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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 1994 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 1997 年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 2002 年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 2007 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 2013 年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自3 请注意识到
此扉页用含有商务印书馆注册商标的水印防伪纸印制 ，

有这种扉页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是正版图书口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委员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

先生先后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

工作。谨向为编暴这部词典做出卓越

贡献的两位先哲致以崇高的敬意。



现代以毛是刽茨

审订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试印本

丁声树黎锦熙李荣陆志韦陆宗达

吕叔湘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

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漠朱文叔

第 5 版

曹先摧（主任）晃继周 陈原 董王昆韩敬体

胡明扬江蓝生刘庆隆陆俭明 陆尊梧
2 

沈家煌苏培成王宁徐枢周明鉴

第 6 版…

顾问：曹先摧胡明扬

委员：蔡文兰 晃继周 程荣董 E昆

韩敬体江蓝生 陆俭明 沈家煌

苏宝荣苏培成谭景春王 丁ρ，， 

张博张志毅周明鉴



编慕、修订工作人员

- 1960 年试即本
( 1956 - 1960) 

主编吕叔湘
主要编篡人员

孙德宣 孙崇义 何梅岑 李伯纯 萧家霖 孔凡均

王述达 刘庆隆 郭 地 李文生 刘洁修 莫 衡

吴崇康 李国炎 郑宣沐 单耀海 吕天琛 徐萧斧

范继淹 范方莲 傅 婿 姜 卫亘 王立达

资料人员

徐世禄贺浩江高泽均王焕贞赵桂钧王蕴明姚宝田

1965 年试用本
( 1961 - 1965) 

主编了声树

协助李荣

主要修订人员

孙德宣

单耀海

何梅岑李伯纯刘庆隆莫衡

吕天琛

金有景 闵家骥

吴昌恒

韩敬体

陆卓元

李玉英

资料人员

曲翰章

张幸忠

吴崇康

刘洁修

夏义民

徐世禄王焕贞 岳王君玲宋惠德 子庆芝

-- 1978 年第 1 版－
( 1973 - 1978) 

主编 I声树
主要修订人员

李国炎

舒宝璋

闵家骥 刘庆隆 孙德宣 韩敬体 李国炎 吕天琛

李伯纯 莫 衡 吴昌恒 吴崇康 陆卓兀 曲翰章

刘洁修 李玉英 张幸忠 单耀海 周定一 管雯初

邵荣芬 王克仲 麦梅翘 白宛如 黄雪贞 金有景

曹剑芬 刘连元 陈嘉献 柳风运 夏义民

资料人员

宋惠德岳王君玲子庆芝 王焕负 陈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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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继周

莫 衡

吴昌恒

吕天琛

王 伟

1996 年修订本（第 3 版）
（才993 1996) 

修订审订

直在耀海韩敬体
主要修订人员、

吴崇康 董 E昆 李志江

陆尊梧 曹兰萍 贾采珠

计算机处理和资料人员

宋惠德 郭小妹 张

一 2005 年第 5 版
( 1999 - 2005) 

修订主持人

晃继周韩敬体

彤

参加修订的人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刘庆隆

黄 华

张林

曹兰萍贾采珠李志江刘庆隆陆尊梧

吕京谭景春王楠王伟

参加部分修订的人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程荣杜翔黄华孟庆海潘雪莲

曲翰章王克仲王霞张铁文赵大明

李国炎

资料人员郭小妹王清利 词类标注审订负责人徐枢

哲社条目审订负责人董 混 科技条目审订负责人周明鉴

--- 2012 年第 6 版

(2008 - 2012) 

修订主持人

江蓝生谭景春程 荣

参加修订的人员

韩敬体 晃继周 董 E昆 赵大明 李志江 贾采珠 郭小武

王 楠 王 伟 杜 翔 张铁文 王 霞 曹兰萍 口口 京

参加部分修订的人员

蔡文主全 陆尊梧 徐 枢 黄雪贞 王海荣 王克仲 潘雪莲

侯瑞芬 张 定

资料人员

郭小妹 王清利



说代弘毛是刽茨

第 7 Jt反说明

著名语言学家、《现代汉语词典》首任主编吕叔湘先生指出：“凡是‘现

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现代汉语词典》自 1978 年正式出版以

来做过多次修订，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反映现代汉语词汇新面貌，体

现有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落实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新规范。

本次修订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主要修订内容为：全面落实 2013 年 6

月由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增收近几年涌现的新词语 400 多

条，增补新义近 100 项，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根据读者和专家

意见对 700 多条词语的释义、举例等做了修订。

此次修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指导下，商务印书馆领导、编

辑和全国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帮助下完成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限于水平，此次修订还会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多提

宝贵意见，以便下次修订予以改进。

申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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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第 1 版前言

这部《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供中等以

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

等，共约五万六千条。

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

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般语汇之外，也收了一些常见的

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语、旧意义，现在书面上还常

见的文言词语，以及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此外还收了－些用于地名、人

名、姓氏等方面的字和少数现代不很常用的字。这些条目大都在注释中分

别交代，或者附加标记，以便识别。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从 1977 年 5 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 1958

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我所词典编辑室

1956 年夏着手收集资料， 1958 年初开始编写， 1959 年底完成初稿， 1960 年

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经过修改， 1965 年又印出“试用本”送审稿。 1973

年，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做进一步的修订，并为了适应f大读者的迫切

需要，利用 1965 年“试用本”送审稿的原纸型印了若干部，内部发行。 1973

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但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直至

1977 年底才全部完成修订工作，把书稿交到出版部门。

《现代汉语词典》在整个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全国一些科研机

构、大中学校、工矿企业、部队有关机关以及很多专家、群众的大力协助。

我们在这里敬向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这部词典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还不少。我们恳切

地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修订，不断提高质量，使这部



词典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汉语教学方面，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78 年 8 月

7 



1983 年第 2 版说明

这次重排仍照 1978 年 12 月第 1 版排印。 1979 年底，因原版巳损坏，

须重新排版。 1980 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做修改，即交出版单位， 1980 年第

二季度开始排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3 年 4 月

1996 年修订本（第 3 版）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1978 年出第 1 版。 1980 年曾对一些条目稍做修改，

8 1983 年出第 2 版。自本词典出版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有演变，一

些语词在运用上有了不少变化，并有不少的新词新语产生。为了适应读者

的需要，词典编辑室在搜集的几十万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次修订。

修订工作主要是增、删、改。增，是增加一些新的词语；删，是删去一些过于

陈旧的词语及一些过于专门的百科词条；改，是修改那些词语有变化、有发

展，在词义和用法上需要改动或补充的词条。此外，对一些异体字和有异

读的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规定做了一些改动。增、删、改的

原则仍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宗旨，目的是使这部词典在推广普通

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汉语教学方面，继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修订

后的《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字、词 6 万余条，其中语文条目增加较多。

《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 1958 年，先后由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任

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数十人，编写完和修订完后曾先后印出“试印本”

和“试用本”送审稿，直至 1978 年正式出版。当年参加编写的人中已有好

几位离世了，他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的贡献将在书中永存。



《现代汉语词典》在 1993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4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这对编者来说，是鼓

励，也是鞭策。

在这次修订工作中，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出版部不少同志为我们做了

许多工作，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同志在本书科学技术术语的规

范方面，也给予了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承读者关心和爱护，不少读者来信指出不足，

这里，谨表衷心感谢，并希望对修订本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修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4 年才0 月

2002 年增补本（第 4 版）说明

为适应社会发展，更好地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新面貌，体现有关学科

研究的新成果，这次增补，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在 1996 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近些年来产生的新词新义 1 200 余条，附

在词典正文的后面。有的词语虽然不是新产生的，但近些年来使用频率较

高， 1996 年修订本未收，也－并收录在这里，以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西文

字母开头的词语也有较多的补充。

这个增补本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某些字形、词形做了修正。参考专家

和读者意见对个别条目做了适当修改。还参考 2000 年公布的《夏商周年

表》对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做了调整，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对附录《计量单

位表》做了修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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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第 5 版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来，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读

者的欢迎和社会的重视．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

优秀科研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随着时代

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变化。要使词典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不断地

进行修订，使它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现代汉

语词典》1978 年正式出版后，曾于 1983 年和 1996 年出版过两次修订本，

2002 年出版了增补本。这次修订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收词，增加

新词新义，删减一些陈旧的而且较少使用的词语或词义；二是在区分词与

非词的基础上给词标注词类。

这次修订在原有词语中删去了 2 000 余条，另增加了 6 000 余条，全书

收词约 65 000 条，基本上反映了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能够满足广大

读者查考的需要。

在词典中标注词类，是多年来读者的迫切希望，也是信息时代对汉语

辞书提出的新要求。《现代汉语词典》过去只对部分虚词和常见的代词、量

词等注明词类，这次修订则对所收的现代汉语的词做了全面的词类标注；

文言虚词有些原来已注明词类，现在也做了全面的词类标注。现代汉语

中，区分词与非词，划分词类，是很繁难的工作，很多情况下难以做到“一刀

切”。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但注意吸收近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取得的

成果，而且还兼顾多年来语法教学的经验，尽可能地做得科学、稳妥，希望

能给读者学习和研究带来帮助。

这部词典是遵照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为确定现代汉语的

词汇规范而编写的，因此，全面止确地执行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和科技术

语规范是本书的重要原则。这次修订，在进一步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吕前国家语委的重要课题《规范汉字表》正在研制，原有

的一些有关汉字字形、字音等方面的规范标准也正在修订之中。为了跟即

将出台的新标准相一致，我们在修订工作中始终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

系。在新的规范公布之前，对原有规范尽可能做到既全面贯彻执行，又对

其中学界公认的不妥之处做适当处理，同时争取做到尽量符合即将出台的

新的规范标准。有的字形、字音暂时保持原有的处理办法，俊新的规范标

准出台后再做改动。

这次修订还对原有的释义、例句做了全面审视，使之更加完善并适应

时代的发展。体例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凡例中己做具体说明。

这次修订工作从 1999 年开始，迄今已有五年多了。我们始终得到中

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语言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得到商务印书馆领导

和编辑部、出版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还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科学

技术界专家，特别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篇幅，恕不在此处一一列名。由于水平所限， ” 
这次修订工作肯定会有一些不足甚至失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一如既往地提

出宝贵意见，使《现代汉语词典》通过不断修订更加臻于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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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6 版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自 2005 年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 7 年。其间，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与此相应，

群众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语言特别是其中的词汇更是处于不断变动之

中。另一方面，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词汇学和辞书编篡理论研究有了→些新

的进展，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陆续推出了－些新的规范标准。这些都使我

们感到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使

这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语文词典与时俱进，把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本次修订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先导，注重修订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

我们从收字、收词、释义、配例等各个环节设立了相关的十几个研究专题，

由修订组和所内研究人员逐一进行调查研究。本次修订充分利用各类语

料库选收或检验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力求反映近些年来词汇发展的新

面貌和相关研究的新成果。遵循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贯宗旨，本词典

除全面正确贯彻以往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规程和标准

外，还注意吸收和反映近些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制

定、修订的有关字形、字音等方面的规范标准的最新成果。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1 ）依照规范标准审慎确定字形、字音；对字头的简繁、正异关系进行

了梳理；增加单字 600 多个（以地名、姓氏人名及科技用字为主），共收各类

单字 13 000 多个。

(2）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近 3 000 条，增补新义 400 多项，删除少量

陈旧的词语和词义，共收条目 69 000 余条。

(3）参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修订课

题组和《普通话轻声词儿化词规范》课题组的意见，对条目的注音做了修订。



(4）以意义为主要标准，对同形同音条目的分合做了调整；根据学理

和语言使用的实际，调整了一批异形词的主副条。

(5 ）按类别（如“口语词、方言词、文言词、专科词、外来词、西文字母

词”等）对释义进行全面的检查修订，对释义提示词（如“比喻、形容、借指”

等）也做了统一的修订。

(6）复查了词类标注，在保持原有词类标注体系的基础上，对少数词

的词类标注做了修订。

(7）本着更好地配合释义、体现用法以及扩大词汇信息量的原则，对

例词、例句做了相应的增删和修改。

(8）配合释义增补了近百幅古代器物方丽的插图。

(9）根据有关标准和新的研究成果对检字表和附录做了修订。

这次修订工作得到语言研究所领导和研究人员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得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高校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商务印书馆的领导

和编辑部、出版部的同志们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配合，责任编辑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来自广大读者的意见、建议对提高本词典的质量也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和修订词典是一项十分繁难复杂的工作，永远没有止境，总会留

下一些疏漏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期待广大读者不吝指教，继续提出

宝贵意见，使《现代汉语词典》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更

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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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条目安排

1. 1 本词典所收条目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单字条目用比较大的字号。多字条目放在
( ］内。

1. 2 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都有同形而分条的，情况如下：

(a）关于单字条目。形同而音、义不同的，分立条目，如“好”怡。和“好”hao，＂长”ch6ng

和“长”zhang。形、义相同而音不相同，各有适用范围的，也分立条目，如“剥”boo 和

“剥”时，“择”ze 和“择”zh6i。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日，在字

的右上方标注阿拉伯数字，如：“按1 ”、“按2 ”，“白 I ”、“白2”、“白3 ”、“白4 ”。

( b）关于多字条目。形同而音、义不同的，分立条目，如E公差】gongcha 和E公差E

gongchai ，（地道】dldao 和E地道】dl· dao。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

也分立条目，在E 】外右上方标注阿拉伯数字，如【大自 JI ，（大自］＇. （燃点JI 、

E燃点】2 • （生人JI ，（生人】2 0 

1. 3 本词典全部条目的排列法如下 z

(a）单字条目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

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横（一）、竖（｜）、撇（ ) ）、点（、）、折（→）的次序排列。起

笔笔形相同的按第二笔笔形的次序排列，以下类推。

( b）多字条目按首字排在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多字条目不止一条的，按第二个字的

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第二个字相同的，按第三个字排列，以下类

推。

( c）轻声条目一般紧接在同形的非轻声条目之后，如“家”. j iα 排在“家”jia 之后，E大

方］do· fang 排在E大方】dafang 之后。但是“了几 le、“着”·zhe 等轻声字排在相应的去

声音节之后。

2 字形和词形

2. 1 本词典单字条目所用汉字形体以现在通行的为标准。繁体字、异体字加括号附列在正

体字之后；异体字的左上方标注星号（铃），带一个星号的是《通用规范汉字表》里附列

的异体字，带两个星号的是该表以外的异体字，如：辉（辉J烽）、为（属、：~）。括号内

的附列字只适用于个别意义的，在字的左上方标注所适用的义项号码，如：彩（·样辈革）；

括号内的附列字还另出字头的，在字的左上方标注A号，如 2吨。费吨）。

2.2 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在处理上分为两种情况：（1）已有国

家试行标准的，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非推荐词形加括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之后 g在

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不再出条，不在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只

注明见推荐词形。如E含糊】（含胡），“含胡”不再出条E又如E嘉宾】（佳宾），（佳宾】虽然



凡例 l 3 

出条，但只注为：见i嘉宾］。（2）国家标准未做规定的，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注解

后加“也作某气如：E辞藻】……也作词藻占俯首帖耳J......也作俯首贴耳。非推荐词形

如果出条，只注同推荐词形，如：【词藻E……同“辞藻”。

2.3 书面上有时儿化有时不儿化，口语里必须儿化的词，自成条日，如：E今JL ），（小孩儿1 书

面上一般不儿化，但口语里一般儿化的，在释义前加“（～JL ）”，如E米粒E条。释义不止一

项的，如口语里一般都儿化，就把“（～儿）”放在注音之后，义项＠之前，如E模样】条。如只

有个别义项儿化，就把“（～JL ）”放在相应义项号码之后，如：【零碎】0······8（～儿）。如

单字儿化与非儿化意义相同，分别用于不同的搭配中，也在释义前加“（～儿）”，通过举例

表示在有些搭配中儿化，在另一些搭配中不儿化，如：“胆”＠（～JL ）胆量：～怯｜～大心细 i

～小如鼠｜壮壮～儿。

2.4 状态形容词或某些重叠式在口语中经常带“的”或“JL 的气条目中一般不加“的”或

“儿的”，只在释义前面加“（～的）”或“（～儿的）气如：E臼花花】baihuahuaC ～的） ...... ' 

【乖乖Jguaiguai c～儿的）……。

3 注音

3. 1 每条都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条目中含有西文字母的，只给其中的汉字注音，如：E阿

正沮AQ，（卡拉 OK】陆la OK。

3.2 有异读的词，己经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订过的，一般依照审音委员会的审订。传统上

有两读，都比较通行的，酌收两读，如：谁Cshei 又 shui) 、报（时又 l白。

3.3 口语中有比较通行的不同读音，在注音后面的括号内注明口语中的读音，如：［一会JL)

yThul「（口语中也读 yThL』Tr）；［作料】zuo• liao（口语中多读 zu6• Iiαo ）。

3.4 条目中的轻声字，注音不标调号，注音前加圆点，如：［便当】bian·dαng、E桌子】zhuδ· zi o 

3.5 一般轻读、间或重读的字，注音上标调号，注音前再加圆点，如E因为E注作 yTn·wei ，表

示“因为”的“为”字一般轻读，有时也可以读去声。

3.6 有些多字条目的注音在中间加双斜线“户，表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结婚】

iie;;hOn ，（打倒】d岛dao 、E，心软JxTn;;ruan。同一个词有的义项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有的义项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整个词的注音连写，可以插入其他成分的义项在义

项号码后面加括号标注“庐”，如E发言】tayan 0<-11一） .•. ···8……，表示“发言”的义
项＠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他已经发过言了勺，义项＠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3.7 插入其他成分时，语音上有轻重变化的词语，标上调号和圆点，再加双斜线，如【赶上E注

作 gan11 • shang, （起来E注作 qT11· l6i ，表示在“赶上、起来”中，“上”字“来”字轻读，在“赶得

上、赶不上”、“起得来、起不来”中，“上’字“来”字重读。 E起来】还有11•qT11•I旬的注法，表

示用在动词、形容词后做补语时，如“拿起来、好起来”等，“起来”两字都有轻重的变化。

例如在“拿起来”里，“起来”两字都轻读；插入“得、不”以后，如“拿得起来、拿不起来”，

“起来”两字都重读。“起来”两字之间再加宾语，如“拿得起枪来、拿不起枪来”，“起”字

重读，“来”字轻读。“上来、上去、下来、下去、出来、出去”等都可以有同样的变化，注音

也用同样的方式。

3.8 本词典对于儿化音的注法，只在基本形式后面加“ r”，如E今JL)jTnr，不标语音上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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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普通话语音中儿化变音情形如下表 z

ar 。 。l an er e 。•r 。 ar I 81 en 
马 盖 盘 歌 婆 字 辈 根

1ar ia lαn 1er 18 1ar 1n 
匣 点 碟 皮 ，心

uar ua uai uan uor uo uar uei uen ur u 

花块 玩 窝 味 纹 肚

uar uαn iier Ue uar u Un 

卫五 月 鱼 裙
。or αo our OU tir ang ar eng δr ong 

包 头 各E 灯 工

1aor 100 iour iou 1ar lαng 1ar 1ng iδr iong 

条 球 秧 影

utir uang uar ueng 

黄 瓮

附注：①表中儿化韵母之后列举相当的基本韵母，如 ar 后列举。，。！， αn，表示。，。h an 三

个韵母儿化后都变 αr。每个基本韵母之下举个字为例。

②普通话里，“歌儿”和“根JL”不同音，“根儿”的韵母在本表里用ar表示。 ar 是 种卷舌

的中央元音。

( zi, ci, si, zhi, chi, shi ，「 l 中的 l 是舌尖元音， JL 化后变 ar，如“字JL”

zar ，“事儿”sh衍。

④ d、昌、凸表示鼻音化的 a,a、口。

3.9 本词典一般不注变调。在普通话语音中两字相连的变调情形如下：

(a）上声在阴平、阳平、去声、轻声前变半上。

( b）上声在上声前一般变阳平。

3.10 ABB式形容词的注音，根据实际读音分为三种情况：

（叫“BB”注作阴平，如“黄澄澄、文结结”注作 hu6ngd邑ngdeng 、wenzhδuzh己u。

(b）“BB”注本调，在注音后面的括号内注明口语中变 i卖阴平，如【沉甸甸E

chendiandian c 口语中也读 chendiandian ）占热腾腾】「自tengteng c 口语中也读

「色t邑ngteng）。

( c）“BB”只注本调，如“金灿灿、香重复旗”注作 j/ncancan ,xiangfufu 。

3. 11 多字条目的注音，以连写为原则，结构特殊的，在中间加短横“－飞词组、熟语按词分

写。其中，四字成语结构上可分为两个双音节的，在中间加短横“『飞如“风起云涌”注

作f邑ngqT-yuny6ng；不能分为两个双音节的，全部连写，如“不亦乐乎”注作 buy11自hOo

3. 12 多字条目的注音中，音节界限有混淆可能的，加隔音符号（’） : 

(a）相连的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中间加隔音符号，如占答案）d6 ’加、 E木

偶】m心’已Uo

( b）前一音节收－n 尾或 ng 尾，后一音节由元音开头的，中间加隔音符号，如：［恩

爱Jen＇创、 E名额】mi吨’画。

3. 13 专名和姓氏的注音，第→个字母大写。



4 释义

4. 1 分析意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不详列古义。

生些止三

4.2 一般条目中，标〈口〉的表示口语，标〈方〉的表示方言，标〈书〉的表示书面上的文言词

语，标〈古〉的表示古代的用法，〈口〉、〈方〉、（书〉等标记适用于整个条目各个义项的，标

在义项＠之前；只适用于个别义项的，标在相应的义项号码之后。

4.3 释义后举例用仿宋体字，例中遇本条目，用“～”代替。不止一例的，例与例之间用“｜”

隔开。例中被释词是比喻用法的，前面加“。”。（释义中如已说明“比喻……”，举例则

不加“0飞）

4.4 “也说．．．．．．，，、“也叫．．．．．．，，、“也作．．．．．．，，、

上几个义项，如：E笔杆子】＠．．．．．．＠．．．．．．｜｜也说笔杆JL o 8··· ···。表示义项＠＠都可以
说成“笔杆儿飞前头不加“！！”号的，只适用于本义项，如：E话筒】＠……＠……＠……

也叫传声筒。表示只有义项＠的物品也叫“传声筒”。

4.5 音译的外来语一般附注外文，如：E沙发】……［英 sofa］占蒙太奇］· ..... ［法 montage］；［厄

尔尼诺现象】……C厄尔尼诺，因 El Nino］。“英、法、西”等字，表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等语别。 E料鹦】……C新拉 Rhea］，“新拉”表示是新拉丁文。近些年从日语借入的外

来词，汉字相同的只注［日］，如：【寿司】......［日 1；有所不同的附注日语原词，如：【宅急

送】......［日宅急便］。从我国少数民族来的词只附注民族名称，如，［萨其马】…··

f满］。（释义中如己指明某民族，则不再附注民族名称。）

5 词类标注

5. 1 本词典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给单字条目、多字条目标注词类。

5.2 把词分为 12 大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

拟声词。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各有两个附类，名词的附类是时间词、方位词，动词的

附类是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的附类是属性词、状态词。附类目前只标注典型的、

常用的。代词分为 3 个小类：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词类及附类的定义见

本词典正文所收条日的释义。）

5.3 词的 12 大类用简称外加方框表示。附类或小类周文字说明。如：E大型】圃属性词、

E我们】四人称代词。

5.4 单字条目在现代汉语中成词的标注词类，不成词的语素和非语素字不做标注。单字条

目中的文言义，只给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标注词类，

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做标注。

5.5 多字条目中词组、成语和其他熟语等不做标注，其他标注词类。

5.6 词类标记适用于多义项条目的各个义项的，标在义项＠之前，只适用于个别义项的，标
在相应义项号码之后。

. 



主同~ 斗节+ 表
（音节右边的号码指词典正文的页码）

bang 39 bo 102 chai 140 chu 197 cun 227 

跚跚 A 跚跚圃
b凸ng 40 •bo 103 ch an 140 chua 198 GUO 227 

bang 40 bO 103 ch6n 141 chuδ｜ 198 cu6 228 

bδ口 41 bu 103 ch凸「1 142 chu6i 198 GUO 228 

α boo 44 bu 103 ch an 144 Chl」凸l 198 GUO 228 
‘自

6 2 boo 44 bu 105 chang 144 chuai 198 

。 2 boo 48 ch6ng 145 chuan 199 
唰瞄 D 翩翩

。 2 b岳 1 52 
酣蛐 C 蛐酣

ch凸ng 148 chu6n 200 
•a 2 b品l 54 chang 150 chu已门 202 

。l 2 bei 56 chδo 151 chuan 203 do 230 

。l 3 •bei 60 ca 117 ch6o 154 chuang 204 d6 231 

ai 4 b吕「1 60 ca 117 ch凸口 155 chu6「ig 204 do 232 

。l 4 b吕门 61 cai 117 chao 155 chua门9 205 do 238 

。门 6 be门 63 cai 117 che 155 chuang 205 •do 248 

an 9 b岳『lg 63 cai 119 ch昌 157 chuT 206 dai 248 

αn 9 be「lg 64 cai 121 ch自 158 chui 207 
dai 248 

ang 12 b昌门9 64 can 122 ch邑n 158 chOn 208 
dai 249 

ang 12 beng can 124 chen 159 chun 
don 252 

64 209 

。ng bT can 125 ch吕『1 chun 
don 256 

12 65 162 211 
d臼n

G口 bi can ch自n chu6 
256 

13 65 126 162 211 

。。 bT •chen chuo 
dang 259 

13 66 cang 126 163 211 
d凸ng

ao bi cang ch岳ng Cl 
261 

14 70 127 163 211 
dang 

。。 coo cheng Cl 
262 

14 bi6n 75 128 164 212 
dao 263 

bi凸「1 78 cα。 128 ch邑ng 171 Cl 215 
d6o 264 

翩翩翩 B 跚跚翩
bi an 79 coo 129 ch自ng 171 Cl 216 dao 264 
biδo 84 coo 131 chT 171 cong 217 dao 266 
bi凸o 86 ce 131 chi 174 cong 218 d岳 270 

ba 16 biao 88 cei 132 chT 176 GOU 219 d自 270 
b6 18 bie 88 cen 132 chi 177 cu 220 d自 272 
ba 19 bie 88 cen 132 ch己ng 178 cu 221 ·de 272 
ba 21 bl邑 90 ceng 132 ch6ng 181 cu 221 dei 273 

•ba 22 bie 90 ceng 132 ch己ng 183 cu an 222 d品1 273 
bai 22 bTn 90 ceng 133 chong 183 cu an 223 d自n 273 
b6i 23 bin 91 cha 133 ch己u 183 cu an 223 d昌ng 273 
b凸l 28 bing 91 cha 135 ch6u 185 CUI 223 d昌门9 275 
bai 31 bT「ig 93 ch凸 137 ch己u 186 CUI 224 deng 276 

•bai 32 bing 94 cha 138 chou 187 CUI 224 dT 277 
ba门 32 b己 96 chai 139 chO 187 cun 225 di 279 

ban 34 b6 99 ch6i 140 chu 194 cun 225 dl 280 

ban 36 b己 102 ch凸l 140 chu 195 cun 227 di 283 



音节表 7 

di凸 290 en 343 go 416 QUI 493 h己u 544 jiao 648 

diδn en gai gun hou 
, 

290 343 416 494 544 )100 653 

diem 291 巳ng 343 9αl 416 gun 495 h口 547 jiao 654 

di an 292 E「 343 gai 418 guo hu 
、

495 549 )100 657 

diao 
、，

419 guo 496 hu jie 299 E「 345 gan 551 660 

di凸口 3日。 er 346 gan 423 guo 500 hu 552 jie 664 

diao 3日。 gan 426 guo 501 hua 555 jie 668 

di岳 302 
叫，，，，，，剧， F 幅J情仰

。αng 426 hu6 559 jie 670 

die 303 。αng 429 
踹勘咽a H 唰蛐

hua 561 • jie 673 

dTng 304 。ang 429 huai 565 j1n 673 

ding ta 349 goo 430 huai 
、，

3日5 566 11n 677 

ding 307 16 353 goo 435 ha 505 huan 566 j1n 679 

diO 309 f凸 353 。α。 436 ha 505 hu6n 567 j1ng 684 

dδng 310 ta 355 ge 437 ha 505 hui主「1 569 
、，

11ng 690 

dong 312 ·fa 356 ge 439 ha 505 huan 570 j 1ng 693 

dong fan 
、，

312 356 ge 442 hai 506 huang 571 11ong 696 

dou 315 tan 358 ge 442 h6i 506 hu6门9 572 jiong 696 

d吕u 316 f凸n 360 gei 443 hai 506 hu凸ng 576 jiu 696 

dou 317 fan 364 gen 444 hai 510 huang 577 jiu 697 

dO 319 fδ门9 366 gen 445 hon 510 huT 577 jiu 699 

du 320 tang 368 gen 445 hon 511 hui 579 JU 702 

du 322 f凸ng 370 gen 445 hon 513 huT 582 ju 703 

du 323 ta『lQ 371 geng 445 han 513 hui 583 ju 704 

du an f吾l 374 geng 446 hang 515 hOn 
、

325 587 JU 706 

duo 「1 325 tei 377 geng 447 hang 516 hun 588 juan 709 

du凸「1 326 f昌l 378 gong 447 hang 517 hun 589 juan 710 

duT 328 f自l 379 gong 457 hao 517 hu己 589 juan 710 

dui 329 fen 380 gong 457 h6o 518 hu6 590 jue 711 

dun 332 ten 385 9口u 459 h凸o 519 hl」吕 592 
, 

)U8 711 

dun 333 f吕n 385 gou 460 h臼。 521 huo 595 jue 715 

dun 333 f自n 386 gou 461 h昌 523 jue 716 

duo 334 Ieng 387 gu 463 he 523 
翩翩 J 跚蛐

jun 716 

du6 337 f昌ng 395 gu 465 he 530 jun 718 

du己 337 f邑ng 395 gu 470 hei 531 

duo 338 f自ng 395 gua 473 hen 534 598 
媳瞄酣 K 跚栩瞄

16 396 gua 474 h吕n 534 606 

酣酬 E 跚跚
f己u 397 gua 474 hen 534 612 

10 guai 476 h昌ng 535 
、

ka 397 614 720 

tu 398 guai 476 h自ng 535 )10 621 k凸 720 

e 339 tu 404 guai 477 h占ng 537 jia 626 kai 721 

e tu 477 hm 537 
、，

kai 339 406 guan )10 626 727 

e 340 guan 481 h 「lg 537 jia 628 kai 727 

e 340 
跚跚 G 酬酬

guan 483 hδng 537 jian 630 kan 727 

•e 342 guang 484 hong 538 jian 634 k凸n 728 

e 343 guang 487 hong 542 jian 638 kan 729 

e 343 go 415 。uang 488 hong 543 jiang 644 kang 730 

自 343 g6 415 QUI 489 hou 543 jiang 646 k6ng 731 

e 343 go 415 gu1 492 h6u 543 jiang 647 kang 731 



8 音节表

kao 732 16i 772 ITn 827 付10 865 厅liL」 917 n1 947 

k61口 732 1ai 774 lin 827 内10 866 阿10 917 nl 949 

ka口 734 • lai ling 827 mα 
, 

门l774 870 mo 918 949 

k邑 734 Ian 774 ITng 831 ·厅1α 870 π10 921 门1an 951 

ke 736 ｜凸n 776 ling 833 阿1ai 870 mo 921 nian 951 
k吕 737 Ian 777 liO 834 门iai 870 mou 924 nian 953 
k自 739 long 777 Ii 山 834 阿iai 871 付10U 924 门ian 954 
kei 742 16ng 777 1iu 839 付1an 873 町lOU 925 niang 954 
k昌「1 743 l凸ng 778 1iu 839 阿10门 873 门lU 925 niang 955 
ken 743 long 779 •lo 840 内ian 874 mu 925 niao 955 
k邑ng loo l己ng 840 

、

阿lU743 779 『nαn 875 926 niao 955 
kong 744 160 780 long 840 mang 877 门！巳 956 
k凸ng 747 160 781 l己ng 842 mang 877 

阳帕 N 惕这唰 nie 956 
kong 748 100 786 16门9 843 mang 879 nie 956 
kou 749 ｜岳 787 ｜己u 843 mao 879 nin 957 
lφL」 749 ｜自 787 16u 843 付100 880 n 931 

门ing
16u 

957 
kou 751 ·le 788 844 mao 882 问 931 

n1ng 
IOL」 moo 

958 
k口 752 ｜邑1 789 844 883 n 931 

ning 
ku l岳l •IOU 846 

958 
753 789 ·阿1巳 884 na 931 

l吕 l 10 mei na 
n1u 958 

ku 754 790 846 884 931 

｜自1 ｜。 846 付1日l
、，

niu 959 
kua 755 791 888 na 932 、，

kl』已 1u 847 阿iei
、 niu 960 

756 •lei 792 889 na 932 、

kua l昌ng 1u 848 
n1u 960 

756 792 盯ien 890 •na 934 

ku凸l ｜邑ng • lu 851 m＇在n nai 
nong 960 

756 792 890 934 

kuai ｜昌ng 792 IU 851 阿ien 892 nm 935 
nong 962 

756 

kuan 1自ng 10 852 935 
nou 962 

758 794 ·阿1en 893 nan , 

ku凸n 795 IU 853 meng 893 nan 935 
nu 962 

759 

kuang 760 Ii 795 lu6n 855 meng 893 nan 939 
nu 963 

ku6ng 760 797 luan 855 meng 894 nan 939 
门U 963 

ku凸们9 761 800 luan 856 meng 895 nang 939 
门U 964 

kuang 761 807 IUe 856 m1 896 nang 939 nu 964 

kul 762 1ia 807 i口n 857 m1 896 nang 939 nu an 964 

kui 763 li6门 807 lun 857 m1 898 nang 940 nue 965 

kuT 764 Ii 总n 811 lun 859 「n1 899 nao 940 nun 965 

kui 764 lion 812 lun 859 mi an 901 nao 940 nuo 965 

kOn 765 li6ng 813 lu己 859 mi an 
、， nuo 966 902 nao 940 

k心n liang lu6 860 阿1ian
、

766 815 903 nao 942 

kun liang lu己 862 miao 
, 

766 817 905 门巴 943 酬蛐 O 翩翩
kuo 766 liao 819 1u6 862 miao 905 ne 943 

li6o 819 • luo 864 付1iao 906 •ne 943 

I 1 凸口 miao 
、，

。 967 820 907 ne1 943 
翩翩 L 剧时

liao mi巴
、

口 967 821 命＇，，，，， M 川r ' 
907 ne1 943 

I 1岳 mie 
、

。 967 822 907 nen 946 

｜δ 768 ！！吕 厅11n 908 neng 946 。 967 

16 770 1ie 822 阿1 865 min 910 内。 947 OU 967 

16 770 ·lie 824 ri1 865 ming 911 r'ig 947 6u 968 

10 770 lln 824 「n 865 ming 917 ng 947 OU 968 

·｜。 772 lin 824 门 iO 865 ming 917 r1I 947 。u 969 



音节表 9 

pin 1003 q1n 1060 「U 1109 shoo 1148 SI 1238 

翩翩 p 甜明
pin 1004 q1ng 1060 ru 1111 shoo 1150 SI 1240 

pin 1005 q1ng 1067 「U 1112 sh凸口 1150 song 1242 

ping 1005 q1ng 1069 「ua 1114 shoo 1150 song 1244 

pα 970 ping 1005 q1ng 1070 「ua门 1114 sh邑 1151 song 1244 

pa qiong ruan she 
、

970 po 1011 1071 1114 1152 song 1244 

pa 971 po 1012 qiu 1072 
, 

sh吕『UI 1116 1153 sou 1245 

poi 971 po 1012 qiu 1073 『UI 1116 she 1153 sou 1245 

poi 972 po 1012 qiu 1075 『UI 1116 shei 1157 sou 1246 

poi 974 •po 1014 qu 1075 ru门 1117 sh邑n 1157 SU 1246 

poi 974 pou 1014 qu 1078 『un 1117 shen 1161 SU 1246 
, 、，

pan 975 pou 1015 qu 1079 ruo 1117 sh吕n 1163 SU 1247 

pan 976 pou 1015 qu 1080 「uo 1117 shen 1164 suan 1250 

pan 977 pu 1015 •qu 1081 sh邑ng 1165 suan 1251 

pang 978 pu 1016 quan 1081 
翩翩.s 翩翩翩

sheng 1173 SUI 1252 

pang pu quan sh吕ng
, 

978 1017 1081 1173 SUI 1252 

pang 979 pu 1019 quan 1085 sheng 1173 SUI 1253 

pang 979 quan 1085 sα 1119 shT 1175 SUI 1253 

pao 980 
跚蛐 Q 脚刷晦

que 1086 sα 1119 shi 1180 sun 1254 

pao 980 que 1086 sα 1120 shT 1189 sun 1255 

pao 981 que 1087 sαi 1120 shl 1190 SUD 1255 

pao 982 q1 1020 qun 1088 soi 1120 • shi 1199 SUD 1256 

pe1 983 q1 1023 qun 1088 sαn 1121 shδu 1199 

pei 983 q1 1027 sαn 1125 sh6u 1201 
旧制 T 酶棚

pei 985 q1 1031 sαn 1126 shou 1201 
阳晦 R 棚蛐

pen 986 qia 1035 sαng 1126 shou 1206 

pen 987 qiα 1036 sαng 1127 shO 1209 ta 1259 

pen 987 qiα 1036 ran 1090 sang 1127 shu 1213 t凸 1260 

peng 987 qiα 1036 『an 1090 sαo 1127 shu 1214 ta 1260 

peng 987 qiαn 1036 『ang 1091 sαo 1128 shu 1216 tai 1261 

peng 989 qiαn 1040 ra门9 1091 SOD 1128 shua 1219 t6i 1261 

peng 989 q1αn 1044 『ang 1091 se 1129 shu凸 1220 t凸i 1263 

p1 989 qi an 1045 『G门9 1091 sen 1130 shui坦 1220 tai 1263 

pl qiαng 
, 

992 1046 rao 1092 seng 1130 shuai 1220 tan 1266 

pl qiang 
、，

sha shuai tan 994 1047 rao 1092 1130 1221 1267 

pi 995 qiang 1049 『00 1092 sh6 1133 shuai 1221 t凸『1 1269 

piαn 996 qiang 1050 「巳 1093 sha 1134 shuan 1222 ta门 1270 

pion 998 qiao 1051 「巴 1093 sha 1134 shuan 1222 tang 1272 

pion qiao 
, 

998 1051 「en 1096 shδl 1134 shuang 1222 tang 1273 

pion 998 qiao 1052 「en 1101 sh凸l 1135 shua「ig 1224 tang 1275 

piao qiao 
、

999 1053 「en 1101 shai 1135 shui 1224 tang 1275 

piα口 10日。 qie 1054 「eng 1103 sh an 1135 shuT 1224 tao 1276 

piα。 1001 qie 1055 「巳门9 1103 sh an 1138 shul 1229 tao 1276 

piao 1001 qie 1055 fl 1103 sh an 1139 shun 1230 t凸。 1278 

pie 1002 qie 1055 
, 

『ong 1105 shang 1140 shun 1230 tao 1279 

pie 1002 qin 1056 『O门9 1107 shang 1143 Shl」己 1232 te 1280 

pie 
, , 

1002 q1n 1058 rou 1108 shang 1143 shuo 1233 •te 1282 

pin 1002 q1n 1059 「OU 1108 • shang 1148 SI 1234 t邑1 1282 



10 音节表

teng 1283 tuo 1339 xia 1410 xun 
、，

zh6 1492 you 1588 1641 

t岳ng 1283 xiα 14 1 1 xun 1494 you 1592 zha 1641 

tT 1283 
瞄翩臆 W 翩翩

xi an 1416 yu 1594 zha 1641 

ti 1284 xi an 1419 yu 1594 •zha 1642 

ti 1287 xi an 
跚跚凰 Y 圃酣

yu zhai 1421 1599 1642 

ti 1289 WO 1340 xiαn 1423 yu 1602 zh6i 1643 

ti an 
, 

1290 WO 1340 xiang ya 1497 yuan 1607 zhai 1426 1643 

ti an 1295 WO 1340 xiang ya 1499 yuan 1608 zh凸 l1431 1644 

ti 凸n 1297 WO 1341 、，

yα 1500 yuan 1614 zhan 

ti an 
x1ang 1431 1644 

1297 •wa 1341 、
、 、

zh凸「1x1ang 1433 ya 1501 yuan 1615 1645 
tiao 1298 wai 1341 yue zhan 

ti6o wai 
XIOO 1435 •ya 1502 1616 1646 

1298 1342 v 

tiao 
、 xiao 1439 yon 1502 yue 1617 zha门9 1649 

1300 WOI 1342 yue zhang 
ti 凸。 叭／On

xiao 1439 yon 1504 1617 1650 
1301 1346 、，

tie wan 
xiao 1445 yon 1508 yun 1620 zhang 1651 

1302 1346 、 , 

ti 吕 wan xie 1447 yon 1512 yun 1620 zhao 1653 
1303 1348 、，

11自 wan 1350 xie 1448 
yang 1514 yun 1622 zh6o 1654 

1305 , 、

tTng wang 1352 xie 1450 
yang 1515 yun 1623 zh凸。 1655 

1305 、，

ting 1306 wang 1352 xie 1451 
yang 1518 zhao 1655 

、

ting 1308 wang 1353 Xln 1453 
yang 1520 

即＇＇＂＂ z 耻即
zh吕 1657 

ting 1308 wang 1355 Xln 1460 
yao 1520 zh且 1658 

, 
zh吕

tong 1308 we1 1357 Xln 1460 
yao 1522 1659 

v 

zh自
tong 1312 wei 1359 x1n 

yao 1524 za 1626 1660 
1460 

、 , 

t己ng 1316 W巳l 1363 
yao 1524 za 1626 •zhe 1661 

x1ng 1462 、，

zh自l
t凸ng 1317 wei 1366 x1ng 

ye 1527 za 1627 1661 
1464 , 

t凸u 1318 wen 1369 x1ng 
ye 1527 ZOI 1627 zhen 1661 

1468 
ye 

、，

zh吕「1
t6u 1318 wen 1371 x1ng 

1528 ZOI 1628 1664 
1469 、 、

zh自n
t吕u 1322 wen 1374 xiong 

ye 1529 ZOI 1628 1665 
1470 

tau 1322 wen 1375 xiong 
y1 1531 za门 1630 zh邑ng 1667 

1472 , , 
zh吕ng

tu 1323 weng 1376 
xiong 

y1 1543 zan 1631 1669 

weng 
1473 、， 、，

zh自ng
tu 1324 1376 y1 1547 zan 1631 1670 

weng 
xiu 1473 

YI zan zhT 
tu 1326 1376 1550 1631 1675 

xiu 1476 
yin zhi 

tu 1328 WO 1377 1558 •zan 1632 1679 
、

WO 
XIU 1476 yin zang zhl 

tuα「1 1328 1377 1562 1632 1684 

tu6n WO 1378 
XU 1477 yin zang 1632 zhl 

1328 1564 于687

tu凸「1
XU 1479 、 、

zh凸ng
1329 WU 1378 yin 1567 zang 1632 1693 

tu an WU 1381 
XU 1479 y1ng 1569 zoo 1633 zh凸ng 1700 1329 

tuT 1330 WU 1387 XU 1480 ying 1571 zoo 1633 zhong 1701 

tu1 1331 WU 1392 •XU 1482 ying 1573 zoo 1634 zhOL」 1704 

tul 1332 
xuan 1482 y1ng 1574 zoo 1635 zh6u 1705 

tu! 
xuan 1483 

, 
zh己u1332 ，，，，，，棉 x ＂＇旷＇＇v

yo 1577 ze 1636 1706 

xuan 
、

tun 1333 1485 •yo 1577 ze 1637 zhou 1706 

tun 1334 xuan 1486 yang 1577 zei 1638 zh口 1707 

tun 1334 XI 1396 xue 1487 yang 1578 Z巳n 1638 zhu 1708 

tun 1334 XI 1403 xue 1487 yang 1578 zen 1638 zhu 1709 

tuo 1334 XI 1404 xue 1489 yo门9 1579 zeng 1638 zhu 1713 

tuo 1337 XI 1406 XU巳 1490 you 1580 zeng 1639 zhua 1717 

tu已 1338 xiα 1409 xun 1492 you 1583 zhδ 1640 Zhl」凸 1718 



音节表 11 

zhuai 1718 zhu凸「19 1725 zhu6 1729 ZOU 1746 zuan 1751 zun 1754 

zhuai 1718 zhuang 1725 ZI 1731 ZOU 1746 zuan 1752 zuo 1754 

zhuai 1718 zhuf 1726 ZI 1733 ZOU 1748 ZUI 1752 zu6 1755 

zhuan zhui ZI zu ZUI 
、，

1718 1727 1736 1748 1752 zuo 1755 

zhuan zhun 1728 zong 1742 zu 1749 ZUI 
、

1720 1753 zuo 1756 

zhu凸n 1722 zhun 1728 zong 1743 zu 1749 zun 1754 

zhuang Zhl」δ
、

zuan 
、，

1723 1729 zong 1745 1751 zun 1754 



新旧字形对照表
（字形后圆圈内的数字表示字形的笔画数）

旧字形 新字形 新字举例 旧字形 新字形 新字举例

［什④ l E斗卡③】 花／草 1匾③］ E直⑧】 值／植

! L (] [i__(> 连／速 ｛毡③J 【尾③】 绳／毫

I歼⑤J E开＠】 型／形 1 局⑨］ 【芮⑧E 通／蜗

I 丰③］ E丰④】 艳／详 【垂®］ E垂＠】 睡／部

[.E!C5l] [§:(> 宦／渠 I舍⑤］ 【售⑧】 傲／饱

I 屯④ 1 E屯④】 纯／顿 1 郎⑨］ 【郎⑧E 廊／掷

1瓦＠］ 【瓦④】 瓶／瓷 I录③ 1 E录③】 禄／篆

i反④ 1 E反④】 板／饭 I且⑩］ E虽⑨】 温／瘟

1直④ 1 []l(> 纽／祖 I骨⑩ 1 E骨②】 滑／憾

i发⑤］ E友⑤】 拔／麦 1 鬼⑩］ E鬼⑨】 槐／鬼

1 印⑥ 1 [ E'p (> 苟 ［食⑨ 1 【俞＠】 偷／渝

1采＠］ 【未＠】 耕／耘 1 既＠ l E既③】 溉II阮

［吕⑦ l E吕⑥】 侣／营 1蚤⑩］ E蚤⑨】 搔／骚

1俨⑦］ [11严⑥】 修／倏 1敖＠ l 【敖⑩】 傲／邀

1 孚⑧ 1 E争⑥E 净／静 1莽＠］ E莽⑩】 济／鳞

i产＠］ E产＠】 彦／崖 1 民⑩1 E真⑩】 慎／填

1严⑦ 1 【严⑥】 差／养 【各⑩ 1 E窑⑩E 摇／遥

[ tt(! E并⑥】 屏／拼 ［毅＠ l E毅⑩】 搬／锻

1臭⑦ l E吴⑦E 娱／虞 1 黄＠］ 【黄。】 庚／横

［角⑦ 1 E角⑦】 解／确 1虚＠］ E虚＠】 墟／版

1失®］ E矢⑦】 换／痪 ［奥＠ l E臭。】 冀／戴

1 仿③ 1 E 前⑦】 敝／弊 1象＠］ E象®l 像／橡

1 茸⑧ 1 E 茸⑦】 敢／最 i奥⑩ 1 E奥＠】 澳／模

1者＠］ E者⑧】 都／著 ［普③ j E普＠】 谱／道



2 

3 

4 

5 

6 

部首检字表
. 

【说明】 1. 本表采用的部首依据〈汉字部首表〉，共 201 部，归部依据（GB13000. 1 字

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编排次序依据（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和（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按笔画数由少到多的次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

形横（ ）、竖（ I l 、撇（ ) ) ＇点｛、）、折（→）的次序排列，起笔笔形相同的，按第二笔笔形的

次序排列，依次类推。 2. 在〈部首目录〉中，主部首的左边标有部首序号，附形部首大多加

圆括号单立，其左边的部首序号加有方括号。 3. 在〈检字表〉中，繁体字和异体字加有圆括

号！同部首的字按除去部酋笔画以外的笔画数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整个字的笔形次序

排列。 4. 查字时，需先在〈部首目录〉里雪出待查字所属部首的页码，然后再盒〈检字表〉。

5. 为方便读者查检，〈检字表〉中有些字采取“多开门”的方式分别收在所属规定部首和传

统习用部首之下，收在后者的字右上角加有“。”的标志。如“思”字在“田”部和“心”部都能

查到，在“心”部的“思”右上角带＂ 0飞 6. ｛检字表｝后面另有〈难检字笔画索51 ｝备查。

（一）部首目录
（吉~酋左边的号码是部首序号，右边的号码指检字表的页码）

一画 [ 16] （几） 19 [29] （士） 22 47 门 30 61 王

15 14 儿 19 [80] （于） 43 [77] ( ~ ) 40 62 元

15 15 匕 19 30 斗，＿ 23 [98] (•) 48 63 韦

15 16 几 19 31 寸 25 48 ,i一· 30 [ 123] （乡）

、 16 17 ÷L 19 32 什 25 49 L 31 64 木

→CJ 飞 18 i 20 33 大 25 50 三1 31 [64] （本）

L 乙） 16 [ 11 J （、／） 17 [34] （兀） 25 [ 50] （王） 31 65 支

一画 19 [ 20 34 尤 25 51 尸 31 66 犬

十 16 [ 166] ( i ) 62 35 －飞 25 52 己 32 67 歹

33 

34 

34 

53 

34 

36 

36 

36 

37 

7 厂 17 20 LI 20 36 25 [52] （已） 32 68 车（幸） 37

8 巳 17 21 口 20 [36] （叶’） 25 [52] （巳） 32 69 牙 38 

[9] （卡） 17 [175] ( ~左） 64 37 口 25 53 弓 32 70 戈 38 

[ 22] ( lj ) 20 [ 159] ( ~右） 61 38 口 28 54 子 32 [62] （冗） 34 

9 卡 17 22 刀 20 39 山 28 55 l•l 32 71 比 38 

10 门 17 23 力 21 40 巾 29 [55] （庐） 32 72 瓦 38 

<12] ( 1 ) 18 24 又 21 41 才 29 56 女 32 73 止 38 

[7] （厂） 17 25 L. 21 42 } 29 57 飞 33 74 支 38 

11 /\.. 17 26 义 21 [66] ( ~ ) 37 58 马 33 [98] （小、） 49 

12 人 17 [21] （巴） 20 43 夕 29 [50] （主） 31 [75] （同） 39 

[12] （人） 19 一画 44 欠 29 [ 148] （主） 58 75 日（曰） 38

[22] （舟） 21 27 干 21 [ 185] ( t ) 68 59 么 33 [ 88] （目） 46 

[10] （门） 17 28 工 21 45 29 60 << 33 76 贝 39 

13 勺 19 29 土 21 46 广 29 四画 77 水 40 



14 部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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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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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牛
手
伊
气
毛
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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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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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
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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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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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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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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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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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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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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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立
穴
非
圭
正
走
皮
只
矛
母

六画

来 53

老 53

耳 53

臣 54

面（西） 54 

而 54

页 54

至 54

卢 54

虫 54

肉 55

备 55

F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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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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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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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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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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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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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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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画

192 黄

[149] （婪）

[156] （卤）

[114] （局）

[ 177] （焦）

193 麻

194 鹿

十二画

195 鼎

196 黑

197 黎

十三画

198 鼓

[ 173] （电）

199 鼠

＋四画

200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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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画

[ 172]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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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 J 15 

（二） 检 于J • 表
（字右边的号码指正文的页码，带圆括号的字是繁体字
或异体字，字右上角带“。”的是非规定的归部。）

1 丐 418 （恻）。 131 ？皂 878 青 462 1406 冉 1090 

一部 廿 954 丘。 1072 893 恭。 456 （醺）。 1637 （栅） 131 

1531 不 333 丛 219 来 772 或 1603 （璧）。 1541 凹 13 

一画
五 1387 册。 131 七商 哥 438 颐。 587 1340 

（市） 1626 k主 1235 奉 396 高。 440 囊。 435 半。 36 
346 

五画
304 

市 398 武。 1390 806 耍。 940 出。 187 
丁

丐 902 （丢）。 309 表 86 孬。 940 壁。 1462 五至七画
1667 考。 732 茶。 夏。卅 1120 1297 1415 （醺）。 587 师 1178 

七 1020 老。 781 （畏）。 145 十画以上不 105 囊 939 曳 1530 
二画

有。 882 
共。 457 1650 焉 1503 939 曲 1076 

1121 亚 1501 友。 1588 （里） 1501 墓 679 意。 270 1079 
干。 419 亘 445 其。 爽。牙。 1499 601 1224 2 肉。 1108 

426 吏 804 屯 1334 1023 （聋） 257 
｜部

辈。 898 
丁 197 

1728 再 1628 （来）。 772 匙。 1246 县。 1423 
于 1594 

互 552 （互） 445 （柬） 310 （恿）。 1246 二至一画
串 203 

亏 762 
丑。 186 

在。 1629 
画 563 （渠） 1635 

上。 1143 
非。 375 

才 117 
四画

百 28 
事 1194 棘 610 

1143 
果 500 

下 1411 
未 1367 

有。 1588 
（两） 815 界 14 

也。 1528 
畅 150 

丈 1651 
末 884 

1593 
枣 1635 面 72 

丰。 387 
（罔）。 495 兀。 1378 921 

而。 344 
（面） 903 膜。 1331 

韦。 1359 
死。

肃。 1247 
1392 击。 598 

1238 
轰 665 （渺）。 1422 （仔） 1090 

夹 八画以上
与 1595 戈 630 

415 
（业）。 94 赖。 774 中 1693 

622 韭。 698 
1599 1701 

正 1667 
626 

亟 609 （毒）。 1206 ！脂 825 
1602 1670 1035 可量 6 内 943 

万 921 夷 1543 （韦）。 300 禹 1597 
甘。 421 八画 （需）。 1206 

尧。 1522 幽。 1581 
1350 世 1191 奏 1748 （葡〕 345 

书。 1209 
至。 1687 将。 644 

上。 1143 1附 1406 毒。 320 （疏）。 1075 四画
!l$ 167 648 

1143 本 61 甚 1161 暨。 620 
卡。 720 

六画 1047 
－画 （再） 1628 1164 爽。 1199 1036 

丰 387 
（呀） 1256 

北。 54 
艳。 1512 

（再） 1628 严 1505 
巷。 517 革童 252 

（晕） 70 
JT 1023 可。 737 巫。 1380 1434 颐。 1637 凸 1323 

鼎。 306 
开 721 739 求 1073 柬 635 霜。 1733 ｜日 699 

（肃）。 1247 
井 690 丙 93 甫 404 歪 1341 （聂）。 1581 归。 489 

理事。 595 
天 1290 左。 1755 更 445 甭 64 （］芭）。 1331 且 702 

夫 397 ~ 989 面。 903 匙。 1295 1055 
（移）。 595 

447 
398 右。 1592 1眶。 1394 噩。 342 甲 626 

（惕）。 150 
束 1216 

1608 布。 114 韭。 698 整。 1669 申 1157 
冀。 620 

7L 两 815 
元。 918 平。 1005 MN 昼 1706 （赖）。 774 电 292 

幽。 91 
795 

1381 灭 907 804 九画 臻。 1664 由 1583 3 

韦。 1359 东 310 （爽）。 415 艳。 1512 翩。 406 史 1189 j 部

Z王 1620 且。 702 622 泰。 1266 董。 1403 央 1514 一至二画

专 1718 1055 626 秦。 1058 （麓）。 795 （目） 1548 人。 1112 



16 ） 、「 CJ 飞 L 乙）十

义
匕。

九
乃。

千

毛
乞。

J,, 
（儿）

久

么

丸
及
义

1550 

697 

66 I 册
处。

934 

1036 J ＜她）。
1334 

~＇ 

199 I 务。

卵。

1027 

358 

698 

870 

884 
1520 

1346 

606 

阜。

质。

195 I 肴。

197 I 袋。

195 I 周。

1618 

131 

197 
311 

409 

1689 

1522 

279 

1704 

八画
拜。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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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士

始 859 （纫） 665 埔 115 棚 988 墩 547 （搏） 1720 壤 776 

扮 63 姆 926 1018 境 1328 垮 1346 （植） 1076 （檀） 1267 

386 蝴 14 埂 446 （焰） 728 （辍） 48 填 1224 （填） 776 

坎 728 墅。 1571 涉 115 淳 1729 （楼） 170 墟 1479 整 605 

现 1266 垄。 843 埠 515 培 984 喽 844 （填） 844 臻。 1664 
均 717 1主 250 埋 169 埔 1605 搁 447 攫 876 （签） 743 
坞 1392 六画 蝴 1188 （孰〉 1679 （榈） 447 （窃） 147 塞。 1578 
坟 385 型 1468 （琪） 21 蝉 1139 桶 998 149 壁 74 
坑 743 主 1522 埋 870 埃 1268 （墙） 1482 （垠） 1742 （蠕） 1114 
坊 367 娅 1498 873 垃 747 （草草） 940 （墙） 1260 （壤） 1492 

369 垣 1609 ±员 1492 域 252 堡 48 壤 731 缘 519 
块 756 垮 756 塌 495 增 1128 105 塘 1578 （横） 761 
（均） 14 革主 248 袁 1609 掘 753 1019 境 695 （摩）。 1497 
（宝） 1334 城 168 媳 1635 t参 162 壁 620 埔 1142 1502 
毕。 71 境 1051 士哥 823 壤 336 十画 （塾） 297 重 531 
坚 631 垣 303 坪 401 （墨） 341 添 456 驾鞋 815 十五画

坐 1757 咣 487 ＃有 1087 基 603 填 1297 t翌 821 以上
盒。 63 销 263 ＃于 1481 皇 1683 塌 441 竭 1056 （璧）。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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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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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 86 （藕） 789 弃 1034 63 奠。 75 贾t 348 （常）。 259 

藩 356 [30] 弃 704 奇 601 都 337 （或） 348 262 

（草草） 1072 帅部
界n 81 1024 （樨〉 337 斌。 1198 〈誉〉。 147 

（葱） 1625 
（帅） 129 

异。 1597 奄 1508 34 （焉） 1607 裳。 148 

十六画
31 

拿。 1509 奋 386 尤部 36 1148 

（薄） 1339 
寸部

弈 1555 苦苦 982 
尤 1352 小部 （辉） 579 

（董事） 1040 弈。 1555 六画 1583 1439 （赏）。 1143 

（蘑〉 804 寸 227 葬。 1632 契 1035 耀 1527 
尤 1583 少 1150 

荤 597 二至七画 弊 73 1451 （黛）。 261 龙。 840 1150 
（藏） 1004 才U 227 

（彝）。 1547 奏。 1748 
1才。 329 1包 821 尔 345 37 

1010 彝。 1547 栗。 1116 
寺。 1241 起 1352 杂 416 口部

蓬 1079 奎 763 
寻。 1492 

33 尬 416 （示）。 1211 口 749 
（蘑） 846 大部

聋 230 
尴 尘 159 

（商）
导。 264 爹

102 二曲
827 1640 

（毫） 寿 1206 大 238 就。 700 尖 630 吉。 465 
333 1642 

（瞒） 封 392 249 
杏。

尴 422 劣。 822 可 737 
1027 1165 

（藐）
耐。 935 一至四画 （杏〉。

（烧） 422 尽 684 739 
1246 1165 

孽
将。 644 天。 1290 

牵
（尴） 422 条 415 区。 1012 

957 1038 

衡 648 夫。 397 
（矣） [34] 

省。 1173 右 1592 
537 570 

（寐） 1246 1047 398 
奖 646 兀部 1468 占。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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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 1555 兀 1378 

雀 1051 16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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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 1112 穷 63 类。 791 一。 1608 

1087 1529 
7G 

（麓） 842 
射。 1155 515 葵。 493 尧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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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 898 622 奥 14 =I: 1540 党。 261 1276 

（冀） 102 32 626 奠 298 式 348 堂。 1273 功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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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 1116 开。 721 矢。 570 （奢〉 337 式 1193 辉 579 叹 1270 

蘸 1649 T斗T-o 583 五画 （樊） 73 i武 1280 棠。 1273 句。 460 

（藉） 860 卉。 79 奉。 396 （樊） 646 1282 尝。 164 461 

粟 957 异。 1552 卖。 872 瑛 1199 1330 171 706 

靡 898 弄。 843 奈 935 樊 359 试 250 赏。 1143 司。 1234 

（爵） 1558 962 奔 60 （蕾） 386 莺 1607 掌。 1651 召。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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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婷

姊

娱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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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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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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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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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

女 964

二至三画

奶 934

奴 962

妆。 1723

妄 1355

奸 631

如 1109

（妃） 139 
灼 1233

妇 408

声己 375 
好 519

521 

她 1259

妈 865

四画

妥。 1338

（般）。 1723

姊 1506

阮 1351

1609 

妮 1390

坛 1622

（姊） 1735 

妓 617

~IK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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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907

娃 1103

妖 1521

龄 682

姊 1735

妨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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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 958

拟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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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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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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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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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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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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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 1512

孚。 400

（李）。 1488

孜 1731

亭。 1431

学 1488

孟 895

孤 463

抱 43

事 963

六画以上

孪 855

孩 506

（碗） 903 

（系） 1254 
孰。 1213

擎 1733

孵。 398

（摹） 1488 
骋。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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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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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 890 （嫌） 1390 驳 99 驹 1278 1337 （翩） 1278 （罐） 566 

婿 1482 （婿） 651 骇 1374 骗 1249 （朋〉 1105 （踪〉 1743 567 

委 1395 （娓） 490 驴 851 骄 849 （联） 99 （际） 849 （踞） 1224 

十画 煽E 366 抉 713 掺 123 （歇） 1374 （阉）。 205 （攘） 1431 

嬉 463 （嬉） 565 五画 九至十画 （歇） 713 九画 （耀） 796 

（姆） 865 赢。 1573 鸳 963 莺 1692 五画 （踞） 589 (ft) 85 

（烽） 565 娶 75 驾 629 莺 1395 （胚） 991 （草草） 129 59 
姨 918 （婿） 1049 驻 991 琼 589 （扭） 1632 （屁） 1286 么部
嫖 1614 娘 569 驱 1632 提 1286 （驶） 1190 （跋） 1743 

么 1521 
媳 1404 （娘） 955 驶 1190 骗 999 （翩） 696 （飘） 356 

幻 570 
媲 996 （嫂） 6 驯 696 骏 764 （驷） 1242 （蝙） 999 幼 1593 
娼 1524 擅 1140 驷 1242 骚 1127 （蜒） 1338 （睽7 764 （兹）。 1732 
矮 6 （婴） 1570 驹 409 驾 14 （墨Ii) 1077 （骚） 1127 幽。 1581 
嫉 612 贼。 955 驹 703 蓦。 923 （尉） 409 （麟） 999 （茸v) 0 907 
嫌 1421 （媲） 934 骆 1746 腾。 1283 （刷） 703 （蠕） 1692 兹。 213 
嫁 630 嫖 1111 驻 1715 窍。 1040 （腔） 1715 （焉） 1395 1732 
殡 1004 燎 920 骇 1484 8原 1614 （舷） 1484 十画 （重量） 598 
（娟〉 955 （燎） 1004 驼 1338 联 1404 （舵） 1338 （萦） 14 612 
娼 174 耀 1301 马岛 72 骗 838 （踏） 72 （肆） 560 （集）。 786 
十一画 （嬉） 1164 驿 1554 骗 1140 （盼） 250 <U> 1614 787 

楚。 797 燎 1514 5自 250 ＋一画 1263 （蹊） 1404 1618 
要 1543 （嫩） 777 1263 以上

(jl)o 870 （躏） 838 箴 605 
要 1002 孀 1224 六至八画 骤 86 （焉） 963 （蹦） 1746 

60 
姆 1504 娥 1419 骂 870 1001 （藕） 629 （蹦） 1140 

＜«部
婿 1049 （嫖） 954 现 346 六画 （藩）。 923 

骏 1224 
嫩 946 （樊） 855 挠 1436 （草耳） 346 （腾）。 1283 （~） 1627 

骤 861 
（嫩） 946 57 驷 1562 （翩） 1562 （筹）。 1040 t旨 1628 

5且 218 
（媲） 1603 飞部 就 1159 （歇） 1159 十一画 ~ 1577 

骤 333 巢 154 
嫖 1000 骄 652 （路） 862 以上飞 374 5鼻 826 (i!l)o 1578 
嬉 1557 

[57] 
哥毕 560 

3居 144 （胶〉 99 （疆） 1077 

姆 555 骆 862 （骇〉 510 （蹂） 86 61 
戒部 骤 1707 

媳 148 骇 510 
骥 620 （麟） 998 1001 王部

（开自） 374 
嫂 873 骄 998 （属） 870 （牍） 1224 王 1352 

（饿） 356 骥 567 
877 荔 85 七画 （螺） 861 1355 

嫖 789 58 5丽 796 
弱 1224

（鹏） 171 （媳） 218 
骥 1431

－至四画

婶 1650 马部 骋 171 （除） 1326 （掺） 123 玉。 1602 

摘 280 马 866 骑 474 [58] 
（醉） 1464 （靡） 1436 主。 1709 

惨 787 二至四画 2余 1326 属部 （段） 1058 （麟） 652 可 304 

十二画 冯。 395 验 1513 （属） 866 （联） 4 （瞰） 333 矶 599 

以上 1009 骋 1464 二至四画 （骏） 719 （麟〉 826 劝 788 

（婆） 1479 驭 1603 骏 1058 （驭） 1603 八画 （曝） 144 （丢） 309 

（姨） 1092 闯。 205 骏 4 （£号）。 395 （联） 1025 （雳） 687 全。 1082 

1092 驮 338 骏 719 1009 （畴） 1025 （肆） 1554 开 422 

嬉 1402 1337 骥 1025 （歇） 338 （崩D 377 （朦） 1513 吁 1595 

燎 820 事II 1495 骑 1025 1337 （跺） 742 （蝙） 1249 江 541 

（娟） 1420 驰 175 2非 377 （革Ill ) 1495 （蹦） 474 （滕） 1707 弄 843 

（娴） 1420 驱 1077 骤 742 （驰） 175 （雕） 1727 （琪） 620 962 

（姆） 141 驷 1105 雅 1727 （默） 338 （草生） 1513 （撞） 851 玛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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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 698 咖 623 琉 838 理 1464 F婴 1570 （瑭） 861 （韧） 1103 

到 286 玻 98 琅 778 瑞 1117 （璐） 683 （璜） 1632 （草草） 1103 

记 1028 皇。 572 瑭 719 玻 328 瑰 218 （辙） 569 （载） 401 

汤 150 六画 望 1356 理 576 （璇） 217 [61] （棒）。 512 

1517 注 491 八画 琼 1085 璋 1650 玉部 （辗〉 150 

玛 869 现 346 璋 64 瑰 491 璇 1485 
玉 1602 （建） 1366 

洋 40 琪 457 琵。 994 璃 1602 廖 1075 程。 713 （疆） 1624 

政 398 南 1476 或 1391 瑜 1598 草草 1258 莹。 1572 （摔） 1365 

玩 1347 硕 1477 琴 1059 王量 1616 就。 577 
经 1405 （辅） 32 

琦 1364 城 169 琶 971 谛 290 （理） 838 
望 263 （串串） 72 

环 567 珊 1500 琪 1026 磋 227 敬 691 1272 （韬〉 1276 
E牙 1500 lllt 212 瑛 1570 贯宣 1483 瑛 1017 

（篷〉 1572 （辍） 1341 
说 1003 216 琳 826 （璋） 578 豪 691 

望 839 64 
现 1423 就 487 琦 1026 588 珞 359 

（童〉 木部263 
·玫 886 挡 260 琢 1731 瑕 1411 磷 826 

1272 木 926 
所 671 珠 1707 1755 （瑭） 910 草草 1254 

璧 75 一幽
哥A 217 班 1308 （蹭） 1645 

（璋） 1364 (f哥） 1494 
（重） 1405 未。 1367 

吩 90 响 1434 到F 59 
璐 887 澄 275 

壁 1376 末。 884 
384 珩 536 淑 197 （魏〕 599 

琼 1723 62 921 
沧 1046 现 1522 珑 552 

瑞 942
噩 342 

现 1618 （现） 985 混 765 十二画 无部 本。 61 

政 910 殉 1494 谬 861 
（要） 1173 

以上 无 918 术 1216 

1374 珞 862 难 1363 
＋至

E茸 1130 1381 1708 

玫 713 E争 163 （调） 299 
十二画

瑞 569 [62] 札 1641 

(jlli)" 1352 改 658 琼 1072 
臻 1664

琛 126 究部 二画

五画 琉 180 斑 33 
璇 13

玻 1078 朽 1476 
2民 1034 

还 713 班 32 谈 151 1 
（弱） 869 

（瑶） 260 朴 1000 
恶 4 

法 356 芹 578 （磁） 356 
璜 892 

璐 851 101 1 
既 618 

坷 735 588 琼 219 
璃 684 

澡 1635 1012 
（航） 596 

珑 842 璋 677 淀 298 瑾 1572 
（琅） 567 1017 

暨 620 
坪 1010 碍 1494 南 482 琪 1297 

（琪） 1595 扒 18 
（噩） 125 

站 297 琅 1563 琉 1350 1666 
激 657 机 599 

63 
王且 1750 琢 806 （嘟） 778 ( .EJ!) 811 （玻） 6 柏 804 

坤 1159 现 1480 琛 158 （琪） 1257 遭 1270 
韦部 权 1081 

（珊〉 1137 七画 球 849 （谭） 72 王基 1027 韦 1359 朱。 1707 

可t 250 珑 683 瑭 703 瑶 1524 濡 1116 
韧 1103 朵。 337 

珩 1013 球 1074 九面 磋 6 （璃） 1485 张 150 （荣〉 337 

珍 1662 珠 770 珞 209 （瑭） 1046 （嗖） 1072 
被 401 一画

玲 829 语 1387 瑟 1129 （瑶） 838 （藤） 797 桦 72 杆 422 

〈琼） 1662 瑭 811 （璋） 250 璃 797 （臻） 806 桦 1365 423 

砾 806 琐 1257 湖 551 瑭 1274 （瑾） 1572 
韩。 512 （朽） 1380 

珊 1137 理 170 珠 813 E在 1107 琐 1632 温 1624 杠 427 

到P 839 （琉） 1423 碱 634 （玉民） 1257 （琅） 491 题 1366 429 

王主 1420 理 799 （琪） 1477 瑾 679 （草草） 842 辅 32 杜 323 

1484 南 1487 五E 1286 璜 576 璀 484 韬 1276 材 118 

琐、 72 诱 1476 （璜） 150 （瑜） 892 （琐） 1570 [63] 材 225 

珉 910 玉手 402 1517 E害 1324 理 1453 章部 软 286 

王吕 1150 珞 512 E冒 884 璀 224 嚷 1431 （章） 1359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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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814

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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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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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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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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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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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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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
掉
惧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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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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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司歹夕车（辛）草 37 

亵 86 狰 1668 1448 67 [67] 辄 344 磷 826 

献 1426 狡 654 猥 1365 歹部 夕部 较 1691 磁 1254 

献 1588 狞 1208 猾 1369 
歹 248 祭。 126 就 487 辅 729 

类 13 狱 1603 猪 1328 
二至四画 餐。 123 轿 658 辗 569 

（默） 248 猝 853 猾 560 
页。 822 68 

轿 1705 571 

（樊） 72 狠 534 猴 543 
死 1238 车｛事）部

轮 1084 ［倒］
（樊） 646 狲 1254 揄 1602 格 849 草部鼠。 1247 车 155 
（默） 1209 七画 （猿） 1614 较 658 

获。
歼 631 702 晕。

（草） 155 
（献） 1426 596 （猫） 1584 1620 

（妖） 1521 一至四画
702 

[66] 浙 1691 猖 887 1624 
吸 922 轧 415 一至二曲

5 部 俨 1422 2柔 940 七至八画
（轧）五至六画 1501 415 

（狭） 1410 ＋至十一画 辄 1659 
二至四画

猩 72 猿 1664 残 124 1641 辅 405 
1501 

执 1073 
（猝） 515 （猜） 869 殖 221 库。 1153 辆 818 

1641 

犯 364 
（狠） 56 猿 1614 殃 1514 轨 492 主主 953 

（轨） 492 

歼 9 
狸 795 （漠） 924 殇 114 1 军。 716 辘 494 

（犀）。 1153 

510 
5自 711 （狮） 1179 珍 1297 轩 1482 辆 1355 

（军）。 716 

矿 488 
狰l 806 猖 1524 殆 251 软 250 税 948 

（轩） 1482 

码 869 
3幸 1597 （源） 1254 殊 1211 辄 1618 掠 815 

（轶） 250 

狂 760 
捡 1422 猩 224 殉 1495 韧 1103 辖 482 （辄） 1618 

犹 1584 
猎 1563 （狱） 1603 毙。 72 轰 537 辍 211 （韧） 1103 

狈 56 
狼 778 猿 1650 七画以上 转 1718 韬 1732 （朝） 1103 

狄 279 
猝 510 猿 695 硕 1623 1720 辈。 60 四至五画

组 960 猎 940 獗 715 残 813 1722 辉。 579 （辘） 341 

Z乱 544 
5最 1250 撩 820 拜 1001 扼 341 晕。 579 （斩） 1645 

犹 1623 八面 （猝） 518 殖 1199 斩 1645 九至十画 （赖） 1024 

五至六画 猜 117 （猿） 596 1683 轮 858 毅。 465 （教） 1115 

B:; 991 猪 1708 青蒙 895 （残）
极 1024 470 （勒） 465 

124 
狸 702 猎 823 獗 1260 软 1115 揍 220 （刺〕 735 

掰 255 
狮 1410 猫 879 （猿） 711 五画 辐 403 739 

殖 610 
往 1172 猜 1543 （猫） 320 轴 465 辑 612 （鞠） 1705 

赌 1290 
1463 犹 1438 （猴） 1422 何 735 辐 1370 1706 

殡 586 
狐 549 猖 144 （猜） 758 739 革盾 209 （帜） 1687 

（殆〉 1255 
5尔 1421 ~ 861 懈 1453 铲 847 输 1212 （轶） 1555 

狗 461 （涮） 1691 十四画
（殖） 1623 

轴 1705 精 （瓢） 465 1588 
9包 981 狼 948 以上

殡 187 1706 较 （捋〉 549 1108 
狞 957 猪 1152 （猾） 1421 

殡 91 
m、 1687 智。 986 （穆） 1665 

狄 1593 2型 549 猥 1492
事皇 684 轶 1555 辍 1614 （朝） 1522 

拂 379 5京 687 （磺） 488 （掰） 1290 辄 465 辖 1411 六画

劲E 623 猝 222 （猝〉 957 （殇） 1141 抨 549 辗 953 （裁） 1628 

狼 993 狲 897 （狠） 823 殖 1557 毫生 1665 1646 1630 

狱 1106 猛 894 （猢） 1260 （殖） 586 革乐 806 舆。 1599 （轼） 1198 

狭 1410 九画 猩 597 （那） 255 辐 1522 十一画 （帽） 344 

狮 1179 2突 1502 猩 567 （题） 645 轻 1062 以上 （鞋） 1691 

1直 1555 猢 551 （搁） 897 （燎） 813 六画 辘 850 （就） 487 

独 320 5查 137 （猿） 1422 （毙）。 72 载 1628 穆 653 （赣） 1705 

绘 758 猩 1464 （猥） 861 （嚷） 91 1630 辘 441 （鞋） 1084 

（狗） 1495 猾 531 狸 715 （娥） 631 轼 1198 辙 1659 （略） 849 



38 事牙戈比瓦止支欠日（臼）

（较） 658 （蠕） 344 拢。 1047 71 此 215 1555 敷 398 
（最）。 1620 （蠕〉 658 哉。 1628 比部 步 115 六至七画 （数） 1215 

1624 （辙） 1659 咸 1420 
比 66 武 1390 敖 13 1218 

七至八画 （麟） 826 威 1357 毕 70 歧 1024 致。 1691 1234 

（辄） 1659 （隧） 1254 战 1647 些 71 肯 743 敌。 279 （敞） 279 
（辅〉 405 （韬） 729 盏。 1645 昆。 765 

齿。 176 效 1447 整 1669 
〈章里） 1062 （辍） 569 栽。 1628 皆 661 些 1447 枝。 899 （敦） 324 
（鞭） 1348 571 载。 1628 ~ 72 

歪。 1341 赦。 1156 1555 
（荤） 953 （矗） 537 1630 毗。 993 

耻。 176 教 652 （做） 811 
（辙） 1659 （串串） 806 （裁）。 1627 （昆）。 993 能 1735 658 （毙） 72 
（辆） 818 （草草）。 986 E星。 1603 毙 72 

箭。 1742 救 700 麓 1403 
（辍） 494 （幢） 847 戚 1021 琵 994 （葳） 1253 （敖） 100 （盖） 795 
（辆） 1355 69 夏 415 72 雌 215 敷 178 1406 
（朝） 948 牙部 626 瓦部

（茵）。 176 敌 1602 〈教） 1447 
（翰） 858 

牙 1499 盛。 170 
整。 1669 （败）。 31 1489 

（棘） 815 瓦 1340 （座）。 801 敏 911 （擞） 1597 邪 1449 1175 1341 （帮） 482 
1527 八至九画 （蜻） 489 （敛） 1480 （徽） 0 888 

（辍） 211 旺 1038 
董事。 1004 敛 811

鸦 1498 截。 1742 （篓） 79 
H瓦 967 

（韬〉 1732 
牙古 530 裁。 119 （塑）＇ 0 1004 放 337 75 

（辈）。 60 
瓮。 1376 敝 72

雅 1499 载。 614 号E 829 
74 日｛曰）部

（辉）。 579 
1501 惑。 597 支部 （殷） 1028 

（晕）。 579 （鸳） 1350 （臀）。 1028
日 1616

掌 164 （晏） 626 瓷 213 （占主） 290 
敢 424

日 1103
九至十画

（揍）
171 践。 610 瓶 1011 （敛） 1480 一至－画220 JI.画以上

（辐）
（猾） 1498 （魏）。 598 瓶 174 被 1322

（散） 1125 l日。 699
403 

（醺） 1115 70 612 （颐） 428 （毅） 336 
1126 且 256

（辑） 612 戈部 戳 728 辄 132 （殷） 323 
散 1125 早 1634

（辑） 1370 戈 437 （盏） 1645 吉瓦 116 敲。 1051
1126 晃 770

（辅） 209 一至二画 战 276 fi 1664 （颐） 1077 
敬 694 旬。 1492

（输） 1212 戈。 630 戴 419 警E 1706 [74] 敞 149 旨。 1684

（辅） 1588 戊 1392 戮 764 （莓〉 213 交部 敦 332 音 415 

（草草） 1108 （戊） 1619 十画以上 罄。 894 二至五画 333 旭 1480 

（鼓）。 465 戎 1105 
截。 668 （赢）。 806 （玫） 732 教 1447 奸 426 

470 戌 1081 截 638 （瓢） 1720 收 1199 1489 旱 514 

（赣） 1614 1477 减。 1632 （颐） 967 攻。 455 臂。 1031 吁 1477 

（辖） 1411 戍 1216 （箴） 1047 甏 65 攸。 1581 赘 796 时 1183 

（辗） 953 成 164 1050 （靡）。 806 改。 416 （敖） 1515 自 143 

1646 划 559 （战） 547 曾瓦 1640 孜。 1731 敖 656 旷 761 

（舆）。 1599 563 1406 航 256 败。 31 （散） 332 肠 1517 

十一画 戏。 547 戴 1512 （窑）。 1376 牧。 929 333 四画

以上 1406 戮 851 臀 996 放 32 数 1215 者。 1659 

（搏） 1718 一至七画 簸。 605 （瞿） 1570 放。 371 1218 昔 1398 

1720 戒 671 （峨） 1647 版 1512 政 1674 1234 杳。 1524 

1722 我。 1377 戴。 252 73 故 471 童基 797 （霄） 208 
(I[) 0 1631 或 595 （践） 547 止部 败。 1296 褒 176 Sf 1356 

（辘） 850 （斐） 630 1406 止 1684 （敏〉 751 1238 臭 522 

（穆） 653 fti(; 1047 谶。 500 正。 1667 （败） 911 （声音） 882 炜 1364 

（辅） 441 1050 戳 211 1670 教 324 （篷〉 882 三t三童< 1268 



日（曰）田贝只 39 

果 435 昵 949 替 1289 十至 （晦） 842 贱 641 厕。 1514 

f美 1638 昭 1654 （暂） 1400 十二画 曦 1403 贴 1302 赔 259 

昆 765 弄 81 暂 1631 竭。 1056 囊 939 规 762 赠 1640 

昌 144 咎 1631 晴 1069 暮。 930 （瞩） 1135 贻 1544 赞 1631 

现 1424 澜 149 暑 1214 （售） 147 [75] 贷 251 费 1620 

眸 1391 （昏） 587 最 1753 （暇） 949 田部 贸 884 赌 1140 

异 1172 六画 （唉） 1575 （障） 1531 
（胃） 883 费 380 赢。 1573 

（异） 1165 誉。 1025 晰 1400 （畅） 150 
冒 883 贺 530 赣。 426 

昕 1457 晋 682 量 815 暧 6 922 六至七画 [76] 
阪 35 （蕾〉 682 818 霄 435 

辞 1480 费 1690 员部
明 913 （峙） 1183 • 1511 （胃） 522 励。 1481 

贾。 469 
（具） 56 

吻 548 恒 1486 （畸） 10 琪 916 
冕 903 

627 

易 哭。 黑
二至四曲

1554 晒 1135 696 1422 货 1732 

向 1622 展 169 晦 1731 （暂〉 1631 
76 

贼 1638 
（桌）。 1661

昂 12 1175 品 688 题。 1286 只部 贿 585 
(j!ij) 1636 

曼 910 晓 1445 踢 1555 蟆 515 贝 56 赂 849 
（负）。 407

肪 371 睦 1691 腆 1297 暴 51 二至四画 赃 1632 
（臭）。 1624

只 493 晃 576 暑 493 1019 贞。 1661 骸 416 
（黄）。 458 

696 577 晾 819 障 1650 则 1636 贝恩 683 
（奠）。 1256 

驴 554 哗 1531 景 691 璇 1485 负。 407 赁 827 （财） 118 

沓。 232 晌 1143 胖 1753 （巍） 1433 贡。 458 资 1732 （她） 1544 

1260 晃 154 H提 1139 （磨）。 801 员。 1256 资 774 1554 

昏。 587 咳 416 智 1691 （晓） 1445 员。 1609 赚 1075 
（虽）。 1609 

（告） 1183 晏 1513 普 1018 瞎 1402 1622 赈 1666 1622 

五画 晖 578 曾 133 障 1557 1624 除 1152 1624 

春 208 晕 1620 1638 （套） 1268 财 118 八画
（展）。 1408 

杏 1165 1624 九画 噢 1607 她 1544 资 604 （责） 1637 

（杳） 1165 （菁）。 1209 题。 1366 婴 1657 1554 赏 1143 （欺） 31 

昧 890 七画 （魁） 1422 眼 1334 质。 1408 赋 412 （贩） 365 

里 1197 首 1659 赚 637 瞠 1316 责 1637 赌 1069 （贬） 78 

（呈） 1197 曹 128 （腰） 964 瞰 158 贤 1419 赌 323 （货） 595 

是 1197 （晰） 1659 （畴） 1517 十画 败 31 赎 1213 （贪）。 1266 

（柄） 94 匙。 176 喝 1527 以上 账 1652 赐 217 （贫）。 1003 

局 94 1199 暖 964 E董 894 贩 365 巅 72 （黄） 483 

胧 842 脯 103 星 570 曙 1216 贬 78 厕 1705 五画

显 1421 晤 1395 暗 10 （暧） 6 购 462 赔 984 〈或）。 348 

映 1575 晨 161 阳 447 膏。 1639 贮 1715 贩 256 （黄）。 61 

星 1463 （~归） 1424 （陋） 447 （题）。 1286 货 595 度。 446 72 

跌 303 （局） 1481 瞪 1483 （煌〉。 1366 质。 1689 贺。 219 （黄） 1197 

1555 曼 875 （晦） 578 （雹） 154 贪。 1266 九画以上 （员占） 1302 

昨 1755 晦 586 （晕） 1620 （曼） 303 贫。 1003 赖。 774 （规） 762 

珍 1665 稀 1399 1624 眼 1023 贯 483 R冒 396 (j!'J') 1715 

岭 829 晗 512 H段 1411 瞟 1492 五画 赘 1728 （贻） 1544 

向 1480 晚 1349 （晾） 1364 （磺） 761' 戒。 348 赠 414 （黄） 493 

易 528 日良 779 睽 764 璀 1527 责。 61 赚 1723 （寅）。 870 

局 883 峻 719 （舍）。 583 曝 52 72 1752 （贷） 251 

垦 1603 （董） υ 1706 756 1019 赏 1197 赛。 1120 （贸） 884 

眩 1486 八画 雷 911 （暨） 303 贵 493 颐 1637 （费） 380 



只水 140 

1315 

1562 
582 

131 
1707 

1404 

1422 

590 
401 

412 

1420 

642 
618 

1543 

1481 

970 
974 

585 

758 
1036 

1277 
1361 

1494 
1471 
648 

916 

862 

834 

613 
618 

1439 

143 
180 

1517 
1010 

898 
1705 
588 

552 
1480 

浓 962

津 677

得 1494

j尽 682

浏 1114

七画

涛 1276

浙 1660

洽

洗

洗

淘

（淘）

海
洛

洛

洲l
济

洒
洒
测
诛
洗

涎
讲
泊
懈
旷
恤
派

泼
沪
流
洋
游
沫
洲
浑
浒

活

袱

淦

民
J
W
A
『
a
u
a
u
a
u
a
u

，
，
。

ι
Q
d
Q
d
Q
U
O

－w
n
u
n
u

’

E
F
b
q
d
7

’
’
’

7
’

A
吨

n
u
n
u
n
U
F
b
2
J
R
U

，
，

Q
d
R
J
W
Q
J
W
R
d
a
”f
n
u
n
u
1
E

写
d
q
J
W
Q
J
V
吨
，

R
u
q
ι
n
u
7

’
’
’

n
u

民
J
V

138753579744184529138964634463164B6822851688531 
吁J
n
u
a

斗

n
u
d
n
u
d句
S
a
u
叮
向
巴

F
D
n
u
d
n
u
d
n
u
d
句
3
F
h
d

户
O
F
O
n
u
a
w

民
M
A
U

呼f

句S
F
O
T
J

句S

俨D
F
D

《U

唱
l

句3

句3

句S

坷
，
＆
a
u
T
n
6
R
u
n
d
F
O
n

，
L
F
0
·
t
a
u
T
A

斗
『

f

句3

1
1
1
1
1
1
1
1
1
1

画

1
1
1
1
1
1
1
1

六

) 

泯
沸
涨
沼
训
波
泼
泽
泾
治
涯
洼
洁
湾
浑
洪
悟
出
液
酒
消
涌
湾
植
被
冽
泱
演
烧
沈
祯
狮
洗
澳
浊
洞

( 

注
泣
法
洋
泞
沱
泻
泌

泳

泥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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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788

m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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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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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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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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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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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部

水
（永）。

永。

毯。

由。

余。

余。

录。

沓

（赛）。

（赘〉

（醺）
（厦）。

（腮）

（赠）

（赞）

（黄）

（瞻）

（赢）。

〈贼）

（巅）

（越）

（赣）。

（蛮〉。

()jf)" 

（脯）

（贼）
（赣〉。

(JI)" 

（鬓）。

荣。

泵
泉
浆

2比
布’陈

（森）
额。

（袋）

尿。

沓

（黄）

（贼）

（贿）

（胞）

（赂）

（胶）

（赁）
（资〉

（朦）

（赈）

（除）

（蜜）。

（震）。

（寅）。

（簧）
（寅）。

（蜜）

（责）

（黄）

（赏）

（赋）

（蜻） 1069 

（赈） 1652 

（赌） 323 

（烧） 641 

（赐） 217 

（调） 1705 

（赔） 984 

（胶） 256 
（寰） 1689 
（虔〉。 446

（簧）。 219

九画以上

（赖）。 774

（员冒） 396 
（黄）。 683

〈赘） 1728 

（费） 604 

（麟） 462 
（膊） 414 
（赚） 1723 

1752 

（贺） 530 

六至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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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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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90 

90 

1185 

1631 

872 

774 

604 

1419 

1143 

412 



41 

423 

1438 

776 

1022 

634 

642 

1329 

128 

1219 

1219 

967 

969 

999 

1001 

1001 

210 

1692 

847 

549 

86 

844 

876 

1557 

864 

1260 

499 

571 

224 

183 

1223 

426 

813 

1597 

1708 

1543 

620 

552 

1480 

494 

850 

1650 

143 

278 

1485 

1520 

1511 

554 

425 

激

潇

没

漆
（渐〉

。粤）
糟

（漱）

漱

(j匾）

猾

（滞）

（滴）

涛

漉

（凄）

漫

澳

漂

草草。

激

（渝）

满

满

深

（滞）

（滚〕

漉

漳

（渡）

滴
游

漾
演

（瘾〕

澈

（涵）

滤

摧
潦

漂

73 

280 

1476 

1728 

1477 

1180 

1562 

406 

1276 

1401 

127 

1376 

1376 

1564 

834 

840 

855 

522 

595 

1447 

796 

494 

1274 

978 

198 

1482 

1557 

1250 

90 

1159 

1106 

1735 

916 

660 

951 

956 

t萤 1693

滩 1267

濒 1606

1!i!, 1578 

十一画

（渍） 1742 

渴 1504

激 660

（漠） 513 

潢 576

（~前） 874 

潦 1573

法

（？修）
满

（擎）。

澳

（狮〉

激

溢

滔

溪

（淮）

渝

（法）

溜

深
滴
溺
激
漓
滚
滤
谤
滔

溢

溯

滨

（淡）

溶

浮
溟

沼

溺

44317788811701599749402649342089817473405779299 
a
句
句

3

内S

户
口

n
3
n
o
n
6

’
t

『J

’
l

户
。

n
o
n
o
n
u
n
g

『J

吁
，
句
，
‘
，

t
r
D

户
。
严
O
a
q
r
D

吁
，
哼
J

巧
，
也
0
0

咛f
n
g
F
D
n
U

噜
l
a

句

n
u
’

l
n
u
n
M
U

’

t
n
6
F
h
d

『J

哼J
F
D

句
，
也
o
o
r
3

0
0

户
口
『
，
句

3

内
，ι
a
u
寸

F
D
A
U
T

句3
n

四
句

3
n
o
a
q
a

斗
唱

1
F
h
d
r
D

－

1
F
D

《U

户O
A
U
叮
叮
J

’

t
n
o
n
o
n
H
d

户
。

F
h
u
n
d
q
ζ
n
M
u
n
U
A
A
寸
。
。
，

t
n
3
F
h
J
V
F
O

噜

l
n
O

叮f
r
D

内4

户
。

E
D

句3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十

) 

燃
涝
涝
滔
滞
憧
憬

( 

楼
瀚
滋
渴
渐
渲
潭
溉
渥
滑
津
漏
渭

满
温
摄
满
济
漠
渭
漳
滇
漆
涎
溥
涌
深
游
减
涯
源
浑
滤
滥
混
渴
演
酒
激

1430 

1640 

101 

73 

1504 

1562 

635 

903 

663 

1662 

704 

1188 

906 

131 

1141 

1272 

1180 

1369 

1173 

739 

1369 

586 

764 

1328 

643 

560 

975 

656 

1073 

956 

1245 

1607 

576 

1481 

1598 

1511 

1613 

123 

987 

392 

612 

1346 

210 

1308 

324 

1586 

1642 

889 

（减）

洒

？曹

（滇）

澳

淀

渺

（泪。）

（渴）

端
溅
滑
湃
漱

响
白
澳
洲
渔
淑
渝
辟
泼
泼
溢
满
法
湾
滔
淳
渡
游
淫
浅

湿
温
渥
渴
渭
溃

湘
渣
渤
泪
湿

1377 

1660 

566 

426 

857 

1439 

1607 

1564 

693 

988 

378 

1597 

1278 

1504 

549 

814 

818 

210 

1531 

224 

403 

1594 

1605 

39 

257 

219 

298 

483 

1378 

1608 

（汲） 791 

深 1159

禄 849

捕时 1222 

涵 512

渗 1165

淄 1732

九画

（凑） 219 

濒 543

渍 385

湛 1649

港 429

深 1452

滞 1692

潜 1260

深 1572

湖 551

涮
淮
淦
渝
淆
渊
淫
浮
湖
视
渔
淘
泊
惚
谅

淳
液
情
付
清
淤
清
滥
淡
深
淀
泊
流

，
，

n
g
q
J

唱

l
q
L
n
3
9
3
n
u
n
y
q
L
o
o
a
U
A

咛
句
’
』
区
－
u
q
J
n
3

句
，ι
F
h
J
V
C
U
7’
《

U
9
3
2
J

。
L
n
U
A

“T
n
刀
’
l

。
。

A
『
巧
’
ι

。
L
A

吨
’
’
句
’
』

F
D

句
ζ

。
。

n
3

向
明d
R
d
7
J
n
u
9
a

’
J
E
U

7
’
？
’

α
υ

只
》
民
l
v
q
L
R
l
u
a
u
7
’

4
，

t
B
Q
d

民
U
A

－E
Q
d
t
t
q
ι
A

『
。

L
q
L

。
ι
n
u
7

’

A
咱E
q
L
n
u
n
u

。
，
』
。
ι
7
’

q
J
A

吨

q
d
A

屿
，
1
E
A

句
『
／

9
4
Q
U
Q
υ
Q
J
W
Q
d
Q
d
q
l
u
n
u
7

，
。

ω

57666191527407278508847235570066602925554925914 

1
1
1
1
1
1

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t
、

EJ 

) 

清
渍
添
活
泼
鸿
漠
淋

( 

渐

（沫）

淤
渎

涯

淹

告在

（凄）
渠。

渐

（浇）

流
浪
浸
涨

淑
掉
淌
涣
混

洞
湃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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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古屋）

845 I 渲
澈
澜

潜
游

1651 

1652 

灌 842

渗 819

（渗） 1165 

滩 1363

十二画

（漂） 665 

渥 971

潜 1043

（浇） 651 
（濒） 543 
（渍） 385 

7首 1219

澎 987

988 

涟
撕
澈
满
潮
潜
淆
滤
潭
獗
潦

（摆）

（理事）

（谧）

（润〉

（洞）

（溃〉

激
激
酒
襟
浦
津
满
满
澳
潘
渴
浩

（涝）

（溥）
潺

（渎）

澄

1316 I ＜滥）
158 I ＜滴）

776 I 濡

1016 I 溶

826 I ＜淆）
787 

1494 

1496 
170 
276 

（商量） 1011 
满 1607

十三画

漫 597

（漾） 893 
（滑） 571 

l 渥 1971260 I 
｜（滴） 1129 

1238 I 
｜激 774

1120 I 
l 浮 831

1351 I 
i 濒 90

154 I 
｜滤 709

1138 I 
｜滩 1252

1138 I 
｜（袍）

587 ' 

1269 

715 

786 
820 

1622 

1043 

1129 

1117 
642 

满

澄

（漉）
澡

（浑）

漂

（澜）
海

激

764 
586 I （淆）

110 I 糖
170 

1361 

1390 
1151 

1409 
523 

幅
附
渲
潦
瘫句3吁，

（猿）

游

903 
1173 
851 
800 
962 

1635 
1637 
569 

1730 

777 I 渥

898 
1111 

719 

718 

1496 

263 

767 
1180 

1392 
1017 

519 
613 

1453 

847 （温〉

溃

（漉）

1423 I ＜酿〉。

二至七画

观肉
，
也
饨
，ι

句3
A

斗

pono 

满

〈潦）

灌
（澜）

漏

渝

1223 I 魁

规
觅。

视。

舰

览

1573 

1573 

484 
776 

621 

813 
1620 I 倒

觉75 I ＜激）

滚 1091 

1092 I 观

规
舰。

（癫）

j萦

523 

791 

618 I 漠 387

（襟） 1s12 I 邃 638

（溃） 90 I ＜渭） 896 
（淳） 958 I 十八画

（漳） 682 I 以上

（涩） 1129 I ＜潺） 1156 

灌 1131 I 濡 1044 I 规

（滩） 1363 I ＜灌） 392 I 舰
十五画 ｜灌 1019 1 觑。

（清） 322 I 濒 523

激 410 I c糠） 796 I 银
（溅） 1100 I c 瘤） 353 1 额！
（滤） 855 ｜（溅） 1261 1 盖亚
瀑 52 I ＜漉） 1119 I 觑

1019 I c 溃） 1632 

643 \ c 漠） 776 
862 I 濡 22

（溅）

（澡）

1199 I 溅
漓605 

585 
758 
259 

1269 

Cr鲁〉

(jjlj) 

渥

瘾

（漫）

142 I ＜满）
011 I ＜潘）

1453 

1578 
298 
996 

15 I c濒） 1606 
十四画

（渴） 542 

〈濡） 1276 

1011 

500 

1403 
848 

834 

1572 
1451 

1163 

＋六至

十七画

瀚 515

（潇）

（懒）

（渥）

（濒）

1438 
774 
805 

90 I 豆 638 

479 

483 

1512 

（银）

（就〉

（觑）

（兢）

（窥）

140 I c觑）

490 

899 

1196 

776 

860 1 c觑）
658 
713 

1242 

618 

（觑）

（觑）

642 IC霓）

规 1404

八画以上

舰。 694

818 

280 
1297 

903 

1297 

1599 

（蕾）。

（竟）

（眼）

（觑）

（截）

903 I 特

1297 
1599 

1057 

1070 

463 

618 

684 

1078 

1081 

1078 

1081 
643 

1078 

1081 

658 

713 

492 

776 

860 

280 

479 

79 

牛｛非）部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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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684 

1078 

1081 
稽。 492

[78] 

克部

（规）

（霓）

（冕）。

（视）。

（幌）

（现）

（兢）

（觑）

（兢）。

（截）

（觑）

638 

1423 

1512 
490 

899 

899 

1196 

1242 

1301 

1404 
694 

818 
323 

1297 

二至四画

化 1005

牟。 924

929 

926 

877 

1259 

1103 

882 
929 

1393 

368 

牡

牛亡

（她）

切

牛毛
牧

物

彷

（抵）

华
特

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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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1399 

1742 

七至八画

梧 1391

咙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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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

