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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页 中 中国人 中 王 王国 国王 小王 国 大国 小国 大 大小 大人 人大 日 

Dì 23 yè zhōng Zhōngguórén zhòng Wáng wángguó guówáng Xiǎo Wáng guó dàguó xiǎoguó dà dàxiǎo dàrén réndà rì 

日本人 本 本人 本国 小 小人 大小 马 小马 马车 吗 很 不、不 不三不四 第 31 页 你 
Rìběnrén běn běnrén běnguó xiǎo xiǎorén dàxiǎo Mǎ Xiǎo Mǎ mǎchē ma hěn bú, bù bù sān bú sì Dì 31 yè nǐ 

你们 是 是不是？ 是吗？ 哪 人 人人 大人 小人 李 小李 田 小田 我 我们 我国 
nǐmen shì Shì bú shì ? Shì ma ? nǎ rén rénrén dàrén xiǎorén Lǐ Xiǎo Lǐ Tián Xiǎo Tián wǒ wǒmen wǒguó 

法 法中 中法 也 他 们 我们 你们 人们 美 美人 第 47 页 您 贵 不贵 很贵 
fǎ fǎzhōng zhōngfǎ yě tā men wǒmen nǐmen rénmen měi měirén Dì 47 yè nín guì bú guì hěn guì 

贵国 姓 姓名 立 中立 中立国 阳 月 月中 一月 二月 本月 文 文人 文法 法文 
guìguó xìng xìngmíng lì zhōnglì zhōnglìguó yáng yuè yuèzhōng yīyuè èryuè běnyuè wén wénrén wénfǎ fǎwén 

中文 叫 什 么 名 名人 字 文字 十字 八字 去 去年 儿 儿 名儿 姓儿 
zhōngwén jiào shén me míng míngrén zì wénzì shízì bāzì qù qùnián ér -r míngr xìngr 

文儿 字儿 第 55 页 学 学年 学期 小学 中学 大学 法学 美学 文学 文字学 这 这儿 这么 
wénr zìr Dì 55 yè xué xuénián xuéqī xiǎoxué zhōngxué dàxué fǎxué měixué wénxué wénzìxué zhè zhèr zhème 

谁？ 谁的？ 的 我的 你们的 书 书法 小人书 国书 那 那儿 老 老人 老大 老二 老王 
Shéi ? Shéide ? de wǒde nǐmende shū shūfǎ xiǎorénshū guóshū nà nàr lǎo lǎorén lǎodà lǎo'èr Lǎo Wáng 

老年 老百姓 师 大师 冬 立冬 哦 生 生日 生字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师生 第 65 页 汉 
lǎonián lǎobǎixìng shī dàshī dōng lìdōng ò shēng shēngrì shēngzì xiǎoxuéshēng zhōngxuéshēng dàxuéshēng shīshēng Dì 65 yè hàn 

汉人 汉学 汉语 汉文 大汉 语 语法 语文 法语 国语 说 说法 小说 好说 不好说 学说 
hànrén hànxué hànyǔ hànwén dàhàn yǔ yǔfǎ yǔwén fǎyǔ guóyǔ shuō shuōfǎ xiǎoshuō hǎoshuō bù hǎoshuō xuéshuō 

得 得 怎 怎么？ 怎样？ 不怎么样 样 样本 一样 不一样 这样 那样 字样 外 外国 外文 
de dé Zěn ? Zěnme ? Zěnyàng ? bù zěnmeyàng yàng yàngběn yíyàng bù yíyàng zhèyàng nàyàng zìyàng wài wàiguó wàiwén 

国外 中外 老外 都 都不 不都 好 好学 好写 好不好？ 好 呢 写 写字 书写 第 75 页
guówài Zhōngwài lǎowài dōu dōu bù bù dōu hǎo hǎoxué hǎoxiě Hǎo bu hǎo ? hào ne xiě xiězì shūxiě Dì 75 yè 

过 见过 过 过去 过年 不好过 看 看书 看法 看看 好看 小看 地 地儿 田地 图 
guo jiàn-guo guò guòqù guònián bù hǎoguò kàn kànshū kànfǎ kànkan hǎokàn xiǎokàn dì dìr tiándì tú 

