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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语调教学 1 

 
 

关于三声教学：三声是低平调 

储城志老师：问题请教 1）三声在语流音步非尾字中的低调和音步尾字中的曲折

调（如“我马上上马”中的两个“马”），怎样教学效果较好？2）按“文字学原则”

制作的拼音拼写系统，有多处对二语学生形成误导（如“刘 liu”). 除了提醒学生

存在这些暗坑，帮他练熟，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就二语学习的需要临时改造

拼写方式 （比如把 liu 写成 liou)？ 谢谢！ 

 
梁宁辉老师：褚老师提到把韵腹还原的方法非常好，我也曾经想过在教学中使

用，可是又怕对学生今后拼音打字造成困难。不知道有没有老师使用过。 

 
石锋老师：只是一开始教拼音的时候作对照，帮助学生认识理解汉语拼音韵母

的发音关系。从长期看还是要以省略韵腹为准，因为这已经成为国际标准。查

字典，到图书馆查文献，都要用到。 

 

梁宁辉老师：谢谢解答！还有 ü 上两点省略，对美国学生发音实在太不方便了，

我干脆让学生都把两点加上，清楚多了。 

 

储城志老师：@梁宁辉-耶鲁大学 对于主元音的拼写问题，以前的一个方向是在

初始阶段 ppt 上同时给两个拼法： liu (liou), 学生习惯了以后就不给 liou 了。 

 

石锋老师：1. 第三声调只教低平是最好最简单的方法。至于强调和边界上的高

尾，不用交，自然语流中就会加上的，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是不加的。不加也没

有问题。2. 在对外国学生的教科书里把韵腹还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有的老

师在教学中试过，很好。不过目前在大陆印这样的教科书可能有困难。有条件

可以试一下。肯定会效果好。 

 
张曼荪老师：完全同意石老师的意见。这学期我教了一年级，教的就是低平，

连在三声单独发声时也是发低平。这样一来，三声和二声分得清清楚楚。听辨

能力对产出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觉得今年这一批的学生真的发音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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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华老师：我受白德明(Dayle Barns)老师的影响，多年来三声一直只教低平，

效果很好。最近几年听了不少石锋老师的报告，对语音教学有了更深的理解。

辅音清浊部分，元音在不同音节结构中的动态变体等等都是美国学生学习中的

难题。 

 
徐晓虹老师：话说如何教高中学生语音，石老师的低平说，张老师当年教我的

延长说，白老师的动态说都值得一试！我的中文一学生我时常还要提醒他们发

一声时你们的飞机要开得又高又稳，否则我总觉得坐着不稳妥，发四声时你们

是站在 5 米跳台上往下跳，不是 4 米或者 3 米。 

 其中语流中的动态最难把握，就好比两个三个音节在一起需要和谐共享

发音的时间，排在后头的音节会受前一个音节的牵制和影响而需要改变和调节

自己那个音节声调的落点高度。 

 

白建华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练习又高又稳的一声我们常常用的一

句话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徐晓虹老师：@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机舱里空气是不好，但飞得再高也无法

开窗咋办呢？ 另外，白老师您觉得语音教学是否也和语法教学一样，大道不存

在于教这些 form 小道的本身呢？ 

 
张曼荪老师：从教学语音学的角度来看，我今年的一个新尝试是改变了教声调

的顺序。从 1-2-3-4 改到 1-4-3-2。我觉得这个顺序可以更好地建立出声调和声

调间的关系。没有实验比较，但效果好像不错。 

 
汤秋妍老师： 我觉得第三声是重灾区。因为句子中的第三声不是念前半音低降，

就是念后半音升调。第三声一旦拖长就要出问题。所以我总告诉学生第三声要

短。其他声调都可拖长。 

  才爬楼看完前面的讨论。31、32、35、34 组合里的第三声教低平，太对

了。我也是这样的。 

 

石锋老师：就是这样。第三声和第四声，在语流中都是比较短的。第 1 声和第 2

声比较长。 

 

张曼荪老师：今年夏天在明德我们做了全校（5 个年级）的声调习得调查研究，

现在正在整理数据。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老师

以为自己在发低平的三声，其实不然，在尾巴部分还是不自主地上扬。经我指

出后，他们都很惊讶，原来发低平三声是那么地不自然。所以如果要教学生发

好低平的三声，自己先得练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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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生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如果低平三声对有些人不自然，那么他

们的语音系统是否不同？让他们改是否也不合适？ 

 

张曼荪老师：@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低平三声（也有人说半三声）不自

然是在单独发三声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半三声只有在语流中才出

现，但是为了教学，我们得把它拿出来练习，这样的不自然在我看来不是因为

他们的语音系统不同，而只是没有意识到需要这样教，没有练习使然。 

 
熊非老师：我想过第三声只教低平，因为学生一旦学了拐弯儿的调，就先入为

主，在需要低平时有困难，但是不敢乱教，现在有白老师石老师张老师撑腰，

我要改只教低平了，并会争取本校同事们的支持以达成一致！谢谢老师们的分

享。 

 

张曼荪老师：再提出一点：我一直希望我们能给三声一个新的调号，目前的 √ 

非常误导，要求学生标调号的练习其实无形中也是在加强他们对三声后部上扬

的印象。不知道石老师能否告诉我们语音学家是否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讨论？ 

 
梁宁辉老师：            

 
 

上次张老师@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来耶鲁报告时，用的这种标调法，挺

有用的。 

 

张曼荪老师：@梁宁辉-耶鲁大学  嗯，好办法！那如果我们照传统方法把调号放

在拼音上呢？ 

 

张正生老师：还是用同样的调号，WU-LU_MU\QI/ 

 

石锋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第 3 声的调号已经进入汉语拼音方案，很

难再改。确实已经误导了很多人。是否可以在初学时标为凵的样子？强调中间

的低是重点，头尾可以不要。 

 

张曼荪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我就是这个想法，不管是个什么形状，我们需要

一个调号代表半三声。其实我们也需要全三声的调号来准确显示在一个特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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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的三声是半三声还是全三声，比方说在一个传统京剧院中观众叫好的时候

一定是发全三声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两个调号来代表半三声跟全三声。 

 

储城志老师：期待以“三声低平”普通话语音描写系统为基础的语音教案早日问

世。 

 
张航老师：确实，三声的三个变体（半三、全三、变调三声）在汉语拼音系统

中共用一个调号，给学生带来很多困惑。拼音系统真是让人爱恨交加，带来误

导的不止这一个问题。记得有一位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家（搞汉语语音学的）给

他自己学校编写的汉语课本，完全就不釆用汉语拼音，直接上汉字，语音学习

靠听。是见过的走得最“远”的一本教材。 

 

梁宁辉老师：@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确实”拼音系统让人爱恨交加，

带来太多误导”。好奇那位韩国教授的课本是怎样甩掉拼音，直接上汉字的？但

我很赞同张老师@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的倡议，用声旁注音，不但可以

避免这些标音标调上的误导，还可以强化汉字学习。 

 
 

张航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要向您多多讨教经验！@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正生老师的办法很妙，既加强了认字，又免除了拼写系统带来的影响。 

 

四声教学 

郑慧丽老师：我的学生总是发四声很困难。有方法吗？ 

 
张曼荪老师： 我的体验是学生一声和四声的共同问题是不够高。帮助学生找到

自己的一声和三声可以界定个人的音域，然后再提醒一声要到位，这样才能进

一步完善四声的起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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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锋老师：把一、三对比高低；一 尽量高，三尽量低。把二四对比升降，二从

低升高，四从高降低。学生容易练习，方便记忆。 

 
熊非老师：感谢各位前辈同仁分享声调教学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得慢慢

消化学习！我非常重视声调，做很多训练声调的活动。这两天太忙了，没顾上

发言，今天我也分享一个我教声调的一个活动。学生非常喜欢，同事也觉得好

用。在完成一个故事的听力理解活动后，我和学生一起合作大声朗读这个故事，

比如说这一遍学生只念第一声，我念所有的其他声调，每逢第一声我就不念，

学生念，故事念完后，再换一个声调，又念一遍，学生居然乐此不疲。这在中

文学习起始阶段非常有用，因为有些学生听不出来四个声调有什么不同，即便

是你按顺序说“妈麻马骂”，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更不用说混搭了。

这个活动就可以让学生短时高效地建立对每个声调的认识。另外，有了一定的

基础后，又不是在学新词，在练习发音时，如果学生发错了，我发现马上要学

生跟我读正确的没有太大的作用，他下次还是记不得怎么念，后来我就善意地

示意他重来，他们都习惯了，会试图自己纠音，有的同学很快能自己纠正，但

有的同学试几遍以后还是不正确，我就说你说的是这样的（学他的声调），而

我希望听到你说这样的，这样在他挣扎之后比较对错，多半情况下他们就会听

到之间的区别从而改正自己的，比马上让他跟读要效果好一些。 

 

徐晓虹老师：@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你的这个在故事里辨析声调的方法值

得一试！我那天在教数字，让学生从 1 念到 100，凡遇到 4 结尾跳过不念，遇到

8 要大声念，他们乐此不疲，总之他们总想拒绝平淡和无聊。 

 
熊非老师：还有，我的观察和体会是，凡是我的学生声调普遍说的好的词儿都

是已经复现过足够多遍的词儿，说得不好的是还没有复现很多次的，所以对于

那些复现数量还没够学生又说得不好的词儿，我就不是特别担心，而是把时间

花在纠正应该说得好的词儿上。 

 

徐晓虹老师：@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这个用来解释语法结构的掌握牢固程

度同样适用—前几天我一直在课上变着法子给学生灌输“多放冰”这个结构，到

他们这边隔几天再回来又变成了“放多冰”，感觉中文和英文一旦在哪个点上不

合，来回拔河好几个来回是常态，复现需要的次数可能要加倍，就跟中美贸易

战是一个道理。 

 
熊非老师：语法赞同 贸易战俺没权发言  只要是跟体重有关的总能引起美国学生

注意，所以要多说"多吃水果好，多吃冰淇淋不好！" 逮着机会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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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老师：@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喜欢你的“多说多吃”复现法！ 我教的

是男校，根据对你们家两个宝贝儿子的观察和对他们上高中后的预测，他们对

自己的体重会很敏感吗？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熊非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美国人普遍对体重很敏感 是个敏感话题 

不过如果没有异性在场 可能没那么敏感了吧。 

关于“ri”的教学 

Ann Cai 老师：请教各位老师，教“ri”这个发音有什么好方法？ 

杨春生(UConn): 教好 sh, 再加声带振动。 

 

石锋老师： “ri”的发音，舌尖翘起，对准接近齿龈后。用发音器官的图示最方便。 

 

关于变调 

张曼荪老师： 三声变调很重要。相对而言，一不变调学生的掌握程度可能更影

响产出的准确度，因为一不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在我的教学中特

别强调，也经常针对这些方面制作功课。 

 
徐丽老师：学生跟着老师年没问题，说明听辨没问题，自己说有问题。除了多

听，跟说以及死记硬背外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练习。 

 
张曼荪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能说对并不一定表示他们听辨没问题，也可能只是

模仿而已。 

 

石锋老师： 另外也可以考虑分类练习，一声+一声，一声+二声，一声+三声，一

声+四声，二声+一声，三声+一声，四声+一声……以此类推，可以发现学生在

哪一类容易出问题。 

总之，重在连续调。 

 
王彦霖老师： 我们学生的三声变调是比较难纠正的，会跟四声混淆。石老师

（石锋）能给一些好的建议吗？“我觉得”，学生总是很难纠正。另外分享一点

儿，我们在一年级常用“我说”，“我听”，“我写”，“我读”，“我念”，“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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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写”，“跟我读”，“跟我念”， “你说”，“你写”，“你读”，“你念”等来练习三声

组合。这样把课堂用语和三声练习结合起来。 

 

石锋老师：掌握三声变调从两字组开始练习，到三字组的 1+2和 2+1的不同组合

的练习，再到四字组不同组合的练习。然后就可以用短句，长句练习。让学生

把句子划分为不同的组合来练习。 

 

 

汤秋妍老师： 我有一些句子总结。用的是 IC 课本里生词。龚老师们参考。 

 

赵冉老师：看到石老师说要分类练习，1-1，1-2 等等，我来分享一张我做的声

调组合的联系的 slide, 第一天讲拼音和声调的时候就开始给学生们用。那周的口

试也是考学生这 20 个词的发音。选的生词是 IC 头几课和一些课堂用语。“你好”

这样 33 组合但变调的要先说明讲解清楚，加上配合的音频，学生不会混淆。 

 
梁宁辉老师：谢谢赵老师分享！及练习了发音，又让学提前熟悉了生词，一举

两得。 

 
张曼荪老师： 我和张正声老师谈过教声调的问题，发现我们都不约而同用一种

方式，做一些都是一声/二声/四声的句子； 

他喝汤，他天天喝汤，她跟他三哥天天喝汤，他跟他三哥天天喝三鲜锅巴汤。

学生觉得很好玩儿。 

常常，常常回来，常常回来玩，常常回台南来玩 

做报告，郑大炫做报告，下面郑大炫做报告 

 

赵冉老师：张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编得句子真好玩儿。 

 
梁老师，我变过四声的句子给学生们练过，比如“我现在正要到教室去上

课，她现在正在宿舍看电视。但是这样练的时候我提心给自己要小心，就是我

们玩儿过笑过之后，我会再跟学生们说一下 虽然都是四声，但是轻读重读音长

也是有所不同的。感觉的在句子里练发音很重要。否则常常单个都练好了，组

合起来又不行了。练发音的时候，老师的手势比划高低，轻重，长短什么的，

跟乐队指挥差不多。 

 
梁新欣老师：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句，学生不会练着声调嫌烦。赵老师（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提到的声长生短的问题，是我想到赵智超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阳西提到过这个方面。实在陈老师（陈雅芬，印第安纳大学）编辑的一本

书里。这本书不在我手边，不过陈老师您也许还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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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学”和语流中的动态语音练习 

 
徐晓虹老师：@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老师，我很怕如果我要求学

生给句子中的每个汉语拼音音节都标上声调的话，会固化他们对声调不那么准

确的认识，就像用词，不一定能达意一样。语言一直处于流动互动当中，所以

我有时也只能“放任自流”了。通过阅读大家在这里的踊跃发言，我目前在考虑

尝试让学生看一些在语流中的可视化可变化的动态标调，就像是读心电图那样。 

 

张航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徐老师，我很同意您说的“语言处于流动互动当中”，最好在语流中练习声调和

语调（因为语调也非常重要）。但我个人不太建议通过“让学生看一些在语流中

的可视化可变化的动态标调，就像是读心电图那样”来学习语音。“心电图”对语

音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也可以协助一下教学，但对一线的老师和学生来说，如

果常规地做这过程太辛苦了，效果也不一定能保证。这只是我个人看法啊。 

 

张航老师：拼音/调号（包括语流动态标调）这些可视化信息，是科技带给我们

的好处。人们一般更喜欢倚赖视觉信息，因为似乎比听觉信息更“安全可靠”。

但标调再准确，都比不上直接的语音信息（母语者录音）。刚刚在 ACTFL 会上

和老师们讨论时我打个比方，学语音语调就像在学唱歌，而拼音/调号…这些视

觉辅助工具就像是写下来用来看的乐谱。最直接有效的学唱歌方式可能就是 

听～模仿～矫正～固化......乐谱可以协助我们讲解和“矫正”，但看懂和记忆乐谱 

离真正学会语音（听说）还有距离，有的学生即使把乐谱全背下来了也不一定

能唱好歌。所以我个人建议“听着学”而尽量减少“看着学”，把“听”和“模仿”变成

一种习惯性的学习语音的方法。看拼音学的新词新句，每个词的语音信息（包

括辅音、元音、声语调...）是零散拼合的，这些信息提取时（也就是说话时）

然后合成学生自己的语音产出会有困难。而“听着学”的新词，每个音进入大脑

时的元辅音和声调一起是一个整体输入，提取时更容易整体提取（还有其他好

处，如提升 normalization 的能力...不展开了。） 在三声这个问题上也同理，想

把拼写系统的不利影响（如调号不反映真实调值）压缩到最低的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多听。“听”可以渗透到教学的很多环节，设计课程时把这点容纳进去可能

