 goutong 广场 guangchang 好奇 haoqi 

狗 gou 广大 guangda 喝 he 

够 gou 广泛 guangfan 河 he 

构成 goucheng 广告 guanggao 和 he 

购物 gouwu 逛 guang 和平 heping 

孤单 gudan 规定 guiding 何必 hebi 

姑姑 gugu 规矩 guiju 何况 hekuang 

姑娘 guniang 规律 guilu 合法 hefa 

估计 guji 规模 guimo 合格 hege 

古代 gudai 规则 guize 合理 heli 

古典 gudian 贵 gui 合适 heshi 

古老 gulao 柜台 guitai 和同 hetong 

鼓励 guli 滚 gun 合影 heying 

鼓舞 guwu 锅 guo 合作 hezuo 

鼓掌 guzhang 国籍 guoji 核心 hexin 

股票 gupiao 国际 guoji 盒子 hezi 

骨头 gutou 国家 guojia 黑 hei 

固定 guding 国庆节 Guoqingjie  黑板 heiban 

顾客 guke 果然 guoran 很 hen 

故事 gushi 果实 guoshi 恨 hen 



 
横 heng 回忆 huiyi 既然 jiran 

红 hong 会 hui 技术 jishu 

猴子 houzi 会议 huiyi 继续 jixu 

厚 hou 汇率 huilu 家 jia 

后果 houguo 婚礼 hunli 家具 jiaju 

后悔 houhui 婚姻 hunyin 家庭 jiating 

后来 houlai 活动 huodong 家务 jiawu 

后面 houmian 活泼 huopo 家乡 jiaxiang 

忽然 huran 活跃 huoyue 加班 jiaban 

忽视 hushi 火 huo 加油站 jiayouzhan 

呼吸 huxi 火柴 huochai 嘉宾 jiabin 

壶 hu 火车站 huochezhan 夹子 jiazi 

蝴蝶 hudie 伙伴 huoban 甲 jia 

胡说 hushuo 获得 huode 假 jia 

胡同 hutong 或者 huozhe 假如 jiaru 

胡须 huxu J  假装 jiazhuang 

糊涂 hutu 基本 jiben 嫁 jia 

护士 hushi 基础 jichu 价格 jiage 

护照 huzhao 机场 jichang 价值 jiazhi 

互相 huxiang 机会 jihui 驾驶 jiashi 

花(动) hua(dong) 机器 jiqi 煎 jian 

花生 huasheng 鸡蛋 jidan 肩膀 jianbang 

花园 huayuan 激动 jidong 坚持 jianchi 

滑冰 huabing 激烈 jilie 坚决 jianjue 

划船 huachuan 几乎 jihu 坚强 jianqiang 

华裔 huayi 积极 jiji 艰巨 jianju 

画 hua 积累 jilei 艰苦 jianku 

话题 huati 肌肉 jirou 尖锐 jianrui 

化学 huaxue 极 ji 捡 jian 

怀念 huainian 极其 jiqi 检查 jiancha 

怀疑 huaiyi 及格 jige 简单 jiandan 

坏 huai 及时 jishi 简历 jianli 

欢迎 huanying 集合 jihe 简直 jianzhi 

还 huan 集体 jiti 剪刀 jiandao 

环境 huanjing 集中 jizhong 减肥 jianfei 

缓解 huanjie 急忙 jimang 减少 jianshao 

换 huan 即使 jishi 件 jian 

幻想 huanxiang 几 ji 健康 jiankang 

慌张 huanzhang 寄 ji 健身房 jianshenfang 

黄 huang 记得 jide 建立 jianli 

黄瓜 huanggua 记录 jilu 建设 jianshe 

黄金 huangjin 记忆 jiyi 建议 jianyi 

皇帝 huangdi 记者 jizhe 建筑 jianzhu 

皇后 huanghou 计划 jihua 见面 jianmian 

挥 hui 计算 jisuan 键盘 jainpan 

灰 hui 季节 jijie 将来 jianglai 

灰尘 huichen 系领带 ji lingdai 讲 jiang 

灰心 huixin 纪录 jilu 讲究 jiangjiu 

恢复 huifu 纪律 jilu 讲座 jiangzuo 