在 在家 不在 没 没人 没什么！ 想 想法 想一想 北 东北 京 北京人 南 西南 山 
zài zài jiā bú zài méi méirén Méi shénme ! xiǎng xiǎngfǎ xiǎng yi xiǎng běi dōngběi jīng Běijīngrén nán xīnán shān 

小山 东 东西 东西 东京 中东 西 西北 西南 第 85 页 家 我家 大家 国家 文学家 书法家
xiǎoshān dōng dōng-xī dōngxi Dōngjīng Zhōngdōng xī xīběi xīnán Dì 85 yè jiā wǒjiā dàjiā guójiā wénxuéjiā shūfǎjiā 

老人家 有 有的.. ..有的.. 有人.. 有名 没有人.. 几 几 口 口语 人口 回 回去 回想 方 
lǎorénjiā yǒu yǒude.. ..yǒude.. yǒurén.. yǒumíng méiyǒurén.. jǐ jī kǒu kǒuyǔ rénkǒu huí huíqu huíxiǎng fāng 

方法 地方 地方 东方 西方 大方 上 上学 地上 马上 海 海南 地中海 地中海人 孩 孩子王
fāngfǎ dìfāng dìfang Dōngfāng Xīfāng dàfang shàng shàngxué dìshang mǎshàng hǎi Hǎinán Dìzhōnghǎi Dìzhōnghǎirén hái háiziwáng 

生孩子 子 子儿 子女 女子 老子 子 日子 本子 样子 李子 儿子 个 个人 那个那个 个子 
shēng háizi zǐ zǐr zǐnǚ nǚzǐ Lǎozǐ zi rìzi běnzi yàngzi lǐzi érzi gè gèrén nàge nàge.. gèzi 

个儿 男 男人 男生 男的 男子 女 女人 女生 女的 女子 女儿 爱 爱国 爱好 工 
gèr nán nánrén nánshēng nánde nánzǐ nǚ nǚrén nǚshēng nǚde nǚzǐ nǚ'er ài àiguó àihào gōng 

工人 人工 男工 女工 作 作法 作家 她 她们 第 95 页 喝 点 点名 地点 一点点 茶 
gōngrén réngōng nángōng nǚgōng zuò zuòfǎ zuòjiā tā tāmen Dì 95 yè hē diǎn diǎnmíng dìdiǎn yìdiǎndiǎn chá 

茶几儿 杯 杯子 酒杯 茶杯 可 可可 可是 可爱 可不是！ 可贵 可口 乐 乐 馆 图书馆
chájīr bēi bēizi jiǔbēi chábēi kě kěkě kěshì kě'ài Kěbúshì ! kěguì kěkǒu yuè lè guǎn túshūguǎn 

要 要是 要不 花 花生 茶花 还 还 红 红的 红十字 口红 黑 黑的 黑人 喜 
yào yàoshi yàobu huā huāshēng cháhuā hái huán hóng hóngde Hóngshízì kǒuhóng hēi hēide Hēirén x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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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 欢 欢乐 酒 酒家 酒杯 喜酒 名酒 开 开花 开口 开学 水 山水 口水 茶水 
xǐhuān huān huānlè jiǔ jiǔjiā jiǔbēi xǐjiǔ míngjiǔ kāi kāihuā kāikǒu kāixué shuǐ shānshuǐ kǒushuǐ cháshuǐ 

凉 第 105 页 时 有时 ..的时候 过时 时期 今 今天 年 年年 过年 去年 中年 坐 飞 
liáng Dì 105 yè shí yǒushí ..de shíhou guòshí shíqī jīn jīntiān nián niánnián guònián qùnián zhōngnián zuò fēi 

飞去 飞来 机 火 火山 火山口 火花 火候 车 马车 开车 小车 来 本来 看来 天 
fēiqù fēilái jī huǒ huǒshān huǒshānkǒu huǒhuā huǒhou chē mǎchē kāichē xiǎochē lái běnlái kànlái tiān 

天子 天天 天上 天地 天国 天生 天文 冬天 买 买东西 票 车票 月票 了 得了！ 多 
tiānzǐ tiāntiān tiānshang tiāndì tiānguó tiānshēng tiānwén dōngtiān mǎi mǎi dōngxi piào chēpiào yuèpiào Ie Déle ! duō 

