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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 bǐng gān
饺子 jiǎo zi
巧克力 qiǎo kè lì
西红柿 xī hóng shì
饮料 yǐn liào
长城 cháng chéng
长江 cháng jiāng
大使馆 dà shǐ guǎn
地球 dì qiú
地址 dì zhǐ
省 shěng

狮子 shī zi
猪 zhū
猴子 hóu zi
窗户 chuāng hu
词典 cí diǎn
刀 dāo
科学 kē xué
理发 lǐ fà
俩 liǎ

弹钢琴 tán gāng qín
中文 zhōng wén
安排 ān pái
包括 bāo kuò
保证 bǎo zhèng
报道 bào dào
报名 bào míng
表达 biǎo dá
表格 biǎo gé



部分 bù fen
参观 cān guān
成功 chéng gōng
成熟 chéng shú
成为 chéng wéi
重新 chóng xīn
出差 chū chāi
出发 chū fā
传真 chuán zhēn
答案 dā àn
打印 dǎ yìn
打折 dǎ zhé
代表 dài biǎo
代替 dài tì
当 dāng

到处 dào chù
底 dǐ

调查 diào chá
对面 duì miàn
发 fā
发生 fā shēng
发展 fā zhǎn
法律 fǎ lǜ
翻译 fān yì
访问 fǎng wèn
失败 shī bài
负责 fù zé
改变 gǎi biàn
干 gàn
工具 gōng jù



工资 gōng zī
共同 gòng tóng
估计 gū jì
挂 guà
管理 guǎn lǐ
广播 guǎng bō
广告 guǎng gào
规定 guī dìng
过程 guò chéng
航班 háng bān
合适 hé shì
获得 huò dé
积累 jī lèi
寄 jì

计划 jì huà
技术 jì shù
继续 jì xù
加班 jiā bān
奖金 jiǎng jīn
降低 jiàng dī
进行 jìn xíng
经济 jīng jì
经历 jīng lì
举办 jǔ bàn
拉 lā
留 liú
判断 pàn duàn
批评 pī píng
普遍 pǔ biàn
起飞 qǐ fēi



轻 qīng
请假 qǐng jià
区别 qū bié
取 qǔ
缺少 quē shǎo
确实 què shí
商量 shāng liang
申请 shēn qǐng
使用 shǐ yòng
收 shōu
收拾 shōu shi
受到 shòu dào
熟悉 shú xī
顺利 shùn lì
讨论 tǎo lùn
提供 tí gōng
提前 tí qián
提醒 tí xǐng
停止 tíng zhǐ
推 tuī

推迟 tuī chí
限制 xiàn zhì
信任 xìn rèn
修 xiū

严格 yán gé
严重 yán zhòng
养成 yǎng chéng
邀请 yāo qǐng
引起 yǐn qǐ
阅读 yuè dú



允许 yǔn xǔ
增加 zēng jiā
招聘 zhāo pìn
证明 zhèng míng
值得 zhí de
制造 zhì zào
重视 zhòng shì
专门 zhuān mén
赚 zhuàn
准确 zhǔn què
准时 zhǔn shí
仔细 zǐ xì
总结 zǒng jié
组成 zǔ chéng
笔记本 bǐ jì běn
高级 gāo jí
教育 jiào yù
专业 zhuān yè
留学 liú xué
毕业 bì yè
研究生 yán jiū shēng
硕士 shuòshì
博士 bó shì
教授 jiào shòu
父亲 fù qīn
母亲 mǔ qīn
孙子 sūn zi
亲戚 qīn qi
咱们 zán men
顾客 gù kè



职业 zhí yè
大夫 dài fu
护士 hù shì
记者 jì zhě
导游 dǎo yóu
警察 jǐng chá
律师 lǜ shī
售货员 shòu huò yuán
组织 zǔ zhī
作者 zuò zhě
暗 àn

保护 bǎo hù
抱 bào
抱歉 bào qiàn
倍 bèi
笨 bèn

标准 biāo zhǔn
表扬 biǎo yáng
擦 cā
猜 cāi
材料 cái liào
差不多 chà bu duō
尝 cháng
吵 chǎo

诚实 chéng shí
乘坐 chéng zuò
吃惊 chī jīng
抽烟 chōu yān
出生 chū shēng
粗心 cū xīn



打扮 dǎ bàn
打扰 dǎ rǎo
打针 dǎ zhēn
戴 dài
当地 dāng dì
道歉 dào qiàn
得意 dé yì
等 děng
丢 diū
动作 dòng zuò
堵车 dǔ chē
肚子 dù zi
断 duàn
对 duì
对话 duì huà
烦恼 fán nǎo
反对 fǎn duì
反应 fǎn yìng
范围 fàn wéi
放弃 fàng qì
暑假 shǔ jià
符合 fú hé
感动 gǎn dòng
感觉 gǎn jué
感情 gǎn qíng
孤单 gū dān
鼓励 gǔ lì
鼓掌 gǔ zhǎng
故意 gù yì
逛 guàng