回 hui 纪念 jinian 奖金 jiangjin 

回答 huida 寂寞 jimo 降低 jiangdi 



 
降落 jiangluo 借 jie 举行 juxing 

酱油 jiangyou 借口 jiekou 具备 jubei 

教 jiao 介绍 jieshao 具体 juti 

浇 jiao 戒烟 jieyan 巨大 juda 

交 jiao 戒指 jiezhi 聚会 juhui 

交换 jiaohuan 今天 jintian 拒绝 jujue 

交际 jiaoji 金属 jinshu 俱乐部 julebu 

交流 jiaoliu 紧 jin 距离 juli 

交通 jiaotong 紧急 jinji 据说 jushuo 

骄傲 jiao' ao 紧张 jinzhang 句子 juzi 

郊区 jiaoqu 尽管 jinguan 捐 juan 

胶水 jiaoshui 谨慎 jinshen 卷 juan 

脚 jiao 进 jin 觉得 juede 

角 jiao 进步 jinbu 决定 jueding 

角度 jiaodu 进口 jinkou 决赛 juesai 

狡猾 jiaohua 进行 jinxing 决心 juexin 

饺子 jiaozi 近 jin 绝对 juedui 

叫 jiao 近代 jindai 角色 juese 

教材 jiaocai 尽量 jinliang 军事 junshi 

教练 jiaolian 禁止 jinzhi 均匀 junyun 

教室 jiaoshi 精彩 jingcai K  

教授 jiaoshou 精力 jingli 咖啡 kafei 

教训 jiaoxun 精神 jingshen 卡车 kache 

教育 jiaoyu 经常 jingchang 开 kai 

接 jie 经典 jingdian 开发 kaifa 

接触 jiechu 经过 jingguo 开放 kaifang 

接待 jiedai 经济 jingji 开幕式 kaimushi 

接近 jiejin 经理 jingli 开始 kaishi 

接受 jieshou 经历 jingli 开  玩笑 kai wanxiao 

接着 jiezhe 经验 jingyan 开心 kaixin 

街道 jiedao 经营 jingying 砍 kan 

阶段 jieduan 京剧 jingju 看 kan 

结实 jieshi 警察 jingcha 看不起 kanbuqi 

节 jie 景色 jingse 看法 kanfa 

节目 jiemu 敬爱 jing' ai 看见 kanjian 

节日 jieri 竟然 jingran 看来 kanlai 

节省 jiesheng 竞争 jingzheng 抗议 kangyi 

节约 jieyue 镜子 jingzi 考虑 kaolu 

结构 jiegou 究竟 jiujing 考试 kaoshi 

结果 jieguo 九 jiu 烤鸭 kaoya 

结合 jiehe 久 jiu 棵 ke 

结婚 jiehun 酒吧 jiuba 颗 ke 

结论 jielun 旧 jiu 科学 kexue 

结束 jieshu 就 jiu 咳嗽 kesou 

结账 jiezhang 救 jiu 渴 ke 

解放 jiefang 救护车 jiuhuche 可爱 ke' ai 

解决 jiejue 舅舅 jiujiu 可见 kejian 

解释 jieshi 居然 juran 可靠 kekao 

解说员 jieshuoyuan 桔子 juzi 可怜 kelian 

姐姐 jiejie 举 ju 可能 keneng 

届 jie 举办 juban 可怕 kepa 



 
可是 keshi 浪漫 langman 脸 lian 

可惜 kexi 劳动 laodong 恋爱 lian' ai 

可以 keyi 劳驾 laojia 练习 lianxi 

课 ke 老 lao 良好 lianghao 

课程 kecheng 老百姓 laobaixing 凉快 liangkuai 

克 ke 老板 laoban 粮食 liangshi 

克服 kefu 老虎 laohu 两 liang 

刻 ke 老师 laoshi 亮 liang 

刻苦 keku 老实 laoshi 辆 liang 

客观 keguan 老鼠 laoshu 聊天 liaotian 

客人 keren 姥姥 laolao 了不起 liaobuqi 

客厅 keting 乐观 leguan 了解 liaojie 

肯定 kending 了 le 邻居 linju 

空间 kongjian 雷 lei 临时 linshi 