少 多少？ 第 117 页 久 不久 多久？ 见 看见 最 最好 最大 最小 最多 近 近东 以 
shǎo Duōshǎo ? Dì 117 yè jiǔ bùjiǔ Duōjiǔ ? jiàn kànjiàn zuì... zuìhǎo zuìdà zuìxiǎo zuìduō jìn Jìndōng yǐ 

..以上 ..以外 张 张三李四 开张 教 教学 教学法 教师 教 教书 元 元月 美元 万 万一 
..yǐshàng ..yǐwài zhāng Zhāngsān Lǐsì kāizhāng jiào jiàoxué jiàoxuéfǎ jiàoshī jiāo jiāoshū yuán yuányuè měiyuán wàn wànyì 

一万 两万 民 人民 国民 画 画儿 画家 画画 画图 国画 报 报名 日报 月报 学报 
yíwàn liǎngwàn mín rénmín guómín huà huàr huàjiā huàhuà huàtú guóhuà bào bàomíng rìbào yuèbào xuébào 

完 完了 说完 写完 朋 友 友人 男朋友 女朋友 里 这里 那里 哪里？ 家里人 里里外外 重 
wán wánle shuōwán xiěwán péng yǒu yǒurén nánpéngyou nǚpéngyou lǐ zhèlǐ nàlǐ Nǎlǐ ? jiālǐrén lǐlǐwàiwài zhòng 

重要 重点 认 认字 认生 识 识字 不识字 岁 ..万岁！ 走 走马看花 间 中间 民间 人间 
zhòngyào zhòngdiǎn rèn rènzì rènshēng shí shízì bùshízì suì ..wànsuì ! zǒu zǒumǎkànhuā jiān zhōngjiān mínjiān rénjiān 

到 得到 再 再说 再来 第 130 页 现 正 长 长久 长 长得 长大 家长 班 班长 
dào dédào zài zàishuō zàilái Dì 130 yè xiàn zhèng cháng chángjiǔ zhǎng zhǎngde zhǎngdà jiāzhǎng bān bānzhǎng 

上班 下班 同 同时 不同 只 只好 只是 半 半天 一半儿 多半儿 会 会见 会长 工会 
shàngbān xiàbān tóng tóngshí bùtóng zhǐ zhǐhǎo zhǐshì bàn bàntiān yíbànr duōbànr huì huìjiàn huìzhǎng gōnghuì 

开会 机会 一会儿 年会 茶会 能 可能 课 课本 话 ..的话 中国话 会话 听 听见 听到 
kāihuì jīhuì yíhuìr niánhuì cháhuì néng kěnéng kè kèběn huà ..dehuà zhōngguóhuà huìhuà tīng tīngjiàn tīngdào 

听话 懂 虎 虎年 老虎 昨 念 念书 下 上下文 下来 下去 第 139 页 问 问好 问候 
tīnghuà dǒng hǔ hǔnián lǎohǔ zuó niàn niànshū xià shàngxiàwén xiàlai xiàqu Dì 139 yè wèn wènhǎo wènhou 

题 题字 知 知识 道 道家 道教 人道 ..吧！ 江 江南 江西 江山 黄 黄的 黄酒 
tí tízì zhī zhīshi dào dàojiā dàojiào réndào ..ba ! jiāng jiāngnán Jiāngxī jiāngshān huáng huángde huángjiǔ 

河 河北 河南 河口 河山 川 自 自来水 自学 自在 行 行不行？ 行人 行李 行书 五行 
hé Héběi Hénán hékǒu héshān chuān zì zìláishuǐ zìxué zìzai xíng Xíng bu xíng ? xíngrén xíngli xíngshū wǔxíng 

行 同行 外行 用 用法 有用 没有用 不用 作用 筷 吃 小吃 好吃 不好吃 饭 饭馆 
háng tóngháng wàiháng yòng yòngfǎ yǒuyòng méi yǒuyòng búyòng zuòyòng kuài chī xiǎochī hǎochī bù hǎochī fàn fànguǎn 

要饭 中饭 开饭 孔 孔家 边 一边.. ..一边.. 上边 下边 里边 湖 西湖 第 149 页 请 请请..
yàofàn zhōngfàn kāifàn kǒng kǒngjiā biān yìbiān.. ..yìbiān.. shàngbiān xiàbiān lǐbiān hú Xīhú Dì 149 yè qǐng Qǐngqǐng.. 