犁

（牵）

彝

（彝）

楼

椅

棋

键

220 

796 

1038 

61 

60 

322 
604 

708 

634 

1043 

（擎） 796 
犀。 1401

九画以上

骗 997

（镑） 877 

稿 734

（肇〉

（声音）。

棵

主整

（销）

（楼）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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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I c澜）
（摞）

j舞

楼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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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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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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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见部

五至六画

140 I 牵。 862

牵。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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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80 

字部

子 1201

五至八画

（挚）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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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 1690

（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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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

拳

（挚〉

擎

931 
931 

855 
1084 

931 

1119 

1133 

1256 

掌 1651

雾 971

掣 158

九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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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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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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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

授

捻

捻
拥
掏

措
掉
掳
捆

振

（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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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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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抱
蹦
捡
挫
捋

拙

（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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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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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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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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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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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

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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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撬）

（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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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I ＜捆）
265 

1391 摧

198 I 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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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

（揽）

撩

（掷）

摘

摔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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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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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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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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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

撬

揭
稽
撤
撞
撤
撑
捞
搏
搏
撰

（撩）

（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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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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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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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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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攘）

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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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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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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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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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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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画

（撞） 1262 
（攘） 265 

（擒） 265 
捕 1112

（搁） 438 
440 

1469 
949 
766 

1284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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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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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I 摒

（援）

（撩）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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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

（癫）

（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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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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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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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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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 843 
（攫）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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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 1091

十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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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立穴足 E 皮肉矛来老乡耳 53 

麻 866 （瘸） 204 痛 791 意。 1556 窦 319 颇 1012 章喜 962 

嫁 1709 瘤 839 （癫） 1668 （廉） 811 集 736 （披）。 939 摆 22 

癖 380 瘾 612 癫 291 竭 668 （窝） 1377 续 225 苦费 979 

痹 73 瘫 1267 （癫） 771 端 325 直在 1246 （鼓〉 469 （赣〉 844 

痛 473 十一至 774 （斓） 1120 窟 753 （鞍） 718 （捞） 787 

痴 174 十二画 （瘟） 806 （兢） 694 苦苦 1599 （颇） 1012 模 1582 

瘦 1366 瘦 576 （瘾） 1567 （赣〉。 426 窑 1492 爱。 74 （檀） 22 

痰 1602 凛 86 〈瘦） 1574 赣。 426 1569 （籁） 1706 （穰） 86 

（瘁） 73 （瘦） 845 （癖） 1486 （赣）。 426 窦 709 （版） 1640 穰 566 

瘁 225 凛 862 瘟 1079 117 （~） 1340 120 糖 924 

瘩 983 瘦 1574 （寐） 1577 穴部 （第） 1071 只部 123 
986 （瘾） 1746 （癫） 1267 穴 1487

~ 1602 
葵 493 老部

提再 1594 燎 1644 （癫） 291 
－至六四

（窑） 1522 
登 274 老 781 

瘁 255 瘁 1652 （瘸） 88 （烹） 1522 
（哥哥） 349 蕾 1025 乞 1340

259 （痛） 845 90 究 697
（窥） 763 

凳 276 毫 884 
痰 1269 瘾 842 116 穷 1071

（窦） 709 
121 （萄） 461 

宿 482 瘾 1567 （鸡） 301 
立部 空 744 矛部 垄 303 

掺 1165 瘸 1086 （窟〉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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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 1402 矛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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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 帘 809 窿 842 柔 1108 3比部

1693 痴 34 产 142 岁 1399 寂 760 矜 481 考 732 

瘩 232 （瘤） 839 
一至六画 穹 1072 （戴） 223 677 老。 781 

248 （瘸） 805 妾 1055 （弈） 691 （簸） 1053 1058 孝 1445 

瘸 771 〈燎） 819 竖 1217 突 1323 （寅） 319 （荡） 1392 者 1659 

瑾 1557 （瘸） 1420 亲 1057 穿 199 （窜） 1635 稍 1234 萄 461 

（瘾） 965 （瘟） 255 1070 奄 1728 （瘸） 1056 商 1606 （秉）。 1713 

1524 259 革在 541 窃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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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1058 煮。 1713 

（瘸） 1517 癌 4 
彦。 1512 室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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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if;) 0 1108 黎。 1717 

瘟 1371 （瘩） 232 讽 1120 窍 1053 蚕 882 124 
:IE 1500 

瘦 1209 248 站 1648 育 1524 122 耳部()E) 994 
痕 543 （瘸） 781 意 842 窄 1643 来部 耳 345 青 1477
〈痛） 1606 （矮） 379 竞 694 于虱 1340 来 790 二画查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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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 845 癫 1216 竟。 694 窑 1522 耗 522 取 1079 [118] 
痕 628 （瘾） 1606 （座）。 142 究 1301 把 21 －画E 部
渥 1128 瘤 1558 主争 694 （态） 204 971 聋。 230 

德 178 癫 299 翔 1555 七画以上 （跺） 1212 
相 1242 闻。 1374 

瘦 924 癖 995 翌。 1555 宣 319 疏 1212 
拾 589 四画

（瘦） 1557 十四画 七画以上 窜 223 119 捞 787 耻 176 

（燎） 140 以上 辣 1244 窝 1377 皮部 （拗） 195 （哇！，、）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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瘪 88 90 （埃） 1242 窑 660 尴。 102 稍 1272 耿 447 

90 癖 1486 竣 719 窗 204 皱 1706 藕 968 耽 255 

惠 1402 （壤） 174 （竖） 1217 窘 696 （胞） 983 楼 844 （院、） 176 

癫 34 （瘾） 1520 靖 695 窥 763 较 718 稿 647 （取~）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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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蜡 1022 蜀。 1215 （蜻） 1369 （垫） 1659 （懈〉 1453 缸 428 

跌 401 （贿） 582 八面 蝴 736 磺 576 镰 811 缺 1086 

（蜕） 582 峡 626 茧。 377 腹 414 （蜻） 875 （曦） 1550 （钵） 98 

直牙 1500 烧 940 378 嫂 1245 蜻 1439 蟹 1453 帜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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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 1704 挡 261 蜻 1067 揄 1599 虫戚 1022 蠢。 523 婴 1570 

蝴 1116 蛐 1078 蟆 1026 （蜒） 1614 （蜻） 290 （罩） 634 （撞）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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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JM aq au 385 
走 1269 

（建） 1369 

[158] 

E 部

103 I 猥 626
幽。 91

焚。 1423

（猿） 385 

（雍） 567 

156 

卤部

，山、。

二至五画 ｜飞且J

赴 40s I 鼓
赵 1s56 I 查。
赳 697 I 短。

赶 423 I 登。

趟门39 I c 暨）
起 1029 I 菇

越 1619 I 豌

起 703 I c 顶）

1027 

176 随

眈

660 

1:t03 （酵）

酿

酱

酵

1543 

325 

274 

1217 

二至四画 ｜蜒

趴 970 I 盼

跺

跪

路

353 
648 

660 

1514 

1017 

1135 

1012 

醺

醺

（醺）

（酶）

709 
140 I 萨

1346 I 酶

1318 I 踊

98 
1259 

800 
847 I 阪

跻

卤

185 I 航

962 
635 429 



E 邑自（在右）身来谷 创

（哆） 338 踵 1701 ｛躇） 711 ）（~ 0 276 廊 167 那 711 鄙 831 

（跻〉 618 踊 706 1051 T币。 511 那 626 鄂 342 暨F 395 

跻 605 （揄〉 1598 躇 360 部 1595 部。 1688 鄙 1602 郡 1081 

跤 653 1599 贼 222 耶。 1071 和 1707 郁 1211 鄙 1403 

跻 998 路 1047 702 郎。 761 自~o 1403 哪 884 （赛）。 1432 

跟 445 1051 擞 333 tJl 877 （邮）。 1481 （嘟） 1624 （那） 806 

（踩） 338 踱 337 蹲 226 邦 39 后F 546 眉E 887 （部） 223 

七至八画 蹄 1287 333 邢 1465 会F 758 （娜） 1426 228 

踌 186 蹬 228 蹭 133 击目。 1023 部 527 十至 1632 

（腥） 694 蝙 998 蹄 222 邪。 1449 都 1055 十一画 160 

踉 815 （踢） 1579 蹬 275 1527 句F 569 那 884 身部
819 蹂 1108 277 郁 225 1494 部 1732 

身 1158 
（踢） 704 摄 957 十一画 （那） 225 郊 651 廓 1112 

射 1155 
腮 620 蹒 977 以上 （邵〉 933 郑 1674 （具~） 1622 

躬 456 
踊 1579 琪 290 躁 1636 （邦）。 39 郎 777 （郎） 1380 g5 1078 
峻 225 （躁） 73 躏 1709 部 90 鄂 1624 （都〉 1746 （航） 255 
踏 612 蹋 1261 B世 1054 邬 1380 寻F 1494 郎。 522 （躲） 1287 
琦 1550 （赈） 1287 （麟） 75 那。 367 七画 郎 1273 （旦失） 1155 
（践） 643 蹈 266 （踌） 186 祁。 1023 郝。 521 矗E 1504 （身吕） 456 
（因~） 380 蹊 1022 躏 827 那 931 郁 405 事E 1564 躲 337 
版 222 1402 （瞬） 605 932 部 1387 鄂 555 （躲） 337 
蹲 211 （揄） 1051 （掷） 1684 932 部 806 部 1274 躺 1275 
（由尚） 1272 躏 834 （踵） 1619 943 （那） 626 鄙 70 （躲） 862 
跺 566 840 （踵） 1418 946 邹 1573 郎 1578 （报） 505 
踢 1284 踏 612 （躁） 807 五画 员F 1622 廓。 398 （躯） 1078 
踏 1260 躁 954 864 郎。 511 部 437 郭 1650 （瘸） 337 

1261 十一画 （踱） 1693 那 93 都 173 十二画
161 

脚 176 （躇） 618 （蹦） 195 那 990 1399 以上
来部

E委 1377 躇 195 踵 142 j恪 56 在E。 1409 （帮） 39 

颐 1693 （躏） 977 瞰 824 郎。 1530 事F 401 （郭） 255 悉 1399 

踩 121 瞠 1272 攒 1751 邮 1583 郡 718 都 1012 袖 1594 

路 292 蹦 65 隧 1453 邮 933 八画 （郎） 884 番 356 

踏 101 （股） 1743 （躇） 957 邱 1072 都 315 都 1140 975 

掷 1684 （睐） 1684 （赚） 222 邻 824 319 （郝） 824 释 1198 

（蜷） 1085 躏 280 （躏） 827 邸 281 （嘟）。 1746 （那） 1674 （草草） 1198 

（踵） 989 1684 （躏） 1751 邹 1746 都 1118 部 1639 
（魏）。 356 

踪 1743 （辟） 1221 （躏） 1709 』邱 71 梆。 158 （部） 1494 162 

跪 644 踹 1250 159 出自 194 苦$ 1021 （部〉 276 谷部

踞 709 （跚〉 1047 
邑部

邵 1151 串E。 893 （那） 1530 谷 466 

九至十画 1051 那 79 （部） 1583 （耶）。 893 1603 

路 203 十二画
邑 1554 

台R 1262 （那） 948 （部） 758 （在日） 1087 

路 162 （蹂） 1051 
毯。 1577 

六画 郭 993 那 1746 部 1409 

跺 303 （蹬） 248 
息。 554 

邦 491 郭 495 （郎） 761 欲 1605 

踏 138 橱 195 
（撵）。 1578 

奇书 1178 部 116 事事 1582 鸽 1606 

（踵） 1342 厥 715 [159] 耶。 1527 单F 255 （德） 1433 在是 542 

提 290 715 们在右） 1527 费R 1268 费E 223 镇 1402 

踹 199 隙 819 部 郑 455 九画 228 事虽 1402 

跻 23 E事 1018 二至四画 郁 1603 郎 1509 1632 （署在） 1401 



谷若龟疆角言 i62 

t723 

1673 

1675 

（搞） 715 

（撞撞） 598 

十三画

（春） 1606 

（擅） 553 

（谴） 1045 

（禄） 1636 

（嚣） 1554 

（嚣） 1483 

（搬） 583 

（语） 1645 

（蔬） 1552 
膺。 1571

1577 

譬 996

十四画

以上

（草草） 1705 

（盖面） 1659 

（售） 1369 

（葫） 319 

322 

638 

1164 

185 

186 

185 

186 

1513 

1567 

1659 

566 

567 

（斓） 776 

（谶） 163 

（蔬） 141 

（攘） 1091 

（禧） 1554 

（龚） 1631 

（辙） 1514 

（攘） 262 

（谶）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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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部

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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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

（耀）
（警〕。

（灌）

（旗）

（橙）

（葫）

（藩）
（警）

890 

897 

（撞） 1483 

（董事） 589 

（诵） 998 

（撑） 585 

（精） 1479 

＋画

警 14

售 1369

（腾）。 1283

（蒂） 646 

（篝） 560 

（族） 918 

（商） 439 

（逻） 1249 

（甜） 1452 

（韬） 1522 

（诲） 1704 

（谤） 41 

（溢） 1199 

（漾） 1039 

（撞） 900 
誉。 638

十一至

十二画

警 1070

（撞） 679 

（福） 967 

（瓣） 548 

（谩）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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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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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

（读）

（蔷）
（吉普）

（蔼）

（捂）

（蔬）

（吉克）

1502 

943 

1479 

339 

1457 

1457 

（剖） t471 

（讼） 1244 

（鼓） 1153 

（前） 371 

（就） 162 

（抉） 712 

五画

番。 1659

雪。 807

（站） 467 

（前） 523 

（辫） 1009 

（起） 1749 

（嗣） 1473 

（辞） 1641 

（舔） 526 

（施） 1544 

（都） 1247 

（珍） 1664 

（蘸） 281 

（桂） 1715 

（苛） 1713 

（花） 1544 

（泳） 1579 

（祠） 212 

（剖） 1076 

（韶） 1656 

（被） 72 

（前） 1544 

（喜） 212 

六画

曹 1733

1735 

1645 

137 

760 

790 

1195 

474 

1178 

609 

665 

（吉牙）

（前）
（静）

（就）
（新）

詹。

（备）

（言匡）

（袜）

（试）
（茬）

（前）

（言吉）

465 

281 

1733 

1752 

565 

456 

197 

668 

673 

668 

673 

1452 

1250 

605 

1693 

74 

551 

1142 

1693 

197 

1547 

1403 

166 
言部

言 1505

二至四画

旬。 538

尴 1074

（前） 614 

（苟） 307 

（言卡〉 407 

（苛） 665 

（苛） 1477 

（赶） 543 

（前） 1278 

（言山） 1139 

（汪） 1334 

（范） 1034 

( liJli) 1494 

（适）。 1660

1661 

1495 

615 

1544 

1102 

1563 

707 

（讯）

（起）

（言自）

（诩）
阁。

（起）

解
箭
副
肝
脏
用
毅
偏
僻
烟
雾
翩
翩

触

（艇）

菊

触

角光

触
（解）

解

561 

590 

597 

1606 

1644 

1688 

140 

50 

194 

299 

569 

923 

1475 

518 

530 

923 

795 

884 

879 

1502 

1602 

924 

994 

194 

567 

490 

718 

1072 

490 

718 

1072 

654 

712 

673 

677 

550 

715 

1142 

[164] 
矗部

（草草）

（销）

163 

荡部

苏

旧
制
一

龟

由
制
一

角

（触）

（程）

貌

（貌〉

（旗）

（揄）

簇

貌

〈骂匾）

（草草）

制
制
豹
枢
纽
组
箱
晶
棉
纺

刷
刷
触
筋

豁

（吉普）



i 辛青草雨（帚）非齿 63 

订 307 诲 1544 诱 1593 谕 1605 167 170 雷 1404 

协 407 诉 1247 诲 585 t量 1483 辛部 雨｛唾）部 霞 1426 

认 1101 诊 1664 谊 761 诲 141 辛 1457 雨 1600 十二画

讥 598 诋 281 说 1229 i昏 1732 辜 465 1603 以上

一画 滔 1704 1232 谙 9 辞。 213 二至七画
霸 22 

i干 665 词 212 1619 谚 1513 （辜）。 1753 专-JJ. 1597 露 845 

i于 1477 油 1076 诵 1245 谛 289 辟 73 雪 1489 851 

证 543 诏 1656 八画 谜 890 （霎） 1621 （雾） 978 
991 

讨 1278 波 72 请 1069 897 雳 807 
霹 992 

995 
让 1091 译 1554 诸 1707 谛 998 （粹〉 雾 384 锺 870 

771 
讪 1139 t台 1544 谏 1746 请 1479 （雾）

（赛） 620 
辣 771 384 

t艺 1034 六画 诺 966 十画 雯
（辈辈） 252 

（辩） 213 1374 
训II 1494 谁 760 读 319 漠 918 （霹） 807 

辨 83 雪雪 978 
议 1552 沫 790 322 说 262 （篮） 828 

辩 83 （雷） 292 
讯 1495 试 1195 琢 1730 谩 1249 （需） 4 

记 615 注 474 诽 378 （瓣） 36 雷 789 
谢 1452 （重重） 6 

辫 83 零 830 
诩 1102 诗 1178 淑 197 

谣 1522 171 
（辩） 213 雾 1395 

四画 语 609 课 742 
谤 41 非部

瓣 39 雹 44 
讲 646 665 读 1365 

溢 1199 
（瓣） 83 需 1479 非 375 

讳 585 诙 578 诀 1597 
谦 1039 

（辩） 83 霆 1308 韭。 698 
讴 967 诚 167 谁 1157 

谧 900 
168 3军 620 1削 380 

诅 707 浇 940 1224 

讶 1502 调 1314 it 1164 
十－画

青部 震 1666 莱 378 

讷 诛
i墓 679 霄 1439 辈 60 

943 1707 调 301 青 1060 
许 1479 说 1159 1299 

谩 874 霉 888 斐 378 
舰 694 876 雷 1642 悲 53 

说 339 话 564 i臼 143 
滴 1659 818 

言E 930 萤 377 
听 1457 诞 257 W、 818 鹊 688 

调 638 需 986 378 
论 857 垢 462 谆 1728 靖。 695 

i隐 1567 八至 裴 985 
859 诠 1084 谆 1254 静 695 

汹 1471 诡 492 谈 1268 谬 917 十二画 蒲 378 
（兢） 694 

Z、＇ii飞 1244 询 1494 谊 1555 十二画 窦 1570 （辈） 60 

以上
818 

霖 826 靠 734 
讽 395 诣 1554 谛 1164 能 298 
设 1153 海 1674 九画 滤 586 军 377 

靡。 898 

谭 1269 （蘸） 688 
霓 948 899 

访 371 该 416 谋 925 

L'. 1713 详 1431 湛 162 谓 1638 169 霍 597 172 

诀 712 诧 138 1165 
、憔 1052 草部 霎 1134 齿部

五画 i军 589 谍 303 1054 （轧） 419 （窑） 1644 齿 176 

i主 640 浪 534 谎 576 澜 776 乾 1043 霜 1224 跳 162 

证 1673 诩 1480 i堕 1562 谱 1018 （乾） 419 震 873 由E 530 

话 467 七画 谏 643 诵 715 韩 512 霞 1411 断 1564 

词 523 诗 1705 诚 1420 i献 1514 载 614 （霹） 828 由｝ 1452 

评 1009 诫 672 谐 1450 谴 1045 朝 154 cm> 873 肥 22 

诅 1749 诬 1380 i虐 1492 t是 1483 1654 （雷） 840 制 742 

识 1185 i吾 1600 i是 1198 谁 1645 （斡） 426 （雾） 978 1036 

1688 1603 渴 1531 谎 322 （躲） 426 （董事） 1395 阻 706 

调 1473 消 1053 谓 1368 傲。 186 斡 1378 霆 1564 龄 831 

诈 1641 误 1394 i粤 342 灌 567 翰 515 需 4 跑 43 

诛 526 话 437 读 1445 谶 163 （草草） 512 震 1369 据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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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

（童！！ ) 

钝
能
纱
创
新
抓
饭
铃
敛
剑
钩
筑
纺
钦
斜

（饵）

（绅）

（细）

（瞬）

隧

（商量）

陈

（隐）

（院）
膜。

（睬）

176 
金部

金 674

一至三画

（章Ll 415 

（纪） 1549 
（纣） 1661 
（牵J) 304 

307 
1653 
1011 

821 
821 

1563 

1563 
515 
428 

1328 

1554 
752 

1038 

203 
1137 
1139 

（的） 300 
（饥） 358 
（敛） 964 

（叙） 139 
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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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八
）
〉
）
九

簸
煮
粪
祭
镀
鲤
锐
鳞
鳞
航
偌
娜
姆
秦
戴
铺
镀
椒
鲸
俄
僻
箴
倡
翩
翩
锐
胁
刷
锅
鲸
候
佩
翩
翩
鳞
鳞
侧
筒
镰
能
制

（健）

（银）

（跑、）

（锈）

（儒）

鳞 824

[177] 

焦部

（焦） 1596 

二至四画

（翩） 264 

（缸） 542 
（缸） 614 
（就） 1586 
（童电〉 1334 

（鲁） 847 
（筋） 370 

（钮） 18 
五画

（箴） 22 

（解） 1011 
（钻） 953 

（触） 1588 
（僻） 1641 
（稣） 1246 

（钳） 414 
（童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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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1569 
（钩） 703 

（鲍） 51 
（鲸） 495 
（能） 1338 

（鳞） 403 
（做） 994 
（能） 1263 

六画

（黛） 216 
（能） 492 

1450 

668 
1366 
345 

1316 
582 
547 

1657 
1363 
1557 
653 

1418 
1422 

（盘古）

（筋）

（俑）

（制）

（蚓〉

（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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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面韭骨香鬼食 f 吉68 

（鳝） 640 
（镖） 501 
（馄） 588 
（倭） 1369 
（偌） 1522 
（馅） 1426 
（鳝） 710 

（馆） 481 

九画

（销） 551 
（髓） 135 

1642 
1273 
1467 

（偎） 1369 

（储） 469 
（傻） 1245 
（徨） 576 
（锐） 764 
（候） 543 
（能） 328 

十画

（锺） 1531 
（馍） 918 
（得） 101 
（偌） 72 
（鲸） 1407 
（筒） 838 

840 
（俯） 1274 
（锺） 1475 
（鳞） 435 

十一画

以上

（锺） 679 
（馒） 874 
（镣） 1092 
（健） 1557 
（徽） 1126 
（镣） 764 
（鳝） 1140 
（筷） 1723 
（鳞） 598 
（惶） 1645 
（镑） 918 
（健） 141 
（镶） 1432 
（簸） 861 

（锡）

1723 

1645 
939 
940 

[185] 

吉部

二至四画

（钉） 307 
（趴） 1242 

（饥） 598 
（肯干） 1645 
（饪） 1335 
（钝） 1334 
（饪） 1103 

（妖） 1603 
（筋） 178 
（饭） 364 
（傲） 1566 

1568 

五至六画

（饰） 1195 
（他） 44 

（饲） 1242 
（触） 338 
（能） 1544 
（饵） 346 

（触） 1188 
（筒） 1297 
（能） 1103 
（倘） 1432 

（馀） 528 
（铭） 437 

788 
（饺） 654 
（鲸） 1399 
（饼） 94 
七至八画

（悖） 98 
（铺） 116 
（鲸） 1249 

（短） 319 
（饿） 342 
（馀） 1595 

1597 

943 
718 

1649 

（馁）

（俊）

（馁〉

馍
憧
镶

346 
1092 

72 
1188 
1297 
1432 
528 
437 
788 

饺 654

依 1399

饼”
七至八画

悖 98

铺 116

悚 1249

恒 319

饿 342

馀 1597

馁 943

俊 718

镖 501

馄 588

锣 861

馅 1426

馆 481

九至

十一画
值 135

1642 
764 
469 

1245 
576 
328 
141 

1531 
918 
101 
838 
840 

锤 1475

馒 679

馒 874

十二画

以上

馈 1557

傲门26

饵
饶
伴
蚀
馅
饷
馀
烙

馈
惰
傻
傻
饱
馋
锺
馍
博
馆

817 
1355 
1332 

174 
920 

1512 

1187 
1242 
1555 

（准） 0 123 
飨。 1255

飨 1432

（殆〕。 1255

展。 1514

（姿） 215 
餐 123

赘 1305

（赛） 1432 
赛 1276

寝。 1578

（月｛） 0 1514 

[185] 

f 部

二至四画

钉 307

饥 598

饪 1335

馅 1273

1467 
1334 
1407 
1103 
1603 

178 
1649 
364 

1566 
1568 

五至六画

钱 640

饰 1195

饱 44

饲 1242

饱 338

f台 1544

（魁）

姐

魅

魁
魔。

（魔）。

185 

食部

食

饨
恍
饪
妖
伤
跑
队
饭
饮

447 
1332 
736 

75 
1599 

844 
1036 

102 
979 

40 
759 

91 
844 
470 
551 
820 

1632 
1253 
1283 
1287 
322 
759 

91 

1429 
73 

102 
1620 
414 

1460 

492 
588 
588 
764 

1014 
890 

19 
1479 
1512 
817 

1439 
1369 
1022 
1606 

（镀）

（骸）
幌

醉
偶

售量

倍

愣

傍

（镑）

髓

骸

（艘〉
（鹊）

穆

（静）

髓

（惶）

髓

（髓）

（穰）

183 

香部

香
毒品

静

强

古董

馨

184 

鬼部
鬼

魂

（竟）

魁
魄。

魅

魅
魅
魔。

魁

魁

魏

（魁）

（魁）

翰 1376

（嘟） 767 
擎 977

十二画

以上
（草草） 232 
〈韬） 1052 
（辍） 604 

（疆） 645 
赣 144

（辘） 1341 
（辖） 1036 
（辘） 634 
（糊） 776 

180 

面部

面

酌

觑

903 
903 
903 

1297 
903 

1297 
58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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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
部
一

1
1

韭
商
白
一
”
骨
一
骨

698 
605 
605 

巅

〈醺）

181 

韭部

（觑）

骨干

傲

骨为

假

（航）

做
慨

偶

做
做
儒
锵
骸

五画

草草 923 
槌 232

轶 1515

1520 

醉 39

（朝） 1278 
鞍 60

拗 1527

六画

（荤） 457 
鞋 1450

能 232

轿 1052

（朝~） 1278 
鞍 9
寰。 9

（辈）。 9

七至八画

鞠 1054

1149 
鞋 1306

靴 874

释 64

幢 772

（鞠） 1148 
脾 94

鞠 703

粹 767

秸 64

鞋 749

键 634

九画

捧 634

稍 1261

辘 279

鞠 530

（橄） 1072 
鞭 78

盼 343

鞠 703

精 1073

蹂 1108

＋画
精 460

（摔） 1487 
辅 60

（辍） 1450 



贵音首彭高同高黄麻鹿鼎黑泰鼓鼠鼻俞 69 

（镶） 939 （鬓） 400 189 192 （崖） 159 黝 198 整 1283 

940 髦 1300 离部 黄部
屋。 851 黝 1592 199 

186 鬓 74 
高 440 黄 573 虞 718 黛 252 鼠部

音部 雪弄 882 806 9想 1301 1089 康。 1512 
鼠 1215 

音 1561 警 620 
（赢） 806 贴 1295 （靡） 981 黠 1411 冒由 385 

章 1649 鬓 1733 
酶 1557 黄 542 鹰 1713 里事 1543 国E 1189 

竟 694 靠在 1476 
融 （簧） 542 靡 626 （像）。 1211 做 19 1107 

散 1460 骂t 1669 
193 廉 898 黝 1078 翩 1594 翩 530 

韵 1624 军司 807 
麻部 （磨） 827 （黛） 261 段 1173 

醺 406 
意 1556 莹 1718 麓 851 辈辈 322 ii!! 1078 

篱 492 麻 865 
韶 1150 量是． 280 （魔） 795 黯 1069 舵 1338 

（鬓） 1289 噩童 1743 麽 919 
（盲目） 1624 804 黝 1620 （翩） 299 

（篱） 492 （麽） 870 
（警） 1432 （草草） 1242 版 1027 E靠 126 首盖 1387 

（醺） 1557 884 
霎 1378 （鹰） 718 策 797 （赣） 426 摩 865 睛 690 
贯旨 988 蕾 1607 

赣 426 919 1089 黯 12 （镶） 1512 

（赣） 426 髦 1085 190 魔 949 （黯） 1665 跟 1512 
庵 579 

187 
鬓 1743 内部 雇 14 朦。 252 冒在 1403 磨 919 

首部
（霸） 550 （阿） 317 庸 690 （掺） 126 200 924 
量3 771 （罔） 317 膀 1157 （徽）。 888 

首 1205 （康） 888 鼻部
着 1339 （闹） 942 （蜜） 1650 黯 1646 

尴 763 康 888 鼻 65 
妻王 697 （阂） 543 麟 827 （朦）。 1512 

谶 500 898 剿 1557 
（鬓） 1743 

（阔） 1409 （攘） 220 （黯） 322 
188 哥哥 638 

廉 898 航 1075 
（阔） 317 195 

彤部 警 1027 
靡 898 197 事击 510 

鬓
（嗣） 317 899 鼎部 寨部 （颠） 964 

（凭） 766 1665 
（阔） 697 

凳 新 1290 
靡 965 鼎 306 泰 1214 曹盹 543 

766 

髦 280 禁 811 
191 魔 920 鼎 935 辈古 953 鼻且 1376 

（鬓） 1476 鬓 91 高部 （靡） 918 藕 1733 事吕 1279 幢 1640 

（髦） 91 重 874 高 430 （靡） 888 196 〈藤〉。 888 鼻量 940 

（髦） 1090 （绩） 1477 都 522 194 黑部 198 201 

髦 882 雷 1130 （襄） 435 鹿部 黑 531 鼓部 禽部

（劈） 370 鬓 569 敲 1051 鹿 849 墨 923 鼓 469 焦 1620 
莞 259 （鬓） 91 膏 435 （詹）。 220 默 924 警 470 解 530 
（爱） 355 （髦） 957 437 那 398 黔 1044 （擎） 311 （串串） 526 

髦 1090 霞 824 （襄） 435 唐 1582 默 256 鼓 1278 
学 957 （鬓） 1751 窝Q 531 鹿 614 （黠） 291 擎 994 



70 难检字笔画索引

（三） 难检字笔画索引

（字右边的号码指词典正文的页码）

一画 么 870 屯 1334 击 598 笠 415 再 1628 679 

。 827 884 1728 戈 630 生 1166 （互） 445 iiS 167 

乙 1547 1520 互 552 正 1667 失 1176 戌 1081 买 870 

二画 丸 1346 廿 761 1670 乍 1641 1477 七画

丁 304 及 606 （捋） 1090 甘 421 丘 1072 在 1629 戒 671 

1667 丫 1497 中 1693 世 1191 斥 177 百 28 （呀） 1256 

七 1020 义 1550 1701 制f 1406 后 1677 而 344 严 1505 

义 1550 之 1675 午 1390 本 61 乎 547 戍 1216 巫 1380 

匕 66 二F 664 圭 1100 术 1216 丛 219 死 1238 求 1073 

九 697 卫 1366 升 1165 1708 用 1579 成 164 甫 404 

刁 299 3二 711 夭 1521 可 737 甩 1221 夹 415 更 445 

了 788 也 1528 长 145 739 民 277 622 447 

820 t范〉 1101 1650 丙 93 280 626 束 1216 

乃 934 飞 374 反 360 左 1755 乐 786 尧 1522 两 815 

也 907 习 1403 交 1522 圣 989 787 占L 600 BB 795 

956 乡 1426 乏 353 右 1592 1618 师 1178 804 

一画 四画 氏 1190 布 114 匆 217 曳 1530 来 772 

1121 丰 387 1677 戊 1392 册 131 曲 1076 （空） 684 

于 419 7T 1023 丹 252 平 1005 包 41 1079 主住 898 

426 开 721 乌 1379 东 310 "'- 774 肉 1108 串 203 

丁 197 井 690 1392 （戊） 1619 半 36 年 951 我 1377 

于 1594 天 1290 下 79 卡 720 头 1318 朱 1707 （觅） 1328 

亏 762 夫 397 为 1359 1036 必 70 丢 309 囱 217 

才 117 398 1366 ~t. 54 司 1234 乔 1051 （后） 1677 

下 1411 7G 1608 尹 1564 凸 1323 民 908 乒 1005 希 1398 

丈 1651 无 918 尺 157 归 489 弗 398 乓 978 坐 1757 

与 1595 1381 176 且 702 豆E 1500 向 1433 龟 490 

1599 Z王 1620 夫 477 1055 (JE) 994 囱 1460 718 

1602 专 1718 （韦〉 300 甲 626 出 187 后 544 1072 

万 921 丐 418 丑 186 申 1157 毯 262 角 848 卵 855 

1350 廿 954 巴 17 电 292 yµ 483 兆 1656 岛 265 

上 1143 不 333 以 1548 由 1583 主主 1235 产 142 兑 332 

1143 五 1387 予 1595 史 1189 六画 关 477 弟 286 

千 1036 （币〉 1626 1599 央 1514 （丢） 309 外｜ 1704 君 718 

毛 1334 丐 902 书 1209 （目） 1548 戎 1105 兴 1462 ｝＼画

乞 1027 卅 1120 五画 冉 1090 考 732 1469 奉 396 

J,, 199 不 105 未 1367 （栅） 131 亚 1501 农 960 武 1390 

（丛） 1352 有 882 末 884 凹 13 亘 445 我 319 表 86 

久 698 牙 1499 921 1340 吏 804 尽 677 （畏） 145 



难检字笔画索引 71 

者

（豆〉

（来）

丧

束
或
事
雨
枣
卖
面
走
非
些
果
畅
同
垂
乖
秉
奥
延
乳
枭
氓

卷

单

肃
隶
承
亟

1650 I 巷
1659 

1126 

1127 

柬

310 I 韭

595 I 禹

1194 I I悔

815 I 罔

1635 幽

872 I 拜

903 

面

375 I 重

665 

500 I 禹

150 I 尴

495 I 肮
207 

476 

93 

1596 

1352 

1111 

（主少）

养

（朔）

叛

首

举

1435 I 昼

s19 I 咫
893 （魏）

110 I 葵

710 

141 

253 

1139 

517 I ＜岛）

1434 

635 

1341 

（闹）

质

应

903 I 脱

1394 

698 

1451 

825 

1597 

1581 

28 

（由此〉

离

（掰）

弱

驾

能

265 I c 茹）
1178 I 截

（辍）

150 I ＜要）

1237 

926 I 延

795 I ＜踵）

205 

1118 

cm) 
棘

界

面
教

句
，
』
E
J

A
U叮
句
S

AUTn3 

946 

31 I ＜函） 511 I 脑

133 I 十一画 ｜背

1s1 I 焉 1503 I 辉

1702 

1600 

1074 

（孰）

董

黄

1569 I 乾

907 I ＜乾）

1519 I 啬

205 

978 

1205 

（事）

戚

钝

705 I 爽

1706 

1687 

374 

493 

十画

艳 1512

篱 462

袁 1609

12471 （费）

805 

167 I 或

609 I 哥

1035 I 高

678 

九画

奏 1748

哉 1628

甚 1161

雪

1164 

孬

（禹）

姓

乘

1126 

1127 

1603 

438 

440 

806 

940 

1451 

1159 

169 

1175 

（离）

匙

〈梧）

（查）

（枭〉

象

够

尴

（绚）

孰

（庭）

兽

她

1阴｜（罩）
679 

573 

1043 I 甥

419 I ＜裔〉

1129 

1718 

1021 

981 

1224 

1451 

（隶）

粤

舒

就

誉

琉

1199 

176 I ＜沓）

（魏〉

1390 

257 

1435 

1659 I 辈
1742 

1126 

1127 

1246 

1246 

1635 

610 

（奎）

48 I 赫

截

（主导）

竭

（辛辛）

斡

兢

14 I 根
72 

1022 I 虐
1331 

1742 

579 

141 

（商）

喊

（琉）

移

253 I ＜移）

1139 

1173 

1051 

1701 

1620 

（畅）

舞

毓

辜

疑

700 

1212 I 孵

眷

755 

1075 

349 

598 

612 

十三画

鼓 469

1434 I ＜堕）

462 I ＜渺）

763 

462 

1213 

（斡〉

（裔）

嗣

142 I ＜面L)

1173 

1422 

1263 I 勋

1251 I 翰

531 I 噩

668 I 整

臻1206 

1056 

426 

1378 

688 

470 

628 

1693 

345 

1632 

1075 

595 

595 

1391 

1607 

434 

（事）

串串

（笛〉

幽

（唐王）

妻自

1547 I c 靠〉
398 

426 

暨 620 I 爵

菊 935 I 赢

十五画

（声音） 882 

（麓）

瑛

革童

颐

蔬

426 I ＜霆〉

1129 

1242 

856 

（聂）

靠

就

882 

1199 

252 

谶

（毙）

515 

1295 I 菱

都

342 

1669 

1664 

705 

956 

481 

762 

953 

490 

718 

1072 

（鞍〉

盖量

赢

赢

藻

940 

337 

144 

1278 

862 

790 

1617 

疆 646

二十画

以上

馨 1460

耀 1527

璧

（锋）

擎

擎

（赣）

赣

91 I ＜赢）

魏

囊

（辗）

霜

715 I ＜辑）

1573 

500 

（德） 1433 

十八画

董 1403

1537 I c 董〉
1733 

（尴） 1331 

（傲） 1513 

弹 337

赢 1573

十七画

戴 252

（豁） 995 

（草草） 512 

（辈辈） 805 

150 I 耐 406

1693 

1581 I ＜蓦）

鸳

734 

577 

1209 I ＜我） 1011 I ＜铺） 1019 

1 oo I ＜肃） 1247 I 就 499

403 I 叠 303 I 部 1450

裔 963 I 十四画 ｜豫 1607 

十二画 ｜（毒） 1206 I ＋六画

（龚） 1522 I 覆 6 I 1就

1659 I 嘉 625 I ＜蒜） 805 

（重重）

瞰

就

795 

1406 

492 

311 

1541 

587 

（重重）

（蛮）

72 I ＜赢）

竭

（兢）

矗

（鲍）

（簧）

蠢

擎

（重重）

（黎）

1409 I ＜囊〕

（揭） 489 I ＜修）

辗 144 I ＜撞）

十九画

（矗） 1340 

52 I 黯 995

囊 435

1462 

755 

994 

1004 

426 

426 

862 

1558 

939 

939 

144 

1279 

337 

252 

605 

861 

710 

1054 

198 

1512 

542 

270 

1283 

6 

1617 

1462 

1603 

1512 

1501 

112 I 歪
面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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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给刽茨



。

［～古－（~y)

旷f d 见下

E日丫嚓l aqin 画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呈环状结

构，含有一个或儿个氮原子，如日比舵、时主嚓、暗
院等。 C英 azine]

阿。〈方〉前缀＠用在排行小名或姓的
前面，有亲昵的意味：～大｜～宝 i ～唐。

＠用在某些亲属称谓的前面：～婆｜～爸｜～

哥。
另见 2 页 •a;339 页岳。

E阿鼻地狱】 abi diyu 佛教指最深层的地狱，是
犯了重罪的人死后灵魂永远受苦的地方。［阿
鼻，梵 avlci]

E阿昌族】 Achangzu IEJ 我国少数民族之－，

分布在云南。
E阿斗l A D凸u IEl 三国蜀汉后主刘禅的小名。
阿斗为人庸碌，后多用来指懦弱无能的人。

E阿尔茨海默病】 a ＇岳rcih凸imobing 圈老年性
痴呆的一种，多发生于中年或老年的早期，因
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CAlois Alzheimer）最先

描述而得名。症状是短期记忆丧失，认知能力
退化，逐渐变得呆傻，以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E阿尔法粒子la’岳rf凸 lizT 某些放射性物质衰

变时放射出来的氮原子核，由两个中子和两个
质子构成，质量为氢原子的 4倍，带正电荷，穿

透力不强。通常写作 α 粒子。［阿尔法，希腊

字母 α 的音译］

E阿尔法射线J a’且rf凸 shexian 放射性物质放

射出来的阿尔法粒子流。通常写作 α 射线。

E阿飞］ (if岳 i ＜方〉圈指身着奇装异服、举止轻
狂、行为不端的青少年。

E阿伏伽德罗常量E Atujiad刽u6 ch6ngliang 指
1 摩任何物质所含的粒子（分子、原子、离子等）
数，约等于 6. 022x 10盯。因纪念意大利化学
家阿伏伽德罗（Amedeo Avogadro）而得名。

旧称阿伏伽德罗常数。

E阿公E agong ＜方〉圈＠丈夫的父亲。＠祖

口丫阿呵啊铜脆｜ 。 1 

父。＠尊称老年男子。 三三三
【阿旬】 ahong 圈我国伊斯兰教称主持清真寺雪主三
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波斯 akhund]

E阿拉伯人】 Alab6ren IEJ 亚洲西南部和非洲北

部的主要居民。原住阿拉伯半岛，多信伊斯兰
教。［阿拉伯，阿拉伯语 Arab]

【阿拉伯数字E Alab6 shuzi 国际通用的数字，
就是（）、1 、2、3,4、5,6、7、8、9。最初由印度人发

明、使用，因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所以叫阿
拉伯数字。

【阿兰若】 alanr岳圈原指树林、寂静处，后多指

佛教寺庙。［梵 arar.iya]

【阿罗汉E alu6han ［萄见 860 页【罗汉l 0 ［梵
arhat] 

【阿猫阿狗l amao agou ＜方〉泛指某类人或
随便什么人（含轻蔑意）。

【阿门］ amen 圃犹太教、基督教祈祷时常用的

结束语

【阿片】 δpian 圈从尚未成熟的婴粟果里取出

的乳状液体，干燥后变成淡黄色或棕色固

体，昧苦。医药上用作止泻药和镇痛药。用
后容易成瘾，是一种毒品。用作毒品时，叫
鸦片。

【阿婆】 ap6 ＜方〉圈＠丈夫的母亲。＠祖母。

＠尊称老年妇女。
E阿Q】 A Q 圈鲁迅小说《阿 Q 正传》的主人

公，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
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办法，说自己是“胜利
者”。

【阿是穴】 ashixue 圈中医在针灸上把本无固

定位置，而以明显的酸、麻、胀、痛等感觉确定
的穴位，叫作阿是穴。

【阿嗖】 ati 匮宵形容打喷嗖的声音。

E阿姨J avi 圈。〈方〉母亲的姐妹。＠称呼
跟母亲辈分相同、年纪差不多的无亲属关系的

妇女：王～｜售票员～。＠对保育员或保姆的
称呼。

阳I a 同“啊”（白。
F吃』另见 2 页 6;2 页句 2 页 0;2 页 •O;

523 页闹； 734 页怡。

1阳 a 圃表示惊异或赞叹：～，出虹了！｜～，
r~ 今年的庄稼长得真好哇！

另见 2 页 6;2 页凸； 2 页句2 页 •a 。

部目 。圈金属元素，符号 Aco 银臼
铮可（卸可）色，有放射性。钢 227 用作航天
器的热源。

脑。见下
另见 1504 页 yano

a奄顺E a•zo 〈方） 0 [112] 脏；不干净：房子里大



2 I a ai ｜呵啊嘎呵啊呵啊阿问日阿哎哀

～了，快打扫打扫吧。＠圈（心里）别扭；不痛｜ 祈使句末，使句子带有敦促或提醒意味：慢
快z 晚到一步，事没办成，～透了。＠圃糟践；｜ 慢儿说，说清楚点儿～｜你可别告诉小邓～！＠
使难堪 z 算了，别～人了。 | 用在疑问句末，使疑问语气舒缓些：他什么时

候来～？｜你吃不吃～？＠用在句中稍做停
顿，让人注意下面的话：这些年～，咱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啦。＠用在列举的事项之后·书～，

报～，杂志～，摆满了一书架。＠用在重复的

动词后面，表示过程长：乡亲们盼～，盼～，终

于盼到了这一夭。｜｜匮叠，“啊”用在句末或句
中，常受到j前一字尾音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的变

音，书面上常按变音写成“呀、哇、哪”不同的字z

,, 
。（丫）

呵 d 同机）。
另见 1 页。； 2 页句 2 页凸； 2 页 •O;

523 页 he;734 页闹。

啊。画表示追问：～？你明天到底去不去
r可呀？｜～？你说什么？

另见 1 页 δ ； 2 页凸；2 页句2 页 •Oo

PW 0 同“啊”恼。
夕之另见 1134 页 sha 。

v 
凸（丫）

。
？

辈
子
。

页
种
叮

2

这
页

、
G
J
A

丁

9
年

、
、
会
、
白

2－

U
页

’
向
？

ρ

页
一
队
～
刊

。

2

定
；

ω

－
创
页
阳U

气
页
N
－R
E

啊

7

表
页

町
见
陆
E
L
E

V
G另
页
v
G另

可
J
m阳
附

HHHFHHHF 

。（丫）

日口 d 同啊’（凸）。
可J 另见 1 页 δ ； 2 页 6;2 页队 2 页. a' 
523 页 h岳； 734 页晤。

H阳 d 魄。表示应诺（音较短）～，好吧。
r可＠表示明白过来（音较长）·～，原来是你，
怪不得看着面熟哇！＠表示赞叹或惊异（音较
长）：～，伟大的祖国！｜～，真没想到他会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
另见 1 页。；2 页 6;2 页句2 页 •a 。

• a C. 丫）

m
k
u
＠
这
吁
地

ω

掘
4．
响
和
川

而
明
明
吭

V
O

表
O
R击
了

页
＋
和
L
K斗
叫q

J
H

句
行
上
你

页
，
。
叹
的
带
说

儿
”
、
h
页
感
陆
子
鸟
儿

．
β

叮
J户
J
在
！
句
也

气
－
G
W飞
δ

陆
用
？
使
我

啊
页
啊
页
页
。
为
末
川

同
1

同
－

M

固
的
句
～

见
见
大
好
述
是

－
另
叮
另
怡
叮
多
陈
得

吁
可
页
阿

E

HHHHIHHHFHHHF 

前字的韵
母或韵尾

“啊”的发音和写法

。，日， i ,o,U a -•’ 1 a 呀

u ，。o,ou G→ua 哇

G→no 哪-n 

-ng 。－nga

另见 1 页 δ ； 2 页 6;2 页司； 2 页凸。

c三~二＝

哎 ai rnlll o 表示惊讶或不满意z ～！真是
想不到的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表示提醒：～，我倒有个办法，你们大家看行不

行？

E哎呀】 iiiyii 圃＠表示惊讶：～！这瓜长得这

么大呀！＠表示埋怨、不耐烦、惋’惜、为难等：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你就少说两句

吧！｜～，时间都白白浪费了｜～，这事不好办

哪！

E哎哟E iiiy6 rnlll 表示惊讶、痛苦、惋惜等：～1

都十二点了！ I ～！我肚子好疼！｜～，咱们怎
么没有想到他呀！

节当‘ iii ＠悲伤；悲痛 2 悲～｜～鸣 i～叫｜节～。
4几＠悼念：默～。＠怜悯．～怜l～矜｜～其

不幸。 0 <Ai ）睛姓。
E哀兵必胜】 aibT『19-bisheng 《老子）〉六十丸章：
“故抗兵相若，而哀者胜矣。”对抗的两军力量相
当，悲愤的一方获得胜利。指受压抑而奋起反抗
的军队，必然能打胜仗。

E哀愁E iiich6u 圈悲哀忧愁z ～的目光。
E哀辞】 iiici ＜书〉圈哀悼死者的文章，多用韵

文。
E哀4伸E aidao 圈悲痛地悼念（死者）＇～死难

烈士 i表示沉痛的～。
【哀的美敦书l aidimeidunshu [El 最后通牒。



［哀的美敦，英 ultimatum]

E哀告l aigao 圈苦苦央告：四处～。
E哀歌］ 6ig岳。画悲哀地歌唱z 俯首～。＠
圈哀伤的歌曲：一曲～。

E哀号】 aihao 圈悲哀地号哭。也作哀嚎。

E哀嚎】 6ih白0 0 l司悲哀地嚎叫：饿狼～。＠

同“哀号”3

E哀鸿遍野】 6ih6ng-biany岳形容到处都是呻
吟呼号、流离失所的灾民的悲惨景象（哀鸿：

哀鸣的大雁）。
E哀矜】 6ijin （书〉圈哀怜。

E哀苦】 aiku r帽悲哀痛苦·～无依的孤儿。
E哀怜】 ailian 画对别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z
孤儿寡母，令人～o

E哀鸣E aiming 圈悲哀地叫：寒鸦～o

E哀戚E 6iqi （书〉！回悲伤。
E哀启］ 6iqi 圈旧时死者亲属叙述死者生平事

略的文章，通常附在协闻之后。
E哀泣】 6iqi E司悲伤地哭泣： ＂型P婴～。
E哀切】 aiqie ~国 i妻切（多形容声音、眼神等）：

情辞～o
E哀求】 aiqiu l刻苦苦请求：百般～。

E哀荣】 6ir6ng （书〉［包指死后的荣誉。

E哀伤E 6ish6ng E国悲伤·哭声凄切～。
E哀思E 6isi !El 悲哀思念的感情2 寄托～。

E哀叹l aitan 画悲哀地叹息：独自～ 1～自己

的不幸遭遇。
E哀锄】 aitong ~极为悲痛：伟人长眠，举世

~ 。

E哀痛】 aitong 回悲伤；悲痛2 ～欲绝。
E哀婉】 aiwan 圈（声音、言辞等）悲伤而婉转：

歌声～动人｜悼词～。
E哀艳l aiyan ＜书） ［~形容文辞凄切而华丽z
～之词｜诗句～缠绵。

E哀怨E aiyuan 圈悲伤而含怨恨：～的笛声｜
倾诉内心的～o

E哀乐l aiyue IEl 悲哀的乐曲，专用于丧葬或追

悼。

埃1 ai 尘土：尘～｜黄～献。

埃2 ai ll!1 长度的才叫憧单位，符号 A。
1 埃等于 10 '° （一百亿分之一）米。主要

用来计量微小长度。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念
瑞典物理学家埃斯特朗（ Anders Jonas 
Angstrom）而定的。

E埃博拉出血热E Aib61a chuxuere 急性传染

病，病原体是埃博拉病毒，通过身体接触传染。
症状是高热，肌肉痛，腹泻，小血管和毛细血管

出血等，很快导致肾功能衰竭，出现休克和昏

哀埃挨唉焕然暧镶挨｜ δj- ai I 3 

迷，死亡率很高。也叫埃博拉病毒病。 三三三
挨 ai o 画靠近；紧接着：他家～着工厂！辈

学生一个～一个地走进教室。＠圆顺着
（次序） ：把书～着次序放｜～门～户检查卫生。
另见 3 页。 i0

E挨到II;Ll ai;; banr ＜口） [iilJ 按着班次；顺着次

序：值班人员 24 小时～倒｜老师挨着班儿听各
组的汇报。

E挨边E ai;;bian （～儿）＠圈靠着边缘：上了

大路，要挨着边儿走。＠［量接近（某数，多用在

表示年龄的较大的整数后面〉：我六十～儿了。
＠帽接近事实或事物应有的样子2 你说的太

不～儿！

E挨次】 aici 画顺次a ～入场｜～检查。

E挨个JLl ai;;ger ＜口〉国逐~； JI顶次·～盘问｜

～上车。
E挨肩 JL] aijianr ＜口〉［边l 同胞兄弟姐妹排行相

连，年岁相差很小2 这哥儿俩是～的，只差一岁。
E挨近E ai/1 jin 画靠近：你～我一点儿｜两家挨
得很近。

唉 ai rn&J o 表示应答：～，我在这λl ～，我
知道了。＠表示叹息：～，有什么办法

呢？｜他双手抱着头，～～地直叹气。
另见 5 页 ai 0 

E唉声叹气］ aisheng拍nql 因伤感、烦闷或痛

苦而发出叹息的声音。

挨。l 见下。
另见 1399 页 xi o 

E挨母也］ 6iji岳 〈方〉圈＠祖母。＠尊称年老的
妇女。

数 ~i （叫“唉”（剧。
另见 4 页凸i; 343 页吕； 343 页在； 343

页昌； 343 页奋。

暧（暧）
镶（鲸）

ai 同“哎”。

另见 4 页凸i ; 6 页 ai 0 

ai 圈金属元素，符号 Es。有放
射性，自人工核反应获得。

, 
ai c 另）

挨 ' 6i llllil 0 遭受；忍受：～饿 1 ～
c ：握）骂｜～了一肘。＠困难地度过

（时光）·忍一忍，～到天亮就好了｜苦日子好不
容易～过来了。＠拖延：他舍不得走，～到第
二天才动身。

另见3 页。 10

E挨板子E 6i ban• zi 被人用板子责打，比喻受
到严厉的批评或处罚。



I 4 I ai- ai I 挨骏皑癌存款暧矮蔼需艾忍破

E挨批】 ai11p1 画受到批评或批判z 挨了一顿｜ 绕太阳运行的天体，呈圆球形，不能清除其轨
批。 | 道附近的其他物体。太阳系中的矮行星有冥

E挨宰】 ai;; zai （口〉圈比喻购物或接受服务｜ 王星、谷神星等。
时被索取高价而遭受经济损失。 I c矮子】副. z i 圈个子矮的人。

E挨整］ ai;;zh岳ng 圈受到打击迫害·他过去挨 I }'gft 寸世 凸iO 和气；和善．和～｜～然。
过整。 回 ［揭（蔼） 8 CAi?,IBl 姓。
骏 ai 〈书〉盯～｜愚～ ｜情2 :tl# 副〈书〉繁茂。

CJ联）｜揭（蔼）
皑 白i （书〉洁白 s ～灿上雪，附 I ［蔼蔼1 a i 丁 i （书〉圃＠形容树木茂盛。＠

（瞠）云间月。 | 形容昏暗。
E皑皑E ai’创圆形容霜、雪洁白：白雪～。 I c蔼然】旬的n ~和气、和善的样子：～可亲。

癌：.~~：.言，注：且在~＝：~M~点｜蔼（需）凸i （书〉云气：烟～｜暮～。
管癌、肠癌、乳腺癌等。

E癌变】 6ibian 圈组织细胞由良性病变转化为

癌症病变。

E癌症l 6izheng 圈生有恶性肿瘤的病。

\I 

凸 i ( 9j) 

τt亨凸1 用于人名，掺事 CLao丁 i ），战国时秦

丐买F 国人。

效凸l 见下。
另见 3 页。i; 343 页邑； 343 页昌， 343

页昌；343 页奋。

E钦乃］ i'iin凸 l 〈书〉理雪。形容摇槽的声音。

＠形容划船时歌唱的声音。

暧 A 凸i rn&l 表示不同意或否定：～，不
（暧）是这样的｜～，话可不能那么说。
另见3 页。i; 6 页 ai 。

E暧气E i'iiqi 圈胃里的气体从嘴里出来，并发

出声音。通称打嘀儿。

E暧酸】凸isuan 画胃酸从胃里涌到嘴里。

矮凸l 匾。身材也～个川头儿不～＠
高度小z ～墙｜～凳儿。＠（级别、地位）

低g 他在学校里比我～一级。
E矮半截JL］凸i banjier ＜口〉相比之下低很多，
多比喻在身份、地位、水平等方面差得远z 他
很自卑，觉得自己比别人～。

U委墩墩】凸idundun c～的）圈状态词。形容
矮而粗壮·他长得～的。

脏化】凸ihua 圈＠抑制植物茎的生长，使植

株矮小：～栽培。＠指贬低：～对手的实力｜
千万不能自我～。

E矮小】凸ixi凸o 圈又矮又小：身材～。
E矮星E 凸ixIng 圈光度小、体和、小、密度大的恒
星，如天狼星的伴星。

E矮行星】凸ixingxlng 圈沿不同的椭圆形轨道

、

ai c 9j) 

艾1 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有香气，
可入药，内服可做止血剂，又供灸法上

用。也叫艾篱。 o CAi> 姓。
艾2 ai ＜时制，也指老年人：香～

艾3 ai 带停止：叫～。

艾4 ai ＜书〉美好；漂亮 E 川年坷的
人，多指女子）。
另见 1552 页 yL

E艾宵】 aihao 圈艾1 ①。

【艾虎】1 aihu 圈艾胁。

E艾虎12 aihu 圈用艾做成的像老虎的东西，旧

俗端午节给儿童戴在头上，认为可以驱邪。

E艾绒】 air6ng [BJ 把艾叶晒干捣碎而成的绒状
物，中医用来治病。参看 698 页“灸”。

E艾窝窝】 aiwo•wo 圈用熟糯米做成的球形
食品，有馅儿。也作爱窝窝。

E艾叶豹】 aiyebao 函雪豹。
E艾自由l aiyau 圈哺乳动物，比黄翩稍大，颈较
长，四肢短，背部棕黄色或淡黄色。性凶猛，昼

伏夜出，捕食小动物。也叫艾虎。

E艾滋病E aizlbing 圈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的通称，是一种传染病。病原体是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通过性接触或血液、母婴等途径传播，
侵入人体后，使丧失对病原体的免疫能力。蔓
延迅速，死亡率高。［艾滋，英 AIDS，是 ac

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的缩

写丁

态、 ai ＜书〉同“爱”①④。

破 ai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At＂有放射性，
自然界分布极少。可用作示踪剂。



唉 ai 圈表示伤感或惋情， ~.m 了几天，把
工作都耽误了｜～，好好儿的一套书弄丢了

两本υ

另见 3 页。1 。

爱」 ai o 盯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
（爱）情：～祖国｜～人民｜他～上了一个

姑娘。＠豆国喜欢：～游泳｜～劳动｜～看电影。

＠画爱情；爱护z ～公物｜～集体荣誉。＠画
常常发生某种行为3容易发生某种变化（通常
是说话人主观上不愿发生的）：～哭｜～晕车｜

铁～生锈。 0 (Ai)IBJ 姓。
E爱…不…】 (Jj ... biJ ...分别用在同一个动词前

面，表示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随便，含不满情绪：
～管～管｜～说～说｜～来～来。

E爱不释手】 aibushishou 喜爱得舍不得放下。
E爱财如命】 aicai-ruming 形容非常吝啬或贪

财。

E爱巢】 aich白o 圈指新婚夫妻的卧室，也指年
轻夫妻的幸福家庭。

E爱称】 aicheng 圈表示喜爱、亲昵的称呼。
E爱搭不理】 aida-buli ＜～的）像是理睬又不理

睬，形容对人冷淡、怠慢：别人跟她说话，她～

的。也作爱答不理。也说爱理不理。
E爱答不理】 aida-buli 同“爱搭不理”。

E爱戴E aidai 圃敬爱并且拥护z ～领袖 i 受到
人民群众的～。

E爱抚J aif心画疼爱抚慰2 他从小失去亲人的
～｜母亲～地为女儿梳理头发。

E爱岗E aigang i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2 ～敬

业。
E爱国E ai;;gu6 嘲热爱自己的国家z ～心｜～

人士。
【爱国主义】 aigu6 zh心yi 指对祖国的忠诚和
热爱的思想。

E爱好E aihao o 画l 对某种事物具有浓厚的兴
趣；喜爱：～体育｜他对打太极拳很～。＠［萄
对某种事物所具有的浓厚兴趣：他的～很广
泛｜你有什么～？

E爱河E aihe IBl 指爱情（佛教认为爱情像河流

一样，人沉溺其中，就不能自拔）。
E爱护J aihu 自由］爱情并保护 z ～公物｜～年轻一

代。
E爱将】 aijiang 圈受上级喜爱、赏识的将领或
下属。

E爱克斯刀E aikesldao I苞利用爱克斯射线代
替手术刀进行手术的医疗装置。将多束爱克

斯射线聚焦在病灶上立体定向放射，以摧毁病
灶。主要用来治疗肿瘤等。

E爱克斯射线，） aikesl shexian 波长很短的电

唉爱俊隘菱｜ ai j s 

磁波，穿透能力很强，能使某些物质发荧光，使主主三
气体电离等，对细胞有破坏作用。工业上用于彗军三
金属探伤，医学上用于透视和治疗。也叫伦琴

射线。通常写作 X 射线。［爱克斯，英文字母
X的音译］

【爱理不理E aili-buli 爱搭不理。

【爱怜】 aili6n 画疼爱：她聪明伶俐，很受祖母
~ 

【爱恋】 ailian r到热爱而难以分离（多指男女之

间） ：信中流露出～之情。
E爱侣E ailu 圈相爱的男女或其中的一方。
E爱面子】 ai mian•zi 怕损害自己的体面，被人

看不起2 老李特别～，从不张口求人。

【爱莫能助E aimonengzhu 心里愿意帮助，但

是力量做不到。

【爱慕】 aimu 圃＠由于喜欢或敬重而愿意接

近2 相互～｜～之心。＠因喜爱而向往z ～虚
荣。

E爱情E aiqing 圈男女相爱的感情。
E爱人］ ai· ren 圈＠指丈夫或妻子。＠指恋
爱中男女的一方。

E爱神E aishen 圈西方神话中主宰爱情的神，

罗马神话中名叫丘比特（Cupido），希腊神话

中名叫厄洛斯（Eros ）。

E爱斯基摩人E Aisljlm6ren 圈因纽特人的旧
称。〔爱斯基摩，英 Eskimo]

E爱窝窝） aiwo•wo 同“艾窝窝”。

E爱屋及乌E aiwu-jiw心《尚书大传·太战篇》z

“爱人者，兼其屋 t之乌。”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地
关心到跟他有关系的人或物。

【爱情］ aixl P面］因重视而不糟蹋；爱护珍惜z ～

时间 1～国家财物。
【爱惜羽毛】 aixl yum6o 指珍重爱情自己的声

誉。
E爱／j\] aixi凸0 ＜方〉画好占小便宜。

E爱心】 aixln t8l 关怀、爱护他人的思想感情：
向灾区人民献～。

【爱徊。ivu 圈爱的欲望，一般指男女间对情
爱的欲望。

【爱重） aizhong 圈喜爱，尊重z 他为人热情、
正直，深受大家的～。

侵〕 ai 啪＠仿佛～然。＠气不
（，）顺畅。

【俊尼】 aini 圈部分哈尼族人的自称。

隘 ai o 狭窄： i#t~ I #iil.路～。＠陋的
地方：关～ i要～。

【隘口J ailφu 圈狭隘的山口。

【隘路J ailu IBl 狭窄而险耍的路。
菱干 ai ＜书〉＠酬。＠卓木茂盛

（菱）的样子。



I 6 I ai an I 碍暧隘矮玻玻暧厂广安

噩噩主主主曰 ~ ai 圈妨碍；阻碍：～事｜有～观

三章但守（碾）瞻｜把地下的东西收拾一下，别让它
～脚。

E碍口E ai;;kou 圃怕难为情或碍于情面而不

便说出 2 求人的事，说出来真有点儿～。

E碍面子E ai mian• zi 怕伤情面z 有意见就提，

别～不说。

E碍难E ainan 0 圈难于（｜日时公文套语）：～

照办｜～从命。＠〈方〉园为难。

E碍事】 ai;; shi 0 画妨碍做事；造成不方便z

您往边 L上站站，在这里有点儿～。＠圈严重；

大有关系（多用于否定式）：他的病不～！擦破
点儿皮，不碍什么事。

E碍手碍脚E aishou-aijl凸o 妨碍别人做事．咱

们走吧，别在这儿～的。

E碍眼1 ai11v也n 匾。不顺眼：东西乱堆在那

里怪～的。＠在别人跟前使感到不便3 人家
有事，咱们在这里～，快走吧！

E碍于E aivu 画受某事物妨碍z ～人情｜～面子

不好意思拒绝。

暧 A ai 圃表示悔恨、懊恼：～，早知
（暧）如此，我就不去了。
另见3 页。i; 4 页凸10

隘 ai 〈书〉咽喉阻塞。
另见 1555 页 yi 0 

援 ai !it!. 834 页【令剧。
（嫂）

暧 i 鹏（川吨，在黑龙江（暧）。
玻（婪） ai 见下。
E竣魂E aidai ＜书〉圆形容浓云蔽日：暮云～。

暧（暧） ai 〈书〉日光昏暗

E暧昧E aimei E圈。（态度、用意）含糊；不明

朗z 态度～。＠（行为）不光明正大；不可告

人z 关系～。

。n c 弓）

厂 an 同“庵”（多用于人名）。
另见 148 页 ch凸吨。

广。n 同“庵”（多用于人名）
另见 487 页 gu凸吨。

安1 an 。因安定2 明～｜坐不～，立不
稳。＠使安定z ～民｜～神｜～邦定国。

＠对生活、工作等感到满足合适：～于现状
（满足于目前的状况，不求进步）｜～之若素。。

平安；安全（跟“危”相对）：公～｜治～｜转危为

～。＠使有合适的位置z ～插｜～顿。＠圈
安装；设立：～门窗｜～电灯｜咱们村上～有线

电视了。＠画加上：～罪名 l ～个头衔。＠

画存着；怀着（某种念头，多指不好的）：你～

的什么心？＠队的圈姓。

安2 an ＜书〉困疑问代词＠问处所，跟
“哪里”相同：而今～在？＠表示反问，跟

“怎么、哪里”相同2 不入虎穴，～得虎子？ I~ 
能若无其事？

，步.，. 3 an E安培的简称。导体横截面每秒通
二风 过的电量是 1 库时，电流就是 1 安。

E安邦定国】 onbang dinggu6 使国家安定、巩
固。

E安保l anb凸o 圈属性词。安全保卫的：～工

作。
E安步当车E anbu dangch岳慢慢地步行，就当
作是坐车：路也不远，我们还是～吧。

E安瓶】 anbu 画装注射剂用的密封的小玻璃

瓶，用药时将瓶颈处弄破。〔英 ampoule]

E安插】 ancha 圈把人员、故事情节、文章的词

句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z ～亲信。
E安居】 ancuo 画停放灵枢待葬或浅埋以待正

式安葬。
E安抵l andT 画平安抵达：～广州。

E安定E anding 0 圆（生活、形势等）平静正
常；稳定：生活～｜情绪很～｜～的社会秩序。
＠画使安定：～人心。

E安堵】 and心〈书〉圈安定地生活：～如常。

E安度】 andu 圈平安度过z ～晚年。
E安顿l andun O 画安排，使人或事物有着落z

～老小 l妈妈～好家里的事情又赶去上班。＠
圈安稳、z 睡不～｜只有把事情做完心里才～。

E安放l anfang 圈使物件处于一定的位置z ～
铺盖 l把仪器～好。

E安分】 anfen 圃规矩老实，守本分＝～人｜～

守己｜这孩子不大～。
E安分守己l anfen-shoujT 规矩老实，不做超出

本分的事。

E安抚E anf心圈安顿抚慰；安慰：～伤员｜～人

心。

E安好l anhiio E国平安z 全家～，请勿挂念。

E安家E an;; jia 圈＠安置家庭z ～费｜～落户。

＠成家；结婚z 他都快四十岁了，还没～。
E安家立业】 anjia-liye 安置家庭，建立事业。
E安家落户l onjia-luδhu 在他乡安置家庭并定

居z 为植树造林，他在山区～了。经过一年多的
试养，武昌鱼已经在这里～了。

E安监l anjian 圈属性词。安全监督的z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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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安检】 anjian 圈安全检查2 旅客登机前要经

过～。
E安静E anjing Ill园＠没有声音：没有吵闹和喧
哗：病房里很～。＠安稳平静．孩子睡得很
～｜过了几年～生活。＠沉静稳重：下围棋要
有一份～的心境。

E安居】 anju I噩安定地居住、生活．置业～。
E安居乐业】 anjO-leye 安定地生活，愉快地工

作。
E安康J ankang E国平安和健康z 祝全家～。
E安拉E Ania 圈伊斯兰教所信奉的唯一主宰。
说汉语的穆斯林多称安拉为真主。 C阿拉伯
Allah] 

E安1阑E anion ＜书〉圈河流平静，没有泛滥现
象，比喻社会安定、太平：天下～c

E安乐E anle 圈安宁而快乐：生活～。
E安乐死J anlesi 富国应（ying）无法救治又极为

痛苦的病人的主动要求，医生采取措施使病人
无痛苦地死去。

E安乐窝】 anlewo ~昌指安逸舒适的生活处所。
E安乐椅】 anleyi 圈一种可以半坐半躺的椅
子，椅背宽大，两边有扶手，有的可以前后摇

动。

E安理会E Anlihui 国安全理事会的简称。
E安谧E anmi ＜书〉回安宁；安静z ～的山村｜月

色是那么美丽而～。

E安眠】 anmi6n 巨型。安稳地熟睡z ～药｜喧嚣
的车马声，让人终夜不得～。＠婉辞，指死亡2
烈士～在苍松翠柏之中。

E安眠药E anmi6nyao IBJ 催眠药的通称。
E安民告示E anmin gao•shi 原指官府发布的
安定民心的告示，现多用来比喻政府或机关团
体等在做某事之前，把有关内容、要求等先让

人知道的通知。
E安宁J anning 圈。秩序正常，没有骚扰z 地
方～｜边境～。＠（心情）安定；宁静：嘈杂的声
音，使人不得～。

E安排E anpai 画有条理、分先后地处理（事
务）；安置（人员） ：～工作｜～生活｜～他当统计

员。
E安培J anpei i.i 电流单位，符号 A。这个单

位名称是为纪念法国物理学家安培（ Andre

Ampere）而定的。简称安。

E安培表） anpeib怡。圈安培计。

E安培计E anpeijl IBl 测量电路中电流的仪器。
也叫安培表、电流表。

E安贫乐道） anpin-ledao 安于贫穷的境遇，乐

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

安 an 

E安琪儿E anqi ’ er ~夭使。［英 ange口

E安寝） anqin ＜书） [1lJjJ 安睡：高枕～。

7 

E安全E anqu6n 圈没有危险$平安z ～操作｜～

地带｜注意交通～o
E安全玻璃E anqu6n bo•li 钢化玻璃、夹层玻
璃、夹丝玻璃等的统称。不易破裂，有的破裂
时碎片也不易散落。多用于交通工具和高层
建筑的门窗。

Z安全带】 anqu6ndai 啤＠高空作业或技艺
表演时对身体起固定和保护作用的带子。也
叫保险带。＠飞机和机动车等座位上安装的
对身体起固定和保护作用的带子。

E安全岛E anquand益。画马路中间供行人穿
过时躲避车辆的地方。

E安全电压J anqu6n dianya 不致造成人身触
电事故的电压，电压值要根据有关规程和使用
环境而定，一般低于 36 伏。

E安全理事会） Anqu6n Lishihui 联合国的重
要机构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它是联合

国唯一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机构。由十五个理事国组成，中、法、苏（后
白俄罗斯接替）、英、美为常任理事国，其余十
国为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
两年。简称安理会。

【安全门J anquanmen ~太平门。
【安全套E anqu6ntao 圈避孕套。因避孕套有

避孕和防止性病传播的作用，所以也叫安全
套。

【安全剃刀E anqu6n tidao 保险刀。
【安全系数】 anqu6n xishu O 工程的受力部
分实际上能够承载的力与其容许承载的力之
间的比值。在进行土木、机械等工程设计时，
考虑到材料的缺点、工作的偏差、外力的突增
等因素所引起的后果，为了保证安全，要求比

值必须大于 1。＠指做某事的安全、可靠程度。
【安全线E anqu6nxian 圈＠为维持秩序、保

证安全而画的或拉起的禁止越过的线z 赛场
周围拉起了～。＠江河等堤岸上画的指示警
戒水位的线。＠指价格、利率等方面保障经

济发展安全的某种限度：近期油价突破了～｜
债务控制在～以内。

E安然E an ran 圃＠平安；安全z ～无事｜～脱

险。＠平静；安定：～自若｜只有把这件事告诉
他，他心里才会～。

E安然无恙J anran-wuyang 原指人平安没有

疾病，后泛指平平安安、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安如磐石E anrup6nshi 安如泰山。

E安如泰山E anrutaishan 形容安稳牢固，不可

动摇。也说安如磐石、稳如泰山。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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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问。nshe 时，设置， ~ '.£ tJill I 在山顶
上～了一个气象观测站。

E安身】 iin;;sh岳n 圈指在某地居住和生活（多

用在困窘的处境下）：无处～｜我有了～之地，
母亲也就放心了。

E安身立命E iinsh岳n」iming 生活有着落，精神

有所寄托 z ～之所。

E安神E iin;;shen ~使心神安定。
E安生E iin•sh岳『19 圈＠生活安定：过～日子。
＠安静g不生事（多指小孩子）：睡个～觉｜这

孩子一会儿也不～。
E安适】 iinshi 回安静而舒适2 ～如常｜心里～ i

病员在疗养院里过着～的生活。
E安睡l iinshui 圈安静地睡觉；安歇z 夜深了，

人们都已～O

E安泰l antai ~平安；安宁2 闺家～。
E安恬l iinti6n 圈安逸恬适；安静：～入梦。

E安中占l anti岳圈安定；踏实：事情都办妥了，心
里才算～。

E安土重迁l ant也zhongqiiin 留恋故土，不肯
轻易迁移。

E安妥E iintu凸圈平安稳妥；妥当z 把东西～地
运到目的地｜一切事务都已料理～。

Z安危E iinw岳l 圈安全和危险，多偏指危险的
一面z 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消防队员们置个人

～于度外。
E安慰l anwei O 圈使心情安适z ～病人｜你
要多～～他，叫他别太难过。＠回因精神上
得到满足而心情安适z 有女儿在身边，她感到

很～。
E安慰剂】 iinw岳iji 圈。医学上指不含任何药
理成分的制剂或剂型，主要用于安抚病人，配
合治疗。＠比喻没有实质内容而能够产生抚
慰作用，使人安适的方法、措施。

E安慰赛E anweisai 固体育比赛中，在正式比
赛结束后为照顾未取得名次的运动员的情绪
而组织他们参加的联谊性比赛。

E安稳E iinw岳n E画＠稳当；平稳z 仪器要放～｜
这个船大，即使刮点儿风，也很～。＠平静；安

定：睡不～｜过～日子。＠（举止）沉静；稳重：
他年纪不大，但显得很～。

E安息E iinx I mill 0 安静地休息，多指入睡＝一
路劳顿，请早点儿～。＠对死者表示悼念的用
语：～吧，亲爱的战友。

E安息日】 iinxl「i~《圣经》记载，上帝在六日内
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犹太教以日
落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将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

日落的一昼夜时间尊为圣日，名叫安息日。这
一天礼拜上帝，不做工作。基督教中大多数教

派根据耶稣在星期日复活的故事，以星期日为
安息日，又称主日。

E安闲】 anxi6n 圈安静清闲3 神态～｜～自在 1
他忙里忙外，一日不得～。

E安详】 iinxi6ng 圈从容不迫g稳重：面容～1

举止～ 1老人～地坐在靠椅里。
E安享】 iinxi凸ng 画安安稳稳地享受或享用：

～清福｜～晚年。

E安歇】 iinxi岳圈。上床睡觉：天已不早，大家

该回房～了。＠休息：走得太累，先找个地方

～一下。
E安心】1 iin;;xln 圈存心；居心z ～不善 1谁知

他安的什么心？
E安心r iinxln E园心情安定：～工作｜家里事

多，在外也难～。
【安逸】 iinyi 回安闲舒适z 老人晚年在乡下过

着～的生活。

E安营E iin;;ying 画（队伍）搭起帐篷住下，也

泛指建立临时驻地z 摄制组已在小镇～。
E安营扎寨E iinying-zhiizhai 原指军队搭起帐
篷、修起栅栏住下，现泛指军队或其他团体建

立临时驻地。
E安于E anyu 圈对某种状况感到满足、安心：

～清贫｜～本职工作。
E安葬E iinzang 圈埋葬（用于比较郑重的场

合） ：～烈士遗骨。
E安枕】 iinzh岳n ＜书〉圈安稳地枕在枕头上（睡

觉），借指没有忧虑和牵挂z ～而卧 1天下多事，
国人岂能～？

E安之若素】 iinzh1-ruosu （遇到不顺利情况或
反常现象）像平常一样对待．毫不在意。

E安置E iinzhi 圈安放、安排，使人或事物有着

落z ～人员｜～行李｜这批新来的同志都得到了

适当的～。
E安装】 iinzhuiing 圃按照一定的方法、规格把
机械或器材（多指成套的）固定在一定的地方2
～自来水管 l～电话｜～机器。

坡。n 用于地名＝曾（叫磨～（在福建）。
另见 9 页凸门。

校。n 圈酬，常绿乔木，树干高而直原
产澳大利亚，我国南部也种植。校日十可提

制按油，树皮可制草草料，木材供建筑用。

氨 an 固氮和氢的化合物，化学式 NH，。
无色气体，有刺激性臭味，易溶于水。用

作制冷剂，也用来制j硝酸和氮肥。通称氨气。
［英 ammonia]

E氨基E iinjl ~氨分子失去 1 个氢原子而成的

一价原子团（ NH，）。

E氨基酸E iinjlsuiin 圈分子中同时含有氨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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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盘查鲸E ankang [8] 鱼，全身无鳞，头大而扇，尾
部细小，常潜伏在海底捕食，能发出像老人咳
嗽一样的声音n 有的地区叫老头儿鱼。

鞍 ~ an 鞍子z 马～ l ～檐｜马不歇
（阳重）～。

E鞍稳E anchan ＜书） [8] 马鞍子和垫在马鞍子

下面、垂于马背两侧遮挡泥土的东西。
E鞍草草E anjian ＜书〉圈马鞍子和马鞍子下的
垫子。

E鞍马】 anm凸圈。体操器械的一种，形状略
像马，背部有两个半圆环，是木马的一种。＠

男子竞技体操项目之一，运动员在鞍马上，
于握半圆环或撑着马背做各种动作。＠鞍

子和马，借指骑马或战斗的生活 2 ～劳顿｜～
生活。

E鞍马劳辛页E anma-16odun 指旅途或战斗的劳

盒

v v 
an ＜弓）

埃凸n 同“掩”
另见 8 页。no

睽凸n 同“啼”制。

俺凸n ＜方〉｛悯人称代词。＠我们（不包括
昕话的人）：你先去，～几个随后就到。＠

我：你们都走吧，～一个人留下就行了。

掩凸n 0 圈挖小坑点种瓜豆等z ～豆子
＠（～儿）圈点种时挖的小坑。＠（～儿）

r• 用于点种的瓜、豆等2 一～儿花生。
畸1 an 刷子里握着的颗粒状或粉末状

的东西塞进嘴里：～了一口炒米｜～了两
口雪。

畸2 凸n E表示疑问2 ～，东西都收拾好了
吗？｜怎么这两天没看到你呀，～？

畸3 凸n 佛教咒语用字。

钱 k> h 圈从氨衍生所得的带正电荷
（馁）酬，也就是钱离子。也叫钱根。

C英 ammonium]

E镀根E 凸ng岳n 圈馁。

辛辛发凸n E却用于把药面儿或其他粉末敷在伤

3日口上z 伤口上～上点！Ll肖炎粉o

、

an ＜弓）

狞 an 见叼町
另见 510 页 hano



I 10 I an ｜岸按胶案暗

叠叠王三仨且 冒－ an 0 圈江、河、湖、海等水边
三章序（嚼）的陆地z 江～｜上～｜两～绿柳成

荫。＠〈书〉高大3 伟～。＠〈书〉高傲：傲

～。。 CAn）圈姓。
E岸标】 anbiao 画设在岸上指示航行的标志．

叮以使船舶避开沙滩、暗礁等。
E岸炮】 anpao ［翻海岸炮的简称。

E岸然E anran （书＞ l~l 严肃或高傲的样子·道
貌～｜对于别人的批评，他～不予理睬。

按1 an 0 ~用手或指头压z 叫咱
钉。＠［司！压住；搁下：～兵不动｜～不此

事不说。＠圈抑制．～不住心头怒火。＠

〈方〉抵押＝～金。 o ri'il 依照z ～时｜～质论
价1～制度办事｜～每人两本计算。

按2 an 0 （书〉查考；核对有原文可～
＠［毡（编者、作者等）加按语：编者～。

E按兵不动E anblng-budong 使军队暂不行
动，等待时机。现也指接受任务后不肯行动。

E按部就班E anbu-j iuban 按照一定的条理，遵

循一定的程序：学习科学知识，应该～，循序渐

进。
E按键E anjian ［组用于按的键z键③。
E按揭】 anji岳 ml] 一种购房或购物的贷款方式，

以所购房屋或物品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分

期偿还。
E按金J anjln （方〉［望。押金。＠租金。
E按扣JL] ankour 圈子母扣儿。

E按理】 an;; IT ［量』按照情理：～我们应该先去看
您的 l你这样做，不管按什么理都说不过去。

E按例E anli 画按照惯例：生活困难，～可以申
请补助。

E按脉l an;;mai 画i 诊脉。

E按摩l anm6 画用手在人体的一定部位上
推、按、捏、揉等，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皮肤抵
抗力，调整神经功能。

E按捺】（按纳） anna 圃向下压，多比喻控制（情

绪） ：～不住激动的心情。
E按钮］ anni心（～儿）圈用手按的开关。

E按期l anql 圆依照规定的限期：～交工｜～

归还。
E按时l anshi l噩依照规定或约定的时间·～

完成｜～吃药｜～和朋友见面。
E按说J anshuo 圆依照事实或情理来说：这
么大的孩子，～该懂事了 l五一节都过了，～不

该这么冷了。
E按图索骥】 antu-su6ji 按照图像寻找好马，比
喻按照死规矩机械、呆板地f故事，也泛指饺照

线索寻找目标。

E按下葫芦浮起瓢E an xia hu• lu fu qT pi6o 

比喻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法使事情得到
困满解决。

E按压】 anya ［动~o 向内或向下按：～穴位 l把

那人～在地上。＠抑制②：～不住的激情。
E按i.'t］（案语） anyu 画作者、编者对有关文章、
词句所做的说明、提示或考证。

E按照E anzha。因根据；依照：～法规办理｜～
预定的计划执行。

胶 an IEJ 氨分子中部分或全部氢原子搬
基取代而成的有机化合物。〔英 amine]

案。n 肘子也条～l书～｜拍～而起＠
古代进食用的木托盆·举～齐眉。＠案

件：犯～！破～｜五卅惨～。。案卷s 记录：备
～｜有～可查 l 声明在～。＠提出计划、办法

或其他建议的文件：方～ l 议～｜提～。＠同
“蛇”。

E案板】 anb凸『l l'81 做面食、切菜用的木板、塑料

板等，多为长方形。
E案f'f】 ancheng l组→种小型的怦，多放在柜

台上使用。有的地区叫台秤。
E案底】 andT 圈治安机关指某人过去违法或犯

罪行为的记录。

E案牍l andu （书〉［甸公事文书。
E案发E anfa f翻案件发生：～现场！～后逃逸。
E案犯E anfan 圈作案的人。

E案件l anjian 型有关诉讼和违法的事件．刑

事～｜重大贪污～O
E案卷E anjuan 圈机关或企业等经过分类、整

理后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
E案例E anli 圈某种案件的例子z 经济～｜典型

～l～分析。
E案情E anqing 圈案件的情节2 ～复杂｜分析

~ 。

E案头l ant6u i销。 JL案上或书桌上z ～放着

一些参考书。＠指案头工作。
E案头工作】 ant6u gongzuo 在案头做的工

作，特指导演、演员等在创作过程中所做的分

析剧情、角色等的文字工作。
E案由】 any6u 圈案件的内容提耍。
E案语】 any心见 10 页［按语lo
E案值】 anzhi 圈案件所涉及的物、款等的价

值2 ～达八万余元。
E案子】 an. zi l扭。一种狭长的桌子或架起来

代替桌子用的长木板：肉～ l 裁缝～。＠案

件：审～｜办了一件～。
n堂 、 ＠幽光线不

~（＂＇＊畸、＠＠圄）足；黑暗（跟“明”相
对，下②①同）：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下来。
＠隐藏不露的；秘密的：～号｜明人不做～事。



＠糊涂；不明白：～味｜兼听则明，偏信则～。
。~（颜色）浓重，不鲜明＝～紫 l～绿｜这件衣
服的颜色太～了。

“随”另见 1511 页 yon"

E暗暗l an’归国在暗中或私下里，不显露出

来z ～吃了一惊｜他～下定决心。

E暗堡】 anb凸o 圈隐蔽的确堡。
E暗藏】 ancang 圈隐藏g隐蔽z 身上～凶器｜消
除～的隐患。

E暗娼E anchiing 圈暗地里卖淫的妓女。

E暗场E an ch凸ng 固不在舞台 t表演，只通过
台词交代或用音响效果表示，使观众意会的情

节。
E暗潮E anchao ~比喻暗中发展，还没有表面
化的事态。

E暗处E anchu 圈。光线不足的地方；黑暗的

地方z 纸上写了些什么，在～看不清楚。＠隐
蔽的地方；秘密的地方z 坏人躲在～兴风作浪。

E暗淡E andan 圈。（光线）昏暗；不明亮z ～
无光｜屋子里灯光～。＠（色彩）不鲜明：色调

过于～。＠（前途）不光明；没有希望：经济前

景～。

E暗道l andao ~隐蔽的道路；不露在外面的
通道。

E暗地E andi I苞暗地里。
E暗地里E and I· II 圈私下g背地里．～勾结｜～
直掉眼泪。也说暗地。

E暗度陈仓l andu-chenciing 借指暗中进行某

种活动。参看 915 页｛明修钱道，暗度陈仓l 0 

E暗房l anfang 圈暗室①。
E暗访】 anfang 圈暗中察访z 明察～｜～案件
的知情人。

E暗沟l angou 圈不露出地面的排水沟。也叫

阴沟。

【暗害l anh创画暗中杀害或陷害z 险遭～。

E暗含】 anhan E量 f故事、说话包含某种意思而
未明白说出：～不满情绪｜这几句话，～着对他

的讥讽。

E暗号l anhao （～儿）圈彼此约定的秘密信号
或标记等，联络～o

E暗合E an he 画没有经过商讨而意思恰巧相
合z 妈妈的话正与他的心意～。

E暗河】 anhe ~地下河。
E暗盒】 anhe （～儿）型有遮光作用，用来放置
没有曝光或冲洗的胶卷的小盒。

E暗花JL] anhuii「圈隐约的花纹，如瓷器上利
用凹凸构成的花纹和纺织品上利用明暗构成

的花纹。
E暗火l anhu凸画不冒火焰的火（区别于“明

暗 an 11 

火”）。 三三三
(ff音疾】 anji 画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疾病，如三三三
性病之类。

E暗间】 anjiiin （～儿）圈相连的几间屋子中不

直接通向外面的房间，通常用作卧室或贮藏
室。

E暗箭E anjian ~ 0 暗中射出的箭。＠比喻
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诡计2 明枪易躲，～难防。

E暗礁E anj iiio 圈。海洋、江河中不露出水面
的礁石，是航行的障碍。＠比喻事情在进行

中遇到的潜伏的障碍或危险。
E暗井E anjing 圈地下采矿时，装有提升设备

而无直通地面出口的垂直或倾斜的通道，也用
来通风或排水。也叫盲井。

( H音i己JL] anjir 圈秘密的记号。

E暗里l an· Ii 圈暗地里＝～活动。
E暗恋E anlian E量暗中爱恋：他对公司的一位

女会计～已久。
E暗流E anliu 圈＠流动的地下水。＠比喻潜

伏的思想倾向或社会动态。
E暗楼子】 an16u•zi ~屋内顶部可以藏东西

的部分，在天花板上开一方口，临时用梯子
上下。

E暗码E anm凸（～儿）圈旧时商店在商品标价

t所用的代替数字的符号。

【暗昧】 anmei 圈。暧昧：～之事。＠愚昧：
～懵懂。

E暗盘E anp6n （～儿）圈指买卖双方在市场外
秘密议定的价格。

E暗器】 anqi 圈暗中投射的使人不及防备的兵

器，如镖、袖箭等（多见于早期白话）。

E暗弱E anruo ~ 0 光线微弱，不明亮z 灯光
～｜星光渐渐～了。＠〈书〉愚昧软弱 z 为人
～｜昏庸～O

E暗杀E anshii 画乘人不备，进行杀害z 惨遭
～ l～事件。

E暗沙】 anshii ~海中由沙和珊珊碎屑堆成的

岛屿，略高于高潮线，或与高潮线相平2 曾
Cz邑ng）母～（我国南沙群岛中的暗沙之一）。

【暗伤E onshiing 圈。内伤②。＠物体上的
不显露的损伤。

E暗哨l anshao 圈隐蔽的岗哨。
【暗射·］ anshe 圈影射。

【暗射地图E an sh岳－ditu 有符号标记、不注文
字的地图，教学时用来让学生辨认或填充。

【暗示E anshi 匾。不明白表示意思，而用含

蓄的言语或示意的举动使人领会·他用眼睛
～我，让我走开。＠心理学上指用言语、手势、
表情等施加心理影响，使人不加考虑地接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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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或做某件事，如催眠就是借助于暗示作

用。

E暗事l anshi 画不光明正大的事z 明人不做

~ 。
E暗室E anshi IBl 0 有遮光设备的房间。＠
〈书〉指幽暗隐蔽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不欺
～（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不做昧心事）。

E暗送秋波】 ansong叩Obo 原指暗中眉目传

惰，后泛指献媚取宠，暗中勾搭。

E暗算E ansuan Ill国暗中图谋伤害或陷害2 险

遭～。
E暗锁】 ansuo 圈嵌在门、箱子、抽屉上，只有
锁孔露在外面的锁，一般要用钥匙才能锁上。

E暗滩E antan 固不露出水面的石滩或沙滩。
E暗探l antan 0 圈从事秘密侦察的人。＠
画暗中刺探z ～军机。

E暗无天日E anwu-tianri 形容社会极端黑暗。

E暗物质】 anwuzhi IBl 由天文观测推断存在于

宇宙中的不发光物质。包括不发光天体，以及
某些非重子中性粒子等。

E暗喜E anxi 圃暗自高兴z 心中～o
E暗匣】 anxia IBl 暗箱。

E暗下】 anxia IBl 暗下里。
E暗下里】 anxia ·Ii IBl 背地里；私下里z 表面不
露声色，～却加紧活动。也说暗下。

E暗线E anxian 圈＠文学作品中未直接描述
而间接呈现出来的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的线
索。＠暗中为某一方进行侦察或做内应的

人。
E暗箱E anxiang 圈光学照相机的一部分，关
闭时不透光，前部装镜头、快门，后部装胶片。

E暗箱操作E anxiang caozuo 指利用职权暗
地里做某事（多指不公正、不合法的）：避免收
费中的～。也说黑箱操作。

E暗笑1 anxiao ［到＠暗自高兴z 看到对方着
急的样子，不禁心里～。＠暗自讥笑：在场的
人都～他无知妄说。

E暗影E anying IBl 阴影。

E暗语E any心目E 彼此约定的秘密话：说～｜用
～接头。

E暗喻E anyu IBl 隐喻。
E暗中E anzhong 圈＠黑暗之中z ～摸索｜躲
在～张望。＠背地里；私下里z ～打听｜在～
做了手脚。

E暗转l anzhu凸n 圈戏剧演至某一场或某一
幕的中间，台上灯光暂时熄灭，表示剧情时
间的推移，或者同时迅速地变换布景，表示
地点的变动。

E暗自E anzi 固在私下里s在暗地里z ～盘算｜

～高兴。

黯 an 阴暗：～淡。

口音淡】 andan 幽暗淡：色彩～｜前途～。

E黯黑】 anhei 翩。乌黑z 脸色～。＠昏黑z
～的夜晚｜天色已经～了。

【黯然l anran E回＠阴暗的样子：～无光｜工
地上千万盏电灯光芒四射，连天上的星月也～
失色。＠心里不舒服
下｜神色～。

E黯然神伤E anran-shenshang 形容因失意、沮

丧而伤感。

ang c 尤）

肮喻户咱见下。
E肮脏1 angzang ~ 0 脏；不干净z ～的衣服 i

屋里又凌乱又～。＠（思想、行为等）卑鄙、丑

恶z ～交易｜灵魂～。

, 
6ng ＜尤）

印 ang 0 ＜书〉趴称代词。我＠〈书〉
同“昂”q ②。 8 CA门g) IBl 姓。

口 ang 0 圈仰着（头）：～年头｜～首挺胸。
＠高涨2 ～贵｜激～。 8 CAng）圈姓。

E昂昂E ang ’ ang 圆形容精神振奋，很有气魄：
～然｜气势～｜雄赳赳，气～。

E昂藏E angcang ＜书〉圈形容人的仪表雄伟：
气宇～O

E昂奋E angfen E回昂扬振奋：精神～｜曲调～。

E昂贵E anggui 庄园价格很高z 物价～｜～的代
价。

E昂然E angran ~仰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
～屹立｜气概～。

E昂首E angsh归国仰着头：～望天｜战马～长

鸣。
E昂首阔步】 angshou kuobu 仰起头，迈着大

步向前。形容精神振奋，意气昂扬。
E昂扬l angyang 回＠（情绪）高涨2 斗志～。

＠（声音）高昂：歌声激越～。

飞

。ng ＜尤）

抑 ang ＜书〉拴马桩。



盎凹熬燎敖敝罄邀嗷腋嗷樊熬聋整栩 I an9 ao I 13 I 

盎1 ang 古代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

盎2 ang 础；盛Cs问） ：～然

E盎格鲁一撒克逊人J Anggel心 Sakexunren 公
元 5世纪时，迁居英国不列颠的以盎格鲁和撒
克逊为主的日耳曼人。这两个部落最早住在
北欧日德兰半岛南部。［盎格鲁撒克逊，英
Anglo Saxon] 

【盎然】 angr6n 圃形容气氛、趣味等洋溢的样

子：春意～｜趣味～。
E盎司l angsl E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符号

。z。 1 盎司等于1/16磅，合 28. 349 5 克。旧
称英两或啊。［英 ounce]

厂一一百豆豆二二二3

凹∞回到低于周围（跟“凸”相对） ：～地｜～

凸不平｜地板～下去一块。
另见 1340 页 W00

【凹版E aoban 画版面印刷的部分凹入空白部
分的印刷版，如铜版、钢版、照相凹版等。凹版
印刷品，纸面上油墨稍微鼓起，如钞票、邮票
等。

E凹镜E aojing ［塑凹面镜的简称。

E凹面镜E aomianjing I重球面镜的一种，反射
面为凹面，焦点在镜前，当光源在焦点上，所发
出的光反射后形成平行光束。简称凹镜。

E凹透镜l aotoujing !El 透镜的一种，中央比
四周薄，平行光线透过后向四外散射。近视眼
镜的镜片就属于这个类型。

E凹陷E aoxion F刻向内或向下陷进去2 两颊
～｜地形～。

主芽，∞画烹调方法，把蔬菜等放在水里煮：
何〈可～白菜｜～豆腐n

另见 13 页 600

E熬心l aoxin ＜方＞~心里不舒畅；烦闷。
L曲”’ι ∞〈书〉＠放在微火上娘熟。
规黑（铃XI> e 同“熬”的o ）。

,, 
ao c 么）

敖 60 0 （书？同“邀”。 8 cAo）＜书〉同
“阪”。 8 (Ao〕圈姓。

E敖包E aob凸o 圈蒙古族人做路标和界标的堆

子，用石头、土、革等堆成。旧时曾把敖包当神
灵的住地来祭祀。也译作鄂博。

做 Ao 商朝的都城叫南郑州西北。也主
作敖或嚣。 王三三

差~ ao o CAo）拙，山名，在广东。们
阴CAoyi时，地名，在山东。

邀 60 慨：～游

E邀游】 6oy6u 画漫游；游历2 ～世界｜～太

空。

嗷 60 见下。
E嗷嗷l 60’。。医理形容哀号或喊叫声z ～叫｜

～待哺。
E嗷嗷待哺l 60’。o-doibu 形容饥饿时急于求
食的样子。

厥 ∞〈书〉贮藏粮食等的仓库。
c ：厥）

嗷 60 古代的一种乐器。

英 60 IEl 狗的一种，身体大品巴长，四肢较
短，毛多为黄褐色。凶猛善斗，可做猎狗。

兰品. 60 0 圈把粮食等放在水里，煮成糊状2

负合～粥。＠画为了提取有效成分或去掉所

含水分、杂质，把东西放在容器里久煮2 ～盐｜

～药。＠圈忍受（疼痛或艰苦的生活等）：～
夜｜病痛难～｜苦二日子总算～出了头。。 CAo)

［名］姓。
另见 13 页。0 0 

E熬煎E 6ojian 自动j 比喻折磨：受尽～｜疾病时时

～着他。

E熬磨E 6o·m6 （方〉南1]0 痛苦地度过（时间）。

＠没完没了地纠缠：这孩子很听话，从不～

人。
E熬年头JLl 60 ni6nt6ur 指不积极进取，只靠

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获得晋级或加薪等。

E熬头JL] 60• tour 圈经受艰难困苦后，可能获
得美好生活的希望n

E熬夜】 6011ve Q副通夜或深夜不睡觉。

聋。。如叫估屈酬。

整∞圈螃蟹等节肢动物的变形的第一
对脚，形状像钳子，能开合，用来取食或

自卫。
E整肢动物E 6ozhl-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一

门，没有触角，口后面的第一对脚是取食用的

整肢。女口釜Chou）、蜘蛛等。

栩 • 60 展翅飞： ~~o 
（关军事）

E栩翔E 6oxi6ng 画在空中回旋地飞＝雄鹰在

高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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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警 60 叫毁。

整 o 圈传说中海里的大
（蒸、营）龟或大鳖。

E羞山l 6oshon 圈旧时元宵节用灯彩堆叠成

的山，像传说中的巨鳖形状。

E鳖头l 6ot6u 圈指皇宫大殿前石阶上刻的鳖

的头，考 t状元的人可以踏上。后来用“独占
鳖头”比喻占首位或取得第一名。
嚣 0 （书〉间‘‘阪

（嚣）另见 1439 页 xiδOo
崖白0 （书〉摩战：赤壁～兵。

E屡战】 6ozhan 巨型激烈地战斗；苦战：与敌人
～了三天三夜。

拗（相）

\I 

。。 （么）

凸0 （方〉［动］使弯曲；使断；折．

把竹竿～断了。
另见 14 页 00;960 页 n恼。

袄 凸0 [BJ 有里子的上 z 夹～｜皮
（澳）～忡棉～儿。

姐凸0 （书〉年老的妇女

鹦（鹦）凸0 见 7叫附

飞

00 （么）

番 00 浙江融等沿海一带称山
（：粤）间平地（多用于地名）：珠～！薛

～（都在浙江）。
明 ao 同“哟”（多用于地名）：黄～（在江西）

拗 ∞山间平地：山～。
（吐幻）

拗 δ0 和119! ;/F顺从户口｜违～。
（切）另见 14 页总0;960 页仙。

E拗口E 臼okou 圈说起来别扭，不顺口：这两句

话读着有点儿～，改一改吧。
E拗口令】 aokouling 圈绕口令。

雾。。〈书〉＠矫健。＠同“傲’也。

傲 ao 0 圃骄傲z ～慢｜偌～｜这人有点儿
～。 8 (Ao）圈姓。

E傲岸E ao ’ an 〈书〉回国高傲g 自高自大。

E傲骨E aog凸 [BJ 指高傲不屈的性格。

E傲慢E a om an 圈轻视别人，对人没有礼貌g

态度～｜～无礼。

E傲气l aoqi 0 固自高自大的作风g ～十足｜

一股～。＠圈自高自大：他自以为了不起，～

得很。

E傲然l aor6n 圃高傲、坚强不屈的样子z ～挺

立。

E傲人】 aoren 圈（成绩等）值得骄傲、自豪：业

绩～｜～的资本。

E傲世l aoshi 南傲视当世和世人g 清高～O

E傲视，］ aoshi 画傲慢地看待：～万物。
E傲物E aowu （书〉圈骄傲自大，瞧不起人：恃

才～。

奥 ao 0 含义深，不容易理解 z 深～｜～妙。
＠古时指房屋的西南角，也泛指房屋的深

处：堂～。 0 CAo）圈姓。

E奥博E aob6 （书〉晤。含义深广：文辞～。
＠知识丰富。

E奥林匹克运动会E Aolinpike Yundonghui 世

界性的综合运动会。因古代希腊人常在奥林
匹亚（Olympia）举行体育竞技， 1894 年的国

际体育大会决定把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叫作
奥林贝克运动会。第一届于 1896 年在希腊