空气 kongqi 类 lei 铃 ling 

空调 kongtiao 累 lei 零 ling 

恐怖 kongbu 冷 leng 零件 lingjian 

恐怕 kongpa 冷静 lengjing 零钱 lingqian 

空闲 kongxian 梨 li 零食 lingshi 

控制 kongzhi 离 li 灵活 linghuo 

口 kou 离婚 lihun 领导 lingdao 

口味 kouwei 离开 likai 领域 lingyu 

哭 ku 厘米 limi 另外 lingwai 

苦 ku 里 li 留 liu 

裤子 kuzi 礼拜天 libaitian 留学 liuxue 

夸 kua 礼貌 limao 流传 liuchuan 

块 kuai 礼物 liwu 流泪 liulei 

快 kuai 理发 lifa 流利 liuli 

快乐 kuaile 理解 lijie 流行 liuxing 

会计 kuaiji 理论 lilun 浏览 liulan 

筷子 kuaizi 理想 lixiang 六 liu 

宽 kuan 理由 liyou 龙 long 

矿泉水 kuangquanshui 粒 li 楼 lou 

困 kun 立方 lifang 漏 lou 

困难 kunnan 立即 liji 路 lu 

扩大 kuoda 立刻 like 露 lu 
L  厉害 lihai 陆地 ludi 

拉 la 力量 liliang 陆续 luxu 

垃圾桶 lajitong 力气 liqi 录取 luqu 

辣 la 例如 liru 录音 luyin 

辣椒 lajiao 利润 lirun 乱 luan 

来 lai 利息 lixi 轮流 lunliu 

来不及 laibuji 利益 liyi 论文 lunwen 

来得及 laideji 利用 liyong 逻辑 luoji 

来自 laizi 历史 lishi 落后 luohou 

拦 lan 俩 lia 旅游 luyou 

蓝 lan 连 lian 绿 lu 

懒 lan 连忙 lianmang 律师 lushi 

烂 lan 连续剧 lianxuju M  

狼 lang 联合 lianhe 妈妈 mama 

浪费 langfei 联系 lianxi 麻烦 mafan 



 
马 ma 秒 miao 能源 nengyuan 

马虎 mahu 民主 minzhu 你 ni 

马上 mashang 民族 minzu 年 nian 

骂 ma 明白 mingbai 年代 niandai 

吗 ma 明确 mingque 年级 nianji 

买 mai 明天 mingtian 年纪 nianji 

卖 mai 明显 mingxian 年龄 nianling 

麦克风 maikefeng 明信片 mingxinpian 年轻 nianqing 

馒头 mantou 明星 mingxing 念 nian 

满 man 名牌 mingpai 鸟 niao 

满意 manyi 名片 mingpian 您 nin 

满足 manzu 名胜古迹 mingsheng guji 宁可 ningke 

慢 man 名字 mingzi 牛奶 niunai 

忙 mang 命令 mingling 牛仔裤 niuzaiku 

猫 mao 命运 mingyun 浓 nong 

毛 mao 摸 mo 农村 nongcun 

毛病 maobing 模仿 mofang 农民 nongmin 

毛巾 maojin 模糊 mohu 农业 nongye 

矛盾 maodun 摩托车 motuoche 弄 nong 

冒险 maoxian 陌生 mosheng 努力 nuli 

贸易 maoyi 某 mou 暖和 nuanhuo 

帽子 maozi 母亲 muqin 女儿 nu' er 

没 mei 目标 mubiao 女人 nuren 

没关系 mei guanxi 目的 mudi 女士 nushi 

眉毛 meimao 目录 mulu O  

煤炭 meitian 目前 muqian 偶尔 ou' er 

每 mei 木头 mutou 偶然 ouran 

美丽 meili N  P  

美术 meishu 拿 na 爬山 pashan 

魅力 meili 哪(哪儿) na (nar) 拍 pai 

妹妹 meimei 哪怕 napa 排队 paidui 

门 men 那(那儿) na (nar) 排列 pailie 

梦 meng 奶奶 nainai 排球 paiqiu 

迷路 milu 耐心 naixin 派 pai 

谜语 miyu 南 nan 盘子 panzi 