效果会不同，因为学生们除非有要求，不然也不爱去听。 

 

田野老师：我同意@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的看法，“听着学”当然比

“看着学”要更有效果，但是这是有老师在场的情况下。我觉得借助 AI 辅助、反

馈学生发音是否标准的主要用武之地不在课堂上，而是在课后学生自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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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者下课以后可以听录音练习发音，然而没有老师纠错，他们很难知道

自己发音是否正确，以及如何改正。 

 

张曼荪老师：对张航老师和田野老师的“听着学‘的意见，举十只手赞成！这一部

分也反映我自己在语音教学上的成长过程。不敢说别的老师是什么情况，但是

我早年开始教中文的时候，在语音教学上虽然知道’听‘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教

学中’听‘的部分远远少于’说‘的部分。我常常布置录音的作业让学生做，在上课

的时候严格纠音，下课后纠学生来办公室帮助他们改善发音，觉得自己已经鞠

躬尽瘁了，怎么学生还学不好。近年来，看过一些听辨能力和产出能力之间的

关系，认识到在自己的教学上要加强对听辨能力的训练，在小考/周考中加进辨

别声调的部分，在个别谈话中要求助教跟学生练习，现在看到的真的是说得不

好的听得也不好。当然也有听得很好的，说得不好，但是在今年我这一班里大

部分的问题是前者。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不特别训练产出的情况下，只加强听

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出的准确性。我们在教学上当然要听说并重，但

是我觉得在教学中千万不能忽视，甚至应该特别强调听的训练。 

 

梁宁辉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赞成“听着学”的建议！这也是我们教学

中容易疏忽的一面。课文的录音学生很少去听，大多学生就课前匆匆扫几眼应

付小考。可能还是应该多布置听力练习、小考和大考，逼着学生多听。 

 
石锋老师：儿童学母语主要靠听。一般儿童母语输入量为数千万词汇。 

 
郑惠丽老师：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有两个老师通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指出听

说读写这四项技能听是最滞后的（这个报告是针对美国整个外语教学的状况）。

我最近两年还加了听力的 quiz, 感觉效果不大。 

 

AP&IB 

徐晓虹老师：石老师，张老师，你们觉得在美国脱离了明德的全浸润语境，学

生一下课就被英文包围，初级中文听力回家作业可以布置点什么提高学生听力

的兴趣呢，除了辨音以外？ 

 

徐晓虹老师：我们学校外语老师每天一般只能布置 30 分钟作业，有时这点可怜

的时间还要被英文历史课每天长达几小时的阅读写作作业霸占，基本学生只花

15 到 20 分钟做中文作业，零基础学四年就要去考 AP 中文（非华裔学生），大

家觉得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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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老师：基本学习自觉性不强的学生我一布置课本上辨音作业就一片空白，

一玩 app 里的辨音游戏就来劲了。 

 

潘蕾老师：我们的孩子是四年零基础到 AP 不过一 15 分钟的课外巩固复习是不

是太少了点 这个刘老师工作时间长 更有发言权。 

 

徐晓虹老师：@潘蕾－Hotchkiss 当然太少，是学生自动减半，感觉他们太累了，

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够，被其他科目作业压迫的，让刘老师出来发发言，我可

以取取经。除非我和英文老师一样天天有课堂 quiz，否则感觉无法保证他们每

天课后学中文的时间和质量。 

 

刘伟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潘蕾－Hotchkiss 很多高中第五年的课

才是 AP 中文。我们学校第四年是因为以前退休的老师们设置整体课程体系都参

照了耶鲁，只是速度减半。我来了以后就照着做。我教低年级的时候，学生每

天 40 分钟手写作业，孩子们乖，叫屈的几乎没有。15 分钟作业，四年考 AP，

还真是不小的挑战啊。 

 

徐晓虹老师：@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挑战确实很大！我今年刚来这所学校，

得知这里的非华裔学生 AP 中文在过去三年里全部都只得 1 分。我接触过的普通

私立高中基本按大学进度减半都是完不成的，中学生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觉

得比较实际的是让这些学生四年后 AP 考个 3 分我就满足了。 

 

汪杉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中文AP对

非华裔学生而言，的确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曾经从2006年-2012年，教非华裔AP，

可以说尽心竭力，期间我们几所中学还与芝加哥大学等大学建立了partnership

（我们学校还与其他两所大学有合作）主要目的就是共同探讨AP教学及获取大

学中文课程经验。但我的非华裔学生AP考得最好的成绩也就是3分。其他几所

学校也没有非华裔学生考得比这更好。现在兼职周末中文学校，教华裔学生，

相比之下，基本上不费什么力气，而考5分以下的学生还没听说过。 

这就是差异。 

个人觉得 AP 中文，华裔学生不需要怎么教，非华裔学生怎么教都难，所

以最后两年是把它当成一个激励的目标而已，挑战学生，而不再那么专注于与

AP 考试相关的内容与进度。Surprisingly，学生考试成绩并未下滑。 

 说明一下，我那时教的是一所公立中学，Urban Neighborhood school，每

班平均人数 27 to 28 人。96%左右的学生是低收入的西裔新移民。所以也许我说

的非华裔学生不一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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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张奕老师：我的 AP 学生几乎全是非华裔，确实基本都是三分，偶尔有非常出

色的能考 5分。但是AP中文的 5分率是所有AP科目中最高的，百分之六十几，

这对非华裔为主的 AP 老师来说压力非常大。 

AP5 分率高是因为有很多华裔学生参加考试。对华裔学生来说 5 分确实不

难，但是对完全没有背景的非华裔来说很难很难。 

 

徐晓虹老师：谢谢时老师和汪老师的分享！我十年前教过两年 AP，然后都在教

IB，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教 AP，感觉已经不那么看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了，我跟

我的非华裔学生说你们能有勇气来上 AP 中文，就足以说明你们在中文学习方面

的造诣了。 

IB 中文非母语，母语和华裔都有好几类考试可以供他们选择，总有一款

是最适合他们的-有挑战但又不过头的，但 IB的作文不管是哪一个水平的都需要

闭卷手写完成的，从这一点上看 AP 中文要好很多。 

 

汪杉老师：@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也教过 7 年 IB（Chinese as Language 

B course），都是非华裔学生，而且 IB language B 中文，被认为是 IB Diploma 这

一级别上三大难考科目之一（生物、数学），但 IB 中文的学生反而普遍考得比

AP 好。 

 

徐晓虹：@汪杉 DePaul University 哈哈，我估计 IB 普遍考分高还是有水分的，

尤其是老师可以自己监管的书面作业部分，听说最近这一项被 IB 取消了，说是

考分太高，改题后的 IB 新增听力部分据说是边听边手写答题，好像也不再是

internal assessment 的一部分了。 

 

关于计算机，网络以及 AI 辅助教学 

徐晓虹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最近我校的西班牙文初级班

学生在我代课的时候尝试用中文翻译软件跟我沟通，成功地用“中文”表达了可

以让我理解的意思；我的中文初级班学生用翻译软件给我来了一句搞笑中文，

大意八九不离十是“徐女士，非常感谢你把考试推迟到下周，这样就能保证我们

班的每个学生都得 A。”我在想我们常说计算机辅助教师教学，不久的将来可能

会变成教师辅助计算机教学了，到那时我还需要教他们什么呢？文化是第一个

从我脑袋里蹦出来的词。 

 

程伟民老师：说到拼音和语音训练，还有 AI 的介入，我这学期观察到一些非常

有趣的现象。第一，零起点的不止一个德国学生，在使用教材和 Pleco App 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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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我，一个 word （多音节的）有几种拼音形式，到底哪个对哪个错。他们还

截屏为证。其次，由于清华的公共汉语课一周只有一次，所以我不得不让学生

做一些录音作业上传，这样，有学生用 app 识别汉字文本后转成拼音，然后来

读，App 识别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譬如把了标成 liao。 

 

陈晓宁老师：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里规定不标写变调，就是“不”如果不是轻声

音节，都应该标写为“bù”。但是正词法规则也说明，为了教学需要，可以标写

变调。 

 
程伟民老师：我觉得这里还不是老师可以不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中国

人对拼音和汉字的观念和应用，不同于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 

 
程伟民老师：还有用拼音输入法打字，学生的出错率非常高。还有一点儿小小

的发现，凡是课上学的比较好的学生，均反映感到困难的是听说和声调，而非

汉字和读写。 

 
田野老师：北语的魏巍老师和张劲松老师就尔雅中文写了一篇文章，有兴趣的

老师可以看看，发表在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见附件链接） 

 

 

关于纠音 

潘蕾老师：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有个学生水平大概 advanced low, 能巴拉巴

拉说很多，声调基本完全不在调上，但沟通问题不大，别人也能听懂他想说啥，

这样的孩子声调还纠不纠呢？不纠吧当老师的觉得没尽职，纠吧，怕吃力不讨

好，还打击孩子自信心。 

 
石锋老师： 他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没有教好声调。一定要帮助他纠正好。 

 
汤秋妍老师：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高年级学生纠音，我觉得只能尽量保证这

个学生念新词，新句子正确了。他已经会的词很难纠了，再纠就不会说了。所

以一年级要抓好，到高年级基本回天无力。 

 

褚诚志老师：对很多学生来说，”中文难学”的名声，主要落在声调和汉字上。

欧美大学里学生选修中文的比例不高（大概不到学生总人数的 2%), 与这个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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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关系。狠抓语音很重要，但也会吓跑一些学生，特别是情商毅力比较平

常的学生，无形中对其他学生选修中文造成阻碍（听说中文难，干脆就回避不

选）。对此困难如何破解，以前有些探索，但总体局面没多大改变。再请教石

老师、张老师和诸位，对此有什么妙招高见？谢谢。@石锋-南开大学 @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张曼荪老师 ：对储老师的问题，我深有感触！如何在纠错时保护学生的尊严和

信心！真是难啊！我觉得这个话题要跟咱们这个群组第一次讨论的题目挂上钩，

就是在第一天我们要跟学生说些什么。我自己非常重视和努力经营的是全班的

团结感(solidarity), 大家一起奋斗，一起挣扎，互相支持与帮助，一起丰收！我

们以往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年级同学间的关系弄得好，他们会彼此激励继续学下

去。我们有一年有 20 个学生选择中文专业，都是同一班从 101 开始的。同时，

在第一天我上课的时候就告诉学生，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从你们的嘴里会发出

各种各样奇怪甚至好笑的声音，如果我笑你们，请你们相信我是觉得你们的错

误很可爱，也就是说 I am amused!  其实这是周质平老师当年在明德的说法，我

觉得特别有用。另外，我会告诉学生，一个班级应该是一个可以犯错的地方，

每个人都会犯可笑的错误，这个时候就尽管笑出来，大家一起笑，so that we are 

laughing with each other and not at each other.  我教一年级的时候，都用两个星

期练习发音，这是做林培瑞老师的助教时受到的影响。陈大端老师、周质平老

师都把发音阶段叫做基本功(foundation work), 我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同意。这

两个星期也常常是学生最高兴、动力最高的时候。我常常警告他们，这两个星

期是这门课的‘蜜月期’，不要以为接下来的课会一样甜蜜，尤其是不希望他们低

估了难度而错过了 add/drop 时间。在威廉，我们用的课本是顾百里老师编的教

材。学生要背对话，也要打分。我一再强调，在 101 我最重视的是准确度而不

是流利度，所以背对话的时候如果发音不准确，即使很流利也不会得到好分数。 

 

梁宁辉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谢谢张老师介绍经验！那这两个星期就

是集中学拼音，没有汉字？ 

 
张曼荪老师：是的！其实是八天（八节课）。顾老师的书发音部分练习非常丰

富，就这还练习不完呢！除了声调对比练习外，还有发音的对比练习，比方说 

ci vs. ce; uo vs. ou; ui vs. iu, ..... 

 

梁宁辉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张老师，再多问一句，这八天是只做语

音操练，还是也会教其他具体内容？ 

 

张曼荪老师：梁老师，是的，就只是语音练习。开始先用一声练习 initials （声

母）跟 finals （韵母）, 然后进入到个别声调，到声调组合（1+1， 1+2 ，.....)，

到变调，到轻声，到 initials 跟 finals 的对比练习。其中有几次模拟小考，训练



初中级中文教学关于语音教学的讨论 1                                                                                  2019.12.18 

 15 

学生习惯一种新的学习语言的方式。在陈大端老师和林培瑞老师编的中文入门

中有声母表和韵母表，我要学生把两张表背下来，特别注意有哪些声音是中文

中不存在的 （就是表中空出的），这样一点一点地彻底练习，就花上了八天。 

 

沈建华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张老师，语音部分花八天时间，学生会

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啊？ 

 
田野老师： 我教一年级的时候，都用两个星期练习发音，这是做林培瑞老师的

助教时受到的影响。陈大端老师、周质平老师都把发音阶段叫做基本功

(foundation work)”  @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介绍让我想到我在哈佛工作的经

历，当时冯胜利老师住持教一年级，也完全是同样的设计，语音就是要花两周

（十天）来进行的，也叫做“foundation work”，现在才知道是和普大一脉相承

的。 

 
张曼荪老师：很奇怪，每年都是最快乐的时候，所以过了几年后我才提醒他们

这是这门课的蜜月期。我也可以想象学生很可能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可能是因

为我们一起笑别人发出的怪声吧，好像还没觉得他们觉得枯燥。 

 
田野老师： 我同意，教语音的时候大家肯定也会教很有有意义的发音组合啊，

学生很快乐的，每天都觉得自己学到了新东西啊。 

 

张航老师：@张曼荪 Williams College  

谢谢张老师分享宝贵经验！您提到的“背诵”，我个人十分赞同。因为一般美国

孩子比较反感机械背诵，所以很多老师在这个方法上很谨慎，我也遇到过很反

对这方法的老师。但我想，如果把背诵活动设计得轻松，把背诵的量控制好、

导入自然（尤其是在初学者刚开始学语音的几个月）的话，对语音尤其是声调

语调的训练和保持，效果特别好。语音教学中教什么、怎么教很关键，这涉及

到语言学知识；但学生的语音学习方法（加强“听着学”、减少“看着学”）和学习

习惯更能在良好语音面貌形成的长期效果上显现。 语音训练是对大脑（音位建

立）和肌肉（肌动控制）长期训练的过程，很多初学者会很好地做即时模仿，

但如果脱离了老师自己说就容易声调语调全面“垮塌”。每天把“大量的听”和“合

理数量的背诵”结合起来，可以起到稳固语音能力的作用。我以前在几个暑假班

试过几次，因为人数少，我可以及时控制和调整，进行有规律地背诵检查，一

学期下来就有效果，学生在准确率和流利度上好很多。只是每个学校学生的特

点和每班数量不太一样，可能方法需根据情况调整。 

 

石锋老师：@储诚志 UC Davis 早上起来爬完楼。张老师讲得非常好。已经回答

了语音教学声调难学的问题。普通话声调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系统，又两两对

称。首先是声调本质要把握好，其次教学内容是分类连读，最后训练方式灵活，



初中级中文教学关于语音教学的讨论 1                                                                                  2019.12.18 

 16 

先讲道理，再领读，自己练，小组互相检查，大组表演，老师再评讲纠正。我

的一位朋友周晓康在澳大利亚教中文用歌谣，很受欢迎。 

 

梁宁辉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用歌谣教中文，是否无法训练声调了？ 

 
刘芳老师：歌谣不是歌儿。 

 

张航老师：@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刘芳-Oberlin College 很同意白老师提到

的“教学语音学”的想法。确实需要整理相关内容，好好想想怎么做一个比较实

用的针对教学的册子。刘老师，那天您在会上提的这个想法和要求已成为我们

的工作任务啦。 

 