雅典举行，以后每四年一次，在会员国的某个

城市举行。简称奥运会。

E奥秘】 aomi [BJ 深奥的尚未被认识的秘密：

探索宇宙的～。

E奥妙l aomiao 圈（道理、内容）深奥微妙：～

无穷｜其中的道理非常～。

E奥义】 aoyi （书〉圈深奥的义理：潜心研读，

探求五经～O

E奥援】 aoyu6n （书〉［望官场中暗中撑腰的力

量；有－力的靠山（多含贬义）。

E奥运村E aoyuncun l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
城市为参赛的各国和各地区代表团提供的有
各种生活设施的住处。

E奥运会l Aoyunhui 圈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简
称。

E奥旨】 aozhi [BJ 深奥的含义z 深得其中～。

驾 ι ∞〈书〉＠骏马。＠同“傲”①
（麓）

傲∞〈书〉同“傲’＠

陕 ao （书〉同“奥’＠。
另见 1607 页 vu 。

噢∞＠〈书〉可以居住的地方。＠〈方〉
山间平地z 深山野～。



莫
00 固有机化合物，是茶的同分异构体，

青蓝色，有特殊气味，用作药物。
另见 1607 页 yuo

~白 1 00 0 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多用
～、

~ 于地名）：三都～（在福建）。 8 C Aol I名l
指澳门 z 港～同胞。 8 cAoll萄姓。

守由 2 Ao 哩。指澳洲（现码：大洋洲）：～毛
E穴 （澳洲出产的羊毛）。＠指澳大利亚。
E澳抗E aokang IE 澳大利亚抗原的简称，人体
血清中－种异常蛋白质，与病毒性乙型肝炎的
发病有密切关系。现称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E澳门币】 aomenbi IBl 澳门地反通行的货币，
以元为单位。

奠澳懊攀 αo 15 

懊 00 烦恼；悔恨z ～恨！～恼。

['t突恨E aohen ［到悔恨。

E懊悔l aohuT I司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心里自

恨不该这样：～不已｜～自已刚才说错了话。

E懊侬l aon6o ＜书〉［回烦恼；懊恼。
E懊恼l aor的o ll!2l 心里别扭；懊悔烦恼。

['t奥丧］ aosang 圈因事情不如意而情绪低落，

精神不振：神情～。

整 00 见下。
E签子E ao•zi 圈烙饼的器具，用铁做成，平面
圆形，中心稍凸。

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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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o J\. 

b 
ba c 兮丫） J 

/\. ba o 函七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参看
1219 页【数字］。＠圃表示多数或多次：

～辈子｜这事你都说了～遍了。 8 (Bo）圈姓。
E八拜之交E baba i zh Tj iao 拜把子的关系。

E八宝菜】 bob凸ocai 圈由核桃仁、高笋、杏仁、

黄瓜、花生米等混合在一起的酱菜。
［／＼.宝饭】 bob凸ofan IEl 糯米加果料儿、莲子、桂

圆等蒸制的甜食。
E八宝粥】 bob凸ozhou ［苞糯米加莲子、桂圆、红

枣、果料儿、花生米等煮成的粥。
E八辈子l babei•zi 圈好几辈子，形容很长的时

间或很深的程度：这都是～前的事儿了｜倒了

～霉。

E八成l bacheng O 数量词。十分之八z ～新｜

任务完成了～啦。＠（～儿）圆多半；大概·看
样子～儿他不来了。

E八斗才】 badoucai 圈宋元名氏《释常谈》．
“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
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后来用“八斗

才”指很高的才能。
E八方E bafang 圈指东、西、南、北、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泛指周围各地z 四面～｜一方有难，

～支援。
E八分书E bat岳阳hu IEl 汉字的一种字体，即汉
隶。

E八竿子打不着】 ba gan· zi d凸 bu zhao 形容

二者之间关系疏远或毫无关联。也作八杆子打

不着。
E八哥l ba•ge c～儿）圈鸟，羽毛黑色，头部有
羽冠，两翅有白斑，吃昆虫和植物种子。能模
仿人说话的某些声音。也叫鹊鸽cquyu ）。

E八ru bag心函明清科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文
体，段落有严格规定，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
人予、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从
起股到束股的四个部分，其中都有两股相互排

比的文字，共为八股。内容空泛，形式死板，束
缚人的思想。现在多用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

章、讲演等。
E八卦E bagua O 圈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
意义的符号。用“ ”代表阳，用“”代表阴，

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作八卦。
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三为乾，代表夭；
三为坤，代表地；三为坎，代表水s三为离，代表
火；三为震，代表雷g芒为良，代表山；三为罢，
代表风；三为兑，代表沼泽。八卦互相搭配又
得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

象。在《易经》里有详细的论述。八卦相传是
伏毒草所创，后用来占卡。＠圈没有根据的；荒
诞低俗的：～新闻｜这个说法太～。

［／＼.卦教E Baguajiao 喧天理教。

［；＼.国联军】 Ba Guo Lianjun 1 900 年英、美、

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为了镇压我国义和团

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而组成的侵略军队。八

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北京等地，于 1901 年强

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E八行书】 bahangshu 圈 1日指书信，因旧时信
纸大多用红线直分为八行而得名。简称八行。

E八角】 baii凸0 ＜方〉圈八角菌香②。
［；＼.角枫】 baji凸of岳ng IEl 落叶小乔木，叶子卵

形或圆形，花白色。根、茎、叶可入药，木材可

用来做家具等。也叫植（ni)*0
E八角菌香E baji凸o huixiang O 常绿小乔木，
叶子长椭圆形，花红色，果实呈八角形。＠这
种植物的果实，是常用的调味香料。内含挥发
泊，可入药。是我国特产之一。有的地区叫大
料或八角。

E八节E baiie 圈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
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z 四时～。

E八九不离十】 ba ii心 bu Ii shi ＜口〉几乎接近
（实际情况）：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猜也能猜
个～。

E八路E Bal。因指八路军，也指八路军的干部、
战士。

E八路军E Ba Lu Jun 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革命武装，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是华北抗日的主力。第兰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跟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一起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E八面光E bamianguang 形容非常世故，各方
面都应付得很周到（含贬义）。

E八面玲珑】 bamian-lingl6ng 原指窗户宽敞明

亮，后用来形容人处世圆滑，不得罪任何一方。
E八面威民1J bamian-w岳If岳ng 形容威风凛凛，

神气十足。
E八旗E baqi 圈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
制，以旗为号，分正黄、正臼、正红、正蓝、镶黄、



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又增建蒙古八旗和1
汉军八旗。八旗官员平时管民政，战时任将
领，旗民子孙世代当兵。

E八下里lb凸xia•li （方〉罔指很多方面＝～都

要他一个人管，怎么管得好？
E八仙】 baxian 圈。神话中的八位神仙，就是
汉钟离、张果老、目前］宾、李铁拐、韩湘子、曹国
舅、蓝采和、何仙姑。常作为绘画的题材和美
术装饰的主题。＠〈方〉八仙桌。

［；＼：仙过海】 baxian-guoh凸i 谚语“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或‘各显其能’）”，比喻各自有一套
办法，或各自施展本领，互相竞赛。

E八仙桌】 baxianzhuo c～儿）画大的方桌，每
边可以坐两个人。

E八项规定l ba xiang guiding 指「八届中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主要内容是z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
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
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
节约。

E八一建军节J Ba -YI J ianjun J ie 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的节日。 1927 年 H 月 1 日，中国共
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从此建立了中国人民的
革命军队。

E八一南昌起义l Ba-YI Nanchang QTyi 中国
共产党为了挽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率部分国民革命军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在江

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领导人有周恩来、贺
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

E八音l bayln 圈。我国古代指金、石、土、革、

丝、木、鲍、竹八种材质制成的乐器。＠泛指
各种乐器或音乐：～盒｜辨～之雅俗。

E八音盒】 baylnhe rEJ 一种器物，开动匣里的

发条后，能奏出各种固定的乐曲。
E八月节E Bayue Jie 函中秋。

E八字E bazi c～儿）圈用天干地支表示人出生
的年、月、日、时，合起来是八个字。迷信的人

认为根据生辰八字可以推算出一个人的命运
好坏。

E八字步E bazibu c～儿）圈走路时两个脚尖向
内或向外成八字形的步子。

E八字没一制 ba zi mei yl pi品 〈口〉比喻事
情还没有眉目。

E八字帖E baziti岳（～儿）圈旧俗订婚时写明男
方或女方生辰八字的帖子。也叫庚帖。

巴1 ba ＠〈方〉盼望2 ～不千导
夜望。＠［到紧贴．爬山虎～在墙上。＠

画粘住z 粥～了锅了。。粘在别的东西上的
东西z 锅～。＠〈方〉圈挨着：前不～村，后不

～店。＠〈方〉圃张开＝～着眼瞧｜天气干燥，

八巴 ba 17 

桌子都～缝儿啦。

巴2 面。周朝国名，在今四川东部和重庆
一带。＠指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

［名J 姓。

巴3 ba 航强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符号主
bar" 1 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受到 100 万三三三

达因作用力，压强就是 1 巴，合1 00 000帕。从
前气象学上多用毫巴，现已改用百帕。

巴4 ba 巴士：大～｜中～ l小～。

E巳巴E baba 后缀。用在形容词后，表示程度
深：干～｜可怜～o

E巴巴结结E ba·baji岳j i岳〈方〉圈状态词。＠

凑合：勉强：一般书报他～能看懂。＠勤奋s
艰辛：～地做着事情｜他～从老远跑来为了啥？

E巳巴JL地l babar· de ＜方〉圈。迫切；急切 z

他～等着他那老伙伴。＠特地：～起了个大
早赶来。

E巴不得l ba·bu·de ＜口〉国迫切盼望：他～
立刻见到你。

E巴旦杏】 badanxing ~自扁桃①②。

E巳豆E badou IEJ O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卵圆形，花小，结葫果，种子可人药。＠这种植
物的种子。

E巴结】 ba·jie O 圈趋炎附势，奉承讨好g ～

上司。＠〈方〉圈努力；勤奋：他工作一直很～o
E巴黎公社E Bali Gongshe 法国工人阶级在巳

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1871
年 3 月 18 日，巳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
阶级政权，28 日成立巴黎公社，后被国内外反
动势力所扼杀。

E巴林石E balinshi 圈一种以迪开石为主要成

分的石料，颜色、性质跟昌化石相类似，产于内
蒙古林西、巴林右旗一带，是制印章的名贵材
料。

E巳， L狗】 barg凸u 圈哈巴狗（怕·bag凸LI）。也
作叭JL狗。

E巴山蜀水l bashan-shushuT 巴、蜀一带的山
水，指重庆、四川一带。

E巴士E bashi ＜方〉圈公共汽车。啤 bus]

E巴松E basong 圈木管乐器，管身分短节、长

节、底节和喇叭口四部分，双簧片由金属曲颈
管连接，插在短节顶端。也叫大管。［英 bas
soon] 

E巴头探脑JL) bat6u拍nn凸or （方〉伸着头（偷

看） 0

E巴望l bawang ＜方＞ o~盼望z ～儿子早日

平安归来。＠［盘指望；盼头：今年收成有～。

E巴乌l bawu E哈尼族、彝族、苗族的管乐器。



1s I ba- ba I 巴扒叭扒芭奋吧岂杏疤拐~ 'i!l'l 笆把粗鲍拔

用竹子制成，形似笛子，有八个孔，吹孔一端有 I (P巴卿E baF 匮用形容脚掌拍打泥泞地面等的

铜制簧片。可竖吹或横吹，振动簧片发音。 ! 声音＝他光着脚在雨地里～～地走。
E巴掌E ba·zhang 圈子掌z 拍～。 I c吧巴Ptt闭 ba· ii 圈＠嘴唇开合作声。＠〈方〉抽

三矗扒 b凸圈＠抓着叫的东西）～墙｜ ( z 机叫地～着烟斗
三辜重三 头儿 l孩子～着车窗看风景｜猴子～着树枝儿 I l吧巴女E ban吕圈酒吧的女招待员c
三三雪 采呆子吃。＠刨g挖$拆z ～土｜～堤 i～了旧房 I (P巴台1 batai IEl 酒吧等场所里供应饮料等的

盖新房。＠拨动z ～开草棵。＠剥 Cbao); I 柜台，一般旁边设有座位。

脱掉z ～树皮｜他把鞋袜一～，下到水里。 ！仨H ba 用于地名 2 ～山（在山东）｜～谋（在广
另见 970 页 pa, I C二西）。

E扒车E ba;;ch岳画攀上行驶的火车、汽车等。 ｜呗~ ba 杏厘（Bali) ，印度尼西亚岛名。今作
E扒带1 badai o c-11一）圈翻录、仿制别人已｜’仁二1 巴厘。

出版的录音带、录像带。也说扒带子。＠圈｜、『主 ba 圈＠疮口或伤口长好后留下的痕
指翻录、仿制的录音带、录像带。 ｜？巴迹：疮～｜伤～｜腿上有一块～。＠像疤的

E扒拉E ba· la ＜口〉圈。拨动：～算盘子儿｜他｜ 痕迹：茶壶盖儿上有个～。
把围着看热闹的人～开，自己挤了进去。＠去 i u自痕E bahen 圈疤z 他左眼角下有一个很深
掉；撤掉 2 人太多了，要～下去几个｜他的厂长｜ 的～｜这树干上有一个碗口大的～。
职务叫上头给～了。 I~芭拉E ba•la 同“疤俐”。
另见 970 页 pa·la, I U芭拉眼JL] ba• lay凸nr 同“疤瘸眼JL”。

E扒皮E ba11pi 圈比喻残酷剥削1L I u芭瘸l ba· la IEJ 疤。也作疤拉。
E扒头JL] ba•tour 圈往高处爬时可以抓住的 I mi摘自酌Ll ba· lay也nr ＜口〉圈。眼皮上有疤

东西z 峭壁连个～都没有，怎么往上爬呀？ | 的眼睛。＠眼皮上有疤的人。 II 也作疤拉

叭 ba 摩西形容枪声、物体断裂声等枪声｜」L。
～～直响｜～的一声，把树枝折断了。 ｜相H ba 画“八”的大写。参看 1219 页 I数

(ll}lJL狗E bargou 同“巳儿狗”。 I :JJJ~ 字］，
扒 ba ＜书〉无齿的祀子。 ｜把 ba 酬Bashao），岛名，在辽宁。

芭 ba 古书上说的一种碑。 ｜笆 ba 用竹片或树的枝条编成的片状器物2
| 荆～｜竹箴～。

E芭蕉l bajiao IEJ 大蕉的通称。 I c笆斗】 bad凸u 圈用柳条等编成的一种容器，
E芭蕉扇】 bajiaoshan IEl 葵扇的俗称。用蒲｜ 形状像斗。也叫拷姥。
葵叶子做的扇子，形状像芭蕉叶。 I E笆篱E bali ＜方〉圈篱笆。

E芭蕾舞】 bal岳阳心圈一种起源于意大利的舞 I c笆篱子E bali•zi ＜方〉圈监狱。
剧，用音乐、舞蹈和哑剧手法来表演戏剧情节。 ll笆篓E bal凸u 圈用树条或竹箴等编成的器物，
女演员舞蹈时常用脚趾尖点地。也叫芭蕾、芭｜ 多用来背东西。
蕾舞剧。［芭蕾，法 ballet] ｜圣回国〈书〉＠干肉，泛指干制食品。＠一

奋 ba 髓屯（叫肌地名，在北京。 I~ 种品种好的羊。
｜业m ba ＜方〉圈饼类食物z 糕～｜糖～！糯米

PfO. 1 ba o ＜方〉圈抽（旱烟）：他～了一口 I 'ru ~ 
u 烟，才开始说话。＠同“叭”。 I l粗粗l baba ＜方〉圈饼类食物 z 玉米～。

Pf0.2 ba o 酒吧：～台｜～女。＠供人从事 I A~ ba 圈鱼，体侧扁或略呈圆筒形，
巳 某些休闲活动的场所，有的兼售酒水、食 I !I巳（角巴）生活在淡水中，种类很多。
品 g 网～｜氧～0 ［：英 bar〕
另见 22 页 •ba,

E吧嗒E bad a 哩图形容物体轻微撞击或液体

滴落等声音：～一声，闸门关上了｜眼泪～～地

往下掉。
F巴嗒E bfi•da E型＠嘴唇开合作声：他～了两

下嘴，一声也不言语。＠〈方〉拙（旱烟）：他蹲
在一边～着叶子烟。

ba （兮丫）

拔 ba o 圈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
东西往外拉；抽出 z ～草｜～剑｜～刺｜～了

一颗牙。～了祸根。＠圈吸出（毒气等） :~ 
毒｜～火｜～罐子。＠挑选（多指人才） ：选～。



。 rnul 向高提：～嗓子。＠超出；高出 z 海～ l
出类～萃。 0~ 夺取；攻克（据点、城池等）．
连～敌军三个据点。＠〈方〉画把东西放在

凉水里使变凉2 把西瓜放在冰水里～一～。＠
(86）圈姓。

E拔除E bachu 圈拔掉；除去z ～杂草｜～敌军
据点。

E拔刀相助J badao-xiangzhu 指见义勇为，打

抱不平。
E拔地而起J bad／’自rqi 形容山峰、建筑物等陡
然矗立在地面上。

E拔份E ba11ten c～儿）〈方〉圈抬高身份g出风

头：他学武术是为了增进健康，不是为了～。
E拔高E ba11gao r涵。提高z ～嗓子唱。＠有

意抬高某些人物或作品等的地位：这部作品
对主人公过分～，反而失去了真实性。

E拔罐子】 ba guan•zi 种治疗方法，在小罐内
点火燃烧片刻，把罐口扣在皮肤上，造成局部
充血，以调理气血。常用于治疗感冒、头痛、哮
喘、腰背疼痛等。有的地区叫拔火罐儿（b6
hu凸guan 「）。

E拔河E ba11h画画一种体育运动，人数相等的
两队队员，分别握住长绳两端，向相反方向用
力拉绳，把绳上系着标志的→点拉过规定界线

为胜。
E拔火罐JL]' ba huoguanr ＜方〉拔罐子。
E拔火罐JLl' bahuoguanr l到一种上端较细的
短烟筒，生炉子时把它放在炉口上，使火容易
烧旺。也叫拔火筒。

E拔火筒I bahuot凸『19 圈拔火罐儿。

E拔尖JLl ba;; jianr O r形］出众；超出一般s 他

的人品和学问在单位算是～的。＠圃突出个

人；出风头．他好逞强，遇事爱～。
E拔脚E ba;;jr岳。画拔腿。

E拔节E ba11 jie r量指水稻、小麦、高梁、玉米等
作物生长到…定阶段时，茎的各节自下而上依
次迅速伸长。

E拔锚E ba;;mao 圈起锚。

E拔苗助长J b6mi6o-zhuzh凸ng 见1502 页【短

苗助长1。
E拔取E baqu』圈。用拔的方式取出 z ～优盘 i

软木塞～器。＠选择录用：～人才。＠获取；
得到2 ～头筹。

E拔丝E ba;;si 画烹调方法，把油炸过的山药、
苹果之类的食物放在熬滚的糖锅里，吃时用筷
子夹起来，糖遇冷就拉成丝状g ～山药。

E拔俗E basu ＜书〉圈脱俗3超出凡俗。

E拔腿E ba;;tul 画。迈步：他答应了一声，～

就跑了。＠抽身；脱身．他事情太多，拔不开

拔妓胶孩跋魅献把 j b6 一时｜ 19 I 

腿。

E拔营J ba;;ying 画指军队从驻地出发转移z

部队在这里住了一宿就～了。

E拔摧E b6zhu6 （书〉圈提拔。

妓 b6 （书〉明肘。

跋 b6 （书〉人大腿上的细毛。

菠 b6 见下

E菠契】 baqia ~ 落叶攀缘状灌木，茎有刺，叶
子卵圆形，花黄绿色，浆果球形。根状茎可人
药ο

跋1 b6 在山走z ～叫

跋2 b6 画般写在书籍、文章、金石拓片等
后面的短文，内容大多属于评介、鉴定、

考释之类：～语｜题～｜本书的～写得很精彩。

E跋启J bahu 1112 专横暴庚，欺上压下：飞扬～｜

他f故事一向非常～。
E跋前霆后） b6qi6n-zhihou 《诗经·幽风·狼

跋》：“浪跋其胡，载霆其尾。”意思是说老狼前
进就踩住脖子下的垂肉，后退就被尾巴绊倒
（霆：跌倒）。后来用“跋前霆后”比喻进退两
难。也作跋前颐后。

E跋前顾后J b6qi6n-zhihot』同“跋前霆后”。
E跋山涉水】 bashan-sheshul 翻越山岭，蹬水
过河，形容旅途艰苦。

E跋涉】 bashe 圈爬山膛水，形容旅途艰苦z 长

途～。
E跋文J bowen r吝］跋2 0 

E跋语E bay心圈脏。

魅 b6 见 514 页【旱魁1

跋 b6 见川页慨。

II 

b凸 （兮丫）

把 b凸＠圃用于握住z ～舵｜两手～着冲锋
枪。＠圈从后面用手托起小孩儿两腿，让

他大小便2 ～尿。＠［到把持g把揽z 要信任群
众，不要把一切工作都～着不放手。＠圈看
守；把守z ～大门｜～住关口。＠〈口〉圈紧

靠2 ～墙角儿站着 i～着胡同口儿有个小饭馆。
＠｛租约束位，使不裂开z 用铁叶子～住裂缝。

＠〈方〉画给（g邑 i ）①。 tD ［组车把z 那辆车的

～折（sh岳）了。＠（～儿）圈把东西扎在一起



主

20 b凸 把

的捆子：草～｜袜秸～。＠国E a）用于有把子

或能用于抓起的器具z 一～刀｜一～茶壶｜一～
扇子｜一～椅子。 b）（～儿）用于一手抓起的数
量z 一～米｜一～儿花儿｜抓了一～韭菜。 c）用
于某些抽象的事物g 一～年纪｜他可真有～力
气｜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咱们还得加～劲。 d）用
于子的动作z 拉他一～｜帮他一～。 e）用于动

作、事情的次数z 过～瘾｜玩儿两～牌。＠因 a)
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者，整个格式大多有处

置的意思z ～头一扭｜～衣服洗洗。 b）后面的
动词，是“忙、累、急、气”等加上表示结果的补语，
整个格式有致使的意思2 ～他乐坏了 1 差点儿～

他急疯了。 c）宾语是后面动词的施事者，整个
格式表示不如意的事情＝正在节骨眼儿上偏偏

～老张病了。画噩’（l)a) b）“把”的宾语都是
确定的。。）用“把”的句子，动词后面有附加

成分或补语，或前面有“一”等特种状语。但
在诗歌戏曲里可以不带z 共产党领导人民把
身翻｜扭转身来把话讲。。）用“把”的句子．

动词后面一般不带宾语，但有时带g 把衣服
撕了个口子！把这两封信贴上邮票发出去。
(4）用“把”的句子，有时候后面不说出具体的

动作，这种句子多半用在表示责怪或不满的
场合z 我把你个糊涂虫啊！ (5）近代汉语里
“把”曾经有过“拿”的意思，现代方言里还有
这种用法（“那个人不住地把眼睛看我勺。＠
圃加在“百、干、万”和“里、丈、顷、斤、个”等量

词后头，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前头不能
再加数词） ：个～月 l 百～块钱｜斤～重。＠指

拜把子的关系：～兄｜～嫂。 QI CB凸）圈姓。
另见 21 页 boo

E把柄l b凸bing I直＠器物上便于用手拿的部
分。＠比喻可以被人用来进行要挟或攻击的
过失或错误等2 他敢这样欺负你，是不是你有
什么～叫他抓住了？

E把持E bachi 匾。独占位置、权力等，不让别
人参与（含贬义）：～财权 l ～朝政。＠控制

（感情等）：～不住内心的激愤。
E把舵:l ba;;duo r哥掌舵。

E把仄1J ba11t岳ng 圈望风。
E把关:l b凸；； guan 画＠把守关口：那里地势
险耍，有重兵～。＠比喻根据巳定的标准，严

格检查，防止差错：集体编写的著作，应由主编
负责～｜把好产品质量关。

E把家】 bajia ＜方） [Nj] 管理家务，特指善于管理
家务：他媳妇儿可会～了。

E把角E b凸j i凸口（～JL) （口〉圈路口拐角的地
方，泛指角落z 胡同～有家早点铺｜办公桌在屋

子～。

E把酒】 b凸j i心

青天。

〈书〉圈端起酒杯z ～｜临风（～问

[ f巴口 JL] billφur ＜口〉圈正当路口的地方，泛

指出口、入口等：小街～有一家酒店｜停车场～
有专人看管。

E把揽】 b凸Ian 画j 尽量占有；把持包揽。

E把牢E b凸lao O c -11一） [Nj] 扶住；握紧z ～扶

手，别摔跤。 8 ( ii一）圈坚守；管好2 ～财务
制度。＠〈方〉圈坚实牢靠；稳当（多用于否

定式）：用碎砖砌的墙，不～｜这个人做事不～。

E把脉lb曲mai 画＠诊脉。＠比喻对某事

物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分析判断z 专家为工
程质量～。

E把门E bamen c～儿）0 ( // ）圈把守门户：
这里门卫～很严，不能随便进去。这个人说话

嘴上缺个～的。＠（户）圈把守球门。＠

〈口〉函门口：～有个垃圾桶。

E把式E b凸•Shi 圈。〈口〉武术＝练～的。＠
〈口〉会武术的人；专精某种技术的人z 车～｜
论庄稼活儿，他可真是个好～。＠〈方〉技术z

他们学会了田间劳动的全套～。｜｜也作把势。
E把势E ba•shi 同“把式”。

E把手】 b凸•shou 圈＠拉手（la· shou）。＠器

物上子拿的地方；把JL(bar）。
E把守E bash凸u 画守卫，看守（重要的地方） : 

～关口｜大桥有卫兵～。
E把头】 ba· t6u 圈旧社会里把持某种行业从
中剥削的人z 封建～。

E把玩l bawan ＜书〉面］拿着赏玩：～良久，不

忍释手。

E把稳E b凸w岳n 〈方〉圈稳当；可靠：他办事很

E把握E b凸WO 0 圈握；拿：司机～着方向盘。
＠［到抓住（抽象的东西）：～时机｜透过现象，

～本质。＠画成功的可靠性（多用在“有”或
“没”后面） ＇球赛获胜是有～的。

E把戏E b凸xi ~ 0 杂技＝耍～｜看～。＠花

招JL；蒙蔽人的手法z 鬼～｜收起你这套～，我不

会上当的。

E把兄弟】 baxiongdi 圈指结拜的弟兄。年长
的称把兄，年轻的称把弟。也叫盟兄弟。

E把斋】 b凸；； zhai 圈封斋①。
E把盏E bazhan ＜书〉圈端着酒杯（多用于斟酒
敬客）．轮流～，向客人敬酒。

E把捉E bazhuo ［迦把握g 1J1\住（多用于抽象事
物） ：～事物的本质｜～文件的精神实质。

E把子］＇ b凸 •zi 0 圈把东西扎在一起的捆子z

袜秸～。 8 [SJ a）人一群、一帮叫一把子（多含

贬义） ：一～土匪。 b）一手抓起的数量，多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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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条形东西：一～韭菜。 c）用于某些抽象的事

物·力口～劲儿。
E把子］2 b凸. z i 圈戏曲中所使用的武器的总
称，也指开打的动作z 练～｜单刀～。

E把子Y ba• zi 圈见 31 页 1拜把子ll 0 

另见 21 页 ba• zi 0 

居j方〉＠圈屎；粪便z 屑～。阿拉
/I二2 屎z 想尿就尿，想～就～。
E启启E b凸· ba （口〉圈屎；粪便（多用于小儿

语）。

缸… ba IEl 金属元素，符号凡银白
（童巴）色，化学性质不活泼，能大量吸附

氢气。用作催化剂，也用来制特种合金等。
另见 971 页 p60

b凸圈靶子·打～｜环～｜胸～｜枪枪中～。

靶
E靶标E b凸biao 圈靶子：瞄准～。
E靶场J bachang IEl 打靶的场地。
E靶船E bachu6n IEl 海上演习时当靶子用的船。
E靶点l badian 圈医学上指进行某些放射治
疗时，放射线从不同方位照射所汇集到的病变

部位。
E靶机E b凸jl 函空中演习时当靶子用的无人驾

驶飞机。
E靶器官l baqiguan 圈指某一疾病或某一药
物所影响或针对的器官。如心脏、大脑、肾脏、
血管是高血压的靶器官，甲状腺是腆的靶器官。

E靶台】 batai 圈打靶时射击者所在的位置。
E靶细胞】 baxibao 南某种细胞成为另外的细

胞或抗体的攻击目标时，前者就叫作后者的靶
细胞。例如带有表面抗原的细胞受到免疫细
胞或特异性抗体的攻击，它就是免疫细胞或特
异性抗体的靶细胞；又如免疫细胞受到某抗原

的攻击，它就是该抗原的靶细胞。

E靶心E baxin ~靶子的中心部位。
E靶子E b凸· zi 圈练习射击或射箭的目标。这
出戏成为大家批评的～。

ba （兮丫）

斗目 ba o 圈拦水的构筑
JJJ~ceo琪、墙）物：拦河～｜修一座～。
＠圈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构筑物，如丁坝。

＠〈方〉圈沙滩；沙洲。＠坝子（多用于地

名）．平～（在贵州）｜留～（在陕西）。
E坝塘E bat6ng 圈塘坝。
E坝、田E bati6n 函山脚围绕的平坦农田。

E坝子E ba• zi 圈西南地区称平地或平原z )I[ 

西～。

把 ba 川函＠器具上便于用
（嘀）艳阳分z 茶壶～儿｜撑子～儿。

＠花、叶或果实的柄：花～儿｜梨～儿。

另见 19 页怡。

【把子E ba• zi 圈把Cba）①。

另见 20 页怕· zi 。

ba 弓的中部，射箭时握弓的地方。

3巴
爸 ba 〈口〉圈父亲。

E爸爸】 ba·ba 〈口〉圈父亲。

把 ba o 圈碎士平地的农具，它的用处是
把耕过的地里的大土块弄碎弄平。有钉

齿幸巴和圆盘祀等。＠圆周租弄碎土块z 三犁
三～｜那块地已经～过两遍了。
另见 971 页 p60

罢… ba o 停止z ～工｜欲～不能。＠
（霞）免去g解除：～职｜～免。＠画完

毕z 吃～晚饭｜说～就走。
〈古〉又同“疲” pi 。

另见 22 页 •ba 。

【罢笔】 ba;;bT 圈停止写作。

【罢黑出】 bachu 〈书〉圈＠贬低并排斥z ～百

家，独尊儒术。＠免除（官职）。
【罢王E ba/lgong 圈工人为实现某种要求或

表示抗议而集体拒绝工作。
【罢官E ba;;guan 画解除官职z 上任不久由于

渎职被罢了宫。

【罢教E ba11iiao 圈教师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

示抗议而集体停止教学。

【罢考1 ba矿 k凸o 画考生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
示抗议而集体拒绝参加考试。

E罢课E ba11ke 画学生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示
抗议而集体拒绝上课。

E罢了E ba· le l国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仅
此而已”，常跟“不过、无非、只是”等词前后呼
应：别当真，我只是开个玩笑～ l这不算什么，

我不过尽了我的职责～。
另见 21 页 b创的0 。

E罢练E ba11 lion [1;!Jl 运动员为实现某种要求或

表示抗议而拒绝参加训练。

【罢了E bali凸0 （口语中也读 ba • le）圈＠因
遇到困难而作罢z 春节本来想去旅游，可买不
到票，只好～。＠表示容忍，有勉强放过暂不

深究或无可奈何的意思；算了 2 他自：＇，不愿参
加也就～，干吗还不让别人参加？

另见 21 页 ba•le"
E罢论】 balun 圈取消了的打算z 此事只好作

主主



I 22 I ba bai I 罢阻鲸鱼自摆霸濡吧罢副

为～。 I l霸权主义】 baquan zh凸yi 指大国、强国凭借

E罢免E bamian 圈选民或代表机关撤销他们｜ 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控制小国、弱国的
所选出的人员的职务；免去（官职）：～权｜我这｜ 内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区称霸的政策和行为。
个厂长如果当得不好，你们可以随时～我。 I c霸王】 bawang 圈＠秦汉之间楚王项羽的

三三矗三 E罢免权】 bamianquan 函＠选民或选民单｜ 称号。＠称极端霸道的人。
三三三言 位依法撤销他们所选出的人员职务的权利。 I l霸王榈1 bawangbian 圈。表演民间舞蹈

＠政府机关或组织依法撤销其任命的人员职｜ 用的彩色短棍，两端安有铜片。＠民间舞蹈，
务的权利。 | 表演时一面舞动霸王鞭，一面歌唱。也叫花棍

E罢赛l ba;;sai 圈运动员为实现某种要求或｜ 舞。表演这种舞蹈叫打连厢。
表示抗议而拒绝参加或中止比赛。 I l霸王鞭T bawangbian 圈常绿多浆植物，茎

E罢市】 ba;;shi 画商人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 粗壮，有五个棱，有成行的乳头状硬刺。原产
示抗议而联合起来停止营业。 ! 马来群岛，在热带常栽培做绿篱。

E罢子】 ba;;sh创圈停止进行；住子z 不试验 I c霸王条款E bawang tiaokuan 指经营者单方
成功，决不～。 | 面制定的限制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平等的

E罢讼l basong [>;J.j] 罢诉。 I 条款、行业规定等。
E罢诉l basu 画撤销诉讼，不再打官司。 I c霸业E bave 圈指称霸诸侯或维持霸权的事
E罢休E baxiu 圈停止做某件事情（多用于否｜ 业。
定式）不找到新油田，决不～ i不达目的，怎肯 I c霸占E bazhan [>;J.j] 倚仗权势占为己有；强行占
~? | 据：～民女｜～土地。

E罢演E ba11v凸n ［到演员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 I c霸主l bazhu 圈＠春秋时代势力最大并取
示抗议而停止演出。 | 得首领地位的诸侯。＠在某一领域或地区最

E罢战E bazhan 画结束战争；休战双方议和～。｜ 有声威、势力的人或集团 2 文坛～。
E罢职E ba;/ zhi 画解除职务。 ｜谭嗣濡河，水名，在陕西。
由巴 ._, ba ＜方〉圈牙齿外露。 ｜用

（肯巴）
跋… ba l~ 马敛。

（靠在）
It.ft ba ＜书〉同“跋”。
]!l:j （靠自）另见 101 页胁。
摆… ba 旧同‘钮”（ba)o

（露）
霸一 ba o 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

（霸）春秋五～。＠圈强横无理、仗
势欺人的人：恶～｜狱～｜车匪路～ l那人是当

地一～。＠指霸权主义＝反帝反～。＠画霸
占 2 军阀割据，各～一方。 e csa）圈姓。

E霸持E bachi 圈强行占据；霸占2 ～文坛｜～他

人产业。
E霸道E badao O 圈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指
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政策。＠
lllil 强横不讲理；蛮横：横行～ l 这人真～，一
点儿理也不讲。

E霸道l ba· dao ＜方〉圈猛烈；厉害z 这酒真
～，少喝点儿吧。

E霸气1 baqi 圈专横的气势：～十足。

E霸气1 ba·qi 圈蛮横，不讲道理：这个人说话
太～了。

•ba （·兮丫）

PfO. ·ba 圈。用在祈使句末，使语气变得较
」占为舒缓：咱们走～｜帮帮他～｜你好好儿想

想～｜同志们前进～！＠用在陈述句末，使语
气变得不十分确定：他是上海人～ 1你明天能

见到他～｜小张大概不会来了～。＠用在疑问
句末，使原来的提问带有揣测、估计的意味：
这座楼是新盖的～？｜您就是李师傅～？＠用
于后续句的末尾，表示认可、同意等口气．好，
就这样定了～｜不来就不来～，反正人已经够
了。＠用在句中停顿处，表示假设、举例或让
步：走～，不好；不走～，也不好｜就说小李～，他

现在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就算你有理～，也
不能打人啊。
另见 18 页 boo

罢（霞）
•ba 旧同“吧”C•ba）。

另见 21 页 boo

boi c ？劳）

E霸权E baquan g亘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 , I bai 见下。
或控制别国的强权2 建立～l～主义。 ｜口~



E百忱。l bai•hua （口语里多读 bai•huai) ＜方〉
圈。处置；安排z 这件事你别管了，就交给他去
～吧。＠修理g整治z 电子钟叫他给～坏了。

掰 bai o [ill)] 用于把东西分开或折断： ~3' 
米｜～成两半儿｜小弟弟～着手指头数数儿。

＠〈方〉画（情谊）破裂；绝交：俩人～了都半
年了。＠（方〉辩论；说：瞎～。

E掰腕子E bai wan. zi 比赛臂力、腕力。两人
各伸出一只手互相握住，摆正后，各自用力，把
对方的手压下去为胜。

瞬 bai <1i ＞ 圈腿脚有毛病，行动不方便；
瘸：脚～手残。

E瞬子E bai•zi ＜方〉函腿脚有毛病、行动不方
便的人，瘸于。

擎嗣同“掰”
另见 102 页 bo 。

,, 
b6i （令1Jj)

自 1 bai o 画像霜或雪的颜色（跟··黑”相
对）。＠某些白色或近似臼色的东西2

葱～｜芙～｜卵～。 8U目光亮；明亮2 东方发
～｜大天～日。。清楚；明白；弄明白 2 真相大
～ l不～之冤。＠没有加上什么东两的；空白 z

～饭｜～开水｜～卷｜一穷二～。 0l画没有效
果；徒然z ～跑一趟｜～费力气。＠ ll'Jl 元代价g
元报偿z ～吃｜～给｜～看戏。＠象征反动：～
军｜～区。＠有关丧事的2 ～事。⑩自由］用白
眼珠看人，表示轻视或不满：～了他一眼。＠
CB6i ）圈姓。

白2 bai 圈（字音或字形）错误：写～字｜把
字念～了。

白3 bai o 说明；告诉p陈述：表～｜辩～｜告
～。＠戏曲或歌剧中在唱词之外用说话

腔调说的语句z 道～｜独～｜对～。＠指地方
话：苏～。＠白话2 ：文～杂揉｜半文半～。

白4 Bai 臼族z ～剧。

E白皑皑E bai ’ ai ’ ai c～的）圈状态词。形容
霜、雪等洁白：～的雪铺满田野。

【白矮星E bai ＇凸ixIng 圈发白光而光度小的一
类恒星，体积很小，密度很大。天狼星的伴星
就属于自矮屋。

E白案J bai'an c～儿）圈炊事分工上指做主食
（如煮饭、烙饼、蒸馒头等）的工作（区别于“红
案”） 0

E白白J baib白i 圃＠没有效果；徒然：瞎跑了

一天，时间～浪费了。＠元代价5元报偿z 这

副掰跻擎白 I ba尸 bai I 23 I 

些东西不能～送给你。
E白班】 baiban c～儿）〈口〉［雪白天工作的班

次；日班。

【自板E baiban 圈＠用白色的金属板或塑料

板制成的书写工具，作用与黑板类似，可以反主重雪
复擦写。通常用于教学、会议、记事等。＠戏言重重

称对某种知识、技能一窍不通的人：说起电脑，

他简直是个～。

【白版】 baiban 圈指书刊上没印出文字或图

表，留下的成块空白。
【白榜】 baib凸ng 圆对人进行处分或批评的布

告。因多用自纸写成，所以叫白榜。

【白报纸E baibaozhT 画报纸②。
E白璧微瑕E baibi w岳1xi6 洁白的玉上面有些

1j、斑点，比喻很好的人或事物有些小缺点。
【臼璧元瑕】 b6ibi-wuxi6 洁臼的玉上面没有

一点儿小斑点，比喻人或事物完美元缺。

【白睽】 baibu c～儿）圈醋、酱油等表面长的白

色的霉。
【白不毗咧】 bai • buclli岳（～的）〈方〉圈状态
词。物件褪色发白或汤、菜颜色滋味淡薄z 这
件蓝衣服洗得～的，穿不出去了｜菜里酱油放少

T，～的。
E白菜E baicai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大，花淡黄色U 是常见蔬菜u 品种很

多，有大白菜、小白菜等。＠专指大白菜。

E白菜价】 baicaijia ~指非常低的价格：机票

打折卖出～。
E臼茬JLl baichar 圃属性词。＠农作物收割

后没有再播种的（土地〉：～地。＠未经油漆

的（木制器物） ：～大门。也作自搓儿、白碴儿。

＠未用布、绸等缝制面的（皮衣）：～老羊皮

袄。也作白碴儿。
E臼茶E baicha ~茶叶的一大类，是轻微发酵，
不经揉捻，制作技术特殊的茶。汤色较浅，主
要产于福建。著名的有银针白毫、白牡丹、贡

眉等。

E白橙JLl baichar 同“白茬儿”③。
E白楼d b6ich6r 同“白茬儿”②。
E臼碴儿E b6ich6r 同“臼茬儿”②。

E白痴l b6ichl 圈＠精神发育重度不全的病，
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语言功能不健全，严
重的生活不能自理。＠患白痴的人。

E白炽灯E b6ichid岳ng 圈一种电灯，灯泡是真
空的或充有氮、氢等气体的玻璃泡，里面有灯
丝，电流通过时，灯丝白热，发出亮光。

E臼唇鹿E baichunlu 圈鹿的一种，两腮和嘴边

的毛纯臼色，生活在高寒地区，是我国特有的
珍贵动物。



24 b6i 自

E臼醋l b6icu 圈无色透明的食醋。
E白搭1 baida ＜口〉圈没有用处；不起作用；自
费力气：这场球输定了，你上场也是～。

一一一－ E白带E baidai IBl 妇女的子宫和阴道分泌的乳
罩雪~ 白色或淡黄色的新液。
三三雪言 E白道】1 baidao c～儿）圈。指正当的或合法

的途径（对“黑道”而言，下同）：在生意场上，他
黑道～都走过。＠指合法的组织，有时特指政

府机关：他跟～黑道都有来往。
E臼道】2 baidao 圈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

E白地】1 baidi 圈＠没有种上庄稼的田地·留

下一块～准备种白薯。＠没有树木、房屋等的

土地：村子被烧成一片～。
E白地】2 baidi c～儿）圆白色的衬托面g ～儿红

花Jc o 

E白癫庆1J b6 id ianfeng t割皮肤病，多由皮肤局

部缺乏黑色素引起。症状是皮肤上呈现一片
片大小不等的自斑，不痛不痒。

E臼丁】 b6idlng 圈封建社会里指没有功名的
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E臼iU b6i ’ e IBl 石灰岩的一种，主要成分是碳
酸钙，是由古生物的残骸积聚形成的。白色，
质软，分布很广，用作粉刷材料等。

E臼矶E b6if6n 圆明矶的通称。

E臼饭l baifan 圈＠指不加菜、糖等做成并且
不就菜吃的米饭。＠见 171 页【吃白饭J。

E白费】 baifei 富国徒然耗费：～力气｜～心思 l

～时间。

E白粉】 baif品n 圈＠臼色的化妆粉。＠〈方〉

指粉刷墙壁用的臼歪。＠〈方〉白面儿。
E白干JLl b6iganr IBJ 白酒，因无色、含水分少

而得名。
E白宫E Bai Gong 圈美国总统的官邸，在华盛

顿，是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常用作美国官方的

代称。
E白骨E baig心~指人的尸体腐烂后剩下的骨
头。

E白骨顶E baigudTng 圈骨顶鸡。
E白骨精E Baig心jlng 圈神话小说《西游记》中

一个阴险狡诈，善于伪装变化的女妖精。借指

善于伪装的极为阴险毒辣的女人。
E白鹤E baiguan 圈鹤的一种，羽毛白色，只有
翅膀上一部分是黑色的。尾短，嘴和腿都很
长。叫的声音很响亮。常生活在水边，捕食

鱼、虾等。
E白果E b6igu6 圈银杏。

E臼果JL) b6igu6r ＜方〉圈鸡蛋。
E白鹤E b6ih古画鹤的一种，羽毛臼色，翅膀末
端黑色，眼周围和头顶红色。生活在湿地中，

在浅滩觅食。

E白喉】 b6ih6u 圈传染病，病原体是臼喉杆菌。

多在秋冬季流行，小儿容易感染。患者有全身
中毒症状，H国部有灰白色假膜，不易剥离，有的
声音嘶哑。常引起心肌炎和瘫痪。

E白虎】 baihu 圈。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的统

称。参看 348 页【二十八宿1。＠道教所奉的
西方的神。

E白虎星E baih心xlng IBJ 迷信的人指给人带来

灾祸的人。
E白花花E baihuahua c～的）圃状态、词。白得

耀眼z ～的银子｜收棉季节，地里一片～的。
E白化】 baihua 圈生物体的病变部分由于缺

乏色素或色素消退而变白。
E白化病E baihuabing I寄一种先天性疾病，患

者体内缺乏色素，毛发呈白色，皮肤呈粉白色，
眼睛怕见光。唐、这种病的人俗称天老儿。

E白话】1 baihua 圈指不能实现或没有根据的

话：空口说～。
E白话12 baihua 圈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

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主要用
于通俗文学作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
普遍应用，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
式z ～文｜～小说。

【白话】 bai•hua ＜方〉圈。闲谈；聊天JL ：两

个人蹲在那里～。＠说大话g夸夸其谈z 瞎

～｜～蛋子（爱说大话的人）。
E臼话诗E baihuashl 圈五四运动以后称打破
旧诗格律用白话写成的诗。

E白话文J baihuawen 圈用白话写成的文章。

也叫语体文。
E白桦】 baihua IBl 落叶乔木，树皮臼色，剥离呈
纸状，叶子近卵形，耐寒性强。木材致密，可用
来制胶合板、造纸等。

E白晃晃J baihuanghuang c～的）圃状态词。
白而亮z ～的照明弹。

E白灰E baihul 画石灰的通称。

E臼友） b6ijl IBl 白及。
E白及E baii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花紫
红色。地下块茎白色，可入药。也叫白菜。

E白壁豚E baijitun 圈哺乳动物，生活在淡水

中，比海里的鲸小，身体呈纺锤形，背部浅蓝灰
色，腹部白色，有背鳝。是我国特有的珍贵动
物。也叫自鳝豚。

E臼金） b6ijln 圈。幸白的通称。＠古代指银
子。

E白金汉宫J B6ijlnhan Gong 圈英国王宫，在

伦敦。从 1837 年起，英国历代君主都住在这
里。常用作英国王室的代称。［白金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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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白净】 bai·jing I!回臼而洁净＝皮肤～。
E白酒E b6ij1心画用高梁、玉米、甘薯等粮食或
某些果品发酵、蒸馆制成的酒，没有颜色，含酒

精量较高c 也叫烧酒、白干儿。
E白驹过隙】 baiju-guoxi 白马在细小的缝隙前
一闪而过，形容时间过得飞快（语本《庄子·知
北游衍。

E白剧】 baiju tBJ 白族的主要戏曲剧种，历史悠
久，流行于云南西部白族聚居区。

E白卷E baijuan ＜～儿）圈没有写出文章或答案

的考卷z 交～儿。
E白开水l baikaishui 画不加茶叶或其他东西

的开水。

E臼口】1 baikou r萄线装书书口的一种格式，版
口中心上下都是空白的，叫作臼口（区别于“黑

口勺。

E臼口】2 baikou ＜～儿） [BJ 戏曲中的说白。

E白蜡E baila 圈。白蜡虫分泌的蜡质，熔点较
高，颜色洁白，是我国特产之一。可制蜡烛或
药丸外壳，又可用来涂蜡纸，密封容器。＠精

制的蜂蜡，颜色洁白，可以制蜡烛。
E白蜡虫E bailach6ng 圈昆虫，成群栖息在臼

蜡树或女贞树上，雄虫能分泌白蜡。
E白蜡树E ba i lashu iBJ 榕的通称n
E白兰地】 b6il6ndi ~一种用葡萄、苹果等发
酵、蒸馆制成的酒。含酒精量较高。［英
brandy] 

E白兰瓜E b6il6ngua 圈＠甜瓜的一种，果实
球形，果皮光滑，没有网纹，成熟时乳白色，果
肉浅绿色，味甜。耐干旱，主要产于甘肃兰州

一带。＠这种植物的果实。
E白莲教】 B6ili6njiao iBJ 一种民间宗教，因依
托佛教的→个宗派白莲宗而得名。元、明、清

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
起事。

E白鲸主l b6ili6n 圈链。
E白脸1 baili凸n （～儿）圈见 150 页1唱白脸L
E白菠E bail ion 画多年生蔓生藤本植物，掌状
复叶，花黄绿色，浆果球形。块根入药。

E白磷E bailin 圈磷的同素异形体，无色或淡黄
色蜡状晶体，有大蒜的气味，毒性强，在空气中
能自燃，在暗处发出磷光。用来制造高纯度的
磷酸，也用来制造焰火等。也叫黄磷。

E臼岭E baili「1g 圈昆虫，身体小，黄白色或浅灰
色，表面有很多细长的毛。雄的吸食植物的
汁。雌的吸人畜的血液，能传播黑热病和白龄
热等。

E臼领l bailing 圈指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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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等，他们工
作时多穿白色衬衫3 ～阶层。

E白鸳E bailu 圈鸳的一种，羽毛白色，腿很长，

能涉水捕食鱼、虾等。也叫鸳笃。
E白露1 bail!江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9 月 7,8 主E三

或 9 日。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二十四号三三

节气1 。
【白马王子】 b6i町的 w6ngzi 欧洲｜童话故事中

骑着白马的英俊王子，倍指少女倾慕的理想的

青年男子。

E白茫茫】 b6im6ngm6ng （～的）［砌状态词。

形容一→理元边的白（用于云、雾、雪、大水等） : 
雾很大，四下里～的｜辽阔的田野上铺满了积
雪，～的－ ill望不到尽头。

E白毛风】 b6im6of岳『1g （方） [BJ) 暴风雪。

E白茅］ b6im6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形

或条状披针形，花穗上密生白毛。根状茎可以
吃，也可入药，叶子可以编衰衣。也叫茅草。

【白煤】 baimei iBJ O ＜方〉无烟煤。＠指用作
动力的水流。

【白蒙蒙l baimengme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烟、雾、蒸气等白茫茫一片，模糊不清：海

面雾气腾腾，～的什么也看不见。
【白米E baimi 圈碾净了糠的大米（对“糙米”而

言），有时泛指大米。

E白面E baimian [BJ 小麦磨成的粉z ～馒头。

E白面JL】 baimianr [BJ 指作为毒品的海洛因。
因是白色晶体粉末，所以叫白面儿。

【白面书生l ooimian shusheng 指年轻的读

书人，也指面孔白净的读书人（有时含贬义或

戏谑意）。

【臼描E b6imi6o 圈＠国画的一种画法，纯用

线条勾画，不加彩色渲染。＠文字简练单纯，
不加渲染烘托的写作手法。

【臼名单E baimingdan 圈指有关部门开列的合

格产品或遵守规约的企业、个人等的名单（对“黑
名单”而言）：医院按照“药物～”进货。

E臼木耳l baimu毛r 圈银耳。

E白内障E baineizhang 圈病，症状是眼球的晶

状体混浊，影响视力。最常见的是老年性自内
障。

E白嫩E bainen 圆白而细嫩：皮肤～｜～的豆

花儿汤。
E白皮书l baipishu 圈政府、机构等公开发表

的有关政治、外交、财政等重大问题的文件，封
面为白色，所以叫白皮书。由于各国习惯和文

件内容不同，也有用其他颜色的，如蓝皮书、黄

皮书、红皮书、绿皮书。现通常指封面为白色
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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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白票E baipiao 圆投票选举时，没有写上或圈

出被选举人姓名的选票。

E臼旗】 baiqi 圈。战争中表示投降的白色旗
子。＠战争中敌对双方派人联络时所用的自

三三画三 色旗子。
三三三三F E自鳝豚E baiqitun 圆白!g'豚。

E白契E baiqi !Bl I日时指买卖田地房产未经官
府登记盖印的契约（区别于“红契勺。

E自杆E baiqian 函常绿乔木，高可达 30 米，叶
子囚棱状锥形，球果圆柱状长卵形。木材可用

来制电线杆、枕木、家具等。
E白锚l baiqiang 圈古代当作货币的银子。

E白区E baiqu !Bl 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E白饶E b6ir6o 圈。无代价地额外多给：～

碗高汤。＠〈方〉白搭z 几天的辛苦全算～，得
打头儿重来。

E白热J baire 圈某些物质加高温（ 1 200• 
1 500℃）后发出臼光，这种状态叫作白热。

E白热化E bairehua 画比喻事态、感情等发展
到最紧张激烈的阶段z 斗争已经～O

E白人E Bairen !Bl 指白种人。
E自刃E bairen 圈锋利的刀z ～格斗。
E自刃战E bairenzhan 圈敌对双方近距离用
枪和l、枪托等进行的格斗。也叫肉搏战。

E白日J bairi 圈＠指太阳z ～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白天z ～做梦。
E白日见鬼l bairi-jianguT 比喻出现不可能出
现的或荒诞离奇的事。也说白昼见鬼。

E白日做梦】 bai「i-zuδmeng 比喻幻想根本不

能实现。
E白肉l bairou 圈＠清水煮熟的猪肉：酸菜余
～。＠指臼颜色的鸡肉、鸭肉、鱼肉、虾肉、蟹
肉等，纤维细腻，脂肪含量较低，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较高（区别于“红肉”）。

E白润l bairun 圈白而润泽z 皮肤～｜～的玉
石。

E白色E baise o 圈白的颜色。＠圈属性词。
象征反动的2 ～政权｜～恐怖。

E白色恐怖】 baise kongbu 指在反动政权统治

下，反革命暴力所造成的恐怖，如大规模的屠
杀、逮捕等。

E白色垃圾l bais岳 laF 指废弃的塑料及其制品
等，因它们多为白色，所以叫白色垃圾。这种
垃圾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对环境有严重污

染。
E白色收入E baise shouru 指按规定狄得的l
资、津贴等劳动报酬，具有公开性（区别于“黑
色收入、灰色收入勺。

E白色污染l baise wuran 指废弃塑料及其制

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塑料不易降解，所含成
分对环境有潜在危害。因塑料用作包装材料
多为白色，所以叫白色污染。

E白山黑水E baishan-h岳ishuT 长白山和黑龙

江，指我国东北地区。

E白鳝E baishan 圈续费丽。

E白食】 baishi 圈指不出代价而得到的饮食：
吃～。

E白事E baishi IBl 指丧事z 办～。

E白子E baishou 圃空子；徒手z ～起家｜这一

场～夺刀演得很精彩。
E白手起家】 ba』sh仇』－qTj ia 比喻原来没有基础
或条件很差而创立起→番事业。

E臼首】 baishou ＜书〉圈自发，指老年2 ～话当

年。
E臼寿】 baishδu 圈指九十九岁寿辰。因“百”

字去掉上边的“一”是“白”，“百”数减去一为九
十九，所以叫白寿。

E白薯J baishu 圈甘薯的通称。
E白水】 baishuT 圈＠臼开水。＠〈书〉明净

的水。
E臼苏】 baisu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有四棱，

叶子卵圆形，花小，自色。嫩叶可以吃。小坚
果圆形，叫臼苏子，茎、叶、果均可人药。也叫
在（「邑的。

E臼汤E baitang IBl 煮臼肉的汤或不加酱油的
菜汤。

E白糖l ba itang !Bl 甘煎或甜菜的汁提纯后，分
出糖蜜制成的糖，白色结品，颗粒较小，昧甜，
供食用。

E臼陶】 b6it6o 圈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
陶器，白色，殷代盛行，用高岭士烧制。

E臼体l baitT !Bl 排版、印刷上指一种笔画较细
的字体，如老宋体等（区别于“黑体勺。

E白天E baitian l盘时间词。从天亮到天黑的一

段时间。

E白田】 b6iti6n !Bl 没有种上庄稼的困地，有的
地区专指没有种上庄稼的水围。

E白条】I baitiOO （～儿）圈财务上指不符合财
会制度规定的非正式单据z 打～｜～不能做报

销凭证。也叫白条子。
E白条T baitiao lll2J 属性词。商品上指家禽、

牲畜宰杀后炮毛或去头、蹄、内脏的z ～鸡｜～

猪。
E白铁E baiti岳圈镀铮铁的通称。
E臼厅E Bai Ting 圈英国伦敦的一条大衔，因

过去有臼厅宫而得名，现在是英国主要政府机

关所在地。常用作英国官方的代称。



E白铜E baitbng 圈铜和镇的合金，颜色银白，
用来制造日用器具等。

E白头’1 b6it6u 圈白发，指老年z ～老翁｜～t皆

老。
E白头】2 b6it6u llf2l 属性词。不署名或没有印
章的：～帖子（不署名的字帖儿）｜～材料。

E白头鹦l b6it6ub岳l 圈鸟，头部的毛黑白相
间，老鸟头部的毛变成白色，生活在山林中，吃
树木的果实，也吃昆虫。也叫白头翁。

E白头翁E b6it6uw岳ng 圈＠白头鸭。＠多
年生草本植物，花紫红色，果实有白毛，像老翁
的白发。根可入药。

E臼头借老l b6it6u-xiel凸o 夫妻共同生活到
老s 百年好合，～（新婚颂词λ

E白玩JLl b6iw6nr （口〉国＠不付任何代价
地玩儿。＠指做某种事轻而易举．不费力：大

小伙子扛袋面，还不是～。
E白文】 baiwen 圈。指有注解的书的正文：
先读～，后看注解。＠指有注解的书不录注解
只印正文的本子，如《 1三经臼文》。＠印章
上的阴文（跟“朱文”相对）。

E臼哲E baixl ＜书〉［归自净。
E白细胞E baixibao 白雪血细胞的一种，比红细
胞大，圆形或椭圆形，无色，有细胞核，产生在
骨髓、脾脏和淋巴结中n 作用是吞噬病菌、中
和病商分泌的毒素等。旧称’臼血球。

E白鹏E b6ixi6n ［雹鸟，雄的背部白色，有黑色
的纹，腹部黑蓝色，雌的全身棕绿色，头上有
冠，尾长。常生活在高山竹林间。也叫臼难。

E臼釜l baixiang 圈剖开晾干的黄鱼。

E白相E baixiang ＜方〉［司玩；玩耍；玩弄。

E自熊E b6ixi6ng 圈北极熊。
E臼血病l baixuebing 画病，症状是白细胞异
常增多，贫血，出血，脾脏月中大，眩晕等。俗称

血癌。
E白血球E baixueqiu 圆白细胞的旧称。
E白眼E baiyan 圈眼睛朝上或向旁边看，现出
白眼珠，是看不起人的一种表情（跟“青眼”相

对）．～看人｜遭人～。
E白眼JL狼E baiv凸nrlang ＜口〉圈称忘恩负义
的人。

E白眼珠】 b6iy归zhu （～儿）圈眼球上白色的

部分。
E白羊座E b6iy6ngzuo ［望黄道十二星靡之一。
参看 573 页【黄道十二宫］ o

E白杨】 b6iy6ng 圈毛白杨。

E臼药l baiyao 函中成药，白色粉末。能治出
血疾患、跌打损伤等。云南出产的最著名。

E臼页E b创作画电话号簿中登录党政机关、团

臼 b61 27 

体电话号码的部分，因用白色纸张印刷，所以
叫白页（区别于“黄页勺。

E白夜E baive ~由于地轴偏斜和地球自转、公
转的关系，在高纬度地区，有时黄昏还没有过
去就呈现黎明，这种现象叫作白夜。出现白夜三重重
的地区从纬度 48. 5。起，纬度越高白夜出现的专三三

时期越长，天空也越亮。
E臼衣苍狗E baiyl-canggou 社甫《可叹》诗：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后来用
“白衣苍狗”比喻世事变幻无常。也说白云苍
狗。

E白衣天使】 b6iyl tianshi 对医护人员（多指护

士）的美称，因为他们身穿白色工作服，从事救
死扶伤的神圣事业，所以称作白衣天使。

E白衣战士E b6iyi zhanshi 指医护人员。因为

他们身穿白色工作服，救死扶伤，跟疾病做斗
争，所以称作白衣战士。

【臼蚁】 baivi 圈昆虫，外形像蚂蚁，群居，蛙食
木材。对森林、建筑物、桥梁、铁路等破坏性极
大。

【白蜡E b6iyi 圈中医指眼球角膜病变后留下

的癫痕，能影响视力。

【白银】 baiyin 1'81 银①的通称。

E白玉】 baivu 圆白色或白而微青的软玉。
【白云苍狗l baiyun-cangg讪见 27 页｛臼衣

苍狗1。
【白云岩E b6iyuny6n raJ 沉积岩的～种，主要

成分是碳酸续。

E白灾E baizai 1'81 牧区指暴风雪造成的大面积
的灾害。

E臼斩鸡E baizhanjl 画一种菜肴，把宰好的整

只鸡放在水里煮熟后，捞出切成块，蘸作料吃。
【臼芷】 baizh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花，果
实长椭圆形。根粗大，圆锥形，有香气，可入
药。

E白纸黑字E b6izhi-h岳，zi 白纸上写的黑字，指

见于书面的确凿的证据z 这是～，赖是赖不掉

的。
【白质】 b6izhi 函脑和脊髓的白色部分，主要

由神经细胞所发出的神经纤维组成。

E臼维】 baizhi 圈臼鹏。

E臼种E 86 i zhong 1'81 欧罗巴人种。

E白昼E baizhot』圈白天z 灯火通明，照得如同

～一般。
E白昼见鬼l b6izhou-jiangui 白日见鬼。

E白术E baizh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柄长，花
紫红色。根状茎肥大，可入药。

E白字E baizi 1'81 写错或读错的字；别字：写～ l
念～。



I 2a I bai - bai I 自拜百

E白族E B6izu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
布在云南。

E白嘴JL] b6izuir （方〉固不就饭（光吃菜）或不

就菜（光吃饭） ：～吃菜｜～吃饭。
拜 b6i 画拜拜。啤 bye]

另见 31 页 baio

研拜］ b6ib6i 圈。再见。＠指结束某种关

系 z 因为性格不合，两人就～了。 C英 bye

bye] 

\I 

b凸 i （气71Jj)

百 b凸iO 圈十个十。＠表示很多： ~~1 
～货 i～科全书｜～家争鸣｜～花齐放｜精神

～倍｜～闻不如一见。
E百般E baiban O 圃表示采用多种方法2 ～

阻挠｜～劝解。＠数量词。各种各样2 ～花

色。
E百宝箱】 b凸ib凸oxiiing 圈储藏各种珍贵物品

的箱子，多用于比喻。
E百倍E b凸ibei 数量词。形容数量多或程度深

（多用于抽象事物）：～努力｜精神～。
E百步穿杨］ b凸ibu chuanv6ng 春秋时楚国养

由基善于射箭，能在一百步以外射中杨柳的叶
子（见于《战国策·西周策》）。后用“百步穿杨”
形容箭法或枪法非常高明。

E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b凸ichT-gantou, g岳ngjin

v1bu 比喻学问、成绩等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

后仍继续努力。
E百出l baichu 画画出现的次数或种类非常多

（多含贬义）：错误～｜矛盾～｜丑态～。
E百川归海】 b凸ichuiin-gulh凸i 条条江河流入

大海。比喻大势所趋或众望所归，也比喻许多
分散的事物汇集到一个地方。

E百搭E b凸idii 0 圈指在牌类游戏中可以随意
充当任何牌的牌。＠圈属性词。能够跟别

的人或事物随意搭配的 z ～演员｜～服装｜～饮
料。

E百儿八十E b凸 i • er-bashi ＜口〉一百或比一百
略少z ～块钱｜～里地。

E百发百中l baifa-baizhong o 每次都命中目
标，形容射箭或射击非常准。＠比喻做事有

充分把握，绝不落空。
E百废待举E b凸ifei-daii凸百废待兴。

E百废待兴E baifei-daixlng 各种被废置的或

该办未办的事业都等待兴办2 十年动乱结束

后，～。也说百废待举。
E百废俱举E baifei-iui心百废俱兴。

E百废俱兴】 b凸ifei-juxlng 各种被废置的或该

办未办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也说百废俱举。

E百分百】 bait岳nb凸i 圆百分之百。

E百分比E b凸if岳nbT IEl 用百分率表示的两个数

的比例关系，例如某班 50 名学生当中有 20
名是女生，这一班中女生所占的百分比就是
40% 。

E百分表】 bait岳nb1凸。因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

精度很高的量具，由表针、表盘等组成，测量精
度达 0.01 毫米。精度达到 0. 001 毫米的叫
千分表。

E百分尺E b凸if岳nchT 圈利用螺旋原理制成的

精度很高的量具，测量精度达 0.01 毫米。精
度达到Ll 0. 001 毫米的叫千分尺。

E百分点E bait岳ndi凸n 圈统计学上指以百分数

形式表示的不同时期相对指标变动幅度，百分
之一为一个百分点z 同前一年相比，通货膨胀
率减少三个～。

E百分号】 b凸if岳nhao 圈表示分数的分母是

100 的符号（%）。
E百分率E b凸If岳nlo 固两个数的比值写成百分

数的形式，叫作百分率。如专用百分率表示
40 

是丑JO 0 百分率指一个数占另一个数的百分

之几或某一部分占整体的百分之几。
E百分数】 b凸if岳nshu IEJ 分母是 100 的分数，

1 1 
通常用百分号来表示，如一一写作 11 %。

。o

E百分之百1 bai f岳n zhl b副全部；十足z ～地

完成了任务｜这件事我有～的把握，准能成功。
也说百分百。

E百分制E bait岳阳hi 圈学校评定学生成绩的

一种记分方法。一百分为最高成绩，六十分为
及格。

E百感】 b凸igan I萄各种各样的感触z ～交集。
E百合】 b凸ihe IEl o 多年生草本植物，鳞茎呈
球形，白色或浅红色。花呈漏斗形，臼色、绿色
或红黄色，供观赏。鳞茎可以吃，也可人药。
＠这种植物的鳞茎。

E百花齐放E biiihua-qifang O 各种鲜花一齐
开放，形容繁荣的景象：祖国建设生机勃勃，
～。＠比喻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各种艺术作品

自由发展z 提倡文艺创作～O

E百花齐放，百家争鸣E biiihua-qifa吨，国ijiii

-zh岳ngming 1956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促进

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
针。提倡在党的领导下，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

凤施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

由争论。



E百货E biiihuo 画以衣着、器皿和日用品为主
的商品的总称·日用～｜～公司。

E百家争鸣E b凸ijiii-zhengmfng 0 春秋战国时

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
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论
战，形成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和论争风气，后
世称为百家争鸣。＠见到页i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1。
E百科lb凸ik岳圈各种学科的总称：～知识 l～
全书。

E百科全书E b凸i ke qu6nshu 比较全面系统地
介绍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收录各种专
门名词和术语，按词典形式分条编排，解说详
细。也有专科的和地域的百科全书，如医学百
科全书、农业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等。

E百孔千疮E b凸i Iφng-qianchuiing 形容破坏

得很严重或弊病很多。也说千疮百孔。
E百口莫辩】协iiφu-mδbian 即使有一百张嘴

也辩解不清，形容事情无法说清楚（多用于受
冤屈、被怀疑等情况）。

E百里E B凸iii 圈姓。

E百里挑一l b凸ilT-tiaoyl 二百个里挑选出一个，

形容十分出众。
E百炼成钢E bii i I ian chenggang 比喻久经锻
炼，变得非常坚强。

E百灵E biii』ling 圈鸟，比麻雀大，羽毛茶褐色，

有白色斑点。飞得很高，能发出多种叫声，吃

昆虫，对农业有益。
E百忙】 biiim6ng !Bl 泛指许多繁忙的事务：感
谢您～之中给予指导。

E百非内本E biiinab品n ［雹用许多不同的版本汇
集而印成的书籍，如百梢本《二十卒囚史》。

E百梢衣】 biiinayl 圈＠袋装，因用许多长方
形小块布片拼缀制成而得名。＠泛指补丁很

多的衣服。
E百年E biiini6n 数量词。＠指很多年或很长
时期＝～大业｜～不遇。＠人的一生z终身z ～
好合（新婚颂词）｜～之后（婉辞，指死亡）。

E百年不遇】 biiini6n-buyu 一百年也碰不到，
形容很少见到或很少出现。

E百年大计E biiini6n-daji 关系到长远利益的

计划或措施：～，质量第一。
E百日咳E b凸irike t8l 传染病，由百日咳杆菌侵
入呼吸道引起，小儿容易感染。症状是阵发性的
连续咳嗽，咳嗽后长吸气，发出特殊的哮喘声。

E百日维新E Bai Ri Weixln 戊戌变法的旧称。

因戊戌变法由颁布新法到变法失败，历时一百
零三天，所以称为百日维新。

E百十E b凸ishi I重指一百左右的大概数目：～

来年｜～个人｜～亩地。

百伯 i b凸！ I 29 I 

E百世E b凸ishi 画很多世代z 流芳～。

E百事通E b凸ishitong 0 圈万事通①。＠圈

万事通②o

E百思不解l b凸isl-buji岳反复思索，仍然不能理二二二
解。也说百思不得其解。 主E三三

【百万】 b凸iwan 睛一百万，泛指巨大的数目：三雪三

雄兵～｜～富翁。
E百闻不如一见l biii wen bu ru yl jian 听到

一百次也不如见到一次，表示亲眼看到的远比

昕人家说的更为确切可靠。
【百无禁忌】 biiiwu-jinji 什么都不忌讳。

【百无聊赖E bii iwu-1 i6ola i 精神无所依托，感
到非常无聊。

E百无一失E biiiwu听sh！形帮色对不会出差错。

E百无一是】 b凸iwu-ylshi 形容没有一点儿对的

地方z 不应把有缺点的同事说得～。

【百物】 b凸iwu 圈各种物品2 ～昂贵。
【百姓E b凸ixlng !Bl 军人和官员以外的人2 平

民～。

Z百业l b凸iye !Bl 各种行业：～兴旺。

【百叶】 b凸iye ＜方＞ !Bl 0 千张。＠牛羊等反
鱼类动物的胃，做食品时叫百叶。

E百叶窗】（自「页窗） b凸iyechL』ang !Bl O 窗扇的
～种，用许多横板条ifftj成，横板条之间有空隙，
既可以遮光挡雨，又可以通风。＠机械设备

中像百叶窗的装置。

【百叶箱E biiiyexiang 圈装有测量空气温度

或湿度的仪器的白色木箱，四周有百叶窗。放

在室外，可使仪器不受太阳直接照射的影响，
又可使空气自由流通。

E百依百顺】 baiyl-b凸ishun 形容在一切事情上

都很阪从。

E百战百胜E biiizhan-biiisheng 每次打仗都能

取得胜利，也泛指元论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E百战不殆E b凸izhan-budai 每次打仗都不失

败（殆：危险）。
E百折不回】 b凸izhe-buhui 百折不挠。
E百折不挠】 b凸izhe-bun6o 元论受多少挫折都

不退缩，形容意志坚强。也说百折不回。
E百裙裙E b副zh岳qun 圈一种节摆较宽、折叠

出许多竖槽的裙子。

E百足之虫，死而不僵E b凸izuzhlch6ng, sT’在rbu

jiiing 原指马陆这种虫子死后仍不倒下（见于

三国魏曹同《六代论》g “百足之虫，至死不僵，

以扶之者众也。”僵g 仆侄~）。现用来比喻势力

大的人或集团虽已失败，但其余威和影响依然
存在（多含贬义）。

伯 M』见川页【大伯子］。
另见 99 页 b6"



I 30 I b凸 l I 1百柏摔摆

伯国i 1B “百”的大写。

柏 恼圈。柏树，常绿乔木，叶子
了相）鳞片状·果实为球果。木材质地

三三重E 坚硬，可用来做建筑材料等。 8 CB凸 i ）姓o
三三三雪 另见 100 页 b6; 102 页胁。

E柏油E baiy6u 圈焦泊沥青，是焦油蒸馆后的

残余物，也泛指沥青z ～路。

挥出〈书〉分开， ~ft<L 

E摔i词］ b凸ihe ＜书） @lj] 开合，指运用于段使联

合或分化 2 纵横～｜～之术。

摆1 … b凸iO 圃安放s排列：町
（撵）～好｜河边一字儿～开十几条渔

船。 8 rntil 数说；列举z ～好｜～事实，讲道理

把困难都～出来。＠医E 显示；炫耀：～阔｜～

威风。＠画摇动；摇摆z 大摇大～｜他向我直

～手。＠吕自从一个固定的点用细线悬挂的能
做往复运动的重锤的装置。摆的长度不变且

振幅不太大时，运动的周期恒等。＠圈钟表
或精密仪器上用来控制摆动频率的机械装置。
0 CB凸 i ）圈姓。

摆2 恼圈长袍、上衣衬衫
（操、裸）等的最下端部分：衣～｜

下～l前～｜～宽。
4怔回3 ,… b凸i 圈傣族地区佛教仪式或庆

才丢（摞）祝丰收、物资交流、文艺会演等
群众性活动的集会。［傣］

E摆布E b凸i·bu 画＠安排s布置z 这间屋子～

得十分雅致。＠操纵；支配（别人行动）：任人

～｜随意～人。
E摆动】 b凸idong 画来回摇动；摇摆：树枝 L迎
风～｜钟摆不停地～。

E摆渡］ b凸idu o 圈用船运载过河：先～物资，
后～人。 8 @lj] 乘船过河z 会游泳的游泳过去，
不会游泳的～过去。 8 ［画摆渡的船；渡船。

E摆渡车E baiduch岳圈指在机场候机厅和停
机坪上的飞机之间往来接送乘客的汽车，也泛
指在几个站点之间往来接送换乘乘客的汽车。

E摆放E baifang 圈摆1①：～家具｜室内～花卉

不宜过多。
E摆功］ b凸111gong 圈数说功绩让别人知道。

E摆好1 bai11h凸o 圈数说优点、长处让别人知
道：评功～o

E摆划E b凸i • hua （方〉圈。摆弄①：你别瞎
～！＠处理；安排z 这件事真不好～。＠整
治;fiffe理z 这个收音机让他～好了。

E摆架子］ bai jia· zi 指自高自大，为显示身份
而装腔作势。

E摆件E baijian rE 用作摆设的工艺品z 案头

～｜金银～。
E摆局］ b凸i11 ju 擅自设局 z 骗子～，小心上当。

E摆阔E bai11kua 1N5J 讲究排场，显示阔气：就是

经济宽裕，也不应该～。

E摆擂E bail岳l E面摆擂台。
E摆擂台E b凸 i leitai 搭起擂台招人来比武。现

比喻欢迎人来应战或参加竞赛。也说摆擂。
E摆列】 b凸ilie 圈摆放；陈列 2 展品～有序。
E摆龙门阵］ b凸 i 16ngmenzhen ＜方〉谈天或讲
故事。

E摆门面E b凸im创i•mian 讲究排场，粉饰外表。

E摆弄E b凸inong ［噩＠反复拨动或移动z 一个
战士正在～枪栓｜他一边跟我聊天儿，一边～扑
克。＠摆布②；玩弄：受人～。

E摆于自1 baipai @lil 特意布置场景，让人物摆出
一定姿势进行拍摄。

E摆平】 b凸i;;ping 画＠放平，比喻公平处理或

使各方面平衡：～关系｜两边要～。＠〈方〉惩
治；收拾。

E摆谱JL] bai;;p心r （方〉圈。摆门面：办事要

节约，不要～。＠摆架子：他当了官好（h凸o)
摆个谱儿。

E摆设l baish岳圃把物品（多指艺术品）按照审
美观点安放：屋子里～得很讲究。

E摆设E b凸i• she （～儿）圈。摆设的东西（多指
供欣赏的艺术品h 小～｜会客室里的～十分雅

致。＠比喻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E摆手】 bai11sh凸u 画＠摇手：他连忙～，叫大

家不要笑。＠招手：他俩在路上见了没有说
话，只摆了下手。

E摆摊子】 b凸i tan·zi O 在路旁或市场中陈列
货物出售。＠把东西摆开（做开展工作的准

备）。＠指铺张z 不要～，追求形式。 II 也说
摆摊儿。

E摆脱】 b副tuo 圃脱离（牵制、束缚、困难等不

利的情况）＝～困境l～苦恼｜～坏人的跟踪。
E摆样子】 b凸i yang·zi 故意做出某种模样给人

看，比喻只顾表面好看，不注重内容或实际效
果：踏踏实实工作，别～｜书架上的书都是～

的，他根本没看过。

E摆治E b凸 i · zh i ＜方〉国＠整治①；侍弄：这块
地他～得不错｜小马驹病了，他～了一夜。＠

折磨；整治②z 他把我～得好苦。＠摆布；操
纵＝他既然上了圈套，就不得不听人家～。

E摆钟］ b凸izhong 圈时钟的一种，用钟摆控制

其他机件，使钟走得快慢均匀， 般能报时。

E摆桌E b凸i;;zhuo 圈指摆酒席；宴请。

E摆子E b凸 i • zi （方〉圈疤疾z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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呗（明）民；，~~（＇.~！~呗l
败… bai o i剧在战争或竟赛『t''

（殷） <R良”．胜”相1士）：战～囡｜立于不～
之地｜甲队以二比三～于乙队。＠（动l 使失败；
打败（敌人戎对 r- ＞， 大～侵略军。＠（事情）
失败（跟“成”相对） ：功～垂成｜不计成～。＠
毁坏；搞坏〔事情）．身～名裂｜伤风～俗｜成事
不足，～事有余。＠解除g消除：～毒｜～火。
＠破旧；腐烂z ～絮｜～肉 η ＠［司l i周i射；枯萎：
～叶｜塘里的荷花都～了。＠ I动］败将：好好儿

的一个家～在他手里了。＠（动l 使败落．～家。
E败::ltl baibei l动j 打败仗（“北”本来是二人相
背的意思，因此军队打败仗背向敌人逃跑叫败

北） ：身经百战，未尝～0客队决赛中以一比二

~ 。

E败笔J baibi 圈。写字写得不好的一笔；绘
画中画得不好的部分；诗文中写得不好的词
句。＠泛指事情中做得不好的部分2 这座建
筑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布局，是一大～。

E败兵J baibing 圈打了败仗的兵；打败仗溃散

的兵。
E败果J baiguo I童失败的苦果；失败的结局。

E败坏E baihuai O 圈损害；破坏（名誉、风气

等） ：～门风｜～声誉｜～纪律。 81归（道德、纪
律等）极坏z 道德～｜纪律～。

E败火】 bai;;huo I划中医指清热、凉血、解毒
等：～药｜绿豆汤能清心～。也说清火。

E败绩E baiii o l司原指在战争中大败，现多指
在比赛或竞争中失败·屡遭～。＠［名l 在比赛
或竞争中失败的结果：多次比赛，无一～。

E败家】 bai;;jia l量使家业败落·由投机起家
的，也会因投机而～。

[9＆家子E baijiazi ＜～儿）固不务正＼［Jt.、挥霍家
产的子弟。现常用来比喻挥霍浪费集体或国

家财产的人。

E败将】 baijiang r割打r败仗的将领，多用来
指较量中输的一为．手下～。

E败局】 baiiu 圈失败的局势：～已定｜挽回～。
E败军】 baijun O 圆］使军队打败仗：～亡国。

＠南打了败仗的军队·～之将D

E败类】 bailei 国主］集体中的堕落或变节分子：

无耻～｜民族～o

E败露E bailu f通（不可告人的事）被人发觉：阴
谋～ 1事情～，无法隐瞒了。

呗败拜｜ ba~」

【败落J bailuo R动l 由盛阳衰；破落；衰落：家道

~ 。

[ij＆诉E baisu l动］诉讼中？当事人的~Ji受到不

利的判决。
[g&退E boitui 南l 战败而退却：节节～O

E败亡E baiw6ng I动］失败而灭亡。

E败胃】 baiwei r司伤害胃使胃口变坏：凉东西
吃多了～。

E败象】 baixiang IBl 失败或衰败的迹象：赛程
r~rj过半，这个队就露出了～。

[lj＆请tl baixie r到凋谢。青春常在，永不～。
E败兴J bai;;xing ！园。因遇到不如意的事而

情绪低落；扫兴＝乘兴而来，～而归。＠〈方〉
晦气；倒霉。

E败絮】 baixu r雹破烂的棉絮：金玉其外，～其

中（比喻外表很华美，里头一团糟） o

E败选】 baixuan r涵在选举中落败：以微弱的

票数～。

E败血症】 baixuezheng [El 病，由细菌、真菌等

侵入血液而引起。症状是寒战，发热，皮肤和
和膜有出血点，脾大，严重时可出现休克。

E；败叶J baive 画干枯凋落的叶子z 枯枝～。

E败因】 baiyin IBl 失败的原因。

E败仗】 baizhang 圈失利的战役或战斗·打

～l吃了一个大～。
E败阵E bai;;zhen 国在阵地上或赛场上被打

败·～而逃｜败下阵来｜甲队最后以二比三～。
E败子E baizi 圈败家子：～回头（败家子觉悟

悔改） 0 

E败走】 baiz凸u l到作战失败而逃（往某地），也

指在某地（一般不是原所在地）比赛或竞争失
败。

拜 bai 町行礼表示敬意：回～｜川对
着遗像～了三拜。＠见丽行礼表示祝贺．

～年｜～寿。＠！羽拜访·新搬来的那对夫妇～
街坊来了。。用一定的礼节授予某种名位或
官职＝～相 i ～将。 01动j 结成某种关系：～

师｜～把子。＠敬辞，用于人事往来：～托 l～
领（收下赠品）｜～读。 0 <Bai ）［苟姓。

另见 28 页 b6i 0 

【拜把子】 bai ba· zi 朋友结为兄弟姐妹。

E拜另1JJ baibie 圈敬辞，告别．～父母，到外地

工作。

E拜忏】 bai;;chan r到僧道念经礼拜，代人忏悔

？肖灾。
E拜辞J baici 画敬辞，告别：临行匆匆，未及
～，请原谅。

E拜倒】 baid凸o R司］跪下行礼，表示崇拜或屈服

（多含贬义）。

王三



I 32 I bai - ban I 拜碑辅瞬扳放班

E拜读E baidu 国国敬辞，阅读：～大作，获益不
浅。

E罕访1 bait凸ng 画敬辞，访问：～亲友。

二二二 E拜佛E bai11t6 圃向佛像行礼2 烧香～。

三三IE U剖~l baifu 圈敬辞，佩服：他的博闻强识
三三三言 (zh）），令人～。

6手贺E baihe ~面敬辞，祝贺：～新年。
E拜会E baihui 画拜访会见（今多用于外交上

的正式访问）。

E拜火教E Baihuojiao 圈公元前7世纪末起源
于古波斯的宗教，认为世界有光明和黑暗（善

和恶〉两种神，把火当作光明与善的象征来崇
拜。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称袄Cxian）教。

研见】 baijian 圈敬辞，拜会；会见（从客人方

面说） ：～尊长｜～恩师。

U辛节E ba; 11 i ie rn!JJ 向人祝贺节日。

6丰金E baijln E司崇拜金钱：～主义。
E手金主义E baijln zhuy）崇拜金钱，认为金钱
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
m客1 bai11ke 圈拜访别人z 出门～。

m盟1 bai11 『neng rn!JJ 拜把子。
研年】 bai11 『， ion rn!JJ 向人祝贺新年。

U寻票l bai11piao 圃候选人在选举前到处拜
访，请求选民把票投给自己（多用于台湾地区）。

研认】 bairen rn!JJ 举行一定仪式认别人为义
父、义母、师傅等。

由扫l baisao 画在墓前祭奠；扫墓：～烈士

墓。
U辛师E bai;;shl ［温认老师；认师傅：～学艺。
F手识E baishi 圈敬辞，结识：闻名已久，无缘

~ 。

E拜寿】 bai;;shou 圈祝贺寿辰。

由堂】 bai11tang 圈旧式婚礼，新郎新娘一起
举行参拜天地的仪式，也指参拜天地后拜见父

母公婆。也叫拜天地。
E拜天地E bai tiandi 拜堂。

U罕托E baituo rn!JJ 敬辞，委托（多用于托人办

事） ：有一封信，～您带给他。

研望E baiwang 圈敬辞，探望z ～师母。
研物教E baiwujiao rEJ O 原始宗教的一种形
式，把某些东西（如石头、树木、弓箭等）当作神
灵崇拜，无一定的组织形式。＠比喻对某种

事物的迷信：商品～。
m谢】 baixie 圈敬辞，感谢z 登门～。

E军i昂】 baive 圈＠拜见·专诚～。＠瞻仰
（陵墓、碑殉）：～黄帝陵。
碑国iO 圈裤子＠〈书〉用于比喻，形

容微小、琐碎g ～官｜～史。
E碑官野史l baiguanγ岳shi 穗宫，古代的小官，

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风俗故事，后来称小
说为碑官，泛称记载逸闯琐事的文字为碑官野
史。

E穗子E bai. z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
稻，籽实像泰米。是稻田害草。但籽实可以酿
酒或做饲料，有时也当作一种作物来栽培。＠
这种植物的籽实。

铺… bai ＜方〉画风箱2 风～｜～拐子
（辅）（风箱的拉手）。

• bai c ·气71Jj)
瞬. bai lWJl m法阳”（ • bei) 

ban c 兮与）

扳 ban rn!JJ 0 使位置固定的东西改变方向
或转动：～闸｜～枪栓｜～着指头算天数。

＠把输掉的赢回来：～本｜客队经过苦战，～
回一球，踢成平局。
另见 975 页 pa门。

E扳本】 ban;;b岳n (~JL) （方〉南l 翻本。

E扳不倒JLl banbud凸or ＜口〉圈不倒翁①。

E扳倒】 ban;;d凸o 画＠使倒下2 ～了一块大

石头。＠比喻战胜；击败（实力比较强大的对
于） ：～上届冠军。

E扳道l ban;;dao 画扳动道岔使列车由一组

轨道转到另一组轨道上：～工。

E扳机E banjl 圈枪上的机件，射击时用手扳动
它使枪弹射出。也叫枪机。

E扳平】 banping 画在体育比赛中扭转落后的

局面，使成平局z 终场前，甲队将比分～。
E扳手l ban·shou 圈。拧紧或松开螺丝、螺
母等的工具。也叫扳子。＠器具上用于扳动

的部分。

E扳指JL] ban·zhir ~戴在拇指上的玉石指环，
本来是射箭时戴，后来用作装饰品。

E扳子E bon·zi 圈扳手①。

没 ban 啪发给；分给。

班 ban 虹灯工作或学习等目的耐
成的组织：大～｜作业～｜进修～。＠

（～JL）圈指→天之内规定的工作或执勤时间g

上～｜晚～儿｜值～｜日夜三～。＠圈军队编制
的最基层的单位，一般隶属于排。。（～儿）圈

旧时指戏班，也用于剧团的名称z ～规｜搭～｜
三庆～。＠圈E a）用于人群z 这～姑娘真有干



劲。 b）用于定时开行的交通运输工具：仲、搭下

一～飞机走吧！火车每隔半小时就有一～。＠
按排定的时间开行的＝～车 1～机。＠调回或

调动（军队） ：～师。 8 (Bon）圈姓。
E班白】 banbai 见 33 页【斑白 l 0 

E班辈E banbei ＜～儿）圈行辈。
E班班 bonb6 见到页【斑驳1。
E班车E ban ch岳圈有固定的路线并按排定

的时间开行的车辆，多指机关、团体等专
用的。

E班次E banci 圈＠（学校）班级的次序。＠定

时往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开行的次数2 增加公

共汽车～o
E如~l bandT （～儿）圈＠旧时指戏班中主要

演员以外的其他演员。＠泛指一个组织中的

基本成员。
E班房E bonfang 圈。旧时衙门里衙役当班
的地方。也指衙役。＠监狱或拘留所的俗

称：蹲～。
E班会E banhui 圈学校、工厂、部队等以班为单

位召开的会：主题～。
E班机】 banjl ~有固定的航线并按排定的时
｜同起飞的飞机。

E班级l banjl ［望学校里的年级和班的总称。
E班轮E bonlun 固有固定的航线并按排定的

时间起航的轮船。

E班门弄斧】 banmen-nongf心在鲁班（古代有
名的木匠〕门前摆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

弄本领。

E班配l banpei 同“般配”。

E班期l banql 圈＠定期往返的轮船、飞机等
开航的时间：客运～。＠邮局投递信件等的
固定日期。

E班师E banshl ＜书〉圈调回出征的军队，也指

出征的军队胜利归来。
E班线E banxian ~公共汽车或长途汽车等的

班次和行驶的路线z 增设跨省客运～。

E班主l banzhu』圈旧时戏班的主持人。

E班主任】 banzhuren 圈学校中负责一班学生

的思想工作、纪律、考勤、集体活动等的教师
（－般也担任教学任务）。

E班子l ban· zi 圈。剧团的旧称。＠泛指为

执行一定任务而成立的组织z 领导～｜生产～o
E班组E banz心［型企业中根据工作需要组成的

较小的基层单位2 ～会｜优秀～。

由凡1 ban O III 种；样 z 这～｜那～｜百～安

凡人慰｜十八～武艺。＠画一样；似的z 暴风
雨～的掌声。 0 (Bo门）圈姓。

班般颁斑｜ ba门 I 33 I 

白凡2 ban 〈书〉同“搬”。
川义另见 98 页 b己； 976 页 p6no
E般配】 bonpei I用结亲的双方相称Cch自川。

也指人的衣着、住所等与其身份相称。也作班

1)~0 ban 发布；颁发：～布｜～行｜～辛
万人（颂）奖。
U顶臼E banbai 见 33 页【斑白 l 0 

E颁布E ban bu 民主］公布：～法令｜～奖惩条例。
E颁发E banfa lll!ll O 发布（命令、指示、政策

等）：条例自～之日起执行。＠授予（勋章、奖
状、证书等） ：～奖章。

【颁奖】 ban;; ji凸ng 画颁发奖状、奖杯或奖品

等z 向劳动模范～。
【颁授】 banshoL』圈颁发授予（奖品、证书、称

号等）·学位～典礼。
【颁行E banxing 画颁布施行。

【颁赠E banzeng 画颁发赠予z ～奖品。

斑 ban ~o 斑点或斑纹：红～｜花～ i 雀
～｜～痕｜衣服上有块～。 8 CBon）姓。

E斑白】（班白、颁白） banbai ＜书〉圄（须发）花

白：两鬓～。
E斑政［］ bonbon 圆形容斑点很多z 血迹～。

E斑驳】（班驳） bonb6 圈一种颜色中杂有别种

颜色，花花搭搭的2 树影～。

【斑驳陆离E bonb6-luli 形容色彩繁杂。

【斑点】 bondi凸n 圈在一种颜色的物体表面上
显露出来的别种颜色的点子。

【斑痕】 bonhen 圈在一种颜色的物体表面上

、白露出来的另lj种颜色的印子；痕迹：白衬衣上

有铁锈的～。

E斑坞E bonj iu l'81 鸟，身体灰褐色，颈后有臼色
或黄褐色斑点，嘴短，脚淡红色。吃谷物、果实
等。

E斑斓l banlan ＜书〉圈灿烂多彩：五色～｜色
彩～的玛王曲。也作蝙斓。

E斑马l bonm凸圈哺乳动物，外形像马，全身

的毛淡黄色和黑色条纹相间，听觉灵敏。生活

在非洲，是珍贵的观赏动物。

【斑马线】 bonm凸xian 圈马路上标示人行横

道的像斑马身上条纹的白色横线，多用油漆涂
鼠。

【斑蜜】 banmao 圈昆虫，触角呈鞭状，腿细

长，销翅上有黄黑色斑纹，成虫危害大豆、棉

花、茄子等农作物。可入药。
【斑秃l bontu 圈皮肤病，局部头发突然脱落，

经过一定时期，能自然痊愈。俗称鬼剃头。
E斑纹E bonwen ~在一种颜色的物体表面上
显露出来的别种颜色的条纹：斑马身上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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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
E斑竹E banzhu [BJ 竹子的一种，茎上有紫褐色
的斑点。茎可制装饰品、手杖等。也叫湘妃竹。
崎It ban 圈＠移动物体的位置（多指笨重的

三主主主 JJ:J义或较大的）：～运｜～砖｜把保险柜～走。＠
三雪主雪 迁移·～迁卜，家｜他家是从南城～来的。＠搬

用g套用z 生～硬套｜照～照抄。
E搬兵E ban;; bing 圃搬取救兵，泛指请求援助
或增调人员。

E搬家E ban;; j iii 圆＠把家迁到别处去z 他去

年就搬了家。＠泛指迁移地点或挪动位置：
这家工厂已经～了。

E搬弄E bannong 画＠用于拨动：～枪栓。＠
卖弄；有意显示：他总好～自己的那点儿知识。
＠挑拨z ～是非。

E搬弄是非E bannδng-shif岳l 把别人背后说的

话传来传去，蓄意挑拨，或在别人背后乱加议
论，引起纠纷。

E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E biinqT shi •tau z6 zijT 
·de ji凸o 比喻自作自受，自食恶果。

E搬迁l biinqiiin 画迁移2 ～户｜～新居。
E搬演l banyan 圈把往事或别处的事重演出

来z ～故事。
E搬移］ banyi 圈。搬动；移动z ～家具。＠
搬迁s 这家商店已～到东街去了。

E搬用E banyong ~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采
用（现成的规章、办法等）·这些做法可以参考，
不能机械～。

E搬运E banyun 圈把物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
一个地方g ～行李｜～货物。

漏 ban 见下。

E蝙斓E ban Ian 同“斑斓”。

癫 ban 时口或伤口好了之后留下的痕
迹：～痕｜刀～。

E搬痕E ban hen 圈癫z 伤口愈合后留下了～。
痴 ban 圈皮肤上生斑点的病。

塞 ban ＜书〉文武全才。

I/ 

ban （兮与）

阪 ban O ＜书〉同呢＠大阪（叫n),
日本地名。

圾 n （书〉山坡；斜坡：如丸走～
（顿）（形容迅速）。

板1 胁。～晴叫较硬的物体2
木～｜钢～ i玻璃～。＠（～儿） [BJ 专指店

铺的门板2 铺子都上～儿了。＠黑板：～报｜

～书。＠（～JL）形状像板子的2 ～材｜～儿砖｜
～楼。＠演奏民族音乐或戏曲时用来打拍子
的乐器z 檀～。＠（～儿）音乐和戏曲中的节

拍：快～儿！慢～｜走～。参看到页I板H剧。＠
［暨呆板：他们都那样活泼，显得我太～了。＠

圈硬得像板子似的z 地～了，锄不下去。＠

圈露出严肃或不高兴的表情z 他～着脸不睬

人。⑩〈方〉圈纠正；约束（多指不好的习’惯

等）：口吃的毛病～过来了。

板2 … ban 见 782 页棚。
（罔）

E板板六十四E b凸nban liushisi ＜方〉形容不知
变通或不能通融。

E板报E b凸nbao ＜口） [BJ 黑板报。

E板壁lb凸nbi 圈分隔房间的木板墙。

E板材l banc6i 圈板状的材料z 大理石～｜将

原木加工成～。

E板擦JL] b凸near [BJ 擦黑板的用具，一般是在

小块木板上加绒布或棕毛制成。
E板荡E b凸ndang ＜书〉圃《诗经·大雅》有《板》、
《荡》两篇，都是写当时政治黑暗、人民痛苦
的。后来用“板荡”指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

安。
Z板凳E bandeng c～儿） [BJ 用木头做成的一种
凳子，多为长条形。

E板凳队员】 bandeng duiyuan 指球类等比赛

中的替补队员，因其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板凳上
不能上场，所以叫板凳队员。

E板斧E b凸nfu 固刃平而宽的大斧子。

E板鼓】 bang心圈打击乐器，一面蒙牛皮或猪

皮，鼓框内膛呈喇叭形，上口径约一寸，发音

脆亮，是戏曲乐队中的指挥乐器。也叫单
皮。

E板胡l banhu IBl 胡琴的一种，琴简呈半球形，
口上蒙着薄板，发音高亢。

E板结E b凸nji岳＠圃土壤因缺乏有机质，结构

不良，灌水或降雨后地面变硬，不利于农作物
生长，叫作板结。 8~国呆板；不灵活s不会变

通：改革～的用人机制。
E板块E bankuai 圈＠大地构造理论指地球

上岩石圈的构造单元，由海岭、海沟等构造
带分割而成。全球共分为六大板块，即欧亚
板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印澳
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大板块又可划分成小

板块。＠比喻具有某些共同点或联系的各个

部分的组合＝报告共 16 个部分，分三大～。

直章，用于报刊、节目等时一般作“版块”。
E板蓝根】 b凸nlangen 圈中药上指湛蓝或马蓝



的根，有清热、凉血、解毒等作用。
E板栗E b凸nil 圈栗子。
E板楼E ban16u 圈多层或高层的略呈狭长板

形的楼房（区别于“塔楼勺。
E板儿寸］ b凸nrcun 画一种发式，头顶上的头发
推平至一寸左右，四周的理得很短。

E板上钉钉】 b凸nshang-dingdlng 比喻事情巳

定，不能变更。
E板实】 ban· shi ＜方〉圈＠（土壤）硬而结实：
地～，不长庄稼。＠（书皮、衣物等）平整直挺z
衣服叠得很～。＠（身体）硬朗壮实：老人身
子骨儿还～。