米 mi 难 nan 判断 panduan 

米饭 mifan 难道 nandao 盼望 panwang 

蜜蜂 mifeng 难怪 nanguai 旁边 pangbian 

密码 mima 难过 nanguo 胖 pang 

密切 miqie 难看 nankan 跑步 paobu 

秘密 mimi 难受 nanshou 陪  pei 

秘书 mishu 男人 nanren 赔偿 peichang 

棉花 mihua 脑袋 naodai 培养 peiyang 

免费 mianfei 呢 ne 佩服 peifu 

面包 mianbao 内 nei 配合 peihe 

面对 miandui 内科 neike 盆 pen 

面积 mianji 内容 neirong 朋友 pengyou 

面临 mianlin 嫩 nen 碰见 pengjian 

面条 miantiao 能 neng 披 pi 

苗条 miaotiao 能干 nenggan 批 pi 

描写 miaoxie 能力 nengli 批评 piping 



 
批准 pizhun 起床 qichuang 情绪 qingxu 

皮肤 pifu 起飞 qifei 请 qing 

皮鞋 pixie 起来 qilai 请假 qingjia 

啤酒 pijiu 启发 qifa 请客 qingke 

疲劳 pilao 企图 qitu 请求 qingqiu 

脾气 piqi 企业 qiye 庆祝 qingzhu 

匹 pi 气氛 qifen 穷 qiong 

篇 pian 气候 qihou 秋 qiu 

便宜 pianyi 汽油 qiyou 球迷 qiumi 

骗 pian 牵 qian 区别 qubie 

片 pian 千 qian 趋势 qushi 

片面 pianmian 千万 qianwan 娶 qu 

飘 piao 铅笔 qianbi 取 qu 

票 piao 谦虚 qianxu 取消 quxiao 

漂亮 piaoliang 签证 qianzheng 去 qu 

频道 pindao 签字 qianzi 去年 qunian 

品种 pinzhong 钱 qian 去世 qushi 

乒乓球 pingpangqiu 前面 qianmian 圈 quan 

凭 ping 前途 qiantu 全部 quanbu 

平 ping 浅 qian 全面 quanmian 

平常 pingchang 欠 qian 权力 quanli 

平等 pingdeng 枪 qiang 权利 quanli 

平方 pingfang 墙 qiang 劝 quan 

平衡 pingheng 强调 qiangdiao 缺点 quedian 

平静 pingjing 强烈 qianglie 缺少 queshao 

平均 pingjun 抢 qiang 却 que 

平时 pingshi 敲 qiao 确定 queding 

苹果 pingguo 悄悄 qiaoqiao 确认 queren 

评价 pingjia 桥 qiao 确实 queshi 

瓶子 pingzi 瞧 qiao 群 qun 

破 po 巧克力 qiaokeli 裙子 qunzi 

破产 pochan 巧妙 qiaomiao R  

破坏 pohuai 切 qie 然而 ran' er 

迫切 poqie 亲爱 qin' ai 然后 ranhou 

葡萄 putao 亲戚 qinqi 燃烧 ranshao 

普遍 pubian 亲切 qinqie 嚷 rang 

普通话 putonghua 亲自 qinzi 让 rang 

朴素 pusu 侵略 qinlue 绕 rao 
Q  勤奋 qinfen 热 re 

七 qi 勤劳 qinlao 热爱 re' ai 

期待 qidai 青 qing 热烈 relie 

期间 qijian 青春 qingchun 热闹 renao 

妻子 qizi 青少年 qingshaonian 热情 reqing 

骑 qi 轻 qing 热心 rexin 

其次 qici 轻视 qingshi 人 ren 

其实 qishi 轻松 qingsong 人才 rencai 

其他 qita 清楚 qingchu 人口 renkou 

其余 qiyu 清淡 qingdan 人类 renlei 

其中 qizhong 晴 qing 人民币 renminbi 

奇怪 qiguai 情景 qingjing 人生 rensheng 

奇迹 qiji 情况 qingkuang 人事 renshi 



 
 
 
 
 
 
 
 
 
 
 
 
 
 
 
 
 
 
 
 
 
 
 
 
 
 
 
 
 
 
 