小结 

张航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谢谢石老师清楚地梳理了语音的各方面知识，对您开头提到的“母语”语音习得

途径“具体到抽象，变体到音位，实践到理论”与“二语”语音习得正好相反的说法，

很赞同，尤其是关于“听”和”看”的学习方式的不同，影响甚大。真可以从小孩学

语音的途径方法中找到更多对咱们有用的教学思路。顺便再补充一个相反之处，

也是经很多习得实验证实的，在母语习得中（小孩学中文）声调语调的习得比

元辅音习得更早、更快，二语学习者相反。 孩子们是听着学，会说话了后再学

拼音系统的。我个人感觉好像我们二语教学中太过依赖拼音系统来看着学语音，

没好好利用耳朵。 

 

刘芳老师：@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老师，那天语音语调组发言者

之一是您呀？张老师好！“听着学”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只是苦于没有现成的

材料。也请求您加入语音语调专家组，帮我们一线老师，特别是一年级的老师

设计出一本练习册！在此，先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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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附件： 

 

1. 梁宁辉老师公告：各位老师，激动人心的好消息！陈老师@陈彤MIT 的大作

“Teaching Basic Chinese Grammar: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初级中文语法教学: 教学策略与课堂活动》 即将出版，相信会给广大一线

老师带来语法教学的法宝指南👍。已邀请到陈老师在二月份来群里讲座介

绍他的新书，积极参与者可获赠书留言哦 ，请大家密切关注！ 

 

2. 梁宁辉老师转发消息：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发的“云上中文”数字化教学

科研平台现已上线。 

 chineseonline.ccnu.edu.cn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视频案例库”在“国际汉语”栏目下。该课程如今已有160

个视频资源，及最近3个月该校学生自主提交的2100多条分析意见。未来会

继续丰富视频案例。 

 免费注册 资源共享 共同助力汉语国际教育！ 

 

3. 石锋老师提供：桌上语音工作室。该工作室是由南开大学朱思俞教授（朱自

清的公子）开发的适合文科师生的语音实验软件。需要的老师和同学可以直

接跟朱老师联系。手机：13821252018 座机：22-23502683，如果在美国打电

话还要加上中国的区号86 

 

4. 储城志老师推荐：张航老师的专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nes—Beyond First-Language Transfer (Brill, 2018)，对声调习得有系统观察

和独到见解。张老师谦虚自己不提，我推荐大家关注。 

 

5. 张航老师提供语音训练素材 

a) Mandarin Primer 

b) 汉语语音教程，曹文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 

c) 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by Charlse F. Hockett, the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Yale University, 1951 

d) 马立中中文教材练习 

 

6. 田野老师推荐可反馈学生发音或声调错误的 APP 

尔雅中文 APP 学生端安装方式：  

1.安卓版可在 https://fir.im/tyzd 下载；  

http://chineseonline.ccnu.edu.cn/
https://fir.im/ty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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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苹果版可在 App Store 搜索“ SAIT 汉语”获取。 

北语的魏巍老师和张劲松老师就尔雅中文写了一篇文章，有兴趣的老师可以

看看，发表在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ttp://www.tclt.us/journal/2018v9n2/weizhang.pdf 

 

7. 徐晓虹老师推荐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Laeql0VoxDkida0hlzUfw 

微软亚洲研究院更新的一个产品 AI 改作文帮助提升写作能力 吸引人的主意 

不过是针对英文写作 要是中文也有类似产品就好了。 

 

8. 郑惠丽老师提供 IC 自己设计的 quizlet 链接： 

https://quizlet.com/296836815/integrated-chinese-level-1-part-1-vocabulary-flash-

cards/ 

 

9. 董桦老师（Northeastern University）推荐声调小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LudpIVbhY   By Jesse Appell 

 

10. 汤秋妍老师（Wellesley College）推荐文章 

Tonal languages use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https://www.languagemagazine.com/tonal-languages-use-both-sides-of-the-

brain/ 

 

11. 陈小宁老师提供：《普通话语音训练教程发音练习手册》。这本小手册是商

务印书馆出的。很薄很好用。现在我们汉教硕士《普通话正音策略》课程用

这个做教案设计等的参考书。每章后有二维码，学生扫了以后就直接听到本

章的语音了。 

 

12. 潘蕾老师（Hotchkiss）推荐视频：从学习者角度来讲怎么学好声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fl4967gDFI 
 

潘蕾老师（Hotchkiss）：这个视频是学习者角度讲的怎么学好声调。让他

们 take the ownership of the leaning,加强自我学习的能力，让老师教学相对

轻松一些。 

他给的建议很多，我自己觉得有几个确实重要，比如初学者宁可准而慢，不

要差不多而快。比如知道大概读音不知道声调的，交流时用 flat voice一般沟

通无碍，但是要记下来，事后核对。还有哪怕中高级了，每学一个新词不能

差不多，依然得把声调看作完整学习新词的一部分，否则只是 half learning. 

还有 tone colors 对 visual learners 好用，等等。 

 

潘蕾老师推荐汉语语音学习 APP 

http://www.tclt.us/journal/2018v9n2/weizhang.pdf
https://mp.weixin.qq.com/s/PLaeql0VoxDkida0hlzUfw
https://quizlet.com/296836815/integrated-chinese-level-1-part-1-vocabulary-flash-cards/
https://quizlet.com/296836815/integrated-chinese-level-1-part-1-vocabulary-flash-car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LudpIVbhY
https://www.languagemagazine.com/tonal-languages-use-both-sides-of-the-brain/
https://www.languagemagazine.com/tonal-languages-use-both-sides-of-the-bra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fl4967gD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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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voice, 可以听也可以录音练习 

b) Chinese Sounds and Tones，有比较细的文字介绍 也有不同声调组合的例

子 

 

13. 赵冉老师(弗吉尼亚大学)分享声调组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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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汤秋妍老师(Wellesley College)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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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龙华老师：我多年前做過這樣一本拿來練習不同聲調組合的小冊子，有些

老師可能看過。我覺得老師們可以根據個別學生的錯誤，找到相應的那些組

合，讓學生反復練習。 

 

1-1     

     

 ānxīn 安心   kāixīn 开心 

 bēiguān 悲观   Kāngxī 康熙 

 bīngshān 冰山   lājī 垃圾 

 bōyīn 播音   liūbīng 溜冰 

 cānjiā 参加   pīnyīn 拼音 

 chīkuī 吃亏   qiānxū 谦虚 

 chōuqiān 抽签   qīngxī 清晰 

 chūzū 出租   shāchē 煞车 

 chūntiān 春天   shāngxīn 伤心 

 dānshēn 单身   shūbāo 书包 

 dāngchū 当初   sījī 司机 

 dēngguāng 灯光   tīngshuō 听说 

 Dōng'ōu 东欧   tōngzhī 通知 

 fādāi 发呆   xīfāng 西方 

 fēijī 飞机   xiāng'ān 相安 

 fēnjū 分居   xiānggān 相干 

 fēngchē 风车   xiāoshī 消失 

 gāoshāo 高烧   xīnshēng 新生 

 gāozhōng 高中   xīngqī 星期 

 gōngkāi 公开   yīshēng 医生 

 guānxīn 关心   yīnggāi 应该 

 huāshēng 花生   yuānqū 冤屈 

 hūnyīn 婚姻   zāogāo 糟糕 

 jiāoshū 教书   zhāoshēng 招生 

 jīntiān 今天   zhōngyāng 中央 

 jiūfēn 纠纷   zhuānjiā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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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āfēi 咖啡   zūyuē 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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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āyí 阿姨   shānyáng 山羊 

 ānquán 安全   shēncái 身材 

 bāngmáng 帮忙   shēnghuó 生活 

 chābié 差别   shīmián 失眠 

 chēmén 车门   shūfáng 书房 

 chūlái 出来   shuōmíng 说明 

 dānchún 单纯   suānméi 酸梅 

 dāngrán 当然   tāntú 贪图 

 dōngnán 东南   tiānmíng 天明 

 fājué 发觉   tōngcháng 通常 

 fēicháng 非常   tuōfú 托福 

 fūrén 夫人   wēnróu 温柔 

 gāngcái 刚才   xī’nán 西南 

 gōngmín 公民   xiāngtóng 相同 

 guāngmíng 光明   xīnqíng 心情 

 hūrán 忽然   xīnláng 新郎 

 jījí 积极   xiūxué 休学 

 jiānjué 坚决   yāoqiú 要求 

 jīnnián 今年   yīrán 依然 

 jīngcháng 经常   yīnjié 音节 

 jūrán 居然   yīngtáo 樱桃 

 kāimén 开门   yuānyuán 渊源 

 kōngqián 空前   zhēnshí 真实 

 pīpíng 批评   zhōngnián 中年 

 qiānmíng 签名   zhōngyú 终于 

 qīnrén 亲人  zhuāncháng 专长 

 quēfá 缺乏  zōnghé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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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āgǔ 八股   shānshuǐ 山水 

 biāoyǔ 标语   shēnqǐng 申请 

 biāozhǔn 标准   shōuyǎng 收养 

 cāochǎng 操场   shūxiě 书写 

 chīkǔ 吃苦   shuōhuǎng 说谎 

 chūbǎn 出版   sīfǎ 司法 

 chūnjuăn 春卷   sōngshǔ 松鼠 

 dēngtǎ 灯塔   suōyǐng 缩影 

 diūliǎn 丢脸   tiānshǐ 天使 

 duōshǎo 多少   tīngxiě 听写 

 fēnshǒu 分手   wēixiǎn 危险 

 gānxǐ 干洗   xīyǐn 吸引 

 gōngchǎng 工厂   xiāngfǎn 相反 

 guāndiǎn 观点   xiāngshuǐ 香水 

 hēibǎn 黑板   xīndǐ 心底 

 huāduǒ 花朵   xīnshǎng 欣赏 

 hūnlǐ 婚礼   xiōngshǒu 凶手 

 jīchǎng 机场   xiūlǐ 修理 

 jiāzhǎng 家长   yāoqǐng 邀请 

 jīngcǎi 精彩   yīncǐ 因此 

 jūnzǐ 君子   yōudiǎn 优点 

 kāikǒu 开口   zhēnlǐ 真理 

 kānshǒu 看守   zhēngchǎo 争吵 

 pāishǒu 拍手   zhījǐ 知己 

 qīnshǔ 亲属   zhōngwǔ 中午 

 qīngzǎo 清早   zhūbǎo 珠宝 

 qūrǔ 屈辱   zīběn 资本 

 sāorǎo 骚扰   zūnshǒu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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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ānjìng 安静   jiēshòu 接受 

 bāzì 八字   jiūjìng 究竟 

 bāngzhù 帮助   kōngqì 空气 

 bīngbàng 棒冰   piānjiàn 偏见 

 chāzuò 插座   pīnmìng 拼命 

 chēhuò 车祸   pūkè 扑克 

 chīfàn 吃饭   qīpiàn 欺骗 

 chōngfèn 充分   qiānwàn 千万 

 chōuxiàng 抽象   qīngshì 轻视 

 chūqì 出气   shāmò 沙漠 

 chūnjià 春假   shēngdài 声带 

 dāngdì 当地   shēngwù 生物 

 diūdiào 丢掉   shīqù 失去 

 dōngjì 冬季   shuōhuà 说话 

 fāxiàn 发现   tiānliàng 天亮 

 fānyì 翻译   tīngjiàn 听见 

 fēnshù 分数   tuīxiè 推卸 

 fūfù 夫妇   xīwàng 希望 

 gāoxìng 高兴   xīnshì 心事 

 gōngkè 功课   yīkào 依靠 

 guānjiàn 关键   yīyuàn 医院 

 hēi'àn 黑暗   yīnyuè 音乐 

 hūlüè 忽略   yōulǜ 忧虑 

 huānxiào 欢笑   zāoshòu 遭受 

 hūn'àn 昏暗   zhōumò 周末 

 jīhuì 机会   zhuānyè 专业 

 jiāo'ào 骄傲   zōngjiào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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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íyīn 鼻音   píng'ān 平安 

 báichī 白痴   qítā 其他 

 cháhuā 茶花   qiántiān 前天 

 Cháng'ān 长安   qiángwēi 蔷薇 

 chéngjī 成绩   qiúzhī 求知 

 chúfēi 除非   quánwēi 权威 

 chuánshuō 传说   rénjiā 人家 

 fángwū 房屋   Rújiā 儒家 

 guójiā 国家   rújīn 如今 

 hángkōng 航空   shénjīng 神经 

 húshuō 胡说   shíjiān 时间 

 huábīng 滑冰   suíxīn 随心 

 huángjīn 黄金   Táiwān 台湾 

 jíduān 极端   tígāo 提高 

 lánhuā 兰花   tiánchōng 填充 

 liángxīn 良心   tónggōng 童工 

 línjū 邻居   tóngbāo 同胞 

 liúxīn 留心   túshū 图书 

 lóngxiā 龙虾   wéiyī 唯一 

 lúntāi 轮胎   wénzhāng 文章 

 mín’gē 民歌   wúsī 无私 

 míngtiān 明天   xuéshēng 学生 

 nánshēng 男生   yágāo 牙膏 

 nán shuō 难说   yángcōng 洋葱 

 niánqīng 年轻   yóuchāi 邮差 

 nóngfū 农夫   yuányīn 原因 

 pángbiān 旁边   zhíjiē 直接 

 píbāo 皮包   zuótiān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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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óxué 博学   péitóng 陪同 

 chálóu 茶楼   pínmín 贫民 

 chángcháng 常常   qíshí 其实 

 chéngmíng 成名   qiánnián 前年 

 chóurén 仇人   qióngrén 穷人 

 cónglái 从来   qiúxié 球鞋 

 dírén 敌人   rénmín 人民 

 dúshé 毒蛇   shíxí 实习 

 fánhuá 繁华   suíshí 随时 

 gélí 隔离   tíqián 提前 

 guómín 国民   tóngmíng 同名 

 hángqíng 行情   tuánjié 团结 

 hécháng 何尝   wánquán 完全 

 Hóngniáng 红娘   wángpái 王牌 

 huánqiú 环球   wénxué 文学 

 huángniú 黄牛   wúliáo 无聊 

 huídá 回答   xítí 习题 

 jígé 及格   xíngróng 形容 

 láiyuán 来源   xuéxí 学习 

 línshí 临时   yángrén 洋人 

 liúxué 留学   yáolán 摇篮 

 méi zhé 没辄   yímín 移民 

 mínzú 民族   yóuwán 游玩 

 míngnián 明年   yúmín 渔民 

 nánrén 男人   yuánlái 原来 

 niánnián 年年   zápái 杂牌 

 páichú 排除   zúqiú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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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áijiǔ 白酒   nánnǚ 男女 

 cáizǐ 才子   páigǔ 排骨 

 cánrěn 残忍   píjiǔ 啤酒 

 chéngyǔ 成语   pínkǔ 贫苦 

 chuántǒng 传统   píngděng 平等 

 cídiǎn 词典   qiánshuǐ 潜水 

 érqiě 而且   qínggǎn 情感 

 fánnǎo 烦恼   qiúchǎng 球场 

 guóshǒu 国手   quántǐ 全体 

 guóyǔ 国语   rénkǒu 人口 

 héfǎ 合法   rúcǐ 如此 

 hóngliǎn 红脸   rúguǒ 如果 

 Huáyǔ 华语   súyǔ 俗语 

 huánzuǐ 还嘴   tángguǒ 糖果 

 huíxiǎng 回想   tíxǐng 提醒 

 jíshǒu 棘手   tiáozhěng 调整 

 jízhěn 急诊   tóunǎo 头脑 

 jiéguǒ 结果   tuóniǎo 驼鸟 

 láogǎi 劳改   wánměi 完美 

 liánmǐn 怜悯   wénfǎ 文法 

 liángshuǐ 凉水   wúfǎ 无法 

 liánghǎo 良好   xuézhě 学者 

 línggǎn 灵感   yányǔ 言语 

 liúgǎn 流感   yóuyǒng 游泳 

 míyǔ 谜语   yuánshǒu 元首 

 mínzhǔ 民主   yuánmǎn 圆满 

 míngxiǎn 明显   záshuǎ 杂耍 

 mófǎng 模仿   zháohuǒ 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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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áihuà 白话   nóngyè 农业 