E板式】 b凸nshi I富戏曲唱腔的节拍形式，如京
剧中的慢板

E板书】 b凸nshu O 匾E 在黑板上写字＝需要～
的地方，在备课时都做了记号。＠圈在黑板

上写的字：工整的～。
E板刷E banshua ［昌毛比较粗硬的刷子，板面
较宽，没有柄，多用来刷洗案板、劳动布衣服

等。
E板瓦E banw凸圈瓦的一种，瓦面较宽，弯曲
的程度较小。

E板型］ b凸nxing I重样式；款式z 服装～｜～新
颖。也作版型。

E板鸭E banva 圈宰杀后炮毛，经盐渍并压成

扁平状风干的鸭子。

E板牙1 banva 圈＠〈方〉切牙。＠切削外螺

纹的刀具。
E板烟】 b凸nyan lEl 压成块状或片状的烟丝。
E板眼】 b凸nyan 圈。民族音乐和戏曲中的节
拍，每小节中最强的拍子叫板，其余的拍子叫
眼。如一板三眼（四拍子）、一板一眼（二拍
子）。＠借指条理和层次z 他说话做事都很有
～。＠〈方〉指办法、主意等2 在我们班里，数

他～多。
E板硬］ b凸nying lllil 状态词。像板子一样坚
硬2 土质～｜手感～。

E板油E bany6u 圈猪的体腔内壁上呈板状的

脂肪。
E板障E banzhang 圈。练习翻越障碍物用的
设备，用木板做成，像板壁。＠〈方〉板壁。

E板正E banzheng llliJ 0 c形式）端正；整齐z 本
子装订得板板正正的。＠（态度、神情等）庄重

认真。
E板滞】 banzhi 圈（文章、图画、神情等〉呆板：

目光～。
E板筑E b凸nzhu 阿‘版筑”。

E板子】 ban·zi 画片状的较硬的物体（多指木

质的）。

板阪版｜ ban I 35 

阪 ban 阪大（川a）础，在江西。

版 ban O 画上面有文字或图形的供印刷
用的底子，从前用木板，后多用金属板，现

多用胶片：绊～｜钢～｜排～｜制～。＠版本＝
原～｜盗～｜宋～书｜英文～。. [JI] 书籍排印

一次为一版，一版可包括多次印刷：第一～｜再

～。＠画报纸的一面叫一版：头～新闻。＠

〈书〉筑土墙用的夹板z ～筑。

E版本】 banb岳n 圈＠同一部书因编辑、传抄、

刻版、排版或装订形式等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
的本子。＠指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或不

同说法：这个故事有好几种～。
［，版次E banci 圈一部图书多次出版的先后次

序。第一次出版的叫“第一版”或“初版”，修订
后重排出版的叫“第二版’j或“再版”，以下类推。

【版画】 banhua 圈用刀子或化学药品等在铜

板、钵板、木板、石板、麻胶板等板面上雕刻或
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

【版籍E banji ＜书〉［画＠登记户口、土地的簿
册。＠借指领土、疆域。＠书籍。

【版刻E banke 圈文字或图画的木版雕刻。

【版口E bankau lEJ 木版书书框的中缝。也叫

版心或页心。
E版块E bankuai 同“板块”③。
E版面E banmian 圈。书报杂志上每一页的

整面。＠书报杂志的每一面上文字图画的编

排形式：～设计。

E版纳E banna 圈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所
属的旧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 1960 年版
纳改为县，如版纳景洪改称景洪县，1993 年改

设市。

[i版权E banquan 圈。著作权。＠出版单位
根据出版合同对特定作品所享有的出版权和

销售权。

E版权法E banquanf凸 IE 见 1716 页［著作权

法l 0 

E版权页E b凸nquanye 圈书刊上印着书刊名、

著作者、出版者、发行者、版次、印刷年月、印
数、定价、书号等的一页。

E版式】 banshi 函版面的格式。

E版税】 banshui 圈出版者按照出售出版物所

得收入的约定百分数付给作者或其他版权所

有者的报酬。

E版图】 bantu 圈原指户籍和地图，今借指国

家的领土、疆域：我国～辽阔。

【版心】 b凸nxln 圈。书刊等每面排印文字、图

画的部分。＠版口。

E版型】 banxing 同“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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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版主E b凸nzhu 圈指对网站的主页或某个栏

目进行管理和维护的人。

E版筑E b凸nzhu ＜书〉圈筑土墙用的夹板和样

（筑土墙时，夹板中填入泥土．用样穷实）。借
噩噩量 指土木营造的事情。也作板筑。

雪雪三雪丘口 ~ b凸n 圈金属板材·铝～14月～。
宵又（饭）
E饭金E M『1jln 圈钢板、铝板、铜板等金属板
材，也指对这些金属板材的加工z ～工。

版 b凸n 见 1 1叫舶板］（自撇）

撒 b也n 见 412 页叫

、

ban （勺与）

斗舍 、，、 ban O 画办理；处理；料理：～
1J、（掰）公｜～交涉｜～入学手续 i这些事好
～。＠圈创设；经营：～工厂｜勤俭～一切事
业。＠［司采购；置备：置～｜～货｜～嫁妆 i ～

了几桌酒席。＠圈惩治·～罪 l严～｜首恶必

～。＠办公室②＝党～｜院～。
［，办案】 ban;;an r地办理案件。

E办差】 banchai 画旧时指给官府办理征集夫

役、征收财物等事。

E办法】 ban伯国处理事情或解决问题的方

法：好～｜他不答应，你也拿他没～。

E办复E banfu 圃办理并答复·委员们的提案

已基本～。
【办公E ban;;gong U副办理公务；处理公事：～

会议｜星期天照常～。

E办公室E bangongshi ~ O 办公的屋子。＠
机关、学校、企业等单位内办理行政性事务的
部门。

E办结】 banjie 圆（案件、议案等）办理并了结：

～率｜此案已～。

E办理l banlT 画处理（事务）；承办2 这些事情
你可以斟酌～｜本店～邮购业务。

E办事］ ban;;shi I到｛故事：～认真｜我们是给群

众～的｜今天办了不少事。
E办事处］ banshichu 圈政府、军队、企业、团体

等的派出机构：街道～｜驻京～｜八路军～。
E办事员］ ban sh iyuan I重机关工作人员的一

种在r,别，在科员之下。

E办学E banxue 画画兴办学校：集资～。

E办罪E ban;; zui ［到给犯罪的人以应得的惩

罚 z 革职～。

半 ban O ID 二分之一；~＊（没有整数时
用在量词前，有整数时用在量词后）：～

尺｜一斤～ i～价 l过～｜一年～载。＠在……

中问：～夜｜～路上｜～山腰 i ～途而废。＠表

示很少：一星～点儿｜一鳞～爪c 。画且不完
全：～新的楼房｜房门～开着。 0 (Ban ）圈

姓。
E半百】 banbai 匮五十（多指岁数）：年过

~ 。

E半…半…E ban… ban…分别用在意义相反的

两个词或词素前面，表示相对的两种性质或状

态同时存在：～文～白（白话里面夹杂着文

言）｜～明～暗｜～信～疑｜～吞～吐（说话含糊

不清，不直截了当）｜～推～就。
E半半拉拉］ ban· bani凸la ＜口〉圈状态词。不

完全；没有全部完成的：工作做了个～就扔下

了。

E半辈子E banbei. zi l每人一生中的一半或大

约一半的时间，一般指中年以前或中年以后的

生活时间 z 前～｜后～｜上～｜下～｜当了～教员。

E半壁】 ba『】bi （书〉臣E 半边

南～。

E半壁江山］ banbl-i iangshan 指保存下来的或

丧失掉的部分国土。

E半边】 banbian c～儿）圈整体的一半或一部
分：～身子｜广场东～｜这个苹果～儿红，～儿绿。

E半边天】 banbiantian ~ O 天空的一半或一

部分：晚霞映红了～。＠人们常形容新社会
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因此用“半边

天”借指新社会的妇女。

E半彪子】 banbiao· zi ＜方〉画不通事理，行事
鲁莽的人。

E半…不…l ban… bt.J ...略同“半…半…”（多含
厌恶意）：～明～暗｜～新～旧｜～生～熟｜～死

～活。

E半成品】 banchengpin 圈加工制造过程未全

部完成的产品。也叫半制品。
E半大l banda 回属性词。介于大小之间的；

不大不小的g ～小子｜～桌子。
E半大不小】 banda”buxi凸o 指人未到成年但

已不是儿童的年龄。

E半导体】 band凸oti 圈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

绝缘体之间的物质，如绪、硅、袖和某些化合
物。这种物质具有单向导电等特性。

E半岛】 bandao 圈伸入海洋或湖泊的陆地，三

面临水，如我国的辽东半岛、雷州半岛等。
E半道JL] bandaor 圈半路z ～折回。

E半点JLl bandianr 数量词。表示极少2 一星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的虚



伪和骄傲。
E半吊子l bc'mdiao· zi 圈＠旧时钱串一千叫
一吊，半吊五百不满一钱串，借指不通事理，说
话随便，举止不沉稳的人。＠知识不丰富或
技术不熟练的人。＠做事不认真、有始无终

的人。
E半封建】 banf岳ngjian ~属性词。封建国家

遭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形
态，原来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资本主义有了

一定的发展，但仍然保持着封建剥削制度。
E半疯JLl banf岳ngr ts] 0 患有轻微精神病的
人。＠指言语行为颠倒、轻狂的人。｜！也叫
半疯子。

E半价l banjia 圈原价的一半g ～出售。

E半截JLl banjier 数量词。一件事物的一半；半

段＝～粉笔｜话说了～。
E半斤八两E banjln-bali凸ng 旧制一斤合十六

两，半斤等于八两，比喻彼此一样，不相上下
（多含贬义）。

E半径l banjing tsJ 连接圆心和圆周上任意一
点的线段叫作圆的半径；连接球心和球面上任
意一点的线段叫作球的半径。

E半决赛E banjuesai 固体育运动等竞赛中争

夺决赛权的比赛。
E半空】 bankong tsJ 空中 z 柳絮在～飘荡。
E半拉】 bani凸〈口〉数量词。半个＝～馒头｜～
苹果｜过了～月。

E半劳动力】 banlaodongli 圈指体力较弱只能

从事一般轻体力劳动的人（多就农业劳动而
言）。也叫半劳力。

E半劳力】 banlaoli 圈半劳动力。

E半老徐娘】 bani凸o-xuniang 指己到中年尚有
风韵的妇女。参看 1479 页【徐娘半老1。

E半流体l banliutT 圈介于固体和流体之间的

物质，如生鸡蛋的蛋白和蛋黄。
E半路】 banlu c～儿）圈＠路程的一半或中间 z
走到～，天就黑了。＠比喻事情正处在进行的

过程中 z 他听故事入了神，不愿意～走开。｜｜也

说半道儿。
E半路出家】 banlu-chujia 比喻原先并不是从

事这一工作的，后来才改行从事这一工作。
E半路夫妻E banlu fuqT 指丧偶或离异的男女
再婚结成的夫妻（多指中年以上的）。

E半票E banpiao 圈＠半价的车票、门票等。

＠指选举中的半数选票2 超过～O
E半瓶醋】 banpingcu ＜口〉圈比喻对某种知识

或某种技术只略知一二的人。也说半瓶子醋。

E半日制E banrizhi tsJ 半天上课的制度，也泛

指半天工作的制度：创造条件使学校由～改为

半 ban 37 

全日制。

E半山腰】 banshanyao tsJ 山腰。

E半晌E ban sh凸ng （～儿）〈方〉数量词3 半天2

前～｜后～｜他想了～才想起来。
E半身不遂l banshen busui 偏瘫。

E半生l bansh品ng 圈半辈子z 前～｜操劳～｜～

戎马。
E半生不熟l bansh岳ng-bushu O 食物没完全

加工熟；果实没有完全成熟：肉煮得～的，没
法儿吃｜葡萄～的，太酸。＠（～的）不熟习；不
熟练z 他试着用～的英语11/!t外宾交谈。

E半世E banshi 圈半辈子。
E半熟脸JLl bansh6ulianr ＜口〉圈指只见过几
面，不很熟悉的人。

E半数E banshu c～儿）圈某个数目的→半2 投

赞成票的超过～。
E半衰期E banshuaiqT 圈放射性元素由于衰

变而使原有量的→半成为其他元素所需的时

间。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长短差别很大，短的
远小于一秒，长的可达许多万年。

E半死E bansT 画面。快要死亡z 那些被风刮倒

的树已经～。＠形容受到的折磨、摧残极深z
打个～｜气得～。

E半死不活E bansT-buhu6 O 形容快要死的样
予s 这些～的秧苗怕缓不过来了。＠形容没
有精神，没有生气的样子。

E半天E bantian 数量词。＠（～儿）白天的一

半＝前～｜后～｜用～时间就可以把活儿干完。
＠指相当长的－段时间；好长时间（多就说话

者的感觉而言） ：等了～，他才来｜他学了～英
语，到现在只记得几个字母。

E半途】 bantu 圈半路。

E半途而废】 bantu' erfei 做事情没有完成而终
止。

E半推半就l bantuT-banjiu 又要推开又要靠

近，形容d心里愿、意，表面却装出不愿意而推辞
的样子。

E半文盲】 banwenmang ts] 识字不多的成年

人。

E半夏l banxia tsJ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柄长，花

黄绿色。块茎圆球形，白色，可人药。
E半信半疑】 banxin-banyi 有些相信，又有些
怀疑。

E半休l banxiu 圈指职工因病在一定时期内

每日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一周。
E半夜l banve o 数量词。一夜的一半z 前～！
后～｜上～｜下～｜雪下了～。＠圈时间词。
仅里十二点钟前后，也泛指深夜： j!罹吏～！哥儿

俩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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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半夜三更l bony古－sangeng 深夜z ～的，别再
大声说话了。

E半音］ banyln 圈把八度音划分为十二个音，
两个相邻的音之间的音程叫半音。

E半元音】 banyuanyln ~擦音中气流较弱，摩
擦较小，介于元音跟辅音之间的音素，如普通
话 yin• w占 i （因为）中的“俨和“w”。

E半圆E banyuan 画＠圆的直径的两个端点
把圆周分成两条弧，每一条弧叫作半圆。＠
半圆（弧）和直径所围成的平面。

E半月于1J] banyuekan 圈每半个月出版一期的

刊物。
E半殖民地］ banzhimindi ~指形式上独立，
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受帝国主义控制
和压迫的国家或地区。

E半制品E banzhipln 圈半成品。
E半中腰］ banzhongyao ＜口〉函中间；半勘L:
他的话说到～就停住了。

E半子E banzr ＜书〉圈指女婿。
E半自动E banzidong E回属性词。部分不靠人

工而由机器装置操作的z ～洗衣机。

扮 ban 画＠化装成（某种人物）：女号
装 l《逼上梁山》里他～林冲。＠面部表情

装成（某种样子）：～鬼脸。
E扮鬼脸】 ban guilian 指脸上装出怪样子。

E扮酷E ban;; 
E扮吉fill ba『111 liang 画装扮使翻丽＝鲜花～京
城。

E扮饰】 banshi 画＠装饰dT扮z ～得体。＠
扮演；饰演：这两个角色由同一人～。

E扮戏E ban;; xi 啕＠戏曲演员化装。＠旧称
演戏Q

E扮相l banxiang 圈。演员化装成戏中人物
后的形象：他的～和唱功都很好。＠泛指打
扮成的模样：我这副～能见客人吗？

E扮演】 banyan 画化装成某种人物出场表演2

他在《空城计》里～诸葛亮。科学技术人员在经
济建设中～了重要角色。

E扮装］ ban;; zhuang rnm （演员）化装·～吧，下
一场就该你上场了。

/:ill. ban O ＜～儿）圈同伴．搭个～儿｜结～同
II 行｜让我来跟你做个～儿吧。 8 [;lj] 陪伴；
陪同 z ～唱｜～送｜词典～我一生。 O CBanl写

姓。
E伴唱】 banchang ［到从旁歌唱，配合表演。
E伴当】 bandang I望旧时指跟随着做伴的仆人
或伙伴。

E伴读】 bandu 圈陪读。
[f半发1 banfa 圈伴随着相关事物一间发生；

并发z ～症状。
E伴郎l banlang ~举行婚礼时陪伴新郎的男
子。

E伴侣】 banlu ~同在一起生活、工作或旅行的
人，多指夫妻或夫妻中的一方：终身～（指夫

妻）｜长途跋涉中，有他做～，就不寂寞了｜她找
到了生活中的理想～。

[f半娘E banniang 函举行婚礼时陪伴新娘的

女子。
E伴生l bansh岳ng ［租一种事物伴随着另一种
事物一起存在（多指次耍的伴随着主要的）：

～树｜铁、铭、钻等常与铁矿～。
E伴声E ban sh岳ng I蜀伴音。
E伴宿】 bansu 圃＠〈方〉出殡的前一天的夜
里，亲属守灵不睡。＠陪伴过夜。

E伴随］ bansui 明随同；跟随：～左右，不离寸

步｜～着生产的大发展，必将出现一个文化高

潮。
E伴同】 bant6ng ~也陪同；伴随z 去年他曾～我
到过这里｜蒸发和溶解的过程常有温度下降的

现象～发生。
E伴舞】 banw心圈。陪伴人跳舞z 邀她去舞

会上～。＠从旁跳舞，配合演唱。
E伴星］ banxing 函双屋中较暗的→颗，围绕

着主星旋转。
E伴音】 bonyin 圈在影视片中配合图像的声
音。也叫伴声。

E伴游】 bany6u O 圈陪同游览或游玩。＠圈
指陪同游览或游玩的人。

E伴奏】 banzoL』画歌唱、跳舞或独奏时用器乐

配合。

坪 ban ＜方〉圈粪肥：猪栏～｜牛栏～。

拌 ban rnm 搅拌机制口～草｜把种子
用药剂～了再种。

E拌和l ban·hua 富国搅拌z ～饲料｜饺子馅儿要

～匀了。
E拌蒜】 ban;;suan ＜方〉圈指走路时两脚常常

相碰，身体摇晃不稳．酒喝多了，走起路来两脚

直～。

E拌嘴E ban;;zul E也吵嘴：两口子时常～｜拌了

几句嘴。
!,,lit 飞 ban 圈挡住或缠住，使跌倒或使

芸f（川、）行走不方便：～手～脚｜让石头～
了一跤。

E绊脚石】 banji凸oshi 圈比喻阻碍前进的人或
事物z 骄傲是进步的～。

E绊马索］ banmasuo ~设在暗处用来绊倒对
方人马的绳索。一些过时的规定已成为改革的



～，应该尽快修订。

E绊JLl banr IE 绊子①z 他一个～就把我摔倒
了。

E绊手绊脚E banshou-banji凸o 妨碍别人f故事；

碍手碍脚。
E绊子E ban· zi 圈。摔跤的一种招数，用一条
腿别着对方的腿使跌份tl ：使～。＠系在牲畜

腿上使不能快跑的短绳。

样 ban 见下。

E桦子】 ban· zi ＜方〉画大块的劈（pl)柴。

滥 ban ＜方〉圈烂泥。

醉 ban ＜书〉驾车时套在牲口后部的皮带。

剖陆 ban O c～儿）~雪花瓣：梅花有五个～儿。

万时＠（～JL）圈植物的种子、果实或球茎可以

分开的小块儿：豆～儿｜桶子～儿｜蒜～儿。＠
（～儿）画物体自然地分成或破碎后分成的部
分：四角八～儿｜碗摔成几～儿o 。国瓣膜的
简称。＠（～儿）量用于花瓣、叶片或种子、果

实、球茎分开的小块儿·两～儿蒜｜把西瓜切成
四～儿。

E瓣膜】 banm6 圈人和某些动物的器官里面
可以开闭的膜状结构。简称瓣。

E瓣胃E banwei IE 反鱼动物的胃的第三部分，
容积比网胃略大，内壁有书页状的稽。反鱼后
的食物进入瓣胃继续磨细。也叫重瓣胃。

亡~~句豆豆豆王二］

邦 ban1=1 O ~：～交战～！邻～
（弓日）＠品。ng）圈姓。

E邦交l bangjiao 圈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

系＝建立～｜断绝～｜恢复～。
E邦联E banglian 喝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

了达到某些共同的目的而组成的联合体。邦
联的成员国仍保留完全的独立主权，只是在军
事、外交等方面采取某些联合行动。

帮营 bang O 画帮
、祷帮、关帮） 助：大孩子能～妈

妈干活儿了。＠［量指从事雇佣劳动：～短工。

＠（～儿〕圈物体（里面一般是空的）两旁或周

围的部分：桶～l鞋～儿！船～ l床～。。（～儿）
圈帮子①：菜～！Lo 0 群；伙；集团（多指为政

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而结成的）：搭～ i 马～｜匪
～。＠直帮子③s 一～小朋友｜一～强盗。＠

帮会：青～｜洪～。

绊桦滋革丰瓣邦帮 I ba「1- bang I ” | 

E帮刃E bangban O 圈指帮助主管人员办公

务z ～商务。＠圈指主管人员的助手。

E帮补E bang bu 晴在经济上帮助：我上大学
时，哥哥经常寄钱～我。

E帮衬E bangchen ＜方〉圈。帮助；帮忙：每
逢集日，老头儿总～着儿子照料菜摊子。＠帮
补；资助。

E帮厨E bang;;chu 圈非炊事人员下厨房帮助

炊事员工作：几位同学在学校食堂帮了一天

厨。

E帮凑E bangc<'n』圈凑集财物，帮助人解决困

难：大家给他～了点儿路费，送他回家。

E帮带】 bangdai IEIJJ 帮助，带动 z 示范村与其他

村开展～活动。
E帮倒忙E bang daom6ng 因帮忙不得法，反而

给人添麻烦。

E帮扶】 bangfu 圈帮助扶持z ～下岗人员创

业。

E帮工l banggang O 卜户）圈帮助干活儿，多
指受雇帮人干活儿z 他出外～去了｜大忙季节，

请人帮了几天工。＠圈帮工的人：麦收时，他

家雇了两个～。

E帮会】 banghui IE 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如

青帮、洪帮、哥老会等）的总称。
E帮教l bangjiao 圈帮助并教育z 对失足青少
年要做好～工作。

E帮困】 bangkun IEIJJ 帮助有困难的人或家庭z

扶贫～O
E帮忙】 bang;;m6ng （～儿）圈帮助别人｛故事，

泛指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你搬家
时我来～｜这件事我实在帮不上忙。

E帮派】 bangpai IE 为共同的私利而结成的小

集团 z ～活动｜拉山头，搞～。
E帮腔E bang;; q iang 圈＠某些戏曲中的一种
演唱形式，台上一人主唱，多人在台后和着唱。
＠比喻支持别人，帮他说话：他看见没有人

～，也就不再坚持了。

E帮子E bang· shou IE 帮助工作的人：找个～。
E帮套E bangtao IEJ O 在车较外面的拉车的
套：加上一头牲口拉～。＠指在车较外面拉
车的牲口 z 一匹马拉不动，再加上个～。

E帮贴】 bangti岳〈方〉圈从经济上帮助；贝占补g

过去，我拖家带口，他常～我。
E帮闲】 bangxi6n O 圈（文人）受有钱有势的

人象养，给他们装点门面，为他们效劳z ～凑
趣儿。＠函帮闲的文人。

E帮凶】 bangxiong O 圈帮助行凶或作恶。

＠圈帮助行凶或作恶的人。

E帮佣l bangyong O 圈为人做佣工：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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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圈做佣工的人。

E帮主】 bangzh心圈帮会或帮派的首领。
E帮助E bangzhu l到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以
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互相～｜～灾民。

三孟主E E帮子】 bang·zi 0 圈白菜等蔬菜外层叶子较

三三三言 厚的部分：白菜～。＠圈鞋帮。＠画用于
人，是“群、伙”的意思 z 来了一～人｜这～年轻

人劲头真足。

明 bang ~敲打木头的声音。

E梆H郎J bangtang 醒自撞击物体的声音：～一

声，大门被踹开了。

梆 bang O 打更等用的梆子。＠〈方〉画
用棍子等打；敲z 奶奶拿起带面杖要～他｜

～树上的红枣儿吃。＠惬毫敲打木头的声音：
～～～地使劲敲门。

E梆硬】 bangylng ＜口〉圈状态词。形容很硬z

豆腐冻得～。

Z梆子】 bang·zi ~ O 打更等用的器具，空心，
用竹子或木头制成。＠打击乐器，用两根长
短不同的枣木制成，多用于梆子腔的伴奏。＠
梆子腔。

E梆子腔］ bang· ziqiang 圈＠戏曲声腔之一，

因用木梆子加强节奏而得名。＠用梆子腔演

唱的剧种的统称，如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北
梆子、山东梆子等。

.. "'Ji:手 bang ＜方〉圈小河2 河～。
v、

\I 

bang （兮尤）

址W • ,_ ban口圈用绳、带等缠绕或捆扎：

罗PC绑）～担架i把行李～在车架子上。
E绑匪J bangf岳I~ 指从事绑票的匪徒。
E绑缚E b凸ngfu 圈捆绑：练跑步时小腿上～着

沙袋。
E绑架E bangjia 画用强力把人劫走。

E绑票E b凸ng;;piao c～儿）画匪徒把人劫走，强

迫被绑者的家属等出钱去赎。
E绑腿J bang•tuT ~裹腿。
E绑于Ll bangza 圈捆扎；包扎：～行李！～伤

口。

榜 ι ban口＠圈张贴的名单：选民
（愣）～1主荣～｜贴出～来了。＠古代

指文告：～文｜张～招贤。＠〈书〉匾额2 题
～｜～额。
另见 41 页 bang; 988 页 pengo

E榜单E bangdan 圈公布出来的按某种次序排

列的名单：流行歌曲～｜列在～首位。

Z榜额】 b凸吨’6 圈匾额。

E榜首E b6ngsh6u l主l 榜上公布的名单中的首

位，泛指第一名：名列～｜该队异军突起，一跃
而居大赛的～。

E榜书】 bangshu 圈原指写在宫阙门额上的大

字，后来泛指写于招牌、匾额上的大型字。也

叫擎案Cbok邑）书。

E榜尾】 b凸ngw岳l 圈榜上公布的名单中的末

位，泛指最后一名．在这次邀请赛上，该队只能
名列～。

E榜文】 bangwen 圈古代指文告。

E榜眼】 bangy凸n F8J 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明
清两代称殿试考取一甲（第一等）第二名的人。

E榜样J bangyang 圈作为仿效的人或事例（多

指好的）：好～｜你先带个头，做个～让大家看

看。

E榜主】 bangzhu ~位居榜首的人z 大赛～。

膀 .,.,. bang o 肩膀： ~flt]腰圆＠
（＂＇嚼） （～儿）鸟类等的翅膀。
另见 41 页 bang;978 页 pang;979 页

pang。“傍”另见 979 页阶ng 。

E膀臂】 b凸ngbl 圈＠比喻得力的助于2 你来

得好，给我添了个～。＠〈方〉膀子①。
E膀大腰圆l bangda-yaoyuan 形容人的身体

高大粗壮。

E膀子】 bang· zi 圈。胳膊的上部靠肩的部

分，也指整个胳膊g 光着～。＠鸟类等的翅
膀。

bang （兮尤）

珠 bang O ＜书〉像玉的美石 8 CB问）
古地名，在今河南褐池。

蚌 bang 圈软体动物，有两个椭圆形介壳，
下可以开闭。壳表面黑绿色，有环状纹，里
面有珍珠层。生活在淡水中，种类很多，有的
壳内能产珍珠。
另见 64 页 b自ngo

棒 bang O 圈棍子：木～｜炭精～。＠
〈口） ~ （体力或能力）＇）虽；（水平）高以成

绩）好：～小伙子｜字写得真～｜功课～。

E棒冰J bangbing ＜方〉圈冰棍儿。
E棒疮l bangchuang 圈被棍棒打后皮肤或秸

膜发生溃烂的疾病。
E棒槌l bang·chui 函＠捶打用的木棒（多用

来洗衣服）。＠指外行（多用于戏剧界）。

E棒喝】 banghe E量比喻促人醒悟的警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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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E

E稽头E bangt6L』〈方〉［盘玉米。

榜 bang ＜书〉同‘‘榜，，（
另见 40 页 b凸ng,988 页 p古ngo

捧 bang ＜书〉同‘‘蚌，, 。

膀 bang 见 300 页【棚子1
另见 40 页 b凸ng;978 页 pong,979 页

pang" 

磅 biing O l.i 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符
号 lb 。 1 磅等于 16 盎司，合0. 453 6千

克。＠圈磅秤：过～｜搁在～上称一称。＠
圈用磅秤称轻重：～体重。 E英 pound]
另见 979 页 pang 。

E磅秤E bangcheng IEJ 台秤①。

镑 ι ang 圈英国、埃及等国的本位
（镑）货币。［英 pound]

膀 bang ＜书〉帆船相靠。

包 boo O ~用纸、布或其他薄片把东西裹
起来z ～书｜～饺子｜头上～着一条白毛巾｜

纸里～不住火。＠（～儿）圈包好了的东西：
药～｜邮～｜打了个～。＠（～儿）圈装东西的

口袋：书～｜把零碎东西装进～儿里。。（～儿）
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称具有某种特点的人z

病～儿｜坏～儿｜淘气～儿｜受气～儿。＠量用于
成包的东西：两～大米｜一大～衣服。＠圈物

体或身体上鼓起来的疙瘩z 树干上有个大～｜
腿上起了个～。＠毡制的圆顶帐篷2 蒙古～。
＠圈围绕s包围z 火苗～位了锅台｜骑兵分两

路～过去。＠圈容纳在里头；总括在一起z
～含｜～罗｜无所不～。⑩圈把整个任务承担
下来，负责完成z ～治 i～教～会｜～片儿（负责
完成一定地段或范围的工作）。＠圈担保z

～你没错儿｜～你满意。＠圃约定专用g ~ 

车｜～场｜～了一只船。＠巨型包养g ～二奶。
4D (Boo）圈姓。

E包办】 baoban 画＠一手办理，单独负责z 这

件事你一个人～了吧。＠不和有关的人商量、

合作，独自做主办理：把持～｜～婚姻｜～代替。
E包保J boob凸0 ［到在某些方面包下来，并提供

保证：～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E包庇J baobi ［到袒护或掩护（坏人、坏事）：互
相～1～贪污犯。

E包藏E baoc6ng 圆l 包含；隐藏：～祸心。

E包藏祸心E baoc6ng-huoxln 怀着作恶的念

boo （兮么）C 

声～。参看 260 页【当头棒喝l 0 

E棒球J bang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规
则和用具都像垒球而稍有不同，场地比垒球的

大。＠棒球运动使用的球，较垒球小而硬。
E棒儿香】 bangrxiang IEJ 用细的竹棍或木棍做
芯子的香。

E棒针E bangzhen 圈一种编织毛线衣物的用
具，较粗，多用竹子削制而成。

E棒子】 bang· zi ［组＠棍子（多指粗而短的）。
＠〈方〉玉米：～面。

E棒子面E bang· zimian ＜方） [El 玉米面。
是主 bang ＜书〉同“棒气

T口另见 59 页 b自 i 0 

傍 bang O 圈靠；靠近z 船～了岸｜依山～
水。＠临近（指时间）：～晚。＠圈依

靠；依附：～大款｜～人门户。
E傍边JLl bang;; bionr ＜方〉圈靠近3接近。
E傍大款E bang dakuan 女性投靠有钱的男性
（多指做其情人），也泛指投靠有钱人。

E傍黑JLl bangh岳i r （方〉圈傍晚z 一早出的门，
～才回家。

[ 傍角JLl bangju自r （方〉＠画为主角配戏或

伴奏。＠圈指为主角配戏或伴奏的人。
E傍亮JLl bangliangr ＜方〉圈临近天明的时
候2 天刚～他们就出发了。

E傍明E bangming ＜方）~临近天明的时候z

～，雨停了。
E傍人门户】 bang ren menhu 

不能自主。
E傍晌】 bangshang

时候。
E傍晚E bangwan 
候。

E傍午E bangwu 函时间词。临近正午的时
候z ～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

E傍依J bangyl 画靠近；挨近2 住宅小区～碧

波荡漾的太平湖。
、哇~ bona ＜书〉＠公开指责别人的

房（谤）过失： ::,t~。＠诽谤毁～｜～书。
E谤书E bangshu ＜书〉圈诽谤人的信件或书
籍。

E谤议E bangyi ＜书〉［到指责议论；非议。

境 bang ＜方〉田边土坡；沟渠或士埂的边
（多用于地名）：张家～（在湖北）。

榜 bang ＜书〉摇椿使船前进；划船。
另见 988 页 p自ng 。

葬 bang 见 959 页问t
另见 979 页 p6ngo

主主t bang 见下。
4口

比喻依附别人，

（～JL）（方〉圈临近正午的

圈时间词。临近晚上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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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E包产】 bao;;chan 圈根据土地、生产工具、技
术、劳动力等条件订出产量指标，由个人或生

产单位负责完成z 包工～｜～到户。
E包场］ bao;;ch凸ng 画预先定下一场电影、戏

剧等的全部或大部分座位。
E包抄E baochao 圈绕到敌人侧面或背后进

攻＝分三路～过去。
E包车E baoch岳。（户）圈定期租用车辆z

包了三辆车去旅游。＠圈定期租用的车辆z

拉～｜门前挤满了～。
E包乘帘tlJ baochengzh i f型交通运输部门乘务
员的一种工作负责制。如铁路部门由司机、副
司机、司炉等组成若干包乘组，各组轮流驾驶
一台机车，在指定区段值勤并负责保养。

E包打天下J baodιtianxia 包揽打天下的重
任，比喻由个人或少数人包办代替，不放手让
其他人干。

Z包打昕E baod凸ting ＜方〉圈。包探。＠指
好打听消息或知道消息多的人（多含贬义）。

E包饭E baofan O c 11一）画面双方约定，一方按
月付饭钱，另一方供给饭食z 学校可为学生～。
＠圈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孩子在学校

食堂吃～。
E包房E baof6ng O C 户）医固定期租用宾馆、

饭店等的客房。＠固定期租用的宾馆、饭店

等的客房。
E包费J baofei O c -11 ）圃承担全部费用z 员

工医疗开支不再由单位～。＠圈包车、包饭
等按月或按年支付的费用。

E包袱E bao•fu 圈＠包衣服等用的布。＠用
布包起来的包儿。＠比喻某种负担z 思想～｜
不能把瞻养父母看成是～。。指相声、快书等

曲艺中的笑料。
E包袱底JL) boo· fudir ＜方＞ IE] 0 指家庭多年
不动用的或最贵重的东曲。＠指隐私z 抖～。
＠指最拿子的本领z 抖搂～（显示绝技）。

E包袱皮JL) boo· fupi r l画包衣服等用的布。
E包干JL) baoganr 画＠承担一定范围的工
作，保证全部完成2 分段～｜剩下的扫尾活儿由
我们小组～。＠指对某种工作全面负责，经费

上的损益由自己承担z 预算～1投资～。
E包工E baogong 圈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期限，

完成某项生产或建设任务＝～包产｜大楼由承
建单位～。

E包工头E baogongt创（～儿）画包工一方的
负责人。

E包公E Baogong 圈包拯（zh邑ng），北宋时进

士，曾任开封府知府，以执法严正著称。民间

关于他断案的传说很多，尊称他为包公或包青
夭。小说戏曲中把他描写成刚正严明、不畏权
势的清宫的典型。

E包谷E baogu 同“苞谷”。

E包管】 baoguan mill 担保（表示说话人的自

信）：～退换｜他这种病～不用吃药就会好。

E包裹E baogu凸＠圈包；包幸L：用布把伤口～

起来。＠圈包扎成件的包JL：他肩上背着一
个小～｜我到邮局寄～去。

E包含E baoh6『1 画里边含有g 这句话～好几层

意思。
E包涵】 boo· hon 画客套话，请人原谅z 唱得
不好，大家多多～！

E包伙E baohuo O c -11一）画包饭①。＠函I

包饭②O
E包机E baojl 0 圈定期租用飞机＝开展～业
务。＠固定期租用的飞机g 一架旅游～。

E包间E baojian c～儿）圈宾馆和餐饮、娱乐等

场所开设的供客人专用的房间 z 订～。
E包金）＇ baojln 圈把极薄的金销包在金属首

饰外面：～项链。
E包金】2 baojln 圈包银。

E包举J baoju ＜书〉圃总括3全部占有：～无

遗。
E包括E baokua 圃包含（或列举各部分，或着

重指出某一部分）：语文教学应该～听、说、读、
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我说“大家气自然～你

在内。
E包揽】 baolan 国兜揽过来，全部承担g 政府

部门不可能把各种事务都～起来。
E包罗E baolu6 圃包括（指大范围） ：民间艺术

～甚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完的。

E包罗万象E baolu6-wanxiang 内容丰富，应
有尽有z 这个博览会的展品真可说是～，美不

胜收。
E包米】 baomi 同“苞米”。

E包赔E baopei 圈担保赔偿z ～损失。

E包皮】 baopi 圈＠包装的皮儿。＠阴茎前部
覆盖龟头的外皮。

E包票E baopiao 圈保单的旧称。料事有绝对

的把握时，说可以打包票z 他一定能按时完成
任务，我敢打～。也说保票。

E包青天E Baoqlngtian 圈见 42 页［包公］ o

E包容E baor6ng 画＠宽容＝大度～｜一味～。
＠容纳2 小礼堂能～三百个听众。

E包身工E baoshengong 圈。旧社会一种变
相的贩卖奴隶的形式。被贩卖的是青少年，由
包工头骗到工厂、矿山做工，没有人身自由，工
钱全归包工头所有，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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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在包身工形式下做工的人。
E包探E baotan 圈旧时巡捕房中的侦缉人员。
E包头E ooo•t6u 圈。裹在头上的装束用品
（多用于少数民族）：青～。＠（～儿）附在鞋头
起保护作用的橡胶、皮革等：打～儿。

E包围E baowei i;国＠四面围住z 亭子被茂密
的松林～着。＠正面进攻的同时，向敌人的翼
侧和后方进攻。

E包围圈E biioweiquan 圈军事上指已形成包
国态势的圈子和己被包围的地区z 冲出～｜～

越缩越小了。
E包席E baoxi O C -11一）圃订整桌配套的酒
席：你们是点菜还是～？ I 婚宴包了三桌席。
＠圆饭馆里指整桌供应的酒席。｜｜也说包

桌。
E包厢l baoxiang 圈＠某些剧场里特设的单

间席位，一间有几个座位，多在楼上。＠火车
软卧车厢中独立的单间。

E包销E baoxiao [;!)] 0 指商人承揽货物，负责

销售。＠指商业机构跟生产单位订立合间，
把全部产品包下来销售。

E包心菜E baoxincai ＜方〉圈结球甘蓝。
E包养】 baoy也ng 画为婚外异性（多为女性）提

f共房屋、金钱等并与之长期保持性关系 z ～情
妇。

E包银l baoyin 圈旧时戏院按期付给剧团或
主要演员的约定的报酬。

E包圆JLl bao;;yuanr ＜口） (5lj] 0 把全部或剩

余的货物都买下g 剩下的这点儿您～吧！＠全

部担当：剩下的零碎活儿我～。
E包月3 boo叩ue 画按月it价付款，如包饭按

月付饭钱、包车按月付车钱等。
E包孕E baoyun 画包含z 她的信里～着无尽的

思念之情。

E包蕴l baoyun 圈包含z 简短的几句话却～着

很深的哲理。
E包:fLl baoza 画包裹捆于L：～伤口 l待运的仪
器都～好了。

E包装E baozhuang O 画在商品外面用纸包
裹或把商品装进纸盒、瓶子等．定量～1～商品
要注意质量。＠圈指包装商品的东西，直a纸、
盒子、瓶子等z ～美观｜运输不慎，～破损严重。
＠画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使
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z ～歌星。

E包桌E baozhuo 0 C -11 ）画包席①。＠圈
包席②。

E包子E bao·zi 圈食品，用菜、肉或糖等做馅儿，
多用发面做皮，包成后，蒸熟。

E包租l baozu 圈。为了转租而租进房屋或

田地等。＠租种土地时，不管年成丰歉都按

规定数额交租，叫作包租。＠在一段时期内
专由某方租用g ～汽车。

在 boo 圈花没开时包着花时刷、叶
片z 花～｜含～未放。 矗主

苞2 boo ＜书〉丛生而茂密： ＃~,f'l茂。 主

【苞谷】 bCiog心〈方〉圈玉米。也作包谷。

E苞米l baomi ＜方〉圈玉米。也作包米。

抱 boo 见下。

E于包子】（胞子） baozi 圈某些低等动物和植物

产生的一种有繁殖作用或休眠作用的细胞，离
开母体后就能形成新的个体。

【于包子植物】 baozi zhiwu 用袍子繁殖的植物，

包括藻类、地衣、苔辞、族类等。

袍 boo 圈榈树，落叶乔木，叶子互生，阳
倒Iifl形，边缘像粗锯齿，花单性。种子可

用来提取淀粉，树皮叮以制拷胶。有的地区叫
小橡树。

另见 401 页 tu 。

胞 boo O 胞衣。＠同父母所生的；摘亲
的·～兄｜～妹｜～叔（父亲的胞弟）。＠同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z 侨～ l 台～ l藏～。
口包衣E baoyi 国胎衣。
E胞子E ooozi 见 43 页【于包子lo

』佑I boo ~副＠烹调方法，用锅或铛在旺火上
户口迅速炒（牛羊肉片等）：～羊肉。＠：烘焰2
湿衣服搁在热炕上，一会儿就～干了。
另见 981 页 p6o;982 页 paoo

剥 boo 画去掉外面的皮或完z ～花生｜～
J 皮。
另见 98 页 b6 。

跑 boo 见下。
（鲍）

【跑牙E baoy6 IEl 突出嘴唇外的牙齿。

正且 boo 〈方〉＠圈壁较陡直的锅z 瓦～｜沙

主凡～l铜～！电饭～。＠圈用樊煮或熬2 ～
汤｜～粥。

【袋电话粥l boo dianhuazhou ＜方〉指长时间
地通过电话聊天儿。

褒中 boo O 赞扬；夸奖（跟‘‘贬
（赞衷） 对） ：～奖｜～扬。＠〈书〉（衣服匠>

肥大z ～衣博带（宽袍大带）。
巳菱贬l baobian 画评论好坏z ～人物｜一字

～｜不加～。

E褒贬E ooo•bian 圈批评缺点z指责：有意见
要当面提，别在背地里～人。

E褒称E baocheng 0 圆周赞美的言辞来称



44 I boo 一怡。｜褒臆雹薄饱宝

呼：人们～教师为园丁。＠圈赞美的称呼；

含有褒义的称呼z 园丁是人们对教师的～。
E褒词】 baoci 圈褒义词。

主主 E褒奖】叫凸ng 圈表扬和奖励z ～有功人
员！在大桥落成庆典上，许多先进工作者受到了

E褒扬E baoyang 圈表扬：～先进。

E褒义E baoyi ~l 词语句子里含有的赞许或好

的意思3 ～词。

E褒义词l baoyici 画含有褒义的词，如“坚强、

勇敢”等。也叫褒词。

,, 
bao （兮么）

｝庭 baa O ＜书〉小瓜＠见 867 页 1马
舵JL] o 

雹 baa 圈捕。

E雹灾l baozai 函冰雹造成的灾害。

E雹子E bao·zi ~冰雹的通称。
在普 baa 圈。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
1－＂于小（跟“厚”相对，下②③⑤同）：～板｜～
被｜～片｜这种纸很～。＠（感情）冷淡g不深：
待他的情分不～。＠（味道）不浓g淡z 酒味很

～。＠（土地）不肥沃＝这儿地～，产量不高。
＠（家产）少；不富有：家底儿～。
另见 101 页 b6; 102 页胁。

E薄饼E boobing ~一种烫面饼，很薄，两张相
叠，烙熟后能揭开。

E薄脆E baocui 圈＠一种糕点，形状多样，薄
而脆。＠一种油炸面食，薄而脆。

v 
bao （兮么）

饱 u b凸0 0 圆满足了食量（跟“饿”
（饱）相对）：我～了，一点儿也吃不下了。

＠圈饱满z 谷粒儿很～。＠足足地；充分g ～

经风霜。＠满足z 一～眼福。＠中饱2 克扣
军饷，以～私囊。

E饱餐E baocan [ll!)] 饱饱儿地吃：～了一顿。
E饱尝】 b凸ochang 圈＠充分地品尝：～美味。
＠长期经受或体验z ～风雨｜～艰苦。

E饱读E b凸odu 国大量阅读：～经史。

E饱喝JLl baoger 圈吃饱后打的嘀儿。
E饱含E b凸ohan 圈充满z 眼里～着热泪｜胸中
～着对祖国的热爱。

E饱汉不知饿汉饥E b凸ohan bu zhi ehan ji ti: 

喻处境好的人，不能理解处于困境中的人的痛
苦和难处。

E饱和E b凸ohe 圈＠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溶

液所含溶质的量达到最大限度，不能再溶解。
＠泛指事物在某个范围内达到最高限度z 目

前市场上洗衣机的销售已接近～。
E饱经沧桑】 boojing-cangsang 形容经历过很

多世事变迁。

E饱经风霜l baojing-f岳ngshuang 形容经历过

很多1阳佳困苦。

E饱览E b凸oI ii n [ll!)] 充分地看；尽情地观赏：～

名山胜景｜航天旅行，可～天外奇观。

E饱满】 b凸omiin E国＠丰满：颗粒～。＠充

足z 精神～｜～的热情。
E饱食终日】 b凸oshi-zhongri 一天到晚吃得饱

饱的，形容无所事事。

E饱学E biioxue I!国学识丰富z ～之士。
E饱以老拳E biioyil凸oquan 用拳头狠狠地打。

E饱雨E baovu ＜方〉圈透雨。

宝－ 中 国0 0 圈珍贵的东西：
（贾、提贾） 国～！献～ 1粮食是～中之

～。＠珍贵的：～刀｜～剑｜～石｜～物。＠圈
旧时的一种赌具，方形，多用牛角制成，上有指
示方向的记号。参看 1498 页【押宝1。＠敬
辞，用于称对方的家眷、铺子等2 ～眷！～号｜～

ffitl 。 0 (8凸o）圈姓。

E宝宝l boo· boo 圈对小孩儿的爱称。

E宝贝lb凸o•bei 圈＠珍奇的东西。＠（～儿）

对小孩儿的爱称。＠指元能或奇怪荒唐的人

（含讽刺意）：这个人真是个～！
E宝贝疙瘩l baobei 9岳·do ＜方〉称极受宠爱

的孩子，有时也称极受宠爱的人。

E宝刹】 baocha 圈＠指佛寺的塔。＠敬辞，
称僧尼所在的寺庙。

E宝刀E baodao ~用作武器的稀有而珍贵的
｝） 。

E宝刀不老E biiodao-b1：“凸o 指年纪虽老但功

夫或技术并没减退。
E宝岛E baod凸o 圈美丽富饶的岛屿，特指我国

的台湾岛。
E宝地lb凸odi 圈＠指地势优越或物资丰富的

地方。＠敬辞，称对方所在的地方2 借贵方一

块～暂住几天。

E宝典l biiodion 圈指非常有价值的典籍。也
用于书名，如隋杜台卿《玉烛宝典》。

E宝贵E b凸ogui 0 圈极有价值；非常难得；珍

JlJ; ：～的生命｜时间极为～｜这是一些才分～的
出土文物。＠匾国当作珍宝看待；重视2 这是

极可～的经验。



E宝号】 b凸ohao ~ 0 敬辞，称对方的店铺。
＠敬辞，称对方的名字。

E宝剑E baojian 圈原指稀有｜而珍贵的剑，后来

泛指一般的剑。
E宝卷E baojL町、国一种韵文和散文相间杂的
说唱文学，由唐代的变文和宋代和尚的说经发
展而成，早期作品的题材多为宣扬因果报应的
佛经故事，明代以后多用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

做题材。
E宝眷J baojuan 圈敬辞，称对方的家眷。
E宝库E b凸oku ~储藏珍贵物品的地方，多用
于比喻：知识～｜艺术～｜马列主义理论～。

E宝蓝J baolan 睛鲜亮的蓝色。
E宝瓶座E baopingzuδ ［萄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参看 573 页【黄道卡二宫l 0 

E宝石】 b凸oshi 圈颜色美丽、有光泽、硬度高的
矿物，性质稳定，可用来制装饰品、仪表的轴承
等。也有把珍珠、珊砌、玻南等有机物归入宝
石类的。

E宝塔E b凸ot凸圈原为佛塔的美称，今泛指塔。
E宝玩E b凸owan IBl 珍宝和古玩。
E宝物E b凸owu IBl 珍贵的东西。
E宝玉E oooyu ~稀有而珍贵的玉。
E宝剧 b凸ozang 圈储藏的珍宝或财富，多指

矿产z 发掘地下的～0民间艺术的～真是无穷
无尽。

E宝重E baozhong 画面珍惜重视z 他的书法作
品深为世人～。

E宝珠E baozhu ~稀有而珍贵的珠子。
E宝座J baozuo 圈指帝王或神佛的座位，现多

用于比喻：登上冠军～。

保 b凸a o~保护5保卫z ～健｜～家卫国
－~勤保持z ～温 l～鲜。＠圈保证；担

保（做到〉：～质～量｜～你一学就会。。画担
保（不犯罪、不逃走等）：～释｜取～候审。＠

函保险z 投～｜～单。。保人；保证人z 作～｜
交～。＠圈旧时户籍的编制单位。参看 46

页I保甲 1。 0 CB凸o）圈姓。
E保安E b凸o’。n 0 圃保卫治安z 加强～工作。
－~保护工人安全，防止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人身事故：～规程｜～制度。＠圈指保安员，
在机关、企业、商店、宾馆、住宅区等做保卫治
安工作的人。

E保安族E Bao’。nzu 画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分布在甘肃。

E保本E bao11b岳n （～儿〉圈保证本钱或资金不
受损失z ～保值｜这笔生意能～就不错了。

E保瞟E bao11biao 圈保持牲畜肥壮。
E保镖】（保镖） b凸obiao O 圈会技击的人佩带

宝保｜ 凶。 |“ | 

武器，为别人护送财物或保护人身安全，也泛
指做护卫工作。＠圈指做这种工作的人。

E保不定E b凸o• buding 画保不住②。

E保不齐E b凸o•buqi ＜方〉圃保不住②。

E保不住） b凸o• buzhu 0 睛不能保持z 以前

要是遇到这样的大旱，这块地的收成就～了。

＠圆难免s可能s 这个天儿很难说，～会下雨。
也说ι保不定o

E保剧 b凸ocang ~把东西收存起来以免遗失

或损坏s ～手稿｜把选好的种子好好儿～起来。
E保持E baochi 画维持（原状），使不消失或减

弱z 水土～｜～冷静｜～物价稳定｜跟群众～密
切联系。

E保存J baocun 圈使事物、性质、意义、作风等

继续存在，不受损失或不发生变化2 ～古迹｜～
实力｜～自己，消灭敌人。

E保单E baodan 圈＠为保证他人的行为或财
力而写的字据。＠表示在一定期限和规定的
范围内对所售或所修物品负责的单据，如修理
钟表的保单。＠指保险单。

E保底】 bao11di 画＠保本。＠指保证不少于
最低限额z 奖金上不封顶，下不～。

E保额E baa’自圈保险金额的简称。

E保费E b凸ofei ~保险费。

E保固E b凸ogu 圈承包工程的人保证工程在一

定时期内不会损坏，损坏时由承包人负责修

理。

E保管E b凸ogu凸n 0 圈保藏和管理：图书～工

作｜这个仓库的粮食～得很好。＠圈在仓库
中做保藏和管理工作的人：老～ i这个粮库有
两个～。＠画完全有把握；担保：只要肯努

力，～你能学会。

E保户E b凸ohu ~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单位或个
人。

E保护E b也ohu l1i国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g ～眼

晴l～妇女儿童的权益。
E保护关税E b凸ohu guanshui 为了保护本国经

济的发展，对进出口商品征收重税或实行减
税、免税的政策。

E保护国E baohugu6 IBJ 因被迫订立不平等条
约将部分主权（如外交主权）交给别国而受其

“保护”的国家。是殖民地的一种形式。

E保护价E b凸ohujia 函国家为保护生产和保障

人民生活，对某些产品实行的限制价格，如工

业品销售最高限价和农副产品收购最低限价

等。
E保护伞E baohusan 圈指可以起保护作用的
有威慑性的力量或有权势的人（多含贬义） : 
核～｜拉关系，找～｜官僚主义往往是贪污分子



｜“｜胁。｜保

的～。
E保护色J b凸ohus岳圈某些动物身上的颜色跟
周围环境的颜色类似，这种颜色叫作保护色。
有保护色的动物不容易让别的动物发觉。

E保皇E b凸ohu6ng ~维护帝制或皇权，泛指效

忠当权者z ～党｜～派。
E保级E b凸0// ji 圈多指运动队通过比赛保住现

有的等级（避免降到较低的等级）：成功～｜再

输一场就保不了级了。
E保甲】胁。j i凸圈 l日时户籍编制制度，若干户

编作一甲，若干甲编作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

长。
E保价E b凸ojio 画画一种加收费用的邮递业务，
用于寄递较贵重物品、有价证券、包裹等，如有

遗失，邮政部门按保价金额负责赔偿g ～信｜～

包裹。
E保驾E b凸011 iia 画旧时指保卫皇帝，现泛指保

护某人或某事物z 有老张给你～，你怕什么？｜
为经济建设～护航。

E保荐E 胁。jian 圈负责推荐（人）：～贤能。

E保健E 胁。jian 圈保护健康2 ～室｜～站｜～工
作！自我～o

E保健操l b凸ojioncao 圈一种自我穴位按摩，

并结合肢体运动的健身方法，如眼保7健操等。
E保健球E b凸ojionqiu [BJ 放在子里来回转动的
小球，一般为两个。用金属、玉、石等做成。

E保洁E b凸ojie 圈保持清洁z ～车｜加强公园的

～工作。

E保结E b凸ojie 函旧时呈递给官府保证他人身

份或行为的文书。
E保举E b凸oj心圈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

人，使得到提拔任用。
E保龄球E b凸olingqiu 圈＠室内体育运动项
目之→，球场是用硬质木料铺成的细长水平滑
道，在滑道终端设 10 个瓶形柱，摆成三角形。
比赛者在投掷线上投球撞击瓶柱，按撞倒瓶柱
的多少计分。＠保龄球运动使用的球，用硬
质胶木制成。［保龄，英 bowling]

E保留E b凸oliu ~o 保存不变z 遵义会议会址
还～着它当年的面貌。＠暂时留着不处理：

不同的意见暂时～，下次再讨论。＠留下，不
拿出来z 他的藏书大部分都赠给国家图书馆

了，自己只～了一小部分｜有意见尽量谈出来，
不要～｜老师把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毫无～地教

给学生。
E保留剧目E b凸oliu jumu 指某个剧团或主要

演员演出获得成功并保留下来以备经常演出

的戏剧。

E保媒E baoFmei ~说媒g做媒。

E保密E bao;;mi 画保守机密，使不泄露出去：

这事对外要绝对～｜大家都知道了，还保什么
密！

E保苗】 b凸omi6o 圈采取措施，使地里有足够

株数的幼苗，并使茵壮生长z 灌溉～，战胜旱
灾。

E保命E bao;;ming 圃维持生命；保了住性命。

E保姆】（·保母、·＋保姆） boom心圈。受雇为
人照料儿童、老人、病人或为人从事家务劳动
的妇女。＠保育员的1日称。

E保暖l boo;; nuan ~保持温度，通常指不让
外部的寒气侵入z ～御寒｜～内衣。

E保票l baopiao 圈包票。
E保期E baoql !Bl O 保险期限。＠产品售后
的保换保修期限。

E保全】 b凸oqu6n 圈＠保住使不受损失：～

性命｜～名誉。＠保护、维修机器设备，使正常

使用2 ～工。
E保人E b凸o• ren 固保证人。

E保山E b凸oshan 圈旧称保人或媒人。

E保摘E baoshang 圈使土壤中保存一定的水

分，以适合于农作物出苗和生长。保摘的主要
方法是粗地、镇压、中耕和采用塑料地膜覆盖
技术。

E保湿】 b凸oshl 圈保持水分：秋冬季节要注意

皮肤～o
E保释】 baoshi 画在刑事诉讼中，被羁押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法律的规定取保获释。

E保守lb凸oshou O ~保持使不失去z ～秘
密。＠圈维持原状，不求改进；跟不上形势的

发展（多指思想）：思想～｜计划定得有些～，要

重新制定。
E保税区】 b凸oshuiqu 画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

管辖范围内划出的由海关实施特殊监管的特
定经济区域，境外商人和商品可以自由进出，
并在区内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E保送E b凸osong 圈由国家、机关、学校、团体

等保荐去学习 3 ～上了大学。

E保胎】 b凸o;;tai 画面用服药等方法预防流产并

保护母体内的胎儿，使正常发育。
E保外就医lb凸o wδl iiuv1 犯罪嫌疑人在羁押
期间或犯人在服刑期间患有严重疾病，经批准
办理取保手续后出狱医治。

E保卫E b凸owei 画保护使不受侵犯z ～祖国｜
～和平｜加强治安～工作。

E保温E b凸0//W岳n 圈保持温度，通常指使热不
散出去z ～杯｜积雪可以～保埔。

E保温杯l b凸ow岳nb副固有保温作用的杯子。
外壳用塑料、金属等做成，内装瓶胆，盖子可以



扣紧。
E保温瓶E b凸OW岳nping ［望日常用品，外面有
铁皮、塑料等做成的壳，内装瓶胆。瓶胆由双

层玻璃制成，夹层中的两面镀上银等金属，中
间抽成真空，瓶口有塞子，可以在较长时间内
保持瓶内的温度Q 盛热水的通常叫暖水瓶；盛
冷食的通常叫冰瓶。

E保息E boo;; xi 民国保证利息不受损失2 保本

~ 。

E保鲜E b凸oxian [1l国保持蔬菜，JJ<.果、肉类等易

腐食物新鲜不变质z ～纸｜食品～｜改进水产品

～技术。

E保鲜膜E baoxianm6 ~为食物保鲜用的塑
料薄膜。

E保险E oooxi凸n 0 圈集中分散的社会资金，

补偿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人身伤亡而造成
的损失的方法。参加保险的人或单位，向保险
机构按期缴纳一定数量的费用，保险机构对在

保险责任范围内所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圈稳妥可靠＝这样做可不～。＠医国担保z 你
按我说的办，～不会出错。。〈方〉圈一定·
他这个时候还没来，～是误了车了。

E保险带］ baoxi凸ndai ~安全带①。

E保险单E b凸oxiandan 圈投保人与保险人签

订的保险合同。
E保险刀E baox1凸ndao 圈刮胡子的用具，刀片

安在特制的刀架上，使用时不会刮伤皮肤。也
叫安全剃刀。

E保险灯1 baoxi曲曲ng 圈＠一种带灯罩的
大型子提煤油灯。＠〈方〉汽灯。

E保险法］ b凸oxianf凸圈关于保险的法律规

范。对保险的机构、管理和保险关系当事人权
利、义务等方面都做了相应规定。

E保险费E baoxianfei 圈投保人按照法律规定

或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也叫保
费。

E保险公司］ b凸oxi凸n gangs I 根据保险法和公
司法设立的经营保险业务的机构。

E保险柜E b凸oxi凸ngui 圈用中间夹有石棉的

两层铁板做成的并装有特制锁的柜子，可以防

盗、防火。

E保险金额E baoxi凸n jln’自保险人对被保险人
承担损失补偿的最高限额。简称保额。

E保险人］ baoxi凸nren ~在保险合同成立时
有权收取保险费，并在保险事故或保险事件发
生时，按保险合同约定承回音偿或给付义务的
当事人。在我国，保险人即为依法设立的保险
公司。也叫承保人。

E保险丝］ baoxi凸nsl 圈电路中保险装置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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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一般用铅、锡等熔点低的含金制成。当
电路中电流超过限度时，丝就烧断，电路随即
断开，可以防止发生火灾或烧毁电器。

E保险套】 baoxi凸ntao 圈安全套。

E保险箱E b凸ox的nxiang 圈小型的保险柜，样主王三
子像箱子。 雪三三

E保修E baoxiu F动1] 0 商店或工厂售出的某些

商品，在规定限期内免费修理z 本店所售钟表，
～一年。＠保养修理；维修z 超额完成车辆～
任务。

E保养E b凸oy凸ng 圈。保护调养：～身体。＠

保护修理，使保持正常状态z ～车辆｜机器～得
好，可以延长使用年限。

E保有1 baovou F副拥有z ～土地｜作者～修订
的权利。

E保佑E b凸oyou ~指神佛保护和帮助。
E保育E b凸oyu [1l国经心照管幼儿，使好好成

长z ～院｜儿童～事业。

E保育员E b凸oyuyu6n 圈幼儿园和托儿所里

负责照管儿童生活和教育的工作人员。
E保育院E baoyuyuan 因为保护、教育失去父

母或父母无法照管的儿童而设的机构，内有托
儿所、幼儿园、小学等。

E保障】 baozhang O 画保护（生命、财产、权

利等），使不受侵犯和破坏2 ～人身安全｜～公
民权利。＠圈起保障作用的事物z 安全是生

产的～。
E保真］ b凸ozhen 眩目。确保商品、文物等的真

实，防止假冒：～标签。＠无线电技术中指使
输出信号与原输入信号保持一致，没有减损变
化：～度 l高～音响。

E保证E 胁。zheng O 圈担保；担保做到u：我们
～提前完成任务。＠圈确保既定的要求和标

准，不打折扣2 ～产品质量｜～科研时间。＠
画作为担保的事物z 党的领导是我们各项事
业取得胜利的根本～。

E保证金E ooozhengjln 圈在经济活动（如证

券、期货等交易）中为了确保履行某种约定而
缴纳的－定数量的钱。

E保证人E b凸ozhengren 圈＠保证别人的行

为符合要求的人。＠刑事诉讼中，保证被取
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的
有关法律规定的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
而与债权人订立协议的人。

E保证书】 b凸ozhengshu ~为了保证做到某

件事情而写成的书面材料。
E保值E baozhi [1lti] 使货币或财产不受物价变

动影响而保持原有价值2 ～储蓄。
E保质期E ooozhiql 圈指产品在正常条件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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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质量、安全使用的期限。
E保重E b凸ozhong 圈（希望别人）注意身体健
康：～身体1只身在外，请多～。

E保状】 b凸ozhuang 圈旧时法庭要保证人填
三E 写的有一定格式的保证书。

三三雪 E保准E b凸ozhun 0 庄园可以信任；可靠z 他说
话不～！这片洼地要是改成稻田，收成就～了。

＠圈担保；担保做到lj ：我～他能办到｜这是我

的缺点，我～改。＠〈方〉画一定：这件事他～

不知道。
鸭山 biio O 圈鸟，头小，献，背部

（晦）平，尾巴短，善跑不善飞，能涉水。
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大鸭、小鸡等。＠指鸭

母：老～o
E鸭母l b凸om心圈旧时开设妓院的女人。也

叫鸭JL(b巾’岳r）、老鸭。

碟1 b凸0 0 ＜书〉保持耐2 永～青春。＠
(8凸o）圈姓。

碟2 胁。〈书〉草茂盛。

堡胁。＠堡垒z 确～ l 地～ l 桥头～＠
(8凸o）圈姓。
另见 105 页 bu;1019 页 pu 。

睦垒】胁。l岳i fBl 0 在冲要地点做防守用的
坚固建筑物。＠比喻难于攻破的事物或不容

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人＝科学～｜封建～｜
顽固～（比喻十分顽固的人）。

争保 … biio ＜书〉包婴儿的被子参看
（养去保） 1050 页I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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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bao （兮么）

报一 bao O l5bJ 告诉：～告 l～名。＠
（辍）圈回答：～友人书 l～以热烈的掌

声。＠圃报答：～效｜～酬｜～思。。圃报
销z ～差旅费｜药费已经～了。＠画报复z ～
仇｜～怨。＠报应：现世～。＠圈报纸①2
日～｜机关～ l登～｜看～。＠指某些刊物：画

～｜学～。＠指用文字报道消息或发表意见
的某些东西z 喜～｜海～｜黑板～。＠消息g信
号z 情～｜捷～｜警～。＠指电报z 发～。

E报案E bao;;an ［到把违反法律、危害社会治安

的事件报告给公安或司法机关。
E报备E baob告i ~将有关事项向主管部门上

报备案s 项目～。

E报表E baobi凸o 圈向上级报告情况的表格z

生产进度～。

E报偿E baochang 画报答和补偿：你能痛改
前非，就是对老人最好的～。

E报呈】 baoch自『19 圈用公文向上级报告z ～

上级备案。
E报仇】 bao;;ch6u 圈采取行动来打击仇敌z

～雪恨。

E报酬l bao•chou 圈由于使用别人的劳动、物

件等而付给别人的钱或实物：种花栽树，是我
应尽的义务，不要～o

E报春花E baochunhua 圈＠多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卵圆形，冬末春初开花，花深红、浅红

或白色。供观赏。＠这种植物的花。
E报答E baoda ~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感谢：以
优异的成绩～老师的辛勤培育。

E报单E baodan 函。运货报税的单据。＠旧
时向得官、升宫、考试得中的人家送去的喜报。

E报导】 baod凸0 0 画报道①。＠画报道②。
E报到】 bao;;dao 画向组织报告自己已经来

到：新生今天开始～｜他已经报过到了。
E报道l baodao O ［虱通过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消息。＠
圈用书面或广播、电视等形式发表的新闻稿：

他写了一篇关于赛事的～。
E报德l bao 11 de l5bJ 对受到的恩德予以报答：

以德～。
E报读E baodu l5bJ 报名学习或报名就读（某学
校或专业） ： ～内地大学｜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
同时～两个专业。

E报端l baoduan 圈报纸版面上的某部分g 征

稿启事已见～。
E报恩E bao；；旬国由于受到恩惠而予以报答g

知恩～。
E报废】 boo斤ei !Zi自设备、器物等因不能继续
使用或不合格而作废：由于计算失误，这批零

件全～了。
E报复E bao•fu l到打击批评自己或损害自己

利益的人＝打击～｜受到～1～情绪。
E报告E ooogao 0 毒面把事情或意见正式告诉
上级或群众g 你应当把事情的经过向领导～！
大会主席～了开会宗旨。＠圈用口头或书面
的形式向上级或群众所傲的正式陈述：总结

～｜动员～。
E报告文学E baogao wenxue 一种散文体裁，
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
材，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兼有新闻报道
特点。通讯、速写、特写等也可统称报告文学。

E报关E bao;;guan 圈货物、行李或船舶等进
出口时，向海关申报，办理进出口手续z ～单！
这批货已经报过关了。



E报馆E baogu也n IEl 报社的旧称。

E报国l bao;;gu6 画为国家效力尽忠z 以身

～！精忠～。
E报花l baohua 画报纸、杂志页面空白处的装

饰性图画的统称。

E报话E ooohua 0 ［租用无线电通信工具传
话：～员｜～机。＠圈用元线电通信1二具传

的话：他一上午收发了二十份～。
E报话机l baohuajl 圈无线电通信工具，可以

用来收发电报或通话。
E报价E baojia o < -11 ）［虱卖方提出商品售

价或投标方提出价格2 ～单｜出口商品应统一
～。＠圈卖方或投标方所提出的价格：四家
单位投标‘中标者的～比其他三家低 J百多万元。

E报捷E boo;; jie 画报告胜利的消息。
E报警E bao;;jing 画向治安机关报告危急情

况或向有关方面发出紧急信号：发生火灾要
及时～。

E报刊l baokan 画报纸和杂志的合称。

E报考l baolφo 画报名投考：～师范学院｜有

一千多名学生前来～。
E报矿E bao;;kuang 画向有关部门报告发现
矿石或蕴藏矿产的地方。

E报料l baol iao O c -11一）圈向媒体提供新闻
线索。＠圈向媒体提供的新闻线索。

E报领l baoling 圈向上级或有关部门申报领

取（款项、物品等）：～经费。
E报名l bao;;ming 画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主
管的人或机关、团体等，表示愿意参加某种活

动或组织z ～投考l～参赛｜你先替我报上名。
E报幕E bao;;mu 圈文艺演出时在每个节目演
出之前向观众报告节目名称、作者和演员姓

名，有时也简单地介绍节目内容z ～员。
E报批E baopl 画报请上级批准2 履行～手续｜
新项目还没有～o

E报请E baoqing 圈用书面报告向上级请示或
请求：～上级批准。

E报人E baoren f8J 旧时指新闻工作者：老～｜
我以～的身份前去采访。

E报丧】 bao;;sang 圈把死者去世的消息通知
其亲友。

E报社E baoshe 圈编辑和出版报纸的机构。
E报审E baosh品n 圈报请上级或有关部门审

王!t：设计方案已向城建部门～。
E报失l baoshl [;lj] 向治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
告丢失了财物，请求查找。

E报时E bao;;shi 画报告时间，特指广播电台
向收听者、电话局向询问者报告准确的时间，
或电视台通过电视屏幕显示准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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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报收】 baoshou ~证券市场等收盘时报出价

格：以平盘～。
E报数E bao;;shu 画报告数目，多指排队时每

人依次报一个数目，以查点人数。

叫 boo;; shui 刷申报纳税3 叫机关重

E报送】 baosong 画报告并送交t级或有关部

门：～职称评审材料l～上级人事部门备案。

E报亭E booting 画出售报纸、期刊等的像亭子

的小房子。

E报章】 baot6ng 睛在街头卖报的儿童。

E报头】 baot6u f8J 报纸第一版、壁报、黑板报

等上头标报名、期数等的部分。
E报务l baowu 圈拍发和抄收电报的业务z ～
员。

E报喜E bao;;xi 画报告喜庆的消息。

E报销E baoxiao ［到＠把领用款项或收支账
目开列清单附上有关单据，报告主管部门核
销 z 车费可以凭票～。＠把用坏作废的物件
报告销账。＠比喻把现有的人或物除掉（多
含诙谐意）：我们两面夹攻，一个连的敌人很快
就～了！桌上的菜他一个人全给～了。

E报晓E baoxi凸o 画用声音使人知道天已经亮

了·晨鸡～｜远远传来～的钟声。
E报效E baoxiao 画为报答对方的恩情而为对
方尽力：～祖国。

E报信】 bao;;xln 圈把消息通知人z 通风～｜你

先给他报个信。
E报修】 baoxiu l到设备等损坏或发生故障，告

知有关部门前来修理＝暖气漏水，住户可向物
业管理部门～。

E报Hill baoyan 圈原指报纸头版最上方报头

两边的部分，现多指头版右上角的部分，用来
登载重要稿件或启事、广告等。

E报业】 baove 圈报纸出版业z ～集团。

E报应】 boo· ylng ［！＼国佛教用语，原指种善因得
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后来多指种恶因得恶果。

E报怨E boo 11 yuan i;面对所怨恨的人做出反

应：以德～o
E报站l bao;;zhan 圈乘务员向乘客报告车、

船等所到站和即将到达的前方一站的站名 z
及时～，方便乘客。

E报章E baozhang f8J 报纸（总称）：～杂志。
E报账E bao;;zhang 画把领用或经手的款项

的使用情况附上有关单据报告主管人g 报一
笔账。

E报纸E baozhi 圈。以国内外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散页的定期出版

物，如日报、晚报等。＠纸张的一种，用来印报



I so I boo ｜报刨抱的豹

或一般书刊。也叫臼报纸或新闻纸。

E报子E baa· zi IBl 0 报告消息的入；探子（多
见于旧戏曲才、说〉。＠旧时给得官、升官、考

试得中的人家报喜而讨赏钱的人。＠报单
三享享 ②z 贴～。

主刨山… bao O…肌
~（鲍、英镖） ～刃儿 1 牛头～｜平～ i 槽
～。＠画用刨子或刨床刮平木料或钢材等＝

～木头！这张桌面没有～平。
另见 980 页 pao 。

E包I冰E boobing 圈冷食，把冰刨成碎片，加上

果汁等，现做现吃：菠萝块儿～。

E刨床E baochuang 函。金属切削机床，用来
加~L金属材料的平固和各种直线的成型面。

＠刨子上的木制部分。
E刨刀l baodao IBJ O 刨床上用的刀具，结构
跟车刀相似。＠木工用的机械刨的刀具，片

状，扁长。＠刨子上刮削木料的部分。也叫

刨刃儿。
E刨工E baogong ~ O 用刨床切削金属材料
的工种。＠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刨花E baohua 圈刨木料时刨下来的薄片，多

呈卷状。
E刨花板E baohuaban 圈用刨j花和经过加工

的碎木料教合压制成的板材，可以制造家具、
包装箱等。

E刨刃JL】 baorenr 圈刨刀③。

E刨子E bao•zi 圈刮平木料用的手工工具。使
用电力的叫电刨子。

抱血斗 bao O 画用手臂围住2 母亲
c0：：蔼）～着孩子。＠［到初次得到（儿

子或孙子沁听说你～孙子了。＠圈抱养（孩

子）：这孩子是～的，不是她生的。。国画结合

在一起：大家～成团儿，就会有力量。＠［虱心
里存着（想法、意见等）：青年人都～着远大的
理想｜对他的这种决定，许多人～有看法。＠

圃’晖（卵成雏），～小鸡儿！～窝。＠画表示
两臂合围的量 z 一～草｜两～粗的大树。

E抱病E boobing 画有病在身z ～工作。
E抱不平E boo buping 看见别人受到不公平的

待遇，产生强烈的V愤慨情绪z 老王总受人欺负，
老李很替老王～。

E抱残守缺E bδocan-shouq畸形容保守不知

改进。

E抱持l baochi 圆心里存着（想法、意见等） : 

～着远大的理想。
E抱粗腿E bao cutul 比喻攀附有权势的人。
E抱佛脚E bao t6ji凸o 谚语z “平时不烧香，急

来抱佛脚”。原来比喻平时没有联系，临时慌

忙恳求，后来多指平时没有准备，临时慌忙应

付。
E抱负E baotu ~远大的志向2 有～ l～不凡。

E抱憾E baohan r萄心中存有遗憾的事z ～终

生。

E抱恨E baohen !§bl 心中存有遗憾或怨恨的事z
～终天（含恨一辈子）。

E抱愧l baokui 圃心中有愧z 在你困难的时候

没能尽力，实在～。

E抱歉E baoqian 圆心中不安，觉着对不住别

人：因事负约，深感～。

E抱屈E bao;;qu 画画因受委屈而心中不舒畅。

也说抱委屈。
E抱拳E bao叫uon 画画一种礼节，－子握拳，另

→手抱着拳头，合拢在胸前，表示问候、祝贺或
辞别。

E抱厦E baosha 圈房屋前面加出来的门廊，也
指后面目比连着的小房子。

E抱身JL] ooosh岳nr ＜方〉圈衣服的大小、肥瘦

正合体型。
E抱头鼠窜E baotou-shucuan 形容急忙逃走的
狼狈相。

E抱团JL] bao;;tuanr 画抱成一团s结成一伙z

咱们只能～，不能散伙儿｜几个人死死地抱成

团儿。

E抱委屈E boo w岳i •qu 抱屈。

E抱窝E bδo;;wo 圈孵卵成雏z 母鸡～。

E抱薪救火l baoxi叫iuhu凸比喻因为方法不

对，虽然有心消灭祸患，结果反而使祸患扩大。
E抱养E baov凸ng 圈把别人家的孩子抱来当自

己的孩子抚养z 他们无儿无女，～了一个孩子。

E抱冤】 baoyuan 画感到冤枉。

E抱怨l bao咄』an i童心中不满，数说别人不

~t；埋怨 z 做错事只能怪自己，不能～别人。
E抱枕】 baozh品n [BJ 坐卧时抱在怀里的枕头，
可使人坐卧时感觉更甜量。

E抱柱对JLl baozhuduir IEJ 挂在圆柱子上的对
联，多用木板制成，稍曲，与柱体相合。

的 bao ＜方〉跳跃2 ～突泉（在济南）。
:J 另见 98 页 b己。

纸I bao 圈＠哺乳动物，像虎而较小，身上
当~ :.J 有很多斑点或花纹。性凶猛，能上树，捕
食其他兽类，伤害人畜。常见的有金钱豹、云
豹、雪豹、猎豹等。通称豹子。 8 (Bao）姓。

E豹猫l baomao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家猫，头

部有黑色条纹，躯干有黑褐色的斑点，尾部有
横纹。性凶猛，吃鸟、鼠、蛇、蛙等小动物。也

叫山猫、狸猫。
E豹子E bao· zi 圈豹的通称。



E豹子胆l bao·zidan ~指特别大的胆量。敢
做冒极大风险的事叫吃豹子胆。

b.l::t . . bao 画＠软体动物，贝壳椭圆

回巴（炮）形，生活在海中。贝壳可入药，称
石决明。也叫绩，俗称鲍鱼、鲸鱼。 8 <Bao) 
姓。

E鲍鱼】1 baoyu ＜ 书）~咸鱼z 如入～之肆

（肆：铺子），久而不闻其臭。
E鲍鱼l' baoyu 圈鲍①的俗称。
暴1 bao O 突然而且猛烈z ～雨 i ～病｜～

怒 l～饮～食。＠凶狠；残酷：～徒｜～

行。－~暴烈急躁z ～脾气｜他的脾气很～。
o <Bao）强姓。
暴2 ba口。圈鼓起来；突出＝叩土的

青筋都～出来了。＠露出来；显露：～

露｜自～家丑。

暴3 bao 叫蹋叫弃｜～版物。
另见 1019 页 puo

E暴病E baobing 圈突然发作来势很凶的

病。
E暴归 baod1岳圈（物价、声誉等）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下降：股价～｜身价～。

E暴动】 baodong 画阶级或集团为了破坏当
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而采取武装行动。

E暴瑞E baod心函］交通特别拥堵2 上下班高峰
期，主路～是常事。

E暴发J baofa 圈。突然发财或得势（多含贬
义）：～户。＠突然发作z 山洪～。

E暴风J baof岳ng 圈。指猛烈而急速的风：～
骤雨。＠气象学上旧指 11 级风。参看 389

页［风级lo
E暴风雪】 baofengxu品~大而急的风雪。有
的地区叫自毛风。

E暴风雨E boot岳ngy心［旬大而急的风雨。革命
的～。

E暴风骤雨J baof岳ng-zhouyu 来势急速而猛烈
的风雨，比喻声势浩大、发展迅猛的群众运动。

E暴富E baofu [iW! 突然发财致富（多含贬义）：

一夜～o
E暴光】 baoJguang 同“曝光”。

E暴虎冯河】 baohu-pinghe 比喻有勇无谋，冒

险蛮干（暴虎＝空子打虎gf马河2 徒步渡河） 0
E暴君】 baojun 圈暴虐的君主。
E暴库E baoku 圈仓库里货物多到没有空地存

放2 销路不畅，产品严重～。

E暴雷E baolei ~突然而猛烈的雷。
E暴力E baoli 圈＠强制的力量；武力：～行

为｜家庭～。＠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z 军队、
警察、法庭对于敌对阶级是一种～。

豹鲍暴｜ 助。 I s1 I 
【暴利】 baoli 圈用不正当的手段在短时间内

获得的巨额利润z 牟取～。

E暴庚l baoli ＜书〉圈粗暴乖张；残酷凶恶＝脾
气～｜～成性。

【暴庚您瞠】 baoli-zisul 残暴凶狠，任意胡为。

【暴烈E baolie 圃＠暴躁刚烈z 性情～。＠
凶暴猛烈：～的行动。

E暴露E baoh与 (l4j] （隐蔽的事物、缺陷、矛盾、问

题等〉显露出来z ～目标｜～无遗。
【暴ru baoluan 圈破坏社会秩序的武装骚

动z 武装～｜平定～。
E暴民E baomin 圈参与暴动或暴乱的人。

E暴怒E baonu 圈极端愤怒。

E暴虐］ baono岳。圈凶恶残酷2 ～无道。＠

〈书〉圈凶恶残酷地对待z ～百姓。

【暴晒】 baoshai 画在强烈的阳光下久晒＝烈

日～｜洗好的丝绸衣服不宜～。
E暴尸E baoshl Ill国死在外面，尸体没有收殆埋

葬z ～街头。
【暴死】 baosT 圃突然死亡（多指因患急病、遭

意外等） 0
E暴珍天物E baotian-tianwu 任意糟蹋东西

（珍z 灭绝；天物：指自然界的鸟兽草木等）：一
桌的饭菜还没吃就倒掉了，真是～啊！

E暴Ji';J~l baotiao l司猛烈地跳脚，形容大怒的
样子z 稍不如意，就～起来。

E暴即以日雷】 baotiao叫lei 跳着脚喊叫，像打雷

一样，形容大怒的样子。
【暴突】 baotu Ill国鼓起来；突出：青筋～｜气得

两ill～O

E暴徒】 baotu 圈用强暴手段迫害别人、扰乱

社会秩序的坏人。
E暴泻】 baoxie 画。中医指急性腹泻。＠指

价格、汇率等短时间内急速、大幅度下跌＝股
市指数～O

E暴行E baoxing !Bl 凶恶残酷的行为：血腥～l
书中记录了侵略者烧杀掳掠的～。

【暴饮暴食E baoyTn-baoshi 没有节制或没有

规律地大吃大喝z ～容易得病。

f暴雨E baoyu 圈。大而急的雨。＠气象学

上指 1 小时内雨量在 16 毫米以上，或 24 小

时内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的雨。

【暴狱l baoyu 圈指犯人在监狱中发动暴乱。

【暴躁】 baozao 圈遇事急躁，容易发怒：性情

~ 。

E暴增】 baoz岳ng 画急速而大幅度地增长z 由

于连日高温，空调销量～。
【暴涨E ooozh凸ng l1l!ll 0 (7j(位）急剧上升z 河

水～。＠（物价等）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上升2



I 52 I boo - bei I 暴就瀑曝爆阪杯

新股上市，价格～O

E暴涨潮E baozhangchao 圈涌潮。
E暴政E baozheng 圈指反动统治者残酷地剥
削、镇压人民的政治措施。

三三E E暴走E baozou 圃指在室外长距离快速行走2
雪三章言 为了减肥，她每天～10 公里。

E暴卒E baozu ＜书〉画得急病突然死亡。

就 boo ＜书〉同“暴明”。

注且 Bao 瀑河，水名，在河北。

$匀守另见 1019 页 pu 。

曝胁。（旧读 pu）见下。
另见 1019 页 puo

E曝光】 bao;;guang 圈＠使照相底片或感光

纸感光。＠比喻隐秘的事（多指不光彩的）显

露出来，被众人知道z 事情在报上～后，引起了

轰动。｜｜也作暴光。
爆国0 [Zl!jJ 0 猛然破裂或迸出 z ～炸｜立英

～了｜子弹打在石头上，～起许多火星儿o

＠出人意料地出现；突然发生2 ～冷门｜～出
特大新闻。＠烹调方法，用滚汹稍微一炸或

用滚水稍微一煮z ～肚儿 l～统鱼卷。
E爆赳 bao;;b1凸o mm 实际数值超过仪表上的

最高刻度，也形容数量或程度极高z 空气污染
指数～｜人气～。
瞧仓E baocang 圈。期货市场上，由于交易
者不顾自己的资金实力，盲目地或故意地过度
持仓，当遇行情突然变化时，其保证金账户出
现严重赤字。＠因短期内业务量超出承接能

力，致使物流公司等无法正常运行：快递业频

现～。

U暴炒l' baoch凸o 画烹调方法，用滚油快速翻

炒z ～腰花。
U暴炒】2 baoch凸0 [Zl!jJ 在一段时间内极力炒作：

～内幕新闻。
眼粗E baocu E型突然用粗野的言行对待他
人z 最近他经常发脾气，有时还对旁人～。

E爆粗口E boo cukou 张嘴说脏话骂人，也泛指

说粗话、脏话。
B暴肚JLl baodur 圈食品，把切好的牛羊肚儿

在开水里稍微一煮就取出来，蘸作料吃。另有

用热汹快煎再加作料交粉的，叫泊爆肚儿。

巳暴发E bclofii mm 0 火山内部的岩浆突然冲
破地壳，向四外迸出 z 火山～。＠突然发作；

（事变）突然发生z ～革命｜～战争。
U暴发变星E baofa bianxlng 恒星的一种，由
于星球内部原子反应所引起的爆炸，光度突然
变化。新星和超新星都属于爆发变星。

B暴发力l bclofali IBJ 体育运动中指在瞬间突

然产生的力量，如起跑、起跳、投掷、扣球时使
出的力量。

E爆发音E baofayln 画塞Cse）音。

眼红l baoh6ng mm 突然走红z 一夜～｜这位

女明星～后片约不断。
(l爆冷】 baoleng mm 爆冷门。

E爆冷门E bao l岳ngmen C～儿）指在某方面突

然出现意料不到的事情g 本届世界锦标赛大

～，新手打败了上届冠军。也说爆冷。

E爆料】 bao11 liao ［到发表令人感到意外或吃
惊的新闻、消息等。

E爆裂】 baolie 圈（物体）突然破裂：豆英成熟

了就会～。

E爆满l baoman 圆形容戏院、影院、竞赛场所

等人多到容纳不下的程度g 剧场里观众～，盛

况空前。

E爆栅】 baopeng ＜方〉圈爆满。

E爆破l baopo l到用炸药摧毁岩石、建筑物等2

定向～｜～敌人的确堡。

E爆破筒】 baopotong 圈一种爆破用的火器，

在钢管内装上炸药和雷管。多用来破坏敌方
的工事或铁丝网等障碍物。
眼胎E bao;;tai 圈车胎爆裂。

E爆笑E baoxiao 画突然发出笑声z 滑稽戏令

人～。

E爆炸】 baozha 圈。物体体积急剧膨大，使
周围气压发生强烈变化并产生巨大的声响g

炮弹～｜气球～！～了一颗氢弹。＠比喻数量
急剧增加，突破极限2 人口～｜信息～｜知识～。

E爆炸性】 baozhaxing [BJ 指事件、消息等所具

有的出人意料、使人震惊的作用：～新闻｜这一
事件更具有～。

U暴仗l bao•zhong 圈爆竹z 放～。

E爆竹l baozhu 圈用纸把火药卷起来，两头堵

死，点着引火线后能爆裂发声的东西，多用于

喜庆事。也叫炮仗或爆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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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墙上的弓映在酒杯里，客人以为酒杯里有
蛇，回去疑心中了蛇毒，就生病了（见于《））＜1.俗
通义·怪神悦。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慌n

E杯改E b岳1jiao ［~见 658 页“废”。

E杯盘狼藉E b岳i p6n-16ngj i 杯盘等放得乱七八
糟，形容宴饮后桌上凌乱的样 f。

E杯赛E b岳1sai 温以某种奖杯命名的竞赛，如
世界杯足球赛。

E杯水车薪E b岳ishui-chexln 用一－杯水去救一

年着了火的柴，比喻无济于事。
E杯水风波】 b岳ishui-f岳ngbo 杯子里的风波，
指非常小的事情，特指题材狭小、没有广泛社

会意义的微小事件：人民的作家不能脱离大
众、脱离现实，只写－己悲欢、～。

E杯中物l beizhongwu 圈指酒z 酷好～。

E杯子】 b岳1•zi [EJ 盛饮料或其他液体的器具，
多为圆柱状或下部略细，一般容积不大。

卑 b岳i 0 ＜书〉咀低： :!{fr, ~～湿。＠
（地位）低下g ～贱｜自～｜～不足道。＠

（品质）低劣·～鄙｜～劣。。〈书〉谦恭：～辞｜

～恭。
E卑鄙.］ b岳1bi 匾。（语言、行为〉恶劣A丐道德：

～无耻｜～握诙｜～的行径。＠〈书〉卑微鄙陋。
E卑鄙握艇】 b岳ibi-wochuδ 形容品质、行为极

其恶劣。
E卑不足道E biiibuzudao 极其卑下，不值一提。
E卑词E b岳ici 同“卑辞”。
E卑辞】 b岳1ci 圈谦恭的话。也作卑词。
E卑躬屈节】 b岳阳。ng qujie 低头弯腰，失去气

节。

E卑躬屈膝】 b岳igong-quxl 形容没有骨气，滔

媚奉承。
E卑贱】 b岳ijian 圆。出身或地位低下。＠卑
鄙下贱z 行为～。

E卑劣E b副lie ~回卑鄙恶劣：手段～。

E卑怯l beiqie ~冒卑下怯懦z ～的心理。
E卑俗】 b岳ISU ~国卑劣庸俗；品位低下o

E卑微】 b岳iw岳l E园地位低下·门第～。
E卑污l beiwu l1f2J 品质卑劣，心地肮脏：人格
～｜～小人。

E卑下】 b岳ixia E回＠（品格、风格等）低下：素
质～。＠（地位）低微：身份～o

E卑耳i"J b岳1zhi 圈。〈书〉低微的职位。＠旧
时下级官吏对上级的自称。

背 , bei 0 Wll ~~AJ用脊背驮：把草
（捎）捆好～回村去。＠南负担；承

担z ～债！这个责任我还～得起。＠〈方〉［噩］

指一个人一次背的量2 一～麦子｜一～柴火。
另见 57 页 bei 。

杯卑背桶梅悲｜ b岳l I s3 I 

E背榜E b岳i;;bang 画面指在考试后发的榜上名

列最末。
E背包l b副boo 固＠行军或外 111 时背在背

(b自 i ）上的衣被包裹2 打～。＠」种可以背在

背＜bei）上的包。 主重三

E背包袱l b邑l bao·fu 比喻有沉重的思想、经济三三三

等方面的负担：事情做错了，改了就好．不必
~ 。

E背包客E b岳，baoke ~指背着背包自助旅游
的人，也泛指登山、探险等户外活动的参与者。

也说背囊客。
E背带l b岳idai 圈。搭在肩上系住裤子或裙

子的带子。＠背背包、枪等用的皮带或帆布
带子。

E背笼】 b岳idou ＜方〉啕背在背（ b自 i）上装东西

的笼。

E背负l beifu 画＠用脊背驮z ～着行李。＠

担负＝～重任｜～着人民的希望。
E背黑锅lb岳i h岳iguo ＜口〉比喻代人受过，泛
指受冤枉。

E背饥荒l bei jl·huang ＜方〉指欠债。
E背筐E b岳ikuang 圈背在背（b岳 i ）上装东西的

筐。

E背篓E b岳ilau ＜方） ［~背在背Cb自 i ）上装东西
的篓子。

E背囊】 b副n6ng IEl 外出时背在背Cbei）上的袋

子或包JL ：～客｜旅行的～装得鼓鼓的。
E背囊客l b岳inangke 圈背包客。

E背头E b岳ltOL』圈男子头发由鬓角起都向后梳

的发式z 留～。

E背债】 b岳I// zhai 圈欠债；负债。

E背子】 b岳1 • zi ＜方〉圈用来背东西的细而长的
筐子，山区多用来运送物品。

栖 b岳iO 见叮‘杯，，。 8 (8邑

桦 b岳i 见下。
另见 994 页 pL

E禅柿E b岳ishi ＜方〉圈。泊柿，落叶乔木，是

柿树的一个变种，果实小，青黑色，不能吃，汁
液可用来做涂料。＠这种植物的果实。

司I::: b岳10 悲伤：～痛｜～喜交集。＠怜悯z
J(!i、慈～｜～天悯人。

E悲哀】 b岳l ’。1 冒雪伤心 z 感到～ l显出十分～的
样子。

E悲惨】 b岳icon ［回处境或遭遇极其痛苦，令人

伤心z ～的生活 1身世～。

E悲愁E b岳ich6u ［盟悲伤忧愁2 她成天乐呵呵

的，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和～。
E悲楚E b岳1ch心〈书〉圈悲伤凄楚；悲苦。



I 54 I b邑l 一时i I 悲碑鸭直在北

E悲怆E b岳1chuang ＜书〉圈悲伤2 曲调～凄凉。
E斟臼 b岳ICU！圃＠悲情而催人泪下的2 ～的
故事结局。＠倒霉p不幸z 刚买的手机就丢了，

真～。
三主E E悲摧E b岳icul （书） Ifill 悲伤z 心中大～。
三雪雪雪 E悲悼E beidao ~伤心地悼念（死者）：～亡

友。
E悲愤E b岳1fen 圃悲痛愤怒：～填膺（悲愤充满
胸中）0

E悲歌E b岳ig岳＠圈悲壮地歌唱：慷慨～｜～当
哭。＠ [El 指悲壮的或哀痛的歌z 一曲～。

E悲观l b岳iguan E国精神颓丧，对事物的发展

缺乏信心（跟“乐观”相对）：～失望｜虽然实验
失败了，但他并不～。

E悲号E b岳ihao ~伤心地号哭。
E悲欢离合】 b岳1huan-lihe 悲伤和欢乐，离别和

团聚，泛指生活中的种种境遇。
E悲剧E b岳iiu 圈＠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

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

惨结局为基本特点。＠比喻不幸的遭遇：酒

后驾车，酿成车毁人亡的～O

E悲苦E b岳ik心回悲哀痛苦：脸上露出～的神情。
E悲凉E b岳1liang 圈悲哀凄凉g ～激越的琴声。
E悲悯E b岳imln 圃哀怜；怜悯2 ～她的不幸遭遇。

E悲鸣E b岳iming 圈悲哀地叫：绝望地～0号角
~ 。

E悲凄E b岳1ql E回悲伤凄切z ～的哭声。
E悲戚】 b岳iqI Ifill 悲痛哀伤z ～的面容。

E悲泣l beiqi 画伤心地哭泣z 暗自～。
E悲切E b岳1qie E国悲哀：悲痛：万分～。

E悲情E b岳iqing 0 圈悲伤的情感z 诗中充满
～。＠圃令人产生悲伤情怀的g充满悲伤情

感的g ～故事｜～告白。

E悲伤E b岳1shang 圃伤心难过z 他听到这一噩
耗，不禁～万分。

E悲声E b岳1sh岳ng （书〉圈悲痛的哭泣声：大

放～o
E悲酸E b岳1suan 圈悲痛心酸z 看到瘦弱的孩
子，心里很是～。

E悲叹E b副tan 圈悲伤叹息：老人～时光的流逝。
E悲天悯人E beitian-minren 对社会的腐败和
人民的疾苦感到悲愤和不平：抗战时期，这位

作家以～的情怀关注社会。

E悲锄lb岳1tong 圃非常悲哀2 ～欲绝。
E悲痛E b岳Itδng 圃伤心z 十分～｜化～为力量。
E悲喜交集E beixl-jiaoji 悲伤和喜悦的感情交

织在一起z 劫后重逢，～。
E悲喜剧E b岳1xiju 圈戏剧类别之一，兼有悲剧

和喜剧的因素，一般具有圆满的结局。

E悲辛lb岳ixln 圈悲痛辛酸。
E悲日因E b岳IV岳圈悲哀哽咽z 说到伤心处，她不

禁～起来。
E悲壮lb岳izhuang I!回（声音、诗文等）悲哀而雄

壮；（情节）悲哀而壮烈：～的乐曲｜剧情～，催

人泪下。

碑 bei 叫
着文字或图

画，竖立起来作
为纪念物或标记
的石头z 界～｜
墓～｜里程～｜纪

念～｜立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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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年额】 b岳i ’自 圈

碑的上端。也叫

碑首或碑头。（图
见“碑”）

E碑i己】 b岳i j i 圈碑
刻在碑上的记事
文章。

E碑两lb岳ii ie ＜书〉圈碑：墓前立有～。
E碑刻E b岳ike IBl 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图画：拓
印～。（图见“碑”）

E碑林】 b副lin 圈聚集在一起的众多石碑，如陕
西西安碑林。

E碑铭】 b岳iming 圈碑文。

E碑首lb岳ishou 圈碑额。
E碑拓E beita IBl 碑刻的拓本。
E碑帖E b岳1tie 圈石刻、木刻法书的拓本或印
本等，多做习字时临摹的范本。

E碑头l beit6u 圈碑额。
E碑文E b岳1wen 圈刻在碑上的文字；准备刻在
碑上的或从碑上抄录、拓印的文字。

E碑阴E beivln [BJ 碑的背面。
E碑志E b岳1zhi 圈碑记。
E碑座E b岳izuo ＜～儿）圈碑下边的底座。（图
见“碑”）

鸭 幅画鸟，羽毛大部为黑褐色，腿
（辑）短而细。吃果实和昆虫。种类很

多，常见的有白头鸭等。

草园i （书〉捕鱼的小竹笼
另见 974 页 poi 。

" bei c 气7飞）

北1 民iO 圈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
清晨面对太阳时左手的一边（跟“南”相



对）：～头儿｜～面｜～风［～房｜城～ 1往～去 l坐
～朝南。＠北部地区，在我国通常指黄河流域
及其以北的地区：～味｜～货。 8 CB邑 j ）圈姓。

北2 恼〈书〉打败仗；败逃2 败～｜连战皆
～｜追奔逐～（追击败逃的敌军）。

E北半球E beibanqiu 圈地球赤道以北的部分。
(;jt;边E b岳i • bian 圈。（～儿〉方位词。北①。

＠〈口〉北②。

(;jt,朝E B岳i Chao 圈北魏（后分裂为东魏、西
魏）、北齐、北周的合称。参看 936 页【南北

朝1。

（~t.辰E b岳ichen 圈古书上指北极星z 众星环
~ 。

(::J t.斗屋E be id凸uxing
圈大熊星座的七 北极星，

颗明亮的星，分布
成勺形。用直线把
勺形边上两颗星连
接起来向勺口方向

延长约五倍的距离，
就遇到小熊座 α 星，

即现在的北极星。

(;jt;豆腐】 b昌idou· fu 
国食品，豆浆煮开 北斗星
后加入盐卤，使凝 二一一一二
结成块，压去一部分水分而成，比南豆腐水分
少而硬（区别于“南豆腐勺。

E北伐战争E B岳1f6 Zhanzheng 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组织国民革命军进行的一
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战争
(1926 1927）。因这次战争从广东出师北

伐，所以叫北伐战争。参看 289 页【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1。

E北方E b岳ifong 圈＠方位词。北①。＠北

②。
E北方话E b岳ifonghua 圆长江以北的汉语方

言。广义的北方话还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
州和广西北部的方言。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
础方言。

E北非E B岳阳岳l 固非洲北部，包括埃及、苏丹、

南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和亚速尔群岛

(::Jt;瓜E b岳i • gL』6 （方〉圈南瓜。

(::JI'..国E beigu6 ＜书〉圈指我国的北部：银装素

裹的～风光。

E北寒带lb岳1handai 圈北半球的寒带，在北极
圈与北极之间。参看 512 页【寒带］。

E北回归线E beihuiguixian 圈北纬23。26 ＇的

;jt; b邑l 55 

纬线。参看 580 页I回归线］。

(::J t.货E beihuo 圈北方所产的食品，如红枣、核
桃、柿饼等。

E北极E b邑i j i 圈＠地轴的北端，北半球的顶
点。＠地球的北磁极，用 N来表示。

E北极光E b岳ijiguong 圈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夭

空中出现的极光，常见的是波浪形像艘帐一样
的光，黄绿色，有时带红、蓝、灰、紫等颜色。参
看 607 页I极光］ o

E北极圈E b岳ijlquon ~北半球的极圈，是北寒
带和北温带的分界线。参看 608 页【极圈lo

E北极星E beijlxi『19 晴天空北部的一颗亮屋，
距天球北极很近，差不多正对着地轴，从地球
上看，它的位置几乎不变，可以靠它来辨别方
向。由于岁差，北极星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某一

颗星，现在是小熊座 α 星，到公元 14 000 年将
是织女星。参看【北斗星lo

E北极熊l b品ijixi6ng ［苞哺乳动物，毛白色带

黄，长而稠密，鼻子和爪黑色。生活在北寒带，
善于游泳。也叫白熊。

E北京人E B岳1jingren 圈考古学上指北京猿人。
【北京时间l B岳1fing shljion 我国的标准时。

以东经 120。子午线为标准的时刻，即北京所

在时区的标准时刻。

【北京猿人】 B岳阳ng yuanren 中国猿人的一
种，生活在约 70万 23万年以前。 1927 年在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洞发现了第→颗牙齿化
石，1929 年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头骨化石。
也叫北京人。

(::J t.面E beimian c～儿）圈方位词。北边。

[::J t.欧l B岳i Ou ~欧洲｜北部，包括丹麦、挪威、
瑞典、芬兰和冰岛等国。

<::l t;漂lb岳阳∞圈指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工作、
谋求发展而没有北京户籍的人。多为青年人，
一般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

[::J t.齐E B岳t QI 圈北朝之一，公元 550--577,

高洋所建，建都邮城（今河北临漳）。参看 936
页I南北朝l 0 

[::l t.曲E b岳1q心圈。宋元以来北方诸宫询、散

曲、戏曲所用的各种曲调的统称，调子豪壮朴

实。＠元代流行于北方的戏曲。参看 1626
页1杂®J]o

[::l t.山羊】 b岳ishonyang 圈哺乳动物，外形似

山羊而大，雄雌都有角，雄的角大，向后弯曲，
生活在高山地带。也叫源（yuan）羊。

(::l t.上E b岳ishang 圃我国古代以北为上，后来

把去本地以北的某地叫北上（跟“南下”相对） : 
近日将自广州～｜红军从江西～，经过二万五千
里长征到达陕北。

E北宋E B副 Song 圈朝代，公元 960-1127,



s6 I b邑i- bei I 北贝字郁狈 t贝坝备

自太祖（赵国青D建隆元年起，到钦宗（赵桓）靖
康二年止。建都rt京（今河南开封）。

[:ft纬E beiw岳t 圈赤道以北的纬度或纬线。

参看 1364 页【纬度］、1364 页【纬线lo

重问 B岳i Wei 圈北朝之一
534，鲜卑人拓跋硅所建，先建都大同后迁都洛

阳o 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参看 936 页

【南北朝1。
E北温带E b岳iw岳ndai 函北半球的温带，在北

极圈与北回归线之间。参看 1370 页【温带］ o
E北洋E B邑iy白ng 画清末指奉天（辽宁）、直隶
（河北）、山东沿海地区。特设北洋通商大臣，
由直隶总督兼任。

E北洋军阀E B岳iyang Jun伯民国初年(1912一

1927）代表北方封建势力的军阀集团，是清末

北洋派势力的延续。最初的首领是袁世凯，袁

死后分成几个派系，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

控制了当时的北京政府，镇压革命力量，出卖

国家主权，连年进行内战。
[:ft野E B岳1y岳圈姓。

E北周］ B岳l Zhou 圈北朝之一，公元 557
581 ，鲜卑人宇文觉所建，建都长安。参看 936

页【南北朝］。

飞

bei （兮飞）

盯11 bei ＠固有壳的软体动物的统
｛、（只）称。如蛤蚓、蚌、鲍、田螺等。＠
古代用贝壳做的货币。 8 CB自 i ）圈姓。

盯12 … bei r.i 贝尔的简称。
I、（只）
E贝雕J beidiao !El 在贝壳上琢磨加工的艺术，

也指琢磨加工贝壳制成的工艺品。

E贝多E beiduo !El 贝叶棕。也作损多。［梵
patlra] 

E贝尔E bei ’岳r 圈计量声强、电压或功率等相
对大小的单位，符号B。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

念美国发明家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而定的。简称贝。参看 381 页1分贝］ o
E英 be!]