请问.. 进 进口 进来 进去 干 能干 干吗？ 干 干杯！ 事 有事 没事。 同事 喜事 出事 
Qǐngwèn.. jìn jìnkǒu jìnlai jìnqu gàn nénggàn Gànmá ? gān Gānbēi ! shì yǒushì Méishì. tóngshì xǐshì chūshì 

刚 刚刚 出 出口 出生 出名 出国 日出 休 息 太 太阳 太太 哥 大哥 二哥 
gāng gānggāng chū chūkǒu chūshēng chūmíng chūguó rìchū xiū xī tài tàiyáng tàitai gē dàgē èrgē 

哥们儿 住 住在 房 房间 书房 房东 住房 离 离开 电 电工 电能 电子 电车 楼 
gēmenr zhù zhùzài fáng fángjiān shūfáng fángdōng zhùfáng lí líkāi diàn diàngōng diànnéng diànzǐ diànchē lóu 

楼房 远 远东 明 明白 说明 文明 明星 跟 给 打 打字机 打火机 打开 打听 第 159 页
lóufáng yuǎn Yuǎndōng míng míngbai shuōmíng wénmíng míngxīng gēn gěi dǎ dǎzìjī dǎhuǒjī dǎkāi dǎting Dì 159 yè 

菜 菜花 名菜 饭菜 点菜 生菜 酒菜 大菜 位 地位 学位 位子 鱼 鱼子儿 鱼肉 鸡 
cài càihuā míngcài fàncài diǎncài shēngcài jiǔcài dàcài wèi dìwèi xuéwèi wèizi yú yúzǐr yúròu jī 



Mots Roses – MILEC T1      3/4                 http://www.mementoslangues.fr/      Chinois 

Les Mots Roses du MILEC TOME 1 (ton 1, ton 2, ton 3, ton 4, ton neutre) – 3/4 
田鸡 火鸡 牛 水牛 肉 生肉 羊 山羊 份 份儿饭 白 白天 白话 白酒 李白 白饭 

tiánjī huǒjī niú shuǐniú ròu shēngròu yáng shānyáng fèn fènrfàn bái báitiān báihuà báijiǔ Lǐ Bái báifàn 

古 古时 古文 古老 古今中外 米 大米 小米 米酒 饺 水饺 做 做工 错 错过 没错。 
gǔ gǔshí gǔwén gǔlǎo gǔjīnzhōngwài mǐ dàmǐ xiǎomǐ mǐjiǔ jiǎo shuǐjiǎo zuò zuògōng cuò cuòguò Méicuò. 

写错 饿 先 先生 先天 快 快车 快要 快乐 凉快 慢 慢车 慢走 谢 多谢 万谢 
xiěcuò è xiān xiānsheng xiāntiān kuài kuàichē kuàiyào kuàilè liángkuài màn mànchē mànzǒu xiè duōxiè wànxiè 

第 169 页 安 西安 不安 长安 门 门口 看门 开门 出门 钱 有钱 花钱 现钱 毛 羊毛 
Dì 169 yè ān Xī'ān bù'ān Cháng'ān mén ménkǒu kānmén kāimén chūmén qián yǒuqián huāqián xiànqián máo yángmáo 

分 分开 分工 分机 分会 十分 分 知识分子 过分 块 一块儿 方块字 从 从来 从小 站 
fēn fēnkāi fēngōng fēnjī fēnhuì shífēn fèn zhīshifènzǐ guòfèn kuài yíkuàir fāngkuàizì cóng cónglái cóngxiǎo zhàn 

站长 火车站 前一站 医 医学 医生 中医 西医 院 院子 院长 学院 法院 住院 路 路过 
zhànzhǎng huǒchēzhàn qián yí zhàn yī yīxué yīshēng zhōngyī xīyī yuàn yuànzi yuànzhǎng xuéyuàn fǎyuàn zhùyuàn lù lùguò 

路上 道路 马路 十字路口 汽 汽水 后 后边 后来 后天 后年 今后 以后 前后 先后 走后门 
lùshàng dàolù mǎlù shízìlùkǒu qì qìshuǐ hòu hòubian hòulái hòutiān hòunián jīnhòu yǐhòu qiánhòu xiānhòu zǒuhòumén 