 bóshì 博士   páiduì 排队 

 cháyè 茶叶   pánwèn 盘问 

 cháoxiào 嘲笑   pínkùn 贫困 

 chéngshì 城市   qíguài 奇怪 

 chúwài 除外   qiánhòu 前后 

 dádào 达到   qiángdà 强大 

 fánshì 凡是   qiúsài 球赛 

 guóyuè 国乐   quánbù 全部 

 hánjià 寒假   róngxìng 荣幸 

 hébì 何必   rúyì 如意 

 hóngsè 红色   shénhuà 神话 

 huángsè 黄色   shíyòng 实用 

 huíbào 回报   súhuà 俗话 

 jípò 急迫   tánhuà 谈话 

 jiéshù 结束   tímù 题目 

 juédìng 决定   tóngshì 同事 

 láixìn 来信   túpiàn 图片 

 liánxù 连续   wándàn 完蛋 

 liúlì 流利   wénhuà 文化 

 májiàng 麻将   xíguàn 习惯 

 ménpiào 门票   xuéfèi 学费 

 míngliàng 明亮   yánsè 颜色 

 míngyù 名誉   yánglì 阳历 

 móshù 魔术   yóupiào 邮票 

 nándào 难道   zérèn 责任 

 nénggòu 能够   zhuózhòng 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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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ěifāng 北方   měijīn 美金 

 bǔchōng 补充   mǔqīn 母亲 

 cǎoshū 草书   qǐxiān 起先 

 dǎzhēn 打针   shǒuxiān 首先 

 diǎnxīn 点心   shǔqī 暑期 

 dǐngfēng 顶峰   sǔnshī 损失 

 ěrjī 耳机   wǔjīn 五金 

 fǎguān 法官   xiǎochī 小吃 

 fěnsī 粉丝   xiǎoshuō 小说 

 gǎnshāng 感伤   xiǎoxīn 小心 

 hǎiguān 海关   xǔduō 许多 

 hǎotīng 好听   xuěshān 雪山 

 hǎoxiē 好些   yǎguān 雅观 

 hǎoxīn 好心   yǎnguāng 眼光 

 huǒchē 火车   yǎnquān 眼圈 

 huǒshān 火山   yǐnsī 隐私 

 huǒxīng 火星   yǒuguān 有关 

 jiǎndān 简单   yǒuxīn 有心 

 jiǎndāo 剪刀   yǔyī 雨衣 

 jǐnzhāng 紧张   zǎohūn 早婚 

 jiǔtiān 九天   zhǎnkāi 展开 

 kǎtōng 卡通   zhǐzhāng 纸张 

 kǒuyīn 口音   zhǔguān 主观 

 lǎogōng 老公   zhǔzhāng 主张 

 lǎojiā 老家   zǒngzhī 总之 

 lǎoshī 老师   zǔxiān 祖先 

 mǎchē 马车   zǔzhī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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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ǎnquán 版权   fěitú 匪徒 

 bǎinián 百年   fǒuzé 否则 

 bǎochí 保持   gǎigé 改革 

 bǎoshí 宝石   gǎnjué 感觉 

 běnlái 本来   gǒuxióng 狗熊 

 běnrén 本人   gǔrén 古人 

 bǐmíng 笔名   gǔzhé 骨折 

 bǐrú 比如   guǒrán 果然 

 biǎodá 表达   hǎizhé 海蜇 

 biǎoyáng 表扬   hǎorén 好人 

 cǎihóng 彩虹   huǎnhé 缓和 

 cǎixiá 彩霞   huǒchái 火柴 

 cǎoméi 草莓   jiǎnzhí 简直 

 cǎoyú 草鱼   jiějué 解决 

 chǔcáng 储藏   jǐngchá 警察 

 chǔyú 处于   lǎorén 老人 

 chuǎimó 揣摩   měinián 每年 

 dǎquán 打拳   qǐchuáng 起床 

 dǎitú 歹徒   xiǎorén 小人 

 dǎngyuán 党员   xiǎoxué 小学 

 dǎoméi 倒霉   xuǎnzé 选择 

 děngyú 等于   yǐqián 以前 

 dǔbó 赌博   yǐwéi 以为 

 ěrmíng 耳鸣   yǒumíng 有名 

 fǎtíng 法庭   yǒuqián 有钱 

 fǎn'ér 反而   yǔyán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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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ǎixiǎo 矮小   jiǔyǎng 久仰 

 bǎnběn 版本   jǔzhǐ 举止 

 bǎoxiǎn 保险   kǎoqǔ 考取 

 běnlǐng 本领   kěyǐ 可以 

 biǎoyǎn 表演   kěnqǐng 恳请 

 cǎifǎng 采访   kǒuyǔ 口语 

 chǎngsuǒ 场所   lǎobǎn 老板 

 chǔlǐ 处理   lǐxiǎng 理想 

 dǎsǎo 打扫   lǐngyǎng 领养 

 dǎngyǔ 党羽   miǎnqiǎng 勉强 

 dǎoyǎn 导演   mǔyǔ 母语 

 diǎnhuǒ 点火   ǒu'ěr 偶尔 

 dǐngzuǐ 顶嘴   shǒubiǎo 手表 

 ěryǔ 耳语   shuǐguǒ 水果 

 Fǎyǔ 法语   sǐdǎng 死党 

 fǔyǎng 抚养   suǒyǐ 所以 

 gǎnjǐn 赶紧   wǔdǎo 舞蹈 

 gǎngkǒu 港口   xǐshǒu 洗手 

 gǒuqǐ 枸杞   xiǎngfǎ 想法 

 gǔdiǎn 古典   xiǎojiǎo 小脚 

 guǐliǎn 鬼脸   xiǎoyǔ 小雨 

 guǒjiǎo 裹脚   yǐmiǎn 以免 

 hǎogǎn 好感   yǒngjiǔ 永久 

 huǒbǎ 火把   yǒudiǎn 有点 

 jiǎshǐ 假使   yǔfǎ 语法 

 jiǎnshǎo 减   zhǐhǎo 只好 

 jiǎngpǐn 奖品   zuǐliǎn 嘴脸 

 jiǎoběn 脚本   zuǒshǒu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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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ǎwò 把握   hǎozài 好在 

 bǎixìng 百姓   jiǎnghuà 讲话 

 bǎngyàng 榜样   kǎoshì 考试 

 bǎobèi 宝贝   kějiàn 可见 

 bǎohù 保护   kǒudài 口袋 

 běn wèi 本位   kǒushì 口试 

 bǐjì 笔记   lǐmào 礼貌 

 bǐjiào 比较   lǚkè 旅客 

 bǐyù 比喻   mǎshàng 马上 

 biǎoshì 表示   měilì 美丽 

 bǔjiù 补救   miǎnfèi 免费 

 bǔzhù 补助   nuǎnqì 暖气 

 cǎinà 采纳   qǐngkè 请客 

 cǎn'àn 惨案   rǎoluàn 扰乱 

 chǎomiàn 炒面   shǎndiàn 闪电 

 chǔfèn 处分   shǐyòng 使用 

 cǐwài 此外   tǐzhì 体制 

 dǎjià 打架   tiǎozhàn 挑战 

 děngdài 等待   tǔdì 土地 

 dǐpiàn 底片   wǎnfàn 晚饭 

 dǔdìng 笃定   xǐjù 喜剧 

 duǎnjiàn 短见   xiǎnzhù 显著 

 fǎngzào 仿造   xiǎngshòu 享受 

 fěnsuì 粉碎   xiǎofèi 小费 

 fǒurèn 否认   xiězuò 写作 

 gǎnmào 感冒   yǎnxì 演戏 

 guǎnggào 广告   yǒuxiàn 有限 

 hǎibào 海报   zěnyàng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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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nshuō 按说   lǜshī 律师 

 bàngōng 办公   mìfēng 蜜蜂 

 bìxū 必须   mòzhī 墨汁 

 biànxī 辨析   niànshū 念书 

 bù'ān 不安   qìgōng 气功 

 chènshān 衬衫   quànshuō 劝说 

 cìjī 刺激   rèxīn 热心 

 dàfāng 大方   rìqī 日期 

 Dàojiā 道家   ruògān 若干 

 diàndēng 电灯   shàngyī 上衣 

 dìnghūn 订婚   shìxiān 事先 

 duìfāng 对方   shòushāng 受伤 

 fàntīng 饭厅   shuìyī 睡衣 

 fèixū 废墟   sùshuō 诉说 

 Gùgōng 故宫   tàikōng 太空 

 guànshū 灌输   tèshū 特殊 

 hòutiān 后天   tuìxiū 退休 

 huàjiā 画家   wàigōng 外公 

 huìxīng 彗星   wèn'ān 问安 

 jiàqī 假期   xiànjīn 现金 

 jiànjiē 间接   xìnxiāng 信箱 

 jiàngdī 降低   yànwō 燕窝 

 jìnchū 进出   yònggōng 用功 

 jùshuō 据说   yùyuē 预约 

 kèguān 客观   zàisān 再三 

 làjiāo 辣椒   zhì'ān 
 

治安 

 
 lèguān 乐观   zhèxiē 这些 

 lùdēng 路灯   zìsī 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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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iqíng 爱情   màopái 冒牌 

 ànmó 按摩   miànlín 面临 

 bànsuí 伴随   mùqián 目前 

 bìrán 必然   nèiháng 内行 

 bìngrén 病人   piànjú 骗局 

 bùrú 不如   piàofáng 票房 

 cèliáng 测量   qùnián 去年 

 cuòjué 错觉   rèmén 热门 

 dàjú 大局   rùmén 入门 

 dìguó 帝国   shàngtái 上台 

 diànchí 电池   shìmín 市民 

 dòngrén 动人   shùxué 数学 

 duìliú 对流   sùshí 素食 

 fànjú 饭局   tuìhuí 退回 

 gòngtóng 共同   wàiguó 外国 

 guòlái 过来   wèntí 问题 

 Hànrén 汉人   xiàliú 下流 

 huàxué 化学   xiànshí 现实 

 jìyú 觊觎   xiàoróng 笑容 

 jiànquán 健全   xìngmíng 姓名 

 jiàocái 教材   yèyú 业余 

 jìn'ér 进而   yìrén 艺人 

 jùrén 巨人   yòngtú 用途 

 kèwén 课文   yùyán 寓言 

 lìjí 立即   yuèqiú 月球 

 liànxí 练习   zhìyú 至于 

 lùyíng 露营   zìyóu 自由 

 lüèduó 掠夺   zuòwén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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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ànlǐ 办理   qìguǎn 气管  

 bàozhǐ 报纸   qiàhǎo 恰好  

 bùzhǐ 不止   quànzǔ 劝阻  

 cì'ěr 刺耳   ruòdiǎn 弱点  

 dàjiě 大姐   shàngwǔ 上午  

 dàibiǎo 代表   shìchǎng 市场  

 dàodǐ 到底   shìfǒu 是否  

 dìzhǔ 地主   shùn'ěr 顺耳  

 diànyǐng 电影   tàntǎo 探讨  

 dòngshǒu 动手   tiàosǎn 跳伞  

 fàntǒng 饭桶   tòngkǔ 痛苦  

 fùmǔ 父母   wàiyǔ 外语  

 guòjiǎng 过奖   wèimiǎn 未免  

 Hànyǔ 汉语   wùlǐ 物理  

 hòuhuǐ 后悔   xiàwǔ 下午  

 huànxiǎng 幻想   xiàozhǎng 校长  

 huòzhě 或者   xìnghǎo 幸好  

 jìqiǎo 技巧   xùjiǔ 酗酒  

 jièkǒu 借口   yèwǎn 夜晚  

 jùtǐ 具体   yòngpǐn 用品  

 kàoshǎng 犒赏   yòushǒu 右手  

 kèběn 课本   yùndǒu 熨斗  

 lìshǐ 历史   zàofǎn 造反  

 lùkǒu 路口   zhèlǐ 这里  

 luòwǔ 落伍   zhèngfǔ 政府  

 màohuǒ 冒火   zhìshǎo 至  

 mòshuǐ 墨水   zìjǐ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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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àogào 报告   tèsè 特色  

 chàngpiàn 唱片   tònghèn 痛恨  

 dàoqiàn 道歉   tuìbù 退步  

 diànhuà 电话   wàiyù 外遇  

 duòluò 堕落   wàngjì 忘记  

 fàndiàn 饭店   wèibì 未必  

 fùdài 附带   wòshì 卧室  

 gànbù 干部   xìnì 细腻  

 gùlǜ 顾虑   xiàolǜ 效率  

 Hànzì 汉字   xìngmìng 性命  

 jìmò 寂寞   xùnsù 迅速  

 jiànmiàn 见面   yàowù 药物  

 jiàoyù 教育   yìzhì 意志  

 kùnhuò 困惑   yòuhuò 诱惑  

 lìyòng 利用   yùcè 预测  

 luòpò 落魄   yuèduì 乐队  

 mìyuè 蜜月   zàijiàn 再见  

 mùdì 目的   zèngsòng 赠送  

 nèizhèng 内政   zhàoxiàng 照相  

 qìxiàng 气象   zhèngcè 政策  

 quèdìng 确定   zhìzào 制造  

 rìjì 日记   zhùzhòng 注重  

 shàngkè 上课   zhuànjì 传记  

 shèhuì 社会   zìdà 自大  

 shìjiè 世界   zìxìn 自信  

 shùmù 树木   zuìjìn 最近  

 shòuzuì 受罪    zuòmèng 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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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bēi hēiguō 背黑锅   gūlīnglīng 孤零零 

  chuīfēngjī 吹风机   guāngtūtū 光秃秃 

  dān xiāngsī 单相思   jiāodīdī 娇滴滴 

  fēijiāngjūn 飞将军   kāi tiānchuāng 开天窗 

  gānbābā 干巴巴   shōuyīnjī 收音机 

      

      

1-1-2  duōbiānxíng 多边形   shādīngyú 沙丁鱼 

  huāshēngyóu 花生油   sīshēnghuó 私生活 

  jiēbānrén 接班人   yōushēngxué 优生学 

  pīngpāngqiú 乒乓球   zhōngjiānrén 中间人 

  jīnsīhóu 金丝猴   zhuījiānpán 椎间盘 

      

      

1-1-3  chūfādiǎn 出发点   qiānjīndǐng 千斤顶 

  Dōngsānshěng 东三省   shāfēngjǐng 杀风景 

  huāshēngmǐ 花生米   xiāngbīnjiǔ 香槟酒 

  hūnyīnfǎ 婚姻法   zēngsūnnǚ 曾孙女 

  jiāobēijiǔ 交杯酒   zhēnzhīpǐn 针织品 

      

      

1-1-4  chāoyīnsù 超音速   Jīdūjiào 基督教 

  chūshēnglǜ 出生率   lālāduì 拉拉队 

  dānshēnhàn 单身汉   qīngzhēnsì 清真寺 

  fēngshībìng 风湿病   zhēxiūbù 遮羞布 

  gōngkāixìn 公开信    zhōngjiānpài 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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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duōniánshēng 多年生   Sūwéi'āi 苏维埃 

  gōngchéngshī 工程师   shuōmíngshū 说明书 

  hēimíngdān 黑名单   Xīnánfēi 西南非 

  kēxuéjiā 科学家   zhēnchájī 侦察机 

  sānlúnchē 三轮车   zhōngxuéshēng 中学生 

      

      

1-2-2  dīnéng'ér 低能儿   xīnwénxué 新文学 

  fāyánrén 发言人   xiūcíxué 修辞学 

  gōngmínquán 公民权   Yēhéhuá 耶和华 

  tiānwéntái 天文台   zhōngtíqín 中提琴 

  wūlóngchá 乌龙茶   zhuōmícáng 捉迷藏 

      

      

