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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bēn 奔放 奔跑 奔走 

  奔波 

bèn 投奔(指:前去依靠别人

) 

度 
dù  态度 度日 风度 

  度假 度过 

duó 测度(指: 推测) 

缝 
féng 缝补 缝纫(rèn) 

  缝纫机 缝好 缝合 

  缝制 

fèng 门缝 裂缝 

  一道缝儿 

  天衣无缝(be   

  completely natural  

  without defects as  

  the divine garments) 

供 
gōng 供应 供不应求 

  供给(jǐ) (supply) 

gòng 供奉(指: 祭祀神佛、 

  祖先) 

  供认(confess) 

横 
héng 横行 横渡 横穿 

  横扫 (make a clean  

  sweep of) 

  横心(指：下定决心) 

  横眉(frown) 横越 

  横冲直橦 

hèng 横财 横祸 横死 

糊 
hú 糊涂 迷糊 糊里糊涂 

 糊口(指:勉强维持 

 生活，填饱肚子） 

hū 墙上糊了一层泥 

hù 花生糊 面糊 芝麻糊 

 米糊 红豆糊 

 糊弄(指：欺骗) 

渐 
jiàn 渐渐 渐变 渐次 

  渐进 逐渐 

jiān 渐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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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jiě 解释 解答 解除 

  解决 解闷 解散 

  解脱 

xiè 解数（指:手段、本领 

  ） 

尽 
jìn 尽心 尽情 尽忠 

  尽力 尽量 尽责 

  尽头(the end) 尽兴 

jǐn 尽管(feel free to,  

  although) 尽可能 

  尽快 尽早 

卷 
juàn 试卷 卷子 考卷 

  答卷 手不释卷 

juǎn 卷尺 卷心菜 卷曲 

  卷起来 

隆 
lōng 轰隆隆 轰隆轰隆 

lóng 隆重 隆盛 兴隆 

  吉隆坡 

 

 

论 
lùn 议论 理论 论点 

  论文 讨论 

lún 论语(古书名) 

眯 
mī 眯着眼睛 眯缝双目 

mí 沙石眯了眼 

模 
mú 模样 糕饼模子(mold) 

mó 模仿(copy) 模糊 模型 

 模范(role model)  

 模特儿 规模 

喷 
pēn 香喷喷 喷火器 喷泉 

  喷水池 喷饭 喷壶 

  （指：喷水浇花的壶） 

pèn 喷香（指：非常香） 

迫 
pò  迫不及待 迫使 

  迫害 强迫 

pǎi 迫击炮（一种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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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sè  阻塞 敷衍塞责（指 

  ：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敷

  衍了事） 

sāi 塞子 瓶塞 木塞

   (stopper, cork) 

  塞车 堵塞 塞住 

sài 塞翁失马（指：比喻坏 

  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

  成好事） 

  边塞 塞外 (beyond  

  the Great Wall)  

盛 
shèng 盛开 盛大 盛产 

  盛装 盛名 茂盛 

chéng 盛饭 盛菜 盛水 

  盛面条 

省 
shěng 省时 省却 省钱 

  省事 省心（指：少 

  操心） 

xǐng 反省 不省人事 

匙 
shi  钥匙 

chí 匙子 茶匙 汤匙 

踏 
tà 踏板 踏步 脚踏车 

 踏足 脚踏实地 

tā 踏实 

系 
xì 系统 维系 系列 

 关系 科系 

jì 系鞋带 系着彩带的礼物盒 

与 
yǔ 与众不同 与日俱增 

 与共 与其 赠与 

 与世无争 与此同时 

yù 参与 与会      

 (participate)  

晕 
yùn 晕车 晕机 红晕 

  晕船   

  日晕(指:太阳周围形成

  的光圈) 

yūn 晕倒 头晕 很晕 

  晕头转向(指:头脑昏乱

  ,不辨方向) 

爪 
zhǎo 鹰爪 

zhuǎ 鸡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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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 
zhuàn 赚钱 

zuàn 你害我被赚买了贵东西

 （＂赚＂的意思：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