汗 hán
后悔 hòu huǐ
怀疑 huáiyí
活动 huó dòng
基础 jī chǔ
激动 jī dòng
极其 jí qí
集合 jí hé
及时 jí shí
坚持 jiān chí
减肥 jiǎn féi
减少 jiǎn shǎo
交 jiāo
交流 jiāo liú
骄傲 jiāo ào
接受 jiē shòu
节约 jié yuē
解释 jiě shì
精彩 jīng cǎi
经验 jīng yàn
拒绝 jù jué
开玩笑 kāi wán xiào
看法 kàn fǎ
考虑 kǎo lǜ
可惜 kě xī
苦 kǔ
宽 kuān
扩大 kuò dà
辣 là
懒 lǎn



浪费 làng fèi
理解 lǐ jiě
厉害 lì hai
力气 lì qi
联系 lián xì
凉快 liáng kuai
聊天 liáo tiān
流泪 liú lèi
流行 liú xíng
乱 luàn

麻烦 má fan
马虎 mǎ hu
免费 miǎn fèi
耐心 nài xīn
内 nèi
弄 nòng
暖和 nuǎn huo
排列 páiliè
陪 péi
骗 piàn
破 pò

请客 qǐng kè
穷 qióng
热闹 rè nao
扔 rēng
散步 sàn bù
伤心 shāng xīn
稍微 shāo wēi
剩 shèng
失望 shīwàng



湿润 shī rùn
试 shì
适合 shì hé
适应 shì yìng
首先 shǒu xiān
受不了 shòu bu liǎo
输 shū
谈 tán
躺 tǎng

讨厌 tǎo yàn
填空 tián kòng
挺〜的 tǐng de
同情 tóng qíng
脱 tuō

危险 wēi xiǎn
味道 wèi dao
握手 wò shǒu
无 wú
吸引 xī yǐn
香 xiāng
响 xiǎng
辛苦 xīn kǔ
信心 xìn xīn
兴奋 xīng fèn
不行 bù xíng
醒 xǐng
幸福 xìngfú
硬 yìng

永远 yǒng yuǎn
有趣 yǒu qù



友谊 yǒu yì
愉快 yú kuài
语法 yǔ fǎ
预习 yù xí
原谅 yuán liàng
约会 yuē huì
脏 zāng
增长 zēng zhǎng
整理 zhgěng lǐ
整齐 zhěng qí
正常 zhèng cháng
正好 zhèng hǎo
支持 zhī chí
祝贺 zhù hè
撞 zhuàng
嘴 zuǐ
最后 zuì hòu
并且 bìng qiě
不但 bú dàn
不管 bù guǎn
不仅 bù jǐn
从来 cóng lái
当时 dāng shí
果然 guǒ rán
后来 hòu lái
即使 jí shǐ
既然 jì rán
尽管 jǐnguǎn
竟然 jìng rán
究竟 jiū jìng



不过 bú guò
可是 kě shì
然而 rán’ér
连 lián
另外 lìng wài
偶尔 ǒu’ěr
却 què
仍然 réng rán
随便 suí biàn
随着 suí zhe
通过 tōng guò
无论 wú lùn
相反 xiāng fǎn
以 yǐ
因此 yīn cǐ
由 yóu
由于 yóu yú
尤其 yóu qí
于是 yú shì
与 yǔ
原来 yuán lái
按时 àn shí
按照 àn zhào
本来 běn lái
不得不 bù dé bù
超过 chāo guò
大概 dà gài
大约 dà yuē
到底 dào dǐ
得 děi



掉 diào
顿 dùn
份 fèn
场 chǎng
趟 tàng
朵 duǒ
遍 biàn
座 zuò
而 ér

刚刚 gāng gāng
各 gè
够 gòu
过 guò
好像 hǎo xiàng
忽然 hū rán
互相 hù xiāng
肯定 kěn dìng
恐怕 kǒng pà
来不及 lái bu jí
来得及 lái de jí
例如 lìrú
满 mǎn
难道 nán dào
其次 qí cì
其中 qí zhōng
起来 qǐlái
千万 qiān wàn
甚至 shèn zhì
十分 shí fēn
实际 shí jì



实在 shí zài
顺便 shùn biàn
算 suàn
完全 wán quán
往 wǎng
往往 wǎng wǎng
许多 xǔ duō
也许 yě xǔ
一切 yī qiè
暂时 zàn shí
真正 zhēn zhèng
只 zhǐ
只好 zhǐ hǎo
只要 zhǐ yào
至少 zhì shǎo
逐渐 zhú jiàn
儿童 ér tóng
安全 ān quán
爱情 ài qíng
尊重 zūn zhòng
租 zū
责任 zé rèn
杂志 zá zhì
座位 zuò wèi
做生意 zuò shēngyì
乒乓球 pīngpāng qiú
羽毛球 yǔmáoqiú
网球 wǎngqiú
态度 tàidù
最好 zuì hǎo