E贝壳E beike c～儿）圈贝类的硬壳。

E贝勒1 bei·le 圈清代贵族爵位，地位在亲王、

郡王之下。

E贝雷帽】 beileimao !El 一种没有帽檐的扁圆

形帽子，多用呢绒等制成。［贝雷，法beret]

E贝母E b岳im心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形

或披针形，花黄绿色，下垂呈钟形。鳞茎扁球
形，可人药。

【贝书】 b自ishu 圈指佛经，因古代印度用贝叶

写佛经而得名。也叫贝叶书。
E贝司】 beisl 向“贝斯”。

E贝斯】 beisl !El 多指低音电吉他。乐队中弹

低音电吉他的人被称为贝斯子。也作贝司。
［英 bass]

E贝塔粒子】 beit凸 lizi 放射性物质放射出来的

高速运动的电子（或正电子），穿透力比阿尔法
粒子强。通常写作自粒子。〔贝塔，希腊字母白
的音译］

E贝塔射线】 beit凸 shexian 放射性物质衰变时

放射出来的贝塔粒子流，有穿透能力。通常写
作自射线。

E贝叶书E beiyeshu 圈贝书。

E贝叶棕E beiyezong 圈常绿乔木，高可达 20
多米，茎上有环状叶痕，叶子大，掌状羽形分

裂，花乳白色，有臭味。只开一次花，结果后即

死亡。叶子叫贝叶，可做扇子，也可代纸做书

写材料，用贝叶写的佛经叫贝叶经。也叫贝多。

E贝子】 beizi !El 清代贵族爵位，地位在贝勒之

下。

字 M 古书上指光芒四射的彗星。
另见 99 页助。

j郎国i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汤阴南。＠
叮J 圈姓。

lit _ bei 见 778 页【狼狈1 、778 页［狼

！、（狠）狈为刑。
.:Jti1 bei 用于地名 z 虎～（在福建）。
！、（泯）
岳阳 ，一 bei 见下。

吃！扎根）
E椒多】 beiduo 同“贝多”。

备 国iO 具备；具有2 德才
（儒、恪）兼～。＠圈准备＝～用｜

～足原料｜～而不用。＠防备：防旱～荒｜攻其
不～｜以～不时之需。。设备（包括人力物

力川军～｜装～。＠齐全z 完～｜齐～｜求全责
～。＠〈书〉团表示完全：艰苦～尝！关怀～

至｜～受欢迎。＠ (Bei ）圈姓。

E备案】 bei;;an 司把情况用书面形式报告给

主管部门，供存档备查：此事已报上级～。
E备先】 beiban 圈预备、置办（需要的东西） ! 

～茶饭！年货已经～齐了。
E备不住】 bei·buzhu ＜方〉圃说不定；或许z 这

件事他～是忘了。也作背不住。

E备查J beicha 圈供查考（多用于公文等）：存
档～｜字典里多收了一些字～。

E备份E beifen o 圈为备用而准备的另外一
份s ～伞（备用的降落伞）｜～节目｜这个软件做



了两个～。 8 [1;!j] 为备用而复制（文件、软件

等） ：～了一份文件。
E备耕1 beig岳ng 画为耕种做准备，包括修理

农具、挖沟、积肥等．加紧～工作｜过了春节，人

们就忙着～了。

E备荒l bei;;huang 圈防备灾荒：储粮～。
E备货lb岳i;;huo ［到准备供销售的商品 2 营业
前要备好货｜应节的商品应提早～。

E备件E beijian 圈预备，着供更换的机件。
E备考】 beikao o 国供参考：这个典故的出处
有两种不同说法，录以～。＠圈（书册、文件、

表格）供参考的附录或附注。＠蜡准备考试z
积极～。

E备课E bei;;ke fll画教师在讲课前准备讲课内

容z 备完课，她又忙着批改作业。
E备料】 beiliao O < -11一）圈准备供应生产所
需材料·～车间 1上班前就备好了料。＠画为
供应生产所需准备的材料2 仓库里还有些～。

E备品l beipTn 圈储备着待用的机件和工具

等。
E备勤E beiqin 巨型随时准备执行任务z 实行 24
小时～o

E备取E beiqu 圈招考时在正式录取名额以外
再录取若干名，以备正式录取的人不到时递

补·～生。
E备述E beishu 圈详尽地叙述：～其事始末｜

其中细节，难以～。
E备胎】 beitai ~汽车等备用的轮胎，也用于

比喻·感情～。
E备忘录E beiwanglu 圈。一种外交文书，声
明自己方面对某种问题的立场，或把某些事项
的概况（包括必须注意的名称、数字等）通知对
方。＠随时记载，帮助记忆的笔记本。

E备选E beixu创［动l 准备出来供挑选：多准备
几个节目～。

E备汛E beixun 圈汛期来临之前，做各种防汛

准备工作＝沿江各地积极～。
E备用E beiyong 圃准备着供随时使用z ～件｜

～药品 1 留出部分现金～。

E备灾】 beizai 圈防备灾寄：～物资。

E备战l bei;; zhan [1;!j] 准备应对战争2 ～备荒。
～奥运会。

E备至E beizhi i园极其周到（多指对人的关怀
等） ：关心～！爱护～。

E备注l beizh1江南＠表格上为附加必要的注
解说明而留的一栏。＠指在这－栏内所力口的

注解说明。
;::1 b bei ＠圈躯干的一部分，部位跟胸和腹
同相对（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后～｜～

备背 l bei I s1 I 
影i擦擦～。＠圈背部对着（跟“向”相对） :~ 
山面海｜～水作战。人心向～。＠（～儿）某些
物体的反面或后部：手～｜刀～儿｜墨透纸～。

＠离开z ～井离乡。＠画躲避；瞒：光明正

大，没什么～人的事。。 [lllj] 背诵 z ～台词 i 书

～熟了。＠违背；违反z ～约 l ～信弃义。＠
i司朝着相反的方向：他把脸～过去，装着没看

见。。 l固偏僻：～静｜～街小巷！深山小路很
～。⑩睛不顺利；倒霉 z 手气～。 CD f1l2l 昕觉

不灵2 耳朵有点儿～。~ (B自 i ）圈姓。

另见 53 页 b吕 i0

E背不住】 bei·buzhu 同“备不住”。

E背称：1 beich岳『19 ~不用于当面的称谓，如大

伯子、小姑子等。

E背城借一】 beicheng-j ieyl 在自己的城下跟敌
人决一死战，泛指跟敌人做最后一次的决战。

也说背城一战。
E背城→战E beicheng句ylzhan 背城借一。

E背搭子l beida·zi 画出门时用来装被褥、什物

等的布袋。也作被搭子。
【背道而驰】 b岳idao ’erchi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比喻方向、目标完全相反。

E背地1 beidi 圈背地里。

E背地里E beidi· II 圈背人的地方；私下：不要
在～议论人。也说背地。

E背对背】 beiduibei 背靠背。

E背风E b岳阳ng 画风不能直接吹到：找个～

的地方休息一下。
【背脊究JL] beiga la r （方〉圈偏僻的角落。
E背光E beiguang 画光线不能直接照 fij:

那儿～，看书到亮的地方来。

E背后E beihou 圈＠后面z 山～。＠背地里z

有话当面说，不要～乱说。

E背晦E bei • hui 同“悖晦”。

E背货l beihuo 画不合时宜而销路不畅的货
物：处理～，让资金周转起来。

E背脊】 beiF 团军背（b自 i ）①。

E背剪】 beijian 国反剪：他～双手，来回走着。

E背井离乡E beijTng-lixiang 离开了故乡，在外

地生活（多指不得已的）。也说离乡背井。
E背景E beijTng 圈＠舞台上或影视剧里的布

景。放在后面，衬托前景。＠图画、摄影里衬

托主体事物的景物。＠对人物、事件起作用
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境：历史～｜政治～。＠

指背后倚仗的力量z 他说话的口气很硬，恐怕

是有～的。
E背景音乐E beijTng ylnvue 影视片中不直接
参与剧情发展，只起衬托背景作用的音乐，泛
指在某些场合为烘托环境气氛而播放的音乐。



｜回｜ b自1 ｜背顿倍悖

E背静E b岳1•jing 〈口〉庄园僻静。
E背靠背E beikaobei o 背部靠着背部s 他俩

～地坐着。＠指不当着有关人的面（批评、揭
发检举等）：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先～给他提些

意见。 11 也说背对背。
E背离E be iii 圈＠离开z ～故土，流浪在外。

＠违背：不能～基本原则。
E背理E bei;; II 同“悖理”。

E背面E beimian 圈。（～儿）物体上跟正面相
反的→面：在单据的～签字。＠指某些动物

的脊背。
E背谬E beimil'.』同“悖谬”。
E背叛E beip{Jn 圈背离．叛变g ～誓言 l～祖国。

E背鳝E beiqi 圈鱼类背部的鳝。也叫脊鳝。
（图见 1027 页“鳝”〉

E背气1 bei11qi ＜口）~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
而暂时停止呼吸2 婴儿～了，赶快做人工呼吸 i

气得他差点儿背过气去。
E背弃】 beiqi 圈违背并抛弃2 ～盟约。

E背人E bei;; ren 画＠避开人；不使人看见或

知道：他背着人问了问孩子｜正大光明的事，用

不着～。＠没有人或人看不到Ll ：找个～的地

方谈话。

E背时E beishi ＜方〉圃＠不合时宜s ～货。＠

倒霉2 这些天真～，老遇上不顺心的事。 11 也
作悖时。

E背书J' bei;;shu ~背诵念过的书＝过去上私
塾每天早晨要～，背不出书要挨罚。

E背书E beishu 圈。持有票据的人转让票据
时，在票据背面批注并签名盖章。经过背书的
票据，付款人不能付款时，背书人负付款责任。
＠比喻全力支持某人或某事，并愿意为此做

担保。
E背水一战lb岳ishul-ylzhan 在不利情况下和

敌人做最后决战，比喻面临绝境，为求得出路
而做最后一次努力。

E背水阵E beishuizhen 圈韩信攻赵，在井怪口
背水列阵，大破赵兵。后来将领们问他这是什

么道理，韩信回答说兵法里有“陷之死地而后
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话（见于《史记·淮阴侯

列传”。后来用“背水阵”指死里求生的境地。
E背诵E beisong r到凭记忆念出读过的文字z

～课文｜～唐诗。
E背投E beit6u ~ O 指采用背后投影方式的
电视显像系统，利用光学反射原理，将信号从
机身内底部投射到屏幕的背面，显示图像和文
字2 ～电视机。＠指柔道的一种进攻方法，即

用后背迅速背起对方，将其摔倒。
E背投电视E beit6l』 dianshi 彩色电视的一种，

通过电子束投影管把图像映射到电视背部的
反射屏，然后再反射到显示屏上，给人一种图

像从背部投射到显示屏的感觉。
E背心E beixln ＜～儿）圈不带袖子和领子的上
衣。

E背信弃义E beixin-qiyi 不守信用，不讲道义。

E背兴E beixing ＜方〉圈倒霉z 真～，刚穿的新

衣服拉（｜ω了个口子。

E背眼E be iv凸n （～儿）圈人们不易看见的（地

方）。

E背阴E beiyln c～儿）0~ 阳光照不到z 楼后

～的地方还有积雪。＠圈阳光照不到的地
方·找个～儿凉快凉快。

E背影E beiying c～儿）圈人体的背面形象z 我

看着他的～，目送着他走远了。

E背约E bei11vu岳圈违背以前的约定g失信z ～

毁誓。
E背运E beiyun o 固不好的运气z 走～。＠

圈运气不好z 总不来好牌，真～。

E背字JL) beizir ＜方〉圈背运①z 走～。

丘m bei r写金属元素，符号 Ba0 银白
切~（钥）色，化学性质活泼，容易氧化，燃烧
时发出绿色光。用来制合金、烟火和锁盐等。

E银餐J beican 商检查和诊断某些食管、胃肠

道疾患的一种方法。病人服硫酸顿后，用 X
射线透视或拍片检查有无病变。

，台T bei o 画跟原数相等的数，某数的几倍
1口就是用几乘某数z 二的五～是十。＠加
倍z ～增｜事半功～｜每逢佳节～思亲。＠
CBei）圈姓。

E倍道E beidao 〈书〉画面兼程。

E倍加E beii ia 画表示程度比原来深得多2 ～

爱情l雨后的空气～清新。
E倍率E beilu 圈望远镜、显微镜的物镜焦距和
目镜焦距的比值，比值越大，放大的倍数越大。

E倍JLl beir ＜方〉国非常g十分z ～新｜～亮 i～
精神。

E倍式E beishi 画一个整式能够被另一整式整
除，这个整式就是另一整式的倍式。如a' - b' 
是a+b 和αb 的倍式。

E倍数E beishu 圈＠一个数能够被另一数整
除，这个数就是另→数的倍数。如 15 能够被
3或 5 整除，因此 15 是 3 的倍数，也是 5 的倍
数。＠一个数除以另→数所得的商。女日
a÷ b=c，就是说a是 b 的 c 倍，c 是倍数。

E倍增E beiz岳ng 画成倍地增长2 产量～ l信心
～l勇气～。
品冉 .~ bei ＠相反s违反z 并行不～。
l子（带）＠违背道理号错误：～谬。＠迷



惑；糊涂z ～晦O
E悖晦】 bei·hui ＜方〉圃糊涂（多指老年人）。
也作背晦。

E悖理1 beill E回违背事理；不合理：这件事他
做得有点儿～。也作背理。

E悖论】 beilun 圈逻辑学指可以同时推导或证

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的命题或理论体系。
E悖谬E beimiu ＜书〉圈荒谬；不合道理。也作
背谬。

E悖逆1 beinl ＜书〉圈指违反正道，犯上作乱z

～之罪｜～天道。

E悖入悖出】 beiru beichu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

来的财物，也会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走；
胡乱弄来的钱又胡乱花掉（语本付L记·大学》：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勺。
E悖时E beishi 同“背时”。

被刷＠圈被子z 棉～！夹～！睡觉要盖好
～｜做一床～。＠遮盖2 ～覆｜植～。＠

遭遇：～灾 1～难。。因用于被动句，引进动

作的施事，前面的主语是动作的受事（被字后
表施事的名词有时省略）：那棵树～（大风）刮
倒了｜这套书～人借走了一本｜他～选为代表。

8 lllJl 用在动词前表示被动的动作z ～压迫民

族｜～剥削阶级。＠圈用在动词或名词前，表
示情况与事实不符或者是被强加的（含讽刺、

戏谑意），～就业｜～小康。
E被搭子E beida•zi 同“背搭子”。

E被袋1 beidai 圈外出时装被褥、衣物等用的

圆筒形的袋。
E被单E beidan c～儿）圈＠铺在床上或盖在被
子上的布。＠单层布被。｜｜也叫被单子。

E被动1 beidong 圈＠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跟

“主动”相对，下同）：工作要主动，不要～。＠
（事情）由于遇到阻力或干扰，不能按照自己的
意图进行z 由于事先考虑不周，事情搞得很～。

E被动式E be idδngshl 圈说明主语所表示的
人或事物是被动者的语法格式。汉语的被动
式有时没有形式上的标志，如z 他选上了｜麦
子收割了。有时在动词前边加助词“被”，如z
意见被否定了。有时在动词前边加介词“被”
（口语里常常用“叫”或“让勺，引进主动者，如2
敌人被我们歼灭了。

E被动吸烟E beidong xlyan 不吸烟者被动吸

入吸烟者吐出的烟雾z ～同样对身体有害。
E被JJRl beitu 函被褥、毯子和服装（多指军用

的）．～厂。

E被覆E beitu o 圈遮盖；蒙2 山上～着苍翠的

森林。＠圈遮盖地面的草木等：滥伐森林，
破坏了地面～。 8 l§fil 军事上指用竹、木、砖、

！悖被排棺｜ bei I s9 I 

石等建筑材料对建筑物的内壁和外表进行加
固。

E被告E beigao 圈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被

起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及行政机关（跟
“原告”相对）。

【被告人E beigaoren IBJ 刑事诉讼中被起诉的

Ao 
E被害人l beihairen 啕指刑事案件中人身权

利、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
的人。

E被叫】 beijiao IBl 指被叫方，电信业务中指接

昕电话的用户（跟“主叫”相对）。

E被里E beili c～儿）圈被子贴身盖的一面。
E被面E beimian c～儿〉圈被子不贴身盖的→

面。

E被难E beinan INJl O 因灾祸或重大变故而丧
失生命z 飞机失事，乘客全部～。＠遭受灾
难z ～的老百姓正在抢搭帐篷。

E被迫1 beipo 圈被逼迫；被强迫z ～放弃 i 我
这样做完全是～的。

E被褥】 beiru 圈被子和褥子：拆洗～。

E被套】 beitao 圈。外出时装被褥的长方形
布袋，一面的中间开口。＠为了拆洗的方便，
把被皇和被面缝成袋状，叫被套。＠棉被的
胎z 丝绵～。

E被头1 beit6u 圈＠缝在被子盖上身那一头
上的布，便于拆洗，保持被里清洁。＠〈方〉被
子。

E被窝儿E beiwor 画为睡觉叠成的长筒形的被

子：他躺在～里不愿起来。

E被卧E bei·wo 〈口〉圈被子＝一床～。
E被选举权E beixuanj心quan 圈。公民依法

享有的当选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或被选担任
一定职务的权利。＠各种组织的成员享有的
当选为本组织的代表或领导人的权利。

E被罩1 beizhao 圈套在被子外面的罩于，可

以随时取下换洗，多用棉布做成。

E被子E bei. zi 圈睡觉时盖在身上的东西，一
般用布或绸缎做面，用布做里子，装上棉花、丝
绵、鸭绒等。

E被子植物E beizi-zhiwu 种子植物的→大类，
胚珠生在子房里，种子包在果实里。胚珠接

受本花或异花雄恋的花粉而受精。可分为
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区别于“裸子植
物勺。

到卡峭〈书〉成串的珠子。
全rr bei 见 1387 页【五倍子］ o
T口另见 41 页 bongo



I 60 I b自i- be门｜辈惫烙蓓暗鞍骸梢精辅壁呗臂奔

辈 ei o 圈行轧辈分：长～｜晚｜ ～＠表示勉强同意或勉强让步的语气2 去
（辈）～｜同～｜老前～ l 小一～。＠〈书〉｜ 就ι

等；类（指人），我～！无能之～。＠（～儿）圈辈｜ 另见 31 页 bai,
子2 后半～儿。 l 目主• bei 见438 页【胳臂］ o

E辈出E beichu 毒面（人才）一批一批地连续出｜ 同另见 75 页 bi'
现＝英雄～1新人～。

E辈分E bei·fen !BJ 指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次
第：论～，我是他叔叔 i他年纪比我小，可～比

我大。
E辈行J beihang 圈辈分。

E辈数儿E beishur 圈辈分z 他虽然年纪轻，～
小，但在村里很有威信。

E辈子E b岳i • zi 圈一生：这～｜半～｜他当了一
～教师。

惫血 ei Cl日读 bai ＞极端疲乏z 疲～
（债）

止也 bei rn国用微火烘（药材、食品、烟叶、茶叶
口等）＝～干研碎｜～一点儿花椒。

E暗粉J bait远n IB1 发面用的臼色粉末，是碳酸
氢锅、酒石酸和淀粉的混合物。也叫发粉，有
的地区叫起子。

E培烧） b岳ishao 圈把物料（如矿石）加热而又

不使熔化，以改变其化学组成或物理性质。

蓓峭见下。
E蓓蕾E beil岳I IBJ 没开的花；花骨朵JL ：桃树～
满枝。美术园地中的～。

r.?1-. b岳i 用于地名 z 北～（在重庆） 0
1』口
鞍 bei o ＜书〉髓的统称。＠同喃1 ”。

做刷见附页I酬。

精剧圈把布或纸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
被～1裕～｜后面又～了一层布。

E椅子E bei·zi ＜方〉函裕楷z 打～。

精剧〈书〉干饭。

蜻1 刷刷鞍管等套在马上z ～马。

辅2 bei 见叫酬。

璧国i 圈把刀的刃部在布、皮、石头等上面
反复摩擦几下，使锋利 z ～刀｜～刀布。

• bei （·兮飞）

呗（明）；工具有骂骂~}tf~＝

ι二豆豆亘豆豆：二J

奔 b岳n 0 奔走；急跑z 狂co @6将）～1～驰｜始娥～月。＠
紧赶g赶忙或赶急事：～命｜～丧。＠逃跑z ～

逃｜东～西窜。 0 CB副）画姓。
另见 63 页 b剧。

E奔波E b岳nb6 E百忙忙碌碌地往来奔走：四处

～｜不辞劳苦，为集体～。

E奔驰E b岳nchi 圈（车、马等）很快地跑z 骏马

～｜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

E奔窜】 b岳ncuan 圈走投无路地乱跑；狼狈逃
跑z 敌军被打得四处～。

E奔放】 benfang E园（思想、感情、文章气势等）

尽情流露，不受拘束：热情～！笔意～。
E奔赴J benfu rn国奔向（一定目的地） ： ～战场｜

～边疆｜他们即将～新的工作岗位。
E奔劳E benlao 圈奔波劳碌2 日夜～。

E奔流E benliu l§lj] c水）急速地流；淌得很快z 大
河～｜铁水～。

E奔忙E b岳nmang 画奔走操劳z 他为料理这件

事，～了好几天。

E奔命】 b岳nming 层面奉命奔走。参看 994 页
1疲于奔命］ , 
另见 63 页 b古时ming"

E奔跑】 benp凸o 圈很快地跑；奔走z 往来～｜～

如飞。

E奔儿头J benrt6L』〈方〉［萤凸起的额头z 大～。
E奔丧】 ben;;sang 睛从外地急忙赶回去料理

长辈亲属的丧事。

E奔驶） b岳nshi 圈（车辆等）很快地行驶。

E奔逝） b岳nshi ＜书〉啤（时间、水流等）飞快地

过去：岁月～｜～的河水。

E奔逃） b岳ntao I§国逃走（到别的地方）；逃跑：
～他乡 l 四散～。

E奔腾E benteng l§lj] c许多马）跳跃着奔跑2 一

马当先，万马～。思绪～｜黄河～呼啸而来。

E奔突） b岳ntu [§ti] 横冲直撞；奔驰2 四下～l～

向前。
E奔袭E b岳nxi [§lj] 向距离较远的敌人迅速进军，

进行突然袭击z 命令部队，轻装～。
E奔泻E b岳nxie 圈（水流）向低处急速地流z 瀑



布～而下｜滚滚长江，～千里。

E奔涌J b岳nyong 圈急速地涌出；奔流z 热泪

～｜大江～0激情～。

E奔逐E b岳nzhu ［司奔跑追逐：孩子们在田野里
尽情地～嬉闹。

E奔走】 benzou Ll司＠急走；跑z ～相告。＠
为一定目的而到处活动：～衣食l 四处～｜～了
几天，事情仍然没有结果。

E奔走呼号】 benzou-huhao →边奔跑，一边喊

叫，形容为办成某事而到处宣传，以争取间’情
和支持。

立主主 j 伞 ben O 见 552 页【）是贵 1。＠
页（黄）悦的［名）姓。

另见 72 页 bi 。

E贵门J b岳nmen 温胃与食管相连的部分，是
胃上端的口儿，食管中的食物通过责门进入胃
内。（图见 143（）页“人的消化系统”）

拼 b岳n 梢茶阳州地名在江苏。
另见 93 页 bingo

辑 ben O 见叫“奔”。＠用于人名。＠
(B邑n）圈姓。

镑 b岳n 0 鳞子。＠叩镜子削平
（鳞）木料～木头。＠圈刃出现缺

口：刀使～了｜这种刻刀不练不～。
E镜子E ben· zi ~削平木料的王具，柄与刃只
呈了字形，刃具扁而宽，使用时lliJ下向里用力。

\I 

ben c 兮i, ) 

本1 胁。草木的茎或根g 草～l木～ i水有
源，木有～。＠〈书〉量用于花木：牡丹

十～。＠事物的根本、根源（跟“末”相茸茸）：忘
～ l 以人为～｜舍～逐末。。（～儿）［雪i 本钱；本

金：下～！L I 够～儿｜赔～儿！还～付息。吃老～儿。
＠主要的；中心的：～部 1～科。＠原来：～
意 i～色。＠圃本来g ～想不去。＠圆指示

代词。指自己方面的2 ～厂｜～校 i ～固。。
圆指示代词。指现今的3 ～年｜～月。＠团
按照g ～着！～此方针处理。＠根据g 这句话
是有所～的。 IB (B邑n）圈姓。

-lr-2 b岳n 0 （～儿）圈本子①z 书～｜账～儿。
共"t'、 ＠版本：刻～ i抄～｜稿～。＠（～儿）演

出的底本z 话～！剧～。＠封建时代指奏章：

修～（拟奏章ll奏上一～。＠（～儿） llll a）用于
书籍簿册z 五～书！两～JL账。 b）用于戏z 头～
《西游记》。 c）用于一定长度的影片z 这部电影

是十四～。

E本邦菜E benbangcai [BJ 具有本地风味的菜

奔责桥草草铸本 l b岳「1- b邑叫 “ | 

肴，特指上海菜。

E本本】 b画nb岳n （～儿）〈口〉圈书本；本子z 你
看，～上写得很清楚嘛。

f本本主义E b品nb旬出的i 一种脱离实际的、

盲目地凭书本条文或上级指示办事的作风。 主主三
【本币】 b岳nbi 圈本位货币的简称。 雪三三

E本部E b品nbu 撞到（机构、组织等）主要的、中心
的部分：校～｜公司～。

E本埠】 b岳nbu 圈本地（多指较大的城镇）：平

信～邮资八角，外埠一元二角。
【本草E b岳阳凸o 圈古代指中药（中药里草药最

多，所以中药古籍多称本草）：～方儿！《～纲
目》。

E本初子午线E benchu-zlwuxian 0°经线，是计

算东西经度的起点。 1884 年国际会议决定用

通过英国格林尼治（Greenwich）天文台子午

仪中心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 1957 年后，格
林尼治天文台迁移台址。 1968 年国际上以国

际协议房、点（Cl（））作为地极原点，经度起点实

际仁不变。
【本岛】 b岳nd凸0 ［＇组几个岛屿中的主要岛屿，其

名称和这几个岛屿总体的名称相同。例如我

国的台湾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绿岛、兰
屿等许多岛屿o

E本地E b邑ndi 圈人、物所在的地区g叙事时特

指的某个地区z ～人｜～口音｜～特产。
【本:)t] b晶nfen O 圈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守～｜～的工作。＠回安于所处的地位和环

境z ～人｜这个人很～。
【本固枝荣E b品ngu zhTr6ng 树木主干强国，校

叶才能茂盛，比喻事物的基础巩固了，其他部
分才能发展。

【本0l'rl b画『1h6ng [BJ 0 个人一贯从事的或长

期已经熟习的行业z 他原来是医生，还是让他

千老～吧。＠现在从事的工作z 三句话不离
～｜熟悉～业务。

【本纪E b品nji 圈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传记，→
般按年月编排重要史实，列在全书的前面，对
全书起总纲的作用。

E本家E b岳njia 画同宗族的人z ～兄弟！他们俩

住在一个村，是～。
E本家JL) b品njiar ＜方〉啕指当事人z ～不来，

别人不好替他做主。
E本金E b岳njTn ~ 0 存款者或放款者拿出的

钱（区别于“利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s营
业的资本。

E本科】 b品nk岳画大学或学院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预科、专科”等而言）： ～生。

E本来】 b岳nl6i 0 圃属性词。原有的z ～面



62 b邑「1 本

貌l～的颜色。＠圆原先；先前z 他～身体很
瘦弱，现在很结实了 l我～不知道，到了这里才

听说有这么回事。＠圆表示理所当然：～就

该这样办。
E本和I】 b部Ii 圈本金和利息。

E本领】 b岳nlTng 圈技能；能力：有～｜～高强。

E本名】 b品nming 画＠本来的名字；原来的名

字（对“别号、官衔”等而言）。＠给本人起的
名儿：有些外国人的全名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第二部分是父名，第三部分是姓。

E本命年E b品nmingnian 圈我国习惯用十二生

肖记人的出生年，每十二年轮转一次。如子年
出生的人属鼠，再遇子年，就是这个人的本命
年。参看 1170 页｛生肖］ o

E本末l benmδ 圈＠树根和树梢，比喻事情从

头到尾的经过＝详述～｜纪事～。＠比喻主要
的与次要的g 不辨～l～颠倒。

E本末倒置E b品nmo-daozhi 比喻把主要事物
和次要事物或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弄

颠倒了。
E本能E b岳nneng 0 圈人类和动物不学就会
的本领，如初生的婴儿会哭会吃奶，蜜蜂酿蜜
等都是本能的表现。＠画机体对外界剌激

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做出反应）：他看见红
光一闪，～地闭上了眼睛。

E本票E b品npiao 画出票人签发的，并承诺在
见票时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确定金

额的票据。
E本钱E b岳nqi6n 圈。用来营利、生息、赌博等

的钱财：做买卖得有～。＠比喻可以凭借的资

历、能力、条件等＝健康的身体是做好工作的～。
E本人］ b岳nren 圈人称代词。＠说话人指自

己 z 这是～的亲身经历。＠指当事人自己或前
边所提到的人自己 z 结婚要～同意，别人不能包

办代替i他的那段坎坷经历，还是由他～来谈吧。
E本嗓E b岳nsang （～儿）圈说话或歌唱的时候

自然发出的嗓音。

E本色E bense 圈本来面貌g原有的性质或品
质z 英雄～i勤俭是劳动人民的～。

E本色E bensh副（～儿）圈物品原来的颜色（多

指没有染过色的织物）：～布。
E本身E b岳nsh副团指示代词。自身（多指集

团、单位或事物），要挖掘企业～的潜力｜生活

～就是复杂多样的。
E本事E b品nshi IBJ 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故事

情节z ～诗l这些诗词的～年久失考。
E本事E b岳『i· shi 圈本领z 有～｜学～｜～大。

E本诉E b岳nsu ~在同－诉讼中，被告方提起
反诉后，称原告方提起的诉讼为本诉（跟“反

诉”相对） 0 

E本明 b品nti 圈谈话和文章的主题或主要论

点·这一段文字跟～无关，应该删去。
E本体】 b岳nti 圈。德国哲学家康德唯心主义

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指与现象对立的不可认识
的“自在之物”。辩证唯物主义否认现象和本
体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只有尚未认识
的东西，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机器、工程
等的主要部分。

E本土E b岳ntu ~o 乡土；原来的生长地z 本

乡～。＠指一个国家固有的领土。＠指殖民
国家本国的领土（对所掠夺的殖民地而言）。

E本位E b品nwei 圈＠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

价值的计算标准z 金～｜银～ i～货币。＠自

己所在的单位；自己工作的岗位z ～工作 i立足
～，一专多能。＠某种理论观点或做法的出发
点：教学工作要以学生为～。

E本位货币l b品nwei huobi 一国货币制度中的

基本货币，如我国票面为“圆”的人民币。简称
本币。

E本位主义l b岳nwei zh的i 为自己所在的小单

位打算而不顾整体利益的思想作风。是个人
主义的甲种表现。

Z本文l benwen 圈。所指的这篇文章z ～准

备谈谈经济问题。＠原文（对“译文、注解”而

E本息E b品nxi ~本金和利息2 偿还～。

E本戏】 b品nxi IBl 成本演出的戏曲，内容包括→
个完整的故寻耳，有时不）定二次演完（区别于

“折子戏”
E本乡本土E b岳nxiiing-b岳nt心（～的）家乡 g本

地：菜都是～的，请尝尝｜都是～的，在外边彼
此多照应点儿。

E本相lb岳nxiang 圈本来面目；原形z ～毕露。

E本心】 b岳nxin 圈本来的心愿＝出于～。
E本性E b品nxing 圈原来的性质或个性z 江山
易改，～难移。

E本业E b昌nye IBl 0 本来的职业：士农工商，
各安～。＠〈书〉指农业。

E本义lb昌nyi IBJ 词语的本来的意义，如“兵”的

本义是武器，引申为战士（拿武器的人）。

E本意E benvi 圈原来的意思或意图z 他的～
还是好的，只是话说得重了些。

E本周国nyu6n 圈哲学上指一切事物的最初

根源或构成世界的最根本实体。

E本源、E b岳nyuan 圈事物产生的根源z 想象力

是创造力的～之一。
E本愿E b品nyuan !El 本心z 学医是我的～。

E本着E b岳n • zhe fill 表示遵循某种准则z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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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原则合作。
E本真E b岳nzhen 0 圈原来的面目；本相；本
性：恢复～。＠圈符合本色而真实＝为人～。

E本证E benzheng 圈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证据（跟“反证”相
对）。

E本席（） b岳阳hi 哩！自己担任的职务＝做好～工
作。

E本旨E b昌nzhi [BJ 本来的或主要的用意和日

的。
E本质E b岳nzh1 圈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
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物的本
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不能用简
单的直观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质。

E本主JLl benzhur 圈＠本人＝～一会儿就来，
你问他得了。＠失物的所有者z 物归～i这辆
招领的自行车，～还没来取。

E本子E b岳n• zi 固＠把成沓的纸装订在一起
而成的东西，用来写字、绘画等；册子z 笔记～。
＠版本：这两个～都是宋本。＠演出的底本z
写～！改～。。指某些成本儿的证件：考～（通
过考试取得驾驶证或其他合格证书）。

E本字E b品『121 圈。一个字通行的写法与原来
的写法不同，原来的写法就称为本字，如“掰”

的本字是

的本字是“欲”。＠表示一个词本义的字。
~b岳n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元
兑p. 色液体，有芳香气味，容易挥发和燃烧。
可做燃料、溶剂等，也用来合成有机物质。 C英
benzene] 

E苯并茂】 benblngbi [BJ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20H口，黄色针状晶体，难溶于水，易溶于各
种有机溶剂，有强烈的致癌作用，主要存在
于汽车尾气、香烟烟雾和熏烤食品中。

E苯甲基E benji凸jl 圈辛基的旧称。

番胁时宾①。＠〈方〉圆周簸笑撮2
～土｜～炉灰。

E番斗E b岳『1d凸u ＜方〉圈簸宾（专用于撮、簸粮
食）。

E番笑E b岳njl ＜方〉圈簸笑。

、

ben （气7'7)

:;;!.<;; ben 旧同“笨气

n 另见 515 页 hang 。

扮 ben ＜书〉尘埃
另见 386 :l页 1e门。

全1 灿呵翻山；包lj : 

三总2 ben ＜书〉＠尘埃z 尘～｜微～。＠聚：

主h ～集。＠用细末撒在物体上面。
全3 ben ＜书〉＠酬。＠笨；不灵巧。

奔 - 胁。圈直向目的地走去2 投主
（宠）～l直～工地｜他顺着小道直～那山主三

头。～向小康。＠［到朝；防；1 ：～这边看｜渔轮
～渔场开去。＠画］年纪接近（四十岁、五十岁

等）：他是～六十的人了。。画为某事奔走z

～球票｜你们生产上还缺什么材料，我去～。
另见 60 页 ben 。

E奔命E ben11m1ng ＜口〉［到拼命赶路或做事z
一路～，连续行军一百二十多里。
另见 60 页 b邑nming 。

E奔头JL] ben ·tour 圈经过奋斗叮以指望的前
途2 有～｜没～。
傍协傍城CB自叫n叫名，在河北。

笨 ben Ifill 0 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基础
明：愚～｜脑子～ 1他很～。＠不灵巧；不

灵活：嘴～｜～手～脚。＠费力气的；笨重z ～
活儿｜搬大箱子、大柜子这些～家具得找年轻人。

E笨伯E benb6 ＜书〉圈愚蠢的人。
【笨蛋】 bendan I萄蠢人（骂人的话）。
E笨活JLl benhu6r ~笨重的工作；粗活儿。
【笨口拙舌E benkou-zhuoshe 笨嘴拙舌。

【笨鸟先飞】 benn1凸o-xianf岳l 比喻能力差的人

｛故事时，恐怕落后，比别人先行动（多用作谦
辞）。

E笨手笨脚E benshou-benji凸o 形容动作不灵

活或予脚不灵巧。

E笨头笨脑E bent6u-benn凸0 0 形容人不聪

明，反应迟钝。＠形容式样蠢笨z 皮鞋做得～
的，我不喜欢。

【笨重：E benzhang 庄园＠庞大沉重；不灵巧z ~ 
家具｜身体～。＠繁重而费力．用机器代替～
的体力劳动。

【笨拙】 benzhuo 晴笨；不聪明；不灵巧z 动作

～l笔法～。
E笨嘴拙舌】 benzui-zhuoshe 嘴笨g没有口才。

也说笨口拙舌。

L二：豆苗豆豆豆二二3

怦 b岳ng ＜书〉＠使；令。＠使者。

1 beng O 古代宗庙门内设祭的方（嗦）地方。＠古代在宗庙门内举行的
祭祀。



｜“ lb邑ng b自ng I 崩绷唰甭摹绷琼棒黯泵迸蚌绷

崩 b岳ng 0 画倒也崩裂z 山～地裂。＠
画破裂＝把气球吹～了。两个人谈～了。

" ＠巨型崩裂的东西击中 z 炸起的石头差点儿把
他～伤了。＠〈口） rnID 枪毙。＠君主时代称
帝王死z 驾～。

E崩溃】 b岳＇ngkui 圈完全破坏；垮掉：大坝～｜
精神～｜敌军全线～｜经济濒临～。

E崩裂E M『1glie 圈（物体）猛然分裂成若干部

分t 炸药轰隆一声，山石～。
E崩龙族E B岳ngl6ngzu 圈德昂族的旧称。
E崩国民ng;;p6n 画指股票、期货等市场行
情短期内持续大跌。

E崩塌E b岳ngta E面崩裂而倒塌＝江堤～。

E崩胡E bengtan 圈悬崖、陡坡上的岩石、泥土

崩裂散落下来；崩塌 z 山崖～o
m口 1 b岳ng 0 圃拉紧z 把
现8 （，绷、祷蹦）绳J～直了。＠圈衣
服、布、绸等张紧z 小褂儿紧～在身上不舒服。
＠圈（物体）猛然弹起：弹簧～飞了。＠画

缝纫方法，稀疏地缝住或用针别土z 红布上～

着金字。＠〈方〉国勉强支持；硬撑z ～场面。

＠用藤皮、棕绳等编织成的床屉子：棕～｜床
～坏了，该修理了。＠绷子①z 竹～｜～架。

绷2 beng ＜方〉时（财
（棚、销）物） :a坑～拐骗 l 他～了

人家几百块钱。

另见 64 页 b吕ng;64 页 b自吨。

E绷场面E beng changmian ＜方〉撑场面。
E绷带E b岳ngdai ~ 包扎伤口或J患处用的纱布

带。

E绷弓E benggong （～儿）咀弹棉花等用的工
具，形状像弓，用木槌敲打弓弦，弓弦振动使棉

花等的纤维蓬松。
E绷弓子l benggong·zi ~ 0 装在门上用来自
动关门的装置，用弹簧或竹片等制成。＠
〈方〉弹弓 o

E绷簧E b岳nghuang ＜方〉圈弹簧。

E绷子E beng·zi 圈＠刺绣时用来绷紧布吊的
用具，大件用长方形的木框子，小件用竹圈：

花～。＠绷「⑤z 藤～｜～床。
蹦 beng 回形容跳动或爆裂的声音：心

里～～直跳｜～的一声，气球爆了。

,, 
beng ＜气1L)

二E beng ＜方〉圆味用”的合音，表示不需
ff司要或劝阻2 你既然都知道，我就～说了｜这
些小事儿，你～管。

beng ＜气7L)

摹 b岳ng 见下

E丢在萃E b岳ngb岳ng ＜书〉圆形容草木茂盛2 青
草～。

4RJt b岳ng （口）~〕＠板着：
现日（棚、并榻）～脸。＠勉强支撑或忍
住．～劲儿｜他～不住笑了起来。
另见 64 页 b岳ng;64 页 beng"

E绷劲E b岳ng;; jin （～儿）国屏住气息用力：绷
不住劲 l他一～，就把大石头举过了头顶。

E绷脸】 b品ng;; lion ＜口〉画板着脸，表示不高
兴：他绷着脸，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路 beng

棒 b品ng

黯 b品ng

〈书〉刀辑上端的饰物。

〈书〉同“璋”。

〈书〉同“蜂”。

、

beng （气1L)

泵 bang O 圈吸人和排出流体的机械，能
把流体抽出或压入容器，也能把液体提送

到高处。通常按用途不同分为气泵、水泵、池

浆。＠！到用泵压入或抽出：～入l～出 l～油。
因E pump] 

、世 beng O 圈向外溅出或喷射z 打铁时火
)L!r 星儿乱～｜潮水冲来，礁石边上～起乳白色

的浪花。沉默了半天，他才～出一句话来。＠
突然碎裂：～裂｜～碎。

E迸发E b在ngfa 画由内而外地突然发出·一锤

子打到岩石上，～了好些火星儿。笑声从四百八
方～出来。

E堂溅J bengjian 画向四外溅＝火花～！激流冲
击着岩石，～起无数飞沫。

[ill裂E benglie 画画破裂；裂开而往外飞溅g 山

石～｜脑浆～。

丰 beng 蚌埠（民仙，响，在安徽。
另见 40 页 ba门Qo

。”日 bena O W!J 裂开：西瓜
现缸，绷、气榻） ～了一道缝儿。＠〈口〉圃
用在“硬、直、亮”→类形容词的前面，表示程度
深s ～硬！～直｜～脆 i～亮。
另见 64 页 be门g;64 页 beng"

E绷瓷】 bengci （～儿）圈表面的袖层有不规则



碎纹的瓷器。这种碎纹是由于坯和袖的膨胀

系数不同而形成的。

甏 b岳ng ＜方〉圈瓮$坛子z 酒～。

锄… bang 见 F
（蹦）

E销JLl bengr ＜口〉函锄子。
E锄子】 beng·zi ＜口〉圈原指清末不带孔的小

铜币，十个当一个铜圆，现在把小的硬币叫钢

铺子或钢蹦儿。也叫蹦儿。

E锡子JL] bengzTr ＜方〉圈指极少量的钱＝～

不值i 一个～也不给。

口出 bang 画跳：欢～乱跳｜皮球一拍～得老
且同月高｜他蹲下身子，用力一～，就～了两米多

远。他嘴里不时～出一些新词儿来。
E蹦蹦儿戏E bengbengrxi ［＇组评剧的前身。参
看 1009 页I评剧1。

E蹦床E bengchuang ~ O A种体育器械，外

形像床，有弹性。＠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
员在蹦床上完成跳跃、翻腾、旋转等动作。

E蹦跳l beng·da 画蹦跳，现多借指挣扎z 秋后
的蚂炸，～不了几天了。

E蹦迪E beng;;di 圈跳迪斯科舞。
E蹦高E beng;;gao C～儿）画跳跃z 乐得直～儿。
E蹦极E bengji 圈一种体育运动，用一端固定

的有弹性的绳索绑缚在躁部从高处跳下，身体
在空中上下弹动。也叫蹦极跳。［英 bungee]

E蹦极跳E bengjitiao 画］蹦极。

E蹦跳】 bengtiao 画跳跃：他高兴得～起来。

C二二豆豆王二二］

仨吕举 I I重阴门的俗称。
市飞（；；屈、）
、"Et bl 0 ~逼迫；给人以威胁z 威
：＠.（＇信）～｜寒气～人｜形势～人｜为生活所
～。＠画强迫索取2 ～租｜～债。＠靠近；接

近z ～视｜～近。＠〈书〉狭窄z ～仄。

E逼宫E blgong ［量指大臣强迫帝王退位，也泛
指强迫政府首脑辞职或让出权力。

E逼供E bl gong 南l 用酷刑或威胁等手段强迫

受审人招供：严刑～。
E逼供信E bl-gong-xin 用各种于段威胁或逼迫

受审人招供，并不加核实使依据其口供定罪。
U屋和1 blhe 圃逼平（多用于棋类比赛）。

E逼婚l blhun 画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迫对方

（多为女方）跟自己或别人结婚。

E逼近l bljin 圈靠近；接近2 小艇～了岸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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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已经～黄昏｜脚步声从远处渐渐～。
E逼良为娼E blliangweichang 逼迫良家妇女

当娼妓，也比喻迫使正直安分的人去做坏

事。

E逼命】 blming 画。指用暴力威胁人。＠比

喻催促得十分紧急，使人感到紧张，难以应付z
真～！这么重的任务，三天内怎能完成！

E逼平】 biping ［到体育比赛中，处于劣势的一
方经过努力，迫使对于接受平局。

~迫E bipa rnw 紧紧地催促；用压力促使：在

环境的～下，他开始变得勤奋了。

E逼抢E biqi凸ng 圈紧逼着争抢（多用于足球、

篮球等球类比赛）：～凶狠。
E逼上梁山E bishang-liangshan 《水浒传》中

有林冲等人为官府所迫，上梁山造反的情
节。后用来借指被迫进行反抗或不得不做
某种事。

E逼视l bishi 圈向前靠近目标，紧紧盯着：光

彩夺目，不可～ i在众人的～下，他显得局促不
安了。

[ii问l biwen 圈强迫被问者回答2 无论怎么

～，他就是不说。

E逼肖E bixiao ＜书〉圈很相似2 虽是绢花，却

与真花～O

E逼仄E bize ＜书〉圈（地方〉狭窄z ～小径｜居

室～。
【逼债】 bi;; zhai 圈逼迫人还债。

【逼真l bizh岳n 圈。极像真的：情节～！这个

老虎画得十分～。＠真切＝看得～｜听得～。

锦 ι bi （书〉肘。＠篮子。
（馄）另见 991 页 pi。

h..Fiι一 bi 圈鱼，身体小而侧扁，略呈卵
!!!ta （幅）圆形，青褐色，时，鳞细。生活在
近海。种类很多，有牙蹈、鹿斑踊等。

bl （钊）

事 bf 见下

E事荠E bf· qi 函＠多年生草本植物，通常栽培
在水田里，地下茎扁圆形，皮红褐色或黑褐色，
肉白色，可以吃，也可制淀粉。＠这种植物的
地下茎。｜｜有的地区叫地栗或马蹄。

鼻 bi 0 圈鼻子＇ ~J,!EI ～音。＠〈书〉初
始2 ～祖。

【鼻翅E bichi C～儿）圈鼻翼。
【鼻窦E bidou 圈鼻旁窦的通称。

E鼻化元音】 bfhua-yuanyin 见1609页1元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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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鼻~ bijian c～儿）圈鼻子末端最突出的部
分。也叫鼻子尖儿。

E鼻回 biiu 圈马、驴、骤的一种传染病，由鼻症
杆菌引起，在内脏、鼻腔翁膜和皮下形成小结
节，坏；YE后，变成溃殇，症状是鼻涕带隙，鼻腔
内有溃斑。也能使人感染。

E鼻子Ll bikong 圈鼻腔跟外面相通的孔道。

E鼻梁E biliang c～儿）圈鼻子隆起的部分z 高

～ l塌～儿。也叫鼻梁子。
E鼻牛JL] biniur ＜方〉圈鼻腔里干结的鼻涕o

E鼻阻】 bino &JJ 中医指鼻子流血，多由鼻外伤、
鼻腔疾患等引起。

E鼻旁窦E bip(Jngdou ~头颅内部鼻腔周围的
空腔。通称鼻窦。

E鼻腔E biqiang 强鼻子内部的空腔，分左右两

个，壁上有细毛。上部新膜中有嗅觉细胞，能
分辨气味。

E鼻青脸肿E biql吨，I i凸nzhong 鼻子青了，脸也

肿了，形容面部被碰伤或打伤的样子。也形
容遭到严重打击或挫折的狼狈相。

E鼻JL] bir 画＠器物上面能够穿上其他东西
的小孔z 门～｜针～。＠〈方〉像哨子的东西：

用苇子做了一个～。

E鼻塞】 bise 圃鼻子不通气。
E鼻饲E bisi 圈用特制的管子通过鼻腔插入胃

内，把流食或药液灌进去。

E鼻酸E bisu归国鼻子发酸，指悲伤心酸2 此

情此景，令人～。
E鼻涕，］ biti ~鼻腔教膜所分泌的液体。
E鼻涕虫E bitich6ng 圈蜗揄Cku凸yu）的俗称。

E鼻息E bixl ~从鼻腔出入的气息，特指熟睡
时的蔚声z ～如雷。

E鼻烟E biyan c～JL）圈由鼻孔吸入的粉末状
的烟z ～壶。

E鼻烟壶E biy。nhu IBl 装鼻烟的小瓶，一般和l
作精美，内壁饰有图画。

E鼻翼E biyi 圈鼻尖两旁的部分。

E鼻音E biyln !BJ 口腔气流通路阻塞，软膀下
垂，鼻腔通气发出的音，例如普通话语音的 m、
n 、 ng（~）等。

E鼻韵母E biyunm心圈以鼻音收尾的韵母。普
通话语音中有 an, ion 、 uan,Uan 、 en 、 in 、

un 、 Un 、 ang 、 iang 、 uang 、 eng 、 ing 、 ueng 、

ong 、 iong 等。

E鼻中隔E bizhongge 圈把鼻腔分成左右两部

分的组织，由骨、软骨和教膜构成。

E鼻子E bi· zi 圈人或高等动物的嗅觉器官，
也是呼吸器官的一部分，位于头部，有两个

孔。

E鼻祖E bizu ＜书〉圈始祖，泛指创始人。

" bl （令I ) 

匕时＠古人取食的器具，后代的羹匙由它
演变而来。＠〈书〉指匕首2 图穷～见

Cxia门）。

E匕首E bi sh凸u IBl 短剑或狭长的短刀。

比1 bi 0 圈比较g较量：～干劲｜学先进，～
先进。＠圃能够相比2 近邻～亲｜坚～

金石｜演讲不～自言自语。＠富国比画 z 连说带

～。＠〈方〉画对着：向着：别拿枪～着人，小
心走火。＠圈仿照z ～着葫芦画瓢（比喻模仿
着做事）。＠画面比方；比喻z 人们常把聪明的
人～作诸葛亮。＠匾国两个同类量之间的倍数
关系，叫作它们的比，其中一数是另一数的几
倍或几分之几z 这里的小麦年产量和水稻年产
量约为一～囚。＠画表示比赛双方得分的对

比：甲队以二～一胜乙队。＠面用来比较性
状和程度的差别z 今天的风～昨天更大了｜许

多同志都～我强。直叠’（1）“一”加量词在“比”
的前后重复，可以表示程度的累进2 人民的生
活一年比→年富裕了。（2）比较高下的时候用

“比”，表示异同的时候－般用“跟”或“同”。⑩
侣。圈姓。

比2 bi Cl日读 bi) （书〉＠紧靠；挨着z ～肩｜
鳞次柿～。＠依附；勾结z 朋～为奸。＠

近来．～来。。等到z ～及。
[ti: ti:] bibi （书〉圃＠频频；屡屡z ～失利。

＠到处g处处z ～皆是（到处都是）。

[tl:xtl bidui 圈比较核对；对ti: ：～笔迹。
E比方E bi·fa『19 0 圆周容易明白的甲事物来

说明不容易明白的乙事物2 他坚贞不屈的品
德，可用四季常青的松柏来～｜打～ i这不过是
个～。＠圃比如z 郊游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谁带队、谁开车，等等。＠自量表示“假如”的意

思z 他的隶书真好，～我求他写一副对联儿，他
不会拒绝吧？

E比分l bif岳n ~）比赛中双方用来比较成绩、决

定胜负的得分z 最后一分钟，客队攻进一球，把
～扳平。

E比附E bifu ＜书〉圈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
强相比。

E比划］ bi•hua 同“比画”。

E比画E bi•hua 巨型。用手或拿着东西做出姿
势来帮助说话或代替说话s 他在一张纸上～
着，教大家怎样剪裁裤子。＠手脚、身体模仿

一定的动作、姿势z 他不会打太极拳，只能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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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 II －！£.作比划。
E比基尼E bijini IE 一种女子穿的游泳衣，由选
蔽面积很小的裤汉儿和乳罩组成。也叫三点
式游泳衣。［英 bikini]

E比及E biji （书） lfll 等到 z ～赶到，船已离岸。

E比价E biiia o 圈发包工程、器材或变卖产
业、货物时，比较承包人或买主用书面形式提
出的价格z ～单。＠函j不同商品的价格比率
或不同货币兑换的比率，如棉粮比价、外汇比

价。
E比肩E bijian ＜书〉＠圈并肩①z ～而立。＠
圆并肩②：～作战。＠圈指相当； ~I:美2 他
虽然是票友，水平却可与专业演员～。

E比肩继踵l bijian-jizhong 肩挨着肩，脚挨着

脚，形容人多拥挤。也说比肩接踵。
E比肩接踵l bijian-ji岳zhong 比肩继踵。
E比较】 bijiao O 画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的
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z 这两块料子～起来，颜

色是这块好，质地是那块好。＠圆用来比较
性状和程度的差别：这项政策贯彻以后，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前一时期又有所提高。＠圃
表示具有一定程度：这篇文章写得～好。

E比较价格l bijiao jiage 不变价格。
E比较文学E bijiao w岳阳ue 现代人文学科之

-0 注重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
析，探讨彼此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时代、社会、文

化间的关系。

E比况E bikuong ＜书〉国跟某事物相比较；比

照。
E比来】 bilai ＜书〉［萄近来。
E比例】 bili 圈＠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如

3:4=9:12。＠两个同类量之间的倍数关

系：教师和学生的～已经达到要求。＠比重
②：在所销售的商品中，国货的～比较大。

E比例尺l bilichi 圈。绘制地图或机械制图
时，因上距离与它所表示的实际距离的比。＠
指线段比例尺，附在图边的表示比例的数字或
线段。＠制图用的一种工具，上面有几种不
同比例的刻度。

E比例税E bilishui 圈对同一征税对象不论数
额多少都按同一比例计征的税。

E比量E bi• liang 圈＠不用尺而用手、绳、棍等
大概地量一量z 他用胳膊一～，那棵树有两围
粗。＠比试②：他拿起镰刀～了～，就要动手
割麦子。

E比邻E bilin O ＜书〉圈近邻；街坊：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画位置接近；邻近z ～星（离
太阳最近的一颗恒星）。

E比率E bilu IE 比值。

E比美】 bim岳l 圈美好的程度不相上下，足以相

比：乡镇企业的产品，有的可以跟大工厂的～。
E比曰鱼E bimuvu 圈蝶、铺、解、嫌等鱼的统
称。这几种鱼身体扁平，成长中两眼逐渐移到
头部的一侧，平卧在海底。也叫偏口鱼。

E比拟E bini 0 圈比较①z 无可～！难以～。＠
圈修辞方式，把物当作人，把人当作物，或把

甲物当作乙物。分拟人和拟物两类。

E比年E binian ＜书〉＠圈近年：～以来，缠绵
病榻。 80回每年5连年＝～五谷丰登。｜｜也说
比岁。

E比配】 bip岳i E园相称；相配：这两件摆设放在
一起很不～O

E比拼E bi pin 圈拼力比试g 双方将在半决赛中

～，争夺决赛权。

E比丘E biqiu 圈佛教指和尚。［梵 bhik~u]

E比丘尼E biqiuni E佛教指尼姑。［梵
bhik~u早4

E比热l bire 圆比热容的简称。
E比热容l birer6ng 圈单位质量的物质，温度
升高（或降低）1 °C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

作该物质的比热容。简称比热。
E比女Q] biru 画举例用语，放在所举的例子前

面，表示下面就是例子z 有些问题已经做出决
定，～招多少学生，分多少班，等等。

E比萨】 biso 睛一种意大利式饼，饼上放番茄、
奶酸、肉类等，用烤箱烘烤而成。也叫比萨饼。
E英 pizza]

E比萨饼E bisobing 画比萨。

E比赛E bisai O 圈在体育、生产等活动中，比
较本领、技术的高低z ～篮球。＠函指这种

活动：今晚有一场足球～。
E比试E bi•shi rn国＠彼此较量高低2 咱们～一

下，看谁做得又快又好。＠做出某种动作的姿
势：他把大枪一～，不在乎地说，叫他们来吧。

E比岁E bisui ＜书＞ 0 IE 比年①。＠国比年
②。

E比索E bisL』凸圈。西班牙的旧本位货币。＠
菲律宾和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本位货币。
［西 peso]

E比特E bit古画信息量单位，二进制数的一位
所包含的信息量就是 1 比特。如二进制数
1010 包含的信息量为 4 比特。［英 bit]

［ ~I:武l bi;;w凸［到比赛武艺，也泛指比赛技艺。

[ti:翼E biyi 画翅膀挨着翅膀（飞）：～齐飞。
E比翼鸟】 biyi『l i凸。因传说中的一种鸟，雌雄

老在一起飞，古典诗词里比喻恩爱夫妻。
E比翼齐飞E biyi-qif岳i 比喻夫妻恩爱，朝夕相

伴。也比喻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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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比喻E biyu o 圈比方①z 人们常用园丁～教
师。 8lBI 修辞方式，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
来比方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

动鲜明。
E比照E blzhao 圈。按照已有的（格式、标准、

至三言 方法等〉；对比着z ～着实物绘图。＠比较对
照＝两种方案一～，就可看出明显的差异。

E比值E bizhi l望两个数相比所得的值，即前项
除以后项所得的商，如 s:4 的比值是 2。也叫

比率。
E比重E bizhong 圈＠物质的重量和它的体积
的比值，即物质单位体积的重量。＠一种事
物在整体中所占的分量：我国第三产业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的～逐年增长。

花 bl 画有机化合物栅晶体，浅黄色，不
溶于水，溶于乙醇和乙醋。可用来制合成

树脂和染料等。
另见 993 页 pi 0 

Pit. bi 见下。
J,L 另见 995 页肘。

[P比院l biding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N。无色液体，有臭味。用作溶剂和化

学试剂。［英 pyridine]

[P比咯E bTluo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N 。
无色液体，在空气中颜色变深，有刺激性气味。

用来制药品。 E英 pyrrole]

彼 bl ＜书〉邪；不正。

、.r.-- bi 0 （书〉头上的疮。＠白疤，中医指银
7u 屑病。
、、b BT 0 i比江，水名，在云南。＠泊河，水
11-l.J 名，在安徽。

批 bi ＜书〉母亲的尊称，特指已故的母亲：
先～｜考～0

4叶.，. bi 睛。指示代词。那；那个（跟“此”相

’ll)C平对） ：～时 1此起～伏｜由此及～。＠人称
代词。对方；他z 知己知～｜～退我进。

E彼岸l bi’。n 圈＠（江、iilJ、湖、海的）那一边；
对岸z 大洋～｜轮船驶向～。＠佛教指超脱生
死的境界（涅架）。参看 215 页1此岸1。＠借
指所向往的境界z 走向幸福的～o

E彼此E bTci 圈人称代词。＠那个和这个g双
方z 不分～｜～互助。＠客套话，表示大家一
样（常叠用作答话） ：“您辛苦啦！”“～～！”

E彼一时，此一时E bi yi shi, cl yi shi 那时是一
种情况，现在又是一种情况，指情况已与过去
不相同 2 ～，不要拿老眼光看新事物。也说此
一时，彼一时。
批叩 bi 0 税子z ～糠。＠圈（籽

（并丰比）实）不饱满z ～粒｜～谷子。＠

〈书〉恶；坏：～政。

E丰比谷l big心圈不饱满的稻谷或谷子。
E手比糠】 bTkang 圈批子和糠，比喻没有价值的
东西。

E批子l bi•zi 圈空的或不饱满的籽粒z 谷～。

笔 ι bi 0 圆写字画图的用具z 毛
（军）～｜铅～｜钢～ l粉～ l 一支～｜一管

～。＠（写字、画画儿、作文的）笔法：伏～｜工

～l败：～｜曲～。＠用笔写出 z 代～｜直～｜亲
～。。手迹：遗～ l绝～。＠笔画z ～顺｜～
形。 0 III a）用于款项或跟款项有关的 z 一～

钱｜三～账 i五～生意。 b）用于字的笔画：“大”
字有三～。 c）用于书画艺术z 写一～好字｜他能
画儿～山水画。 6 (Bi) 圈姓。

E笔触】 bTchu I写书画、文章等的笔法和格调z
他用简练而鲜明的～来表现祖国壮丽的河山｜

他以锋利的～讽刺了旧社会的丑恶。
E笔答E bida 画书面回答s ～试题。
E笔底生花E bi di-sh岳nghua 见 895 页【梦笔生

花］。
E笔底下E bi di· xia IBJ 指写文章的能力2 他～

不错（会写文章）｜他～来得快（写文章快）。
Z笔调l bidiao 圈文章的格调z ～清新！他用文

学～写了许多科普读物。
E笔端】 biduan ＜书〉画指写作、写字、画画儿时

笔的运用以及所表现的意境：～奇趣横生 J 愤
激之情见于～。

E笔伐E bifa 圈用文字声讨：口诛～。
E笔法E bit凸 [BJ 写字、画画儿、作文的技巧或特

色z 他的字，～圆润秀美｜他以豪放的～，写出
了大草原的风光。

E笔锋E bit岳ng 1'81 0 毛笔的尖端。＠书画的
笔势♂文章的锋芒z ～苍劲卜，犀利。

E笔杆JL] big凸nr [BJ 笔杆子①②。

E笔杆子】 bigan咄圈。笔的子拿的部分。＠

指写文章的能力z 耍～｜他嘴皮子、～都比我

强。｜｜也说笔杆儿。＠指擅长写文章的人。

E笔耕E big岳ng ~指写作z 伏案～｜～不辍。
E笔供l bigδng 圈受审讯者用笔写出来的供

词。

E笔管条直E biguantiaozhi ＜口〉笔直（多指直
立着）：这棵树长得～｜大家～地站着等点名。

E笔画】（笔划） bihua 圈。组成汉字的各种形
状的点和线，如横（一）、竖（｜）、撇（ ) ）、点
（、）、折（→）等。＠指笔画数z 书前有汉字～

索引。
E笔会E bihui 1'810 以文章的方式对某个专题

或专题的某个侧面进行探讨、报道等的活动g

文艺评论～。＠一种由作家联合成的组织。



E笔记l biji 0 画用笔记录：老人口述，请人～
下来，整理成文。＠圈昕课、听报告、读书时
所做的记录2 读书～｜课堂～。 81El 一种以
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多由分条的短篇汇

集而成：～小说。
E笔记本E bijib岳n 匾。用来做笔记的本子。

＠指笔记本式计算机。
E笔记本电脑】 bijlben d iann凸o 指笔记本式计

算机。
E笔记本式计算机E bijib品nshi jisuanjl 便携式
电子计算机的一种。因外形略像笔记本，所以
叫笔记本式计算机。

E笔迹】 biji IE 每个人写的字所特有的形象；字
迹＝核对～｜这可不像他的～。

E笔架E bijia c～儿）［苞用陶瓷、竹木、金属等制
成的搁笔或插笔的架儿。

E笔尖E bijian c～儿）强＠笔的写字的尖端部
分。＠特指钢笔的笔头：换个～。

E笔力E bili 圈写字、画画儿或做文章在笔法上
所表现的力量z ～雄健｜～道劲。

E笔立E bili 画画直立2 ～的山峰。
E笔录E bilu o 圈用笔记录：您口述，由我给您
～。 81E 记录下来的文字z 口供～。

E笔路1 bilu 圈。笔法。＠写作的思路。
E笔帽E bimao c～儿）圈套着笔头保护笔的
套JL o 

E笔名E biming IEl 作者发表作品时用的别名，
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

E笔墨E bimo 圈指文字或诗文书画等z ～流
畅｜西湖美丽的景色，不是用～可以形容的。

E笔墨官司】 bimo guan·si 指书面上的争辩z

打～O
E笔润E bi run 圆润笔。
E笔势E bishi 圈＠写字、画画儿用笔的风格g

～沉稳。＠诗文的气势：这首七律，～犹如大
江出峡，汹涌澎湃。

E笔试］ bishi 圃要求把答案写出来的考试（区

别于“口试勺。

E笔受E bishou ＜书〉画用笔记下别人口授的
话。

E笔顺E bi shun 隆重汉字笔画的书写顺序，如

“文”的笔顺是 1户， 2）斗， 3)::/, 4）文。

E笔算】 bisuan 画用笔写出算式或算草来计
算。

E笔谈l bitan O 圈两人对面在纸上写字交换
意见，代替谈话。＠圈发表书面意见代替谈
话。＠画笔记③（多用于书名） ：《梦溪～》。

E笔套l bitao c～儿）圈＠笔帽。＠用线、丝
主RJ戎或用布做成的套笔的东西。

笔 bl 69 

E笔体E bi ti 圈每个人写的字所特有的形象；笔
迹．对～｜我认得出他的～。

E笔挺E biting 圈状态词。＠像笔杆儿一样立

得很直g ～地站着｜士兵站得～～的。＠（衣
服）很平而折叠的痕迹又很直2 穿着一身～的主重三
西瓶。 专三三

E笔筒E bit凸ng 圈用陶瓷、竹木等制成的插笔

的简儿。
E笔头E bit6u （～儿）匾］＠毛笔、钢笔等用以写
字的部分。＠指写字的技巧或写文章的能

力g 他～有两下子｜你～快，还是你写吧！也说
笔头子。

E笔误E biwu O 画画因疏忽而写错了字z 这篇
文章～的地方不少。＠圈因疏忽而写错的

字z 精神不集中，写东西常有～。
E笔洗E bi xi 圈用陶瓷、石头、贝壳等制成的洗
涮毛笔的用具。

E笔下E bixia 圈。笔底下。＠指写文章时作

者的措辞和用意z ～留情。
E笔下生花E bixia-sh岳nghua 笔底生花。

E笔心】 bixin 同“笔芯”。
E笔芯E bixin 画铅笔或圆珠笔等的芯子。也
作笔心。

E笔形E bixing 圈汉字笔画的形状。楷书汉字

最基本的笔形是横（一）、竖（｜）、撇（ J ）、点
（叶、折（→）。

E笔肖lj] bixu岳〈书〉画笔指记载，削指删改，古

时在竹简、木简上写字，要删改需用刀刮去，后
用作请人修改文章的敬辞。

E笔译l biyi 画用文字翻译（区别于“口译勺。

【笔意l biyi 圈书画或诗文所表现的意境z ～

超逸｜～清新。
E笔友E biy凸u 圈通过书信往来、诗文赠答结交
的朋友。

E笔丰Ll bizha 圈古代指毛笔和写字用的小木
片，后泛指纸笔，又转指书信、文章等。

【笔债E bizhai 圈指受别人约请而未交付的

字、画或文章。

E笔战E bizhan 圈用文章来进行争论。
【笔者E bizh岳圈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的作
者（多用于自称）。

E笔政】 bizh岳ng 画报刊编辑中指撰写重要评
论的工作。

【笔直E bizhi 圃状态词。像笔杆儿一样直3 ～

的马路i站得～。
E笔致E bizhi IE 书画、文章等用笔的风格z ～

高雅。
【笔资］ bizi 圈旧时称写字、画画儿、做文章所

得的报酬。



I 10 I bi bi I 笔傅航鄙币必毕

E笔走龙蛇E bizoul6ngshe 形容书法笔势雄健
活泼。
卑 bi ＜书〉使（达到某种效果）：～众周知 1

～有所悟。
三三E 白日， bi 圈船底和船侧间的弯曲部分。［英
王三月i.u b峙］

鄙 bi 0 粗俗低下＝～陋｜卑～0 8ii辞，
用于自称：～人｜～意｜～见。＠〈书〉轻

视；看不起z ～弃｜～薄。＠〈书〉边远的地方：

边～。
E鄙薄l bib6 0 圃轻视g看不起z ～势利小人｜
脸上露出～的神情。＠〈书〉圃浅陋微薄（多

用作谦辞），～之志（微小的志向）。
E鄙称E bich岳『19 0 圈鄙视地称作z 不劳而食

者被～为寄生虫。＠圈鄙视的称呼：寄生虫
是对不劳而食者的～。

E鄙见E bijian 圈谦辞，称自己的见解。

E鄙但E bili ＜书〉回粗俗；浅陋z 文辞～，不登
大雅之堂。

E鄙吝E bilin ＜书〉圃＠鄙俗。＠过分吝啬o

E鄙陋l bllou E国见识浅薄z ～无知｜学识～。

E鄙弃E biqi 画看不起；厌恶z 她～那种矫揉造

作的演唱作风。
E鄙人E biren 圈＠〈书〉知识浅陋的人。＠
谦辞，对人称自己。

E鄙视E bishi ［；国轻视s看不起z 他向来～那些

帮闲文人。
E鄙俗E bisu 圃粗俗g庸俗2 言辞～。

E鄙夷E biyi ＜书〉圈轻视；看不起。
E鄙意l biyi 圈谦辞，称自己的意见。

、

bi （兮！）

币 ι bi 货币 2 硬～｜银～｜纸～｜人民
（瞥）～。

E币市E bishi 圈＠买卖各种用于收集、收藏的

钱币的市场。＠指币市的行市。
E币值E bizhi 圈货币的价值，即货币购买商品
的能力。

E币制E bizhi IBJ 货币制度，包括拿什么做货币
和货币的单位，以及硬币的铸造，纸币的发行、
流通等制度。

E币种E biz hong 圈货币的种类。

J以、 bi 0 圃必定s必然：我明天三点钟～
~ 到｜不战则已，战则～胜。＠圃必须；一定
要z 事～躬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
条件。 0 (Bi) 1BJ 姓。

日备E biooi i;国必须具备必须备有2 旅游～｜

～软件1～工具书。
ι也4导E bid品l 圃必须P一定要：捎信儿不行，～

你亲自去一趟。

也定l biding 圈。表示判断或推论的确凿

或必然z 他得到信儿，～会来｜有全组同志的共
同努力，这项任务～能完成。＠表示意志的坚

决：你放心，后天我～来接你。
日、恭必敬】 bigong-bijing 见 70 页【毕恭毕

敬J。
ι必将E bijiang 圃肯定会；一定会z 我们的目

标～实现｜不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

巨大灾难。

也必然】 bir6n 0 鹰属性词。事理上确定不移

的（跟“偶然”相对）：～趋势｜胜利～属于意志
坚强的人。＠圈哲学上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发展规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

发展的～。
ι必然王国l bir6n w6nggu6 哲学上指人在尚

未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之前，没有意志自
由，行动受着必然性支配的境界。参看 1740
页【自由王国］。

E必然性E bir6nxing 圈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

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必然性是由事
物的本质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认识
事物的本质（跟“偶然性”相对）。

['.16、修E bixiu ~属性词。学生依照学校规定
必须学习的（区别于“选修”） ：～课程。

ι必须E bixu 国＠表示事理上和情理上必要；
一定要：学习～刻苦钻研。＠加强命令语气＝

明天你～来。｜｜噩噩’“必须”的否定是“元须、
不须”或‘‘不必”。

ι必需E bixu 圈一定要有；不可少2 日用～品｜
煤铁等是发展工业所～的原料。

也必要】 biyao 固不可缺少：cf~这样不行z 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十分～的｜为了集体的利益，
～时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ι必要产品E biyao chanpin 由劳动者的必要
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剩余产品”相对）。

也必要劳动l biyδo laodong 劳动者为了维持

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所必须付出的那一部分劳
动（跟“剩余劳动”相对）。

也区、由之路E biy6uzhllu 指前往某处必定要经

过的道路，多用于比喻：信息化是企业现代化

的～。

t匕田 bi 0 完结；完成g 礼～｜～其功
寸~c旱）于一役。＠〈书〉全；完全：～生 i
～力｜群贤～至。＠二十八宿之一。＠侣。

函姓。
E毕恭毕敬】（必恭必敬） bigong-bijing 形容十



分恭敬。
E毕竟E bijing I画表示迫根究底所得的结论，强
调事实或原因＝这部书虽然有缺页，～是珍本｜

孩子～小，不懂事。

E毕露E bilu 画完全暴露z 原形～｜凶相～。

E毕命E biming ＜书〉画面结束生命（多指横死） : 
饮弹～。

E毕其功于一役E bi qi gong yu yT yi 将本应分
期分批做完的事情在－次行动中完成，也用来

形容急于求成z 作风建设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
固性，不可能～。

E毕生E bi sh岳ng 国一生g终生2 ～的精力｜～
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E毕肖E bixiao 画完全相像＝神态～。

E毕业E bi11ve 画在学校或训练班学习期满，
达到规定的要求，结束学习：大学～｜他的学习
成绩太差，毕不了业。

应卫 -- bi 0 ［刻关；合z ～门 l～目养神｜
冈JC阔）把嘴～上。＠堵塞不通z ～气 l～
塞。＠结束s停止 2 ～会｜～经。 0 (8））圈

姓。
E闭关E biguan 圈＠闭塞关口，指不跟外界往

来z ～政策。＠佛教用语，指僧人独居一处，
静修佛法，不与任何人交往，满一定期限才外
出。

E闭关锁国E biguan-suogu6 闭塞关口，封锁国

境，不跟外国往来。
E闭关自守E biguan-z )sh凸u 闭塞关口，不跟别

国往来，也泛指不跟外界交往。

E闭合E bihe 画首尾相连g封闭；合上2 ～循环

系统l午问～双眼，稍事休息。

E闭会E bihui 画会议结束。
E闭架E biiia 圈指由读者填写借书条交图书管
理员到书架上取书，交给读者阅览（区别于“开

架”） ：～借阅。

E闭经E bijTng 画妇女年满 18 岁而没有来月经

或因疾病、精神剌激、生活环境改变等原因月
经停止三个月以上，叫作闭经。

E闭卷E bijuan （～儿）睛一种考试方法，参加考
试的人答题时不能查阅有关资料（区别于“开

卷勺。

E闭口E bikou 圈合上嘴不讲话，也指不发表意

见＝～不言。
E闭口韵E bllφuyun 圈以双唇音 m或 b 收尾

的韵母。普通话没有闭口韵，但在南方一些方
言中有闭口韵，如粤方言A的“三

E闭路电视E bih江－dia『ishi 图像信号只在有限的

区域内通过电缆或光缆传送的电视系统。广

泛应用于工业、教育、医学、科学研究等方面。

毕闭些他庇郎｜ bl ~ 

E闭门羹】 bimengeng !Bl 见 172 页【吃闭门

羹］ o
E闭门思过E bimen sTguo 关上房门，独自反省

过错。多指独自进行自我反省。
E闭门造车E bimen-zaoch岳关上门造车，比喻主矗三
只凭主观办事，不管客观实际。 雪E

E闭目塞听E bi『nu-s岳ting 闭着眼睛，堵住耳朵，

形容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或不了解。
E闭幕J bi;;mu 圈＠一场演出、）个节目或一

幕戏结束时闭上舞台前的幕。＠（会议、展览
会等）结束z ～词｜运动会胜利～。

E闭气E bi;;qi 圈＠呼吸微弱，失去知觉z 跌了

一跤，闭住气了。＠有意地暂时抑止呼吸s ～
凝神｜护士放轻脚步闭住气走到病人床前。

E闭塞E bise 0 画堵塞2 管道～。＠团团交通
不便g偏僻3风气不开g 他住在偏远的山区，那

里十分～。＠回消息不灵通：老人久不出门，
～得很。

E闭市l bi;;shi ~型商店、市场等停止营业。
E闭锁E bisu凸圃＠自然科学上指某个系统与

外界隔绝，不相联系 2 计算机～技术。＠医学

上指瓣膜、管状组织等严密合拢＝胆道～。＠
泛指封闭，与外界隔绝＝心理～o

E闭庭E biting E到指一次法庭审理程序或整个
审判程序结束。

E闭眼l bi;;y凸n 圈。闭上眼睛2 ～睡觉。＠

婉辞，指人死亡z 老人～的时候，儿女都在身
旁。

E闭月羞花E biyue-xiuhua 使月亮躲藏，使花朵

害羞，形容女子容貌非常美丽。也说羞花闭
月。

E闭嘴E bi;; zui rn;国住口（多用于阻止）：你给我

～｜还不快闭上嘴。

七匕 bi 0 （书〉毗邻p相连。＠用于地名 2 五
二t ～｜六～（都在浙江）。
似 bi （书〉铺满耐。

\ 

庇 bi 遮蔽；掩护z 包～ l～护。

U庇护E bihu l虱袒护；保护z ～坏人｜～权。

U克护权E bihuquan 圈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

而来避难的外国人给予的居留的权利。
U克护所E bihusuo 固保护人或动物等使其不

受侵害的处所g 流浪动物～。
U克荫］ biyin （书〉圈。（树木）遮住阳光。＠
比喻尊长照顾或祖宗保佑。

U庇佑E biyou ＜书〉圈保佑z 神明～。

J、l飞 Bi ＠古地名，在今河南豪阳东北。＠
~'f.J !Bl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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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 bi ＜书〉偏邪；不正＝～辞（邪僻的
破（被）言论）。
苏 bl 0 ＜书〉芳香。 8 CB））酬。

异 bl ＜书〉给；给以：～以重任｜投～柑

峪 bi 用于地名 z 哈～嘎（在河北）。

户~ bl ＜书〉＠闭门；闭。＠谨慎。
问（阔）
,)r"J Bl 0 泌阳CB1y6n肘，地名，在河南。＠
艺在J＇ 圈姓。

另见 899 页 mlo

rt ;:., i ＜书〉马肥壮的样子。
$（郎）
琐 bl ＜书〉刀鞠下端的饰物。
~＼（主理）
王单 1 ＜书〉装饰得很美的样子。
页（黄）另见 61 页胁。
E责临l bilin ＜书〉国光i恼。

革1 斗 bi 〈书〉同哇”。
（墓）

草2 （草） bl 见下。
[11在拨E bibo ~多年生藤本植物，叶子卵状，心
形，雌雄异株，浆果卵形。果穗可入药。

E革路蓝缕E bllu」anlo 同“第路蓝缕”。

秘 bl ＜书〉娥等兵器的柄。

应 bi ＜书〉谨慎小心： ~ ffltr～后。

哗（啤） bi 见下。
E哗叽E bijT 圈密度比较小的斜纹的毛织品e
［法 beige]

悴（健） bl 见下。
[i毕锣E bllu6 画古代的一种食品。

隆 bl ＜书〉宫殿的台阶2 石～。

E隆下l bixia 圈对君主的尊称。

拌 i 古代朝版的麟，围在衣服的
（辑）前部，用以遮护膝盖。

毙 iO 死（用于人时多含
（毙、嗅）贬义）：～命i击～ 1牲畜倒

～。＠〈口〉圈枪毙①z 昨天～了一个抢劫杀
人犯。＠医国枪毙②z 那个节目被审查组～了。
＠〈书〉仆倒z 多行不义必自～。

E毙命E bimlng 圈丧命（含贬义）。
6旨伤E bishang 圈打死和打伤（敌人或坏人） : 

～敌军五十余人。

/;:}J bi 圈金属元素，符号园。银白
、（卸）色或带粉红色，脯，不纯时脆，凝
固时有膨胀现象。用来l!Jtj低熔合金，也用于核
工业和医药工业等方面。

::C.t\f A , , bl 0 译音用字，如秘鲁（国
』、（6*;f;t、）名在南美洲）。 8 CB））酬。

另见 899 页 ml。“秘”另见 899 页 mlo

狸 bl 见下

E狸狞】 bl ’。n ＜书〉圈
。传说中的一种走
兽，古代常把它的形
象丽在牢狱的门上。
（见右图）＠借指监
狱。

草 bi 旧同“蔑”。

E草草草E bixie ~多年
生藤本植物，叶子略

1毕狞

呈心脏形，根状茎横生，圆柱形，表面黄褐色，

可入药。

桂 bl 见F

E挫丰互E blhu 圈古代官署前拦住行人的东西，

用木条交叉制成。

库 bl ＜书〉＠低洼z 陕塘卜。 8 ~：宫
室卑～（房屋低矮）。

、 bi 0 ＜书〉破l日；破烂：～衣｜舌～唇焦。

r11人＠谦辞，用于称跟自己有关的事物：～
姓｜～处 l～校。＠〈书〉衰败：凋～｜经久不
~ 。

E敝人l blren ~对人谦称自己。
E敝履】 bixi ＜书〉圈破旧的鞋，比喻没有价值

的东西：视功名若～。
E敝帚千金】 blzhou叩anjTn 敝帚自珍。

E敝帚自珍】 blzh凸u-zizhen 破扫帚，自己当宝

贝爱情，比喻东西虽不好，可是自己珍视。也

说敝帚千金。

姆 bi 姆女2 奴～ I :i!Ztyj～膝。

U串女E bino I望旧时有钱人家雇用的年轻女
仆。

面 bi 啪圈二百。

巅｛ bi 见下。
（最）

E巅展E bixi O ＜书〉圈用力的样子。＠圈传
说中的一种动物，像龟。旧时大石碑的石座多
雕刻成巅展形状。（图见 54 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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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中 bl （书〉用荆条、竹子等编成的篱 l 家当作法病强身、修炼成仙的一种方法。
（翠）笆或其他遮拦物。 I c辟邪E bl;;xie 圈避免或驱除邪祟。

E生在第E bili 同“筹集”。 I c辟易E biyi ＜书〉圈退避（多指受惊吓后控制
E童在路蓝缕E bilu-lan16 《左传·宣公十二年》：｜ 不住而离开原地）：～道侧｜人马俱惊，～数里。
“第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是说驾着柴车，｜苍白 bi 0 ＜书〉青绿色的玉石。＠青绿色z 草草
穿着破旧的衣服去开辟山林哗路：柴仨蓝｜王军～草l澄～。 8 CBi) 圈姓。 雪E
缕：破衣服）。形容创业的艰苦。也作革路 I c碧波】 bib6 圈碧绿色的水波：～荡漾｜～万
蓝缕。 | 顷。
滔 bi （书〉浴室。 jm空】胁。ng 圈青蓝色的天空：～如洗。
：~ I ［碧蓝J bilan IH2J 状态词。形容深而澄澈的蓝
J~E! bi 见下。 | r~益 | 色：～的大海｜天空～～的。
E「叮 I c碧绿】 bi1u E回状态词。形容浓绿色z ～的荷
E恼亿l biyi （书〉圃烦闷。也作脂臆。 | 
' ..__. I 叶｜田野一片～。品售 bi （书〉乖庚s执拗z 刚～自用。 | 1"!6 I E碧螺春E bilu6chun 圈绿茶的一种，卷曲呈螺

粥～ bi 南辅助：辅～ | 状忏太阳庭山( ~5国） I c碧落E biluo ＜书〉圈天空。

蘑 bi 见下。

E蔑麻E bim6 圈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大，掌状分裂。种子叫声在麻子，榨的油叫蔑
麻油，医药上做泻药，工业上做润滑油。也叫
大麻子CdamazD 。

畔－ bi （书〉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
（腥）禁止通行础跟帝王行止有关的

事情：驻～（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

吕 bi 见下。

盯画臆E biyi 同“幅忆”。

屏 J」 bi 痹症2 风～｜寒～｜湿～。
了踵）

E痹症l bizheng 圈中医指由风、寒、湿等引起
的肢体疼痛或麻木的病。

娼 bi （方〉酬火烘干。

海 i 圈挡住渣浮或泡着的东西，
（津）把液体倒出：～汤药！把汤～出去。

禅 bi （书〉益也～益｜无～于事（对事情没
有益处）。

另见 994 页 pL

E禅益E biyi （书〉＠固益处：学习先进经验，
对于改进工作大有～。＠画使受益2 植树造
林是～当代、造福子孙的大事。

辟1 bi 0 （书〉君主2 复～。＠〈书〉帝王
召见并授予官职z ～举（征召和荐举）。

8 (Bi) 画姓。

辟2 bi （书〉＠排除：～邪＠同“避”。
另见 991 页 pT; 995 页 pi 0 

E辟谷E big心画不吃五谷等各种食物。方士道

E碧笠】 bixl 圈宝石的一种。参看 295 页【电

气石］ o

E碧血l bixue 圈《庄子·外物》z “丧弘死于蜀，

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后多用“碧血”指为正

义事业而流的血z ～丹心。
E碧汹汹l biy6uy6t』（口语中也读 biyouy己Li)

（～的）圈状态词。绿油油 z ～的麦苗。

E碧玉】 bivu 圈绿色或暗绿色的软玉。
蔽 bi 遮盖挡住t～ l遮～｜衣不～阳

云～日。

E蔽蒂E bifei ＜书〉圃形容树干树叶微小。
E蔽塞】 bise o ＜书〉圈堵塞；窒塞。＠睛不
开ill ；闭塞。

E蔽障l bizhang O 画遮蔽；阻挡：浓雾～了视
线｜防护林～住风沙。＠圈起遮蔽或阻挡作
用的东西2 越过～｜清除～。

翻 bi 见下。

E甜苦李l bib6 （书） Ifill 形容香气很浓。

算 bi 见下
E算子E bi•zi t8J 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器
具，如蒸食物用的竹算子，下水道口上挡住垃

圾的铁算子等。

弊 ι bi 0 欺诈蒙骗、图占便宜的行
（嗅）为2 作～｜营私舞～。＠害处；毛

病（跟“利”相对） ：兴利除～｜切中时～。

E弊病E bibing 圈。弊端：管理混乱，恐有～。

＠缺点或毛病z 制度不健全的～越来越突出了。
E弊端】 biduan 函由于工作上有漏洞而发生

的损害公益的事情＝消除～。
E弊害1 bihai ~弊病；害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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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弊绝风清l bijue-f岳ngqlng 形容社会风气好，

没有贪污舞弊等坏凛惰。也说风清弊绝。

E弊归 bizheng ＜书） IBl 有害的政治措施z 抨
击～｜革除～。

鬓 bi （书〉献。

薛 bi 0 见下＠（明姓。

E薛荔E bill 圈常绿藤本植物，茎蔓生，叶子卵

形。果实球形，可做凉粉，茎叶可入药。

筹 bi 见下
B寄栗l bill 同“筹集”。
E筹集E bill IBl 古代 飞二与λ
管乐器，用竹做管， 飞
用芦苇做嘴，汉代从

西域传入。也作缚 .集
栗、磐策、第策。

筐刊用筐子梳～头

E筐子E bi•zi IBJ 用竹于‘制成的梳头用具，中间
有梁儿，两侧有密齿。

壁 bi 0 墙z ～报 l ～灯｜家徒四～｜铜墙铁
～。＠某些物体上作用像围墙的部分：

井～｜锅炉～ i细胞～。＠像墙那样直立的山

石：绝～l峭～。＠壁垒z 坚～清野。＠二十
八宿之一。

E壁报E bibao 圈机关、团体、学校等办的报，把

稿子张贴在墙壁上。也叫墙报。

E壁布E bi bu 圈贴在室内墙上做装饰或保护用

的布。
E壁橱E bichu IBJ 墙体上留出空间而成的橱。

也叫壁柜。
E壁灯E bid岳ng I萄装置在墙壁上的灯z 一盏～。

E壁挂J bigua O IBJ 挂在墙壁上的装饰物z 毛
织～l 印染～｜木雕～。 Ol~ 属性词。安装在
墙壁上的2 ～炉｜～空调。

E壁柜E bigui 圈壁橱。

E壁虎】 bihu 圈爬行动物，身体扁平，四肢短，

趾端扩展，有秸附能力，能在壁上爬行。吃蚊、
蝇、娥等小昆虫，对人类有益。也叫揭虎，旧称
守宫。

E壁画E bihua 圈绘在建筑物的墙壁或天花板

上的图画z 敦煌～。
E壁垒E bil岳I IBJ 0 古时军营的围墙，泛指防御
工事。＠比喻对立的事物和界限z 两种观点
～分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大～。

E壁垒森严l bil岳i-s岳ny6n 形容防守很严密或

界限划得很分明。

E壁立E bill 圈（山崖等）像墙壁一样陡立z ～千
切｜～的山峰。

E壁炉E bilu 睛就着墙壁砌成的生火取暖的设
备，有烟囱通到室外。

E壁球E bi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场地一

端是一面墙，比赛时一方向墙击球，球弹回落
地后由另一方回击。分单打和双打。也叫壁
式网球。＠壁球运动使用的球，用纯橡胶或

合成橡胶制成。
E壁上观E bishangguan 见 1756 页［作壁上观］o
E壁茧\J bishl 圈＠蝉（pi)。＠〈方〉臭虫。
E壁式网球E bishi-wangqiu 壁球①。

E壁饰E bishi 圈墙壁上的装饰物。
E壁毯E bit凸n 圈毛织壁挂。也叫挂毯。
E壁厢l bixiang 圈边；旁（多见于早期白话） : 
这～｜那～o

E壁葬E bizang llWJ 安置死者骨灰的→种方法，
将骨灰盒嵌在专门砌成的墙壁内．～、海葬等
绿色生态丧葬形式日益为市民所接受。

E壁障】 bizhang 圈像墙壁的障碍物，多用于
比喻：消除双方之间的思想～。

E壁纸E bizhT 圈贴在室内墙上做装饰或保护
用的纸。也叫墙纸。

E壁钟J bizhong IBJ 挂钟。
、＇＊－ bi 圈。躲开g回避z 退～｜～而不谈｜～
~一会儿雨。＠防止z ～孕｜～雷针。
E避风】 bi;;f岳ng 圈。躲避风：找个～的地方

休息休息。＠比喻避开不利的势头。也说避
风头。

E避风港E bit岳nggang IBJ 供船只躲避大风浪
的港湾，比’俞可以躲避激烈斗争的地方。

E避风头E bi f岳ng• tou 避风②。

E避讳E bi;;hui 圈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
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
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作避讳。

E避讳E bi•hui 圈＠不愿说出或听到某些会
引起不愉快的字眼JL ：行船的人～“翻、沉”等字

眼儿。＠回避z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
E避忌E biji 圈避讳（bi• hui)0 
E避坑落井】 bik岳ng-luojTng 躲过了坑，却掉进

了井里，比喻避开一害，又遇另一害。
E避雷器E bil岳1qi 圈保护电气设备避免雷击的
装置，通常装在被保护设备附近，原理和避雷
针相同。

E避雷针E bileizh岳n 圈保护建筑物等避免雷击

的装置。在高大建筑物顶端安装一个金属棒，
用金属线与埋在地下的金属板连接起来，通过

金属棒和金属线，将云层所带的电弓｜入地下。
U主免E bimian F型设法不使某种情形发生p防

止＝～冲突｜看问题要客观、全面，～主观、片面。
脏难E bi,rnan 圈躲避灾难或迫害z ～所。



E避让E birang [ll!jJ 躲避；让开：～道旁。

避婪僻湃臂奠璧袋建第边 I bi bian I 1s I 

E壁调tl bixie ＜书〉圃敬辞，退还原物，并且表
示感谢（多用于辞谢赠品）。

男主 bi 0 ＜书〉衣服上打的裙子，脱衣服
的皱纹．皱～。＠肠、胃等内部器官上的

裙子：胃～。

E避世】 bishi 画脱离现实生活，避免和外界接

触z ～绝俗。
E避暑E bi矿shu 圈＠天气炎热的时候到凉爽
的地方去住：～胜地｜夏天到北戴河～。＠避
免中暑：天气太热，喝点儿绿豆汤～。

E避税】 bi§shui 画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的前

提下规避纳税。

E避嫌E bi§ Xi归国国避开嫌疑。
E避邪E bi§xie 画用符咒等避免邪祟。

E避孕】 bi;;yun [NJ] 通过工具（避孕套、阴道隔
膜、子宫环等）或药物阻止精子和卵子相结合，
或使受精卵不能在子宫内发育，以不受孕。

E避孕套E biyuntao ［萄避孕工具，圆筒状薄膜
套，用天然乳胶制成。也叫安全套。

E避重就轻】 bizhong-jiuqlng 避开重要的而拣
次要的来承担，也指回避主要的问题，只谈无

关紧要的方面。

娶 bi （书〉＠宠爱＝ ~~I～叫受宠
爱2 ～臣｜～妾。＠受宠爱的人。

惮 bi （~） ＊腿峭大腿骨：抚～长叹

E僻肉复生l birou-fusheng 因为长久不骑马，大

应且上的肉又长起来了，形容长久安逸，无所作为。

痹 bi 椭咐。bi) ，脯，在云南。

臂问胳膊z 左～｜～力｜振～酬。
另见 60 页· bei 0 

E臂膀】 bibiing 圈。胳膊。＠比喻得力的助手。

E臂膊E bib6 （方〉圈胳膊。

E臂力E bili 圈臂部的力量。
E臂章E bizhang 圈佩戴在衣袖（一般为左袖）
上臂部分表示身份或职务的标志。

E臂助E bizhu ＜书〉＠圈帮助z 屡承～，不胜

感激。＠函助手＝收为～。

典 bi （书〉＠怒＠壮大。

璧 bi 古代
的一种

玉器，扁平，
圆形，中间有
小孔2 白～无

瑕。
E璧还E bihuan 
〈书＞ [NJ] 敬

辞，用于归还
原物或辞谢
赠品g 所借图

书，不日～。

璧

建 i （书〉＠刊。＠慨。
c~踹）

簿 bi 见下。

E簿策E bili 同“筹集”。

bian c 令jl手）

平4舍、｛ bian O 圈几何图形上夹成角
也（遥）的射线或围成多边形的线段。
＠（～儿） IE] 边缘①z 海～｜村～｜田～！马路
～儿。＠（～儿）圈镶在或画在边缘上的条状装

饰：花～儿 l金～儿｜裙子下摆加个～儿。＠边
界；边境：～疆｜～防｜戍～。＠界限2 ～际｜一

望无～。＠靠近物体的地方z 床～ l身～。＠

圈方面·双～会谈｜这～那～都说好了。＠国
用在时间词或数词后，表示接近某个时间或某

个数目：冬至～上下了一场大雪｜活到六十～上

还没有见过这种事。。圃两个或几个“边”字
分别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动作同时进行＝～
干～学｜～收件，～打包，～托运。⑩ CB ion）睛

姓。

、 、自 • bian （～JL）方位词后缀z 前～｜
也（遏）里～｜东～｜左～。
E边岸l bian'an 画水边的陆地；边际z 湖水茫

茫，不见～O

U鄙E bianbl ＜书〉圈边远的地方。
rui城E biancheng 画靠近国界的或边远的城

市O
E左隆E bianchui IEJ 边境z ～重镇。
E边地】 biandi 圈边远的地区。

rui防E bianfang 圈边境地区布置的防务z ～

部队。
位锋E bianf岳ng 圈足球、冰球等球类比赛中

担任边线进攻的队员。

rui幅E bianfu IEl 布吊的边缘，借指人的仪表、

衣着：不修～o
E边关E bianguan IE] 边境上的关口 z 镇守～。

rui患E bianhuan ＜书〉圈边疆被侵扰而造成
的祸害g ～频仍。

E边际E bianji ［苞边缘s界限（多指地区或空

间）：一片绿油油的庄稼，望不到～｜汪洋大海，
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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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2检】 bianjian 圈边防检查：加强～工作。