人物 renwu 上 shang 师傅 shifu 

人员 renyuan 上班 shangban 湿润 shirun 

忍不住 renbuzhu 上当 shangdang 狮子 shizi 

任何 renhe 上网 shangwang 十 shi 

任务 renwu 上午 shangwu 十分 shifen 

认识 renshi 稍微 shaowei 时代 shidai 

认为 renwei 勺子 shaozi 时候 shihou 

认真 renzhen 少 shao 时间 shijian 

扔 reng 蛇 she 时刻 shike 

仍然 rengran 舌头 shetou 时髦 shimao 

日 ri 舍不得 shebude 时期 shiqi 

日常 richang 设备 shebei 时尚 shishang 

日程 richeng 设计 sheji 实话 shihua 

日记 riji 设施 sheshi 实际 shiji 

日历 rili 社会 shehui 实践 shijian 

日期 riqi 射击 sheji 实习 shixi 

日用品 riyongpin 摄影 sheying 实现 shixian 

融化 ronghua 谁 shei 实行 shixing 

荣幸 rongxing 伸 shen 实验 shiyan 

荣誉 rongyu 深 shen 实用 shiyong 

容易 rongyi 深刻 shenke 实在 shizai 

如果 ruguo 身材 shencai 食品 shipin 

如何 ruhe 身份 shenfen 食物 shiwu 

如今 rujin 身体 shenti 石头 shitou 

入口 rukou 申请 shenqing 使 shi 

软 ruan 神话 shenhua 使劲儿 shijinr 

软件 ruanjian 神经 shenjing 使用 shiyong 

弱 ruo 神秘 shenmi 始终 shizhong 
S  什么 shenme 是 shi 

洒 sa 甚至 shenzhi 是否 shifou 

三 san 升 sheng 试 shi 

伞 san 生病 shengbing 试卷 shijuan 

散步 sanbu 生产 shengchan 士兵 shibing 

嗓子 sangzi 生动 shengdong 市场 shichang 

森林 senlin 生活 shenghuo 似的 shide 

杀 sha 生命 shengming 适合 shihe 

沙发 shafa 生气 shengqi 适应 shiying 

沙漠 shamo 生日 shengri 世纪 shiji 

沙滩 shatan 声调 shengdiao 世界 shijie 

傻 sha 声音 shengyin 事情 shiqing 

晒 shai 绳子 shengzi 事实 shishi 

删除 shanchu 省 sheng 事物 shiwu 

闪电 shandian 省略 shenglue 事先 shixian 

善良 shanliang 剩 sheng 收 shou 

善于 shanyu 胜利 shengli 收获 shouhuo 

扇子 shanzi 诗 shi 收据 shouju 

商店 shangdian 失败 shibai 收入 shouru 

商量 shangliang 失眠 shimian 收拾 shoushi 

商品 shangpin 失去 shiqu 手表 shoubiao 

商业 shangye 失望 shiwang 手工 shougong 

伤心 shangxin 失业 shiye 手机 shouji 



手术 shoushu 丝绸 sichou 趟 tang 

手套 shoutao 丝毫 sihao 桃 tao 

手续 shouxu 司机 siji 逃 tao 

手指 shouzhi 思考 sikao 逃避 taobi 

首都 shoudu 私人 sixiang 讨论 taolun 

首先 shouxian 死 si 讨厌 taoyan 

瘦 shou 四 si 套 tao 

受不了 shoubuliao 似乎 sihu 特别 tebie 

受到 shoudao 寺庙 simiao 特点 tedian 

受伤 shoushang 送 song 特殊 teshu 

售货员 shouhuoyuan 速度 sudu 特意 teyi 

寿命 shouming 塑料袋 suliaodai 特征 tezheng 

书 shu 宿舍 sushe 疼 teng 

书架 shujia 酸 suan 疼爱 teng’ ai 

输 shu 算 suan 踢 足球 ti zuqiu 

输入 shuru 虽然 suiran 提 ti 

蔬菜 shucai 随便 suibian 提倡 tichang 

舒服 shufu 随时 suishi 提纲 tigang 

舒适 shushi 随着 suizhe 提高 tigao 

叔叔 shushu 岁 sui 提供 tigong 

梳子 shuzi 碎 sui 提前 tiqian 

熟练 shulian 孙子 sunzi 提问 tiwen 

熟悉 shuxi 损失 sunshi 提醒 tixing 

鼠标 shubiao 缩短 suoduan 题 ti 

属于 shuyu 缩小 suoxiao 题目 timu 

树 shu 锁 suo 体会 tihui 

数据 shuju 所 suo 体积 tiji 

数量 shuliang 所谓 suowei 体贴 titie 

数码 shuma 所以 suoyi 体现 tixian 

数学 shuxue 所有 suoyou 体验 tiyan 

数字 shuzi T  体育 tiyu 

刷牙 shua ya 他 ta 天空 tiankong 

摔 shuai 她 ta 天气 tianqi 

甩 shuai 它 ta 天真 tianzhen 

帅 shuai 塔 ta 甜 tian 