1-2-3  ānquándǎo 安全岛   shānhúdǎo 珊瑚岛 

  chāiqiángjiǎo 拆墙脚   tuō'érsuǒ 托儿所 

  chīlíngzuǐ 吃零嘴   xiānrénzhǎng 仙人掌 

  cuīmiánqǔ 催眠曲   xuānchuánpǐn 宣传品 

  fān báiyǎn 翻白眼   zhēngliúshuǐ 蒸馏水 

      

      

1-2-4  ānmiányào 安眠药   fēngliánghuà 风凉话 

  chēlúnzhàn 车轮战   jījíxìng 积极性 

  Dōngnányà 东南亚   kōngchéngjì 空城计 

  fāxiángdì 发祥地   qīngméisù 青霉素 

  fāngchéngshì 方程式   Zhōngguózì 中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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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āmǐbā 阿米巴   sīxiǎngjiā 思想家 

  cānkǎoshū 参考书   tuītǔjī 推土机 

  hēiyǎnzhū 黑眼珠   Zhīnǚxīng 织女星 

  sānjiǎozhōu 三角洲   zhuāngjiǎchē 装甲车 

  shāngnǎojīn 伤脑筋   zīběnjiā 资本家 

      

      

1-3-2  dānyǎnpí 单眼皮   sānjiǎoxíng 三角形 

  guānshǎngyú 观赏鱼   shuāngyǎnpí 双眼皮 

  kāichǎngbái 开场白   xīnlǐxué 心理学 

  pēnshuǐchí 喷水池   zhāngnǎowán 樟脑丸 

  qiūhǎitáng 秋海棠   zōngzhǔquán 宗主权 

      

      

1-3-3  bālěiwǔ 芭蕾舞   qīqiǎobǎn 七巧板 

  chāodǎotǐ 超导体   qiānlǐyǎn 千里眼 

  fēnshuǐlǐng 分水岭   qiūlǎohǔ 秋老虎 

  guāzǐliǎn 瓜子脸   shuāngyǎngshuǐ 双氧水 

  kānshǒusuǒ 看守所   zīyǎngpǐn 滋养品 

      

      

1-3-4  Anlǐhuì 安理会   hēisǐbìng 黑死病 

  bābǎofàn 八宝饭   jiāoxiǎngyuè 交响乐 

  biāozhǔnhuà 标准化   sānjiǎojià 三脚架 

  fēngjǐnghuà 风景画   Tiānzhǔjiào 天主教 

  gēwǔjù 
 

歌舞剧 

 

  yāoqǐngsài 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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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Bālùjūn 八路军   hōngzhàjī 轰炸机 

  fādiànjī 发电机   jiāojìhuā 交际花 

  gōngjùshū 工具书   jiēxiànshēng 接线生 

  Guānshìyīn 观世音   kāiyèchē 开夜车 

  Hāmìguā 哈密瓜   shēngjiàngjī 升降机 

      

      

1-4-2  
bāngdàománg 

帮倒忙   shēngwùxué 生物学 

  dāngshìrén 当事人   Xībànqiú 西半球 

  fāngxiàngpán 方向盘   xīndiàntú 心电图 

  jiānhùrén 监护人   yāsuìqián 压岁钱 

  Qīngjiàotú 清教徒   zhōnglìguó 中立国 

      

      

1-4-3  chūqìtǒng 出气筒   sānsèjǐn 三色堇 

  fēi mài pǐn 非卖品   shūmiànyǔ 书面语 

  fēngxìnzǐ 风信子   tuō hòutuǐ 拖后腿 

  gōngyìpǐn 工艺品   xiāofèipǐn 消费品 

  jiāojìwǔ 交际舞   zhīqìguǎn 支气管 

      

      

1-4-4  cānyìyuàn 参议院   jīngtàn hào 惊叹号 

  cuīhuàjì 催化剂   pāowùxiàn 拋物线 

  gāolìdài 高利贷   tōngxùnshè 通讯社 

  gōngyèhuà 工业化   xiūdàoyuàn 修道院 

  hēi sèsù 黑色素   zhuānyèkè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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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báihuāhuā 白花花   luósīdāo 螺丝刀 

  héjiāhuān 合家欢   rénshēngguān 人生观 

  huángbāochē 黄包车   wénchāogōng 文抄公 

  jíxiānfēng 急先锋   xún kāixīn 寻开心 

  liúshēngjī 留声机   yánjiūshēng 研究生 

      

      

2-1-2  chángchūnténg 常春藤   shíhuīyán 石灰岩 

  chángfāngxíng 长方形   tóngyīncí 同音词 

  fángfēnglín 防风林   yánjiūyuán 研究员 

  liányīqún 连衣裙   Yuánxiāojié 元宵节 

  quánjiāfú 全家福   zhúzhīcí 竹枝词 

      

      

2-1-3  bái kāishuǐ 白开水   liúxīngyǔ 流星雨 

  chuánjiābǎo 传家宝   píbāogǔ 皮包骨 

  dúshēngnǚ 独生女   túshūguǎn 图书馆 

  hánxiūcǎo 含羞草   wúhuāguǒ 无花果 

  kuíhuāzǐ 葵花子   yuánzhūbǐ 圆珠笔 

      

      

2-1-4  fángkōngdòng 防空洞   shénjīngbìng 神经病 

  huánghuācài 黄花菜   wéishēngsù 维生素 

  líxīnlì 离心力   yázhōubìng 牙周病 

  luósīmào 螺丝帽   yóujīduì 游击队 

  quántiānhòu 全天候   yuánzhōulǜ 圆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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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báipíshū 白皮书   pínmínkū 贫民窟 

  dérénxīn 得人心   qiánfúqī 潜伏期 

  hépínggē 和平鸽   tiányuánshī 田园诗 

  liúxuéshēng 留学生   tóngméngjūn 同盟军 

  Nánjíquān 南极圈   wúxíngzhōng 无形中 

      

      

2-2-2  Ertóngjié 儿童节   mángchángyán 盲肠炎 

  hénggémó 横隔膜   nánwéiqíng 难为情 

  húdiéjié 蝴蝶结   wángguónú 亡国奴 

  jiémóyán 结膜炎   wényánwén 文言文 

  Liánhéguó 联合国   yíchuánxué 遗传学 

      

      

2-2-3  bóláipǐn 舶来品   luóxuánjiǎng 螺旋桨 

  dúcáizhě 独裁者   Máotáijiǔ 茅台酒 

  héqiántǐng 核潜艇   niúpízhǐ 牛皮纸 

  huíxuánqǔ 回旋曲   wúmíngzhǐ 无名指 

  juéyuántǐ 绝缘体   yáolánqǔ 摇篮曲 

      

      

2-2-4  báilándì 白兰地   wúmíngshì 无名氏 

  chuízhíxiàn 垂直线   xiányífàn 嫌疑犯 

  Huángméidiào 黄梅调   yáoqiánshù 摇钱树 

  liúxíngbìng 流行病   Yínhéxì 银河系 

  Rénmínbì 人民币   zhímíndì 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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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báiyǎnzhū 白眼珠   Huá'ěrzī 华尔兹 

  chúnchǐyīn 唇齿音   huóhuǒshān 活火山 

  ékǒuchuāng 鹅口疮   jípǔchē 吉普车 

  héshǒuwū 何首乌   píjiǔhuā 啤酒花 

  hónglǐngjīn 红领巾   tóngzǐjūn 童子军 

      

      

2-3-2  dúyǎnlóng 独眼龙   lánwěiyán 阑尾炎 

  éluǎnshí 鹅卵石   lúnlǐxué 伦理学 

  fánghuǒqiáng 防火墙   míngyǎnrén 明眼人 

  hézǐnéng 核子能   tóngyǎngxí 童养媳 

  hóngbǎoshí 红宝石   yóuyǒngchí 游泳池 

      

      

2-3-3  fángshuǐbiǎo 防水表   lǘdǎgǔn 驴打滚 

  hánshǔbiǎo 寒暑表   nóngchǎnpǐn 农产品 

  huáxuěbǎn 滑雪板   qiánshuǐtǐng 潜水艇 

  kuángxiǎngqǔ 狂想曲   túzǎichǎng 屠宰场 

  lángwěicǎo 狼尾草   yuánwǔqǔ 圆舞曲 

      

      

2-3-4  chángjǐnglù 长颈鹿   nánzǐhàn 男子汉 

  chuánrǎnbìng 传染病   wúdǐdòng 无底洞 

  fántǐzì 繁体字   wúsuǒwèi 无所谓 

  kuángquǎnbìng 狂犬病   xún duǎnjiàn 寻短见 

  liáoyǎngyuàn 疗养院   yuánzǐdàn 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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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báihuàshī 白话诗   guówùqīng 国务卿 

  chángbèijūn 常备军   hónglǜdēng 红绿灯 

  féngrènjī 缝纫机   jíjiùzhāng 急就章 

  gémìngjiā 革命家   rénlìchē 人力车 

  guójìgē 国际歌   rénzàobīng 人造冰 

      

      

2-4-2  báihuàwén 白话文   júwàirén 局外人 

  chéngwùyuán 乘务员   máodìhuáng 毛地黄 

  dúlìguó 独立国   méngtàiqí 蒙太奇 

  fánshìlín 凡士林   rénlèixué 人类学 

  fúwùyuán 服务员   Yóutàirén 犹太人 

      

      

2-4-3  báimù'ěr 白木耳   jiéshùyǔ 结束语 

  bówùguǎn 博物馆   qiánzòuqǔ 前奏曲 

  guójìfǎ 国际法   yífùzǐ 遗腹子 

  hóngyàoshuǐ 红药水   zérèngǎn 责任感 

  huójiànguǐ 活见鬼   zhuómùniǎo 啄木鸟 

      

      

2-4-4  báinèizhàng 白内障   jísàndì 集散地 

  chénshùjù 陈述句   juéshìyuè 爵士乐 

  chuánjiàoshì 传教士   míngxìnpiàn 明信片 

  Guówùyuàn 国务院   shízìjià 十字架 

  huíyìlù 回忆录   tiánjìngsài 田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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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dǎqiūfēng 打秋风   kǒngfāngxiōng 孔方兄 

  ěrbiānfēng 耳边风   mǎlāsōng 马拉松 

  fǎxīsī 法西斯   pǎo dānbāng 跑单帮 

  hǎoduānduān 好端端   shuǎ huāzhāo 耍花招 

  jiǎxīngxīng 假惺惺   yǎnzhōngdīng 眼中钉 

      

      

3-1-2  bǎowēnpíng 保温瓶   lǎotiānyé 老天爷 

  chuǎng jiānghú 闯江湖   pǎo jiānghú 跑江湖 

  guǎnjiāpó 管家婆   tǎo shēnghuó 讨生活 

  jiǔzāobí 酒糟鼻   xiǎngdāngrán 想当然 

  kǒuxiāngtáng 口香糖   xiǎojiātíng 小家庭 

      

      

3-1-3  bǎifēnbǐ 百分比   shuǎngshēnfěn 爽身粉 

  dǎ biān gǔ 打边鼓   shuǐjīngtǐ 水晶体 

  fǎngzhīpǐn 纺织品   wěijūnzǐ 伪君子 

  gǔkējiǎn 古柯碱   xiǎoxīnyǎn 小心眼 

  lǎohuāyǎn 老花眼   yǒujītǐ 有机体 

      

      

3-1-4  bǎxiōngdì 把兄弟   lǎodādàng 老搭档 

  běifānghuà 北方话   pǔtōnghuà 普通话 

  dǎkēshuì 打瞌睡   shǒugōngyì 手工艺 

  fěnzhēngròu 粉蒸肉   tǐwēnjì 体温计 

  guǎngbōjù 广播剧   zǒngsīlìng 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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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Běijíxīng 北极星   shuǐyángsuān 水杨酸 

  dǎyóushī 打油诗   zhǐnánzhēn 指南针 

  guǐménguān 鬼门关   zhǔréngōng 主人公 

  lǐchéngbēi 里程碑   zhǔtígē 主题歌 

  shǒutíbāo 手提包   zǒudúshēng 走读生 

      

      

3-2-2  biǎnpíngzú 扁平足   kěliánchóng 可怜虫 

  biǎojuéquán 表决权   kǒutóuchán 口头禅 

  fǎlánróng 法兰绒   shǒucáinú 守财奴 

  gǎn shímáo 赶时髦   xiǎotíqín 小提琴 

  jǐhéxué 几何学   yǔyánxué 语言学 

      

      

3-2-3  biǎntáotǐ 扁桃体   pǔjíběn 普及本 

  dǎyuánchǎng 打圆场   shùláibǎo 数来宝 

  kǒutóuyǔ 口头语   shuǎ pínzuǐ 耍贫嘴 

  mǎtítiě 马蹄铁   xiǎopéngyǒu 小朋友 

  piǎobáifěn 漂白粉   zhuǎnzhédiǎn 转折点 

      

      

3-2-4  dǎ qúnjià 打群架   liǎnghuíshì 两回事 

  fǎngémìng 反革命   lǚxíngshè 旅行社 

  guǎnxiányuè 管弦乐   pǎo lóngtào 跑龙套 

  hǎoróngyì 好容易   shǒuliúdàn 手榴弹 

  lǎoqiánbèi 老前辈   suǒdéshuì 所得税 



初中级中文教学关于语音教学的讨论 1                                                                                  2019.12.18 

 54 

 
  

3-3-1 
 

 bǎoxiǎnsī 保险丝   kěkǎyīn 可卡因 

  Běidǒuxīng 北斗星   Měnggǔbāo 蒙古包 

  chǎntǔjī 铲土机   sǐhuǒshān 死火山 

  dǎhuǒjī 打火机   xiǎowǔjīn 小五金 

  gǔtǐshī 古体诗   zǒumǎ dēng 走马灯 

      

      

3-3-2  cǎolǚchóng 草履虫   nuǎnshuǐpíng 暖水瓶 

  jiǎgǔwén 甲骨文   Pǔ'ěrchá 普洱茶 

  jiǎxiǎngdí 假想敌   suǒyǒuquán 所有权 

  kǎogǔxué 考古学   wǔzǐqí 五子棋 

  lǎobǎnniáng 老板娘   xuělǐhóng 雪里红 

      

      

3-3-3   hǔgǔjiǔ 虎骨酒     mǎi hǎo jiǔ 买好酒 

  zhǎnlǎnpǐn 展览品    if  2+1 (“done  mǎihǎo jiǔ 

  nǐhěnhǎo  你很好     buying wine”) ►2 2 3 

  wǒhěnlǎo 我很老  i   if 1+2 (“to buy mǎi hǎojiǔ 

  lǎogǔdǒng 老古董       fine wine”) ►3 2 3 

      

      

3-3-4  chǎolěngfàn 炒冷饭   lǎobǎixìng 老百姓 

  dǎxuězhàng 打雪仗   lěngbǎndèng 冷板凳 

  dǎohuǒxiàn 导火线   pǎo jǐngbào 跑警报 

  jiǎntǐzì 简体字   shǐ yǎnsè 使眼色 

  kuǐlěixì 傀儡戏   yǎnglǎoyuàn 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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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bǎiyèchuāng 百叶窗   jiěfàngjūn 解放军 

  bǎozhèngjīn 保证金   lǐbàitiān 礼拜天 

  dǎzìjī 打字机   qǐzhòngjī 起重机 

  fǔxùjīn 抚恤金   yǒuxiàoqī 有效期 

  hǎiluòyīn 海洛因   zǐdìbīng 子弟兵 

      

      

3-4-2  bǎirìké 百日咳   jǐngtàilán 景泰蓝 

  bǐmùyú 比目鱼   lǎodiàoyá 老掉牙 

  dǎngùchún 胆固醇   shuǐmìtáo 水蜜桃 

  dǎngjiànpái 挡箭牌   yǎnjìngshé 眼镜蛇 

  guǐhuàfú 鬼画符   zǒngdòngyuán 总动员 

      

      

