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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bǎ  把玩 把戏 

bà  把子 茶壶把儿 

背 
bēi 背书包 背人 

beì 背后 背书 背景 

  背心 

便  
biàn  便车 方便 轻便 

  便秘 (constipation) 

pián  便宜 

别 
bié  别人 别处 

biè  别扭 

吵 
chǎo 吵架 争吵 

chāo 吵吵（一个一个说,别

吵吵） 

场 
chǎng 场地 场合 草场 

cháng 一场大雨 

答 
dá  答对 回答 

dā  答应 

打 
dǎ  打针 打理 

dá  一打铅笔 

当 
dāng 相当 当然 当时 

  当下(immediately)  

  当面(face to face) 

  当心(be careful) 

  当地(local) 

dàng 当做(指：看成是) 

  当真 

  当天(the same day) 

  当晚 当夜(the      

     same night) 

  上当 典当 恰当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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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dǎo 倒闭 滑倒 跌倒 

  倒下 倒塌 

  倒胃(lose appetite) 

dào 倒反 倒退 倒茶 

  倒流 

的 
d e  快乐的生活 

dí  的确 

dì  目的 (purpose,      

     aim,goal) 

得 
dé  得到 

děi 得努力 

地 
dì 园地 地图 地下室 

 地址    

de 悄悄地 欢乐地   认真地 

 渐渐地 

都 
dōu 都要 都好 

dū  都会 都市 

肚 
dù  肚子 肚皮 

dǔ  羊肚 牛肚 

发 
fā  发呆 出发 分发 

fà  头发 

服 
fú  服侍 服装 制服 

fù  一服药 

干 
gàn 树干 能干 

  干活儿 

gān 干净 干果 晒干 

  干巴巴 

喝 
hē  喝水 喝茶 

hè  喝彩 大喝一声 

还 
hái 还是 还有 

huán 还手 还书 还钱 

好 
hào 好奇 爱好 好学 

hǎo 好心 好事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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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hóng 红色 红十字会 

gōng 女红  

几 
jǐ  几本书 

jī  几乎(almost) 

     茶几(tea table) 

间 
jiān 午间 中间 

jiàn 间接(indirectly) 

教 
jiāo 教唱歌 

jiào 教室 教育 教师 

     请教 

角 
jiǎo 牛角 角落 角度 

jué 主角 角色 

觉 
jiào 睡觉 

jué 觉得 感觉 听觉 

看 
kàn 看见 看病 看轻 

  看齐 

kān 看门 看家 看守 

空 
kōng 空气 太空 星空 

  空洞 空话 空间 

kòng 得空 空地 空闲 

  空白 

了 
le  为了 好了 

liǎo 了不起 了解 

乐 
lè  欢乐 乐园 乐事 

  乐于 

yuè 乐队 乐器 音乐 

凉 
liáng 凉快 冰凉 

liàng 凉一凉 

抹 
mā  抹布 抹桌子 

mǒ  涂抹(paint 如灰泥,  

  scri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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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méi 没事 没有 

mò  没收 淹没 

难 
nán 难得 难当 

nàn 难民 灾难 

片 
piàn 照片 一片草地 

piān 片子 唱片机  

奇 
qí  奇怪 

jī  奇数 (odd number) 

亲 
qīn 亲切 亲近 亲眼 

qìng 亲家 (in-law) 

扫 
sǎo 扫除 打扫 

sào 扫帚 

扇 
shàn 电扇 纸扇 

shān 扇动 

上 
shàng 上来 上门 

shǎng 上声 

少 
shǎo 少不得  少数 

shào 少年 少女 

谁 
shéi 谁人 

shuí 你找谁？ 

数 
shǔ 数数 数一数 数落 

shù 数量 数学 数目 

说 
shuō 说不定  说道 

shuì 游说 (persuade) 

为 
weì 为何  为什么 

wéi 为难 为人 成为 

相 
xiàng 相片 首相 

xiāng 相同 相近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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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xiào 校园  学校 

jiào 校对 校正 

  (check, compare) 

兴 
xìng 兴冲冲 高兴 

xīng 兴奋 兴起 

             兴旺 (flourishing) 

血 
xuè 血色 血水 血红 

xiě 吐血 流血 

要 
yào 主要 要害(指：身              

          体上致命的部分)  

yāo 要求 

应 
yìng 应考 应用 答应 

yīng 应当 应该 

脏 
zāng 脏衣服  肮脏 

zàng 心脏 内脏 

 

长 
zhǎng 师长 校长 成长 

  组长 

cháng 长处 长短 长发 

着 
zhe  放着 看着 

zhuó 穿着 着手(指：开 

  始动手进行)  

zháo 着急 睡着 着迷 

正 
zhèng 正在 公正 

zhēng 正月 

只 
zhī 一只   船只 

zhǐ 只好 只要 只是 

  不只 只想 

中 
zhōng 中心 中学 

zhòng 中风(stroke) 中计 

种 
zhòng 种果树  种稻  种植 

zhǒng 种子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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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zhòng 重心 重用 

chóng 重读 重新 

转 
zhuàn 转得  转圈  

  转向(lose one’s way) 

  转动轮子 公转 

  转椅（能在底座上旋转  

          的椅子） 

zhuǎn 转交 转身 转学 

  转换 转弯 转动

  旋转 回转 

  转向(change          

  dir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