往 往后 往下 往 往往 来往 前 前天 前年 以前 往前 从前 就 第 184 页 关 有关 
wàng wànghòu wàngxià wǎng wǎngwǎng láiwǎng qián qiántiān qiánnián yǐqián wàngqián cóngqián jiù Dì 184 yè guān yǒuguān 

海关 山海关 年关 放 放牛 放火 放大 放学 开放 活 活儿 干活儿 生活 包 包子 书包 
hǎiguān Shānhǎiguān niánguān fàng fàngniú fànghuǒ fàngdà fàngxué kāifàng huó huór gànhuór shēnghuó bāo bāozi shūbāo 

钱包 更 更生 更正 打更 更 更好 更喜欢 声 声明 声学 四声 丁 肉丁 鸡丁 才 
qiánbāo gēng gēngshēng gēngzhèng dǎgēng gèng gènghǎo gèng xǐhuān shēng shēngmíng shēngxué sìshēng dīng ròudīng jīdīng cái 

才能 天才 人才 口才 父 父子 亲 亲爱 亲人 亲自 对 对立 对方 对象 对话 面 
cáinéng tiāncái réncái kǒucái fù fùzǐ qīn qīn'ài qīnrén qīnzì duì duìlì duìfāng duìxiàng duìhuà miàn 

面子 面包 面包车 一方面.. 方面 里面 白面 见面 出面 商 商人 店 书店 饭店 肉店 酒店 
miànzi miànbāo miànbāochē yìfāngmiàn.. fāngmiàn lǐmiàn báimiàn jiànmiàn chūmiàn shāng shāngrén diàn shūdiàn fàndiàn ròudiàn jiǔdiàn 

杜 和 主 主人 主张 民主 地主 自主 店主 作主 天主教 物 生物 生物学 文物 象 
Dù hé zhǔ zhǔrén zhǔzhāng mínzhǔ dìzhǔ zìzhǔ diànzhǔ zuòzhǔ tiānzhǔjiào wù shēngwù shēngwùxué wénwù xiàng 

想象 现象 对象 比 比一比 比方说 对比 高 高中 高楼 母 母语 母鸡 父母 字母 如 
xiǎngxiàng xiànxiàng duìxiàng bǐ bǐ yi bǐ bǐfangshuō duìbǐ gāo gāozhōng gāolóu mǔ mǔyǔ mǔjī fùmǔ zìmǔ rú 

比如 不如 果 水果 干果 后果 晚 晚报 晚饭 晚会 晚安 晚年 晚班 早 早饭 早安 
bǐrú bùrú guǒ shuǐguǒ gānguǒ hòuguǒ wǎn wǎnbào wǎnfàn wǎnhuì wǎn'ān wǎnnián wǎnbān zǎo zǎofàn zǎo'ān 

兴 第 196 页 发 发明 发生 发现 发票 出发 发红 发行 百发百中 音 音乐 音乐家 口音 语音 
xìng Dì 196 yè fā fāmíng fāshēng fāxiàn fāpiào chūfā fāhóng fāxíng bǎifābǎizhòng yīn yīnyuè yīnyuèjiā kǒuyīn yǔyīn 

回音 声音 男高音 男中音 意 意见 意中人 同意 生意 好意 万事如意 思 思想 思想家 有意思 没有意思
huíyīn shēngyīn nángāoyīn nánzhōngyīn yì yìjiàn yìzhōngrén tóngyì shēngyi hǎoyì Wànshìrúyì. sī sīxiǎng sīxiǎngjiā yǒuyìsi méiyǒuyìsi 

不好意思 钢 笔 笔画 笔名 觉 听觉 自觉 觉 难 难过 难听 难得 难道 又 每 
bùhǎoyìsi gāng bǐ bǐhuà bǐmíng jué tīngjué zìjué jiào nán nánguò nántīng nándé Nándào..? yòu měi 

每天 每年 午 午饭 上午 中午 些 讲 讲话 身 身边 身份 身上 本身 出身 体 
měitiān měinián wǔ wǔfàn shàngwǔ zhōngwǔ xiē jiǎng jiǎnghuà shēn shēnbiān shēnfen shēnshang běnshēn chūshēn tǐ 

