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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 
bǎng 肩膀 翅膀  

  膀子(upper arm) 

páng 膀胱(bladder) 

参 
cān 参赛 参加 参观 

  参选 参照(refer) 

shēn 人参 参茶 

cēn 参差 (cī)（长短，高 

  低，大小不齐） 

藏 
cáng 捉迷藏 收藏 藏身 

zàng 宝藏 西藏 

差 
chà 差不多 差点儿 差劲 

  不差 差不远 

chā 差别 差错 差失

  差异 差强人意 

chāi 差事 出差  

  差使(assign)  

  听差(manservant) 

cī  参(cēn)差（长短，高 

  低，大小不齐） 

 

称 
chēng 称号 自称 简称 

  称呼 名称 声称 

  自称 

chèn 称身 称心 称职 

  相称 称心如意 

  对称(symmetry) 

臭 
chòu 臭虫 臭豆腐  

  臭气冲天  

  臭美(指: 讥讽人夸耀 

  或显示自己漂亮、能干

  ) 

xiù 乳臭(指:年幼,人幼稚 

  无知)  

  无色无臭(“无臭”指 

  :没有气味) 

处 
chù 办事处 随处 远处 

  到处 住处 用处 

  好处 坏处 

chǔ 处理 处事 相处 

  处罚  

  处境(situation)  

  处方(指: 所开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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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chuán 传说 流传 传话 

  传单 传真机  

  传神(指:生动逼真地刻

  划出人或物的神情) 

zhuàn 传记 自传  

  外传(unofficial  

  biography) 

担 
dān 担当 担心 分担 

  担保(guarantee) 

dàn 担子 两担柴 重担 

单 
dān 单身 单位 单一

  被单 名单 单独 

shàn 单先生(姓) 

得 
děi 得努力 

dé  好得很 走得动 

调 
diào 调查 调动 调用 

        声调(tone) 

tiáo 调和 调理 调整

  调味 调养  

  调教(指：教养) 

钉 

dīng 图钉  钉子 

        螺丝钉  铁钉 

        钉鞋  

dìng 钉木架 钉门  

        钉木板 钉箱子 

斗 

dǒu  北斗星  

        满天星斗 五斗米  

dòu 斗气 斗争 斗嘴 

        斗鸡 打斗 

恶 
è 凶恶 恶斗 恶毒 

       恶性 恶报 恶行 

       恶作剧 作恶多端 

ě 恶心 

wù 可恶 厌恶 好恶 

更 
gèng 更好 更加 更强 

  更多 

gēng 更换 更衣 更改 

  更新 更动 更正 



多音多意字 Std 2 Page 3 
 

冠 
guān 皇冠 鸡冠 衣冠 

  冠心病 

guàn 冠军 三连冠  夺冠 

龟 
guī 乌龟 金钱龟 海龟 

jūn 龟裂    

号 
hào 外号 问号 信号 

  记号 

háo 号哭声 号叫 哀号 

假 
jià 请假 休假 假日 

  放假 假期 病假 

  年假 

jiǎ 假装 假如 假设 

  假话 假使 假定 

  假借 假冒 

将 
jiāng 将要  将来 将就 

  将近 将会 

jiàng 大将 将士 将领 

  健将 将才 

结 
jié 结伴 结果 结合 

  结交 结成冰 结局 

  结束 蝴蝶结 结婚 

  张灯结彩 

jiē 结果（长成果实） 

  结巴 结实 

卡 
kǎ  卡片 卡车 卡通 

qiǎ 卡住 卡子   

壳 
ké  外壳 蛋壳 贝壳 

  花生壳 

qiào 地壳  

  甲壳  

累 
lěi 积累 累积 累次 

  累计 累年(指：连年 

  , year after year)  

  日积月累 

léi 果实累累 

leì 疲累 劳累 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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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liáng 量杯 量体温 量地 

    量体重 测量 

liàng 大量 重量 力量 

    音量 声量 

笼 
lóng 笼子 铁笼 鸟笼  

  猪笼草 

lǒng 笼罩(指：广泛覆盖) 

  笼统(in general  

  terms) 

落 
luò 落后 村落  

    落脚(指：在某地暂时   

  停留)   

    落日 落难 落败 

là  丢三落四 落在后头 

  落在家里 

lào 落色(fade in color) 

漂 
piǎo 漂白 漂洗 

piào 漂亮 

piāo 漂着 漂流 漂游 

  漂动 

强 
qiǎng 强迫 强笑 强求 

  强人所难 强颜欢笑 

  勉强 

qiáng  强大 强调 强壮 

  强手 富强 坚强 

jiàng 倔强 

抢 
qiǎng 抢答 抢手 抢眼 

qiāng 呼天抢地 

悄 
qiāo  悄悄地 悄悄话 

qiǎo  悄然 悄声细语 

切 
qiè 一切 亲切 切记 

        切身(指：关系到自身) 

qiē 切除 切片 

          切水果 切东西 

曲 
qǔ 曲子 曲风 乐曲

 曲目 曲终人散 

qū 曲线 曲折 弯曲 

 曲解 曲直不分(指：是

 非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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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quān 圈套 圈子 圆圈 

          圈外 

juān 把鸡圈起来 

juàn 圈养(feed in a pen) 

  牛圈 羊圈 

散 
sàn 散步 散落 解散 

  散发 散心 散会 

sǎn 散文 松散(loose)  

  散工(短工;零时工) 

  散光(astigmatism) 

色 
shǎi 退色 

sè  彩色 

熟 
shú 熟人 熟睡 

shóu 饭熟了 

提 
tí 提起 提前 手提包 

         提高 提示 提早 

         提名(nominate) 

         孩提(early childhood) 

dī 提防 

吐 
tù 呕吐 吐出来 上吐下泻        

 吐口水 吐血 吐泻 

tǔ 谈吐 吐气 吐露 

         吐气扬眉(feel proud and         

 happy) 

吓 
xià 吓了一跳 惊吓 

  吓倒 

hè  恐吓(threaten) 

鲜 
xiān 鲜甜 新鲜 鲜红 

  鲜明 鲜果 鲜美

  鲜花 鲜艳 

xiǎn 鲜为人知  

  鲜有(少有) 

行 
xíng 行程 步行 举行 

  行动 行走 行为 

  行李  

  行装(指：外出时携带 

  的衣物) 

háng 行业 行列 车行 

  银行 排行 行情 

  两行眼泪 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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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yā 压倒 压力 压迫 

yà 压根儿 

载 
zài 上载 载送 运载 

  载客 载货 

zǎi 千载难逢 记载 

  转载(republish   

  sth.that has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一年半载 

炸 
zhá 炸香蕉 炸鸡 

          炸薯条 炸油条 

zhà 被炸 爆炸 炸弹 

  炸药 轰炸 

涨 
zhǎng 涨高 涨幅 上涨 

  涨风(upward trend of  

  prices) 涨价  

  涨落(rise and fall) 

zhàng 涨得通红 头昏脑涨 

 

 

折 
zhé 折回 折断 折纸

  折服(指：使屈服或服 

  从) 

zhē 折腾(指：反复做[某事

  ], 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