3-4-3   chěhòutuǐ 扯后腿   shǒudiàntǒng 手电筒 

  bǐyìniǎo 比翼鸟   tiěfànwǎn 铁饭碗 

  huǒjiàntǒng 火箭筒   wǔxiànpǔ 五线谱 

  kǎlùlǐ 卡路里   xiǎoshùdiǎn 小数点 

  rǎnsètǐ 染色体   zhuǎnlièdiǎn 转折点 

      

      

3-4-4  bǎohùsè 保护色   kǔròujì 苦肉计 

  biǎomiànhuà 表面化   qiǎokèlì 巧克力 

  dǒngshìhuì 董事会   xiǎngxiànglì 想象力 

  fǎn zuòyòng 反作用   xiǎodòngzuò 小动作 

  jiǎzhuàngxiàn 甲状腺   zǐwàixiàn 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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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bànbiāntiān 半边天   qìchōngchōng 气冲冲 

  bùxiānggān 不相干   rèhūhū 热乎乎 

  diànbīngxiāng 电冰箱   wèihūnfū 未婚夫 

  huàndēngjī 幻灯机   wèishēngjiān 卫生间 

  pòtiānhuāng 破天荒   zuìxūnxūn 醉醺醺 

      

      

4-1-2  dìngxīnwán 定心丸   Mùsīlín 穆斯林 

  Gòngqīngtuán 共青团   shìjīnshí 试金石 

  hùshēnfú 护身符   xiàn yīnqín 献殷勤 

  jìshēngchóng 寄生虫   yìzhōngrén 意中人 

  jiànshēnfáng 健身房   zhèngfāngxíng 正方形 

      

      

4-1-3   bàofēngxuě 暴风雪   pàichūsuǒ 派出所 

  bìxūpǐn 必需品   Shàoxīngjiǔ 绍兴酒 

  dàhuāliǎn 大花脸   wàisūnnǚ 外孙女 

  dìsānzhě 第三者   wèishēngzhǐ 卫生纸 

  huàzhuāngpǐn 化妆品   yìnshuāpǐn 印刷品 

      

      

4-1-4  bàngōngshì 办公室   liègēnxìng 劣根性 

  chànggāodiào 唱高调   nèifēnmì 内分泌 

  dàduōshù 大多数   rìguāngyù 日光浴 

  fàng kōngqì 放空气   zhònggōngyè 重工业 

  kàngshēngsù 抗生素   zhùtīngqì 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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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bìméngēng 闭门羹   Mùníhēi 慕尼黑 

  bìléizhēn 避雷针   Shàoniángōng 年宫 

  dàqiántiān 大前天   wàngniánjiāo 忘年交 

  èrfángdōng 二房东   xiàngpíjīn  橡皮筋  

  huànyánzhī 换言之   zìxíngchē 自行车 

      

      

4-2-2  bùchéngcái 不成材   màiguózéi 卖国贼 

  dàqiántí 大前提   rùnhuáyóu 润滑油 

  dàiyánrén 代言人   tàijíquán 太极拳 

  gònghéguó 共和国   Yìhétuán 义和团 

  jìchéngrén 继承人   yòu'éryuán 幼儿园 

      

      

4-2-3   bànchéngpǐn 半成品   làipígǒu 癞皮狗 

  bùdéliǎo 不得了   lìzúdiǎn 立足点 

  èrlángtuǐ 二郎腿   wàiláiyǔ 外来语 

  gòngtóngtǐ 共同体   zìláishuǐ 自来水 

  jìnxíngqǔ 进行曲   zòumíngqǔ 奏鸣曲 

      

      

4-2-4  bìránxìng 必然性   nìmíngxìn 匿名信 

  dàbáicài 大白菜   Tàiyángxì 太阳系 

  dànbáizhì 蛋白质   wànniánlì 万年历 

  duì tái xì 对台戏   yuètáipiào 月台票 

 mèngyóuzhèng 梦游症   zìránjiè 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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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bùdǎowēng 不倒翁   mùnǎiyī 木乃伊 

  bùgǎndāng 不敢当   shàngděngbīng 上等兵 

  dà wǔjīn 大五金   shèyǐngjī 摄影机 

  jìntǐshī 近体诗   shùnkǒuliū 顺口溜 

  lìtǐshēng 立体声   xiàmǎwēi 下马威 

      

      

4-3-2  dàběnyíng 大本营   hòuxuǎnrén 候选人 

  dàilǐrén 代理人   rèshuǐ píng 热水瓶 

  dànshuǐyú 淡水鱼   wùlǐxué 物理学 

  diànjiǎoshí 垫脚石   yànwěifú 燕尾服 

  fùshǔguó 附属国   zìjǐrén 自己人 

      

      

4-3-3   bàndǎotǐ 半导体   tìsǐguǐ 替死鬼 

  bùqǐyǎn 不起眼   wàizǔmǔ 外祖母 

  fùchǎnpǐn 副产品   yùshǔshǔ 玉蜀黍 

  Gòngchǎndǎng 共产党   zhàng yǎn fǎ 障眼法 

  luòshuǐ gǒu 落水狗   zuò shǒujiǎo 做手脚 

      

      

4-3-4  bùjǐngqì 不景气   jìnglǎoyuàn 敬老院 

  chàngfǎndiào 唱反调   wàngyuǎnjìng 望远镜 

  diànxiǎo'èr 店小二   yèzǒnghuì 夜总会 

  diànyǐngyuàn 电影院   zhùchǎnshì 助产士 

  ràokǒulìng 绕口令   zuò lǐbài 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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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bànyuèkān 半月刊   jìniànbēi 纪念碑 

  dàhòufāng 大后方   màoyìfēng 贸易风 

  diànchàngjī 电唱机   shìjièguān 世界观 

  jìsuànjī 计算器   zhàoxiàngjī 照相机 

  jìlùpiān 纪录片   zhèngzhìjiā 政治家 

      

      

4-4-2  bèihàirén 被害人   Shèngdànjié 圣诞节 

  biànsèlóng 变色龙   shòuhuò yuán 售货员 

  dàqìcéng 大气层   tàishànghuáng 太上皇 

  diànshìtái 电视台   zhùzuòquán 著作权 

  qìxiàngtái 气象台   zuòyòumíng 座右铭 

      

      

4-4-3   hèdàocǎi 喝倒彩   Shìjièyǔ 世界语 

  jìniànpǐn 纪念品   xiàomiànhǔ 笑面虎 

  jiàngluò sǎn 降落伞   yìshùpǐn 艺术品 

  jiànmiànlǐ 见面礼   yùndòngchǎng 运动场 

  rìyòngpǐn 日用品   zhànlìpǐn 战利品 

      

      

4-4-4  Aòyùnhuì 奥运会   jùlèbù 俱乐部 

  bèiwànglù 备忘录   mànxìngbìng 慢性病 

  dàlìshì 大力士   shàngbànyè 上半夜 

  dìxiàshì 地下室   xiàndàihuà 现代化 

  jìyìlì 记忆力   yùndònghuì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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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44 
 

 

1-1-1-1 bēigōng qūxī  shēng dōng jī xī  xīxī hāhā  

  卑躬屈膝  声东击西   嘻嘻哈哈 
 
1-1-1-2 chū shēng zhī dú  fēng zhōng zhī zhú  gāowēn xiāodú 

  初生之犊  风中之烛   高温消毒 
 
1-1-1-3 huāhuā gōngzi  zhōngxīn sīxiǎng  jīnggōng zhī niǎo 

  花花公子  中心思想   惊弓之鸟 
 
1-1-1-4 chuīhuīzhīlì   hūntiān hēidì   jiāotōng gōngjù 

  吹灰之力  昏天黑地   交通工具 
 
1-1-2-1 fēnbēng líxī   sānchāshénjīng  shēngtūn huóbō 

  分崩离析  三叉神经   生吞活剥 
 
1-1-2-2 bēihuān líhé   fēngyī zúshí   qīng chū yú lán 
   悲欢离合  丰衣足食   青出于蓝 
 
1-1-2-3 bēigōng shéyǐng guīgēn jiédǐ   xuānbīn duózhǔ 

  杯弓蛇影  归根结底   喧宾夺主 
 
1-1-2-4 dāndāo zhírù   ēn jiāng chóu bào  xīngān qíngyuàn 
   单刀直入  恩将仇报   心甘情愿 
 
1-1-3-1 fēnggōng wěijì shēnjū jiǎnchū  zhūsī mǎjī 

   丰功伟绩  深居简出   蛛丝马迹 
 
1-1-3-2 bēi tiān mǐn rén chī zhī yǐ bí   xīn'ān lǐdé 

  悲天悯人  嗤之以鼻   心安理得 
 
1-1-3-3  bīngxiāowǎjiě  gāozhān yuǎnzhǔ  shājīqǔluǎn  

  冰消瓦解  高瞻远瞩   杀鸡取卵 
 
1-1-3-4 bīngtiān xuědì diānsān dǎosì   chūnfēng mǎnmiàn 

   冰天雪地  颠三倒四   春风满面 
 
1-1-4-1 chūzū qìchē  hū zhī yù chū   xiāoshēng nìjì 
   出租汽车  呼之欲出   销声匿迹 
 
1-1-4-2 cāo zhī guòjí  gēgōng sòngdé  Dōngshī xiàopín 

   操之过急  歌功颂德   东施效颦 
 
1-1-4-3 Bāxiān guòhǎi chūnfēng huà yǔ  jiāoshēng guànyǎng 

 八仙过海  春风化雨   娇生惯养 
 
1-1-4-4 ānjū lèyè  biāoxīn lìyì   dāngjī lìduàn 
   安居乐业  标新立异   当机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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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244 
 

 

1-2-1-1 sānwéi kōngjiān tuīchén chūxīn  xiūréndādā 

  三维空间  推陈出新   羞人答答 
 
1-2-1-2 chūjí zhōngxué gōngrén jiējí   qīngchéng qīngguó 

  初级中学  工人阶级   倾城倾国 
 
1-2-1-3 fā rén shēnxǐng fēng yán fēng yǔ  jiāo tóu jiē ěr 

  发人深省  风言风语   交头接耳 
 
1-2-1-4 chī rén shuō mèng duōcái duōyì   yīncái shījiào 

  痴人说梦  多才多艺   因材施教 
 
1-2-2-1 Bāguó Liánjūn chuī máo qiú cī  shūtú tóngguī 

  八国联军  吹毛求疵   殊途同归 
 
1-2-2-2 fēihuáng téngdá fēng zhú cán nián  Zhōnghuá Mínzú 

  飞黄腾达  风烛残年   中华民族 
 
1-2-2-3 qīngméi zhúmǎ shēnglóng huóhǔ  zhīqíng dálǐ 

  青梅竹马  生龙活虎   知情达理 
 
1-2-2-4 chāqiáng rényì chūrén tóudì   zhēngquán duólì 

  差强人意  出人头地   争权夺利 
 
1-2-3-1 wēiyán sǒngtīng zuān niújiǎojiān 

  危言耸听  钻牛角尖 
 
1-2-3-2 dāngjúzhě mí   chūjí xiǎoxué  shēnglí sǐbié 

  当局者迷  初级小学   生离死别 
 
1-2-3-3 fēitóng xiǎokě sānyán liǎngyǔ   tiānyá hǎijiǎo 

  非同小可  三言两语   天涯海角 
 
1-2-3-4 dēnghóng jiǔlǜ fēng tiáo yǔ shùn  xīnzhí kǒukuài 

  灯红酒绿  风调雨顺   心直口快 
 
1-2-4-1 qīng huáng bù jiē xuānrán dàbō   kāimén jiànshān 

  青黄不接  轩然大波   开门见山 
 
1-2-4-2 biān cháng mò jí jiāotóu làn'é   xīnpíng qìhé 

  鞭长莫及  焦头烂额   心平气和 
 
1-2-4-3 bānmén nòngfǔ duōchóu shàngǎn  tiāncháng dìjiǔ 

  班门弄斧  多愁善感   天长地久 
 
1-2-4-4 bāoluó wànxiàng  guāngmíng zhèngdà  xīn chén dài xiè 

  包罗万象  光明正大   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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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344 
 

 

1-3-1-1 bēishuǐ chēxīn shēngsǐ yōuguān  yuēfǎ sānzhāng 

  杯水车薪  生死攸关   约法三章 
 
1-3-1-2 cānghǎi sāngtián sōusuǒ kūcháng  xiāngfǔ xiāngchéng 

  沧海桑田  搜索枯肠   相辅相成 
 
1-3-1-3 xīyǒujīnshǔ  qīngshǒu qīngjiǎo  zhījǐ zhībǐ 

  稀有金属  轻手轻脚   知己知彼 
 
1-3-1-4 gān dǎn xiāng zhào jūnzhǔ zhuānzhì  shāngpǐn jīngjì 

  肝胆相照  君主专制   商品经济 
 
1-3-2-1 chūkǒu chéngzhāng  tiānmǎ xíng kōng  tuōkǒu ér chū 

  出口成章  天马行空   脱口而出 
 
1-3-2-2 jiāoxiǎolínglóng tuījǐjírén   xiōng yǒu chéngzhú 

  娇小玲珑  推己及人   胸有成竹 
 
1-3-2-3 fēngqǐ yúnyǒng xūyǒu qíbiǎo   shēnglǐ yánshuǐ 

  风起云涌  虚有其表   生理盐水 
 
1-3-2-4 biāodiǎn fúhào shuāngguǎn qíxià  xiāndǔ wéikuài 

  标点符号  双管齐下   先睹为快 
 
1-3-3-1 (none) 

 
 
1-3-3-2 chēshuǐ mǎlóng jīng shǐ zǐ jí   xīnguǎng tǐpán 

  车水马龙  经史子集   心广体胖 
 
1-3-3-3 chōushuǐ mǎtǒng chū'ěr fǎn'ěr  

  抽水马桶  出尔反尔 
 
1-3-3-4 xīnhěn shǒulà zīběn zhǔyì   sīxiǎng tǐxì 

  心狠手辣  资本主义   思想体系 
 
1-3-4-1 fēnmiǎo bìzhēng xiānlǐ hòubīng  āntǔ zhòngqiān 

  分秒必争  先礼后兵   安土重迁 
 
1-3-4-2 huāhǎo yuèyuán jīquǎn bùníng  xīnmǎn yìzú 

  花好月圆  鸡犬不宁   心满意足 
 
1-3-4-3 yīngyǒu jìnyǒu zhīfǎ fànfǎ   shēng lǎo bìng sǐ 

  应有尽有  知法犯法   生老病死 
 
1-3-4-4 qīruǎn pàyìng  xiānzhǎn hòuzòu  qīngjǔ wàngdòng 

  欺软怕硬  先斩后奏   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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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444 
 

 

1-4-1-1 bāmiàn wēifēng duōnàn xīngbāng  wēngù zhīxīn 

  八面威风  多难兴邦   温故知新 
 
1-4-1-2 dāngwù zhī jí  xiānjiàn zhī míng  jīnzì zhāopái 

  当务之急  先见之明   金字招牌 
 
1-4-1-3 jiānbì qīngyě  jīngjì jīchǔ    zhāolìng xīgǎi 

  坚壁清野  经济基础   朝令夕改 
 
1-4-1-4 guāmù xiāngkàn xīn fù zhī huàn  shēnwài zhīwù 

  刮目相看  心腹之患   身外之物 
 
1-4-2-1 fēndào yángbiāo jīng yì qiú jīng  yīncuò yángchā 

  分道扬镳  精益求精   阴错阳差 
 
1-4-2-2 jī bù zé shí  gōng bài chuí chéng  qīngmiàn liáoyá 

  饥不择食  功败垂成   青面獠牙 
 
1-4-2-3 xiān rù wéi zhǔ fēimò chuánrǎn  jīzhòng nánfǎn 

  先入为主  飞沫传染   积重难返 
 
1-4-2-4 chūlèi bácuì  tōnghuò péngzhàng  Xīnhài Gémìng 

  出类拔萃  通货膨胀   辛亥革命 
 
1-4-3-1 shēnrù qiǎnchū zhāo bù bǎo xī  jiān bùkě cuī 

  深入浅出  朝不保夕   坚不可摧 
 
1-4-3-2 gūlòu guǎwén  sānjiào jiǔliú   zōngjiào gǎigé 

  孤陋寡闻  三教九流   宗教改革 
 
1-4-3-3 (none) 
 