体重 主体 字体 大体 立体声 为 为了 为 认为 以为 行为 作为 一分为二 忙 忙人 忙东忙西
tǐzhòng zhǔtǐ zìtǐ dàtǐ lìtǐshēng wèi wèile wéi rènwéi yǐwéi xíngwéi zuòwéi yìfēnwéi'èr máng mángrén mángdōngmángxī

第 206 页 次 次要 上次 下次 区 区分 地区 山区 别 别的 别人 分别 个别 气 气候 
Dì 206 yè cì cìyào shàngcì xiàcì qū qūfēn dìqū shānqū bié biéde biérén fēnbié gèbié qì qìhòu 

生气 打气 和气 小气 言 语言学 语言学家 方言 发言 文言 前言 常 常用 常见 不常 日常生活
shēngqì dǎqì héqi xiǎoqi yán yǔyánxué yǔyánxuéjiā fāngyán fāyán wényán qiányán cháng chángyòng chángjiàn bù cháng rìcháng shēnghu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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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ots Roses du MILEC TOME 1 (ton 1, ton 2, ton 3, ton 4, ton neutre) – 4/4 
正常 雨 小雨 冷 干冷 春 风 风水 作风 秋 中秋 热 热爱 热能 干热 城 

zhèngcháng yǔ xiǎoyǔ lěng gānlěng chūn fēng fēngshuǐ zuòfēng qiū zhōngqiū rè rè'ài rènéng gānrè chéng 

进城 城里 古城 市 市场 市长 黑市 化 化学 美化 老化 心 心里 心中 心事 小心 
jìnchéng chénglǐ gǔchéng shì shìchǎng shìzhǎng hēishì huà huàxué měihuà lǎohuà xīn xīnli xīnzhōng xīnshì Xiǎoxin ! 

点心 知心 放心 热心 市中心 关心 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广 广东 广西 广大 场 飞机场 商场 立场 
diǎnxin zhīxīn fàngxīn rèxīn shìzhōngxīn guānxīn yìxīnyíyì sānxīn'èryì guǎng Guǎngdōng Guǎngxī guǎngdà chǎng fēijīchǎng shāngchǎng lìchǎng 

公 公安 公里 公分 公法 公牛 公鸡 公开 公用 园 花园 乐园 果园 非 非常 是非 
gōng gōng'ān gōnglǐ gōngfēn gōngfǎ gōngniú gōngjī gōngkāi gōngyòng yuán huāyuán lèyuán guǒyuán fēi fēicháng shìfēi 

第 218 页 药 药店 药房 药水 药方 火药 龙 龙年 黑龙江 车水马龙 找 找到 钟 钟头 影 
Dì 218 yè yào yàodiàn yàofáng yàoshuǐ yàofāng huǒyào lóng lóngnián Hēilóngjiāng chēshuǐmǎlóng zhǎo zhǎodào zhōng zhōnglóu yǐng 

影子 电影院 始 起 起来 起飞 起子 起名 起重机 起作用 一起 病 病人 生病 毛病 看病 
yǐngzi diànyǐngyuàn shǐ qǐ qǐlái qǐfēi qǐzi qǐmíng qǐzhòngjī qǐ zuòyòng yìqǐ bìng bìngrén shēngbìng máobing kànbìng 

头 头儿 头子 老头儿 火车头 点头 头 里头 外头 疼 疼爱 心疼 夫 夫人 车夫 种 
tóu tóur tóuzi lǎotóur huǒchētóu diǎntóu tou lǐtou wàitou téng téng'ài xīnténg fū fūrén chēfū zhǒng 

种种 种 种田 种地 定 定语 一定 不一定 片 片子 影片 片 名片 脑 脑子 头脑 
zhǒngzhǒng zhòng zhòngtián zhòngdì dìng dìngyǔ yídìng bù yídìng piān piānzi yǐngpiān piàn míngpiàn nǎo nǎozi tóunǎo 

电脑 电脑化 让 让路 新 新年 第 228 页 着 跟着 着 找着 着凉 等 等等 上等 中等 
diànnǎo diànnǎohuà ràng rànglù xīn xīnnián Dì 228 yè zhe gēnzhe zháo zhǎozháo zháoliáng děng děngděng shàngděng zhōngděng 