双 shuang 抬 tai 填空 tiankong 

双方 shuangfang 台 tai 田野 tianye 

水 shui 台阶 taijie 条 tiao 

水果 shuiguo 太 tai 条件 tiaojian 

水平 shuiping 太极拳 taijiquan 调皮 tiaopi 

税 shui 太太 taitai 调整 tiaozheng 

睡觉 shuijiao 太阳 taiyang 挑战 tiaozhan 

顺便 shunbian 态度 taidu 跳舞 tiaowu 

顺利 shunli 谈 tan 听 ting 

顺序 shunxu 谈判 tanpan 停止 tingzhi 

说不定 shuobuding 弹  钢琴 tan gangqin 挺 ting 

说服 shuofu 坦率 tanshuai 通常 tangchang 

说话 shuohua 汤 tang 通过 tongguo 

说明 shuoming 糖 tang 通讯 tongxun 

硕士 shuoshi 躺 tang 通知 tongzhi 

撕 si 烫 tang 铜 tong 
 



 
同情 tongqing 往往 wangwang 无论 wulun 

同时 tongshi 网球 wangqiu 无奈 wunai 

同事 tongshi 网站 wangzhan 无数 wushu 

同学 tongxue 忘记 wangji 五 wu 

同意 tongyi 危害 weihai 武器 wuqi 

统一 tongyi 危险 weixian 武术 wushu 

统治 tongzhi 微笑 weixiao 雾 wu 

痛苦 tongku 威胁 weixie 误会 wuhui 

痛快 tongkuai 违反 weifan 物理 wuli 

头发 toufa 维护 weihu 物质 wuzhi 

投资 touzi 围巾 weijin X  

透明 touming 围绕 weirao 西 xi 

突出 tuchu 唯一 weiyi 西瓜 xigua 

突然 turan 尾巴 weiba 西红柿 xihongshi 

图书馆 tushuguan 伟大 weida 吸收 xishou 

土地 tudi 委屈 weiqu 吸引 xiyin 

土豆 tudou 委托 weituo 希望 xiwang 

吐 tu 喂 wei 习惯 xiguan 

兔子 tuzi 胃 wei 洗 xi 

团 tuan 为 wei 洗手间 xishoujian 

推 tui 为了 weile 洗衣机 xiyiji 

推迟 tuichi 为什么 wei shenme 洗澡 xizao 

推辞 tuici 位 wei 喜欢 xihuan 

推广 tuiguang 位置 weizhi 系 xi 

推荐 tuijian 未必 weibi 系统 xitong 

腿 tui 未来 weilai 细节 xijie 

退 tui 味道 weidao 戏剧 xiju 

退步 tuibu 卫生间 weishengjian 瞎 xia 

退休 tuixiu 温度 wendu 吓 xia 

脱 tuo 温暖 wennuan 夏 xia 
W  温柔 wenrou 下 xia 

袜子 wazi 闻 wen 下午 xiawu 

歪 wai 文化 wenhua 下雨 xia yu 

外 wai 文件 wenjian 下载 xiazai 

外交 waijiao 文具 wenju 先 xian 

弯 wan 文明 wenming 先生 xiansheng 

完 wan 文学 wenxue 鲜艳 xianyan 

完成 wancheng 文章 wenzhang 咸 xian 

完美 wanmei 吻 wen 显得 xiande 

完全 wanquan 稳定 wending 显然 xianran 

完善 wanshan 问 wen 显示 xianshi 

完整 wanzheng 问候 wenhou 县 xian 

玩 wan 问题 wenti 现代 xiandai 

玩具 wanju 我 wo 现金 xianjin 

碗 wan 我们 women 现实 xianshi 

晚上 wanshang 卧室 woshi 现象 xianxiang 

万 wan 握手 woshou 现在 xianzai 

万一 wanyi 污染 wuran 羡慕 xianmu 

王子 wangzi 屋子 wuzi 限制 xianzhi 

往 wang 无 wu 香 xiang 

往返 wangfan 无聊 wuliao 香蕉 xiangjiao 



 
相处 xiangchu 新 xin 选举 xuanju 

相当 xiangdang 新闻 xinwen 选择 xuanze 

相对 xiangdui 新鲜 xinxian 学期 xueqi 

相反 xiangfan 辛苦 xinku 学生 xuesheng 

相关 xiangguan 心理 xinli 学术 xueshu 

相似 xiangsi 心情 xinqing 学问 xuewen 

相同 xiangtong 心脏 xinzang 学习 xuexi 

相信 xiangxin 欣赏 xinshang 学校 xuexiao 

详细 xiangxi 信 xin 雪 xue 

响 xiang 信封 xinfeng 血 xue 

想 xiang 信号 xinhao 询问 xunwen 

想念 xiangnian 信任 xinren 寻找 xunzhao 

想像 xiangxiang 信息 xinxi 训练 xunlian 

享受 xiangshou 信心 xinxin 迅速 xunsu 

向 xiang 信用卡 xinyongka Y  

像 xiang 兴奋 xingfen 压力 yali 

项 xiang 星期 xingqi 牙膏 yagao 

项链 xianglian 行 xing 亚洲 Yazhou 

项目 xiangmu 行动 xingdong 呀 ya 