 

1-4-3-4 gōnglì zhǔyì  zhōujì dǎodàn  jīhuì zhǔyì 

  功利主义  洲际导弹   机会主义 
 
1-4-4-1 gōnggòng qìchē gānbài xiàfēng  Yāpiàn Zhànzhēng 

  公共汽车  甘拜下风   鸦片战争 
 
1-4-4-2 shēnwù tòngjué yīndì zhìyí   guāngguài lùlí 

  深恶痛绝  因地制宜   光怪陆离 
 
1-4-4-3 jiāyù hùxiǎo  yīn shì lì dǎo  guī tù sàipǎo 

  家喻户晓  因势利导   龟兔赛跑 
 
1-4-4-4 cūzhì lànzào  fēngjiàn shèhuì  tiānqì yùbào 

  粗制滥造  封建社会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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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144 
 

 

2-1-1-1 réngōng hūxī  shénjīng zhōngshū  táo zhī yāoyāo 

  人工呼吸  神经中枢   逃之夭夭 
 
2-1-1-2 bié chū xīncái   jiéyī suōshí   héngshēng zhījié 

  别出心裁  节衣缩食   横生枝节 
 
2-1-1-3 wú zhong shēng yǒu mójiān jiēzhǒng  céngjīng cānghǎi 

  无中生有  摩肩接踵   曾经沧海 
 
2-1-1-4 biékāi shēngmiàn húshuō bādào   yíhuā jiēmù 

  别开生面  胡说八道   移花接木 
 
2-1-2-1 mínzhī míngāo Yúgōng yí shān  néngqū néngshēn 

  民脂民膏  愚公移山   能屈能伸 
 
2-1-2-2 suíbō zhúliú  tónggōng tóngchóu  wúqī túxíng 

  随波逐流  同工同酬   无期徒刑 
 
2-1-2-3 rénshān rénhǎi cái shū xué qiǎn  yángchūn báixuě 

  人山人海  才疏学浅   阳春白雪 
 
2-1-2-4 détiān dúhòu  píngxīn 'ér lùn  tong guī yú jìn 

  得天独厚  平心而论   同归于尽 
 
2-1-3-1 pángguānzhě qīng chángpiān xiǎoshuō   xíngdān yǐngzhī 

  旁观者清  长篇小说   形单影只 
 
2-1-3-2 chí zhī yǐ héng yínchī mǎoliáng  qíngōng jiǎnxué 

  持之以恒  寅吃卯粮   勤工俭学 
 
2-1-3-3 wújīng dǎcǎi  páishān dǎohǎi  xúnguī dǎojǔ 

  无精打采  排山倒海   循规蹈矩 
 
2-1-3-4 chéngxiān qǐhòu suí xīn suǒyù  huíguāng fǎnzhào 

  承先启后  随心所欲   回光返照 
 
2-1-4-1 rújiāosìqī  pángqiāo cèjī   héngqī shùbā 

  如胶似漆  旁敲侧击   横七竖八 
 
2-1-4-2 céngchū bù qióng pángēn cuòjié   qízhuāng yìfú 

  层出不穷  盘根错节   奇装异服 
 
2-1-4-3 déxīn yìngshǒu húsī luànxiǎng  méifēi sèwǔ 

  得心应手  胡思乱想   眉飞色舞 
 
2-1-4-4 chángpiān dàlùn géshā wù lùn   láoshī dòngzhòng 

  长篇大论  格杀勿论   劳师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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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244 
 

 

2-2-1-1 hépán tuōchū  jiézú xiāndēng  chángmáo zhīzhū 

  和盘托出  捷足先登   长毛蜘蛛 
 
2-2-1-2 héchéng xiānwéi mínzú yīngxióng  láo mín shāng cái 

  合成纤维  民族英雄   劳民伤财 
 
2-2-1-3 húlúntūnzǎo  nányán zhī yǐn  móquán cāzhǎng 

  囫囵吞枣  难言之隐   摩拳擦掌 
 
2-2-1-4 chá yán guān sè pí yú bēnmìng  wúzú qīngzhòng 

  察言观色  疲于奔命   无足轻重 
 
2-2-2-1 túláo wúgōng  tóngliú héwū   cíxióng tóngzhū 

  徒劳无功  同流合污   雌雄同株 
 
2-2-2-2 míngcún shíwáng shíyán érféi   shénzhí rényuán 

  名存实亡  食言而肥   神职人员 
 
2-2-2-3 rú yú dé shuǐ  shíquán shíměi  héqíng hélǐ 

  如鱼得水  十全十美   合情合理 
 
2-2-2-4 fúyáo zhíshàng tóngchóu díkài  wúnéng wéilì 

  扶摇直上  同仇敌忾   无能为力 
 
2-2-3-1 míngzhé bǎoshēn líqún suǒjū   

  明哲保身  离群索居 
 
2-2-3-2 nányuán běizhé chúnwán gchǐhán  wángyáng bǔláo 

  南辕北辙  唇亡齿寒   亡羊补牢 
 
2-2-3-3 chóuméi kǔliǎn liángchén měijǐng  shíná jiǔwěn 

  愁眉苦脸  良辰美景   十拿九稳 
 
2-2-3-4 méilái yǎnqù  nánnéng kěguì  yángméi tǔqì 

  眉来眼去  难能可贵   扬眉吐气 
 
2-2-4-1 diéchuáng jiàwū léitíng wànjūn   hányí nòngsūn 

  叠床架屋  雷霆万钧   含饴弄孙 
 
2-2-4-2 qíngtóu yìhé  rényún yìyún   mínzú zìjué 

  情投意合  人云亦云   民族自决 
 
2-2-4-3 áo'áo dàibǔ  péngchéng wànlǐ  tiányán mìyǔ 

  嗷嗷待哺  鹏程万里   甜言蜜语 
 
2-2-4-4 cháyú fànhòu  chuítóu sàngqì  héyán yuèsè 

  茶余饭后  垂头丧气   和颜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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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344 
 

 

2-3-1-1 qígǔ xiāngdāng rú shǔ jiāzhēn   yúmǐ zhī xiāng 

  旗鼓相当  如数家珍   鱼米之乡 
 
2-3-1-2 húnshuǐ mōyú píngshuǐ xiāngféng  rénlǎo zhūhuáng 

  浑水摸鱼  萍水相逢   人老珠黄 
 
2-3-1-3 téngxiě gāngbǎn 

  誊写钢版 
 
2-3-1-4 éshǒuchēngqìng rú hǔ tiān yì   jítǐ jīngjì 

  额手称庆  如虎添翼   集体经济 
 
2-3-2-1 jíqǐ zhízhuī  shízhǐliánxīn  wúfǎ wútiān 

  急起直追  十指连心   无法无天 
 
2-3-2-2 céngjǐhéshí  niú guǐ shé shén  rú yǐng suí xíng 

  曾几何时  牛鬼蛇神   如影随形 
 
2-3-2-3 máoshǒu máojiǎo wú yǔ lúnbǐ   chóngzhěng qígǔ 

  毛手毛脚  无与伦比   重整旗鼓 
 
2-3-2-4 jízhuǎn zhíxià mén kě luó què  qíhǔ nán xià 

  急转直下  门可罗雀   骑虎难下 
 
2-3-3-1 báishǒu qǐjiā  rén yǎng mǎ fān  hújiǎ hǔwēi 

  白手起家  人仰马翻   狐假虎威 
 
2-3-3-2 máogǔ sǒngrán mínzhǔ gǎigé   yáowěi qǐlián 

  毛骨悚然  民主改革   摇尾乞怜 
 
2-3-3-3 chángcǐ yǐwǎng qímǎ zhǎo mǎ   shéngkǔn suǒbǎng 

  长此以往  骑马找马   绳捆索绑 
 
2-3-3-4 hóngshuǐ měngshòu liánsuǒ fǎnyìng  wúlǐ qǔnào 

  洪水猛兽  连锁反应   无理取闹 
 
2-3-4-1 biéyǒu yòngxīn wúyǐ fùjiā   wúkě hòufēi 

  别有用心  无以复加   无可厚非 
 
2-3-4-2 wéi suǒ yùwéi yóu shǒu hào xián  wúkě nàihé 

  为所欲为  游手好闲   无可奈何 
 
2-3-4-3 qíchǐ dàrǔ  qián suǒ wèiyǒu  yí zhǐ qì shǐ 

  奇耻大辱  前所未有   颐指气使 
 
2-3-4-4 féngchǎng zuòxì tán hǔ sè biàn   wú suǒ shìshì 

  逢场作戏  谈虎色变   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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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2444 
 

 

2-4-1-1 jiéwài shēngzhī rú rì zhōngtiān  tíxiào jiē fēi 

  节外生枝  如日中天   啼笑皆非 
 
2-4-1-2 húzuò fēiwéi  míng bù xūchuán  píng bù qīng yún 

  胡作非为  名不虚传   平步青云 
 
2-4-1-3 gé'àn guān huǒ wújià zhī bǎo   liángshàngjūnzǐ 

  隔岸观火  无价之宝   梁上君子 
 
2-4-1-4 ménhù zhī jiàn juéduì wēndù   wánbì guī Zhào 

  门户之见  绝对温度   完璧归赵 
 
2-4-2-1 dú shàn qí shēn mín bù liáo shēng  wúdòng yú zhōng 

  独善其身  民不聊生   无动于衷 
 
2-4-2-2 cóng shàn rú liú páng ruò wúrén  wúlùn rúhé 

  从善如流  旁若无人   无论如何 
 
2-4-2-3 yíngrèn ér jiě  wénguòzéxǐ   rénzào cí tiě 

  迎刃而解  闻过则喜   人造磁铁 
 
2-4-2-4 huángdàojírì  shíshìqiúshì   yánbùjíyì 

  黄道吉日  实事求是   言不及义 
 
2-4-3-1 wúxiè kějī  qíhuò kějū   píxiàzǔzhī 

  无懈可击  奇货可居   皮下组织 
 
2-4-3-2 píngmiànjǐhé shíwàn huǒjí   yóurèn yǒuyú 

  平面几何  十万火急   游刃有余 
 
2-4-3-3 huázhòngqǔchǒng láodòng bǎoxiǎn  rú sàng kǎo bǐ 

  哗众取宠  劳动保险   如丧考妣 
 
2-4-3-4 báisè kǒngbù  déguò qiěguò   réndàozhǔyì 

  白色恐怖  得过且过   人道主义 
 
2-4-4-1 réndìng shèngtiān rénmiànshòuxīn  rónghuì guàntōng 

  人定胜天  人面兽心   融会贯通 
 
2-4-4-2 déyì wàng xíng mámù bùrén   wéilìshìtú 

  得意忘形  麻木不仁   惟利是图 
 
2-4-4-3 décùn jìnchǐ  wú dì fàng shī   shízì lùkǒu 

  得寸进尺  无的放失   十字路口 
 
2-4-4-4 luómàndìkè  rú shì zhòng fù  qúnzhòng yùndòng 

  罗曼蒂克  如释重负   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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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3144 
 

 

3-1-1-1 bǎojīng fēngshuāng dǎgōngzuōyī   duǎnbīng xiāngjiē 

  饱经风霜  打躬作揖   短兵相接 
 
3-1-1-2 bǎijiā zhēngmíng wǔhuā bāmén  yǐyīdāngshí 

  百家争鸣  五花八门   以一当十 
 
3-1-1-3 bǔ fēng zhuō yǐng pǐfūzhīyǒng   bǎi fēn zhī bǎi 

  捕风捉影  匹夫之勇   百分之百 
 
3-1-1-4 chǔxīn jīlǜ  shuǐzhōnglāoyuè  huǎnbīngzhījì 

  处心积虑  水中捞月   缓兵之计 
 
3-1-2-1 bǎikē quánshū shǒudāngqíchōng  shuǐdīshíchuān 

  百科全书  首当其冲   水滴石穿 
 
3-1-2-2 guǐkū lángháo lǎoshēng chángtán  wěiqū qiúquán 

  鬼哭狼嚎  老生常谈   委曲求全 
 
3-1-2-3 zhǎndīngjiétiě zǔzhīliáofǎ  

  斩钉截铁  组织疗法 
 
3-1-2-4 cǎojiān rénmìng hǎi kū shí làn   xǐxīn gémiàn 

  草菅人命  海枯石烂   洗心革面 
 
3-1-3-1 hǎoshuō dǎishuō yǎngāoshǒudī  jǔ yī fǎn sān 

  好说歹说  眼高手低   举一反三 
 
3-1-3-2 kǒuzhū bǐfá  yǒushēngyǐlái 

  口诛笔伐  有生以来 
 
3-1-3-3 tǔbēngwǎjiě  tǔshēng tǔzhǎng  mǎnkēngmǎngǔ 

  土崩瓦解  土生土长   满坑满谷 
 
3-1-3-4 bǎifābǎizhòng bǎiyībǎishùn   shǔ yī shǔ èr 

  百发百中  百依百顺   数一数二 
 
3-1-4-1 jiǎgōng jìsī  yuǎnjiāo jìngōng  zhěngzhuāng dàifā 

  假公济私  远交近攻   整装待发 
 
3-1-4-2 chǔ zhī tàirán yǐshēn zuòzé   zhǐsāngmàhuái 

  处之泰然  以身作则   指桑骂槐 
 
3-1-4-3 fěnshēn suìgǔ wǔhuā dàbǎng  qǔgāo hèguǎ 

  粉身碎骨  五花大绑   曲高和寡 
 
3-1-4-4 dǐngtiān lìdì  lǎodāngyìzhuàng  qǐng jūn rù wèng 

  顶天立地  老当益壮   请君入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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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3244 
 

 

3-2-1-1 Qǐrén yōu tiān gǒutóujūnshī   gǎixián gēngzhāng 

  杞人忧天  狗头军师   改弦更张 
 
3-2-1-2 sǒngrén tīngwén tiěshí xīncháng  yǐ dú gōng dú 

  耸人听闻  铁石心肠   以毒攻毒 
 
3-2-1-3 fǎnqiúzhūjǐ  mǎnchéng fēngyǔ  yǎnqí xīgǔ 

  反求诸己  满城风雨   偃旗息鼓 
 
3-2-1-4 bǎoshízhōngrì gǎn tóng shēn shòu  jǔzú qīngzhòng 

  饱食终日  感同身受   举足轻重 
 
3-2-2-1 tǐ wú wán fū  zǒng'éryánzhī  gǎnjué shénjīng 

  体无完肤  总而言之   感觉神经 
 
3-2-2-2 cǎnjuérénhuán ěrshú néng xiáng  yǐ'échuán'é 

  惨绝人寰  耳熟能详   以讹传讹 
 
3-2-2-3 gǒuyán cánchuǎn hǔtóushéwěi   liǎng quán qí měi 

  苟延残喘  虎头蛇尾   两全其美 
 
3-2-2-4 shǒuzú wúcuò  xǐ xíng yú sè   yǎowénjiáozì 

  手足无措  喜形于色   咬文嚼字 
 
3-2-3-1 fěiyí suǒsī  jiǔ'érjiǔzhī   mǎgéguǒshī 

  匪夷所思  久而久之   马革裹尸 
 
3-2-3-2 qǐ chéngzhuǎn hé yǔrénkǒushí   qiǎng rén suǒ nán 

  起承转合  予人口实   强人所难 
 
3-2-3-3 guǎlián xiǎnchǐ lěngyánlěngyǔ  rěn wú kě rěn 

  寡廉鲜耻  冷言冷语   忍无可忍 
 
3-2-3-4 shǒumáng jiǎoluàn yǎnmíngshǒukuài  wǒxíng wǒsù 

  手忙脚乱  眼捷手快   我行我素 
 
3-2-4-1 qǔ ér dài zhī  wěn rú Tàishān  yǒu yán zài xiān 

  取而代之  稳如泰山   有言在先 
 
3-2-4-2 gǒu jí tiào qiáng guǒzúbùqián   bǎizhébùnáo 

  狗急跳墙  裹足不前   百折不挠 
 
3-2-4-3 ěr rú mù rǎn  shǒu wú cùn tiě  yǒngchuí bùxiǔ 

  耳濡目染  手无寸铁   永垂不朽 
 
3-2-4-4 bǎiwú jìnjì  gǎicháo huàndài  lǐ zhí qì zhuàng 

  百无禁忌  改朝换代   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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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3344 
 