E边疆E bianjiang ~靠近国界的领土。
E边角料】 bianjiaoliao ~制作物品时，切割、
裁剪下来的零碎材料。

E边界E bianjie ~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界线（多
指国界，有时也指省界、县界），～线｜越过～。

E边境E bianjing IBl 靠近边界的地方。
E左境贸易］ bianjing maoyi 相邻国家的贸易
组织或边境居民在两国接壤地区进行的贸易

活动。简称边贸。

E边款E biankuan 圈刻于印章侧面或上端的

文字、图案等。
E边框l biankuang （～儿）圈挂屏、镜子等扁平
器物的框子。

[Jt2贸E bianmao ~边境贸易的简称。
E边门E bianrr市1 圈旁门。
E边民E bianmin 圈边界一带的居民。

也卡E bianqi凸圈边界上的哨所或关卡。

[Jt2区E bianqu 圈我国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
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几个省连
接的边缘地带建立的根据地，如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等。

E边塞E biansai 圈边疆地区的要塞。

U式E bian· shi ＜方〉圈。（装束、体态）漂亮
俏皮。＠戏曲演员的表演动作潇洒利落z 他

扮演的关羽，动作～，嗓音洪亮。
险事E bianshi ＜书〉固与边境有关的事务，特
指边防军情：～紧急。

[Jt2务E bianwu 圈与边境有关的事务，特指边

防事务。

[Jt2线l bi岳阳ion IBJ 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

场地两边的界线。
E主沿E bianv白n IBl 边缘①z ～地带。
[Jt2音E bianyin IBJ 口腔中间通路阻塞，气流从

舌头的两边通过而发出的辅音。如普通话语
音的声母｜。

[Jt2缘E bianyuan 0 南沿边的部分g ～地区。

处于破产的～。＠晒属性词。靠近界线的g
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z ～学科。

由缘化E bianyuanhua 圈使靠近边缘；使处

于不重要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中，要防止一些
发展中国家被～。

E边缘科学E bianyuan k岳xue 以两种或多种学
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如以地质学和
化学为基础的地球化学，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

基础的生物物理学等。
E左远E bianyu凸n 圈属性词。靠近国界的；远

离中心地区的z ～地区 l～县份。
[Jt2寨E bianzhai IBJ 边境地区的寨子。

眨 bian O 眨石。＠古代用眨石治病，特
指用石针扎皮肉治病．针～0寒风～骨。

＠比喻讥和lj ；批评z 痛～时弊。
E泛骨J biang心画刺入骨髓，形容使人感觉非

常冷或疼痛非常剧烈z 朔风～｜奇痛～。

E眨石E bianshi 圈古代治病用的石针或石片。
A余·盹噜 bi an 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果实、
me篷）干肉等的竹器。
篇 bian 见下。

另见 79 页 bi凸no

E蔚蓄J bianxu 白雪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
椭圆形或披针形，在外，绿白色或红色。全草人药。

编飞 bian O 圃把细长条状的东西
（媚）交叉组织起来：～筐｜～辫子｜～草

帽。＠圈把分散的事物按照→定的条理组织

起来或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组｜～队｜
～号。＠画编辑2 ～报 l～杂志。。画创作

（歌词、剧本等） ：～歌｜～话剧 l～了个曲儿。＠
巨型捏造g 瞎～｜～派｜～瞎话。＠成本的书（多

用于书名）：正～（续～ l人手一～｜《故事新～》。
·~书籍按内容划分的单位，大于“章’.，：上

～ l 中～｜下～。＠编制2 ：在～｜超～｜～外。
Cl) (Bran）国姓。

E编程l bianch自ng B国编制计算机程序。

E编创】 bianchuang E量编写创作；编排创作z
～人员｜～舞蹈。

E编次】 bianci O ~按一定的次序编排。＠
圈编排的次序z 打乱～。

E编导E bi and凸0 0 画编剧和导演2 ～人员｜

这两年，他～了几部新戏。＠圈做编剧和导

演工作的人。
E编订】 bianding 画编篡校订z ～《唐宋传奇

集》。
E编队E bi an;; dui ~ O 把分散的人、运输工
具等编成一定顺序或某种组织形式。＠军
事上指飞机、军舰等按一定要求组成战斗单
位。

E编发】 bianfa 画编辑发排s编辑发布：～诗

稿｜～会议简报。
E编号E bianhao O ＜户）圃按顺序编号数2

新书尚待～｜新买的图书编上号以后才能上架
出借。＠圈编定的号数2 请把这本书的～填
在借书单上。

E编绘］ bianhui 圈编辑绘制z ～连环画。

E编辑E bianji 圈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

理、加工2 ～部｜～工作。
E编辑E bian· ji 画＠做编辑工作的人。＠新
闯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的中级专业职称。

E编校】 bianjiao 圈编辑并校订2 ～古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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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的～质量。 I c编委E bianw岳i ｛萄指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2 聘
E编结l bianjie 国编①·～毛衣｜～渔网。 | 他为这套丛书的～。
E编剧E bianju O c -11 ）圈编写剧本。 8 ~I I C编舞l bianw心。（ －／／一）圃编创舞路。＠函

编写剧本的人。 | 编创舞蹈的人。
E编列E bianlie 画＠编排2 把文章收集在一 IC编写E bianxi岳国＠就现成的材料加以整理，主主

起，～成书。＠制定规程、计划等，安排有关项 l 写成书或文章：～教科书。＠创作：～剧本。 辈辈
目。 I c编修E bianxiu O 画编篡（多指大型图书）：

E编录E biiinh江南！摘录并编辑2 ～资料。 | ～国史｜～《四库全书》。 8 f'8J 古代官名，负责
E编码］ biiinm凸 0 （－／／一）［到用预先规定的方｜ 编寨国史等书籍。
法将文字、数字或其他对象编成代码．或将信 I c编选E bianxuan 圃从资料或文章中选取一
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广泛使用｜ 部分加以编辑：～教材l～摄影作品。
在计算机、电视、遥控和通信等方面。＠画用 I c编演l bianyan 回］创作并演出（戏曲、舞蹈
预先规定的方法编成的代码；由信息、数据转｜ 等）：～文艺节目。
换成的规定的电脉冲信号：邮政～。 I E编译E bianyi O I司编辑并翻译。＠圈做编

E编目】 b阳mu 0 （什）画画编制目录z 新购！ 译工作的人。
图书尚未～！本馆编了目的图书已有十万种。 I c编余E bianyu I归属性词。（军队、机关、企业
＠圈编制成的目录：图书～。 | 等）整编后多余的·～人员。

E编内】 biiinr E园属性i司。（军队、机关企业 I c编逅】 bian 
等）编肯~VJ. 内自＜1: ～职工。 I （多指报表等）：～名册｜～预算。＠凭想象创

E编年E biiin『
年、月、日顺序编排．～史！～文集。 | ＠捏造z ～谎言。

E编年体l bianni6ntT 回国传统史书的一种 I c编者l bianzh岳圈编写的人；做编辑工作的人。
体裁，按年、月、日编排史实。如《春秋》、《资治 I c编者按】（编者案） bianzh岳’an 圈编辑人员对
通鉴将就是编年体史书。 | 文章或消息所加的意见、评论等，常常放在文

| 章或消息的前面。E编排l biiinp6i ［量。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先 l
后z 课文的～应由浅入深。＠编创并排演：～ I c编织E bianzhT ［司把细长的东西互相交错或

| 钩连而组织起来g ～毛衣。根据民间传说～成
戏剧小品 l～舞蹈。 | 

| 一篇美丽的童话。
E编派E bicin• pai （方〉国夸大或想造别人的 lI c编制】1 bicinzhi 圈＠把细长的东西交叉组
缺点或过失；编造情节采取笑。 | 

| 织起来，制成器物z 用柳条～的筐子。＠根据
E编造E bicinqian ［制改编并遣散编余人员。 | 

| 资料做出（规程、方案、计划等）：～教学方案。
E编辈辈E bicinqing 圈古代打击乐器，在架子上｜I c编制Y bianzhi 因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
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石制的磐，用小木槌｜

| 数量的定额和l职务的分配．扩大～。
敲打奏乐。 I 

I E编钟E bianzhong 圈古代打击乐器，在架子

编磐

E编审E bi an sh邑n 0 圈编辑并审定：～稿件。

－~做编审工作的人。＠墨写新闻出版机构
中编辑人员的最高专业职称。

E编外E bianwai 圈属性词。（军队、机关、企

业等）编制以外的：～人员。

上悬挂→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用小木槌敲
打奏乐。

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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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编著E bianzhu 圈编写；著述：～历史教材。
E编撰E bianzhuan 画编篡；撰写：～书籍。
E编缀E bianzhL』i 圈＠把材料交叉组织成器

E三二 物5编结－＝～花环。＠将有关的资料、文章等

王 收集起来编成叫辑3叩
E编组E bia『1// zu 画把分散的人、交通工具等
安排成一定形式的单位或单元。

E编篡E bianzuan 圃编辑（多指资料较多、篇

幅较大的著作）：～词典｜～百科全书。

必自 bian [lllj] 烹调方法，把葱、姜或肉丝等放
万附在热油里炒，不必太熟：～锅｜～牛肉丝｜

炸酱前先～肉丁儿。

蝙 bian 见下

E蝙蝠E bianfu 圈哺乳动物，头部和躯干像老
鼠，四肢和尾部之间有皮质的膜，夜间在空中

飞翔，吃蚊、峨等昆虫。视力很弱，靠本身发出
的超声波来引导飞行。

使 bian 见下

E德舆E bi any白圈古代的一种竹轿。
偏 bi an 圈蝙鱼，身体侧扁，
呵’可（偏、 Z鞭）头小而尖，鳞较细。生活
在淡水中。

鞭 bian O 圈鞭子2 扬～｜快马加～。＠
古代兵器，用铁做成，有节，没有锋刃 2 钢

～｜竹节～。＠形状细长类似鞭子的东西：教
～｜竹～。＠供食用或药用的某些雄兽的阴

茎z 鹿～｜牛～。＠画成串的小爆竹，放起来

响声连续不断z 放～ J 一挂～。＠〈书〉鞭打＝
～马｜掘墓～尸。

E鞭策E bi a nee 圃用鞭和策赶马，比喻督促：
要经常～自己，努力学习。

E鞭长莫及E bianch6ng-m6ji 《左传·宣公十五

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原来是说虽然鞭
子长，但是不应该打到马肚子上，后来借指力
量达不到。

E鞭答E bianchl ＜书〉圈用鞭子或板子打。
E鞭打E bianda 圈用鞭子打。

E鞭打快牛J bianda-kuainiu 用鞭子抽打跑得

快的牛，比喻对先进的单位或个人进一步增加
任务或提出过高的要求。

E鞭毛E bianm6o 圈原生质伸出细胞外形成

的鞭状物，一条或多条，有运动、摄食等作用。

鞭毛虫以及各种动植物的精子等都有鞭毛。
E鞭炮J bianpao 圈＠大小爆竹的统称。＠
专指成串的小爆竹。

E鞭辟近里E bianpi-jinli 鞭辟入里。

E鞭辟入里E bianpi叫Ii 形容能透彻说明问题，

深中要害（里：里头）。也说鞭辟近里。

E鞭挝E bianta 圃鞭打，比喻谴责、抨击：这部
作品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惰的揭露和～。

E鞭子】 bian· zi 圈赶牲畜的用具z 马～。

I/ 

bi凸n C 令Jl手）

贬 bian [1;lj] O 降低（封建时代多指
（贬）棚，现代多指价值）：～黝 1～值 1

他曾被朝廷～到边远地区做官。＠指出缺点，
给予不好的评价（跟“褒”相对）：他被～得一无

是处。
E贬称E bianch岳ng 0 圈用含有贬义的言辞来

称呼：民间把彗星～为“灾星”。＠圈含有贬
义的称呼：“灾星”是民间对彗星的～。

E贬斥】 bianchi 圈。〈书〉降低官职。＠贬

低并排斥或斥责。
E贬黝E bianchu ＜书〉圈贬斥①g 黝退。

E贬词E bianci 函贬义词。

E贬低E bi an di [1;lj] 故意对人或事物给以较低的

评价：～人格 l对这部电影任意～或拔高都是
不客观的。

E贬官】 bi凸nguan 0 <-11一）画降低官职z 因
失职而被～。 81Bl 被降职的官吏。

E贬损】 bians心n 圈贬低：不能～别人，抬高自

已。
E贬义】 bianyi 圈字句里含有的不赞成的或坏

的意思z ～词｜这句话没有～。
E贬义词】 bi凸nyici 圈含有贬义的词，如“阴谋、

叫裙、顽固”等。也叫贬词。

E贬抑E bianyi [lllj] 贬低并压抑：人格受到～。

E贬责J bianze 圃指出过失，加以批评s责备z
横加～｜不待～而深刻自省。

E贬滴E bianzhe 画封建时代指官吏降职，被派
到远离京城的地方。

E贬值E bian;; zhi [1;lj] 0 货币购买力下降z 钱

贬了值了。＠降低本国单位货币的含金量或
降低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比价。＠泛指价值降
低z 商品～。

E贬耳HJ b1凸nzhi 〈书〉毒面降职。

室灿〈书〉埋葬。

扁 bi凸no~ 图形或字体上下的距离比左
右的距离小；物体的厚度比长度、宽度小z

～圆｜～体字｜～盒子l馒头压～了。别把人看～
了（不要小看人）。＠〈方〉晴打g揍z 挨～ J ～

他一顿。＠侣的时圈姓。
另见 996 页 pi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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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扁柏】 bi凸nb凸 i t萄常绿乔木，叶子像鳞片，果

实呈球形。木材可做建筑材料和器物。
E扁担E bian· dan 圈放在肩上挑东西或抬东
西的工具，用竹子或木头制成，扁而长。

E扁担星】 biiin· danxTng ［割牛郎星和它附近
两颗小星的俗称。民间传i.)?/J、星是牛郎的两个
孩子，牛郎挑着他们去见他们的母亲织女。

E扁豆】（蔚豆、棉豆、稳豆l biandou 圈＠一年
生草本植物，茎蔓生，小叶披针形，花白色或紫
色，英果长椭圆形，扁平，微弯。种子白色或紫
黑色。嫩英是常见蔬菜，种子可入药。＠这
种植物的英果或种子。

E扁骨E bi凸ngu 圈扁平的骨头，如胸骨、颅骨中
的顶骨等。

E扁率E bi凸nlu 圈扁球体的半长轴 α 和半短轴

b之差与半叫“的比值子，用来表示附
体扁平的程度。

b 

“ 

α，半长铀 b半短轴

扁率

E扁平足】 biiinpingzu 圈指足弓减低或塌陷，
脚心逐渐变成扁平的脚，也指这样的脚病。也
叫平足。

E扁食E bian· shi ＜方〉［包饺子或馄饨。
E扁桃E b的ntao 圈。落叶乔木，树皮灰色，叶

子披针形，花粉红色，果实卵圆形，光滑，易破
裂。果仁可以吃，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
果实。 II 也叫巴旦杏。＠〈方〉蟠Cp6nl桃①

②。
E扁桃体） bi凸ntaotl IEl 分布在上呼吸道内的
一些类似淋巴结的组织。通常指口因膊部的扁
桃体，左右各一，形状像扁桃。旧称扁桃腺。

E扁桃腺E biantaoxion [EJ 扁桃体的旧称。
E扁形动物E bi凸nxing 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
一门，身体呈扁形，左右对称。多为雌雄同体，
如缘虫，有的雌雄异体，如血吸虫。

E扁圆E biiinyuan 圈＠椭圆。＠指圆形而厚

度较小的立体形状z ～食品盒。

匾 bian IEJ 0 上瞄着作为标记或表示赞
扬文字的长方形木牌（也有用绸布做成

的）：横～｜绣金～！门上挂着←块～。＠用竹
箴编成的器具，圆形平底，边框很浅，用来养蚕

或盛粮食。 主E
E匾额E bi巾’自圈匾①。 雪三三
E匾文】 bianwen ［割题在匾额上的文字。

蔚 biiin 见F。
另见 76 页 biono

E蔚豆】 bi凸『idou 见 79 页【扁豆l 0 

偏山队心胸）狭窄：～心。

确帅。在水旁斜着伸出来的山石。＠
山崖险峻地方的登山石级。

稿山见下。

[t扁豆E bi凸ndou 见 79 页I扁豆）j 0 

蝙 bian ＜书〉狭小；狭隘。

E梳急】 biiinji ＜书〉圈气量狭小，性情急躁。

E蝙狭】 bianxi6 ＜书〉圈狭小：土地～｜气量

~ 。

稿 biiin 见下

E稿豆E bi凸ndou 见 79 页【扁豆t

飞

bian c 令Jl手）

下 bion O ＜书〉急躁～急 ＠也ion）圈
姓。

舟山＠古代男子戴的帽子。＠旧时称
低级武职＝武～｜马～。 8 (Bian）函姓。

E舟言E biany6n ＜书〉圈序言；序文。

~ bion ＜书〉鼓掌，表示欢喜2 ～舞 l ～踊
（鼓掌跳跃，形容非常高兴）。

节 bian 见下。

E辛基】 bionjT IEl 甲苯分子中甲基上失去一个
氢原子而成的一价基团（C, H, CH，一）。旧
称苯甲基。w Bian 画＠河南开封的别称。＠姓。

,[.-t bion ＜书〉欢喜；快乐：欢～ l ～跃（欢欣

I l 跳跃）。

那 Bian 酬。

过5 bian O l姐和原来不同；变化边
儿（篓）变：情况～了｜～了样儿。＠圃变



重重

80 bi an 变

成：沙漠～良田｜后进～先进。＠［萄使改变：
～废为宝｜～农业国为工业国。＠能变化的；
已变化的z ～数｜～态。＠变卖2 ～产。＠变
通z 通权达～。＠有重大影响的突然变化．
事～｜～乱。＠指变文z 目连～。 0 CBian) 
圈姓。

E变本加厉E bianb品『i-i iali 变得比原来更加严
重。

E变产】 bian;; chan ［到变卖产业。
E变蛋】 biandan ＜方〉圈松花。
E变电站J biandianzhan IEJ 改变电压、控制和

分配电能的场所。主要设备有变压器、配电装
置、控制设备等。规模小的称为变电所或配电
案。

E变调】 bian,?diao 画。改变声调，特指字和

字连起来说，有时发生声调和单说时不同的连

读变调现象。例如普通话语音中两个上声字
相连肘，第一个字变成阳平。＠转Czhuan)

调。＠说话改变原来的腔调：吓得声音都变

了调。
E变动E biandong 圈。变化（多指社会现象）：
人事～｜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z
任务～了 l根据市场需要，～蔬菜种植计划。

E变法】 bian;;f凸圈指历史上对国家的法令制

度做重大的变革：～维新。
E变法JLl bian;;f凸r ＜口〉圈想另外的办法；用
各种办法：食堂里总是～把伙食搞得好一些 i

他变着法儿算计人。
E变革E biange 画改变事物的本质（多就社会

制度而言）：～社会 I 1949 年是全中国发生惊

天动地的伟大历史～的一年。
E变更E biang岳ng 圈改变；变动2 ～原定赛程｜

修订版的内容有些～。
E变工E biangong 画老解放区和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经施行过的农业劳动互助的简单
形式，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

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

E变故E biangu 圈意外发生的事情；灾难z 不

料他家竟然发生了～。

E变圭~J bian;;gua 圈已定的事忽然改变（多含
贬义）：昨天说得好好儿的，今天怎么～了｜别人

一说，他就变了卦。
E变化J bianhua O 圈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
产生新的状况z 形势～得很快。＠圈事物在
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的新状况：这几年家乡

的～特别大。
E交主Jl bianhuan 
～莫测。

画不规则地改变：风云～｜

E变幻莫测J bianhuan-moce 变化多端，难以

揣测。
E变换J bianhuan ［翻事物的一种形式或内容
换成另一种：～位置｜～手法。

E变价E bianjia 画＠把实物按照时价折合（出

卖）：～出售。＠改变价格：～处理。
E变节】 bian11 jie 圈改变自己的节操，在敌人

面前屈服2 ～分子｜～自首。

E变局E bianju 圈变动的局势；1非常的局面z 采

取紧急措施以应付～。
E变口】 biank凸u 圈北方曲艺表演中称运用各

地忘言为变口。
E变脸E bian;;lian 画＠翻脸：他一～，六亲不

认｜两个人为了一点儿小事变了脸。＠戏曲表
演特技，表演时以快速的动作改变角色的脸色
或面容，多用来表现人物的极度恐惧

E变量】 bia『1liang 圈在某一过程中，数值可以

变化的量，如一天内的气温就是变量。
E变乱E bianluan O 圈战争或暴力行动所造
成的混乱。＠〈书〉［刻变更并使紊乱z ～祖

制 l～成法。
E变卖E bianmai 
～家产。

E变盘E bi an pan 
势发生变化。

E变频】 bianpin

调。

擅自出卖财产什物，换取现款z

画指证券市场的整体行情走

圈指改变交流电频率z ～空

E变迁】 bianqian 圈（情况或阶段）变化转移z

陵谷～l人事～｜时代～。

E变色】 bianse 画＠改变颜色z ～镜｜这种墨

水不易～0风云～（比喻时局变化）。＠改变脸

色（多指发怒、恐惧、着急等）：勃然～｜脸不～
心不跳。

E变色镜】 biansejing

变色的眼镜。
画镜片能随光线强弱而

E变色龙】 biansel6ng IEJ O 爬行动物，躯干稍
扇，皮粗糙，四肢稍长，运动极慢。舌长，可舔
食虫类。表皮下有多种色素块，能随时变成不

同的保护色。＠比喻在政治上善于变化和伪
装的人。

E变生肘腋E bianshengzh凸uye

极近的地方。
指事变发生在

E变声】 bian;; sheng 圈男女在青春期嗓音变

粗变低。通常男子比女子显著。
E变数E bianshu 圈。表示变量的数，如

x' + y' ＝矿，y = sinx 中，z、y 都是变数。＠

可变的因素z 事情在没有办成之前，还会有新
的～。

E变速器E biansuqi 圈改变机床、汽车等机器
运转速度或牵引力的装置，通常用的齿轮变速



器由若干直径大小不同的齿轮组成，装在发动
机的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

E变速运动l biansu yundong 物体在单位时间

内通过的距离不等的运动。
E变态E biantai or司某些动物在个体发育过
程中形态发生变化，如蚕变蜗，蜗变娥；蚌｝斟

变蛙等。＠（现某些植物因长期受环境影
响，根、茎、时的构造、形态和生理机能发生特
殊变化，如马铃薯的块茎、仙人掌的针状叶
等。＠画指人的生理、心理出现不正常状

态z 心理～。＠画不正常的状态（跟“常态”
相对）。

E变态反应I biantai f凸nying 对某种物质过敏
的人在接触该物质时发生的异常反应，可导致

机体功能紊乱或功能损伤。
E变体】 biantT 圈变异的形体：基因～｜～病

毒。
E变天】 bian;;tian i动。天气发生变化，由晴

变阴、下雨、下雪、刮风等。＠比喻政治上发
生根本变化，多指反动势力复辟。

E变通】 biantong 圈依据不同情况，做非原则

性的变动：遇特殊情况，可以酌情～处理。
E变味JLl bian;;weir ［到＠（食物等）味道发生
变化（多指变坏） ：昨天做的菜，今天～了｜变了
味儿的食品不能吃。＠事物原有的意义发生

变化（多指变坏）＝游戏一沾上赌博，就～了。
E变温动物E bianw岳n dongwu 没有固定体温
的动物，体温随外界气温的高低而改变，如蛇、

蛙、鱼等。俗称冷血动物。
E变文E bianw自n 圈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
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

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
变文》、《伍子背变文》等。

E变戏法l bian xif凸（～儿）＠表演魔术。＠比
喻玩弄手段骗人＝你就别跟我～了，有什么想

法直说吧。
E变现E bian;; xian 圈把非现金形式的资产

（如有价证券等）换成现金。

E变相】 bianxiang 圈属性词。内容不变，形式
和原来不同的（多指坏事） ：～剥削｜～贪污。

E变心E bian;; xln 日到改变原来对人或事业的

爱或忠诚：海枯石烂，永不～。
E变星】 bianxlng 圈光度有变化的恒星。

E变形l bian;; xing 圆形状、格式起变化：这个

零件已经～ i大病后，人瘦得都变了形了。
E变形金刚】 bianxing jlngang 一种儿童玩具，

可以折叠、扭转变出机器人等形状。

E变型E bianxing I到改变类型：转轨～。

变异便｜ bian I 81 I 

E变性】 bianxing !§ID 0 物体的性质发生改变z

～酒精。＠机体的细胞因新陈代谢障碍而在
结构和性质上发生改变。＠改变性别：～人 1
～手术。

E变压器E bianyaqi 圈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主E

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原线圈、副彗享
线圈和铁芯。在电器设备、电信设备中，常用
来升降电压、阪配阻抗等。

E变样】 bian11vang c～儿）圈模样、样式发生变

化z 几年没见，他还没～｜这地方已经变了样

τ 。

E变异】 bianyi 画画。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

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
方面表现出差异υ ＠泛指跟以前的情况相比

发生变化：气候～o

E变易E bianyi ［到改变；变化＝～服饰。

E变质E bi an;; zhi 圈人的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变

得与原来不同（多指向坏的方面转变）：蜕化
～｜不吃变了质的食物。

E变质岩】 bianzhiy6n 1'81 火成岩、沉积岩受到

高温、高压等的影响，构造和成分上发生变化
而形成的岩石，如大理岩就是石灰岩或白云岩
的变质岩。

E变种】 bianzhong 圈＠生物分类学上指物

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在特征方面与原种有一定

区别，并有－定的地理分布。＠比喻跟已有
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实质相同的错误或反动的

思潮、流派等。
E变奏E bianzou 圈乐曲结构原则，运用各种

于法将主题等音乐素材加以变化重复。

E变奏曲】 bianzouq心圈运用变奏手法谱写

的乐曲，如贝多芬的《C小调三十二次变奏
曲儿

E变阻器E bianzuqi ~J 可以分级或连续改变电

阻大小的装置，接在电路中能调整电流的大
小。通常由电阻较大的导线（电阻线）和可以
改变接触点以调节电阻线有效长度的装置构
成。

弄 bian ＜书〉＠明亮 ＠欢乐。

便 bian o 方便；便利z 轻～｜近～｜旅客称
～。＠方便的时候或顺便的机会2 ～中 1

得～｜～车。＠非正式的；简单平常的z ～饭｜
～条儿。＠屎或尿＝粪～。＠排泄屎、尿z 大
～｜小～ 1～桶｜～血。＠圈』就z 没有各方面的

通力合作，任务～无法顺利完成｜这几天不是刮

风，～是下雨。＠［量表示假设的让步（后面多
带“是”字） ：只要依靠群众，～是再大的困难，也

能克服。｜｜［注静“便”⑥⑦是保留在书面语中



~bian ｜便遍

的近代汉语，它的意义和用法基本上跟“就”相

同。
另见 998 页 pion 。

[ji更步】 bianbu I萄队伍行进的一种步法，随意
主重三 行走的姿势。
三要三F E便餐l biancan IEJ 便饭。

E便车E bianc幅画顺路的车（一般指不用付
费的）：搭～去城里。

E便？当E biandang 擅自盒饭。［日］
E便当l bian•dang ［~］方便；顺子；简单；容易：

这里乘车很～｜东西不多，收拾起来很～。
E便道】 biandao 圈。近便的小路；顺便的路：

地里一条小道，是贪走～的人踩出来的。＠斗
路两边供人行走的i盖路；人行道z 行人走～。
＠正式道路正在修建或修整时临时使用的道

路。
E便饭】 bianfan 画日常吃的饭食：家常～。
E便服E bianfu IEl O 日常穿的服装（对“礼服、

制服”等而言）。＠专指中式服装。

E便函E bianhan 函形式比较简便的、非正式
公文的信件（对“公函”而言）。

E便壶l bianhu 圈男人夜间或病中卧床小便
的用具。

E便笼l bianjian 圈。便条。＠供写便条、使

E画用的纸。
E便捷l bianjie 圈。快而方便：比较起来，这

种方法最为～。＠（动作）轻快敏捷z 行动～o
E便览l bianlan 圈总括性的书面说明γA览

（内容多为交通、邮政或风景）：《邮政～》。
E便利E bianli O 回使用或行动起来不感觉困
难；容易达到日的：交通～｜附近就有商场，买

东西很～。＠画使便和rj ＇扩大商业网，～群

众。
E便利店】 bianlidian I旬便利群众购物的小型

商店。
E便利贴E bianliti岳圈即时贴。
E便 fl bianli凸o 圃用在句末，表示决定、允诺

或让步的语气，跟“就是了”相同（多见于早期

白话）·如有差池，由我担待～。
E便帽l bianmao 回日常戴的帽子（对“礼帽”

等而言）。

E便门E bianmen c～儿）圈 1正门之外的小f J 0 

E便秘l bianmi ~粪便于二燥，大使困难而次数

少。

E便民l bianmin f黝属性词。便利群众的z ～

措施｜～商店。
E便溺E bianniao O 南］排泄大小便：不许随地
～。 81El 屎和尿·这种动物的～有种特殊的
气味。

E便盆E bianpen c～儿）圈供大小便用的盆。
E传桥E bianqiao ［割临时架设的简便的桥。

[fl!!人】 bianren 函顺便受委托办事的人：托

～给他带去一本词典。
E使士】 bianshi 画英国等国的辅助货币。［英

pence] 

E便所】 biansu凸〈方＞ IEl 厕所。

E便条】 biantiao c～儿）南l 写 t简单事项的纸

条；非正式的书信或通知。
E使桶】 biantong 圈供大小便用的桶。
E便携式】 bianxieshi F回属性词。（形体）便于

携带的＝～计算机｜～罐装燃料。
[{1垣鞋】 bianxie 1°81 轻便的鞋，一般指布鞋。
E便血】 bian;; xi岳［~J 粪便中带血或只排出血

液而没有粪便。

E便宴】 bianvan 匮！比较简便的宴席（区别于
正式宴会）：家庭～｜设～招待。

E便衣】 bianyl 圈。平常人的服装（区别于军

警帘tl ij~）。＠身着便衣执行任务的军人、警察

等。

E便宜E bianyi 回方便合适$便和l：院子前后都

有门，出入很～。
另见 998 页 pion· yi 0 

E使主’从事】 bianyi-c6ngshi 便宜行事。

E便宜行事】 bianyi-xingshi 经过特许，不必请

示，根据实际情况或临时变化就斟酌处理。也

说便宜从事。

E便于E bianvu 圈比较容易（做某事）：～计

算｜～携带。
E便中E bianzhong 圄方便的时候或顺便的机

会：你家里托人带来棉鞋两双，请你～进城来

取。

E便装】 bianzhuang [=8］便服①z 身着～。

、肉 ，、 bian o 圈普遍；全国z ～身｜

旭（俯）满山～野！走～各地。＠置一个
动作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为－遍z 问了

三～｜从头到尾看一～。
E遍布E bianbu I动1 分布到所有的地方；散布到

每个地方＝通信网～全国。
E遍地E biandi O [li;JjJ 遍布各处z 黄花～。＠

llW 到处；处处z 牧场上～是牛羊。
E应地开花E biandi-kaihua 形容好事情到处出

现或普遍发展：电力工业已经出现～的新局
面。

E遍及E bianji 幢］普遍地达到2 影响～海外。
E遍体鳞伤E biantl linshang 满身都是像鱼鳞
一样密集的创伤，形容伤势非常重。

E遍野E bianv邑画遍布原野，形容很多：牛羊

～｜～碧绿的庄稼。



b如 ，，一 bian 见 130 页【草帽缀］。
到史（~更）另见 998 页 piano
蝙 bian ＜书〉船。

辨 bian l司机分辨： ~fl)ll 明～是非｜～
不清方向。

【辨白】 bianbai 同“辩白”。

E辨别】 bianbie 圈根据不同事物的特点，在认

识上加以区别．～真假｜～方向。
E辨明E bianming （冠辨别清楚：～方位｜～是

非。
E辨认J bianren 圈根据特点辨别，做出判断，
以便找出或认定某一对象：～笔迹｜照片已模
糊不清，无法～o

E辨识】 bianshi 画辨认；识别：～足迹｜烟雨蒙
蒙，远处景物～不清。

E辨析E bianxl 圈辨别分析2 词义～｜～容易写

错的字形。
E辨正】 bianzheng lll!ll 辨明是非，改正错误。
也作辩正。

E辨证I bianzheng 同“辩证”①。

E辨iiEl' bianzheng 画辨别症候z ～求因｜～
论治。也作辨症。

【辨证论治】 bianzheng lunzhi 中医指根据病
人的发病原因、症状、脉象等，结合中医理论，

全面分析，做出判断，进行治疗。也说辨证施

治（“证”同“症”）。
E辨证施治】 bianzheng-shlzhi 辨证论治。
E辨症J bianzheng 同“辨证”2 0 

讼命、、、 bian 圈辩解；辩论z 分～｜争～ i
掰（辩）真理愈～例。
E辩白E bianbai 画说明事实真相，用来消除误

会或受到的指责：不必～了，大家没有责怪你

的意思。也作辨白。
B辛驳E bianb6 E到提出理由或根据来否定对
方的意见：他的话句句在理，我无法～。

B辛才E biancai 圈辩论的才能：在法庭上，年
轻的女律师表现出出众的～。

B辛称J biancheng 画辩解说3申辩说z 被告人
～自己无罪。

B诗词E bianci 圈辩解的话。也作辩辞。
日辛辞E bianci 同“辩词”。
B辛护E bianhu 圈＠为了保护别人或自己，提
出理由、事实来说明某种见解或行为是正确合
理的，或是错误的程度不如别人所说的严重z
不要替错误行为～｜我们要为真理～。＠在刑
事诉讼中
据法律和事实，针对控告进行申辩或反驳。

E辩护权E bianhuquan IBJ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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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控告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的权利。
E辩护人E bianhuren [BJ 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委托或由法院指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

护的人。
B辛护士E bianhush i IBJ 为某人或某种观点、行主主
为等进行辩护的人（多含贬义）。 雪E

E辩解E bianji岳［副对受人指责的某种见解或

行为加以解释：事实俱在，无论怎么～也是没

有用的。
四辛论E bianlun 圈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

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
以便最后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z ～

会｜他们为历史分期问题～不休。
Di~明E bianming 圃分辩清楚p辩论清楚＝～

事理。

白辛难E biannan ＜书〉［到辩驳或用难解答的问

题质问对方：互相～。

E辩士E bianshi ＜书〉圈能言善辩的人。
u详手E bianshou [BJ 参加辩论比赛的选手。

【辩i咀 bianti 圈辩论的主题或话题。
u详诬E bianwu 画对错误的指责进行辩解。

u详学E bianxue [BJ O 关于辩论的学问。＠

逻辑学的旧称。
【辩正E bianzheng 同“辨正”。

E辩证E bianzheng O 圈辨析考证＝反复～。
也作辨证。＠回合乎辩证法的z ～关系｜～

的统一。
脚证法E bianzhengfa 圈＠关于事物矛盾的

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哲学学说。它
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

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是由于

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特指唯物
辩证法。

B辛证逻辑E bianzheng lu6•ji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组成部分，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
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

察它，把握它，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
本质。

P谛证唯物主义E bianzheng weiwu zh凸yi 马

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用辩证方法研究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般规律的科

学，认为世界从它的本质来讲是物质的，物质
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
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
础，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

器。

辫… bian o 川酬子①z 发～｜
宇（辫）小～JLo f9 （～儿）圈辫子②g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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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方〉量用于编成的像辫子的东

西2 一～蒜。＠〈方＞ rnJj] 编成（辫子） ：～辫子｜

把蒜～起来。
二二－ B丰子l bian• zi !Bl 0 把头发分股交叉编成的
主主三 条条JL：梳～。＠像辫子的东西z 蒜～。＠
重重言 比喻把柄 z 抓～｜揪住～不放。

「－~画画Z最主二丁

4非舍 biao 古代指北斗星柄部的三颗星。

于1 另见 1150 页 shoo 。
在→ biao O ＜书〉树木的末梢。＠
衍亏（棵）事物的枝节或表面z 治～不如治
本。＠标志；i己号z 路～｜商～｜～点。＠标
准；指标z 达～｜超～。＠圃用文字或其他事
物表明z ～上记号｜明码～价。＠给竞赛优胜

者的奖品＝锦～｜夺～。＠发包方或承包方、

卖方或买方所标出的条件、标准和价格：招
～｜投～。＠圈清末陆军编制之一，相当于后

来的团。＠画用于队伍，数词限用“一”g 斜

刺里（侧面）杀出一～人马。也作彪。⑩
CBiao）圈姓。

E标榜l biaob凸ng ~ 0 提出某种好听的名
义，加以宣扬z ～自由。＠吹嘘；夸耀z 自我

～｜互相～。
E标本E biaob岳『1 圈＠校节和根本z ～兼治。
＠保持实物原样或经过加工整理，供教学、研
究用的动物、植物、矿物等的样品。＠指在同
一类事物中可以作为代表的事物z 我觉得苏
州园林可以算作我国各地园林的～。。医学

上指用来化验或研究的血液、痰液、粪便、组织

切片等。
E标本兼治E biaob品n-jianzhi 对事物的校节和

根本都加以治理。
E标兵E biaoblng 圈＠阅兵场上用来标志界
线的兵士，泛指群众集会中用来标志某种界线

的人。＠比喻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或单位2 树
立～｜服务～o

E标尺］ biaochi 圈＠测量地面及建筑物高度
等或者标明水的深度用的有刻度的尺。＠比

喻衡量、判断事物的标准z 群众满意不满意是
考察干部的重要～。＠表尺的通称。

E标灯E biaod岳ng 函做标志用的灯g 船尾有一
盏信号～。

E标底E biaodi !Bl 招标人预定的招标工程的价
目。

E标的E biaodi !Bl O 靶子。＠目的。＠指经
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

象，如货物、劳务、工程项目等。

E标点】 biaodian O 圈标点符号。＠圈给原
来没有标点符号的著作（如古书）加上标点符
号：～二十四史。

E标点符号E biaodian fuhao 标号和点号的合
称，标号用来表示词语的性质和作用，点号用
来表示停顿和语气。标号包括引号（“”、‘’）、
括号（［］、（）、 CJ,( ］）、破折号（ ）、省略号
（……）、着重号ω、连接号（ ）、间隔号（·〉、书
名号（《》、〈〉）、专名号（ ）等；点号包括句号

（。）、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

（；）、冒号（： ）等。
E标定E biaoding O ［司规定以某个数值或型
号为标准。＠画根据一定的标准测定；标明 z

在地图上～目标｜技术小组对装置进行全面～。
＠晴属性词。符合规定标准的z ～自行车。

Z标忏E biaogan 圈＠测量的用具，用木杆制

成，t面涂有红白相间的泊漆，主要用来指示

测量点。＠比喻榜样z ～钻井队。
E标高】 biaogao 圈地面或建筑物上的一点和

作为基准的水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E标格E biaoge ＜书〉圈品格；风格。
E标号E biaohao 圄＠某些产品用来表示性

能分级的编号。如车用汽油按抗爆性能的高
低，有 90 号、93 号、95 号、97 号、98 号等各种

标号。＠泛指标志和符号。
E标记E biaoji O 面标注上记号；做出标志z

在地图上～旅游路线。＠圈标志：i己号：做

～｜～明显。

E标记元素E biaoji yuansu 示踪元素。

E标价E biaojia o c 11 ）画标出货物价格z 明

码～｜商品标了价摆上柜台。＠圈所标出的

价格z 所售商品均有～。

E标间E biaojian c～儿） IBJ 标准间·会议代表全

部住～。
E标金】＇ biaojln 固投标时的押金。
E标金l' bioojln 国用硬印标明重量和成色的

金条，成色为 0.978 上下。
E标量】 biaoliang 圈有大小而没有方向的物

理量，如体积、温度等。
E标卖E biaomai 画＠标明价目，公开出卖。

＠用投标方式出卖。

E标明l biaoming 圈做出记号或写出文字使
人知道z ～号码｜车站的时刻表上～由上海来

的快车在四点钟到达。
E标牌E biaop6i !Bl 做标志用的牌子，上面有文

字、图案等。
E标签E biaoqian c～儿）圈贴在或系在物品上，
标明品名、用途、价格等的纸片。



E标枪E biaoqiang IEJ 0 田径运动项目之一，
运动员经过助跑后把标枪投掷出去。＠田径
运动使用的投掷器械之一，枪杆木制（或金属

制），中间粗，两头细，前端安着尖的金属头。
＠旧式武器，在长杆的一端安装枪头，可以投
掷，用来杀敌或打猎。

E标:ti] biaoshi I每］标定某地点位置的标志，一
般用岩石或混凝土制成，埋在地下或部分露出

地面。

E标识】 biaoshi O 圈标示识别z 秘密等级是
～公文保密程度的标志。＠［百用来识别的记

号·商标～｜发文机关～。
另见 85 页 bioozhi ！标志lo

E标示】 biaoshi 圈标明3显示＝他在地图 k画

了一道红线，～队伍可从这里通过。
E标书】 biaoshu 圈写有指标或投标的标准、

条件、价格等内容的文书。
E标题】 biaoti f刽标明文章、作品等内容的简
短语句2 大～｜副～｜通栏～。

E标题新闻J biooti xl"nwen 以标题形式刊登
在报纸、网页上的新闻，内容简耍，字号’较大。

E标题音乐J biooti ylnyue 用题目标明中心内
容的器乐曲。

E标贴E biaoti岳！写贴在商品上，标明商品名
称

E标图】 biaotu 宣国在军事地图、海图、天气图等
上面做出标志。

E标王】 biaowang f萄投标时以最高价格中标
的人或单位：广告～。

E标线】 biaoxian IEJ 路面上的线条、图形等交
通标志线，用来指引车辆和行人，维护交通秩

序。
E标新立异】 biooxln liyi 提出新奇的主张，表
示与一般不同。

E标语】 biao川画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
鼓动作用的口号。

E标志】（标识） bioozhi O 固表明特征的记号
或事物：地图上有各种形式的～！这篇作品是
作者在创作上日趋成熟的～。＠圈表明某种
特征：这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着工厂的生
产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标识”另见 85 页 biooshi 。

E标致E biao· zhi 回相貌、姿态美丽（多用于女
子）：她穿上这身衣服，显得越发～了。

E标注J biaozhu 画标示并注明：为收进词典
的词～词类。

E标准E biaozhun O 圈衡量事物的准则2 技
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圈本身
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z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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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的发音很～。
E标准大气压E bioozh心n daqiya 压强的非法
定计量单位，符号 atm 。 1 标准大气压等于
101. 325千帕o

E标准粉E bioozhunf品n IEl 按照国家关于小麦毒草

粉质量标准（包括蛋白质、而筋、吸水率、添加雪主
剂等指标）生产的面粉。

E标准工资】 bioozhun g6ngzl 基本工资。

E标准化E bioozhunhua ［；动l 为适应科学技术发

展和合理组织生产的需要，在产品质量、品种
规格、零件部件通用等方面规定统一的技术标
准，叫作标准化。

E标准间E bioozhunjion 圈宾馆、饭店中面积、

结构、设施和收费标准相同的客房，一般为两
人居住。也叫标间。

E标准件E bioozh心njian 圈按照统一规定的标

准、规格生产的具有通用性的零件。
E标准时E bioozhunshi 圈＠同一标准时区内

各地共同使用的时刻，一般用这个时区的中间
一条子午线的时刻做标准。＠一个国家各地
共同使用的时刻， 4般以首都所在时区的标准
时为准。我国的标准时（北京时间）就是东八

时区的标准时，比以本初子午线为中线的零时
区早八小时。

E标准时区J bioozh凸n shiqu 按经线把地球

表面平分为二十四区，每一区跨卜五度，叫
作一个标准时区。以本初子午线为中线的
那一区叫作零时区。以东经 15° 、 30° ...... 

165°为中线的时区分别叫作东一时区、东
二时区……东十一时区。以两经 15。、

30° ...… 165°为中线的时区分别叫作西一时

区、西二时区……西十一时区。以东经 180°

（也就是两经 180°）为中线的时区叫作东卡二

时区，也就是因十二时区。相邻两个标准时区
的标准时相差一小时。如东→时区比零时区

早一小时，西一时区比零时区晚一小时。也叫

日飞tr哀。

E标准像E biaozhunxiang ［~正面半身免冠照
片，多用于证件。

E标准音E biaozhunyln 型标准语的语音，一般

都采用占优势的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如北京
语音是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

E标准语J biaozh心ny心固有一定规范的民族
共同语，是全民族的交际工具，如汉语的普通
话。

跑→ bioo 圈气象学上指风向突然
（跑）改变，风速急剧增大的天气现象。

跑出现时，气温下降，并可能有阵雨、冰雹等。

荔－ bioo ＜书〉许多马跑的样子。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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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4 bioo O ＜书〉小老虎。～形大汉（身材魁
JifZ 梧的男子）。＠〈书〉虎身上的斑纹，借指
文采：～炳。 e (Bioo）圈姓。

E彪炳E bioobing ＜书〉层面文采焕发；照耀z ～

矗矗量 青史 l～千古。
三三言 E彪炳千古E bioobing叩iong心形容伟大的业

绩流传千秋万代。

E彪悍J bioohan 圃强壮而勇猛g强悍z 粗扩

~ 。

奈 bioo ＜书〉＠迅速＠同“前，。

』壶旨 biao ＜书〉＠挥之使去。＠抛弃。
3习亏另见 88 页 biao 。

E摞榜E bioob凸ng ＜书〉圃同“标榜”。
w植面 bioo ＜书〉旗帜。

’I坷亏〈古〉又同“标”。

漉 bioo ＜书〉峭的样子。

＂面 ioo 见 573 页【黄骤马］ o
掠（！瞟）另见川页 piaoo
目iHi ioo c～儿）圈肥肉（多用于牲
踪了瞧）畜，用于人时含贬义或戏谑意）：
长～｜蹲～｜跌～（变瘦）｜这块肉～厚。

E瞟情E biooqing 圈牲畜生长的肥壮情况。

嫖 bioo ＜书〉火焰。

飘i ioo ＜书〉暴风2
（舰、 1赔、 Z隧）狂～。

四t车E biooc幅画驾车高速行驶，多指为追

求刺激而超速行驶z 酒后～，酿成惨祸。
日民其lJ bioof岳ng ＜书〉圈猛烈的风；疾风。

由民高E bioogao 圈（价格等）急速升高2 油价
~ 。

B阳阳 bioo;;g岳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

起起劲儿地比着唱歌2 儿个人同台～｜他点名
要跟我～。

B取工E biaoh6ng 画＠飘升z 节目收视率一

路～。＠迅速走红z 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剧中
女主角～大江南北。

E飘升E bioosh岳ng 圈（价格、数量等）急速上
升2 石油价格～｜中档住宅的销量一路～。

回电戏E biao;;xi Ill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

起起劲儿地演戏，比赛演技g 实力演员向场～。
院阳臼 bioozhang 圈（价格等）急速上涨2 股

价～o
k面一 biao 圈旧式武器，形状像矛的
琼（镖）头，投掷出去杀伤敌人z 飞～｜袖～l
中了一～o

E镖局E biaoju 圈旧时保镖的营业机构。

E镖客】 biaolφ 圈旧时给行旅或运输中的货

物保镖的人。也叫镖师。
【镖师E biooshl 圈镖客。

嫖 bioo 见下。
E凛瘟E biooju lBl 中医指手指头或脚指头肚儿

发炎化服的病，症状是局部红肿，剧烈疼痛，发

热。

偏 bioo 见下。

E偏偏E bioobioo ＜书〉圈＠行走的样子。＠
众多。

藤 bioo 虾。
E藤草E biooc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呈三
棱形，叶子条形，花褐色，果实倒卵形。茎可织

席、编草鞋，也可用来造纸。

漉 bioo 见下。

E糠漉E bioobioo ＜书＞~雨雪大的样子。

镰1 （镰）
bioo ＜书〉

马嚼子的两
端露出嘴外

的部分g 分

道扬～。

镰2 （镰）
biao l日同“镖”。

糠c：糠） ~iao 

镶和衔

〈书〉除草。

I/ 

bi凸0 （令l么）

表血~ bi凸0 0 外面；外在～面｜地
闭室丧）～｜由～及里。＠中表（亲戚） : 

～哥卜，叔｜姨～｜姑～。. llltil 把思想感情显

示出来；表示：～达1～态卜，决心 l深～同情｜按

下不～（说）。＠圈俗称用药物把感受的风寒
发散出来：吃服＜tu）药～一～，出身汗，病就好

了。＠榜样；模范z ～率｜为人师～。。古代

文体奏章的一种，用于较重大的事件：诸葛亮

《出师～》。＠圈用表格形式排列事项的书籍

或文件：《史记》十～｜统计～｜一张～。＠刻有

文字或图案的石柱或石碑＝华～｜墓～。＠古
代测曰：影的标杆。参看 490 页［圭表］ o ⑩圈

测量某种量(I iang）的器具z 温度～｜电～｜水



～｜煤气～。⑩［雹计时的器具，－般指比钟小
而可以随身携带的z 怀～｜手～ l秒～｜电子～｜

买了←坎～。 CD <Biao>l名l 姓。
E表白J biaobai l司对人解释，说明自己的，意

思：再三～！～心迹。
E表册E bi凸oce 海l 装订成册的表格。

E表层E bi凸oceng 0 r割物体表面的一层。＠
i贼属性词。表面的；外在的；非本质的2 ～意

义｜～原因。

E表尺】 biaochi I名］枪炮上瞄准装置的一部分，
按目标的距离调节表尺，可以提高命中率。通

称标尺。

E表达l bi也oda I动］表示（思想、感情）：感激之
情，难以～｜提高学生的口头～能力。

E表格E biaoge r萄按项目 i国成格子，分别填写
文字或数字的书面材料。

E表功E bi凸o;;gong I到＠表白自己的功劳（多
含贬义）：丑～。＠〈朽〉表扬功绩。

E表i己E bi凸oji 画作为纪念品或信物而赠送给
人的东西。

E表决E biaojue [!j!JJ 会议上通过举子、投票等方

式做出决定：付诸～｜～通过。
E表决权l bi凸ojuequan 吕亘在会议上参加表决
的权利。

E表里E biaoli 圈。外部和内部＝相为～｜～兼

治。＠外表和内心z ～如一。

E表里直日~－］ bi凸oli-ruyl 指思想和言行完全－

致。
E表露E biaolu 国］流露；显示：～心迹｜一个人
的喜怒哀乐最容易在脸上～出来。

E表蒙子E bi凸omeng•zi 圈装在：手表或怀表等
的表盘t的透明薄片。

E表面E biaomian I翻＠物体跟外界接触的部
分z 地球～！桌子～的油漆侄亮。＠外在的现
象或非本质的部分＝他～上很镇静，内心却十
分紧张。

E表面光E bi凸omianguang 指事物只是外表好

看z 对产品不能只求～，还要求高质量。
E表面化E bi凸omianhua 8动｝（矛盾等）由隐藏的
变成明、里的：问题一经摆出来，分歧更加～了。

E表面伊a bi凸omianjl 圈物体表面丽积的总和。
E表面文章E bi凸omian wenzhang 比喻形式
好看但没有实质内容、不求实效的事物2 坚持

实事求是，不做～。
E表面张力E bi凸omian zhangli 液体麦丽各部

分间相互吸引的力。在这个力的作用下，液体
表面有收缩到最小的趋势。

E表明E bi凸oming ［；动］表示清楚：～态度｜～决
J心。

表 bi凸o 87 

E表盘E bi凸opan I萄钟表、仪表上的刻度盘，t
固有表示时间、度数等的刻度或数字。

E表皮E bi凸opi 圈。皮肤的外层。（图见叨2

fl~“人的皮肤”）＠梢物体表面191生的」种保

护组织，一般由单层、无色而扁平的活细胞构主羞
成。＠比喻事物的表面。 号主

E表亲E bi凸oqln ［匈中表亲戚。参看 1693 页

1中表lo
E表情l bi凸oqing 0 I哥从面部或姿态的变化

上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达意｜这个演员善
于～。＠画表现在：副部或姿态上的思想感

情z ～严肃｜脸上流露出兴奋的～。
E表示E biaoshi i动｜＠用言语行为显出某种思

想、感情、态度等：～关怀｜大家鼓掌～欢迎｜老

师很喜欢他的直爽，但脸上并没露出赞许的～。
＠事物本身恩出某种意义或者凭借某种事物
显出某种意义·海上红色的灯光～那儿有浅滩

或礁石。
E表述】 bi凸oshu I动］说明 g述说z ～己见。

E表率】 bt凸oshuai l割好榜样：老师要做学生

的～O

E表态】 bi凸011tai 圈表示态度：这件事，你得表

个态，我才好去办。

E表土】 bi凸ot心 i苟地球表团的一层土壤。农业
上指耕种的熟土层。

E表现l bi凸oxian I动］＠表示出来：他的优点～

在许多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很好。＠故意显

示自己（含贬义）·此人一贯爱～，好出风头。
E表现主义E bi凸oxian zh的i 20 世纪初主要在

德国产生并流行于欧美的一种现代主义文学
艺术流派，强调表现艺术家的自我感受和主观

感情。
E表象E bi凸oxiang 圈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
脑中再现的形象。

E表演E b的oyan I司＠戏剧、舞蹈、杂技等演

tfj ；把情节或技艺表现出来＝化装～｜～体操。

＠做示范性的动作z ～新操作法。＠比喻故
意装出某种样子z 骗子的～迷惑了不少人。

E表演唱E b的oyanchang 圈一种带有戏剧性

质和舞蹈动作的演唱形式。
E表演赛E bi凸oyansai 圄以宣传和演示为臼

的的比赛＝足球～o
E表扬l bi凸oyang I甜对好人好事公开赞美：～

劳动模范｜他在厂里多次受到～。
E表意文字E bi凸oyi wenzi 用符号来表示词或

i司素的文字，如占埃及文字、模形文字和我国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等。

（.去音文宁】 bi凸oyin wenzi 用字母来表示语

吝(J9文字。参看 1003 页【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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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表i吾E biaov心固有的语法书用来指“是”字句
“是”字后面的成分，也泛指名词性谓语和形容

词性谓语。
E表彰E bi凸ozhang 圃表扬（伟大功绩、壮烈事

主E 迹等） ：～先进。
主雪 E表针l biaozh岳n IE 钟表、仪表上指示刻度的

针。
E表征】 bi凸ozheng 圈显示出来的现象；表现

出来的特征：心理疾病的外在～。
E表侄E b1凸ozhi 圈表弟兄的儿子。

E表侄女】 bi凸ozhi· nu 圈表弟兄的女儿。
E表字l bi凸ozi 圈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

意义关系的另一名字（多见于早期白话〕。

妓 bi凸0 见下

陈子l b1凸o• zi 圈妓女（多用作骂人的话）。

胶 bi凸0 用于地名：法～阳南）。

被 b的0 圈。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把字
画书籍等装潢起来，或加以修补，使美观

耐久：这幅画得拿去重～一～。＠被糊。

E被精E bl凸obei 画被①。

E被糊E bi凸ohu 圈用纸糊房间的顶棚或墙壁
等。

与iHi biao ＜书〉＠袖子的前端。＠衣服上的
1万之缎边。

飞

biao c 钊么）

依 biao ＜方〉时份儿或按人分发

缸面1 biao 圈＠捆绑物体使相连接：桌子

1刁亏 腿儿裂了，用铁丝～位吧！＠用胳膊紧紧
地钩住z 母女俩～着胳膊走。＠摞劲儿：这两
个小组一直在～着干｜我跟你～上啦，你搬多少
我就搬多少。＠亲近；依附（多含贬义）：他们

老～在一块儿。
.fttff2 biao ＜书〉＠落。＠打；击。
3习亏另见 86 页 biOOo

E摞劲JLl biao;; jinr 画双方因赌气或竞赛等

憋着劲比着（干） ：大伙儿擦着劲儿干 1贴光荣榜
后没几天，好几个组就跟优胜小组擦上劲儿了。

点面牛 biao O 圈某些鱼类体内可以
男去（嫖）胀缩的囊状物。里面充满氮、氧、
二氧化碳等混合气体。收缩时鱼下沉，膨胀时
鱼上浮。有的鱼类的镖有辅助听觉或呼吸等

作用。也叫鱼镖，有的地区叫鱼臼。＠圈嫖

胶。＠〈方〉圃用镖胶粘上。

E嫖胶】 biaojiao 画用鱼镖或猪皮等熬制的
胶，教性大，多用来粘木器。

C二主垣生也二二丁

瘪～ ~ bi岳见下。
（庸、祷属）另见 90 页悦。

E瘪三E bi岳son ＜方〉画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
当职业而以乞讨或偷窃为生的游民为瘪三。

监＆－ bi岳。圈抑制或堵住不让出来z 劲头儿
J~'i ～足了｜～着一口气｜他正～着一肚子话没

处说呢。＠幽 F;>,;J ；呼吸不畅z 心里～得慌｜气
压低，～得人透不过气来。＠〈方〉画灯丝、保
险丝等被烧断：灯泡突然～了。

E憋闷】 bi岳·men 圈。由于空气不流通而感

到呼吸不畅：屋子不通风，太～了。＠心情不
舒畅；郁闷：他挨了一通训，又没处诉说，心里
特别～。

【憋气】 bi岳qi 圈。由于外界氧气不足或呼吸

系统发生障碍等原因而呼吸困难。＠有委屈
或烦d恼而不能发泄3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叫
人～。

E憋屈】 bi岳·qu ＜口〉固有委屈而感到憋闷：你

有～的事儿，别闷在心里｜～得真想大哭场。

鳖 抽回协外形像
（紫、养鲁吉）龟，吻尖长，背甲椭圆形，

上有软皮，生活在水中。也叫甲鱼或团鱼，俗
称王八。

E鳖边E bi岳bian ＜方〉圈鳖裙。

E鳖裙E bi岳qun 画鳖的背甲四周的肉质软边，
味道鲜美。有的地区叫鳖边。

bie c 兮！廿）
’e hU IEU AHH 
用于地名 z ～藏（Bi自za吨，在甘肃）。

别1 bi自＠圈分离：告～Ir临～纪念｜久～重
'.J 逢｜～了，我的母校。＠另外：～人｜～
称｜～有用心。＠〈方〉圈转动g转变z 她把头

～了过去｜这个人的脾气一时～不过来。。
但！且）圈姓。

别2 胁。区分；区别辨～｜鉴～｜分门～
'.J 类。＠差别：天渊之～。＠类别·性～｜
职～｜派～｜级～。

别3 协圃＠用别针等把另一样东西附着
'.J 或固定在纸、布等物体上z 胸前～着一朵
红花。＠固定住；插住；用东西卡住z 把两张
发票～在一起｜皮带上～着一支枪｜把门～上。



＠用腿使绊儿把对方摔倒。＠两辆车朝同一
方向行驶时，一辆车斜着强行驶到另一辆车的
前方，使不能正常行进z ～车。

别4 bie 圃＠表示禁止或劝阻，跟咽”的
~ 意思、相同：～冒冒失失的｜你～走了，在
这儿住两天吧｜～一个人说了算。＠表示揣测，
通常跟“是”字合用（所揣测的事情，往往是自
己所不愿意的）：约定的时间都过了，～是他不

来了吧？
另见 90 页 bi 台。

E别裁l biecai ＜书〉圈鉴别并做必要的取舍
（古代多用于诗歌选本的书名） ：《唐诗～》。

E别称E biech岳ng 圈正式名称以外的名称，如
湘是湖南的别称，鄂是湖北的别称。

E别出心裁】 biechu-xlncai 独创一格，与众不同。

U}IJ处E biechu 圈另外的地方：这里没有你要

的那种鞋，你到～看看吧。
E别动队】 biedongdu i t8l 指离开主力单独执
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E别管】 biegu凸n E量无论：～是谁，一律按规章
办事。

E别号l biehao c～儿）圈名、字以外另起的称
号，如李白字太白，别号青莲居士。

E别集】 bieF 画收录个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
集，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区别于“总集勺。

四川家E bieiia 圈另外的人家或单位：我不是
这里人，你到～打听一下看｜～商店都关门了，
只有这一家还在营业。

E别价】 bie·jie ＜方〉圃单用，表示劝阻或禁止：

您～，等等再说。
E别具匠心】 bieiu才iangxln 另有一种巧妙的心

思（多指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构思）。
E别具一格】 bieiu听ge 另有一种风格。
E别具只眼】 bieju-zhlyan 另有一种独到的见解。
目。开生面】 biekai-shengmian 另外开展新的

局面或创造新的形式·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轼
和辛弃疾都是～的大家。

E另rj看E biekan E亘连接分句，表示让步关系z
～她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满意。

E别离E bieli r剥离别：～了家乡，踏上征途。
E别论E bielun 圈另外的对待或评论：如果他
确因有事，不能来，则当～。

E别名E bieming （～儿）圈正式名字以外的名
称。

E别情】 bieqing ［望离别的情怀：老友重逢，畅

叙～。

E别人E bie「en 圈另外的人：家里只有母亲和
我，没有～o

E别人】 bie· ren 圆人称代词。指自己或某人

别鳖 l bie I s9 I 
以外的人：～都同意，就你一人反对｜把方便让
给～，把困难留给自已。

E另rj史E bieshl 函编年体、纪传体以外，杂记历

代或→代史实的史书。
E别树一帜】 bieshu-ylzhi 另外树起一面旗帜，

指与众不同，另成一家。

E别墅E bieshu t8l 在郊区或风景区建造的供休
养或居住用的园林住宅。

UJiJ说J bieshuo ~重＠通过降低对某人、某事
物的评价，借以突出另外的人或事物：这么难
的题～小学生不会做，就是中学生也不一定会做。
也说别说是。＠〈口〉用在句首，表示认可下面
所说的事情：～，这孩子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UlrJ说是E bieshuoshi ［！！］别说①。
E别提E bieti 圈表示程度之深不必细说z 他那
个高兴劲儿萨阿，就～了。

UJiJ元长物】 biewu-changwu 没有多余的东

西，形容穷困或俭朴（长，旧读 zhang ）。
E别元二致E biewu-erzhi 没有两样；没有区别：

这两个人的思想～O

UJIJ绪E biexu 圈离别的情绪：离愁～。
UJiJ样E bieyang 圃属性词。另外的；其他的；
不同→般的z ～风情。

四川有洞天l bieyou-dongtian 另有一种境界，

形容景物等引人入胜。
E别有风味E biev凸u-f岳ngwei 另有一种趣味或

特色z 围着篝火吃烤肉，～。
E别有天地】 bi的ou-tiandi 另有→种境界，形
容风景等引人入胜。

四川有用心E bieyou-yongxln 言论或行动中另

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E别针l biezh酌（～儿）圈。一种弯曲而有弹
性的针，尖端可以打开，也可以扣住，用来把布
片、纸片等固定在一起或固定在衣物上。＠
别在胸前或领口的装饰品，多用金银、玉石等

制成。
E别致E bi在zhi [ID] 新奇，跟寻常不同s 这座楼房

式样很～。
E别传】 biezhuan 圈记载某人逸事的传记。
E别子l biezl [El 古代指天子、诸侯的摘长子以
外的儿子。

E别子E bie·zi 圈。线装书的套子上或字画手
卷上用来别住开口的东西，多用骨头制成。＠
烟袋荷包的坠饰。

E别字E biezi 圈＠写错或读错的字，比如把

“包子”写成“饱子”，是写别字；把“破绽”的“绽”
Czhan）读成“定”，是读别字。也说白字。＠

别号。

楚 bie ＜方〉酬腕子或子腕子扭伤z 走路
不小心，～痛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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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楚脚1 bieii凸0 （方〉圃质量不好；本领不强＇ I 指较大而设施好的旅馆。
～货。 ［［宾客E blnke 圈客人（总称），迎接八方～。

v 
bie c 气71廿）

瘪 时肌体表面凹下去；
（痛、痛）不饱满：千～｜～谷｜没牙

～嘴儿！车带～了！乒乓球被压～了。
另见 88 页 b险。

飞

bie c 兮l廿）

别… 胁〈方〉圈改变别人坚持的意
~（野）见或习性（多用于“别不过飞我
想不依他，可是又～不过他。
另见 88 页 bi岳。

E别扭E bie· niu 圈。不顺心；不顺畅z 这个天
气真～，一会儿冷，一会JL热｜事情没办好，心里挺
～。＠不）I顶从；不投合2 闹～｜他的脾气挺～，
说话要注意｜两个人有些别别扭扭的，说不到一
块儿。＠（说话、作文）不通JI阪；不流畅z 这个句
子有点儿～，得改一改。＠不自然p拘谨：跟陌
生人在←起吃饭，多少有点儿～。

E别嘴E biezui ＜方〉团团绕嘴：这段文字半文不
白，读起来～。

c=豆豆1豆豆了二二1

那 Bin 0 侣，地名，在陕西。今作彬县。
...... 8 （书〉同“幽”。 0 1'81 姓。

卫6. bin ＜书〉玉名。
号l.J 另见 384 页 f曲。

，主2 - u ~ bi『1 。客人（跟“主”相
兵（寰、贺）对）：男～｜女～｜外～｜～
至如归。 8 (Bin）圈姓。

E宾臼E binbai [BJ 戏曲中的说白。中国戏曲艺

术以唱为主，所以把说自叫作宾白。

E宾词E binci 画一个命题的三个组成部分之
一，表示思考对象的属性等，如在“金属是导

体”这个命题中，“导体”是宾词。

E宾东E bindong 圈古代主人的座位在东，客
人的座位在西，因此称宾与主为宾东（多用于
幕僚和官长，家庭教师和家长，店员和店主）。

E宾JJIU binfu ＜书〉圈服从；归附。
E宾服］ bin•fu ＜方〉圈佩服z 你说的那个理，

俺不～。

E宾馆E bingu凸n ~昌招待来宾住宿的地方。现

E宾朋E blnpeng 圈宾客；朋友2 ～满座。

E宾语］ blny心圈动词的一种连带成分，用来回

答“谁？”或“什么？”之类的问题，例如“我找厂

长”的“厂长”，“他开拖拉机”的“拖拉机”，“接受

批评”的“批评气“他说他不知道”的“他不知

道”。有时候一个动词可以带两个宾语，如“教
我们化学”的“我们’，和“化学”

E宾至如归】 blnzhi-rugL』I 客人到了这里就像回

到自己的家一样，形容旅馆、饭馆等招待周到。
E宾主E blnzhu 1'81 客人和主人2 ～双方进行了

友好的会谈。

彬 bin O 见下。＠（刷酬。

E彬彬E blnbln （书〉圃文雅的样子z ～有礼｜

文质～。

宾 ι bin 见下。
（借）

[1：宾相】 blnxiang t雹＠古代称接引宾客的人，

也指赞礼的人。＠举行婚礼时陪伴新郎新娘
的人：男～l女～。
斌 bin 同“彬，，。

视岳、占 bin O 水边；近水的地方z 海～｜

识（资）湖～｜湘江之～。＠靠近（水边） : 
～海｜～江。 0 (Bin）圈姓。

~ • •. bin 见下。

织（震）
E缤纷】 binf岳n （书〉圃繁多而错杂g 五彩～ i
落英（花）～。

且，忌， hln m~ 

在兵（横、冲兵）另见山川。
E槟子】 bin· zi 圈。槟子树，花红的一种，果实

比苹果小，红色，熟后转紫红，味酸甜带涩。＠
这种植物的果实。

镇（镇） bin 见下
E缤铁］ bTntr岳［每精炼的铁。

濒 ,jn 0 紧靠叫z ～湖｜东～
（濒）大海。＠临近g接近2 ～危｜～行。

E濒绝E binjue 画濒临灭绝或绝迹：～物种。

E濒临E bin I in 画紧接；临近z 我国～太平洋｜精

神～崩溃的边缘。

E濒歹El blnsi 圃临近死亡z 从～状态下抢救过

来。
E濒危E binw岳i 画接近危险的境地，指人病重

将死或物种临近灭绝z 病人～｜～动物。

E濒于E blnyu rz面临近；接近（用于坏的遭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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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Bin 古地名，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也作缚。

、

bin （兮1'7 ) 

槟山 bin （书〉抛弃5排除：～诸阶｜
（攫）～而不用。

E槟斥E binchi 画排斥：～异己。

E槟除E binchu rnllJ 排除；抛弃z ～陈规陋习。
E槟弃J binqi rnllJ 抛弃2 ～旧观念。
古已按 斗 bin 停放灵枢；把灵枢送到埋葬
烘（殖）或火化的地方去＝出～1~$0
Uft车J blnch岳画出殡时运灵枢的车。

E宾殆J binlian I到人残和出殡z 办理～事宜。
陈仪馆J binyiguiin 1'811:共停放灵枢和办理丧

事的机构。
B主葬】 binzang 晴］出殡和安葬：～工｜～管理

处。
目0 . . bin 同嚼”。
腆（腹）
骨宾… bin 0 骸骨。＠古代剔除骸骨

（骨宣）的酷刑。
E骸骨E bing心画膝盖部的一块骨，略呈三角
形，尖端向下。（图见 468 页“人的骨髓”）
左路 bin 鬓角 z 双～｜两～斑

翼（鬓、嘻）白。
E鬓发】 blnfa 圈鬓角的头发z ～苍白。

E鬓角】（鬓脚） blnj的0 （～儿）圈耳朵前边长头
发的部位，也指长在这个部位的头发。

国哩旦二型ι1

'w ... bing o 圈水在 0℃或 0℃以
词、（并永）下凝结成的固体z 湖里结～了。
＠圈因接触凉的东西而感到寒冷z 刚到中

秋，河水已经有些～腿了。－~把东西和冰
或凉水放在一起使凉z 把汽水～上。＠像冰

的东西g ～片！～糖｜干～。 0 (Bi「ig）圈姓。

E冰棒E bingbang ＜方〉圈冰棍儿。
E冰雹】 bingbao 画空中降下来的冰块，呈球
形或不规则形，多在晚春和夏季的午后伴同雷
阵雨出现，给农作物带来很大危害。通称雹

子，也叫雹。
E冰茶J bingcha 圈一种兼有茶水和果汁特点

的低热量的饮料。
E冰场E bingchiing t8l 滑冰的场地z 室内～。

囱槟殡牍骸鬓冰 I bin - bing I 91 I 

E冰碴JLl bingchar ＜方〉圈冰的碎块或碎末；
水面上结的一层薄冰。

E冰J if) bingchudn 圈在高山或两极地区，积

雪由于自身的压力变成冰（或积雪融化，下渗
冻结成冰），又因重力作用而沿着地面倾斜方

向移动，这种移动的大冰块叫作冰） , ，。
E冰川期E bingchuiinqi 圈冰期①。

E冰床E bingchuang 圈冰上滑行的交通运输

工具，形状像雪撬，可坐六七个人，用竿子撑，

也可用人力或畜力推拉。
E冰锦E bingcuiin 圈凿冰工具，头部尖，有倒

钩。

E冰袋E bingd也i 圈装冰块的橡胶袋，用于冷

敷。
E冰刀E bingdao 圈装在冰鞋底下的钢制的刀

状物。有球刀、跑刀和花样刀三种。
E冰灯】 bingdeng t8l 用冰做成的供人观赏的

灯，灯体多为各种动植物、建筑物的造型，内装
电灯或蜡烛，光彩四射。

【冰点E bingdiiin 画水凝固时的温度，也就是

水和冰可以平衡共存的温度。压强为
101 325帕时，冰点是 0℃。

E冰雕】 bingdiao 圈用冰雕刻形象的艺术，也

指用冰雕刻成的作品 z ～展览。

E冰冻E bingdong O I虱水结成冰。＠〈方〉

强冰。
E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E bing dong san chi, 

f岳 i yi ri zhi han 比喻事物变化达到某种程

度，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

E冰毒J bingdu 画有机化合物，成分是去氧麻

黄素。臼色晶体，很像小冰块，对人的中枢神
经和交感神经有强烈剌激作用，用后容易成
瘾。因用作毒品，所以叫冰毒。

E冰峰E bingf岳ng 圈积雪和冰长年不化的山

峰。
E冰糕E binggao ＜方〉圈＠冰激凌。＠冰
棍儿。

E冰铺J bingg凸o 圈凿冰用的工具，多用于攀

登冰峰。
E冰挂】 binggua 晴雨辞世的通称。

E冰柜E binggul 圈电冰柜的简称。

E冰棍JLl binggunr t8l 冷食，把水、果汁、糖等

混合搅拌冷冻而成，用一根小棍做把儿。
E冰壶E binghu 圈＠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

员在冰面上推出扁圆形石球，以球的滑行终点
距离设定因心的远近判定胜负。＠冰壶运动

使用的器材，扁圆形，略像壶，用花岗岩制成。

E冰花E binghua 画＠指凝结呈花纹的薄薄冰

层（多在玻璃窗上〉。＠把花卉、水草、水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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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等实物用水冻结，形成冰罩的艺术品。＠

雾再击。
E冰激凌E bTngjiling 圈半固体的冷食，用水、

牛奶、鸡蛋、糖、果汁等调和后，一面制冷一面
重主重三 搅拌，使凝结而成。［英 ice cream] 
雪雪雪 E冰害】 bl『1gjido 圈贮藏冰的地害。

E冰晶E bingjlng 圈在 0℃以下时空气中的水

蒸气凝结成的结晶状的微小颗粒。

E冰冷E bing I邑ng E回状态词。＠很冷＝手脚冻
得～｜不要躺在～的石板上。＠非常冷淡：表
情～。

E冰凉E blngliang llliJ 状态词。（物体）很凉：浑

身～｜～的酸梅汤。
E冰凌E bing ling 圈冰。

E冰溜E blngli1汪国冰锥。

E冰轮E blnglun ＜书〉圈指月亮。

E冰封闭 blngp6i 画大块浮冰。

E冰片E bing pion 圈中药上指龙脑。

E冰品E blngpin 圈雪’糕、冰棍儿、冰激凌等冷食
的统称。

E冰瓶l blngping 画大口的保温瓶，通常用来

盛冰棍儿等冷食。参看 47 页1保温瓶］。
E冰期］ blngqT 圈＠地质历史上气候非常寒

冷，陆地被大规模冰川覆盖的时期。＠指一
次冰期中冰川活动剧烈的时期。

E冰漠淋E bingqilin 画冰激凌。

E冰棒a blngqiao fBJ 雪撬。

E冰清玉洁E bTngqTng-yujie 形容高尚纯洁。

也说玉洁冰清。
E冰球E bTngqiu 圈＠冰上运动项目之一，用
冰球杆把球打进对方球门得分，分多的为胜。

＠冰球运动使用的球，饼状，用黑色的硬橡胶
做成。

E冰人E bTngren ＜书） fBl 媒人。

E冰山l blngshan fBJ 0 积雪和冰长年不化的
大山。＠浮在海洋中的巨大冰块，是两极冰
川末端断裂，滑落海洋中形成的。＠比喻不

能长久依赖的靠山。
E冰山→角E bTngshan-yTji凸o 比喻事物已经显

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媒体揭露出的问题只是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E冰上运动l bTngshang yundong 体育运动项

目的一大类，包括在冰上进行的各种运动，如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

E冰释E bingshi 画像冰一样融化，比喻嫌隙、

怀疑、误会等完全消除z 涣然～。
E冰霜E bingshuang ＜书〉圈。比喻坚贞的节

操。＠比喻严肃的神情3 凛若～。
E冰炭E bingtan 圈比喻互相对立的两种事物z

～不相容（两种对立的事物不能并存）。
E冰糖E bingtang 圈－种块状的食糖，用白糖

加水使溶化成糖汁，经过蒸发，结晶而成。透
明或半透明，多为白色。

E冰糖葫芦l bingtanghu ·lu （～儿）［苞糖葫芦。
E冰天雪地】 bingtian-xu品di 冰雪漫天盖地，形
容非常寒冷。

（~］ bingtu6 圈水或含水的东西冻结成的

硬块。

E冰箱E bingxiang 圈冷藏食物或药品用的器
具，现指电冰箱。参看 293 页【电冰箱lo

E冰消瓦解E bingxiao-waji岳像冰一样融化，瓦

一样破碎，形容完全消释或崩溃。
E冰鞋E bingxie 圈滑冰时穿的鞋，用皮革等材

料制成。鞋底上装着冰刀。

E冰镇E bingzhen I到把食物或饮料和冰等放

在→起或放在冰箱里使凉：～西瓜｜这汽水是
～过的。

E冰柱E bingzhu fBJ 冰锥。

E冰砖l blngzhuan 圈冷食，把水、奶油、糖、果
汁等混合搅拌，在低温下冷冻而成，形状像砖。

E冰锥E bingzhui （～儿） ['8] 雪后檐头滴水凝成

锥形的冰。也叫冰锥子、冰柱、冰溜。

并 Bing fB] JlJ西太阳胁。
另见 94 页 bing 。

仨二 bing 0 兵器z 短～相接 l称马厉～。＠

／飞函军人z军队z 当～ i ～种｜骑～。＠圈

军队中的最基层成员：官～一致。＠指军事
或战争z ～法｜～书。 8 (BTng）圈姓。

E兵变E bingbian 毒面军队哗变2 发动～。

E兵不血刃l bingbuxueren 兵器上面没有沾

血，指未经交锋而取得胜利。
E兵不厌诈E bingbuyanzha 用兵打仗可以使用

欺诈的办法迷惑敌人（语本〈（韩非子·难→》z “战
阵之间，不厌诈伪。＇%厌z 不排斥P不以为非）。

E兵车E bTngct略目310 古代作战用的车辆。＠
指运裁军队的列车、汽车等。

E兵船E bingchuan l画旧时指军舰。

E兵丁E bTngding fBJ 士兵的旧称。

E兵法E bingf凸 fBl 古代指用兵作战的策略和方

法z 熟谙～。
E兵符E bingfu rBJ 0 古代调兵遣将的符节。
＠兵书。

E兵戈E bTngg岳〈书〉圈兵器，借指战争z 不动

～｜～四起。

E兵革l bingge ＜书〉圈兵器和甲胃，借指战
争z ～未息。

E兵工E binggong 圈军工。

E兵工厂E binggongch凸ng 画制造武器装备的



工厂。
E兵贵神速E blngguish岳nsu 用兵以行动特别
迅速最为重要（语山《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0

E兵荒马副Ll blnghuang maluan 形容战时社

会动荡不安的景象。
E兵火E blnghuo 菌战火，指战争z ～连天｜书

稿毁于～。
E兵家】 blngjia 圈 O CBTngjia）古代研究军事

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
孙武、孙膜等。＠用兵的人z 胜败乃～常事｜
徐州历来为～必争之地。

E兵舰E blngj ian IEJ 军舰。
E兵谏】 blngjian 画用武力胁迫君主或当权者

接受规劝：发动～。
E兵来将挡，水来土掩J blngtai-jia咱da吨， shul-

lai-t心忡n 比喻不管对方使用什么计策、手
段，都有办法对付。也比喻针对具体情况采取
相应对策（掩z 遮挡3堵塞）。

E兵力】 blngl1 函军队的实力，包括人员和武器
装备等z ～雄厚 i 集中～。

E兵临城下】 blnglinchengxia 大军压境，城被

围困。形容形势危急。
E兵乱】 blngluan [El 由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

兵灾z 屡遭～。
E兵马俑E blngm的凸ng 吕亘古代用来殉葬的兵
马形象的陶俑。

【兵痞E blngpi IEl 指在旧军队中长期当兵、品

质恶劣、为非作歹的人。
E兵棋l blngqi 圈特制的军队标号图型和人
员、兵器、地物等模型，在沙盘和地图上可以像
棋子一样摆放或移动，供指挥员研究作战和训

练等情况时使用。
【兵器】 blngqi IEl 武器①。
E兵强马壮E blngqiang-mazhuang 形容军队

实力强，富有战斗力。

E兵权E blngquan IEl 茸Z权。
E兵戎E blngr6ng ＜书〉圈指武器、军队z ～相
见（武装冲突的婉辞）。

E兵士E blngshi [El 士兵。
E兵书l blngshu 画讲兵法的书。

E兵团E blngtuan [El 0 军队的一级组织，下辖
几个军或师。＠泛指团以上的部队2 主力～｜

地方～。
E兵焚l blngxian ＜书〉圈战争造成的焚烧破
坏等灾害：藏书毁于～。

E兵饷E blngxiang 圈军饷。

E兵役E blngyi IEl 公民依照国家兵役制度履行
的军事义务。分为现役和预备役z 服～。

E兵役法E blngylfa [El 国家根据宪法制定的公

兵屏拼槟丙那秉 I bl门9- bing I 93 I 

民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法律。
E兵役和tll blngyizhi 圈兵役法规定的公民服
兵役的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

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E兵营E blngying l道军队居住的营房。

E兵勇E blngyong ［望旧时指士兵。
E兵泊子E blngy6u·zi 圈旧时指久在行伍而油

滑的兵。

职员E blngyuan [El 兵；战士①（总称）：补充

～｜五十万～。

E兵源E blngyuan 圈士兵的来源g ～充足。

陈灾E blngzai 圈战乱带来的灾难。

E兵站l blngzhan 圈军队在后方交通线上设

置的供应、转运机构，主要负责补给物资、接收

伤病员、接待过往部队等。
E兵种E blngzh凸ng 圈军种内按主要武器装备

和作战任务划分的类别。如步兵、炮兵、装甲
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陆军防空兵、陆军
航空兵等是现代陆军的主要兵种。

E兵卒l blngzu 圈士兵的旧称。

屏圳见下。
另见 94 页 bi『lQ; 1010 页 ping 。

E屏营E blngying （书〉圃惶恐的样子（多用于
奏章、书札）：不胜～待命之至。

拼 ~Ing 见下。
另见 61 页 b邑n 。

E拼榈E bing tu 圈古书上指棕榈。

槟… … bing 见下。
（横、棋）另觅 90 页 bl门。

E槟掷E blng·lang 圈＠常绿乔木，树干很高，

羽状复叶。果实可以吃，也供药用。生长在热
带地区。＠这种植物的果实。

" bing c 令IL)

丙时ng 0 函天干的第兰位。参看 42
I干支l。＠ 〈书〉丙丁3 阅后付～。＠

(Bing）圈姓。

E丙部，J bingbu 圈子部。

E丙丁E blngdlng ＜书） [El 火的代称：付～。
E丙纶E bi『iglun 圈合成纤维的一种，质轻，耐

磨，吸湿性和染色性差，制成的衣物不易走样。
工业上用来制造绳索、滤布、渔网等。

丙F Bing 酬。

秉时ng 0 ＜~＞拿着；握着： ~~1～烛。＠
〈书〉掌握；主持z ～政。＠画画古代容量

单位，一秉合十六俐。 0 (Bing）圈姓。



l ” I bing - bing I 秉柄昂饼炳屏蚓禀聘并

院承】（禀承） bingcheng 圈承受；接受（旨意

或指示）。

E时寺E bingchi ＜书〉画主持；掌握。
E秉公E binggong 圈依照公认的道理或公平

的标准z ～办理｜～执法。
E秉国］ binggu6 ＜书〉画执掌国家权力。
E秉性E bingxlng 圈性格2 ～淳朴｜～各异。

E秉正E bJ'ngzheng ＜书＞ rn!J] 秉持公iE: ～无私。

E秉政E bingzheng ＜书〉圃掌握政权p执政。

E秉烛E bingzhu ＜书〉圈拿着燃着的蜡烛：～
待旦 l～夜游（指及时行乐）。

柄 bing 0 酬物的如L：刀～！勺～。＠
IBl 植物的花、叶、果实跟茎或校连着的部

分z 花～｜叶～。＠比喻在言行上被人抓住的

材料z 话～｜笑～｜把～。＠〈书〉执掌z ～国｜
～政。＠〈书〉权2 国～。＠〈方〉鹰用于某
些带把儿的东西z 一～斧头｜两～锄头。
芮 ,jng ＜书〉明亮光明（多用于人c :a丙）名）：
饼川 bing 0 lEl 翩翩或蒸熟的

（饼）醋，形状大多肩而圆2 月～ l 烧
～｜大～｜一张～。＠（～儿）形体像饼的东西：
铁～｜豆～｜煤～ l柿～JL.

E饼铛E bingcheng lEJ 烙饼用的平底锅。

E饼肥.J bingfei 圈指用作肥料的豆饼、花生

饼、棉籽饼等。
E饼干E binggan 画食品，用面粉加糖、鸡蛋、牛

奶等烤成的小而薄的块儿。
E饼屋E bingwu lEl 出售西式糕点、面包等的比
较小的店铺。

E饼子E bing•zi 圈用玉米面、小米面等贴在锅
上烙成的饼。

』怀fi bing 0 ＜书〉光明；显著：彪～｜～蔚（文
.N'l 采鲜明华美）。 8 (Bing）画姓。

屏 bing O lll!ll 抑止（呼吸）：～着呼吸｜～着
气。＠除去s排除z ～除｜～弃。
另见 93 页 bT「1g;1010 页 ping.