橡皮 xiangpi 行李箱 xinglixiang 盐 yan 

象棋 xiangqi 行人 xingren 延长 yanchang 

象征 xiangzheng 行为 xingwei 严格 yange 

消费 xiaofei 形成 xingcheng 严肃 yansu 

消化 xiaohua 形容 xingrong 严重 yanzhong 

消灭 xiaomie 形式 xingshi 研究生 yanjiusheng 

消失 xiaoshi 形势 xingshi 颜色 yanse 

销售 xiaoshou 形象 xingxiang 演出 yanchu 

消息 xiaoxi 形状 xingzhuang 演员 yanyuan 

小 xiao 醒 xing 眼镜 yanjing 

小吃 xiaochi 姓 xing 眼睛 yanjing 

小伙子 xiaohuozi 性别 xingbie 宴会 yanhui 

小姐 xiaojie 性格 xingge 阳光 yangguang 

小麦 xiaomai 性质 xingzhi 羊肉 yangrou 

小气 xiaoqi 幸福 xingfu 阳台 yangtai 

小时 xiaoshi 幸亏 xingkui 痒 yang 

小说 xiaoshuo 幸运 xingyun 养成 yangcheng 

小偷 xiaotou 兴趣 xingqu 样式 yangshi 

小心 xiaoxin 胸 xiong 样子 yangzi 

笑 xiao 兄弟 xiongdi 腰 yao 

笑话 xiaohua 熊猫 xiongmao 邀请 yaoqing 

效果 xiaoguo 雄伟 xiongwei 要求 yaoqiu 

效率 xiaolu 修 xiu 摇 yao 

孝顺 xiaoshun 修改 xiugai 咬 yao 

校长 xiaozhang 休息 xiuxi 要 yao 

些 xie 休闲 xiuxian 药 yao 

歇 xie 虚心 xuxin 要不 yaobu 

斜 xie 需要 xuyao 要是 yaoshi 

鞋 xie 许多 xuduo 钥匙 yaoshi 

协调 xietiao 叙述 xushu 爷爷 yeye 

写 xie 宣布 xuanbu 也 ye 

谢谢 xiexie 宣传 xuanchuan 也许 yexu 



 
页 ye 银 yin 幼儿园 you’eryuan 

夜 ye 银行 yinhang 鱼 yu 

液体 yeti 饮料 yinliao 愉快 yukuai 

业务 yewu 引起 yinqi 娱乐 yule 

业余 yeyu 印象 yinxiang 于是 yushi 

叶子 yezi 应该 yinggai 与 yu 

一 yi 英俊 yingjun 与其 yuqi 

衣服 yifu 英雄 yingxiong 语法 yufa 

依然 yiran 赢 ying 语言 yuyan 

医生 yisheng 迎接 yingjie 羽毛球 yumaoqiu 

医院 yiyuan 营养 yingyang 宇宙 yuzhou 

一辈子 yibeizi 营业 yingye 预报 yubao 

一旦 yidan 影响 yingxiang 预订 yuding 

一定 yiding 影子 yingzi 预防 yufang 

一共 yigong 硬 ying 预习 yuxi 

一会儿 yihuir 硬币 yingbi 遇到 yudao 

一路平安 yilu ping’an 硬件 yingjian 玉米 yumi 

一切 yiqie 应付 yingfu 圆 yuan 

一样 yiyang 应聘 yingpin 元 yuan 

一致 yizhi 应用 yingyong 元旦 Yuandan 

移动 yidong 拥抱 yongbao 缘故 yuangu 

移民 yimin 拥挤 yongji 原来 yuanlai 

遗憾 yihan 勇敢 yonggan 原谅 yuanliang 

疑问 yiwen 勇气 yongqi 原料 yuanliao 

乙 yi 永远 yongyuan 原因 yuanyin 

以 yi 用 yong 原则 yuanze 

以后 yihou 用途 yongtu 远 yuan 

以及 yiji 优点 youdian 愿望 yuanwang 

以来 yilai 优惠 youhui 愿意 yuanyi 

以前 yiqian 优美 youmei 约会 yuehui 

以为 yiwei 优势 youshi 越 yue 

已经 yijing 优秀 youxiu 月 yue 

椅子 yizi 悠久 youjiu 月亮 yueliang 

亿 yi 幽默 youmo 阅读 yuedu 

一般 yiban 由 you 晕 yun 

一边 yibian 由于 youyu 云 yun 

一起 yiqi 邮局 youju 允许 yunxu 

一直 yizhi 游览 youlan 运动 yundong 

意见 yijian 游戏 youxi 运气 yunqi 

意思 yisi 游泳 youyong 运输 yunshu 

意外 yiwai 尤其 youqi 运用 yunyong 

意义 yiyi 犹豫 youyu Z  

议论 yilun 油炸 youzha 杂志 zazhi 

艺术 yishu 有 you 灾害 zaihai 

义务 yiwu 有利 youli 在 zai 

阴 yin 有名 youming 再 zai 

因此 yinci 有趣 youqu 再见 zaijian 

因而 yin’er 友好 youhao 再三 zaisan 

因素 yinsu 友谊 youyi 咱们 zanmen 

因为 yinwei 又 you 赞成 zancheng 

音乐 yinyue 右边 youbian 赞美 zanmei 



 
暂时 zanshi 争论 zhenglun 秩序 zhixu 

脏 zang 争取 zhengqu 志愿者 zhiyuanzhe 