下等 差 差不多 差得多 差 差别 时差 忘 忘了 难忘 因 外因 所 所有 所有的 语言所
xiàděng chà chàbuduō chàdeduō chā chābié shíchā wàng wàngle nánwàng yīn wàiyīn suǒ suǒyǒu suǒyǒude Yǔyánsuǒ 

化学所 把 把关 带 热带 一带 办 办法 办事 办不到 怎么办？ 难办 室 教室 休息室 画室 
Huàxuésuǒ bǎ bǎguān dài rèdài yídài bàn bànfǎ bànshì bànbúdào Zěnmebàn ? nánbàn shì jiàoshì xiūxishì huàshì 

手 手工 水手 分手 白手起家 提 提出 提高 提前 提问 提名 提亲 己 知己 拿 拿给 
shǒu shǒugōng shuǐshǒu fēnshǒu báishǒuqǐjiā tí tíchū tígāo tíqián tíwèn tímíng tíqīn jǐ zhījǐ ná nágěi 

拿手 轻 年轻 年轻人 轻声 收 收到 收听 收回 收买 秋收 衣 大衣 雨衣 风衣 上衣 
náshǒu qīng niánqīng niánqīngrén qīngshēng shōu shōudào shōutīng shōuhuí shōumǎi qiūshōu yī dàyī yǔyī fēngyī shàngyī 

毛衣 服 服从 西服 口服 说服 夜 夜里 夜市 夜班 半夜 黑夜 开夜车 共 共和国 共同 
máoyī fú fúcóng xīfú kǒufú shuōfú yè yèlǐ yèshì yèbān bànyè hēiyè kāiyèchē gòng gònghéguó gòngtóng 

共事 共同市场 公共汽车 第 238 页 祝 祝酒 平 平常 平时 平方米 平行 平等 公平 和平 水平 太平天国
gòngshì Gòngtóngshìchǎng gōnggòngqìchē Dì 238 yè zhù zhùjiǔ píng píngcháng píngshí píngfāngmǐ píngxíng píngděng gōngpíng hépíng shuǐpíng Tàipíng tiānguó

刻 刻字 一刻钟 立刻 时刻 骑 骑马 真 真的 认真 成 成家 成就 成分 成年人 成果 
kè kèzì yíkèzhōng lìkè shíkè qí qímǎ zhēn zhēnde rènzhēn chéng chéngjiā chéngjiù chéngfèn chéngniánrén chéngguǒ 

成立 成本 成语 完成 做成 唱 唱片 唱机 歌 歌手 歌唱 国歌 民歌 儿歌 当 当场 
chénglì chéngběn chéngyǔ wánchéng zuòchéng chàng chàngpiān chàngjī gē gēshǒu gēchàng guógē míngē érgē dāng dāngchǎng 

当时 当地 当前 当中 当 当做 上当 校 校友 校园 贵校 母校 升 辆 租 房租 
dāngshí dāngdì dāngqián dāngzhōng dàng dàngzuò shàngdàng xiào xiàoyǒu xiàoyuán guìxiào mǔxiào shēng liàng zū fángzū 

便 便饭 请便 大便 小便 动 动画片 动机 动人 动作 活动 生动 自动 主动 旁 旁人 
biàn biànfàn qǐngbiàn dàbiàn xiǎobiàn dòng dònghuàpiān dòngjí dòngrén dòngzuò huódòng shēngdòng zìdòng zhǔdòng páng pángrén 

旁听 两旁 身旁 旧 金 金鱼 金文 金子 信 信心 信用 信息学 明信片 虽 然 然后 
pángtīng liǎngpáng shēnpáng jiù jīn jīnyú jīnwén jīnzi xìn xìnxīn xìnyòng xìnxīxué míngxìnpiàn suī rán ránhòu 

当然 自然 大自然 不然 第 245 页 告 告示 诉 诉讼 皮 皮包 鞋 凉鞋 底 底层 算 
dāngrán zìrán dàzìrán bùrán Dì 245 yè gào gàoshì sù sùsòng pí píbāo xié liángxié dǐ dǐcéng suàn 

计算机 连 连词 第 246 页 泥 泥人 湾 海湾 篮 摇篮 光 光盘 处 处处 稼  ML 
jìsuànjī lián liáncí Dì 246 yè ní nírén wān hǎiwān lán yáolán guāng guāngpán chù chùchù jià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