E屏除E bingchu rn!Jl 排除s除去z ～杂念。

E屏迹E bingji 〈书〉巨型＠敛迹；匿迹：权贵～ i
盗贼～。＠隐居z ～山村。

E屏气E bing;;qi rn国暂时抑止呼吸；有意地闭住
气2 ～凝神｜他放轻脚步屏住气向病房走去。

E屏弃E bingqi 圈舍弃z ～杂务，专心学习。

E屏退E bingtui 画＠便离开z ～左右｜～闲人。
＠〈书〉退隐：不乐仕进，常思～。

E屏息E bJ'ngxl 圈屏气g 全场听众～静听。

蜗 bing 见 11町啊。

百主T 击． bing 0 mill 禀报p 禀告：回～｜
祟（冥）待我～过家父，再来回话。＠旧
时禀报的文件：～帖｜具～详报。＠领受s承

受z ～性｜～命｜～受。
E禀报E bingbao 画向上级或长辈报告：据实

~ 。
E禀承E bingcheng 见 94 页【秉承l 0 

E禀则 bingfu 圈人的体魄、智力等方面的素

质z ～较弱｜～聪明。
E禀告E binggao 画把事情告诉上级或长辈z
此事待我～家母后再定。

E禀命】 bingming ＜书＞ mill 接受命令。

自受E bingshou ＜书〉＠圈承受。＠圈指
受于自然的品性或资质。

E禀帖E bingti岳圈旧时百姓向官府有所报告

或请求用的文书。
E禀性E bingxing 圈本性：～淳厚｜江山易改，

～难移。

脾 bing ＜书〉刀鞠

飞

bing c 令IL>

并1 ~ bing 画合在一起z 川合
（拼）～｜把三个组～成两个。

并2 bin~ 0 圈两种或两
（堂、甘）种以上的事物平排着z

～蒂莲｜我们手挽着手，肩～着肩。＠圃表示
不同的事物同时存在，不同的事情同时进行．

两说～存i相提～论。＠画用在否定词前面
加强否定语气，强调说明事实不是对方所说的
或一般所认为的那样z 这件事你～没有告诉过

我！你以为他糊涂，其实他～不糊涂。。圈并

且z 我完全同意～拥护党委的决议。＠〈书〉
因用法跟“连”相同（常跟“而、亦”呼应）：～此

而不知1～此浅近原理亦不能明。

另见 92 页 Bing 。

lJf案J bing;;an 圈将若干起有关联的案件合

并（办理）：～侦查。
E并称］ bingch岳ng 圈并列称作；合称：唐代大

诗人李白、杜甫J哮杜”。
E并存E bingcun mill 同时存在：两种体制～ i 不

同的见解可以～。
E并蒂莲E bingdilian 圈并排地长在同－个茎
上的两朵莲花，文学作品中常用来比喻恩爱的
夫妻。

E并发E bingfa 圈由正在患的某种病引起（另

→种病），～症！～肺炎。



E并发症l bingfazheng 圈由正在患的某种病
引起的病。如出麻彦引起肺炎，肺炎就是并发

症。也叫合并症。

LJt::tl'J bingfei 画并不是：他这样做～发自内

心D

E并购E binggou ［•到用购买的方式兼并z 这个

企业集团最近～了两家公司。
E并骨E bingg心〈书〉巨型指夫妻合葬。
E并轨E binggui R西］比喻将并行的体制、措施等
合而为~，两种教学体制实行～。

E并驾齐驱】 bingjia-qiqu 比喻齐头并进，不分

前后。也比喻地位或程度相等，不分高下。
E并肩E bingjian O ( 11一）蝴肩挨着肩 g 他们

～在河边散步。＠［国一起；共同z ～作战。

E并进E bingjin 画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z 齐头
~ 。

E并举E bingju ri!l)] 不分先后，同时举办z 工农业
~ 。

E并力E bingli ＜书〉画一起出力 z ～坚守。
E并立E bing Ii 画画同时存在：群雄～。
E并联E bingli6n 画＠并排地相连接。＠把
几个电器或元器件，一个个并排地连接，形成
几个平行的分支电路，这种连接方法叫并联。

E并列E bing lie 圃并排平列，不分主次：这是
～的两个分句｜比赛结果两人～第三名。

E并拢】 bing long 面合拢z 两脚～！～翅膀。
E并茂E bingmao E国密切相关的两种事物都

很丰富、优美z 图文～｜声情～。
E并封闭 bingp6i 圈不分前后地排列在一条线
上z 三个人～地走过来 i这条马路可以～行驶
四辆大卡车。

E并且E bingqi品圈。用于连接并列的动词
或形容词等，表示几个动作同时进行或几种
性质同时存在 2 聪明、机智～勇敢｜会上热烈讨
论～一致通过了这个生产计划。＠用在复句
后一个分句岖，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z 她被评
为先进生产者，～出席了先进生产者经验交流

会。
E并吞］ bingtun ［直把别国的领土或别人的产
业强行并入自己的范围内。

E并网E bingw凸ng ~把单独的输电、通信等线
路接入总的系统，形成网络；把若干个输电、通
信等网络合并，形成新的网络z ～发电｜～运

行。
C宇线E bing11xian rn国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从所

行驶的车道驶向并行的邻接车道z ～行驶 l不
要强行～。

E并行E bingxing 圈＠并排行~：携手～。＠
同时实行z ～不悖｜治这种病要打针和吃药～。

并病 l bing I 9s I 

E并行不悖E bingxing-bubei 同时实行，互不冲

突。

E并用E bingy。ng 圃同时使用z 手脚～ i 多种

手段～。

归 bingzhong lllVJ [ii]等重视：预防和治疗主

、民二手 bing O 函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E

IV可常的状态：疾～！心脏～｜他的～已经好了。

80司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不正常状态：他着
了凉，～了三天。＠害处3私弊z 弊～。＠缺

点；错误：语～｜通～。＠〈书〉祸害；损害z 祸

国～民。＠〈书〉责备；不满＝话～｜为世所～。
U商案E bing ’。n 圈把病历资料加工整理所形
成的档案。

U商包JLl bingbaor ＜口〉圈多病的人（含诙谐
意）。
肮变E bingbian 圈由致病因素引起细胞、组

织或器官的变化，是病理变化的简称。
U芮病歪歪E bing· bingwaiwai C～的）圈状态

词。形容病体衰弱元力的样子。
E病残E bingc6n 圈疾病和残疾z ～儿童｜战胜

～，做生活的强者。

E病程E bingcheng 圈指患某种病的整个过

程。

U商虫害E bingch6ngh创圈病害和虫害的合

称。
肮床E bingchu6ng 圈病人的床铺，特指医

院、疗养院里供住院病人用的床。
肮毒J bingdu 圈。比病菌更小的病原体，多

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没有细胞结构，但有
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一般能通过能阻挡细
菌的过滤器，所以也叫滤过性病毒。天花、麻
廖、牛瘟等就是由不同的病毒引起的。＠指
计算机病毒。

U市笃J bingd心〈书＞~病势沉重。

E病房） bingf6ng 圈医院、疗养院里病人住的

房间。
肮夫E bingfu 圈体弱多病的人（含讥讽意）。

E病根E bingg岳n C～儿）圈。没有完全治好的

旧病z 这是坐月子时留下的～儿。＠比喻能引
起失败或灾祸的原因 2 找出工厂连年亏损的～。

U丙故E binggu 圈因病去世。

肮害】 binghai rBJ 细菌、真菌、病毒或不适宜
的气候、土壤等对植物造成的危害，如引起植
物体发育不良、枯萎或死亡。

U商号E binghao c～儿）画病人（多指部队、学

校、机关等集体中的） ：老～（经常生病的人〉｜
～饭（给病人特做的饭食）。

U市候E binghoL』圈中医泛指疾病反映出来的



I 96 I bing - ba I 病摒拨

各种症候。
白菊，，\l:l】 binghuan 圈＠疾病。＠病人；患者·

救治～｜给～更贴心的关怀。
U芮急、乱投医】 bing ji luan t6u yi 病情危急时
乱请医生医治，比喻事情危急时盲目地采取措
施。

U芮家E bingjia 圈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就医生、

医院、药房方面说）。

U商假E bingjia IEJ 因病请的假。
U芮句E bingju 圈在语法修辞或逻辑上有毛病

的句子：改正～。
U芮菌E bingjun IEJ 能使人或其他生物生病的

细菌，如脑膜炎球菌、炭瘟杆菌、霍乱弧菌等。
U芮况E bingkuang 圈病情。

U商理］ bingli iEl 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原

理。
肮历】 bing Ii 圈医务人员对病人的病情、诊断
和处理方法的记录。

肮例］ bingli 圈某种疾病的实例。某个人或
生物患过某种疾病，就是这种疾病的病例。

U丙媒E bingmei 圈传播病菌的媒介z ～生物。
U商魔］ bingm6 圈指疾病（多指长期重病）：
～缠身 l战胜～。

U育’情E bingqing 圈疾病变化的情况z ～好
转｜～恶化｜～稳定。

U市区E bingqu 圈医院根据住院病人治疗和
管理的需要所划分的若干住院区。

U芮人E bingr岳『1 圈生病的人；受治疗的人。

U商容］ bingr6ng 固有病的气色z 面带～。
U商入膏育E bingrugaohuang 病到了无法医治
的地步，也比喻事情严重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
（膏盲2 我国古代医学上把心尖脂肪叫膏，心脏
和脯膜之间叫育，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

U商弱E bingruo 圈（身体）有病而衰弱：年老
～l～的身体。

U商史E bingshi 函患者历次所思疾病的情况。

E病势］ bingshi 圈病的轻重程度g 服药之后，

～减轻O

U市逝E bingshi 圈因病去世。

U商榻E bingta 圈病人的床铺：缠绵～。
U商态E bingta i IEJ O 心理或生理上不正常的
状态＝～心理｜这不是正常的胖，而是一种～。
＠泛指不正常的状态z 社会～｜～发展。

U育体E bingti 圈患病的身体：～康复。
E病痛］ bingtong 函指人所患的疾病，也指疾

病带来的疼痛和痛苦z 不堪～折磨。
U丙退E bingtui 圈因病退职、i医学或提前退休。
U芮危E bingw岳l 圈病势危险z 医院已经下了

～通知。

E病险］ bingxian ~属性词。指水利设施因年
久失修或质量问题等存在险情隐患的z ～水

库。

E病象】 bingxiang 圈疾病表现出来的现象，如

发热、呕吐、咳嗽等。
U商休】 bingxiu 圈因病休息：～一周。

E病’恢恢E bingyanyan C～的）陋状态词。形
容病体衰弱无力、精神萎靡的样子。

U市秧子】 bingyang•zi ＜方〉圈多病的人。
肮疫】 bingyi IE] 指流行性传染病：疫病。

U市因］ bingyin 圈发生疾病的原因 z ～尚未

查明。
U商友l bingyou 圈＠称跟自己同时住在→个

医院的病人。＠患同一种病的病人的互称。

U商愈】 bingyu mill 病好了 z ～出院。
U商员】 bingyuan 圈部队、机关、团体中称生

病的人员。
U芮原】 bingyuan 圈。病因。＠指病原体。

U商原体】 bingyuanti 圈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

和寄生虫的统称，如细菌、真菌、病毒、支原体、
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蜗类等。

U育源E bingyuan iEl 发生疾病的根源。

U商院】 bingyuan 置专治某种疾病的医院：精

神～ l传染～。

U丙灶］ bingzao 函机体上发生病变的部分。

如肺的某一部分被结核菌破坏，这部分就是肺
结核病灶。

U商征E bingzheng 圈表现在身体外面的显示

出是什么病的征象。
E病症］ bingzheng 圈病①2 专治疑难～。

U商株】 bingzhu 圈发生病害的植株。

E病状E bingzhuδng 圈病象。

摒 bing 排除～除｜～弃

E摒除E bingchu 圈排除；除去：～杂念。

E摒挡】 bingdang ＜书〉啤料理；收拾：～公务｜

～行李！～一切。
E摒绝］ bingjue 圈排除：～妄念！～应酬。

E摒弃】 bingqi mill 舍弃。

b6 （兮艺）

拨… ba o 国手脚或棍棒钳制
（袭）力，使东西移动：～门！～船。～开

云雾。 8 mill 分出一部分发给s调Cdiao ）配＝
～粮！～款 i～两个人到锻工车间工作。＠富国

掉转z ～头便往回走。＠（～儿〉量用于成批
的人或物g 工人们分成两～儿干活儿｜大家轮



～儿休息。
E拨打E bod凸［剥打（电话）：～国内长途 l ～投
诉电话。

E拨发l bofa ~分出一部分发给z 所需经费由
上级统一～。

E拨付1 bofu [ll!j] 调拨并发给（款项）：～经费。
E拨号E bo11hao 画按照要通话的电话号码，拨
动拨号盘中的数字（现多采用按动数字键的方
式）。

E拨挝 bokuan O ( -11一）南（政府或上级）拨
给款项＝～10 万元｜拨了一笔款。＠圈政府
或上级拨给的款项：军事～｜预算的支出部分
是国家的～。

E拨拉］ bo·I口〈口〉画拨①z ～算盘子儿。
E拨浪鼓E bo·langg心（～儿）圈玩具，带把儿的
小鼓，来回转动时，两旁系在短绳 t的鼓槌击
鼓作声。也作波浪鼓。

E拨乱反正E boll』an-fanzheng 治理混乱的局

面，使恢复正常。
E拨弄】 bo·nong 画＠用手脚或棍棒等来回
地拨动t ～琴弦｜他用小棍儿～火盆里的炭。＠
摆布z 他想～人，办不到！＠挑拨：～是非。

E拨冗l bor凸ng ［翻客套话，推开繁忙的事务，

抽出时间：务希～出席。
E拨云见日E boyun-jianri 拨开乌云，看见太阳。

比喻冲破黑暗，见到光明，也比喻疑团消除，事
情明朗等。

E拨子E bo•zi O 圈一种用金属、木头、兽骨或
塑料等制成的薄片，用以弹奏月琴、曼陀林等

弦乐器。 8rBJ 高拨子的简称。＠鹰拨④z
刚才有一～人从这里过去了。

~）r-f?. bo o 波浪：～纹｜随～逐流。＠圈振
U儿动在介质中的传播过程。波是振动形式
的传播，介质质点本身并不随波前进。最常见

的有机械波和电磁波。通常也可分为横波和
纵波。＠比喻事情的意外变化＝风～｜一～未
平，一～又起。。 CB6) [Bl 姓。

波降波峰

J，~－ 1万气一波长7

波幅

波谷

横波

拨披 l bo I 91 I 
E波长l bochang 圈沿着波的传播方向，相邻

的两个波峰或两个波谷之间的距离，即波在→
个振动周期内传播的距离。（图见 97 页“横
波’’）

E波荡】 bodang 圈。起落不定；上下颠动：海

水～。＠（局势、情况）不稳定；不安定z 政局
~ 。

E波导】 bod凸0 ［＇型」种用来引导微波能量传输

的空心金属导体，传输损耗比同轴电缆低。也
叫波导管。

E波导管】 bod凸oguan 圈波导。

E波动】 bodong 国起伏不定；不稳定2 情绪～｜

物价～｜思想上又有了～。
E波段E boduan 圈无线电广播中，把无线电波

按波长不同而分成的段，有长波、中波、短波
等。

E波尔卡】 bo＇岳rk凸［昌一种舞蹈，起源于捷克民

族，是排成行列的双人舞，舞曲为2/4拍。［捷
polka] 

E波峰l bof岳ng 圈在一周期内横波在横坐标
轴以上的最高部分。（图见 97 页“横波”）

E波幅E bofu 圈在横波中，从波峰或波谷到横

坐标轴的距离。（图见 97 页“横波”）
E波谷l bog心 IBl 在一周期内横波在横坐标轴以
下的最低部分。（图见 97 页“横波”）

E波及E boji 圈牵涉到；影响到 2 水灾～南方数

省｜事件～整个世界｜他怕此事～自身。
E波诵云诡】 bojue-yungul 见 1621 页I云涌波

诡］ o
E波澜】 bolan 圈波涛，多用于比喻：～壮阔！

激起感情的～。
E波澜壮阔E bolan-zhuangkuo 形容声势雄壮

浩大（多用于诗文、群众运动等）。
E波浪E bolang 圈江湖海洋上起伏不平的水

面：～起伏｜～翻滚。
E波浪鼓E bo·langg心同“拨浪鼓”。
E波罗蜜】1 bolu6mi 画佛教用语，指到彼岸。
也译作波罗蜜多。［梵 paramita]

E波罗蜜】2 bolu6mi 圈。常绿乔木，高可达

20 米，叶子卵圆形，花小，聚合成椭圆形。果
皮黄褐色，果实可以吃。原产于印度、马来西

亚一带。＠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菠萝
蜜。也叫木波罗。

E波谱E bopu 圈按照波长的长短依次排列而
成的表。

E波束E boshu 函指有很强的方向性的电磁

波。用于雷达和微波通信等。
E波涛E botao 圈大波浪z 万顷～｜～汹涌。

E波纹E bowen IBl 小波浪形成的水纹z 湖面漾



L芝i bδ ｜波玻碎悖的钵般悖剥酬跋

起细细的～。

E波源、E boyuan 画能够维持振动的传播，并能
发出波的物体或该物体所在的位置。

E波折E bozhe 圈事情进行中所发生的曲折z
几经～，养殖场终于办起来了。

E波碟】 bozhe t雹指汉字书法的撇捺。

玻 bo 见下。

E玻璃l bo·li l包＠一种质地硬而脆的透明物

体，没有一定的熔点。一般用石英砂、石灰
石、纯碱等混合后，在高温下熔化、成型、冷却
后制成。＠指某些像玻璃的塑料z ～丝｜有

机～o
E玻璃钢】 bo·ligang 圈用玻璃纤维及其织物

增强的塑料，质轻而硬，不导电，机械强度高，
耐腐蚀。可以代替钢材制造机器零件和汽车、

船舶外壳等。
E玻璃丝E bo·lisl ~用玻璃、塑料或其他人工
合成的物质制成的细丝．可用来制玻璃布、装
饰品等。

E玻璃体E bo·liti 圆眼球内充满在晶状体和视
网膜之间的元色透明的胶状物质，有支撑眼球
内壁的作用。（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E玻璃纤维E bo•li xianwei 用熔融玻璃制成的
极细的纤维，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性好，机
械强度高。用作绝缘材料和玻璃钢的原料
等。

E玻璃纸E bo·lizhi 圈透明的纸状薄膜，用纸浆
经过化学处理或用塑料制成，可染成各种颜

色，用于包装或装饰。旧称赛璐功。
E玻璃砖l bo·lizhuan 圈。指较厚的玻璃。＠
用玻璃制成的砖状建筑材料，多是空心的。坚
固耐磨，能透光，隔音、隔热性能好。

碎 bo o 用于地名：铜～（在福建）｜麻地～
（在内蒙古）。＠〈书〉同“钵”。

哼 bo 见下。

E哮罗E b61u6 ~古代军中的一种号角。

的 bo ＜书〉踢。
:.J 另见 50 页 b凸0 。

E的的E bobo ＜书〉匮塾形容脚踏地的声音。

钵 bo 圈。陶制的
（钵、辑、直） 器具，形状像盆而

较小z 饭～ i 乳～（研药末的器具）｜一满～水。
＠钵孟。 E钵多罗之省，梵 pa tr a] 

E钵头l b6t6u ＜方〉圈钵①。
E钵孟E bovu 圈古代和尚用的饭碗，底平，口

略小，形稍扁。
E钵子E bo• zi ＜方〉圈钵①。

1位凡 bo 见下。

川人另见33 页 ban;976 页 p仙。

E般若】 bor岳~智慧（佛经用语）。［梵
praj白且］

悖 u bo 见下。
（偌）

E悖悖】 bo·bo ＜方〉圈。糕点。＠馒头或其

他面食，也指用杂粮面制成的块状食物2 棒子

面儿～｜贴～（贴饼子）。

。 bo 义同啡’Cba叶用于合成词或成
语，如剥夺、生吞活剥。
另见 43 页 baoo

E剥夺l b6du6 匾。用强制的方法夺去z ～劳
动成果。＠依照法律取消z ～政治权利。

E剥离E boli 圃（组织、皮层、覆盖物等）脱落5分

开z 岩石～｜胎盘早期～｜视网膜～0～亏损资

产。
E剥落】 boluo 画一片片地脱落＝门上的油漆
～了 σ

E剥蚀E boshi 圈＠物质表面因风化而逐渐损

坏z 因受风雨的～，石刻的文字已经不易辨认。
＠风、流水、冰川等破坏地球表面，使隆起的
部分逐渐变平。＠侵蚀。

E剥削E boxu岳圈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
品，主要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进行

的。
E剥削阶级】 boxu岳 j i岳Ji 在阶级社会里占有生

产资料剥削其他阶级的阶级，如奴隶主阶级、
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E主制j啄E b6zhu6 （书〉匮理形容轻轻敲门等的

声音。

菠 bo 见下

E菠菜】 bocai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略呈兰角形，根略带红色，是常见蔬菜。有
的地区叫菠菠菜。

E菠菠菜E bolengcai ＜方〉圈菠菜。
E菠萝E bolu6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

边缘锯齿形，花紫色，果实密集在一起，外部呈
鳞片状，果肉味甜酸，有很浓的香味。产于热
带地区，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台
湾等地都有出产。＠这种植物的果实。｜｜也
晰L梨。

E菠萝蜜E bolt』6mi 同“波罗蜜”2 0 

乡、川 bo 圈金属元素，符号 Bh。有放
1JJt （嫩）射性，由江核反应获得。
费发… bo 见下。

（簸）
E锻缎E b6b6 ＜书〉理理形容鱼跳跃或摆尾的



声音。

播 bo o mill 传播；传扬广～｜～音｜电台正
在～重要新闻。＠画播种z 条～｜点～｜

夏～｜～了两亩地的麦子。＠〈书〉迁移s流亡2

～迁。

E播报E bobao 画画通过广播、电视播送报道：

～新闻。

E播发E bofa 圈通过广播、电视等发出 z ～新
阁。

E播放E bofang 圈。通过广播放送z ～录音
讲话。＠播映：～科教影片｜电视台～比赛实
况。

E播讲l boj1凸ng 圈通过广播、电视进行讲述或

讲授：～评书｜～英语。
E播客E boke 圈。个人运用数字广播技术制
作的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声频、视频内容。＠
指在互联网上传播声频、视频内容的人。

E播弄l bo·nong 圈＠摆布：人不再受命运

～。＠挑拨：～是非。

E播迁l boqian ＜书〉圈流离迁徙。

E播撤l bos凸圈撒播；撤z ～树种！～药粉。

E播送】 bosong 圈通过无线电或有线电向外
传送z ～音乐｜～大风降温消息。

E播音E bo;;yln 画广播电台等播送节目：～

员｜今天～到此结束。
E播映E boying 画电视台播放节目：～权｜～

故事影片。
E播种】 bo;;zh凸ng l到播撒种子z ～机｜早～，
早出苗。

E播种E bozhong 画用播种Czhong）的方式种

植z ～冬小麦。
蕃 bo 见 1到页呻

另见 356 页 fδ门； 359 页 fan"

幡 bo 酥CB凸Z叫，山名，在甘肃。

,, 
b6 （兮古）

字 b6 0 <45＞同“勃”＠时酬。
另见 56 页 b自 i 0 

伯1 b6 0 伯父：大～！扣。＠在弟兄排
行的次序里代表老大＝～兄。 0 CB6）圈

姓。

伯2 b6 封建碑前立的第三等，~~。
另见 29 页 b凸 l 。

E伯伯E b6•bo 〈口〉圈伯父：二～｜张～。
E伯父E bofu 圆＠父亲的哥哥。＠称呼跟父

亲辈分相同而年纪较大的男子。

播蕃幡字伯驳 I bo- bo I ” l 
E伯公E b6gong ＜方＞ ~0 伯祖。＠丈夫的

伯父。
E伯劳E b616o 圈鸟，额部和头部的两旁黑色，

颈部蓝灰色，背部棕红色，有黑色波状横纹。
吃昆虫和小鸟。

E伯乐E s61e 圈春秋时秦国人，善于相
Cxia门g）马，后借指善于发现和选用人才的

人g 各级领导要广开视野，当好～，发现和造就
更多的人才。

E伯母l b6m心圈伯父的妻子。

E伯婆E b6p6 ＜方〉圈。伯祖母。＠丈夫的
伯母。

盯自仲E b6zhong ＜书〉圈指弟兄排行的次序，
比喻不相上下的人或事物：～之间。

E伯仲叔季E b6-zhong『shu-ji 弟兄排行的次序，

伯是老大，仲是第二，叔是第三，季是最小的。
E伯祖l b6zu ~父亲的伯父。

E伯祖母】 b6zum心函父亲的伯母。

驳1 b6 圃指出对方的意
（殿、养跤）见不合事实或没有道

理g说出自己的意见，否定别人的意见s 批～！
反～｜～价｜这种论点不值一～。

驳2 b6 ＜书〉一种颜色夹杂
（殿、提胶）着别种颜色而纯净z 斑

~ 。

百~3 「飞， b6 0 驳运：起～｜～卸。＠
拟（般）驳船：铁～。＠〈方〉圈把岸或
堤向外扩展2 这条堤还不够宽，最好再～出去

一米。
E驳岸E b6'an l画保护岸或堤使不胡塌的构筑
物，多用石块砌成。

E驳斥】 b6chi 国反驳错误的言论或意见z ～

伪科学的谬论。
E驳船E b6chuan 圈用来运货物或旅客的一种

船，一般没有动力装置，由拖轮拉着或推着行
驶。

E驳倒E b6;;d凸o 圈提出理由否定对方的意见，

使站不住脚z 一句话就把他～了｜真理是驳不
倒的。

E驳回l b6hui I到不允许（请求）；不采纳（建

议）·～上诉！对无理要求，一概～。
Z驳价E b611iia c～儿）｛虱驳回卖主提出的价格g
还价。

【驳壳枪E b6keqiang 圈子枪的一种，外有木

盒，射击时可把木盒移装在枪后，作为托柄。
能连续射击，射程比普通手枪远。有的地区叫
盒子枪、匣子枪。

【驳论E b61un 圈反驳对方的论点，并在此基础
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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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驳面子E b6 mian•zi 不给情面。

口以臼 b6nan ＜书〉圃反驳责难＝～攻讶。

E驳议I b6yi [BJ 反驳的议论；异议z 有些人对

这种看法提出～。
E驳运E boyun E直在岸与船、船与船之间用小
船来往转运旅客或货物。

E驳杂E bozo 圃混杂不纯2 这篇文章又谈景
物，又谈掌故，内容非常～。

吊？〈书〉丝织物的总称：布～｜财～｜玉
E吊画E bohua 圈古代画在丝织品上的画。

E吊书l b6shu 圈古代写在丝织品上的文字。

爬 b6 带小瓜。

~乒t1 b6 0 画船靠岸；停船2 停～｜船～港
1ι』 外。＠停留 z 漂～。＠〈方〉富国停放（车

辆） ：～车。 0 (86）圈姓。

~ft2 b6 恬静z 淡～。
11-t 另见 1011 页闹。

[j白车E b6;;ch岳〈方〉圈停放车辆（多指汽车）。

[j白地E b6di 画错地。

E泊位l b6wei 匾。航运上指港区内能停靠

船舶的位置。能停泊一条船的位置称为一个
泊位。＠〈方〉车位。

柏 b6 柏林CBδJin
另见 30 页 b凸i; 102 页 bo 。

勃血』 b6 0 ＜书〉旺盛2 蓬～｜～
（。1敦）发。. (86）酬。

E勃勃E b6b6 ~精神旺盛或欲望强烈的样子z
生气～｜朝气～｜兴致～｜野心～。

E勃发E bofa ＜书〉圈。焕发；蓬勃生发z 英姿
～｜生机～。＠突然发生z 战争～｜～事件。

E勃起E b6ql INil 通常指男子和某些雄性哺乳
动物的阴茎从绵软下垂状态转为坚挺，有时也

用于阴蒂或乳头．男性～功能障碍。
E勃然E boron 圃＠兴起或旺盛的样子：～而

兴 l～而起。＠因生气或惊慌等变脸色的样
子g ～不悦｜～大怒。

E勃筷J boxl ＜书〉同“勃豁”。
E勃要？｝］ b6xl ＜书〉画家庭中争吵g 姑嫂～。也
作勃馁。

E勃兴E boxing ＜书〉圃勃然兴起；蓬勃发展。
f;,:..p.. ~ " b6 圈打击乐器，是两个圆铜片，
极（皱）中间突起成半球形，正中有孔，可
以穿绸条或布片，两片合起来拍打发声。

铀 b6 圈金属元素，符号h 银白
（童自）色，质软，延展性强，化学性质稳

定。用来制耐腐蚀的化学仪器等，也用作催化

剂。通称自金或铅金。

E铅金E b6jln 圈销的通称（有时也指铅合金） : 
～首饰。

毫 86 勘ICB6zhδ叫名，在安徽。

浮 b6 ＜书〉晰地。

被（楼） b6 见下
E被读】 b6shi ［亘古时指农夫穿的菱衣之类。

舶 b6 航海大船2 船～ l 巨～｜海～。

白白来］ b616i 圈属性词。用船舶从海外运来

的，泛指从外国进口或引进的2 ～品 l ～词｜豌

豆、胡萝卡最早都是～的蔬菜。
盯自来品E b616 i pin IEl 进口的货物，也指从海

外引进的事物。

脖 F b6 叫
长。

（铃旗）上像脖子的部分2 这个瓶子～儿

四字梗JL] bogengr 同“脖颈儿”。
E脖颈儿】 bogengr ＜口〉圈脖子的后部。也作
脖梗儿。也叫脖颈子。

E脖领JL] b61Tngr ＜方〉圈衣服领JL ；领子。也

叫脖领子。
E脖子J bo•zi IEl 头和躯干相连接的部分。
她 b6 又 tu ＜书〉腑的，恼怒～然不

悦。

博1 b6 0 （量）多3丰富z 渊
（＠－＠势’博）～｜地大物～ l～而不精。

＠通晓3 ～古通今。＠〈书〉大：宽衣～带。
0 (86）圈姓。

ι司主2 血〓 b6 0 博取g取得z 聊～一
｜导（＠兴 ）笑｜以～欢心。＠古代的→
种棋戏，后来泛指赌博2 ～徒｜～局。

博3 b6 指博客①：微～｜开～。

E博爱E bo'ai 圈指普遍地爱世间所有的人。
E博采众长】 b6c凸i-zhongch6ng 广泛地采纳各

家的长处。

E博彩】 b6cai IEJ 指赌博、摸彩、抽奖一类活动z
～业。

E博大E bod a E亘宽广；丰富（多用于抽象事
物） ：～的胸怀｜学问～而精深。

E博大精深E b6da-jlngsh岳n （思想、学说等〉广

博高深。
E博导E b6dao IEJ 博士研究生导师的简称。

E博得1 bode 自由取得；得到〈好感、同情等），～

群众的信任｜这个电影～了观众的好评。

E博古E bog心＠圈通晓古代的事情：～多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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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今。＠直指古器物，也指以古器物为题

材的国画。
E博古通今E b6gιt6ngjln 通晓古今的事情，形

容知识渊博。
E博客】 b6ke IBJ 0 ；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图
片等：写～｜浏览～。也叫网络日志。［英
blog] 49 指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图片等的
人：～论坛。〔英 blogger〕

E博览E bolan ：面广泛阅览：～群书。
E博览会E b61凸nhui ［组组织许多国家参加的大
型产品展览会。有时也指一国的大型产品展

览会。
E博洽1 b6qia ＜书〉［附〈学识）渊博：～多阁。
E博取E b6qu 圈用言语、行动取得（信任、重视
等） ：～欢心！～人们的同情。

E博识E b6shi 圃学识丰富g 多闯～。
E博士E b6shi 圈＠学位的最高一级z 文学～｜
～生。＠古时指专精某种技艺的人：茶～｜酒
～。＠古代教授经学的一种官职，一般由博
学或具有某种专门知识的人充任。

E博士后】 b6shihou 圈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高
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并继续深造
的阶段。也指博士后研究人员。

E博文】 bowen 圈博客上的文章：精彩～｜阅
读～。

E博闻强记J bowen叩angji 博闻强识。
E博闻强识】 bowen叩angzhi 见闻广博，记忆
力强。也说博闻强记。

E博物】 b6wu 圈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
的总称。

E博物馆E b6wuguan 圈搜集、保管、研究、陈
列、展览有关革命、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
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物或标本的机构。

E博物院J b6wuyuan 圈博物馆·故宫～。
E博学E b6xue If回学问广博精深＝～多才。
E博雅J b6y凸〈书〉［用渊博儒雅：～之士 l～精
深。

E博眼球E b6 yanqiu 吸引人的注意力 z 商家为

～，各出奇招。
E博弈E b6yi 画＠古代指下围棋，也指赌博。
＠比喻为谋取利益而竞争。

E博弈论J b6yilun 圈研究具有不同利益的决
策者在利益相互制约情况 F如何决策以及决
策的总体效果的理论。源于对象棋、扑克等室
内游戏各方得失的研究，己广泛应用于经济学
等领域。也叫对策论。

E博寻 11 b6yTn 画广泛地弓lilE ：旁征～！～众说。
E博主E b6zhu 圈博客②。

葫 b6 见阴页制。

鹊（辅） b6 见下
E鸦鸽E b69岳画家鸽。
E鸦鸪J b6gu ~J 鸟，羽毛黑褐色，天要下雨或刚

晴的时候，常在树上咕咕地叫。也叫水鸪鸪。 主重三
渤 86 渤海，在U阳岛和辽东半岛之间。 雪三

搏 b6 0 搏斗；对打z 拼～｜肉～＠扑上
去抓z 狮子～兔。＠跳动：脉～。

【搏动】 b6dong I到有节奏地跳动（多指心脏或

血脉）：心脏起搏器能模拟心脏的自然～，改善

病人的病情。
E梅斗E b6dou 圈。徒手或用刀、棒等激烈地

对打2 用事1J刀跟敌人～。＠比喻激烈地斗争＝
与暴风雪～｜新旧思想的大～。

E搏击E b6jl E副奋力斗争和冲击：奋力～｜～风

浪。
E搏杀J b6sha 巨型用武器格斗：在同歹徒～中，
受了重伤。两位棋手激烈～。

E搏战E b6zhan 圈奋勇战斗，比喻奋力比赛或

努力工作2 经过九十分钟～，主队以一球险胜

对手。
It.ft 6 ~鱼，身体侧扁，腹部有肉
费1:1 （舶）棱，背鳝有硬刺。生活在淡水中，
吃鱼、虾和水生昆虫等。
另见 22 页 ba 。

傅（筒） b6 见下。
[i尊优J b6tu6 圈古代一种面食。

赞助我国古代称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某一
少数民族。

街1 b6 0 苇子或称秸编成的帘子z 苇～！
席～。＠蚕筒。

筒2 b6 0 金属薄片2 金～儿｜绿叶铜～。
＠涂上金属粉末或被上金属薄片的纸

（旧俗在祭祀时当作纸钱焚化）：锡～！金银～。

膊 b6 胳膊：赤～
赔 b6 （书〉跌倒。

铸… b6 0 
（筒）古代乐

器，即大钟。（见右
图）＠古代锄一类的
农具。

薄1 b6 时Cbao)
①：～雾｜如履

～冰。＠轻微g 少2 锦
～技i 广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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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健5不壮实z ～弱｜单～。＠不厚道；不庄

重z ～待｜刻～｜轻～。＠（土地）不肥沃z ～

地｜～田。＠（味道）不浓；淡z ～酒。＠看不

起；轻视；慢待：菲～｜鄙～｜厚今～古。＠
(86）圈姓。

荒草2 b6 ＜书〉迫近3靠近z ～海｜日～西山。
刊于另见44 页 baa; 102 页肘。

E薄产E b6chan 圈少量的产业g 一份～。

E薄地l b6di [BJ 不肥沃的田地。

E薄海E b6h凸i ＜书〉圈本指接近海边，后泛指

海内广大地区·～传诵 i普天同庆，～欢腾。
E薄厚E b6hδu IEl 厚薄。
E薄技E b6ji IEl 微小的技能，常用来谦称自己

的技艺g ～在身｜愿献～。
E薄酒E b6ji心圈昧淡的酒，常用作待客时谦

辞：～一杯，不成敬意｜略备～，为先生洗尘。
E薄丰Ll boll 圈不丰厚的礼物，多用来谦称自

己送的礼物：些许～，敬请笑纳。
E薄利E b61i 圈微薄的利润：～多销。
E薄利多销E b61i-duoxiao 一种营销手段，以

单个儿商品获利少而总量卖得多的办法获得

较好的经济收益。
E薄面E b6mian 画为人求情时谦称自己的情

面：看在我的～上，原谅他这一次。
E薄命E b6ming 颐指命运不好，福分不大（多
用于妇女） ：红颜～。

E薄暮】 b6mu ＜书） IEl 傍晚z ～时分。
E薄情E b6qing 圈情义淡薄；元情（多用于男女

爱情）：如此～的人不值得你留恋。
E薄弱E b6ruo If回容易破坏或动摇；不雄厚；

不坚强z 兵力～｜意志～｜加强工作中的～环

节。
E薄田E b6ti6n 圈薄地。

E薄物细故E b6wu-xigu 微小琐碎的事情z ～．

不足计较。
E薄幸l boxing ＜书〉圃薄情。

E薄葬E b6zang ~从简办理丧葬z 提倡厚养～。

辞 b6 见叫阳。

懦 b6 ＜书〉肩。

槽 b6 见下。

E酣卢E b61u 圈古代指斗拱（d己ug己ng）。

瀑L书〉＠表露2 表～（暴露）。＠外表

确 b6 见阴页【酬。

\I 

b6 （气ic)

尴 L书〉同“肢，，。

破 bo 画腿或脚有毛病，走起路来身体不
平衡z ～脚 l～行l脚有点儿～。

E肢鳖千里J bobie叩anll 《苟子·修身）〉广‘故

E圭步而不休，胶鳖千里。”（陡步：半步）意思
是阪脚的鳖不停地走，也能走千里地，比喻
只要努力不懈，即使条件很差，也能取得成
就。

E阪脚鸭E bojiaoya 圈比喻能力低卜或有缺

欠的人，也比喻缺少支持、没有发展前途的政
客。

E跋子E bo·zi 圈肢脚的人；瘸子。

簸 bo o 画把粮食等放在簸笑里上下颠
动，扬去糠批等杂物：～谷｜～扬｜～一

～小米。＠泛指上下颠动 2 ～荡｜～动 1 颠
~ 。

另见 102 页 bo 。

E簸荡】 bodan9 E盈颠簸摇荡2 风大浪高，船身
～得非常厉害。

E簸动E bodong E到颠簸g上下摇动：风雨中，小

船在湖面上～o
E簸箩E b凸· luo 圈筐箩（p己• I LIO) 0 

E簸弄】 b凸·nong 圈。摆弄。＠挑拨：～是非。

飞

bo （气7c)

柏 bo 见 5叫黄柏］o
另见到页 b凸 i; 100 页悦。

薄 bo 见下。
另见 44 页 baa; 101 页 boo

E薄荷E bo·he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四棱，
叶子对生，卵形或长圆形，花淡紫色，茎叶有清

凉的香气，可入药，提炼出的芳香化合物可用
于医药、食品等方面。

果斗 bo 见 5叼隅。
（：草草）

擎 bδ 〈书〉大拇指2 巨～。
另见 23 页 baio

E擎划E bohua 同“擎画”。

E擎画E bohua ＜书〉画筹划g布置2 ～经营｜机

构新立，一切均待～。也作擎划。
E擎案书E bokeshO 函榜书。

簸 bo 义同‘如时），只用于“簸宾”。
另见 102 页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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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簸笑1 bo·ii l=81 o 用竹蔑或柳条编成的器具，
三面有边沿，一面敞口，用来簸粮食等。也有
用铁皮、塑料制成的，多用来清除垃圾。＠簸

笑形的指纹。

·bo （·气iC:)

卡干 •bo 见 860 页
（萄）另见 103 页 bu"

哝 •bo ＜方〉幽表示商量、提议、请求、命令
等语气：你看要得～？！你的窍门多，想个

办法，行～？

ι二：一主豆（以）

、司司r bu ＜书〉＠逃亡＝～逃。＠拖欠；拖延g
J!f! ～欠。
C重客1 buke ＜书〉圈＠逃亡的人。＠避世隐
居的人。

E通留E buliu ＜书〉圃逗留；稽留 z ～他乡数载。
C重欠E buqian 〈书）~拖欠z ～税粮。
C重峭E buqiao 〈书〉同“峭峭”。
E茧逃E butao ＜书〉＠国］逃亡；逃窜。＠圈
逃亡的罪人；流亡的人。
由逃毅l butaosou ＜书〉圈逃亡的人躲藏的
地方。

自由 ~u 见下。
E哺峭E buqiao ＜书〉圃（风姿、文笔）优美。也
作庸峭、通峭。

庸 bu 见下。
U南峭l buqiao 〈书〉同“d喃峭”。

脯 bu ＜书〉申时，即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的
时间。

, 
bu c 兮〉〈）

睽 bu ＜旧读 pu> ＜～儿）圈醋、酱油等表面
生出的白色的霉。

'I/ 

bu c 兮〉〈）

卡凶。占卡z ～卦｜～辞 i 求签问～。＠
〈书〉预料z 预～｜存亡未～｜胜败可～。＠

〈书〉选择（处所）：～宅｜～邻！～居。 0 (Bu) 

IBl 姓。
另见 103 页 •bo"

E 卡辞E buci 圈殷代把占卡的时间、原因、应验
等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记录。参看 626 页

【甲骨文l 0 

E 卡居E buju ＜书〉圈选择地方居住。
E 卡课】 b曲ke 圈起课。
E 卡篮】 bushi 画古代用龟甲、兽骨占卡叫卡，

用普草占卡叫篮，合称卡篮。

日卡 b心见下。

E口问｝】 b心f岳n f望有机化合物，是叶绿素、血红
素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英 porphin]

(0卡琳E bulin t司日卡吩的衍生物，如叶绿素、血

红素等。［英 porphyrin]

补… bu o 圈添上材料，修理破损的
（葡）东两；修补：缝～｜～牙｜～袜子｜修

桥～路。＠［副补充s补足；填补（缺额） ：弥～｜

增～｜～选｜候～｜缺什么～什么。 8 ［到补养z
滋～！～品｜身体虚，需要好好儿～一～。＠

〈书〉利益；用处：～益｜不无小～｜空言无～。
8 CBu）函姓。

E补臼E b心bai o 画报刊上填补版面空白的短

文。＠圈补充说明：此事还有一点尚未谈及，
想借贵报一角～几句。

E补办l b心ban i画事后办理（本应事先办理的

子续、证件等）：～住院手续。
E补报E b心boo F劲。＠事后报告；补充报告z 调
查结果将于近日～。＠报答（恩、德〕 2 恩、深似

海，无以～。

E补编】1 b凸bian O 画在内容上对已经出版的

著作进行补充编写z 词典这次修订～了一些新
词。 OIBI 指补充编写的著作（多用于书名）。

E补编Y bu bi归国（部队、机关等）补充编制2

缺员很多，应及时～。

E补仓l bu;;cang 函l 指投资者在持有一定仓1v
某种证券、期货的基础上，又买入同→种证券、
期货等。

E补差】 bucha O c --11一）画补足两数之间的差
额，多指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与原工资的差额。

＠圈指补差的钱z 他被单位返聘，每月拿五
百块钱的～。

E丰卡偿E buchang 画抵消（损失、消耗）；补足
（缺欠、差额） ：～损失｜～亏欠。

E补偿贸易E buchang maoyi 国际贸易的一种
方式，买方不以现汇支付，而以产品或加工劳
务分期偿付进口设备、技术、专利等费用。

E补充E buchang 圈。原来不足或有损失时，
增加一部分：～兵员｜～枪支弹药！对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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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再做两点～。＠在主要事物之外追加一

些：～意见｜～教材。
E补丁JC补钉、补革J) b心吐ing 圈＠补在破损的

衣服或其他物品上面的东西g 打～ l～摞～。
＠指补丁程序，用来修补计算机程序漏洞或

升级软件。

E补过E bu;;guo 圈弥补过失：将功～。

E补花J buhua c～儿）圈手工艺的一种，把彩色

布片或丝绒缝在枕套、桌布、童装等上面，构成

花鸟等图案。

E补给E b心ji 圈补充、供给（弹药和粮草等），前

线急需及时～。
E补给舰E bujijian 圈供应舰。

E补给线l bujixian 画军队作战时，输送物资

器材的各种交通线。

E补J1'1JJ b心ji 画补药。
E补假E bu11iia 圃＠职工应休假而未休假，事
后补给假日。＠补办请假手续。

E补角E bu ii凸o 圈平面上两个角的和等于一个
平角（即 180勺，这两个角就互为补角。

E补救E b心jiu 圈采取行动矫正差错，扭转不利

形势；设法使缺点不发生影响z 发现疏漏要及
时～。

E补直E buiu ＜书） (§!j] 0 缝补；补缀。＠弥补
（缺陷）：～铮漏。

E补直键漏E buju-xialou 指弥补文章、理论等
的缺漏，也泛指弥补事物的缺陷。

E补考E b心kao 圈因故未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及

格的人另行考试。
E补课E b曲ke 圈＠补学或补教所缺的功课2

老师放弃休息给同学～。＠比喻某种工作做
得不完善而重做。

E补漏E b心lδu 圈＠修补物体上的漏洞2 船至
江心～迟l雨季临近，房屋～工作应该抓紧。＠

弥补工作中的疏漏：～纠偏。
E补苗】 b心gmiao 圈农作物幼苗出士后，发现

有缺苗断垄现象时，用移苗或补种的方法把苗

补全。
E补偏救弊E bup『ian-jiubi 补救偏差疏漏，纠正

缺点错误。
E补票E b心，f piao 圈补买车票、船票等。

E补品E bu pin 函滋补身体的食品或药品。

E补气】 buqi 圈益气的通称。
E补缺E bu;;qu岳圈＠填补缺额。＠弥补缺

漏的部分：～堵漏。＠旧时指候补的官吏得

到实职。 II 也作补阙。
E补阙］ b心／／ql』岳同“补缺”。

E补色E M回国两种色光以适当的比例混合
而使人产生白色感觉时，这两种色光的颜色就

互为补色。也叫余色。

['f!~Ml bushe 画足球等比赛中，运动员对本
队球员射门不到位或被对方挡出的球再次射
「］。

E补时】 bushi 画足球等比赛中指补足因参赛

球员受伤、换人等延误的比赛时间：～三分钟。
E补台E b岛tai [§DI 比喻帮助别人把事情做好：

同事之间要互相～，不要互相拆台。

E补贴］ b心ti岳＠圈贴补z ～家用｜～粮价。＠

Z贴补的费用2 福利～l副食～。
E补习】 buxi l!l国为了补足某种知识，在业余或

课外学习：～外语l～学校。

E补休J b以iu r到（职工）因公没有按时休假，事
后补给休息日。

E补血】 bu;;xue ~副使红细胞或血红蛋白增加2
～药。

E补养E buyang r到用饮食或药物来滋养身体z

大病刚好，还需要精心～。

E补药E buyao [BJ 滋补身体的药物。
E补液J buy岳。（ -// ）圈把生理盐水等输入
患者静脉，以补充体液的不足，也泛指补充人
体所需的液体：～生津。＠画有滋补作用的
饮料：营养～。

E补遗】 buyi 圈书籍正文有遗漏，加以增补，附
在后面，叫作补遗。前人的著作有遗漏，后人
搜集材料加以补充，也叫补遗。

E补益】 buyi ＜书） 0 IBl 益处：大有～。＠画
产生益处g使获得益处g ～国家。

E补语E buvu 圈动词或形容词后边的一种补
充成分，用来回答“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如
“昕懂了”的“懂”，“好得很”的“很”，“拿出来”的
“出来”，“走一趟”的“一趟”。

E补正】 buzheng 圈补充和改正（文字的疏漏
和错误） 0

E补助J buzhu o 画从经济上帮助（多指组织
上对个人） ： 老人生活困难，厂里～他五百元。

＠圈补助的钱、物等：发放困难～。

E补妆E bugzhuang 圈对化过的妆进行修补。
E补缀E buzhui 画修补（多指衣服）。

E补足】 bu;;zu 圈补充使足数g ～缺额。

捕 bu o 画捉注：咄咄～捉l追～｜
～到了凶手。 8 CBu) IBJ 姓。

E捕房E bu fang 圈巡捕房。
E捕风捉影E buf岳ng-zhuoying 比喻说话或做

事时用似是而非的迹象做根据。
E捕获E b心huo 圈捉到3逮住：～猎物 l 犯罪嫌
疑人已被～O

E捕快】 bukuai rEJ 旧时在衙门里担任抓捕任
务的差役。



E捕捞E b心loo 圈捕捉和打捞（水生动植物）：

近海～｜～鱼虾。

E捕猎E b心 I ie (Z重捕捉（野生动物〉；猎取z 禁止

～珍稀动物。
E捕杀E b心sha 画捕捉并杀死z 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

E捕食l bushi ［动。（ II ) （动物）捕取食物：

山林中常有野兽出来～。＠（动物）捉住别的

动物并且把它吃掉2 青蛙～昆虫。
E捕捉E buzhuo 圈捉②．～害虫｜～逃犯。～

战机。
哺 bu o 喂（不会取食的幼儿） ：～育｜～乳。

＠〈书〉咀嚼着的食物：吐～。
E哺乳E buru 画用乳汁喂；喂奶：～期。
E哺乳动物】 bur心 dongwu 最高等的脊椎动

物，基本特点是靠母体的乳腺分泌乳汁哺育初
生幼体。除最低等的单孔类是卵生的以外，其
他哺乳动物全是胎生的。

【哺养l buyang i到眼养。

E哺育E bu vu 圈＠喂养s ～婴儿。＠比喻培
养2 祖国为人民～了我们。

鹊… M 见 283 页I地酬。
｝（商局）

堡国堡子（多用于地名）趴在陕西）｜柴
沟～（在河北）。
另见 48 页 boo; 1019 页 puo

Z堡子】 b凸· zi 圈。围有土墙的城镇或乡村。
＠泛指村庄。

bu c 兮〉〈）

不 bu 圃＠用在动词腑翩翩翩
前面表示否定＝～去！～能！～多｜～经济｜

～一定 i～很好。＠加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素前
面，构成形容词：～法｜～规则。＠单用，做否
定性的回答（答话的意思跟问题相反）：他知

道吗？ ～，他不知道。＠〈方〉用在句末
表示疑问，跟反复问句的作用相等：他现在身
体好～？＠用在动补结构中间，表示不可能
达到某种结果：拿～动｜做～好｜装～下｜看～
出。＠“不”字的前后重复使用相同的词，表示

不在乎或不相干（常在前边加“什么”）：什么累
～累的，有工作就得做｜什么钱～钱的，你喜欢
就拿去。＠跟“就”搭配使用，表示选择：晚上
他～是看书，就是写文章。＠不用；不要（限用

于某些客套话）：～谢｜～送｜～客气。｜｜哇静
(1）在去声字前面，“不”字读阳平声，如“不会、

不是”。（2）动词“有”的否定式是“没有”，不是

捕哺鹊堡不 I bu - bu I 10s I 

“不有”。

E不安】 bu ’ an 圈＠不安定s不安宁：忐忑～1
坐立～！动荡～。＠客套话，表示歉意和感激g
总给您添麻烦，真是～。

E不白之冤】 bubaizhlyuan 指无法辩自或难以

洗雪的冤枉z 蒙受～。
E不卑不亢E bub岳i-bukang 既不自卑，也不高

傲，形容待人态度得体，分寸恰当。也说不亢
不卑。

E不比】 bubi 圈比不上：不同于z 虽然我们条

件～他们，但我们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海南～
塞北，一年四季树木葱笼，花果飘香。

E不必E bubi r副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不需要2
～去得大早｜慢慢商议，～着急。

E不变价格l bubian i iage 计算或比较不同时
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的产品的平均价
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不变
价格。也叫比较价格、可比价格或固定价格。

E不便E bubian o 画不方便：行动～｜边远山
区，交通～。＠画不适宜（做某事）：他不愿意

说，我也～再问｜他有些不情愿，又～马上回绝。
＠圈指缺钱用z 你如果一时手头～，我可以先

垫上。
E不辨获麦】 bubian-shumai 分不清豆子和麦
子，形容缺乏实际知识。

E不…不…E bu··· bu··· o 用在意思相同或相
近的词或词素的前面，表示否定（稍含强调

意）·～干～净｜～明～白｜～清～楚｜～偏～倚｜
～慌～忙 i～痛～痒｜～知～觉｜～言～语｜～声

～响｜～理～睬 l ～闻～问｜～依～饶！～屈～
挠｜～折～扣。＠用在同类而意思、相对的词或

词素的前面，表示“既不……也不……”。 a）表
示适中，恰到好处＝～多～少｜～大～小｜～肥
～瘦。 b）表示尴尬的中间状态：～方～圆｜～

明～暗｜～上～下 l～死～活。＠用在同类而
意思相对的词或词素的前面，表示“如果不
…··就不……飞～见～散｜～破～立｜～塞～

流｜～止～行。
E不才l bucai ＜书〉＠圃没有才能（多用来表
示自谦）：弟子～｜～之士。＠圈谦称自己 z

其中道理，～愿洗耳聆教。
E不测E buce o 圈属性词。不可测度的；不可
预料的z 天有～风云。＠圈指意外的不幸事

件：险遭～ l提高警惕，以防～。
【不曾】 buceng 画没有⑦（“曾经”的否定）：我

还～去过广州｜除此之外，～发现其他疑点。
E不差累泰】 bucha-1岳ish凸形容丝毫不差（累
主要＝指微小的数量）。

E不成】 bucheng O 圈不行①。＠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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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圃用在句末，表示推测或反间的语气，

前面常常有“难道、莫非”等词相呼应2 难道就
这样算了～？｜这么晚他还不来，莫非家里出了

什么事～？
E不成比例J bu cheng bili 指数量或大小等方
面差得很远，不能相比。

E不成话】 buchenghua 不像话。

E不成体统】 bu cheng tit凸ng 说话、做事不合
体制，没有规矩。

E不成文】 buchengwen 圃属性词。没有用文

字固定下来的：～的规矩｜多年的老传统～地
沿袭了下来。

E不成文法E buchengwenf凸啤不经立法程序
制定而由国家承认并赋予法律效力的社会习
惯、判决中的法律原则等（跟“成文法”相对）。

E不逞E bu ch岳ng ［虽不能实现意愿；不得志z
～之徒（因失意而胡作非为的人）。

E不齿E buchi ＜书〉圈不与同列；不看作同类
（表示鄙视沁人所～。

E不耻下问】 buchi-xiawen 不以向地位比自己

低、知识比自己少的人请教为可耻。

E不啻E buchi ＜书〉圈＠不止；不只 z 工程所

需，～万金。＠如同 z 相去～天渊。
E不揣】 buchuai 画谦辞，不自量，用于向人提

出自己的见解或有所请求时：～浅陋｜～冒昧
（不考虑自己的莽撞，言语、行动是否相宜）。

E不辞E buci 圈。不告别z ～而别。＠不推
脱；不拒绝：～辛劳｜万死～。

E不错E bucuo r翻＠对；正确 z ～，情况正是如

此｜～，当初他就是这么说的。＠不坏；好2 人

家待你可真～｜虽说年纪大了，身体却还～。
E不打自招J bud凸－zizhao 还没有拷问就招供

了。多指无意中泄露真实情况和想法。

E不大离JLJ budalir ＜方〉圆。差不多；相近：
两个孩子的身量～。＠还算不错z 这块地的
麦子长得～。

E不带E budai ＜口〉画＠不允许；不许可2 ～

说话不算数的。＠不会；不可能z 这人是个慢

性子，火上房了都～着急的。
E不带音E bu daiyln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参看

251 页I带音1。
E不待E budai 圃用不着；不必＝自～言｜～细

说，他就明白了。

E不单E budan O 画不仅①2 超额完成生产任

务的，～是这几个厂。 8~虽不但：这位乡村教
师～教孩子学习，还照顾他们的生活。

E不但J budan ~用在表示递进的复句的上半
句里，下半句里通常有连词“而且、并且”或副

词“也、还”等相呼应：～以身作则，而且乐于助

人｜这条生产线～在国内，即使在国际上也是一
流的｜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增加新的困

难。
E不惮E budan ＜书〉画不怕：～其烦（不怕麻

烦）。

E不当J budang 圈不合适；不恰当：处理～｜用

词～｜～之处，请予指正。

E不倒翁J bud凸ow岳ng IEl 0 玩具，形状像老
翁，上轻下室，底部为半球形，扳倒后能自己起
来。也叫扳不倒JLo 8 比喻处世圆滑，官位不
动摇的人。

E不到黄河心不死】 bu dao Huang He xln bu 
si 比喻不到绝境不肯死心，也比喻不达到目

的决不罢休。
E不得E bu de 圈助动词。用在别的动词前，表

示不许可z ～大声喧哗｜～无理取闹。
E不得】 ·bu· de 圃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

示不可以或不能够z 去～｜要～｜动弹～｜马虎

～｜老虎屁股摸～｜科学上来～半点儿虚假。
E不得劲】 bu dejin c ～JL)0 不顺手g使不上

劲：笔杆儿太细，我使着～。＠不舒适z 感冒
了，浑身～。＠〈方〉不好意思：大伙儿都看着

她，弄得她怪～儿的。
E不得了J budeli凸o 圈＠表示情况严重：哎

呀，～，着火了！｜万一出了岔子，那可～。＠表
示程度很深：热得～｜她急得～，可又没办法。
＠了不得①。

E不得己】 budevi 圈无可奈何：不能不如此：
实在～，只好亲自去一趟｜他们这样做，是出于
~ 。

E不等】 bud品ng ~固不相等：不一样；不齐2 数目

～｜大小～｜水平高低～。

E不等号】 bud品nghao 圈表示两个数或两个

代数式的不等关系的符号。基本的不等号有
大于（＞）、小于（＜）和不等于（手）三种。

E不等式】 bud岳ngshi 圈表示两个数或两个代

数式不相等的算式。两个数或两个代数式之

间用不等号连接，如 S>2,3a<8, 7m+1手
9m+ 2o 

E不敌E budi 圈不能抵挡；比不过z 实力～对

手。
E不点JLl budianr 数量词。表示没有多少，很

少：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这个月的钱就剩
～了，省着点儿花口巴。

E不迭E budie ~ o 用在动词后面，表示急忙
或来不及z 跑～｜忙～｜后悔～。＠不停止z 称
赞～｜叫苦～。

E不定】 buding ＠固不稳定；不安定＝摇摆～｜
心神～。＠圈表示不肯定，后面常有表示疑



问的词或肯定和否定相叠的词组：孩子～又

跑哪儿去了｜一天他～要问多少回 l我下星期还
～走不走｜这场球赛～谁输谁赢呢！

E不定方程】 buding tangcheng 含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未知数的方程，一般具有无数个解，如
2r+y=9o 

E不动产E budongchan 圈不能移动的财产，
指土地、房屋及附着于土地、房屋上不可分离
的部分（如树木、水暖设备等）。

E不动声色E budong-sh岳ngse 内心活动不从

语气和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镇静。也说

不露声色。
E不冻港l bUdongg凸ng 圈较冷地区常年不结
冰的海港，如旅田、大连。

E不独E budu r画不但；不仅2 植树造林～有利
于水土保持，而且还能提供木材。

E不端】 buduan 咽不正派z 品行～。

E不断】 buduan O 画连续不间断2 接连～ i财
源～。＠圃表示连续地·～努力，～进步 l新
生事物～涌现。

E不对E budui 圈＠不正确；错误：数目～｜他
没有什么～的地方。＠不正常：那人神色有
点儿～（一听口气～，连忙退了出来。＠不和
睦；合不来2 他们俩素来～。

E不对茬JLl bu duichar 不妥当；跟当时的情况

不符合：他刚说了一句，觉得～，就停住了。
E不对劲】 bu duijin c～儿）＠不称，I'..、合意；不合

适z 新换的工具，使起来～。＠不情投意合；
不和睦：俩人有点儿～，爱闹意见。＠不正常；

不符合常理z 他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其中必
有原因。。（身体）不舒服以心情）不愉快：他
觉得身上有点儿～就上床睡觉了｜考试没考好，

心里有点JL～o
E不…而…E bu··· er…表示虽不具有某条件或
原因而产生某结果：～寒～栗｜～劳～获｜～谋

～合 l～期～遇｜～言～喻 l ～约～同 l ～翼～

飞 l～腔～走。
E不二法门E bu ’ er-f凸men 佛教用语，“不二”指

不是两极端，“法门”指修行人道的门径。意思
是说，观察事物的道理，要离开相对的两个极
端而用“处中”的看法，才能得其实在。后指独

→无二的门径。
E不二价E bu ’erjia 定价划一，卖给谁都是一样
的价钱＝童受无欺，言～。

E不戒E bu ’ er （书〉圈没有二心，专－，忠贞～｜
尽忠～｜～之臣。

E不武过E bu ’ erguo （书〉犯过的错误不重犯。
E不乏1 buta rnt!l 不缺少，表示有相当数量：～

其人｜～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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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法E but凸冒冒属性词。违犯法律的：～行

为｜～分子。

E不凡l butan 固不平凡；不平常g 出手～｜自

命～（自以为很了不起）。

E不妨E bu tang 画表示可以这样做，没有什么主革三

妨碍z 这种办法没有用过，～试试｜有什么意雪雪三
见，～当面提出来。

E不菲1 but岳l E国（费用、价格等）不少或不低：

价格～｜待遇～。
E不费吹灰之力l bu fei chuT huT zhT Ii 形容做

事情非常容易，不费什么力气。

E不忿l buten c～儿）固不服气；不平：心里～。

E不~＆l butu 圈＠不顺从；不信服z ～管教｜说

他错了，他还～。＠不习惯；不能适应：～水

土｜气候～。
E不服水土E bufu-shuTt心指不能适应某地的气

候、饮食等。
E不符E butu r司不相合：名实～｜账面与库存

~ 。

E不复I bu tu 画不能恢复：万劫～o

E不复Y bu tu 画不再：～存在。

E不干胶】 buganjiao 画一种复合材料，在纸

张、薄膜等的背面涂上胶，再附上保护纸，使能
长久保持劲’性。用时揭去保护纸即可粘贴，多
用于和l标签。

E不甘E bugan 闹不甘心；不情愿z ～落后｜～

示弱。
E不甘寂寞】 bugan-jimo 指不甘心冷落清闲、
置身事外。

E不尴不尬E bC』9an-buga ＜方〉左右为难，不好

处理。

E不敢E bugan r司＠没有胆量（做某件事），没
有调查研究，～妄加评论。＠不敢当z ～～，您
过奖了。＠〈方〉不能；不要z 快考试了，可～生
病。

E不敢当E bC』gandang 画谦辞．表示承当不起
（对方的招待、夸奖等）。

E不公E bugong 固不公道；不公平：办事～｜分

配～。

E不攻自破E bugong-z i pc) 不用攻击，自己就溃
败了，多形容观点、情节等站不住脚，经不起反
驳或责问 g 流言最终会～。

E不共戴天l bugongdaitian 不跟仇敌在一个
天底下活着，形容仇恨极深。

E不苟l bC』gou 回不随便；不马虎z ～言笑（形

容人态度庄重）！一丝～。
E不够E bugou o rnt!l 在数量或条件上比所要
求的差些g 人数～｜～资格。＠圃表示程度
上比所要求的差些：材料～丰富｜分析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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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E不顾E bugu 画＠不照顾＝只顾自己．～别人。

＠不考虑；不顾忌2 置危险于～｜～后呆地一
味蛮干｜他～一切，跳到河里把孩子救了起来。

重重E E不管l buguan G迫不论①z ～远不远他都不
重雪雪 去｜在党的领导下，～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

服。
E不管不顾E buguan-bug心。不照管：他对家

里的事全都～。＠指人莽撞2 他～地冲上去，
抡起拳头就打。

E不管部长l buguan-buzhang 某些国家的内

阁阁员之一，不专管一个部，出席内阁会议，参
与决策，并担任政府首脑交办的特殊重要事

务。
E不管三七二十一】 bugu凸n son qi ershiyl 不

顾一切；不问是非情由。

E不光E buguang ＜口〉＠圃表示超出某个数
量或WI.围；不1l: z 报名参加的～是他一个人。

＠圈不但＝～数量多，质量也不错｜这里～出

煤，而且出铁。
E不归路E bugullu 圈回不来的道路g不能回头

的路。多指死亡之路g 他告廷而走险，走上了贩
制毒品的～。

E不秽tl bugui E国指违犯法纪或摘叛乱活动z

～之徒｜行为～｜图谋～。
E不果E buguo ＜书〉圃没有成为事实g没有实

现z 行凶～｜多次求职～。
E不过l buguo o 圆用在形容词性的词组或
双音节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最高z 再好～｜最

快～｜乖巧～的孩子。＠圆指明范围，含有往

小里或轻里说的意味；仅仅2 当年她参军的时
候～十七岁｜他～念错一个字罢了。＠画用
在后半句的开头儿，表示转折，对上半句话加以
限制或修正，跟“只是”相同 2 病人精神还不错，
～胃口不大好。

E不过意】 buguoyi 圈过意不去z 总来打扰您，
心里实在～。

E不寒而栗E buhan ’ erli 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

常恐惧。

E不好意思E bu h凸oyi•si 0 害羞；难为情·他
被大伙儿说得～了｜无功受禄，实在～。＠碍于
情面而不便或不肯：虽然不大情愿，又～回绝。

E不合1 buhe o 画不符合z ～手续｜～时宜。
＠〈书〉画不应该z 早知如此，当初～叫他去。

＠画合不来g不和2 性格～o

E不和E bu he 圈＠不和睦：姑嫂～｜感情～。
＠不调和；不谐调z 阴阳～ i 四时～。

E不哼不哈1 buh岳ng-buha 不言语（多指该说

而不说），有事情问到他，他总～的，真急人。

E不逞】 buhuang ＜书〉画来不及：没有时间（做

某件事）＝～顾及。
E不讳】 buhui ＜书〉画。不忌讳；元所避讳：

直言～。＠婉辞，指死亡。

E不惑E buhuo ＜书〉圈《论语·为政》：“四十而
不惑。”指年至四十，能明辨是非而不受迷惑。

后来用“不惑”指人四十岁 z 年届～｜～之年。

E不羁E buil ＜书〉画不受束缚：放荡～！～之
才。

E不及E bu ii 画＠不如；比不上z 这个远～那

个好｜在刻苦学习方面我～他。＠来不及 z 后
悔～｜躲闪～｜～细问。

E不即不离E buii-buli 既不亲近也不疏远。

E不计】 bC』ji 画不计较；不考虑z ～成本！～个

人得失。
E不计其数E buji-qishu 无法计算数目，形容极

多。
E不济l buii ＜口〉圈不好；不顶用g 精力～｜眼

神JL～。
E不假思索】 buii凸－slsuo 用不着想，形容说话
做事迅速（假g 凭借；依靠）。

E不见】 buii归国＠不见面z ～不散｜这孩子

一年～，竟长得这么高了。＠（东西）不在了；
找不着（后头必须带“了”）：我的笔刚才还在，

怎么转眼就～了？
E不见得E bujian·de 画不一定z 这雨～下得起

来｜看样子，他～能来。
E不见棺材不落泪E bu jian guan·cai bu luo lei 
比喻不到彻底失败的时候不知痛悔。也说不见
棺材不掉泪。

E不见经传】 bujian-jlngzhuan 经传中没有记

载，指人或事物没有什么名气，也指某种理论

缺乏文献上的依据。
E不教而诛E bC』jiao ’ erzhu 平时不进行教育，犯

了错误就予以惩罚（诛：谴责；处罚）：对孩子
不能～。

E不解之缘E bu ii岳zhlyuan 不能分开的缘分，指

亲密的关系或深厚的感情。

E不禁】 bujln 圃抑制不住；禁不住：读到精彩

之处，他～大声叫好。
E不仅E bujin O 圆表示超出某个数量或范围；

不」kz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望不但s ～
方法对头，而且措施得力｜他们～提前完成了生
产任务，而且还支援了兄弟单位。

E不尽然E bu jinran 不一定是这样；不完全如

此：要说做生意能赚钱，也～，有时也会亏本。
E不近人情E bujin-renqing 不合乎人之常情。

多指性情、言行怪僻，不合情理。
E不经一事，不长一智E bu jlng yl s时， bu zhang 



yl zhi 不经历一件事情，就不能增长对于那
件事情的知识。

E不经意E bu jlngyi 小－注意；不留神z 稍～，就

会出错。
E不经之谈】 bujlngzhltan 荒诞的、没有根据的

话（经z 正常）。
E不腔而走】 bujing ’在rzou 没有腿却能跑，形容
传布迅速（腔：小腿）。

E不久E bujiu ~固指距离某个时期或某件事情
时间不远：水库～就能完工｜我们插完秧～，就

下了一场雨。
Z不咎既往】 buj iu-jiwang 见 618 页【既往不

咎l 0 

E不拘1 buiu o 画不拘泥；不计较；不限制 z ～

一格1～小节｜字数～｜长短～。＠睡不论＝～
他是什么人，都不能违反法律。

E不拘小节】 buju-xi凸ojie 不为无关原则的琐

事所约束，多指不注意生活小事。
E不拘一格1 buju-ylge 不局限于一种规格或方
式：文艺创作要～，体裁可以多样化。

E不觉l bujue o r司没有感觉到z 干了一天

活儿，也～累。＠圈没有意识到；想不到：他
每天忙碌，～一年很快过去了｜三年下来，发表
的诗作～已有二十多首。＠画不禁；不由得2
想到伤心之处，～泪如雨下。

E不绝如缕】 bujue-rulll 像细线一样连着，差
点儿就要断了，多形容局势危急或声音细微悠
长。

E不开眼l bu kaiyan ＜方〉没见过世面；没有见
识z 刚进城时，看什么都觉得新奇，真有些～。

E不刊之论】 bukanzhllun 不能改动或不可磨
灭的言论，形容言论确当，无懈可击（刊2 古代
指削除错字，不刊指不可更改）。

E不堪E bukan O 圈承受不了z ～其苦｜～一
击。＠圈不可；不能（多用于不好的方面） : 

～入耳｜～设想｜～造就。＠圈用在消极意义

的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深＝疲惫～ i破烂～｜

狼狈～。＠圃坏到极深的程度z 他这个人大
～了。

E不堪回首】 bukan-huish凸u 不忍再去回忆过

去的经历或情景。
E不堪设想】 bukan-shexi凸ng 事情的结果不能

想象，指会发展到很坏或很危险的地步。
E不亢不卑】 bukang-bub岳i 见 105 页【不卑不

充lo
E不可1 buk，品＠画助动词。不可以；不能够z
～偏废｜～动摇｜二者缺一～。＠圈跟“非”搭
配，构成“非......不可气表示必须或一定2 今天

这个会很重要，我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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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可告人E bukιgaoren 不能告诉别人，多指

不正当的打算或计谋不敢公开说出来。
E不可更新资源、E buk岳 g岳ngxln zlyuan 经人
类开发利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再生
的自然资源。如金属矿物、煤、石泊等。也叫主主
非再生资源。 誓旦壁

E不可或缺E buk昌－huoqu岳不能有一点点缺失

（或 z 稍微；略微）：对大学生来说，了解国情是

～的一课。
E不可救药E buke-jiuyao 病重到已无法救治，

比喻人或事物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E不可开交E buk岳－ kaijiao 元法摆脱或结束（只

做“得”后面的补语） ：忙得～！打得～。
E不可抗力1 bulφkangli ~法律上指在当时的

条件下人力所不能抵抗的破坏力，包括自然现
象和社会现象。如洪水、地震、战争、军事行动
等。因不可抗力而发生的损害，原则上不追究
法律责任。

E不可理喻E buk品－｜忡。不能够用道理使他明
白，形容固执或蛮横，不通情理。

E不可名状E buk岳－mingzhuang 不能够用语言

形容（名：说出〉。
E不可逆反应E bulφni-f凸nying 在一定条件下，

几乎只能向一定方向（即生成物方向）进行的
化学反应。

E不可胜数】 buke-shengshu 不能数完，形容数

量非常多（胜＝尽）：新产品名目繁多，～。
E不可收拾E buk岳－shou•shi 原指事物无法归类

整顿，后借指事情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E不可思议1 buk岳－slyi 不可想象，不能理解（原
来是佛教用语，含有神秘奥妙的意思）。

E不可向运El buk岳－xia吨’岳r 不能接近2 烈火燎

原，～。
E不可一世1 buk岳－ylshi 自以为在当代没有一

个人能比得上，形容极其狂妄自大。
E不可知论E buk岳zhllun ~一种唯心主义的认
识论，认为除了感觉或现象之外，世界本身是

无法认识的。它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

认社会实践的作用。
E不可终日E buke-zhongri 一天都过不下去，形

容局势危急或心中惶恐z 惶惶～。
E不克1 buke ＜书〉画不能（多指能力薄弱，不
能做到），～自拔｜～分身。

E不快】 bukuai 圈。（心情）不愉快z 快快～。

＠（身体）不舒服z 几天来身子～。
E不愧E bukui 画当之元愧；当得起（多跟“为”

或“是”连用） ：郑成功～为一位民族英雄。
E不赖1 bulai ＜方〉圃不坏g好＝字写得～｜今年

的庄稼可真～。
E不郎不秀E bulang-buxiu 不像郎也不像秀，



110 bu 不

形容不成材或没出息（元明时代官僚、贵族的
子弟称“秀气平民的子弟称“郎勺。

E不劳而获l bulao ’自rhuo 自己不劳动而取得

别人劳动的成果。

主… buli 固不尽力；不得力：忡｜打击

E不和Ul buli lll2l 没有好处；不顺利z 扭转～的局

面｜地形有利于我而～于敌。

E不良E bulian9 llf2l 不好2 ～现象｜消化～｜存心
~ 。

E不良贷款E buliang daikuan 指银行不能按期

收回的贷款。
E不了E buli凸o 圈没完（多用在动词加“个”之

后） ：忙个～｜大雨下个～。
E不了了之1 buli凸o-1的ozhl 该办的事情没有办

完，放在一边不去管它，就算完事。

E不料l buliao B蜀没想到；没有预先料到。用
在后半句的开头，表示转折，常用“却、竟、还、
倒”等呼应2 今天本想出门，～竞下起雨来。

E不吝E bulin 圈客套话，不吝惜（用于征求意
见）：是否有当，尚希～赐教。

E不露声色E bulu-sh岳ngse 不动声色。
E不伦不类E bulun bulei 不像这一类，也不像

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2 翻译如果不

顾本国语言的特点，死抠原文字句，就会弄出一

些～的句子来，叫人看不懂。

E不论E bul巾。圈表示条件或情况不同而结

果不变，后面往往有并列的词语或表示任指的
疑问代词，下文多用“都、总”等副词跟它呼应g

～困难有多大，他都不气馁｜他～考虑什么问

题，总是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是语文、数
学、外语，他的成绩都相当好。＠〈书〉圃不讨

论；不辩论z 存而～。
E不落案臼E buluo-kejiu 指文章或艺术等有独

创风格，不落俗套。
E不满E bum归回不满意；不高兴z ～情绪｜人
们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做法极为～。

E不蔓不枝l buman-buzhl 原指莲茎不分枝
权，现形容文章等简洁。

E不毛之地E bumaozhldi 不长庄稼的地方，泛
指贫癖、荒凉的土地或地带。

E不免E bumian 圈免不了z 旧地重游，～想起

往事。
E不妙E bum iao llf2J 不好（多指情况的变化〉：

形势～。
E不敏】 bumTn ＜书〉圃不聪明（常用来表示自

谦） ：敬谢～。
E不名数E bumingshu 画不带有单位名称的

数。

E不名一钱E burning听q1怕不名一文。

E不名一文】 buming-yiwen 一个钱也没有（名 z

占有）。也说一文不名、不名一钱。
E不名誉l bumingyu 圈对名誉有损害；不体

面z 一时糊涂，做下～的蠢事。
E不明飞行物E bu ming f岳ixingwu 指天空中

来历不明并未经证实的飞行物体。据称形状
有圆碟形、卵形、蘑菇形等。

E不摸头E bu motau ＜口〉摸不着头绪；不了解
情况：我刚来，这些事全～。

E不谋而合E bum6u ’ erhe 没有事先商量而彼

此见解或行动完全一致。
E不馁E buning ＜书〉＠圈没有才能（常用来
表示自谦）。 8~谦称自己。

E不配】 bupei o 圈不相配；不般配z 上衣和裤

子的颜色～！这一男一女在一起有点儿～。＠
圈（资格、品级等）够不上；不符合z 我做得不

好，～当先进工作者。

E不偏不倚E bupion-buyT 指不偏袒任何一方，

保持公正或中立。也形容不偏不歪，正中目
标。

E不平E bu ping 圈。不公平：看见了～的事，
他都想管｜路见～，拔刀相助。＠因不公平的
事而愤怒或不满z 愤愤～o

[f、乎等条约E bu pingd岳ng tiaoyu岳订约双

方（或几方）在权利义务上不平等的条约。特
指侵略国强迫别国订立的破坏别国主权、损害

别国利益的这类条约。
E不平则鸣E bupingz岳ming 原指人受到不公

平的对待会发泄不满，后泛指对不公平的事情
表示愤慨。

E不期而然】 buq1’自rran 不期然而然。

E不期而遇】 buq1 ’ ervu 没有约定而意外地相
遇。

E不期然而然】 bu qi ran er 「an 没有料想到如

此而竟然如此。也说不期而然。
E不情之请】 buqingzhiqTng 客套话，不合情理

的请求（向人求助时称自己的请求）。

E不求甚解E buqiu-shenj i岳晋代陶潜《五柳先
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
忘食。”意思是说读书只领会精神实质，不咬文
嚼字。现多指只求懂得个大概，不求深刻了

解。
E不求有功，但求元过】 bl』qiu y凸ugong, danqiu 
-wuguo 不追求有功劳，只要求没有过错。形

容在工作上没有高要求。

E不屈】 buqu 画不屈服：坚贞～｜宁死～。
E不然E buran O 圈不是这样：下象棋看起来
很容易，其实～。＠圃用在对话开头，表示否

定对方的话：～，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量表示如果不是上文所说的情况，就发生
或可能发生下文所说的情况z 快走吧，～就要
迟到了｜明天我还有点儿事儿，～倒可以陪你去
一趟｜他晚上不是读书，就是写点儿什么，再～就

是听听音乐。

E不仁E buren 匾。不仁慈．为富～。＠（股
体）失去知觉z 麻木～｜手足～。

E不忍E bur品n 圆心里忍受不了：于心～｜～释

手｜～卒读（不忍心读完，多形容文章悲惨动

人）。

E不日E buri 画表示要不了几天；几天之内（多

用于未来）：～启程｜代表团～抵京。

E不容l bu r6ng [1(U] 不许；不让．～置疑｜～置

绿｜任务紧迫，～拖延。

E不容置嗦】 bur6『19-zhihui 指不容许别人插嘴

说话。
E不容置疑］ bur6ng-zhiyi 不容许有什么怀疑，

指真实可信。
E不如】 buru l量表示前面提到的人或事物比
不上后面所说的：走路～骑车快｜论手巧，大家

都～他。
E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buru-huxu岳， yande

-h心zT 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

历艰险，就不能获得成功。
E不三不四E busan-busi O 不正派＝不要跟那
些～的人来往。＠不像样子：这篇文章改来
改去，反而改得～的。

E不善E bushan o ~不好z 处理～｜来意～。

＠圈不长于：～管理。也说不善于。＠〈方〉
圈很可观；非同小可：别看他身体不强，干起

活来可～。也说不善乎Cbushan• hu）。

E不甚了了E bushen-Jiaoli凸。不太了解；不怎

么清楚。
E不胜E busheng O 圈承担不了3不能忍受z
体力～｜～其烦。＠圃表示不能做或做不完
（多为前后重复同一动词） ：防～防（防不住）｜

数～数（数不完）｜美～收。＠圃非常；十分（用

于情感方面）：～感激｜～遗憾。＠〈方〉圃不
如 z 身子一年～一年。

E不胜枚举l busheng-meij心元法一个一个全

举出来，形容同一类的人或事物很多。
E不失为l bushiwei [1(U] 还可以算得上z 这样处

理，还～一个好办法。
E不时l b1与shi 0 团时时；经常不断地z 一边走

着，一边～地四处张望｜在丛林深处，～听到布
谷鸟的叫声。＠固不确定的时间；某个时候z
以备～之需。

E不识抬举l bushi-t6i·ju 不接受或不珍视别人

对自己的好意（用于指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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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识闲JL] bushixi6nr ＜方〉画闲不住：他手
脚～，从早忙到晚。

E不识之无l bushi-zhiwu 指不识字〔“之”和

“元”是古汉语常用的字〉。

E不是】 bu·shi ~错处；过失·好意劝他，反倒司董
落个～｜你先出口伤人，这就是你的～了。 雪雪

E不是玩儿的l bu shi w6nr·de ＜口〉不是儿戏，
表示不能轻视z 多穿上点儿，受了寒可～！

E不是昧JLl bushiweir ＜口〉圈＠味道不正：

这个菜炒得～。他的民歌唱得～。＠不对头；
不正常：一听这话～，就反过来追问。＠（心

里感到U）不好受：看到孩子们上不了学，心里很
～。｜｜也说不是滋味儿。

E不适E bushi 圈（身体）不舒服z 偶感～。
E不爽】1 bus『ll』凸ng ~ （身体

E不爽l' bushu凸ng ~i受有差错2 毫厘～l屡试

~ 。
E不送气l bu songqi 语音学上指发辅音时没
有显著的气流出来。也说不吐气。参看 1244
页【送气］ o

E不速之客E busuzhike 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

的客人（速·邀请）。
E不随意肌l busuiyiji 圈平滑肌的旧称。

E不遂E busui 画。不如愿z 稍有～，即大发脾

气。＠不成功2 谋事～。
E不特E bute ＜书〉［理不但。
E不疼不痒E buteng-buyang 不痛不痒。
E不桃之祖E butiaozhizu 旧时比喻创立某种

事业受到尊崇的人。（桃：古代指将祖先神主
迁入远祖的庙。家庙中祖先的神主，辈分远的
要依次迁入桃庙合祭，只有创业的始祖或影响
较大的祖宗不迁，叫作不桃。）

E不同凡响E but6ng-f6nxi凸ng 形容事物（多指
文艺作品）不平凡。

E不痛不痒E butong-buy凸ng 比喻言行没有切

中要害，不解决实际问题2 他劝架时总是抹稀

泥，说些～的话。也i阳之疼不痒。

E不图E bun斗。 [1(U] 不追求：～名利。＠〈书〉
自量不料。

E不吐气E bu t心qi 不送气。
E不外E buwai E到不超出某种范围以外：大家

所谈论的～工作问题。也说不外乎。

E不枉】 buw凸ng 固不徒然；不白白地＝事情有
个好结果，也～辛苦一场。

E不为已甚E buwei-yishen 不做太过分的事，
多指对人的责备或处罚适可而止（已甚z 过
分）。

E不惟E buwei 〈书〉画不但；不仅2 此举～无
益，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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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懈l buxie 
行～的斗争。

E不兴E buxlng 圈＠不流行；不合时尚 z 绣花

鞋这里早就～了。＠〈方〉不许：～欺负人。
＠〈方〉不能（限用于反问句）＝你干吗嚷嚷，～
小点儿声吗？

E不行】 buxing ＠圈不可以；不被允许：开玩

笑可以，欺负人可～。＠固不中用：你知道，
我在工程技术方面是～的。＠圈接近于死

亡：老太太病重，眼看～了。＠固不好：这件

衣服的手工～。＠圈表示程度极深；不得了

（用在“得”字后做补语）：累得～｜大街上热闹
得～。

E不省人事】 buxlng崎nshi 0 指人昏迷，失去
知觉。＠指不懂人情世故。

E不幸l buxing O 睛不幸运；使人失望、伤心、
痛苦的：～的消息。＠圈表示不希望发生而

竟然发生：～身亡｜～而言中。＠函指灾祸g

惨遭～。
E不休E buxiu 
喋喋～。

E不修边幅】 buxiu-biantu

整洁。
E不朽E buxi心画永不磨灭（多用于抽象事物） ' 
～的业绩｜人民英雄永垂～！

E不锈钢】 buxiugang 圈具有抗腐蚀作用的合

金钢，一般含铭量不低于 12% ，有的还含镰、
铁等元素。多用来制造化工机件、耐热的机械
零件、餐具等。

E不虚此行E buxu-clxing 
示某次行动收获很大。

E不许】 buxu 圈。不允许：～说谎。＠〈口〉
不能（用于反问句）：何必非等我，你就～自己

去吗？
E不恤】 buxu ＜书〉睛不顾及；不忧虑：不顾惜：
～人言（不管别人的议论）。

E不学无术E buxue-wushu 没有学问，没有能

力。

E不逊】 buxun

E不言而喻J buvan' ervu 不用说就可以明白。

E不厌E buyan 画＠不厌烦2 ～其详。＠不
排斥；不以为非z 兵～诈。

E不扬E buy6ng E固（相貌）不好看z 其貌～。

E不要E buyao 圃表示禁止和劝阻2 ～大声喧

哗｜～麻痹大意。
E不要紧E buyaojln 回＠没有妨碍g不成问

题：这病～，吃点儿药就好 1路远也～，我们派车
送你回去。＠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下文有转

圈不松懈：坚持～｜～地努力｜进

不注意衣着、容貌的

没有自来这一趟，表

画不停止（用作补语）＇争论～｜

圈没有礼貌g骄傲g蛮横z 出言

〈书〉画过失；不对g 冒天下之E不题J buw岳l

大～。

E不谓】 buwei ＜书〉＠画不能说（用于表示否
定的语词前面）＇任务～不重｜时间～不长。＠
E毫不料；没想到z 离别以来，以为相见无日，～

今又重逢。
E不温不火】 buw岳n-buhL均不冷淡也不火爆，

形容平淡适中：俩人的关系一直都～的｜二手
房市场依然～。

E不瘟不火】 buw岳n-buhuo 指表演既不沉闷

也不过火2 他的表演～，分寸拿捏得很好。
E不闻不问E buwen-buwen 既不听也不问，形
容漠不关心。

E不稳定平衡E bu wending pingheng 受到微

小的外力干扰就要失去平衡的平衡状态，如鸡
蛋直立时的状态。

E不元E buwu 圈不是没有；多少有些：～小

补｜～禅益 l～关系｜～遗憾。
E不惜E buxl [;J] 不顾惜；舍得：～工本｜～牺牲

一切｜倾家荡产，在所～。
E不暇E buxi6 圈没有时间；忙不过来：应接

～｜自顾～。
E不下E buxia 圈。不下于②。＠用在动词
后，表示动作没有结果或没有完成g 相持～！委

决～O
E不下于】 buxiavu 圈。不低于3不比别的低：
这种手机虽然便宜，质量却～有些名牌。＠不
少于；不比某个数目少：新产品～二百种。也
说不下。

E不相上下J buxiang-shangxia 分不出高低，

形容数量、程度差不多2 本领～｜年岁～。
E不详E buxi6ng O 画不详细；不清楚：言之
～｜地址～｜历史情况～。＠画不细说（书信
中用语）。

E不祥l buxi6ng E固不吉利z ～之兆。
E不想E buxi凸ng 庄重不料；没想到 z 春天随便栽
了几棵树，～全都活了。

E不像话E buxianghua 画＠（言语行动）不合
乎道理或情理z 整天撒泼耍赖，实在～。＠坏
得没法儿形容：屋子乱得～。

E不消E buxiao O 圈不需要：～一会儿工夫，
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固不用z ～说。

E不孝E buxiao O 医且不孝顺。＠圈旧时父
母丧事中儿子的自称。

E不肖E buxiao E回品行不好（多用于子弟） '~ 
子孙。

E不屑E buxie 圈＠认为不值得（做）＇～一顾｜
～置辩。也说不屑于。＠轻视z 脸上现出～
的神情。

辈革



折）：你这么一叫～，把大伙儿都惊醒了。
E不要脸l buyaotian 固不知羞耻（骂人的话） 0
E不－l buvi o 圈不相同（只做谓语，不做定
语）：质量～｜长短～。＠画书信用语，表示不

一一详说．匆此～。
E不一而足E buvi’自rzu 不止一种或→次，而是

很多。

E不依1 buv1 ~Jo 不昕从；不依顺2 孩子要什
么，她没有～的。＠不允许；不宽容2 ～不饶｜
你要不按时来，我可～你。

E不宜】 buvi 睛不适宜z 这块地～种植水稻 l解
决思想问题要耐心细致，～操之过急。

E不遗余力E buvi-vun 用出全部力量，一点儿也
不保留。

E不己E buyT ~虱用在动词后面，表示持续不停z
鸡鸣～｜赞叹～。

E不以为然l buyTweiran 不认为是对的，表示

不同意（多含轻视意）：～地一笑 l他嘴上虽然

没有说不对，心里却～。
E不以为意l buyTweiyi 不把它放在心上，表示

不重视，不认真对待。
E不义之财】 buyizhicai 不应该得到的或以不

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钱财。

E不亦乐乎E buyllehu 原意是“不也是很快乐的
吗7’（见于〈（论语·学而》〉现常用来表示程度极

深（多用在“得”字后做补i吾）：他每天东奔西

跑，忙得～。
E不易之论l buyizhilun 内容正确、不可更改的

言论。
E不意1 buvi ＜书〉画不料；没想到 z 本想今日赴
京，～大雨如注，不能启程。

E不翼而飞E buvi ’在rf岳10 没有翅膀却能飞，
比喻东西突然不见了。＠形容消息、言论等
传布迅速。

E不用】 buyong 圃表示事实上没有必要z ～

介绍了，我们认识｜大家都是自己人，～客气。
参看 64 页“甭”。

E不由得E buy6u·de O 画不容：他说得这么
透彻，～你不信服。＠画不禁z 想起过去的苦
难，～掉下眼泪来。

E不由自主】 buy6uzizhu 由不得自己；控制不

了自己。

E不虞E buvu ＜书〉＠圃意料不到2 ～之誉l～
之患。＠画出乎意料的事：以备～。＠圃
不忧虑．～匮乏。

E不约而同l buyu岳’ ert6ng 没有事先商量而
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

E不在l buzai 圈。指不在家或不在某处：您
找我哥哥呀，他～｜他～办公室，可能是联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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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去了。＠婉辞，指死亡（后面常跟“了”）：我
奶奶去年就～了。

E不在话下E buzai huaxia 指事物轻微，不值

得说，或事属当然，用不着说：这点儿小事对他
来说～。 量重

E不赞一词E buzan-yici 《史记·孔子世家》：“至雪享
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
一词。”原指文章写得很好，别人不能再添一句

话。现也指一言不发。
E不择手段】 buze sh凸uduan 为了达到目的，什

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含贬义〉。
E不怎么样E bu z岳『i· meyang 平平常常；不很

好2 这个人～｜这幅画儿的构思还不错，就是着
色～。

E不粘锅E buzhanguo 圈内壁覆有含氟树脂

涂层的锅，烹饪时饭菜不易粘在锅底和内壁。
E不折不扣l buzhe-bukou 不打折扣，表示完

全、十足、彻底z ～的伪君子｜对会议精神要～
地贯彻执行。

E不振l buzhen 固不振作；不旺盛：精神～｜一
贩～l 国势～o

E不争E buzh岳ng 庄园属性词。不容置疑的5元

须争辩的：～的事实。
E不正当竞争E bu zhengdδng jingzheng 经营

者在经营活动中违反诚信、公平等原则，损害
其他经营者利益或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竞争

行为。如商业贿赂、侵犯商业机密、虚假广告、
倾销等。

E不正之只1J buzhengzhif岳ng 不正派的作风，

特指以权谋私的行为2 纠正行业～。

E不支E buzhi r副支持不住3不能支撑下去z 精
力～！身体～。

E不知不觉E buzhi-bujue 没有觉察到；没有意

识到：玩得高兴，～已是中午时分。
E不知凡几E buzhi-fanjT 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指

同类的人或事物很多。

E不知进退E buzhi引ntui 指言语行为冒失，没
有分寸。

E不知死活】 buzhi-sThu6 不知事关生死：不知

利害，指做事冒昧。

E不知所措E buzhi-suocuo 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形容受窘或发急。
E不知所云E buzhi-su的un 不知道说的是什

么，指语言紊乱或空洞。
E不知所终E buzhi-st』ozhong 不知道结局或下

落。
E不知天高地厚E bu zhi tian goo di hou 形容
见识、短浅，狂妄自大。

E不止E buzhT O 画画继续不停：大笑～｜血流
～。＠圃表示超出某个数目或范围z 他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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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了！类似情况～一处出现。 j 

E不只E buzhi I画不但；不仅z ～生产发展了，生

活也改善了｜河水～可供灌溉，且可用来发电。
E不至于E buzhiyu 画不会达到（某种程度）：

主E 他～连这一点儿道理也不明白｜两人有矛盾，但
三三 还～吵架！要说他是故意捣乱，我想还～。

E不治E buzhi 画经过治疗无效（而死亡）：终

因伤势过重，～身亡｜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终

致～。
E不治之症E buzhizhlzheng 医治不好的病，也

比喻去除不掉的祸患或弊端。
E不致l buzhi rnllJ 不会引起（某种后果）：事前
做好准各，就～临时手忙脚乱了。

E不置E buzhi ＜书〉画不停止z 赞叹～｜懊丧

~ 。
E不置可否E buzhi-1φf仇』不说对，也不说不

对。指不明确表态。
E不中E buzhong ＜方〉固不中用；不可以；不
好：这个法子～，还得另打主意。

E不周E buzhou 圈不周到；不完备z 考虑～｜招

待～。
E不周延E bu zhouyan 一个判断的主词（或宾

词〉所包括的不是其全部外延，如在“有的工人
是共青团员”这个判断中，主词（工人）是不周
延的，因为它说的不是所有的工人。

E不着边际】 buzhu6-bianji 形容言论空泛，不

切实际s离题太远。
E不货E buzl ＜书） [l;lj] 无从计量，表示多或贵重

（多用于财物）：价值～！工程浩大，所费～。

E不自量E bu ziliang 过高地估计自己 z 如此狂
妄，太～。

E不自量力E buziliangli 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
力量（多指做力不能及的事情）。也说自不量
力。

E不足J buzu ＠固不充足z 先天～｜估计～。

＠画不满（某个数目）：～三千人。＠画不

值得＝～道｜～为奇！～挂齿。。画不可以 s不
能：～为训｜非团结～图存。＠画不够完备
的地方；缺欠＝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E不足道E buzudao 画不值得说z 微～ 1 个人
的得失是～的。

E不足挂齿】 buzuguachi 不值得一提：区区小

事，～。
E不足为奇】 buzuweiqi 不值得奇怪，指事物、
现象等很平常。

E不足为训】 buzuweixun 不能当作典范或法

贝L
E不作声E bu zuosh岳ng 不出声s不说话。

E不作为E buzuowei 圈＠法律上指负有某种

特定义务的行为人不履行其义务而致人损害
的行为。＠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应尽职
责，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及人民的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失职、渎职等行为。

布1 bu o 圈用棉、麻等织成的可以做衣
服或其他物件的材料．棉～！麻～｜花～｜

粗～｜～鞋｜买一块～。＠古代的一种钱币。
8 CBu) IE.I 姓。

布2 川 bu o 宣告；宣布：发～｜公～｜
（怖）～告｜开诚～公。＠圃散布；分

布：阴云密～｜铁路公路遍～全国。＠画布

置＝～局｜～防｜～下天罗地网。
E布吊】 bubo 圈棉织品和丝织品的总称。
E布菜E bu11cai 圈把菜肴分给座上的客人。

E布道E bu;;dao rnlll 指基督教宣讲教义。

E布点E bu;;dian 圈对人员或事物的分布地

点进行布置安排：重要地段有公安人员～看

守。
E布丁E b1：』di『19 圈用面粉、牛奶、鸡蛋
制成的西餐点心。［英 pudding]

E布尔乔亚】 bC』’erqiaoya 画资产阶级。［法

bourgeois] 
E布尔什维克E bu ’岳rshiweike 函列宁建立的

苏联共产党用过的称号，意思是多数派。因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
举党的领导机构时获得多数选票而得名。后

来这一派成为独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改
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俄 60JibllleBHK，多数派1

E布防E bu;;fang 圈布置防守的力量：沿江～。

E布告E bugao o 圈（机关、团体）张贴出来告
知群众的文件z 出～｜张贴～。＠国用张贴

布告的方式告知（事项）：特此～｜～天下。
E布谷】 bugu 圈杜鹊（鸟名）。

E布景E bujing O 圆舞台或摄影场上所布置
的景物。＠画国画用语，指按照画幅大小安
排画中景物。

E布警】 bu11jing 画布置安排警力 z 快速～。

E布局】 buju o rnlll 围棋、象棋竞赛中指一局棋
开始阶段布置棋子。＠画！对事物的结构、格
局进行全面安排＝写文章要认真选材，慎重～。

＠圈分布的格局z 调整～！工业～不尽合理。
E布控E bukong 画（对犯罪嫌疑人等的行踪）
布置人员予以监控。

E布拉吉】 bu la ii 圈连衣裙。 ［俄 nJJaTbe]

E布朗族l BC』的ngzu IE.I 我国少数民族之→，分
布在云南。

E布雷E bu111ei 画布设地雷或水雷等z ～舰｜～

区。



E布料l buliao ＜～儿）函用来做衣服等的各种
布的统称：这块～适合做裙子。

E布匹E bu pr 臣宣布（总称）。

E布设E bu she 画分散设置；布置：～地雷｜～
网点｜～圈套。

E布施E bush! ＜书〉圈把财物等施舍给人，后
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饭。

E布头】 but6u ＜～儿）圈。成匹的布上剪剩下
来的不成整料的部分（多在五六尺以内〉。＠

剪裁后剩下的零碎布块儿。
E布网E bu;;wang 圈。布下罗网，比喻公安
部门为抓捕犯罪嫌疑人等在各处布置力量z
～守候，捉拿绑匪。＠布设网络：电信～。

E布衣E buv• 圈＠布衣服＝～蔬食（形容生活
俭朴）。＠古时指平民（平民穿布衣） ： ～出

身！～之交。
E布依族】 Buyl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贵州。

E布艺E buvi 画一种工艺，经过剪裁、缝缀、刺
绣把布料制成用品或装饰品，也指布制的艺术

品 z ～沙发｜～装饰。
E布展】 buzhan 画布置展览：精心～｜油画展
正在加紧～。

E布阵J bu;;zhen ［通摆开阵势，布置兵力 z 排

兵～0赛前，教练、精心～。

E布置E buzhi 圈＠在一个地方安排和陈列各
种物件使这个地方适合某种需要：～会场｜～
新房。＠对活动做出安排3 ～学习 l～工作。

I f-o._1 bu 0 l雹行走时两脚之间的距离；脚
主如’ 步：～调｜～～为营｜寸～难移。走了一～
棋。＠圈阶段z 初～｜事情一～比一～顺利。
＠圈地步；境地：不幸落到这一～。＠画旧
制长度单位，1 步等于 5 尺。＠用脚走t ～入
会场！亦～亦趋。。〈书〉踩s踏：～人后尘。

＠〈方）~用脚步等量地．～一～这块地够不
够三亩。＠ (Bu) l每姓。

『 F--_2 bu 同“埠”（多用于地名）：盐～｜禄～｜炭

主扩 ～（都在广东）。
E步兵E bu bing 圈＠徒步或乘汽车、装甲输送
车等实施作战的兵种，是陆军的主要兵种。＠
这二兵种的士兵。

E步步为营J bubu-weiying 军队前进一步就设
下一道营垒，形容行动谨慎，防备严密。

E步调~l buce 圈用脚步测量（距离）。

E步道E budao 圈指人行道z 加宽～。
E步调E budiao 圈行走时脚步的大小’快慢，多

比喻进行某种活动的方式、步骤和速度·统一
～i～一致。

E步伐】 bufa 圈＠指队伍操练时脚步的大小

布步阶怖坏制｜ bu」~

快惺：～整齐。＠行走的步子z 矫健的～。
＠比喻事情进行的速度：要加快经济建设的

。

E步法】 buf凸圈指武术、舞蹈及某些球类活动

2’脚步移动的方向、娟、快慢等的章法或程王
三三三三

【步弓J bugong 圈弓③。
E步话机】 buhuajl 圈步谈机。

E步履E bulu ＜书〉＠圈行走：～维艰（行走艰
难）。＠圈指脚步：～轻快。

E步枪E buqiong 圈单兵用的枪管较长的枪，

有效射程约 400 米。可分为非自动、半自动、
全自动三种。

E步人后尘E bur自nhouchen 跟在别人的后而

走，比喻追随、模仿别人。
E步入J buru 圈走进z ～会场。～正轨｜～网络

时代。
E步哨】 bushao 圈军队驻扎时担任警戒的士

兵。
E步态E butai 圈走路的姿态：～轻盈｜稳重而

沉着的～O
E步谈机E butanF 圈体积很小、便于携带的元
线电话收发机，可以在行进中通话，通话距离
不大。也叫步话机。

E步武E buw心〈书〉＠圈古时以六尺为步，半

步为武，指不远的距离z 相去～。 8~ 跟着
别人的脚步走，比喻效法2 ～前贤。

E步行J buxing 圃行走（区别于坐车、骑马等） : 
下马～｜与其挤车，不如～。

E步行街E buxingji岳圈只准人步行、不准车辆

通行的街，大都是商业繁华地段。
E步韵J bu;;yun 圈依照别人作诗所用韵脚的
次第来和价的诗。

E步骤E buzhou 圈事情进行的程序z 有计划、

有～地开展工作。
E步子E bu• zi 圈脚步g 放慢～｜队伍的～走得
很整齐。
环 bu 口员环叫gb叫埔寨地名，今作贡

布。
珩 bu 耕（叫的，地名，在福建

怖 bu 害怕：恐～｜阳～

了盆－ bu 圈金属元素，符号 Pu。银白
I、（坏）色础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用作核燃料等。

埔 bu 大埔（De
另见 1018 页 puo

+.ti三 bu 同“埠”（多用于地名） ： 深水～（在香
巧V 港）。



I 116 I bu ｜铺部埠瓶部部簿

铺 bu 铺子
（铺）

E铺子l bu• zi 圈婴儿吃的糊状食物。
主11 bu o 部分；部位s 内～｜上～｜胸～｜局

王三口tJ ～。＠函中央政府按业务职能划分的单
主雪 位（级别比局、厅高）：外交～！商务～。＠一

般机关企业按业务划分的单位g 编辑～！门市

～。＠门类；种类（多指文字、书籍等）：～首｜
《四～丛刊》。＠军队（连以上）等的领导机构

或其所在地：连～｜司令～。＠圈指部队z 率

～突围。＠〈书〉统辖；统率：所～！～领。＠
i.J a）用于书籍、影视片等＝两～字典｜一～纪
录片｜三～电视剧。 b）用于机器或车辆＝一～

机器｜两～汽车。 4i) (Bu）圈姓。

E部队E budui IE 军队的通称z 野战～｜驻京～｜

武警～｜从～转业到地方。
E部分E bu·fen 圈整体中的局部；整体里的一

些个体2 检验机器各～的性能｜我校～师生参
加了夏令营活动。

E部件E bujian IBl O 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
若干零件装配而成。＠汉字的组成部分，由

若干笔画构成z “休”由“ f 、木”两个～组成。
E部类E bu lei 圈概括性较大的类：这个百货商
场的货物～齐全。

E部落E buluδ 圈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

而成的集体。
E部门l bumen [BJ 组成某一整体的部分或单

位z 工业～｜文教～｜～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一本书要经过编辑、出版、印刷、
发行等～，然后才能跟读者见面。

E部首E bush归 [BJ 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偏旁，

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汉语辞书常常根据汉

字形体偏旁进行检索，形成部首检字法。

E部属J bushu 圈部下。
E部署】 bush凸［噩安排；布置（人力、任务） :~ 

工作 l 战略～｜～了一个团的兵力。

E部头】 but6u c～儿）圈书的厚薄和大小（主要

指篇幅多的书）：大～著作。

E部委l buwei 圈我国国务院所属的部和委员

会的合称。

E部位E buwei ~位置（多用于人的身体）：发
音～i消化道～o

E部下】 buxia 圈军队中被统率的人，泛指下

级。

E部族J buzu 画部落和氏族。

埠 bu o 码头，多指有码头的城镇：船～｜
本～｜外～。＠离埠＝开～。

E埠头l but6u ＜方〉圈码头。
教i:: bu ＜书〉小瓮z 酱～。
日＆L
主t:;buO ＜书〉遮蔽。＠古代历法称七十

口tJ 六年为一部。

在在 bu ＜方〉圈竹子编的篓子。

曰”'i- bu o 簿子z 账～｜练习～ i 收文～｜记事
～。 8 CBu）圈姓。

E簿册】 buce 圈记事记账的簿子。

E簿籍E bu ii 圈账簿、名册等。

E簿i己1 buii 圈＠会计工作中有关记账的技
术。＠符合会计规程的账簿。

E簿子E bu·zi 国记事或做练习等用的本子。



c 
C二豆；量工二1

』结1 ca IZ\!ll 0 摩擦．～火柴 l摩拳～掌 1手～

1刀飞破了皮。＠用布、手巾等摩擦使干净z ～

汗｜～桌子｜～玻璃。～亮眼睛。＠涂抹．～
油｜～粉 l～红药水。。一个物体贴着或靠近

另一个物体很快地过去：～肩而过｜风～着江

面吹来。～黑儿。＠把瓜果等放在碟床儿上来

回摩擦，使成细丝JL ：把萝卡～成丝儿。

E擦边球】 cabianqiu 强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

边沿的球。后来把有意做在规定的界限边缘

而不违反规定的事比喻为打擦边球：按规矩

办事，不打政策～。

E擦黑JLl cah岳i r ＜方〉画天色开始黑下来：赶

到家时，天已经～了。

E察屁股E ca pi•gu 比喻替人做未了c Jiao）的

事或处理遗留的问题（多指不好办的）：你别

净在前边捅委子，要我们在后边～。
E察拭l cashi 画擦②：～武器。

E擦洗】 caxi 圈擦拭，洗涤：～餐桌 l这辆自行
车该～～了。

E擦音E cayln IEJ 口腔通路缩小，气流从中挤出

而发出的辅音，如普通话语音中的 f's 、 sh 等。

E擦澡） CO//Z凸o 圈用湿毛巾等擦洗身体2 擦

把澡。

”量指 ca 睡写形容物体摩擦等的声音z 摩托
’刁飞车～的一声停住了。

另见 135 页 cha"

τ由 ca 见 646 页【疆磅JL ］。
元，、

v 
c凸 （专丫）

碟 ca 〈书〉粗石。

E礁床JL] cachu6ngr 圈把瓜、萝卡等擦成丝儿

的器具，在木板、竹板等中间钉一块金属片，片

」
薄U

他
恨
一
窟

［一一一堕ι理j

i田 cai ＜书〉多才。
l'l!i、另见 1237 页 sf。

猜 cai O 圈根据不明显的线索或凭想象主
来寻找正确的解答；猜测：～谜语i你～谁三三

来了？｜他的心思我～不透。＠起疑心：～忌｜
两小无～o

E猜测E ca ice 圈推测g凭想象估计：这件事非

常复杂，又没有线索，叫人很难～。

E猜度】 caidu6 画猜测；揣度z 心里暗自～，来

人会是谁呢？

E猜忌E caiji 圈猜疑别人对自己不利而心怀不

满z 互相～o

E猜料E cailiao 圈猜测；估计：事情的结果，现

在还很难～。
E猜谜JL] caip meir （方〉画猜谜（ mi) 。

E猜谜E cai11 mi 圈＠猜谜底：捉摸谜语的答

案。＠比喻猜测说话的真意或事情的真相g
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别让人家～。

E猜摸E cai·mo [Z董猜测；估摸z 他的心思叫人

～不透。

E猜拳E cai;;qu6n 圈划Chua）拳。

E猜嫌】 caixian ＜书〉圈猜忌z 两无～。

E猜想E caixi凸ng r疆猜测：我～他同这件事有

关。

E猜疑】 caiyi 圈起疑心；对人对事不放心z 根

本没有这种事儿，你们不要胡乱～。

, 
cai （专另）

才1 cai 0 圈才能：德～兼备I ~~ffe艺｜这
人很有～。＠从才能方面指某类人z 通

～｜奇～｜庸～。 8 CC6i)IBJ 姓。

才2 '·""- c6i 酬表示以前不久： 1if :t 
（镜）么～来就要走？＠表示事情或

状态发生、出现得晚z 他说星期三动身，到星期

五～走｜大风到晚上～住了。＠表示只有在某

种条件下然后怎样（前面常常用“只有、必须”

或含有这类意思〉＝只有依靠群众，～能把这项
工作做好。。表示数量小，次数少，能力差，程

度低等等2 这个工厂开办时～几十个工人！别

人一天干的活JL他三天～干完。＠表示强调



11s I cai ｜才材财

所说的事（句尾常用“呢”字）：麦子长得～好

呢！我～不信呢！

E才分E c6ifen IBJ 才能；天分o
E才问 c6ifu 圈才能禀赋z 艺术～｜他从小就

显露出音乐方面的～。

E才干J c6igan IBJ 办事的能力：增长～｜他既

年轻，又有～。
二二 E才刚J c6igang ＜方〉圈刚才：他～还在这里，

王 这会儿峙了。
E才高八斗J c6igaobad凸u 形容文才非常高。

参看 16 页｛八斗才1。
E才华】 c6ihu6 圈表现于外的才能（多指文艺
方面）：～横溢 i～出众。

E才具E c6iju （书〉圈才能z ～有限。
E才俊E c6ijun ＜书＞ IBl 才能出众的人：青年

~ 。

E才力E c6ili IBl 才能；能力 z ～超群。
E才略】 c6ilue [1自才能和智谋（多指政治或军

事上的）：～过人。
E才貌E c6imao 圈才能和容貌．～双全 i～出
众。

E才能E c6ineng 圈知识和能力z 施展～。

E才女】 cainu ［虽有才华的女子。
E才气E caiqi 圈才华·他是一位很有～的诗
人。

E才情】 caiqing 圈才华；才息：卖弄～。

E才识】 c6ishi 圈才能和见识·～卓异。
E才疏学浅】 caishu-xueqi仙才能低，学识浅

（多用于自谦）。
E才思E caisl ~写作诗文的能力：～敏捷。
E才学E caixue 函才能和学问。

E才艺］ c6iyi 圈才能和技艺z ～超绝。

E才智E caizhi 圈才能和智慧：充分发挥每个
人的聪明～。

E才子E caizi ~指有才华的人。
才 cai 0 木料峭材料①＝木～！钢～｜药

～｜就地取～。＠圈棺材：寿～｜一口～。
＠资料：教～ i题～｜素～。＠指某类人z 蠢

～｜栋梁之～。 8 CC6i）圈姓。
E材积］ caiji 圈单株树木或许多树木出产木材

的体积。
E材料J c6iliao 圈。可以直接制作成成品的
东西p在制作等过程中消耗的东西2 建筑～｜补
牙的～｜做一套衣服，这点儿～不够。＠写作、
创作、研究等所依据的信息：他打算写一部小
说，正在搜集～｜对～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得出
正确的结论。＠可供参考的信息z 人事～。
＠比喻适于做某种事情的人才：我五音不全，
不是唱歌的～。

E材树E caishu 圈主要供做木材用的树木，如

松、柏、杉等。
E材质】 caizhi l萄＠木材的质地z 楠木～细

密。＠材料的质地；质料：各种～的浴缸｜大
理石～的家具。

E材种］ caizh凸ng 圈木材的品种。

m才… cai 0 钱和物资的总称：～产 l
则（财）～物｜理～。 8 (Cai）圈姓。
E财宝E caib凸o 圈钱财和珍贵的物品。
E财吊E c6ib6 ＜书〉圈钱财（古时拿布吊做货
币） 0

E财产】 c6ich凸n 圈指拥有的财富，包括物质财

富（金钱、物资、房屋、士地等）和精神财富（专
利、商标、著作权等）：国家～｜私人～。

E财产保险】 c6ich6n baoxian 以各种物质财

产及其相关利益（如责任、信用等）为标的（ di)

的保险。简称财险。
E财产权］ c6ich6nqu6n 圈以物质财富或精神

财富为对象，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
利，如债权、继承权、知识产权等。简称产权。

E财产税】 c6ich6nshui 圈向纳税人拥有或支

配的财产征收的税，如房产税。

E财产所有权】 c6ich6n su的6uqu6n 财产所

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获
取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也叫所有权。