糟糕 zaogao 征求 zhengqiu 钟 zhong 

早上 zaoshang 整个 zhengge 中国 Zhongguo 

造成 zaocheng 整理 zhengli 中间 zhongjian 

则 ze 整齐 zhengqi 中介 zhongjie 

责备 zebei 整体 zhengti 中文 Zhongwen 

责任 zeren 正 zheng 中午 zhongwu 

怎么 zenme 正常 zhengchang 中心 zhongxin 

怎么样 zenmeyang 正好 zhenghao 中旬 zhongxun 

增加 zengjia 正确 zhengque 终于 zhongyu 

增长 zengzhang 正式 zhengshi 种 zhong 

摘 zhai 正在 zhengzai 重 zhong 

窄 zhai 政策 zhengce 重点 zhongdian 

粘贴 zhantie 政府 zhengfu 重量 zhongliang 

展开 zhankai 政治 zhengzhi 重视 zhongshi 

展览 zhanlan 证件 zhengjian 重要 zhongyao 

站 zhan 证据 zhengju 周到 zhoudao 

占线 zhanxian 证明 zhengming 周末 zhoumo 

战争 zhanzheng 挣钱 zhengqian 周围 zhouwei 

张 zhang 只 zhi 猪 zhu 

长 zhang 之 zhi 逐步 zhubu 

涨 zhang 支 zhi 逐渐 zhujian 

掌握 zhangwo 支持 zhichi 竹子 zhuzi 

丈夫 zhangfu 支票 zhipiao 煮 zhu 

账户 zhanghu 知道 zhidao 主持 zhuchi 

招待 zhaodai 知识 zhishi 主动 zhudong 

招聘 zhaopin 直 zhi 主观 zhuguan 

着急 zhaoji 直接 zhijie 主人 zhuren 

着凉 zhaoliang 值得 zhide 主席 zhuxi 

找 zhao 植物 zhiwu 主要 zhuyao 

召开 zhaokai 执行 zhixing 主意 zhuyi 

照常 zhaochang 执照 zhizhao 主张 zhuzhang 

照顾 zhaogu 职业 zhiye 嘱咐 zhufu 

照片 zhaopian 指 zhi 住 zhu 

照相机 zhaoxiangji 指导 zhidao 祝 zhu 

哲学 zhexue 指挥 zhihui 祝福 zhufu 

这(这儿) zhe (zher) 只 zhi 祝贺 zhuhe 

着 zhe 只好 zhihao 注册 zhuce 

真 zhen 只要 zhiyao 注意 zhuyi 

真理 zhenli 制定 zhiding 著名 zhuming 

真实 zhenshi 制度 Zhidu 抓紧 zhuajin 

真正 zhenzheng 制造 ,Zhizao 专家 zhuanjia 

针对 zhendui 制作 zhizuo                            专门 zhuanmen 

珍惜 zhenxi 智慧 zhihui 专心 zhuanxin 

诊断 zhenduan 至今 zhijin 专业 zhuanye 

枕头 zhentou 至少 zhishao 转变 zhuanbian 

阵 zhen 至于 zhiyu 转告 zhuangao 

振动 zhendong 质量 zhiliang 赚 zhuan 

睁 zheng 治疗 zhiliao 装 zhuang 
      



 
装饰 zhuangshi 嘴 zui   

撞 zhuang 醉 zui   

状况 zhuangkuang 最 zui   

状态 zhuangtai 最初 zuichu   

追求 zhuiqiu 最好 zuihao   

准备 zhunbei 最后 zuihou   

准确 zhunque 最近 zuijin   

准时 zhunshi 罪犯 zuifan   

桌子 zhuozi 尊敬 zuijing   

资格 zige 尊重 zunzhong   

资金 zijin 遵守 zunshou   

资料 ziliao 昨天 zuotian   

资源 ziyuan 左边 zoubian   

姿势 zishi 坐 zuo   

咨询 zixun 做 zuo   

紫 zi 做  生意 zuo shengyi   

仔细 zixi 座 zuo   

字 zi 座位 zuowei   

字典 zidian 作品 zuopin   

字幕 zimu 作为 zuowei   

自从 zicong 作文 zuowen   

自动 zidong 作业 zuoye   

自豪 zihao 作用 zuoyong   

自己 ziji 作者 zuozhe   

自觉 zijue     

自然 ziran     

自私 zisi     

自信 zixin     

自行车 zixingche     

自由 ziyou     

自愿 ziyuan     

综合 zonghe     

宗教 zongjiao     

总裁 zongcai     

总共 zonggong     

总结 zongjie     

总理 zongli     

总是 zongshi     

总算 zongsuan     

总统 zongtong     

总之 zongzhi     

走 zou     

租 zu     

组成 zucheng     

组合 zuhe     

组织 zuzhi     

祖国 zuguo     

祖先 zuxian     

阻止 zu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