主意 zhǔ yì
主动 zhǔ dòng
著名 zhù míng
周围 zhōu wéi
语言 yǔ yán
中文 zhōng wén
语法 yǔ fǎ
重点 zhòng diǎn
知识 zhī shi
之 zhī
指 zhǐ
质量 zhì liàng
植物 zhí wù
棵 kē
叶子 yèzi
直接 zhí jiē
正式 zhèng shì
正确 zhèng què
窄 zhǎi
优秀 yōuxiù
幽默 yōumò
优点 yōu diǎn
友谊 yǒu yì
友好 yǒu hǎo
勇敢 yǒng gǎn
艺术 yì shù
印象 yìn xià g
意见 yì jian
羡慕 xiàn mù
亿 yì



赢 yíng
页 yè
压力 yā lì
演员 yǎn yuán
演出 yǎn chū
亚洲 yà zhōu
钥匙 yào shi
样子 yàng zi
阳光 yáng guāng
盐 yán
牙膏 yá gāo
原因 yuán yīn
圆 yuán
呀 ya

洗衣机 xǐ yī jī
信用卡 xìn yòng kǎ
性格 xìng gé
性别 xìng bié
血 xiě
消息 xiāo xi
小说 xiǎo shuō
笑话 xiào hua
效果 xiào guǒ
现代 xiàn dài
详细 xiáng xì
咸 xián
污染 wū rǎn
误会 wù huì
无聊 wú liáo
温度 wēn dù



文章 wén zhāng
网站 wǎng zhàn
袜子 wà zi
通知 tōng zhī
特点 tè diǎn
汤 tāng
台 tái
抬 tái
条件 tiáo jiàn
塑料袋 sùliào dài
速度 sù dù
自然 zì rán
森林 sēn lín
所有 suǒ yǒu
酸 suān
数字 shù zì
顺序 shùn xù
数量 shù liang
收入 shōu rù
首都 shǒu dū
师傅 shīfù
世纪 shì jì
市场 shì chǎng
食品 shí pǐn
生命 shēng mìng
生活 shēng huó
深 shēn
社会 shè huì
沙发 shā fā
说明 shuō míng



帅 shuài
入口 rù kǒu
日记 rì jì
任务 rèn wu
任何 rèn hé
人民币 rén mín bì
软 ruǎn
群 qún
气候 qì hòu
情况 qíng kuàng
缺点 quē diǎn
全部 quán bù
敲 qiāo
签证 qiān zhèng
桥 qiáo
墙 qiáng
脾气 pí qì
瓶子 píng zi
平时 píng shí
皮肤 pí fū
篇 piān

农村 nóng cūn
内容 nèi róng
能力 néng lì
年龄 nián líng
目的 mù dì
密码 mì mǎ
民族 mín zú
美丽 mě ilì
梦 mèng



毛巾 máo jīn
理想 lǐ xiǎng
礼貌 lǐ mào
冷静 lěng jìng
垃圾桶 lā jī tǒng
老虎 lǎo hǔ
浪漫 làng màn
浪费 làng fèi
流利 liú lì
亮 liàng
凉快 liáng kuai
困难 kùnnán
空气 kōng qì
咳嗽 ké sòu
距离 jù lí
京剧 jīng jù
积极 jī jí
紧张 jǐn zhāng
禁止 jìn zhǐ
镜子 jìng zi
竞争 jìng zhēng
结果 jié guǒ
加油站 jiā yóu zhàn
交通 jiāo tōng
将来 jiāng lái
家具 jiā jù
假 jiǎ
价格 jià gé
厚 hòu
盒子 hé zi



合格 hé gé
好处 hǎo chù
海洋 hǎi yáng
号码 hào mǎ
害羞 hài xiū
寒假 hán jià
火 huǒ

活泼 huó pō
回忆 huí yì
公里 gōng lǐ
购物 gòu wù
个子 gè zi
干燥 gān zào
干杯 gān bēi
国际 guó jì
观众 guān zhòng
关键 guān jiàn
光 guāng

复杂 fù zá
复印 fù yìn
富 fù

否则 fǒu zé
风景 fēng jǐng
丰富 fēng fù
方向 fāng xiàng
方面 fāng miàn
方法 fāng fǎ
心情 xīn qíng
感谢 gǎn xiè
精神 jīng shén



可怜 kě lián
可惜 kě xí
困 kùn

难受 nán shòu
轻松 qīng sō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