 

3-3-1-1 hǎidǐlāozhēn  xǐ'ěr gōngtīng  jǐngdǐ zhī wā 

  海底捞针  洗耳恭听   井底之蛙 
 
3-3-1-2 dǎcǎojīngshé  gǔwǎng jīnlái  yǐnshuǐsīyuán 

  打草惊蛇  古往今来   饮水思源 
 
3-3-1-3 (none) 
 
 

3-3-1-4 duǎnxiǎojīnghàn hǎidǐlāoyuè   bǎoxiǎnzhuāngzhì 

  短小精悍  海底捞月   保险装置 
 
3-3-2-1 lěngyǎn pángguān liǎngxiǎowúcāi  guǐshǐ shénchāi 

  冷眼旁观  两小无猜   鬼使神差 
 
3-3-2-2 fǎnlǎohuántóng shǒu kǒu rú píng  yǐluǎntóushí 

  返老还童  守口如瓶   以卵投石 
 
3-3-2-3 shǒuwǔ zúdǎo yǒngjiǔcítiě 

  手舞足蹈  永久磁铁 
 
3-3-2-4 cǎoběn zhíwù shěběnzhúmò   wǔtǐ tóudì 

  草本植物  舍本逐末   五体投地 
 
3-3-3-1 yǒushǐ yǒuzhōng 

  有始有终 
 
3-3-3-2 cǐqǐ bǐfú  nǐsǐwǒhuó   jǐngjǐng yǒutiáo 

  此起彼伏  你死我活   井井有条 
 
3-3-3-3 qǐyǒucǐlǐ  xiǎoshǒuxiǎojiǎo 

  岂有此理  小手小脚 
 

3-3-3-4 zhǎnzhuǎn fǎncè mǎndǎmǎnsuàn  gǔdiǎnzhǔyì 

  辗转反侧  满打满算   古典主义 
 
3-3-4-1 Jiǎwǔ Zhànzhēng zǒumǎkànhuā   mǎ shǒu shì zhān 

  甲午战争  走马看花   马首是瞻 
 
3-3-4-2 Wǔjiǎo Dàlóu  shějǐwèirén   yǎn'ěrdàolíng 

  五角大楼  舍己为人   掩耳盗铃 
 
3-3-4-3 shǔdiǎnwàngzǔ zhǐshǒuhuàjiǎo  yǐlǎomàilǎo 

  数典忘祖  指手画脚   倚老卖老 
 
3-3-4-4 chǔnchǔn yù dòng jiǎo wǎng guò zhèng  zǒu mǎ shàng rèn 

  蠢蠢欲动  矫枉过正   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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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3444 
 

 

3-4-1-1 cǎomù jiēbīng hǎikuò tiānkōng  liǎngxiùqīngfēng 

  草木皆兵  海阔天空   两袖清风 
 
3-4-1-2 gǎnjìn shājué  hǎoshì duōmó  yǔzhòng xīncháng 

  赶尽杀绝  好事多磨   语重心长 
 
3-4-1-3 fěnmò dēngchǎng yǔhòu chūnsǔn  yǒusè jīnshǔ 

  粉墨登场  雨后春笋   有色金属 
 
3-4-1-4 biǎomiànzhānglì shǒuwàngxiāngzhù  huǒlì fādiàn 

  表面张力  守望相助   火力发电 
 
3-4-2-1 Bǎirì Wéixīn  hǔbèixióngyāo  zhǎngshàng míngzhū 

  百日维新  虎背熊腰   掌上明珠 
 
3-4-2-2 kǒu ruò xuánhé lǎodiàochóngtán  mǎbùtíngtí 

  口若悬河  老调重弹   马不停蹄 
 
3-4-2-3 fǎn kè wéi zhǔ jiǔròupéngyǒu  zhǐlùwéimǎ 

  反客为主  酒肉朋友   指鹿为马 
 
3-4-2-4 gǒuzhàngrénshì jiǎo tà shídì   yǒuqì wúlì 

  狗仗人势  脚踏实地   有气无力 
 
3-4-3-1 gǔsè gǔxiāng  yǒuxiàn guǎngbō  gǎomùsǐhuī 

  古色古香  有线广播   槁木死灰 
 
3-4-3-2 lǐshàng wǎnglái tǔdì gǎigé   yǐmào qǔrén 

  礼尚往来  土地改革   以貌取人 
 
3-4-3-3 dǎ luòshuǐ gǒu shǐ zuò yǒngzhě  yǐnzhènzhǐkě 

  打落水狗  始作俑者   饮鸩止渴 
 
3-4-3-4 Mǎlièzhǔyì  zhǐ rì kě dài   běnwèizhǔyì  

  马列主义  指日可待   本位主义 
 
3-4-4-1 liǎngbài jùshāng shuǐxièbùtōng  yǔrì jūzēng 

  两败俱伤  水泄不通   与日俱增 
 
3-4-4-2 dǎbào bù píng gǔdào rècháng  yǐyìdàiláo 

  打抱不平  古道热肠   以逸待劳 
 
3-4-4-3 lǚ shì bù shuǎng yǒumù gòngdǔ  yǒudì fàngshǐ 

  屡试不爽  有目共睹   有的放矢 
 
3-4-4-4 kǒumìfùjiàn  Wǔ Sì Yùndòng  zuǒgù yòupàn 

  口蜜腹剑  五四运动   左顾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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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4144 
 

 

4-1-1-1 luànqī bāzāo  wèngzhōngzhībiē  zuòchīshānkōng 

  乱七八糟  瓮中之鳖   坐吃山空 
 
4-1-1-2 bùxiū biānfú  jièdāoshārén   zìzhī zhī míng 

  不修边幅  借刀杀人   自知之明 
 
4-1-1-3 bàn jīn bā liǎng fùyōng fēngyǎ  sài wēng shī mǎ 

  半斤八两  附庸风雅   塞翁失马 
 
4-1-1-4 lètiānzhīmìng  qièfū zhī tòng   lì zhuī zhī dì  

  乐天知命  切肤之痛   立锥之地 
 
4-1-2-1 ài wū jí wū  dàotīng túshuō  dàgōng wúsī 

  爱屋及乌  道听途说   大公无私 
 
4-1-2-2 bù yuē ér tóng  dà fā léitíng   yuàn tiān yóu rén 

  不约而同  大发雷霆   怨天尤人 
 
4-1-2-3 bù kān huíshǒu dàzhāng qígǔ   tòngxīn jíshǒu 

  不堪回首  大张旗鼓   痛心疾首 
 
4-1-2-4 kèzhōuqiújiàn  mùguāngrúdòu  wàijiāo cílìng 

  刻舟求剑  目光如豆   外交辞令 
 
4-1-3-1 bù zhī suǒ zhōng 

  不知所终 
 
4-1-3-2 bù zhī sǐ huó  bù zhī suǒyún  bì guān suǒ guó 

  不知死活  不知所云   闭关锁国 
 
4-1-3-3 bàiguān yěshǐ fènggōng shǒufǎ  fù tāng dǎo huǒ 

  稗官野史  奉公守法   赴汤蹈火 
 
4-1-3-4 bù zhī suǒ cuò dà shī suǒwàng  dìxīnyǐnlì 

  不知所措  大失所望   地心引力 
 
4-1-4-1 quèzhībùgōng  zuòjiānfànkē   bùhēngbùhā 

  却之不恭  作奸犯科   不哼不哈 
 
4-1-4-2 bànshēn bùsuí  huò zhēn jià shí  jùjīng huìshén 

  半身不遂  货真价实   聚精会神 
 
4-1-4-3 bìguān zì suǒ lì gān jiàn yǐng  shòuzhōng zhèngqǐn 

  闭关自锁  立竿见影   寿终正寝 
 
4-1-4-4 rìxīn yuèyì  yuànshēng zài dào  nèiyōu wàihuàn 

  日新月异  怨声载道   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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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wàiqiángzhōnggān zuò zéixīn xū   lè jí shēng bēi 

  外强中干  做贼心虚   乐极生悲 
 
4-2-1-2 guòhéchāiqiáo hàirén tīngwén  huà shé tiān zú 

  过河拆桥  骇人听闻   画蛇添足 
 
4-2-1-3 hàiqún zhī mǎ jiàoxuéxiāngzhǎng  zhèngrén jūnzǐ 

  害群之马  教学相长   正人君子 
 
4-2-1-4 àn wú tiānrì  gùmíng sīyì   lànyúchōngshù 

  暗无天日  顾名思义   滥竽充数 
 
4-2-2-1 hàowéirénshī  qìngzhú nánshū  zìyuánqíshuō 

  好为人师  罄竹难书   自圆其说 
 
4-2-2-2 bùmóu'érhé  zài jié nántáo   bùpíng zé míng 

  不谋而合  在劫难逃   不平则鸣 
 
4-2-2-3 bùtóng fánxiǎng fèngmáo línjiǎo  zì shí qí guǒ 

  不同凡响  凤毛麟角   自食其果 
 
4-2-2-4 bàntú ér fèi  bù hán ér lì   jì rén lí xià 

  半途而废  不寒而栗   寄人篱下 
 
4-2-3-1 jìng ér yuǎn zhī huà lóng diǎn jīng  bàocánshǒuquē 

  敬而远之  画龙点睛   抱残守缺 
 
4-2-3-2 sàng quán rǔ guó zònghéng bǎihé  wèinéngmiǎnsú 

  丧权辱国  纵横捭阖   未能免俗 
 
4-2-3-3 wàngméizhǐkě yì rú fǎn zhǎng  Ershíwǔshǐ 

  望梅止渴  易如反掌   二十五史 
 
4-2-3-4 dàtíng guǎngzhòng Luòyáng zhǐ guì  miànhóng ěrchì 

  大庭广众  洛阳纸贵   面红耳赤 
 
4-2-4-1 bìmén zàochē  dàoxíng nìshī   huàn dé huàn shī 

  闭门造车  倒行逆施   患得患失 
 
4-2-4-2 dàyán bùcán  ruòjíruòlí   shì rú pòzhú 

  大言不惭  若即若离   势如破竹 
 
4-2-4-3 wù jí bì fǎn  yàmiáozhùzhàng  bùqiúshènjiě 

  物极必反  揠苗助长   不求甚解 
 
4-2-4-4 dìngshí zhàdàn jiànrén jiànzhì   Yèláng zìdà  

  定时炸弹  见仁见智   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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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dìlǎo tiānhuāng shùnshuǐ tuīzhōu  wèibǔxiānzhī 

  地老天荒  顺水推舟   未卜先知 
 
4-3-1-2 chùjǐng shēngqíng jìwǎngkāilái   shùnshǒu qiān yáng 

  触景生情  继往开来   顺手牵羊 
 
4-3-1-3 bù jiǎ sīsuǒ  gùcǐ shībǐ 

  不假思索  顾此失彼 
 
4-3-1-4 bàotiǎn tiānwù lìngyǎn xiāngkàn  zhòngshǐ zhī dì 

  暴殄天物  另眼相看   众矢之的 
 
4-3-2-1 biàntǐlínshāng diàohǔlíshān   guò yǎn yún yān 

  遍体鳞伤  调虎离山   过眼云烟 
 
4-3-2-2 huà xiǎn wéi yí jìnshuǐ lóutái  zhìlǐ míngyán 

  化险为夷  近水楼台   至理名言 
 
4-3-2-3 hòucǐbóbǐ  lù sǐ shuí shǒu  shì kě ér zhǐ 

  厚此薄彼  鹿死谁手   适可而止 
 
4-3-2-4 bù kě míngzhuàng lìng qǐ lúzào   zì yǐwéi shì 

  不可名状  另起炉灶   自以为是 
 
4-3-3-1 bù liǎo liǎo zhī jiègǔfěngjīn   tùsǐgǒupēng 

  不了了之  借古讽今   兔死狗烹 
 
4-3-3-2 chènhuǒ dǎjié  dàyǒukěwéi   tuòshǒu kědé 

  趁火打劫  大有可为   唾手可得 
 
4-3-3-3 (none) 
   
 

4-3-3-4 gòngchǎnzhǔyì sìshě wǔrù   zuò lěngbǎndèng 

  共产主义  四舍五入   坐冷板凳 
 
4-3-4-1 bù dǎ zì zhāo  shòuchǒng ruòjīng  zì shǐ zhì zhōng 

  不打自招  受宠若惊   自始至终 
 
4-3-4-2 fèiqǐn wàngshí gùyǐng zìlián   shì yǔ yuàn wéi 

  废寝忘食  顾影自怜   事与愿违 
 
4-3-4-3 lìtǐdiànyǐng  yuèyěsàipǎo   wèishǒuwèiwěi 

  立体电影  越野赛跑   畏首畏尾 
 
4-3-4-4 rìyǐ jìyè  zuòfǎzìbì   shùshǒu dàibì 

  日以继夜  作法自毙   束手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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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bànlùchūjiā  lìyùxūnxīn   zìlì gēngshēng 

  半路出家  利欲熏心   自力更生 
 
4-4-1-2 chòuwèixiāngtóu hèlì jīqún   qìzhuàng shānhé 

  臭味相投  鹤立鸡群   气壮山河 
 
4-4-1-3 gùdìng zīchǎn lè bù sī Shǔ   jiànlièxīnxǐ 

  固定资产  乐不思蜀   见猎心喜 
 
4-4-1-4 shì bàn gōng bèi tuìbì sān shè   miànmiàn xiāngqù 

  事半功倍  退避三舍   面面相觑 
 
4-4-2-1 bìngjià qíqū  lìbùcóngxīn   miànmù quánfēi 

  并驾齐驱  力不从心   面目全非 
 
4-4-2-2 bèidào ér chí  dàngqìhuícháng  qì'àntóumíng 

  背道而驰  荡气回肠   弃暗投明 
 
4-4-2-3 jìn tuì wéi gǔ kuàizhì rénkǒu  shì ruò wú dǔ 

  进退维谷  脍炙人口   视若无睹 
 
4-4-2-4 pò bù jí dài  zhù Zhòu wéi nüè  gè zì wéi zhèng 

  迫不及待  助纣为虐   各自为政 
 
4-4-3-1 hào dà xǐ gōng sìmiàn Chǔ gē  mùdèng kǒudāi 

  好大喜功  四面楚歌   目瞪口呆 
 
4-4-3-2 dàqì wǎn chéng jiànyìyǒngwéi  Yuèxiàlǎorén 

  大器晚成  见义勇为   月下老人 
 
4-4-3-3 chènrèdǎtiě  dìngxìngchǔlǐ  huìyànruǎngǔ 

  趁热打铁  定性处理   会厌软骨 
 
4-4-3-4 shìmù yǐ dài  shèhuìzhǔyì   wùjià zhǐshù 

  拭目以待  社会主义   物价指数 
 
4-4-4-1 ànbù jiùbān  dàyì miè qīn   shì guò jìng qiān 

  按部就班  大义灭亲   事过境迁 
 
4-4-4-2 dàomào ànrán  zhèngzhòng xiàhuái  zuì dà è jí 

  道貌岸然  正中下怀   罪大恶极 
 
4-4-4-3 Gàishìtàibǎo  zìgào fènyǒng  jìngxièbùmǐn 

  盖世太保  自告奋勇   敬谢不敏 
 
4-4-4-4 dòngmài yìnghuà jiùshì lùnshì   zìyuàn zìyì 

  动脉硬化  就事论事   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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