E财大气粗J caida-qicu 形容人仗着钱财多而

气势凌人。

E财东】 caidong 圈＠指商店或企业的所有
者。＠财主。

E财阀］ c6if6 圈指垄断资本家。

E财富E caifu 圈具有价值的东西：自然～｜物

质～｜精神～｜创造～。

E财经】 c6ijing IBl 财政和经济的合称z ～学

院｜～频道。

E财会J caikuai 圈财务和会汁的合称z ～科｜

～人员。

E财丰LJ caili 圈彩礼。

E财力E ca iii 圈经济力量（多指资金）：～不足。
E财路E cailu 圈获得钱财的途径z 广开～。

E财贸E c6imao 画财政和贸易的合称z ～系

统。
E财迷】 c6imi IBl 爱钱入迷、专想发财的人。
E财迷心窍E c6imixinqiao 指人一心想发财而

失去正常的认识和思维能力。

E财气E c6iqi 圈获得钱财的运气；财运2 ～不

佳。
E财权】 c6iqu6n IBl 各级财政以及企业占有、

支配和使用资金的权力 z 掌握～O

E财神】 c6ishen 圈民间指可以使人发财致富
的神，原为道教所崇奉的神仙，据传姓赵名公



明，也称赵公元帅3 过路～（比喻暂时经手大量

钱财的人）。也叫财神爷。
E财神爷E c6ishenye 圈财神。

E财势E c6ishi 圈钱财和权势z 依仗～，横行乡

里。

E财税E c6ishui !Bl 财政和税务的合称：～部

门。

E财团】 c6itu6n 圈由金融寡头控制的大型银
行和大型企业结合而成的垄断集团。

E财务］ caiwu 南机关、企业、团体等单位中，
有关财产的管理或经营以及现金的出纳、保
管、计算等事务：～处｜～管理。

E财物］ c6iwu !Bl 钱财和物资z 爱护公共～。
E财险】 c6ixian 圈财产保险的简称。

E财源E c6iyu6n t8I 钱财的来源z ～茂盛｜发展
经济，开辟～。

E财运】 caiyun 圈发财的运气：～亨通。
E财政】 c6izheng ~政府部门对资财的收入

与支出的管理活动z ～收入｜～赤字。
E财政赤字E c6izheng chizi 年度财政支出大
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通常用红字表示，
所以叫财政赤字。也叫预算赤字。

E财政寡头l c6izheng 凹凸t6u 金融寡头。
E财政资本】 c6izheng zlben 金融资本。

E财主E cai•zhu ［~］占有大量财产的人＝大～。

裁 c6i 0 [lW] 用刀剪等把片状物分成若干
部分：～纸｜～衣服。 8 IJt] 整张纸分成的

相等的若干份；开1 ⑨ z 对～（整张的二分之

一）｜八～报纸。＠画从整体中去掉一部分g
削减：～军！～员｜这次精简机构，～了不少人。
＠安排取舍（多用于文学艺术）：别出心～｜
《唐诗别～》。＠文章的体制、格式：体～。＠

衡量；判断：～判｜～决。＠控制；抑ll.: ～制｜
制～｜独～o

E裁编E c6i;;bian 画裁减编制：～定岗。
E裁兵E c6i;;blng 圃旧时指裁减军队。

E裁并】 caibing 圈裁减合并（机构等）。
E裁撤】 caiche 圈撤销；取消（机构等） ：～关

卡｜～重叠的科室。
E裁处E c6ichu ~面考虑决定并加以处置：酌情

~ 。

E裁定】 c6iding I噩＠裁决。＠法院在审理案
件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就某个问题做出处理决
定。分为刑事裁定、民事裁定和行政裁定。

E裁断E c6iduan 圈裁决判断；考虑决定：这件
事究竟怎样处理，还望领导～。

E裁夺】 c6idu6 圈考虑决定：此事如何处置，

恳请～。
E裁度］ c6idu6 ＜书〉画推测断定。

财裁采 I c6i-cai I 119 I 

E裁缝E caifeng 圈剪裁缝制（衣服）：虽是布衫

布裤，但～得体。
E裁缝E c6i·feng ［萄以做衣服为职业的人。
E裁减］ caijion 画削减（机构、人员、装备等） : 
～军备。

E裁剪E c6ijian 画缝制衣服时把衣料按一定

的尺寸裁开g ～技术｜这套衣服～得很合身。

E裁决E caijue ［到有关机构或人士经研究对有二f

争议的问题做出处理决定：如双方发生争执，王三
由当地主管部门～。

E裁军】 caijun 画l 裁减武装人员和军事装备。

E裁量E c6iliang r到裁决处罚 z ～权｜规范行政
～，促进执法公平公正。

E裁判E c6ipan O I司法院依照法律，对案件做

出处理，分为判决和裁定两种。＠圈根据体
育运动的竞赛规则，对运动员竞赛的成绩和竞

赛中发生的问题做出评判。＠圈裁判员。

E裁判员】 c6ipanyu6n 圈在体育竞赛中执行

评判工作的人z 足球～｜国际～。
E裁汰E c6itai ＜书〉画裁减（多余的或不合用
的人员）。

E裁员】 c6iyu6n 圈（机关、企业等）裁减人员。

E裁酌E c6izhu6 I到斟酌决定z 处理是否妥当，

敬请～。

v 
cai （专另）

τ币 1 ·- C凸l 圈。摘（花儿、叶子、果
刁~ （＊探）子）：～莲｜～茶。到海底～珠
子。＠开采：～煤｜～矿。＠搜集z ～风｜～

矿样。。选取；取：～购｜～取［～指纹。
百／ 2c凸iO 精神；神色z 神～｜兴高～烈。＠
/I、 cc讪圈姓。

τ｝／ 3 c凸l 旧同“彩”① ⑦。
/I、 另见 121 页 caio

E采办E coiban ［到采购g置办 z ～年货。

E采编E coibian 0 画采访并编辑：～新闻｜电
视台的～人员。＠圈做采访、编辑工作的人。

E采茶戏E co ich6x i [BJ 流行于江西、湖北、广

西、安徽等地的地方戏，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
跟花鼓戏相近。

E采饲 c凸if6 画在森林中砍伐树木，采集木

材z ～林木。
E采访l coif凸ng 画＠调查访问z ～新闻｜记者

来～劳动模范。＠搜集寻访z 加强图书～工
作。

E采风】 coi;;feng 圈＠搜集民歌（风z 民歌）。

＠指演员、作家等到基层体验生活，了解民情



口~」 cai 

民风z 文化～｜市文联组织作家到西部山区～。

E采购E caigou 0 画选择购买（多指为机关或
企业）：～员｜～建筑材料。 8~ 担任采购工
作的人z 他在食堂当～。

E采主咀 c凸iguang rnID 通过设计门窗的大小和

建筑物的结构，使建筑物内部得到适宜的自然
光照。

E采集E caiji [z;国收集s搜罗 z ～标本｜～民间歌

主主谣。
三~［采景E caijing 画为摄影或写生寻找、选择景

物。
E采掘E caijue 圃挖取；开采（矿物）：～金矿i

加快～进度。
E采矿l ca i // kuang l边把地壳中的矿物开采出
来。有露天采矿和地下采矿两类。

E采莲船E c6ili6nchu6n ＜方〉圈见 981 页［跑
早船］ o

E采录E cailu 画面＠采集并记录：～民歌。＠
采访并录和tl ：电视台～了新年晚会节目。

E采买E cairn凸 i rn国选择购买（物品）。

E采纳E caina 画接受（意见、建议、要求等） :~ 
群众意见。
睬暖E cainuan 圈利用建筑物的防寒取暖装

置，使建筑物内部得到适宜的取暖温度。
E采取E caiq心画＠选择施行（某种方针、政

策、措施、手段、形式、态度等）：～守势｜～紧急
措施。＠取z ～指纹。

E采认E cairen 圈承认：～学历。
E采收l c凸1shot』画采摘收获z采集收取。

E采攒l caixie （书） rnID 0 采摘g ～野果。＠

采集z ～素材。
白毛写】 caixi岳圈采访并写出 2 好人好事，要及

时～，及时报道。
E采血l cai;;xi邑画为检验等目的，从人和动物

的血管采取血液。
E采信l caixin 画相信（某种事实）并用来作为
处置的依据：被告的陈述证据不足，法庭不予

～｜这组数据不太准确，不宜～。
C丧样E caiyang E司采集样品；取样z 食品～检

查。
E采用E caiyong 圈认为合适而使用：～新工
艺｜～举手表决方式！那篇稿子已被编辑部～。

E采泊E c6i;;y6u 圈开采石油。

睬择l caize 圈选取；选择2 提出几种方案，以

供～。
E采摘E c凸1zhai 圈摘取（花儿、叶子、果子） :~ 
葡萄｜～棉花。

l*伽tll caizhi 圈＠采集加工z ～春茶。＠采
访并录制z ～电视新闻。

E采种E cai;;zhong 画采集植物的种子。

＠颜色＝五～｜～云。＠
移（＠琛）彩色的丝绸z 剪～｜张灯结～。
＠表示赞赏的欢呼声z 喝～｜博得满堂～。＠
花样；精彩的成分z 丰富多～｜出～。＠圈赌
博或某种游戏中给得胜者的东西z 得～｜中～｜
～票。＠戏曲里表示特殊情景时所用的技

术；魔术里用的手法z 火～ l 带～｜～活儿。＠
指负伤流的血z 挂～｜～号。 Cl CC凸 i ）圈姓。

E彩超E c凸ichao 圈彩色B超的简称。做B超
时，彩色图像使人更容易发现微小病变，有利
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E彩车E caich岳~用彩纸、彩绸、花卉等装饰的
车，多用于喜庆活动。

E彩绸】 c凸ich6u ~彩色的丝绸。
E彩带】 c凸idai ~彩色的带子（多为丝绸的）。

E彩旦】 caidan 圈戏曲中扮演女性的丑角。
年龄比较老的也叫丑婆子。

E彩蛋E caidan 圈画有彩色图案、花纹的蛋壳
或蛋形物，是一种工艺品。

E彩点E caidian （～儿）圈发售彩票的站点：各
～体育彩票销售都十分火爆。

E彩电l caidian 圈＠彩色电视的简称z ～中

心。＠指彩色电视机z 一台～。
E彩调E caidiao 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戏曲

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广西北部。
E彩管】 caigu凸『1 圈彩色显像管的简称。

E彩号】 c凸ihao c～儿）~指作战负伤的人员 z

慰劳～｜重～需要特别护理。
E彩虹］ c6ih6ng 圈虹口
E彩鹅E caihuan 圈鸟，外形像朱鹦而稍小，羽

毛多为褐紫色，带有绿色。生活在河湖岸边、水
田和沼泽地区，吃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和甲虫等。

E彩绘E caihui 0 圈器物、建筑物等上的彩色
图画：这次出土的陶器都有朴素的～。＠圈

用彩色绘画2 车站大厅已～一新。
E彩轿l caijiao 圈花轿。

E彩卷E caijuan （～儿〉圈彩色胶卷。
E彩扩l caikuo ~副彩色照片扩印 z 电脑～！本

店代理～业务。
E彩丰Ll cailT 圈旧俗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

物。

E彩练E coil ion 咀彩带。

E彩铃E coiling 画电话上设置的丰富多彩的

铃声，如特定的乐曲、音响、问候语等，不同于
传统的电话铃声。

E彩迷E caimi ~喜欢买彩票而入迷的人。
E彩民E caimin 圈购买彩票或奖券的人（多指

经常购买的）。



E彩墨画l caimohua r割指用水墨并着彩色的

国画。
E彩排E caip6i 圈。戏剧、舞蹈等正式演出前

进行化装排演。＠节日游行、游园等大型群

众活动正式开始前进行化装排练。

E彩牌楼E caip6i•lou IEl 喜庆、纪念等活动中用
竹、木等搭成并用花、彩绸、松柏树枝做装饰的

牌楼。
E彩喷】 c凸ip岳『1 画＠彩色喷涂，用不同颜色的

颜料喷涂（作为装饰）：入口处是一面～过的墙
壁。＠彩色喷墨，在打印机上用不同颜色的
墨粉喷出（文字、图形等）：～出各种图片。

E彩棚J caipeng 圈用彩纸、彩绸、松柏树校等
装饰的棚子，多用于喜庆活动。

E彩票】 caipiao 圈一种证券，上面编着号码，
按票面价格出售。开奖后，持有中奖号码彩票

的，可按规定领奖。
E彩屏E caiping ［萄彩色显示屏的简称。
E彩旗E caiqi 圈各种颜色的旗子：迎宾大道上
～飘扬。

E彩券E caiquan 圈彩票。

E彩色】 caise IEJ 多种颜色：～照片。
E彩色电视】 caise dianshi 0 屏幕上显示彩
色画面的电视。简称彩电。＠彩色电视机。

E彩色片JL] caisepianr （口〉圈彩色片。
E彩色片】 caisepian IEl 带有彩色的影片（区别
于“黑白片勺。

E彩声E caish岳『19 圈喝彩的声音：一阵～｜～

四起。

E彩饰l caishi l盘彩色的装饰2 因年久失修，梁
柱上的～已经剥落。

E彩塑E caisu ［每民间工艺，用劲土捏成各种人
物形象，并涂I：彩色颜料。也指彩塑的工艺
仁I
口口。

E彩陶E cait6o 圈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陶器，上
面绘有彩色花纹，普遍见于仰韶文化、大汶口

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中。
E彩头E cait6u 圈。获利或得胜的预兆·得了
个好～。＠指中奖、赌博或赏赐得来的财物。

E彩霞】 c凸1xi6 圈彩色的云霞。
E彩显】 c凸ixi凸n ts] 彩色显示器的简称。

E彩信E caix1n IEl 指多媒体短信，即通过手机
发送或接收的含有文字、图像、声音等的信息。

E彩页E caiye IEl 报刊书籍中用彩色印制的版
面，所用的纸张一般比较考究。

E彩印E caiyin ［司＠彩色印刷。＠洗印彩色
照片。

E彩云】 caiyun 国由于折射日光而呈现彩色

的云，以红色为主，多在晴天的清晨或傍晚出

彩案睬踩采菜 l cai - cai I 121 

现在天边。

E彩－~~］ caizhao 圈彩色照片。
E彩纸l caizhl ［萄＠彩色的纸张。＠彩色印
相纸。

案 c凸l 古代指宫。
另见 121 页 cai “采”。

睬一 cai [ilfil 搭理；理会：理～｜不要
（农）～他｜人家跟你说话，你怎么能～

也不～？

踩（晒） cai 画脚底接触地面或物体；主
脚底在物体上向下用力：当心～

坏了庄稼｜～着凳子贴窗花！～水车！～刹车。
E踩道E cai//dao （～儿）圈盗贼、劫匪等作案前
察看地形。

E踩点E cai;;dian c～儿）圈。踩道。＠泛指

为将要进行的活动做准备而事先到某一地点
了解情况。

E踩咕E c凸i•gu ＜方〉圈贬低z 别～人。

E踩雷E cai;; lei 画l 比喻做违法或风险很大的

事2 投资理财有陷阱，谨防～。
E踩水E caishul 睛一种游泳方法，人直‘立深水

中，两腿交替上抬下踩，身体保持不沉，并能前

进。

、

cai （专1)j)

采、养 cai 叨
（＂＇并菜、提踩） 另见 l19 页 c凸 i 。“菜”

另见 121 页 c凸 i 0 

E采地】 caidi 圈古代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回
地（连同耕种土地的奴隶）。也叫采邑。

E采邑E caiyi 圈采地。

菜副＠圈能做副食品的植物；蔬菜：种
～｜野～。＠专供食用的 z ～牛 i～羊。＠

专指油菜①z ～油。＠圈经过烹调供下饭下

洒的蔬菜、蛋品、鱼、肉等：荤～ I J1l ～｜四～一
汤。＠〈口〉圈质量低；水平低；能力差：这场

球打得太～了！ 0 (Cai ）圈姓。

E菜案】 cai ’ an 固炊事分工上指做菜的工作；
红案。

E菜场E caichang I萄菜市。

E菜单】 caidan （～儿）圈。开列各种菜肴名称
的单子，多标有价格。＠选单的俗称。

E菜刀l caidao IBl 切菜切肉用的刀。

E菜点l caidian IEl 菜肴和点心＝风味～ l 宫廷

～｜西式～。

E菜豆】 caidou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小叶阔卵形，花白色、黄色或带紫色，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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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种子近球形，白色、褐色、蓝黑色或络红
色，有花斑。嫩莫是常见蔬菜。种子可以吃，
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英果或种子。｜｜通

称芸豆，也叫四季豆。
~瓜l caigua IEl 0 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叶子心脏形，花黄色。果实长圆筒形，稍弯
曲，皮白绿色，可以吃，适于酱踏。＠这种植

物的果实。

E菜馆】 caiguan (~JL) ＜方〉圆饭馆。也叫菜

馆子。

E菜花E caihua c～儿）圈＠油菜的花。＠花
椰菜的通称。

E菜金E caijln 圈用作买副食的钱（多指机关、

团体的）。
睬篮子E cailan· zi 函盛菜的篮子，借指城镇
的蔬菜和肉类等副食品的供应：经过几年的
努力，本市居民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E菜码JL] cairr由〈方〉画面码儿。

E菜鸟E cair怕。因初学者；新手。也指在某些

方面技能低下的人：职场～。
E菜牛l cainiu IEl 专供食用而饲养的牛。也叫

肉牛。

~农E cain6ng 函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农民。
E菜品l caipln 圈菜肴（多指饭馆、餐厅等供应
的）：这家餐厅节前推出几款新～。

E串E圃E caipu 圈菜园。
睐谱E caip心圈。菜单①。＠介绍菜肴制
作方法的书z 《大众～》。

E菜瞠E caiqi IEl 有土埂围着的一块块排列整

齐的种蔬菜的田地。
睐青E caiqing E国绿中略带灰黑的颜色。
E菜色E cais古国指人因靠吃菜充饥而营养不

良的脸色，也泛指营养不良的脸色z 面带～。
睐市E caishi 圈集中出售蔬菜和肉类等副食
品的市场。

E菜式E caishi 圈菜肴的品种样式。也指不同
地区的菜肴。

睬蔬E caishu 圈＠蔬菜。＠家常饭食或宴

会所备的各种菜。
睬墓E caitai 圈＠某些蔬菜植物的花茎，如

油菜墓、芥菜墓。＠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宽卵
形或椭圆形，花柔嫩，是常见蔬菜。也叫菜心。

E菜系E caixi ~且不同地区菜肴烹调在理论、方
式、风味等方面具有独特凤柏的体系。

E菜，心l caixin 圈菜茎②。

睐羊E caiyang 国专供食用而饲养的羊。

E菜肴E caiy6o IEl 菜~：烹制～。
E菜油E caiyou 圈用油菜籽榨的泊。也叫菜
籽泊，有的地区叫清油。

E菜园l caiyu6n 圈种蔬菜的园子。也叫菜园

子。

E菜子E caizi 同“菜籽”。

E菜子泊l caiziy6u 同“菜籽油”。

E菜籽】 caizi 圈＠（～儿）蔬菜的种子。＠专
指油菜籽。｜｜也作菜子。

E菜籽泊l caiziyou 圈菜油。也作菜子油。
茹苦1 Cai 0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 t蔡西南，

交K 后来迁到新蔡一带。＠圈姓。
结"t;-2 cai ＜书〉大龟z 著～（占卡用的东西）。
－／..』、

人耐 ，』 cai 见 225 页I绊缭lo
综（擦）

广一正面百百一←1

参1 （参、东）
看｜～阅。

can ＠加入；参加z ～

军 1 ～赛。＠参考2 ～

参2 （参、东） can O 进见；渴见z ～

渴｜～拜。＠画封建时

代指弹劝2 ～纺 l～他一本（“本”指奏章）。
4主3 -n 探究并领会（道理、

参（参、东） 意义等） ：～破｜～透。
另见 132 页 c制； 1159 页 sh函。

E参拜E canbai l量以一定的礼节进见敬重的

人或瞻仰敬重的人的遗像、陵墓等z 大礼～｜～
孔庙。

E参半】 canban 圈各占一半z 疑信～。

E参变量】 canbianliang IEJ 参数①。

E参禅E canchan 圈佛教指教徒静坐冥想、领会

佛理z ～悟道。

E参订】 canding 画参校订正z 这部书由张先

生编次，王先生～。

E参访E canfang 国国参观访问：～团。

E参股l can;;g心圈入股：投资～。

E参观】 canguan 圈实地观察（工作成绩、事

业、设施、名胜古迹等）：～团｜～游览｜～工厂 1

谢绝～。

E参合E canhe ＜书〉画参考并综合z ～其要｜本

书～了有关资料写成。
E参劝E can he 圈君主时代指向朝廷检举官员

的过失或罪行。
E参加】 canjia 函。加入某种组织或某种活

动：～工会｜～会议｜～选举 1 ～绿化劳动。＠
参与提出（意见）：这件事儿，请你也～点儿意见。

E参见l' canjian 圈参看②。
E参见T conj ian [;!j] 以一定礼节进见；渴见z ~ 



长老。
E参建】 ciinj ion 画参与建造；参加建设：这项
工程有十几个单位～。

E参校】 ciinjiao l划。为别人所著的书做校订
的工作。＠一部书有两种或几种本子，拿一
种做底本，参考其他本子，加以校订。

E参军l can;; !un 画参加军队。
E参看】 ciinkan 画＠读一篇文章时参考另一

篇z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可以～。＠文章注释
和辞书释义用语，提示读者看了此处后再看其
他有关部分。

E参考l ciink凸o 画＠为了学习或研究而查阅
有关资料：～书｜作者写这本书，～了几十种书
fl］。＠在处理事物时借鉴、利用有关材料：仅

f共～｜～兄弟单位的经验！制定这些规章时～了
群众的意见。＠参看②O

E参考书l ciinkaoshu 圈学习某种课程或研究
某项问题时用来参考的书籍。

E参考系E ciink凸oxi ['8］为确定物体的位置和
描述其运动而被选作标准的其他物体。也叫
参照物。

E参量】 ciinliang 函数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
化的量。当这个量取不同数值时，反映出不同

的状态或性能。
E参谋l ciinrγlOU 0 圈军队中参与指挥部队行

动、制定作战计划的干部。 8 l7l!JJ 指帮人出主
意：这事该怎么办，你给～一下。＠圈泛指代
出主意的人·他给你当～。

E参拍】1 ciinpai 画（物品）参加拍卖z 一批在
海外收藏多年的瓷器近日回国～。

E封自】2 ciinpiii 圈参加拍摄（影视片等）：这

部影片有多名影星～。

E参评l ciinping 画参加评比、评选或评定$～
影片 l～人员将统一进行外语考试｜住宅设计评

比共有二十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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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量，如电导率、热导率、膨胀率等。
E参天E cant ion 画（树木等）高耸在天空中2
古柏～｜～大树。

E参透E can;;tou 圈看透；透彻领会（道理、奥

秘等）：参不透｜～禅理｜～机关（看穿阴谋或秘
密）。

E参悟E canwu 圈佛教指参禅悟道，泛指领悟

（道理、意义等）：～佛法 i～人生。
E参详】 canxi6ng 圈详细地观察、研究z ～了主
半天，忽有所悟｜我先把拟订的计划摆出来，请专三

各位～。
E参选】 canxuan 圈。参加评选z ～作品。＠

参加竞选·～村委会主任。
E参验E canyon iz;国考察检验；比较验证。

E参渴E canye 圈进见尊敬的人；瞻仰尊敬的

人的遗像、陵墓等：～黄帝陵。
E参议E canyi O ＜书〉圃参与谋议z ～国事。
＠圈官名，明代在布政使、通政使司下设参议

一职，清代通政使司下也设参议，民国时期参
议多为闲职。

E参议院】 canyiyuan 圈某些国家两院制议会

的上议院。
E参与军参预） canyu 圈参加（事务的汁划、讨

论、处理）：～其事｜他曾～这个规划的制订工
作。

E参阅l cCinyue 画参看：写这篇论文，～了大
量的图书资料。

E参赞E canzan 0 圈使馆的组成人员，是外交

代表的主要助理人。外交代表不在时，一般都
由参赞以临时代办名义处理使馆事务。＠
〈书〉圈参与协助z ～军务｜～朝政。

E参展】 can;;zhan 圈参加展览或展销z ～单
位！有一千余种商品～。

E参战E canzhan 圈参加战争或战斗2 ～国｜～
部队。这场比赛主力队员没有～。

E参赛E ciinsai 画参加比赛＝～作品｜取消～ I c参照E canzhao 圈参考并仿照（方法、经验

资格｜共有十位选手～。 | 等）·～执行。
E参审E ciinsh品n rnlJl 0 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等
的）审讯或审理。＠送交方案、作品等参加审
查或审定：～项目。

E参事l ciinshi ~政府机构中负责向决策者提
供信息和咨询的职务，也指担任这种职务的
人z 国务院～。

E参数l canshu 圈。方程中可以在某一范围

内变化的数，当此数取得一定值时，就可以得
到该方程所代表的图形。如在方程 :r' + y' 

E参照物l conzhaowu 圈参考系。

E参政】 con;;zheng 圈参与政务活动或参加政
务机构。

E参酌】 conzhu6 rnlJl 参考实际情况加以斟酌＝
～处理｜～具体情况，制订工作计划。

Tl血＿，＿ can 古代指驾在辙马两旁的马。
在~（惨）
盔一 con 血，身体小，侧扁，呈条

（祭）状，灰白色。生活在淡水中。也叫
＝ γ2 中，当 r取得→定值时，就可以画出该方 i 经鲸或鲸鱼。
程所代表的圆，r就是圆周的参数。也叫参变｜局部 h A *,A CQn ＠吃（饭〉：聚～l
量。＠表明任何现象、机构、装置的某→种性｜食问食、憔）野～。＠饭食z 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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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B 一顿饭叫一餐 2 一日三～O
E餐车E canche 圈＠列车上专为旅客供应饭

食的车厢。＠用来售卖或供应饭食的小车。

E餐点l' candi凸n ~餐饮业的网点z ～集中。

E餐点T candian 圈点心：西式～｜特色～。
E餐风宿露E canf岳ng-sul山见 388 页【风餐露

宿］ o
E餐馆l cangu凸n C～儿）啤饭馆。
E餐巾】 canfin IEl 用餐时为防止弄脏衣服放在

膝上或胸前的方巾。
E餐巾纸E canfin<>hi 圈专供进餐时擦拭用的
纸。也叫餐纸。

E餐具E can ju 圈吃饭的用具，如碗、筷、羹匙

等。
E餐券】 canquan （～儿〉画在食堂、餐厅等就餐

用的票证z 会议～。
E餐厅E canting 圈。供吃饭用的房间。＠
宾馆、火车站、飞机场等附设的营业性食堂，也

有的用作饭馆的名称。
E餐位E canwei 圈餐厅、饭馆等用餐的座位。

E餐叙l canxu rnID 以一起就餐的方式叙谈z 新
春～会｜约朋友到饭馆～。

E餐饮E canyin ［重饮食（多指经营性的） :~ 
业（～市场 l特色～。

E餐组 canzhi 圈餐巾纸。
E餐桌E canzhuo C～儿）圈饭桌。

, 
can c 专4)

残斗伽＠画不完整；残缺： ~fpl 
（残）～疾｜身～志不～ l这部书很好，可

惜～了。＠剩余的：将尽的z ～冬｜～敌｜风卷
～云。＠伤害；毁坏2 摧～ l ～害。＠凶恶：
～忍｜～酷。

E残奥会E Can’ aohui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简称，专为残疾人设立的世界性大型

综合运动会。第一届于 1960 年在意大利罗
马举办，以后每四年－届，与奥运会在同年同
一城市举行。
m败E canbai E国残缺衰败z ～不堪 l 一片～
的景象。

E主暴E can boo 圃残忍凶恶g ～不仁｜～成性｜

～的侵略者。
m杯冷炙E canb岳i拍ngzhi 指吃剩下的酒食

（杯＝指酒；炙 g 烤肉〉。
E残本E c6nb岳n IEl 残缺不全的本子（多指古

籍）。
颐币E can bi 固有残损的货币。

E残编断简】 Canbii'Jn-duanj I凸n 见 327 页【断
编残简］ o

E残兵E canblng 函残存下来的兵士z ～败将。

E残部】 canbu 圈残存下来的部分人马。

E残喘E canchu凸n ＠主1 临死前仅存的喘息2 苟
延～o

E残J欠】 canci 画属性词。有毛病的；质量差

的g ～零件｜～产品。
E残存E cancun ~未被消除尽而保存下来或

剩下来：～的封建思想 1初冬，树上还～几片枯
叶。

E残敌E candi 圈残存下来的敌人。
E残冬E candong 圈冬季快要过完的时候。

E残毒】1 candu 圈凶残狠毒·生性～。

E残毒l' c6ndu ~作物、牧草等上面残存的农
药或其他污染物质；动物吃了含毒植物后残存

在肉、乳、蛋、毛里面的农药或其他污染物质。
E残匪E canfei 圈残存下来的土匪z 剿灭～。
E残废E canfei O 画四肢或双目等丧失一部
分或者全部的功能：他的腿是在一次车祸中～
的。＠圈指有残疾的人。

E残羹剩饭】 c6ngeng-shengfan 吃后剩下的
菜汤和饭食。

E残骸】 c6nh6i 圈人或动物的尸骨，借指残破

的建筑物、机械、车辆等z 寻找失事飞机的～o
E残害E canhai 画伤害或杀害z ～生命。

E残货E c6nhuδ 圈残缺或不合规格的货物。
E残疾l can• ji 圈肢体、器官或其功能方面的
缺陷：～儿童！腿没有治好，落下～。

E主疾车E c6njich岳圈专供身体有残疾的人使
用的机动兰轮车。

E残迹E c6nji 圈事物残留下的痕迹z 当日巍峨

的宫殿，如今只剩下一点儿～了。
E残l日l c6njiu E国残破陈旧 z ～瓷器。
E残局】 c6nju 圈＠棋下到快要结束时的局面
（多指象棋）。＠事情失败后或社会变乱后的
局面：收拾～！维持～o

E残卷E c6njuan 圈残破不全的书籍、书画作
品等z 《玉篇》～。

E残酷E canku ~国凶狠冷酷＝～无情｜～的压
迫｜手段十分～。

E是留】 c6nliu 圈部分地遗留下来：面颊上还

～着泪痕｜他头脑中～着旧观念。
E残年E c6nni6n ~O 指人的晚年：风烛～｜～

暮景。＠一年将尽的时候：岁暮～。
E残虐E c6nnue O 圃凶残暴虐z ～的手段。

－~面残酷虐待2 ～囚犯。
E残篇断简l c6npian-duanji凸n 断编残简。

E残片】 c6npian 圈器物破碎后残留的不完整



的片状物：陶器～｜织物～。

E残品J canpTn [E 有毛病的成品。
E残破E canpo I勤残缺破损 g ～的古庙。
E残棋E canqi 圈快要下完的棋（多指象棋）：

一盘～。
【残缺E canque 圆缺少一部分；不完整2 ～不

全。
E残忍、E canr品n E回狠毒．手段凶狠～。

E残杀E cansha ［：到杀害 z 自相～ i～无辜。
E残生】 cansheng iEJ 0 残年①z 了此～。＠

侥幸保存住的生命：劫后～。

E残损E cansun I动（物品）残缺破损：这部线装
书有一函～了｜由于商品包装不好，在运输途中
～较多。

E残效E canxiao 圈农药使用后，在一定时期
内残留在植株七或土壤中的药效z ～期。

E残雪】 canxu岳［割没有融化尽的积雪。

E残阳】 c6ny6ng 圈快要落山的太阳。

E残余J canyu 0 画面剩余；残留：～势力｜头脑
中～着不少封建思想。＠（盘在消灭或淘汰的
过程中残留下来的人、事物、思想意识等z 封
建～o

E残垣断壁】 canyuan-duanbi 残缺不全的墙’

壁。形容房屋遭受破坏后的凄凉景象。也说
断垣残壁、颓垣断壁、断壁残垣。

E残月】 canyue ~o 农历月末形状像钩的月

亮。＠快落的月亮。
E残渣】 canzha [:8] 残留的渣浮z 食物～ i～余

孽O
E残渣余孽】 canzha-yunie 比喻残存的坏人。

E是障】 canzhang [E 残疾：重度～｜老师手把

手教～孩子画画儿。

E残照E canzhao 画落日的光辉。

蚕－ m 时蚕作蚕等的统称，通
（罩）常专指桑蚕。参看 1126 页【桑

蚕］、1759 页I样蚕1。
E蚕宝宝】 canb凸obao ＜方〉圈对蚕的爱称。

E蚕馅E c6nb6 圈养蚕的器具，用竹箴等编成，

圆形或长方形，平底。

E蚕族J c6ncu 圈供蚕吐丝做茧的器具，有困
锥形、蛛网形等式样。有的地区叫蚕山。

E蚕豆E candou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茎四棱形，中心空，花白色有紫斑，结英果。
种子供食用。＠这种植物的英果或种子。 II
也叫胡豆，有的地区叫罗汉豆。

E蚕娥】 can’自圈蚕的成虫，白色，触角羽毛
状，两对翅膀，但不善飞，口器退化，不取食，交
配产卵后不久就死亡。

E蚕茧E canjian 圈蚕吐丝结成的壳，椭圆形，

残蚕惭惨 I can - c凸n I 12s I 

蚕在里面变成蜗。是缭丝的原料。

E蚕眠】 canm i6n [;!j] 蚕每次蜕皮前不食不动，

像睡眠一样，所以叫蚕眠。蚕在生长过程中要
蜕皮四次。

E蚕农E c6nn6ng 圈以养蚕为主的农民。

E蚕沙】 cansha 圈桑蚕的屎，黑色的颗粒。可
人药。

E蚕山E canshan ＜方〉圈蚕旗。 -= 

E蚕食】 canshi 画像蚕吃桑叶那样一点儿一主主
点儿地吃掉，比喻逐步侵占z ～政策。 三三

E蚕丝E cansl [E 蚕吐的丝，主要用来纺织绸

缎，是我国的特产之一。也叫丝。
E蚕蚁E c6nyT l萄刚孵化出来的幼蚕，身体小，
颜色黑，像蚂蚁，所以叫蚕蚁。也叫蚁蚕。

E蚕蜗］ c6ny6ng 圈蚕吐丝做茧以后变成的
虫面。

E蚕纸l canzhT 函养蚕的人通常使蚕娥在纸上

产卵，带有蚕卵的纸叫蚕纸。
E蚕子E canzT C～儿）圈蚕娥的卵。

惭～ ,,..,..... m 惭愧：羞～｜大言不
（惭、憨）～｜自～脚。

【惭愧J cankui ［回＠因为自己有缺点、做错了
事或未能尽到责任而感到不安g 深感～｜～万

分。＠谦辞，多用于受到别人的称赞表示不
敢当。

E惭色E canse ＜书〉圈惭愧的神色2 面有～。

E惭颜J canyon ＜书＞ [E 惭愧的表情。

E惭作J canzuo ＜书〉圃惭愧：自增～。

v v 
can （专与）

k兔，..，. can 0 圈悲惨p凄惨2 ～不忍
I~去（惨）睹｜～绝人寰 l死得好～。＠圃程
度严重；厉害·～重 l 冻～了｜敌人败得很～。
＠凶恶；狠毒＝～无人道。

E惨案】 can ’ an 圈。指反动统治者或外国侵

略者制造的屠杀人民的事件：五卅～。＠指
造成人员大量死伤的事件z 那里曾发生一起列
车相撞的～。

E惨白E canbai 圈状态词。＠（景色）暗淡而

发臼：～的月光。＠（面容）苍白 z 脸色～。

E惨败J canbai 圃惨重失败s 敌军～｜客队以 0
比 9 ～。

E惨变E canbian 0 圈悲惨的变故2 家庭的～

令人心碎。 8 [;!j] （脸色）改变得很厉害（多指
变白），吓得脸色～。

E惨不忍睹E canbur前面悲惨得让人不忍心

看下去，形容极其悲惨。



巴些」 can cang ｜惨穆篓情里要灿掺屠祭琛仓俭

[t参但E canda 〈书〉圈 d忧，伤悲痛z ～于心。

E惨淡）（惨檐） candan ~ 0 暗程是无色g 天色

～ i～的灯光。＠凄凉；萧条p不景气：秋风～ i
神情～｜生意～。＠形容苦费心力 z ～经营。

E惨毒E candu 11回残忍狠毒＝手段～。
E惨祸E canhuo 圈惨重的灾祸。
E惨景） canjing 圈凄惨的景象。

E惨境E canjing ~悲惨的境地t 陷入～o

E惨剧E can ju 函指惨痛的事件。
E惨绝人寰E canjuerenhuan 人世上还没有过

的悲惨，形容悲惨到了极点。
E惨苦＇） canku 11园凄惨痛苦。

E惨厉E can Ii 圈（声音）凄惨尖厉t 风声～｜～

的叫喊声。
E惨烈E can Ii岳圃＠卡分凄惨z ～的景象。＠

极其壮烈2 ～牺牲。＠猛烈；厉害＝为害～卜
的斗争。

E惨然E can ran 圆形容内心悲惨：～落泪。
E惨杀E can sh a 画残杀z ～无辜｜横遭～。
E惨死E cansT 圈悲惨地死去：～在侵略者的

屠刀下。
E惨痛） cantong 回悲惨痛苦2 ～的教训11 。

E惨无人道E canwurendao 残酷到了没有一

点儿人性的地步，形容凶恶残暴到了极点。

E惨笑】 c凸nxiao 圈内心痛苦、烦恼而勉强做
出笑容。

［·惨重） canzhong ［固（损失）极其严重：损失
～｜伤亡～｜～的失败。

E惨状E canzhuang ~悲惨的情景、状况。

穆（穆） can 见下
E穆子J can·zi ~ 0 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有很
多分校，叶子狭长。籽实椭圆形，可以吃。＠

这种植物的籽实。
A发· can ＜方〉圈一种簸宾。
参（篓）另见 1630 页 za门。
情 can （书〉同“惨”。

回垒 凸n ＜书〉＠浅青黑色：～发。
穆（掺）＠昏暗。

、

can c 专11)

灿 ι m 光彩耀眼z ～然｜～若云锦！
（燎）黄～～的菜花。

E刷灿E cancan 圈状态词。＠闪闪发亮的样

子z 星光～。＠形容色彩鲜艳：绣衣～。
(j:IIJ烂E can Ian E望光彩鲜明耀眼g 星光～｜～

辉煌。～的笑容。

U山亮E canliang ［霸光亮耀眼 2 明光～｜～的珠

宝。

(j:IIJ然】 canran ［砌形容明亮z 阳光～｜～炫目 1

～一新。

占金山 can 古代一种鼓曲 z 渔阳～（就
但只掺）是渔阳三挝）。

另见 140 页 chan;1139 页 shan 。

辱 can 义同宫’叫叫于嘟”。
另见 141 页 chan 。

E辱头】 can•tou （方〉圈软弱元能的人（骂人

的话）。

祭伽〈书〉鲜明是好z ～然明星～。

E祭然】 canran （书〉圈＠形容鲜明发光z 星

光～。＠形容显著明白：～可见。＠笑时露
出牙齿的样子：～一笑。

琛 can 叫美玉。＠同“祭”

些旦旦旦 二丁厂

仓（贪） cang O 固仓房；仓库z 粮食满

～｜～储。＠指仓位②z 补～l减
～。 O (Cong）巨型姓。

E仓储】 cangch心圈用仓库储存z ～超市！～物

资。

E仓促】 cangcu 匮匆忙z ～应战 l 时间～，来不

及细说了。也作仓猝。

E仓猝J cangcu 同“仓促”。

E仓房E cangfang ~储藏粮食或其他物资的
房屋。

E仓庚E cangg岳ng 同“鸽购”。

E仓皇】 canghuang E国匆忙而慌张：～失措｜
神色～。也作仓黄、仓惶、苍黄。

E仓黄E canghuang 同“仓皇”。
E仓惶E canghuang 同“仓皇”。

E仓库E cangku 圈储藏大批粮食或其他物资

的建筑物：粮食～｜军火～。
E仓康E canglTn ＜书〉圈储藏粮食的仓库。
E仓容E cangr6ng 画仓库的容量z ～有限。

E仓位】 cangwei 函＠仓库、货场等存放货物

的地方。＠指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期货等
的金额占其资金总量的比例。也叫持仓量。

怆 M cang （书〉粗野z ～父（粗野的
（馆）人）了
另见 163 页 •cheno

E怆俗E cangsu ＜书〉圈粗俗鄙陋＝言语～。



苍… cang 0 青色（包括蓝和绿）：～
（若）松轨。＠灰白色z ～白｜～髦。

＠〈书〉指天或天空z 上～｜～穹。 O ccang) 

圈姓。
E苍白E cangb6i 回＠自而略微发青g灰白：
脸色～｜～的须发。＠形容没有旺盛的生命
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力。

E苍苍E cangcang 圃＠（头发）灰白：白发～｜
两鬓～。＠深绿色2 松柏～。＠苍茫z 海山
～｜夜幕初落，四野～。

E苍翠E cangcui 圈（草木等）深绿g 林木～！～
的山峦o

E苍黄］1 canghu6『19 0 圈黄而发青z灰暗的
黄色z 病人面色～｜时近深秋，竹林变得～了。
＠〈书〉圈苍指青色，黄指黄色，素丝染色，可
以染成青的，也可以染成黄的（语本《墨子·所
染》）。借指事物的变化。

E苍黄T canghu6ng 同“仓皇”。

E苍劲l cangjing I!回＠（树木）苍老挺拔2 ～的
古松。＠（书法、绘画）老练而雄健有力：他的
字写得～有力。

E苍老】 canglao 匾。（面貌、声音等）显出老

态z 病了一场，人比以前显得～多了。＠形容
书画笔力雄健。

E苍凉E cangli6ng 圃凄凉2 月色～。

E苍龙】 cang16ng l望＠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
的统称。也叫青龙。参看 348 页【二卡八宿lo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凶神恶煞。现在有时用
来指极其凶恶的人。

E苍茫E cangm6ng Ifill 空阔辽远；没有边际z ～
大地｜暮色～｜云水～。

E苍莽l cangm凸ng ＜书＞ Ifill 苍茫。
E苍穹E cangqi6ng （书〉圈天空。
E苍润E cangrun 暨（书法、绘画等）苍劲润泽2
这幅画笔力道劲，墨色～。

E苍山E cangshan 圈覆盖着苍翠茂盛的树木

的山岭。
E苍生E cangsh岳ng （书〉圈指老百姓。
E苍松E cangsong 圈苍翠的松树2 ～翠柏。
E苍天E cangtian 圈天（古代人常以苍天为主
宰人生的神）。也叫上苍。

E苍哑E cangy凸睛（声音）苍老而沙哑：嗓音

~ 。
E苍鹰E cangylng 圈鸟，身体暗褐色，上嘴弯
曲，爪尖锐，视力强，性凶猛。捕食鼠、小鸟、野
兔等。

E苍蝇】 cang•ying 圈。昆虫，种类很多，通常
指家蝇，头部有－对复眼。幼虫叫姐。成虫能
传染霍乱、伤寒等多种疾病。＠比喻职位不

苍沧鸽舱藏 I cδng c6ng \ 127 

高的腐败分子：反腐要坚持老虎、～一起打。
E苍郁E cangyu （书〉［毫（草木）苍翠茂盛。
E侄术E cangzh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厚，

没有柄，花白色或淡红色。根状茎可入药。
、 、 A cang (7j(）青绿色z ～海。
me治） ~ 
E沧海E cangh凸 i !Bl 大海（因水深而呈青绿色）。

E沧海桑田E cangh凸i-sangti6n 大海变成农－＝

田，农田变成大海，形容世事变化很大。也说王三
桑田沧海。 三三

E沧海一粟E cangh凸i听SU 大海里的一颗谷粒，

形容非常渺小z 群众智慧无穷无尽，个人的才

能只不过是～。
E沧桑E cangsong 圈沧海桑田的略语z 饱经

~ 。

鸽（锅） cang 见下。

E鸽购E cangg岳ng 圈黄鸭。也作仓庚。

舱 ι can口制、飞机等内部载人或
（腊）装东西的部分z 货～ 1客～｜前～｜

头等～！驾驶～。
E舱室l cangshi 圈舱（总称）。
口创'fi:l cangwei 晴船、飞机等舱内的铺位或

座位。

, 
c6ng （专尤）

藏 c6ng O [;ll] 躲藏；隐藏包～｜暗～｜～龙
卧虎｜他～起来了。＠圃 qJr存g储藏z 收

～｜珍～｜冷～ l～书。 8 ccang) !Bl 姓。
另见 1632 页 zango

E藏躲E c6ngdu6 f却躲藏＝无处～。
E藏锋E c6ngf岳ng 匾。书法中指笔锋不显露。

＠〈书〉使锋芒不外露：～守拙。
E藏富l c6ngfu 圈富有而不表露出来。

E藏垢纳污E c6nggou-nawu 见 128 页 I藏污

纳垢lo
E藏奸E c6ngjian ［司＠心怀恶意z 笑里～。＠

〈方〉不肯拿出全副精力或不肯尽自己的力量
f故事情2 ～耍滑。

E藏龙卧虎E c6ng long-wohu 比喻潜藏着杰出

的人才。
E藏猫JL] c6ng;,, moor ＜口〉画捉迷藏。

E藏闷JL] c6ng;;m岳nr （方〉圈捉迷藏。

E藏匿】 c6ngni ［鹉藏起来不让人发现：在山洞
里～了多夭。

E藏品E c6ngpln 圈收藏的物品：私人～。

E藏身E c6ngsh旬国面躲藏；安身z 无处～ 1～之



口芝ι~ng c6o I 藏操糙曹嘈槽

所。
E藏书E cangshO 0 （一步）圈收藏书籍g ～家｜

这个图书馆～百万册。 81Bl 收藏的图书：把
～捐给学校。

E藏书票E c6ngsh0piao 圈贴在书籍封面、封

底或书内的纸片，记有藏书日期和人名等，一
般印制精美。

E藏头露尾E cangt6u-luw岳i 形容说话办事露

→点儿留一点儿，不完全表露出来。

E藏污纳垢E c6ngwO-nagou 比喻包容坏人坏

事。也说藏垢纳污。
E藏掖E c6ngy岳＠圈怕人知道或看见而竭力

掩藏·～躲闪。＠圈遮掩住的弊端z 他办事

完全公开，从来没有～。
E藏拙E c6ngzhu6 画怕丢丑，不愿把自己的意

见或技能表露出来让别人知道。
E藏踪E cangzong 画隐藏踪迹；躲藏。

cao （主主L二1

操 - ＠圈抓在手里；
了捺、祷擦）拿z ～刀。＠画掌握z

控制：～纵！稳～胜券｜～生杀大权。＠做（事）；
从事：～作｜～劳 i 重～ l日业。＠圈用某种语

言、方言说话：～英语｜～吴语。＠操练：～

演出～。 01Bl 由一系列动作编排起来的体

育活动：体～｜早～｜工问～！健美～ l做几节～。

＠品行；行为．～守 i～行。＠ CCao）圈姓。

E操办E ciioban F副操持办理z ～婚事。

E操场E ciioch凸ng 圈供体育锻炼或军事操练

用的场地。

E操持E ciiochi ~ 0 料理g处理：～家务 i这件

事由你～。＠筹划；筹办2 村里正～着办粮食

加工厂。

E操刀l ciiodiio 画比喻主持或亲自做某项工
作：这次试验由王总工程师～ i点球由九号队

员～主罚。

E操典E ciiodian !Bl 记载军事操练要领等的
书，如步兵操典、骑兵操典等。

E操控E ciiokong 富国操纵控制＝幕后～。
E操劳E ciiolao 圈辛辛苦苦地劳动；费心料理
（事务）·日夜～！～过度。

E操练E caolian 面以队列形式学习和练习军

事或体育等方面的技能＝～人马。
E操盘E ciio;;pan ［到操作股票、期货等的买进
和卖出（多指数额较大的）：～高手。

E操切E cooqie 圈指办事过于急躁z ～从事｜

这件事他办得太～了。

E操琴l cao;;qin 画演奏胡琴（多指京胡）。

E操神E cao,1sh在n 圃劳神＝～受累！他为这事
可操了不少神了。

E操守】 caoshou 圈指人平时的行为、品德z

～清廉。
E操心】 cao;;xin ［画费心考虑和料理2 为国事

～｜为儿女的事揉碎了心。

E操行E caoxing 圈品行（多指学生在学校里
的表现〉。

E操演E caoyan 画操练；演习（多用于军事、体

育）：学生在操场上～ 1 ～一个动作，先要明了

要领。

E操之过急E caozhl-guδj i 办事情过于急躁g

这事得分步骤进行，不可～。
E操纵l caozong 圈＠控制或开动机械、仪器

等z ～自如｜远距离～｜一个人～两台机床。＠

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2 ～市场l幕后～o
E操作】 coozuo 层面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技术要

求进行活动或工作：～方法l～规程。
E操作规程E ciiozuo gulcheng 操作时必须遵

守的规定，是根据工作的条件和性质而制定
的z 技术～｜安全～。

E梁作系统l caozuo xit凸ng 计算机中的一种

软件系统。负责组织计算机的工作流程，控制
存储器、中央处理器和外国设备等，是计算机
应用的基础。常见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
系统、UNIX 系统等。

飞生 coo ［回粗糙；不细致·～粮｜～纸｜这活儿
根旦做得很～。
E糙粮］ cooliang ＜方〉圈粗粮。

E糙米】 caomT !Bl 碾得不精的大米。

, 
cao （专么）

王齿1 coo ＠〈书〉辈②z 吾～ l 尔～。＠古
自 代分科办事的官署。
王Ui'"2 Cao O 周朝国名，在今山东西南部。

｜曰＠画i 姓。
E曹白鱼l caobaiyu 画锄。

嘈 coo 呻杂乱z ～杂。

E嘈杂］ c6oz6 ~冒（声音）杂乱g喧闹z 人声～ i

声音～刺耳。
守垂在f coo t曹运 z ～粮｜～渠｜～船（运潜粮的

1 曰船）。
E潜渡E caodu 国军事上指用船、筷子、两栖车
辆等渡河。

E糟河E c6oh岳圈运糟粮的河道。



E糟粮l caoliang ~ l曹运的粮食。
E滑运E caoyun [llfj] 旧时指国家从水道运输粮
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

槽 cao 0 函盛牲畜饲料的长条形器具：
猪～｜马～。＠画盛饮料或其他液体的

器具z 酒～｜水～。＠（～儿）圈两边高起、中
间凹下的物体，凹下的部分叫槽z 河～｜在木板
上挖个～。＠〈方〉［量门窗或屋内隔断的单

位2 两～隔扇 i 一～窗户。＠〈方〉置喂猪从
买进小猪到喂大卖出叫→槽z 今年他家喂了

两～猪。

E槽床】 caochuang ［苟安放槽的架子或台子。

E槽坊l cao•fang ~酿酒的作坊。
E槽钢E caogang 圈见 1468 页【型钢lo

E槽糕】 caogao ＜方〉圈用筷子和j成的各种形
状的蛋糕。也叫槽子糕。

E槽头E c6ot6u ~给牲畜喂饲料的地方。
E槽牙】 c6oy6 圈磨牙＜m6y6）的通称。

E槽子】 cao• zi 圈槽①②①。

E槽子糕E cao•zigao ＜方〉圈糟糕。

稽 coo 昕硝（ Zhu

虫曹 cao 见 1阳页1跻蜡l 。

腊 cao （书〉一种木船

盯曹子E cao•zi 圈载货的木船，有货舱，舵前有

住人的木房。

v 
cao （专么）

草 - " ＠圈高等植物
（ψ中、O！，~草） 中栽培植物以外的草

本植物的统称z 野～ 1 青～｜割～。＠［望指用
作燃料、饲料等的稻、麦之类的菜和叶：稻～｜
～绳｜～鞋。＠旧时指山野、民间：～贼｜～野。
＠〈方〉雌性的（多指家畜或家禽） ：～驴！～鸡。

＠圈草率，不细致2 潦～｜字写得很～。＠文

字书写形式的名称。 a）汉字形体的一种2 ～
书！～写 i真～隶篆。 b）拼音字母的手写体z 大

～｜小～。＠初步的；1非正式的（文稿） ：～案｜
～稿。＠〈书〉起草z ～拟。

E草案E c归’ an i组拟成而未经有关机关通过、
公布的，或虽经公布而尚在试行的法令、规章、
条例等：土地管理法～｜交通管理条例～。

E草包l caobao ~ O 用稻草等编成的袋子。
＠装着草的袋子，比喻无能的人．这点儿事都

办不了，真是～一个！

潜槽 E曹蜡赠草 I coo - coo I 129 I 
E草本】1 caoben ~国属性词。有草质茎的（植

物） 0
E草本Y caob品n 圈文稿的底本。

E草本植物l caob岳n zhiwu 有草质茎的植物。

茎的地t部分在生长期终了时多枯死，如玉
米、小麦、萝卡、薄荷、姜等。

E草编】 ci'iobian 画一种民间手工艺，用玉米

苞叶、小麦茎、龙须草、金丝草等编成提篮、果二一
盒、杯套、帽子、拖鞋、枕席等。也指用上述材王军
料编成的工艺品。 三三

E草标JL] caobiaor 圈旧时集市中插在比较大

的物品（多半是旧货）士表示出卖的革棍儿，有
时也插在人身上作为卖身的标志。

E草草】础。础。圆草率；急急忙忙2 ～了事｜～

收场｜～地看过一遍。
E草狈~］ caoce 圈工程开始之前，对地形、地质

进行初步测量，精确度要求不很高z 新的铁路
线已开始～。

E草场】 caoch凸ng 圈用来放牧的大片草地，有

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种。

E草虫E caoch6ng （～儿）圈。栖息在草丛中
的虫子，如蟠蝉等。＠指以花草和昆虫为题
材的中国画。

E草创】 caochuang 圈开始创办或创立g ～时

期。
E草；；＿：蓉】 caocongr6ng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

多寄生在桦木类植物的根上。茎肉质，紫褐

色，叶子鳞片状，黄褐色，花紫色。全草入药。
E草丛】 caoc6ng 圈生在一起的很多的草。

E草底JL] caodTr ＜口川重草稿：作文先要打个
~ 。

E草地】础。di 圈。长野草或铺草皮的地方。
＠泛指主要生长草本植物的大片土地，包括

草原、草甸子等。
E草甸子E caodian•zi ＜方〉［望长满野草的低湿
地s 前面是一大片～。

E草垫子E caodian•zi 啤用稻草、蒲草等编成

的垫子。

E草稿】 caog凸0 （～儿）［重初步写出的文稿、画

出的画稿等z 打～。
E草根E caog岳n 圈＠草的根部。＠指平民百

姓；普通群众2 ～文化！～阶层。
E革荒l caohuang 理JO 农田因缺乏管理，杂

草丛生，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叫革荒。＠指
牧草减产引起的饲料缺乏的状况。

E草灰】 c凸ohul 0 圈草本植物燃烧后的灰烬，

可用作肥料。＠圈灰黄的颜色：～的大衣。

E草鸡E caojl 0 l望土鸡①。＠〈方〉圈母鸡。
＠〈方〉［硕软弱或胆小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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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草营人命E caojian崎nming 把人命看得和

野草一样，指任意残杀人民。
E草荐E caojian （书〉圈铺床用的草垫子。
E草芥l caojie ＜书〉圈比喻最微小的、元价值
的东西（芥g 小草） ：视富贵如～。

E草就l caoj iu rnID 起草完成：～一首五律，请诸
位指教。

E草寇E caokou 圈旧时指出没山林的强盗。
E草料E caoliao 圈喂牲口的饲料。

E草履虫E caoluch6ng 圈原生动物，形状像草

鞋底，靠身体周围的纤毛运动。生活在淡水

中，吃细菌、水藻等。
E草绿E caolu 圈绿而略黄的颜色。

E草码l caom凸圈苏州码子。
E草莽E ca om凸ng 圈＠〈书〉草丛。＠旧时指

民间 z ～英雄。
E草帽l caomao （～儿）圈用麦秤等编成的帽
子，夏天用来遮阳光。

E草帽到更E caomaobian 同“草帽辫”。
E草帽辫l caomaobian （～儿） [BJ 用麦轩一类

东西编成的扁平的带子，是做草帽、提篮、扇子
等的材料。也作草帽缎。

E草莓】 caomei [BJ 0 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

矮，有匍匍茎，叶子椭圆形，花白色。花托红
色，肉质，多汁，味道酸甜，可以吃。＠这种植
物的花托和种子。

E草昧E caomei （书〉圈未开化；蒙昧o

E草棉l c凸omian 圈棉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
物，植株矮，叶子掌状分裂，花黄色，纤维细而

短，产量低。
E草民E cciomin [BJ 平民（含卑贱意）。

E草木灰l coon、uhui 圈草、木、树叶等燃烧后
留下的灰，含铮很多，是常用的肥料。

E草木皆兵E caomu-ji岳bing 前秦荷坚领兵进
攻东晋，进抵泪水流域，登寿春城隙望，见晋军

阵容严整，又远望八公山，把山上的草木都当
成晋军，感到惊惧。后来用“草木皆兵”形容惊
慌时疑神疑鬼。

E草拟E caonT llWJ 起草；初步设计z ～文件｜～

本地区发展的远景规划。

E草皮】 caopi [BJ 连带薄薄的一层泥土铲下来
的草，用来铺成草坪，美化环境，或铺在堤岸表

面，防止冲刷。
E草坪l caoping 圈平坦的草地。

E草签】1 caoqian （～儿）圈草标儿。
E草签T caoqian 圈缔约双方在条约、协议等
的草案上临时签署自己的姓名。草签后还有

待正式签字。
E草珊湖l caoshanhu [BJ 常绿灌木，茎有节，Pt

子长椭圆形，花黄绿色，核果球形，红色。全草

入药。
E革食l caoshi 回属性词。以草类、蔬菜等为

食物的z ～动物。

E草书】 caoshu [BJ 汉字字体，特点是笔画相

连，书写快速。（图见 514 页“汉字勺

E草率l caoshuai 圃（｛i故事）不认真，敷衍了事z
～从事l～收兵l没经过认真讨论，就做了决定，

太～了。

E草台班子E caotai ban•zi 0 演员较少，行头、
道具等较简陋的戏班子，常在乡村或小城市中

流动演出。＠比喻临时拼凑起来的水平不高
的团体。

E草滩】 cootan 圈靠近水边的大片草地。

E草体E caotT 巨型＠草书。＠拼音字母的手写
体。

E草头王l caot6uw6ng 圈旧时指占有一块地

盘的强盗头子。
E草图】 caot白圈初步画出的机械图或工程设

计图，不要求十分精确。
E草屋l caowu 圈屋顶用稻草、麦秸等盖的房

子，大多简陋矮小。

E草鞋E caoxie [BJ 用稻草等编制的鞋。

E草写】 c凸oxi岳圈草体z “天”字的～是什么

样儿？fy 是 y 的～。
E草样E caoyang 圈初步画出的图样z 先画个

～，让大伙儿提提意见。

E草药E caoyao 函中医指用植物做的药材。

E草野】 caoy画圈旧时指民间2 ～小民。

E草鱼l caoyu 圈鱼，身体圆筒形，生活在淡水

中，吃水草。是我国重要的养殖鱼之一。也叫
皖Chua的。

E草原l caoyuan [BJ 半干旱地区主要生长草本

植物的大片士地，间或杂有耐旱的树木。

E草约l caoyu岳圈尚未正式签字的条约或契
约。

E草泽l caoze （书〉圈＠低洼积水、野草丛生
的地方z 深山～。＠旧时指民间z ～医生 1 匿

迹～。

E草纸E caozhT 圈用稻草等做原料和l成的纸，
一般呈黄色，质地粗糙，过去多用作包装纸或
卫生用纸。

E草质茎】 c凸ozhijing 圈木质部不发达，比较

柔软的茎，如水稻和小麦的茎。
E草字I caozi 圈草书汉字。

E草字Y caozi 圈旧时对自己表字的谦称。

悚 c凸o 见下。

E悚悚E caocao （书〉圈忧愁不安的样子。



、

cao （专么）

命 coo 耐人用的下流话，指男子的性交
动作。

飞

ce （专古）

册 ce 0 册子：名～！画～｜纪念
？即）～。＠画用于书籍等：这套书

一共六～。＠〈书〉帝王封爵的命令z ～封。
E册封E cef岳ng 圈帝王通过一定仪式把爵位、
封号赐给臣子、亲属、藩属等。

四立】 cell 圈帝王通过一定仪式确定皇后、

太子等的身份。
[IJJJ-n叶 ceye 向“册页”。

E册页】 ceye ［重分页装被的字画。也作册叶。
E册子】 ce·zi IE 装订好的本子：相片～（户口
～｜写了几本小～（书〉。
阳市1 ce 厕所：男～！女～｜公
贝｝ （厕、兴剧） ～l茅～。
陌;12 ce ＜书〉夹杂在里面；
烦『 （厕、提厕） 参与：～身｜杂～（混杂） 0
(19(1）身E cesh岳n ＜书〉圈参与，置身（多用作谦
辞） ：～士林｜～教育界。也作侧身。

凹『所E cesu凸圈专供人大小便的地方。

E厕足E cezu ＜书〉画插足；涉足：～其间。也

作侧足。

俱： ＼＠圈旁边（跟“正”相对）：左
tl （侧）三｜～面｜公路两～种着杨树。＠
区国向旁边歪斜：～耳｜～着身子进去。

另见 163自页 z白； 1642 页 zhi'iro

E侧扁］ cebian ~从背部到腹部的距离大于
左右两侧之间的距离，如卿鱼的身体。

E侧耳】 ce’岳r 画侧转头，使一边的耳朵向前边
歪斜，形容认真倾听 z 他探身窗外，～细听。

E侧击E cejl 画从侧面攻击。
E侧记E ceji 圈关于某些活动的侧面的记述
（多用于报道文章的标题）·《全市中学生运动

会～》。
E侧近E cejin 圈附近2 找～的人打听一下。
E侧门E cemen IE 旁门。
E侧面］ cemian 圈旁边的一面（跟“正面”相

对）：从～打击敌人｜小门在房子的～。从～了

解 I ＇－主意正面的材料，也要注意～和反面的材
料。

E侧目】 cemu ＜书〉匮且不敢从正面看，斜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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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看，形容畏惧而又愤恨＝～而视 i 世人为之
~ 。

E侧身E cesh岳n 0 （－／／一）［司（向旁边）歪斜身
子z 请侧一侧身｜他一～躲到树后。＠同“厕

身”。
Z侧室E ceshi I望。正屋两侧的房间。＠旧时

指偏房；妾。
E侧线E cexian 圈鱼类身体两侧各有一条由

许多小点组成的线，叫作侧线。每→小点内有主主
一个小管，管内有感觉细胞，能感觉水流的方三三

向和压力。

E侧翼E ceyi 画作战时部队的两翼。
E侧影】 ceyTng [BJ 侧面的影像z 在这里我们可

以仰望宝塔的～0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当

时学生运动的一个～。
E侧泳E ceyong 圈游泳的一种姿势，身体侧卧
在水面，两臂交替划水，两腿夹水。

E侧校E cezhl 圈由植物主枝周围长出的分枝。

E侧重E cezhong ~刻着重某一方面；偏重：～农
业｜这几项工作应有所～。

E侧足E cezu 0 ＜书〉画画两脚斜着站，不敢移
动，形容非常恐惧2 ～而立。＠同“厕足”。

剖llrl , ce O r到测量z ～绘｜目～｜深不
19!~ （测）可～｜～一～水的温度。＠酬。；
推想z 变化莫～O

E测报E cebao 圈测量并报告：～虫情｜气象

~ 。

(Jmtl查E cech6 圈测试检查2 心理～。

E测定E ceding 圈经测量后确定z ～方向｜～

气温。

E测度E cedu6 画推lmtl ；揣度 z 她的想法难以

～！根据风向～，今天不会下雨。
E测估E ceg。但国测算估计z ～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
E测候E cehou ＜书〉［翅观.lmtl （天文、气象）。
E测绘E cehui ~勘测量和绘图：～地图。
E测控E cekong 圈观测并控制z 卫星～中心。

E测量】 celi6ng 画用仪器确定空间、时间、温
度、速度、功能等的有关数值2 ～水温｜～空气

的清洁度。
E测评E ceping [§ID 0 检测评定z 对职工进行技

术～。＠推测并评论z 股市～o
(Jmtli;式E ceshi 圈。考查人的知识、技能＝专业

～｜经～合格方可录用。＠对机械、仪器和电

器等的性能和精度进行测量2 每台电视机出
厂前都要进行严格～。

E测算E cesuan E副测量计算；推算z 用地震仪
～地震震级｜经过反复～，这项工程年内可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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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测探l cetan 圈。推测，探寻z ～她心里的想

法。＠测量勘探：～海底的矿藏。
E测验E ce呐n ［通＠用仪器或其他办法检验。
＠考查学习成绩等z 算术～｜时事～（期中

~ 。
E测字E ce11zi 圈把汉字的偏旁笔画拆开或合

并，做出解说来预测吉凶（迷信）。也说拆字。

’ II ce 悲伤z 凄～ l～然。
贼。（恨。）
E侧然E ceran （书〉［固悲伤的样子。
E恻隐.］ c的in 回对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不

忍z ～之心。

策1 岳。古代写字用的
（＂＂安爽、祷策）竹片或木片 z 简～。

＠古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多就政治和经济问
题发问，应试者对答：对～！～问。＠圈我国
数学上曾经用过的…种计算工具，形状跟“筹”

相似。清代初期把乘法的九九口诀写在上面
以计算乘除和开平方。参看 186 页“筹”。＠

iii某d、法：上～（献～ l束手无～。＠〈书〉谋

划；筹划：～反｜～应。 Ci) cc的圈姓。

策2 入 叫古代赶马用的
（＂＂爽、铃策）棍子，一端有尖刺，能

刺马的身体，使它奔跑。＠〈书〉用策赶马z
鞭～｜～马前进。＠〈书〉拐杖z 扶～而行。

“爽”另见 625 页 j iδ“笑”。

E策动】 cedong 画策划鼓动：～政变。
E策反E cef凸n 圃深入敌对一方的内部，秘密进

行鼓动，使敌对→方的人倒戈。

E策划E cehua [ll!J] 筹划；谋划z 幕后～ l这部影
片怎么个拍法，请你来～一下。

E策励l cell （书〉圈督促勉励z 时刻～自已。
E策略］ celOe 0 圈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
动方针和斗争方式z 斗争～。 8~讲究斗争
艺术；注意方式方法g 谈话要～一点儿 1这样做
不够～。

E策论E celun [BJ 封建时代指议论当前政治问

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清末采用维新运动
者的主张，废八股，用策论作为科举的一个
项目。

白主勉E camion （书〉圈策励z 共相～。
E策士E ceshi 画封建时代投靠君主或公卿为

其划策的人，后来泛指有谋略的人。
E策应l cey ing mill 与友军相呼应，配合作战。

E策源地J ceyuandi 圈战争、社会运动等策

动、起源的地方z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

篇 ce 见下O

[fU竹E cezh(J 圈筋。自）竹。

cei （专飞）

辛瓦副〈方〉圈（瓷器、玻璃等明摔碎2
～了一个碗｜不小心把杯子～了。

〔一一哇旦旦1
.c.. ，、iin 旧 T

委（参、东）王＇i ~~~去 can; 1旧
页 sh郎。

E参差E c岳nci 0 ~长短、高低、大小不齐才王
一致：水平～不齐。＠〈书〉圆大约g几乎 z

～十万人家｜～被虏。＠〈书） mill 错过；搓眩：

佳期～。

E参错l cencuo ＜书〉＠回参差交错： /If陌纵
横～。＠圈错误脱漏。

cen （方Lr)

呗！ cen O ＜书〉小而高的山。＠〈书〉高的
之于·山崖或堤岸。 O ccen）圈姓。
E岑寂E cenji （书〉圆寂静；寂寞。

泻出n ＜书〉＠胁。＠雨水多。

[j岑＃丰】 ce『lC岳n （书〉圈＠形容汗、泪

断往下流的样子＝汗～下。＠形容天色阴沉。
＠形容胀痛或烦闷。

堕咀旦兰1：二3

H曾向酣形容短促摩擦或快速行动的
日声音．猫～的一声蹄上墙头。

另见 164 页 ch邑ngo

, 
ceng （专L)

E主 ~ ceng 0 重叠；重复z ～峦叠崎｜
I云（屑）～出不穷。＠重叠事物的一个部
分z 外～｜云～。＠画 a）用于重叠、积累的东

西z 五～大楼｜两～玻璃窗。 b）用于可以分项、

分步的东西z 去了一～顾虑 l还得进一～想。
c）用于可以从物体表面揭开或抹去的东西2

一～薄膜｜擦掉一～灰。。 cceng）圈姓。
E层报E cengbao 画一级－级地向上级报告。



层曾峭蹭又极权面差 I c岳『ig cha I 133 

E层出不穷】 cengchu-buqi6ng 接连不断地出

现，没有穷尽。
E层出叠见，］ c岳ngchu-diexian 见 133 页【层见

叠出 1。
E层次E cengci ~ 0 （说话、作文）内容的次
序z ～清楚。＠相属的各级机构：减少～，精
简人员。＠同一事物由于大小、高低等不同
而形成的区别：多～服务｜举行高～领导人会
谈i年龄～不同，爱好也不同｜房子面积还可以，
就是朝向和～不理想。＠语言学中指语言单
位组合的先后顺序。

E层叠E cengdie 圈重叠z 冈峦～ l层层叠叠的
雪峰。

E层高E cenggao 圈楼房每一层的垂直高度。
E层级E cengji ~层次；级别：经过充分准备，
双方进行了较高～的会谈。

E层林】 cenglin ~一层层的树林z ～叠翠｜～
环抱｜深秋季节，～尽染。

E层峦E cenglu6n 圈重重叠叠的山岭z ～叠

峙。
E层面E cengmian ~ 0 某一层次的范围z 设
法增加服务～｜这次事件影响的～极大。＠方
面z 经济～｜谈话涉及的～很广。

E层见叠出】 cengxian-diechu 屡次出现。也
说层出叠见。

由知 ceng 圆曾经z 几年前我～见过她一面。
-Ft 另见 1638 页 zengo
E曾几何时】 cengjThesh i 时间过去没有多久z

～，这里还是一片荒地，而今已是厂房林立了。
E曾经E cengjlng 国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
情况2 他～说过这件事｜这里～闹过水灾｜上个

月～热过几天。
E曾经沧海】 cengjing-cangh凸l 唐代元旗《离
思》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后来用“曾经沧海”比喻曾经经历过很大的场
面，眼界开阔，对比较平常的事物不放在眼里。

赠 ceng 见 792 页1酬。

、

ceng c 专L)

蹭 ceng 国＠摩擦z 手～破一点儿皮。＠
曰因擦过去而沾上＝留神～油！｜墨还没干，
当心别～了。＠〈方〉就着某种机会不出代价

而跟着得到好处；揩油 z ～他的车上班｜～吃～
喝｜～了一顿饭。。慢吞吞地行动z 磨～｜他
的脚受伤了，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

[Ji＇曾蹬l cengdeng ＜书〉圃遭遇挫折；不得意z

仕途～。

飞\TchaOC～儿）~一端有两个以上的长齿
／气而另一端有柄的器具2 钢～｜鱼～｜吃西餐

用刀～。＠画用叉取东西＝～鱼。＠（～儿）

圈叉形符号，形状是“X”「－般用来标示错误

的或作废的事物。
另见 135 页 cha; 137 页 ch凸； 138 页

chao 

E叉车E cha ch岳圈搬运、装卸货物的机械，车
前部装有钢叉，可以升降。也叫铲车。

E叉烧E cha shoo 富国烤肉的一种方法，把脑渍
后的瘦猪肉技在特制的叉子上，放入炉内烧

烤。也有把脑渍过的肉过油后再烧烤的2 ～

肉。
E叉腰E cha;;yao 圈大拇指和其余四指分开，

紧接在腰旁z 两手～站在那里。
E叉子E cha·zi IBJ 叉（ cha）①③。

投 cha 同吼叫②。

权 cha 圈一种农具，一端有两个以上的略
弯的长齿，一端有长柄，用来挑c tiao ）柴

草等。
另见 138 页 chao

面 cha O ＜书〉同“锚”。＠〈方〉画在～
米。

差 cha O 义同‘‘差，，（ ch(

＠圈减法运算中，一个数减去另→个数

所得的数。如 6-4=2 中，2是差。也叫差数。
＠〈书〉圃稍微；大体g ～可｜天气～暖。

另见 138 页 cha; 139 页 chai; 140 页

Chai; 212 页 CT。

E主E另rJ] chabie 固形式或内容上的不同z 毫无

～｜缩小～｜两者之间～很大。

E差池】（差迟） chachi 圈＠错误。＠意外的
事。

E差错E chacua 圈＠错误：精神不集中，就会

出～。＠意外的变化（多指灾祸）：万一有什
么～，那可不得了。

E差额E cha’自＠圈跟作为标准或用来比较
的数额相差的数：补足～ 1 贸易～。. lll2l 属
性词。跟一定数额相差的＝～选举。

E差额选举E cha ’在 xuanju 候选人名额多于当

选人名额的一种选举办法（区别于“等额选

举勺。

E差价l chajia 圈同一商品因各种条件不同而
产生的价格差别，如批发和零售的差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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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季节差价。

E差距l chaju 圈事物之间的差别程度，也指距
离某种标准的差别程度2 学先进，找～｜他俩在

看法上有很大～。

E差可E chak运圈勉强可以2 成绩～｜～告慰。
E差强人意E chaqi6ng呻nyi 大体上还能使人

满意（差：稍微）：那几幅画都不怎么样，只有这

三t二 一幅梅花还～。

王三三 E差失E chashl 圈差错；失误。
三三E E差数E chashu 国差（ cho）②。

E差误E chawu 圈错误：工作出了～。
在以毫厘，失之千里E chayihaoli, shlzhl-qianli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E差异E chayi 圈差别s不相同的地方z 南北气

侯～很大｜几个评委的打分有～。
E差之毫厘，谬以千里l chazhl-hooli, mi问：qianli
开始相差得很小，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强
调不能有一点儿差错。也说差以毫厘，失之千

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插叫 cha 圈＠长形或片状的东西
（嚼）放进、挤入、刺进或穿入别的东西

里2 ～秧｜双峰～云｜～翅难飞 1把插销～上。＠

中间加进去或加进中间去：～手！安～｜～一句

话。

E插班E choban 圈学校根据转学来的学生的

学历和程度编入适当的班级z ～生。
E插播】l chabo 画在已经播过种的地里穿插

着播另一种作物的种子。
E插播Y chabo 圈临时插进已经编排好的节

目中间播放 z 电视台准备随时～奥运会比赛新
闻。

E插册l chace 圆插放邮票、纸币等藏品的册
子，有时专指集邮册。

E插翅难飞E chachi-n6nf副形容被围或受因而

难以逃脱。也甜苗翅难逃。
E插翅难逃E chachi-n6nt6o 插翅难飞。

E插床l chachu6ng IE 金属切削机床，主要用
来加工键槽和方孔。加工时工作台上的工件
做纵向、横向或旋转运动，插刀做上下往复运

动，以切削工件。

E插戴E chadai 圈女子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即

首饰，特指旧俗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首饰。
E插定E chading 圈旧俗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

的礼品g 下～。

E插队l cho;;dui 画＠插进队伍中去：请排队

顺序购票，不要～。＠指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城市知识青年、干部下到农村生产队劳动和生

活z ～落户｜他以前到农村插过队。
E插杠子l cha gang·zi 比喻中途参与谈话或做

事（多含贬义）：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再插一

杠子。
［~面关JL] cha•guanr ＜方〉圈小门问。
E插花I cha;;hua 圈。把各种供观赏的花适

当地搭配着插进花瓶、花篮里＝～艺术。＠
〈方〉绣花。

E插花Y chahua 圈夹杂；交错（后面多跟

“着”）：玉米地里还～着种豆子｜农业副业～着

搞。
E插画】 chahua 画艺术性的插图。

E插话l chahua O < -11一）圈在别人谈话中间
捅进去说几句：我们在谈正事，你别～ i插不上
一句话。＠圈在别人的谈话中间插进去说的
话。＠固插在大事件中的小故事z插曲②。

E插架】 chajia 0 画把书刊放在架上z ～万轴

（形容藏书极多）｜～的地方志有五百部。＠圈
旧时悬在墙壁上的架子，类似后来的书架。

E插件E chajian 圈。可以增加或增强软件功

能的辅助性的程序。＠装有电子器件的电路
板，可插入计算机插槽，如显示卡等。

E插脚】 cha;; ji凸o 圈。站到里面去（多用于否

定式）：屋里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没处～。＠

比喻参与某种活动z 这样的事你何必去插一
脚？

E插惧E chaju ＂盖］指农民两家或几家的牲口、犁
粗合用，共同耕作。

E插科打评】 chak岳 d凸hun 指戏曲演员在演出

中穿插些滑稽的谈话和动作来引人发笑。
E插空l cha;;kong 圈利用空隙时问：参加会

演的演员还～去工厂演出。

E插口】＇ cha;; Iφu 圈插嘴。

E插口T chakou 圈可以插入东西的孔2 扩音

器上有两个～，一个插麦克风，一个插电唱头。

E插屏l chaping （～儿） [E 摆在桌子上的陈设
品，下面有座，上面插着有图画的镜框、大理石
或雕刻品。

E插瓶E cha ping 圈花瓶g胆瓶。

E插曲E chaqu 圈。配置在影视剧或话剧中

比较有独立性的乐曲。＠比喻连续进行的事
情中插入的特殊片段。

E插入E charu 圈插进去。

E插身E cha;; sh画n~O 把身子挤进去。＠比
喻参与2 他不想～在这场纠纷中间。

E插手l cha;;sh凸u 匾。帮着做事：想干又插

不上手。＠比喻参与某种活动：那件事你千

万不能～。

E插穗E chasui [BJ 插条。
E插条J chatiao 圈用于抒插的枝条。也叫插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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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插头】 chat6u 圈装在导线一端的接头儿，插｜ cha 。
到插座上，电路就能接通。也叫插销。 ｜占＆ cha 小土山（多用于地名）：胜～（在山

E插图E cha tu 圈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 I "--C:斗东）。

的图画，包括科学性的和艺术性的。 l 革仨 cha （～儿）＠圈农作物收割j后留在地里

E插销l chaxiao 圈＠门窗上装的金属问。 8 I 1::::I三的茎和根·麦～儿｜豆～儿。＠鹰指在同
插头。 | →块地上，作物种植或生长的次数，一次叫－

E插叙E chaxu 睛一种叙述方式，在叙述时不｜ 茬：换～｜二～韭菜（割了一次以后又生长的韭

依时间次序插入其他情节。 ! 菜）｜这块菜地一年能种四五～。＠画指提到二三
E插秧】 cha;;yang 圈把稻秧栽到稻田里。 | 的事情或人家刚说完的话z 话～｜搭～｜接～。王三
E插页】 chaye 圈插在书刊中印有图表、照片｜ ＠〈方〉圈势头z 那个～来得不善。 雪三
等的单页。 I c在口】 cha• kol』圈。指轮作作物的种类和

E插足E cha;;zu 圈＠比喻参与某种活动（多｜ 轮作的次序z 选好～，实行合理轮作。＠指某
含贬义）。＠特指第三者与已婚男女中的一｜ 种作物收割以后的士壤：西红柿～壮，种白菜
方有暧昧关系。 | 很合适。＠（～儿）〈方〉时机； t/L会z 这事抓紧

E插嘴E cho;;zul ［司在别人说话中间捅进去说｜ 办，现在正是个～。

话：你别～，先听我说完！两位老人家正谈得高 I c茬儿】 char 同“血口气char）。

兴，我想说又插不上嘴。 I E茬子E cha·zi 圈茬①z 刨～ i～地。
E插座E chazuo 圈连接电路的电器元件，通常｜步走 cha O 圈常绿木本植物，叶子长椭圆
接在电源上，跟电器的插头连接时电流就通人｜；刁飞形，花一般为白色，种子有硬壳。嫩叶加
电器。 | 工后就是茶叶。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

＠圈用茶叶做成的饮料：喝～｜品～。＠旧

时指聘礼（古时聘礼多用茶）：下～（下聘礼）。

＠茶色：～镜｜～晶。＠某些饮料的名称：奶
～｜果～。＠指油茶树g ～油。＠指山茶z ～
花。 0 CCh6）圈姓。

E茶吧l chaba 圈一种小型的饮茶休闲场所。
［吧，英 bar]

E茶场E cha ch凸ng 圈。从事培育、管理茶树

和采摘、加工茶叶的单位。＠培育茶树和采
摘、加工茶叶的地方。

E茶匙cl chachl c～儿）圈调饮料用的小勺儿，比

汤匙小。

E茶炊】 chachul 啤用铜铁等制成的烧水的器

具，有两层壁，在中间烧火，四围装水，供湖茶

用。也叫茶汤壶，有的地区叫茶炊子、烧心壶。

E茶道E chadao ~通过湖茶、品茶以及相关的
礼节来陶冶性情的饮茶技艺。起源于我国唐
代，现盛行于日本。

E茶，点E ch6di凸n ~茶水和点心。

E茶饭cl chafan 圈茶和饭，泛指饮食。

E茶房E cha· fang 圈旧时称在旅馆、茶馆、轮

船、火车、剧场等处从事供应茶水等杂务的人。
E茶缸子】 chagang • z i ~比较深的带把儿的茶
杯，多用搪瓷制成，口和底一样大或差不多大。

E茶馆E chagu凸n C～儿）圈卖茶水的铺子，设有

座位，供顾客喝茶。

"1 cha ＜方〉［到挡住；性：车辆～住了路： ［茶褐色］ chahese ~赤黄而略带黑的颜色。
／气口，过不去了。 | 也叫茶色。

另见 133 页 cha;137 页 ch趴 138 页 I ［茶花】 chahuii c～儿）圈山茶、茶树、油茶树的

『T养t cha 见下。

吃旦．另见 1640 页 zhao

E喳喳】 chiichii 阪用形容小声说话的声音：喊

喊～o
E喳喳E chii•ch口 l量小声说话＝打～｜他在老
伴儿的耳边～了两句。

b末 • ,_ cha 圈＠边拌边煮（猪、狗的饲
’因（髓）料）：～猪食。＠〈方〉熬（粥），～粥。

另见1642 页 •zhα。

碴 cha !Ji!. 550酬
子拉碴lo
另见 137 页 cha;

1641 页 zh凸。

锚（锚） i；~－ ~45~ 
的工具。

搓 ch~ （书｝小船

m共r cha 匮雪形容短
’到古促的断裂、摩擦等

的声音：～的一声树枝断了。
另见 117 页 cδ 。

h也锚

, 
cha ( 1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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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特指山茶的花。
E茶话会l ch6huahui 圈备有茶点的集会。

E茶会E chahui 圈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
集会。

E茶几】 ch6jl （～JL）置放茶具等用的家具，比
桌子小。

E茶鸡蛋】 chajldan 圈用茶叶、五香、酱油等加

二一二 水煮熟的鸡蛋。也叫茶叶蛋。
三主E E茶晶E chajlng !Bl 颜色像浓茶汁的水晶，多用
三三言 来做眼镜的镜片。

E茶镜l ch6jing 圈用茶品或茶色玻璃做镜片

的眼镜。
E茶具】 chaju 圈喝茶的用具，如茶壶、茶杯等。

E茶楼】 ch616u 圈茶馆（多是楼房建筑）：跟朋

友到～叙谈。
E茶炉E ch61u 圈烧开水的小火炉或锅炉，有的

地区也指供应或出售热水、开水的地方g 烧～o

E茶卤JL) ch61ur 画很浓的茶汁。
E茶农E ch6n6ng 圈以种植茶树为主的农民。

E茶盘E ch6p6n （～儿）圈放茶壶、茶杯的盘子。
也叫茶盘子。

E茶品】 ch6pin !Bl 指茶叶制品。
E茶钱） ch6qi6n ［苞喝茶用的钱，借指小费。
E茶青E ch6qlng ~深绿而微黄的颜色。
E茶色E chase 圈茶褐色z ～玻璃。

E茶社l ch6she 画茶馆或茶座（多用于茶馆或
茶座的名称） 0

E茶食E cha· shi 圈糕饼、果脯等食品的总称。

E茶寿E chashaL』 !Bl 指→百零八岁寿辰。因

“茶”字的草字头为双“十”，中间的“人”分开为
“八”，底部的“木”可拆为“十”和“八”。中底部

连在？起构成“八十八”，再加上草字头的“二

十”，一共是“一百零八”，所以叫茶寿。

E茶水） ch6shui !Bl 茶或开水（多指供给行人或

旅客用的）：～站｜～自备。
E茶汤E ch6tang 圈。食品，康子面或高粱面
用开水冲成的糊状物。＠〈书〉茶水。

E茶汤壶】 ch6tanghu 圈茶炊。

E茶托） ch6tu6 （～儿）圈垫在茶碗或茶杯底下
的器具。

E茶歇E ch6xi岳画会议中间休息，有茶点、水果
等供与会者享用。

E茶锈E chaxiu 圈茶水附着在茶具t的黄褐
色沉淀物。

E茶叙E ch6xu 画以一起喝茶、吃点心的方式

叙谈z 与客户～。
ι茶叶E chaye ［富经过加」二的条树嫩叶，可以
做成饮料。

E茶叶蛋） chayedan 圈茶鸡蛋。

E茶艺l ch6yi 固有关烹茶、饮茶及以茶款待客

人的技艺。
E茶油】 ch6y6u 圈用油茶的种子榨的泊，颜色

较浅，供食用，也可用来制化妆品、药物等。
E茶余饭后J chayu-fanhou 指茶饭后的一段空
闲休息时间。也说茶余酒后。

E茶余酒后】 ch6yu jiuhau 茶余饭后。

E茶园E ch6yu6n 圈。种植茶树的园子。＠
旧时称戏院。

E茶砖】 ch6zhuan 圈砖茶。

E茶资】 chazl 圈茶钱。

E茶座E ch6zu6 （～儿）圈。卖茶的地方（多指
室外的）：树荫下面有～儿。＠卖茶的地方所
设的座位：茶馆有五十多个～儿。

查 . . cha 函。检查2 盘～｜～收 l～
（军）户口｜～卫生｜～出病来了没有？

＠调查：～访 l～勘 l 问题还没有～清楚。＠
翻检着看：～词典｜～地图｜～资料。

另见 1640 页 zha 。

E查摆J chab凸 i 0副检查并摆出（问题等）：～工
作中的不足，认真进行整改。

E查办】 chaban 圈查明犯罪事实或错误情节，

加以处理z 撤职～l严加～。
E查抄J chachao 国清查并没收（犯罪者的财

产或违禁物品）·～逆产｜～走私货物。
E查处】 chach心［面查明情况，进行处理：严肃

~ I .x才违章车辆，管理部门已予～。
E查点E chadi凸n 圃检查清点（数目） : ～人数。
E查堵） chadu ［量检查堵截（从事非法活动的
人或违禁物品）：～病害畜禽制品。

E查对】 chadui 画检查核对z ～材料｜～账目｜
～原文。

E查房】 ch6;;f6ng 画检查房间内住宿等的情

况，特指医生定时到病房查看病人的病情。

E查访】 ch6fang 圈调查打听（案情等）：暗中
~ 。

[l壁垒tl chat岳ng 圈检查以后，贴上封条，禁止

动用·～赃物。
E查岗） ch6;;g凸ng 圈。查哨。＠检查岗位

上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

E查核E cha he 画检查核对（账目等）．～数据 1
反复～，结算无误。

E查获】 chahuo 画侦查或搜查后获得（赃物、

违禁品、犯罪嫌疑人等）：～毒品。

E查缉） chajl 圈。检查（走私、偷税等活动议

搜查z ～走私物品。＠搜查捉拿（犯罪嫌疑人
等） ：～凶手｜～逃犯。

E查检】 chajian 圈。翻检查阅（书刊、文件

等），这部书编排得法，～方便。＠检查z 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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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方可托运。 ｜金荣 cha I司用粉末、油类等涂（在脸上或子上
E查缴】 ch6ji凸o 画检查并收缴：～非法出版｜；』习、等）：～粉｜～破酒 1～护手霜。
物。 I rl~ cha 崎岖Ch6y6），山名在河南。

E查结E ch6jie ［.甜审查并了结 z 案件已经～。 ｜吃早
E查制 ch6ji自圈检查并截获2 ～多名偷渡人 l 搭 ch6 厦］野兽，像罐，喜欢吃瓜（见于鲁迅

I '.J坚王小说《故乡》）。
员。 I ＇：气a

｜岳外c ch6 （～儿）。但短而硬的头发或胡子
E查禁E ch6jin 闯］检查禁止z ～赌博 l～黄色书 l F俞

！’11主（多指剪落的、剪而未尽的或刚长出来的）。
刊。｜’－一

～｜＠〈书〉同“在”①③。主ii
E究E 州iu 画调查Ji!'R:：对事故责任人必 l 另见 1刷页 zha 。 王三
须认真～，严肃处理。 ｜占世1 cha 〈书〉木统：乘～ l浮～。

E查勘】 chakan ~实地查看或调查：保险公司 I '1男主

赶赴现场～。 ｜』世2 cha ＜书〉同“茬”① ③。
E查看E chakan 巨型检查、观察（事物的情况）， I 丁a::
～灾情 l亲自到现场～。 I z才骂： cha ＜力〉｛到碎片碰破（皮肉） : 

E查组 ch6k凸o 圈调查研究，弄清事实2 作者｜皑（幢）手让玻璃～破了。
的生卒年月已无从～。 | 另见 135 页 cha;1641 页 z怡。

E查控】 ch6kong I司侦查并监管；检查并控制， I E碴口E chak凸LI ~东西断或破的地方2 电线断
对嫌犯可能藏身的场所进行严密～｜～未经检｜ 了，看～像是刀割的。
疫的猪肉｜～安全漏洞。 I E碴JLl char 白雪］＠小碎块＝冰～｜玻璃～。＠

E查扣E ct毗OU ［面检查并扣留．～假货。 ! 器物t的破口：碰到碗～上，拉（16）破了手。＠
E查明】 cha『巾19 圈调查清楚·～原因。 I 嫌隙；引起双方争执的事由 s 找～！过去他们俩
E查铺l ch6;;pu 圈（教师、干部等）到集体宿舍｜ 可～，现在好了。 II 也作茬儿。

c:i:1！；：~~！~~~检查哨兵执行任务的情 l 察（＠警）伫？~~：：.；括：~~马
况u 也说查岗 υ I (Cha）圈姓。

E查实】 ch6shi 画查证核实：案情已～。 I E察察为明l ch6ch6-weiming 形容专在细校
E查收】 chashou 阉＠检查后收下（多用于书 i 末节上年专精明。
信等）：寄去词典一部，请～。＠检查并没收 1c察访】 chafang 圈通过观察和访问进行调

I 查z ～民情｜暗中～。他的非法所得已被～。 I 
E查私E chasl 画查验走私物品；缉查走私分 I c察觉】 chajue 圈发觉；看出来：我～他的举

| 动有点儿异样｜心事被人～。

ιJ chawen 圈＠调查询问：～电话号码。｜眼看】制kan 画＠为了解情况而细看：～
| 风向｜～动静。＠对犯错误的人的一种处分，

＠检查盘问2 ～过往行人。 ! I 把犯错误者留在组织或单位，考察他是否改正
E查寻E chaxun 圈查找2 邮局办理挂号邮件的 lI 错误：留党～｜留校～。
～业务l～失散多年的亲人。 | I c察言观色】 ch6y6n-guanse 观察言语脸色来

E查巡E chaxun 画巡查。 | 揣摩对方的心窟。
E查询E ch6xun E主］查问①。 | I E察验J chayan 画察看检验z ～物品的成色。
E查验】 chayan 函l 检杏验看：～证件。 l 业走 cha k下。
E杳夜E cha;; ye 画夜间巡查。 I if1~f 
E查阅E ch6yue 阉（把书刊、文件等）找出来阅 I c崔羊l ch6·zi ＜方〉圈玉米等磨成的碎粒儿。
读有关的部分：～档案材料。 叫廓 cha ［重擦树，落叶乔木，高可达 35 米，叶
岛附 cha 11 zhang [Z动］检查账目 2 年扣。 呻苟弯子大如子掌，花黄色，果实球形。木材坚
E查找E chazh凸o 圈查；寻找：～资料 l～失主 I I 韧，供建筑、造船、制家具等用，根可入药。
～原因。

E查照l ch6zhao 画l 旧时公文用语，叫对方注
意文件内容，或按照文件内容（办事）·即希～｜
希～办理。

E查证J chazheng rniJJ 调查证明·～属实｜犯罪
事实已～清楚。

Ii 

ch凸 （才丫）

飞V ch凸圈分开成又（cha）形＝～着腿。
J气另见 133 页 cha;135 页 ch6;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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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I ch凸－ cha I 权蹬镣叉汉权岔佬刹极诧差

cha 。

权 ch凸见 755 页i裤极儿L
人另见 138 页 cha 。

日晦 ch凸〈口） IBJj] （在雨雪、泥水中）踩z ～了

抉一王一脚泥｜鞋都～湿了。

左由 ch凸圈饺（00），一种打击乐器。
镣（镣）

叉
ch凸

cha 
飞

（才丫）

cha （～儿）圈条状物末端的分支z 头发
干燥容易分～｜雄的马鹿角粗大而多～。
另见 133 页 cho; 135 页 ch6; 137 页

汉 cha 汉子；汉港：河～｜湖～。

E汉港J chagang 圈水流的分支。

E汉流） chaliu 同“岔流”。

E汉子E cha· zi 圈分支的小河。

全市 cha （～儿） IBJ 权子：树～ l打棉花～。
也人另见 133 页 chao

E权子】 cha·zi IBJ 植物的分校z 树～｜打～（除

去分枝）。
4午， cha 0 圈道路等的分支z ～路｜二～路

1D 口｜山路在这里分了～。＠画离开原来

的方向而偏到一边JL：车子～上了小道。＠圈
转移话题：打～｜他用别的话～开了。＠圈错

开时间，避免冲突：要把这两个会的时间～开。

＠（～儿）圈岔子②：出～儿。＠〈方〉画（嗓

音）失常：她越说越伤心，嗓音都～了。

E岔道JL) chadaor 圈岔路。

E岔换E chahuan 〈方〉圈＠调换。＠调剂
（心情、口味等）。

E岔口E chakou 圈道路分岔的地方＝往前走，

碰到～向右拐。

E岔流E chaliu 圈从河流干流的下游分出的流

入海洋或湖泊的河道。也作汉流。

E岔路E chalu 圈分岔的道路z ～口｜过了石桥，
有一条到刘庄的～。也说岔道儿。

E岔气E cha;;qi c～儿）圈指呼吸时两肋觉得不

舒服或疼痛z 笑得岔了气儿。
E岔曲JL) chaqur [BJ 单弦儿在演唱正式曲目前

加唱的小段曲儿，内容多为抒情、写景。

E岔子E cha·zi 圈。岔路。＠事故；错误：你

放心吧，出不了～。

信 cha 见下。

E信僚E chachi 〈书〉圃失意的样子。也作陀，憬。

刹 cha 佛教的寺庙z 古～。〔刹多罗之省，
梵 k~etra]

另见 1133 页 shoo

一～。E录阴阳 chana IBJ 极短的时间；瞬间：
［梵 k~ai;ia]

与市 cha 圈衣服旁边开口的地方：这件旗袍
’巴人开的～太大。

另见 138 页 c怡。

诧（诧）
cha 惊讶：～异｜～然｜～为奇事。

E诧愕E cha’岳〈书） ［翅吃惊而发愣O
E诧然J char6n E冒诧异的样子。
E诧异】 chayi E暨觉得奇怪z 听了这突如其来
的消息，我们都十分～。

差 cha 0 固不相同；不相合z ～得远。＠
B丑错误z 说～了。＠圆缺少；欠：还～

一个人。。 lll2l 不好；不够标准g 质量～。
另见 133 页 cha; 139 页 chai;140 页

ch凸 i; 212 页 cl 。

E差不多J cha• budu6 O lll2J 相差很少；相近z

这两种颜色～｜两个队的水平～。＠画一般；
大多数z ～的农活儿他都会干｜这包大米二百斤

重，～的人扛不起来。＠圃表示接近3几乎z
～等了两个小时｜～走了十五里山路。

E差斗、离E cha· buli c～儿）0 llJ2l 差不多①②。

＠画差不多③。

E差点儿J chadi凸nr 0 C －／／一）圃（质量）稍次＝

这种笔比那种笔～。＠圆表示某种事情接

近实现或勉强实现。如果是说话的人不希
望实现的事情，说“差点儿”或“差点儿没”都是

指事情接近实现而没有实现。如“差点儿摔
倒了”和“差点儿没摔倒”都是指几乎摔倒但

是没有摔倒。如果是说话的人希望实现的
事情，“差点儿”是惋惜它未能实现，“差点儿

没”是庆幸它终于勉强实现了。如“差点儿赶
上了”是指没赶上；“差点儿没赶上”是指赶上

了。｜｜也说差一点儿。

E差劲E chajin C～儿）圄（质量、品质、能力等）

差；不好：这酒～，味儿不正｜答应了的事，又不

兑现，真～o

E差评E cha ping 
众给～。

[BJ 不好的评价z 演戏穿帮，观

E差生E chasheng 

一些～补习功课。

圈学业不好的学生z 帮助

E差事E chashi ＜口〉［固不中用；不合标准＝这
东西可太～了，怎么一碰就破了！

另见 139 页 choi· shi 。

E差一点JLl cha yldi凸nr 0 圈差点儿①。＠

圆差点儿②。



信 cha 见下

(·l宅憬E chachi 同“｛它僚”。

姥 cha （书〉美丽
（~妮）

E姥紫婿红】 ch6zl-yanh6ng 形容各种颜色的

花卉艳丽、好看：花园里～，十分绚丽。

二三国亘Z二：1

拆 chai 画＠把合在一起的东西打开：～
信l～洗。＠拆毁：～墙｜把旧房子～了。

＠〈方〉排泄（大小便）。
E拆白党l chaibaidiing ＜方〉圈骗取财物的流

氓集团或坏人。
E拆除l chaich1：』 [I;lj] 拆掉（建筑物等）：～脚手

架｜～防御工事。

E拆穿E chaichuan [I;lj] 揭露g揭穿z ～阴谋｜～
骗局｜～西洋景。

E拆东墙，补西墙E chai dongqiang' bu xlqiang 

比喻处境困难，临时勉强应付。

E拆兑E chaidui ＜方〉［到临时借用（钱、物）＝跟

您～点儿钱买台计算机。
E拆分】 chaifen 圃将整体的事物拆开分解．

这家著名大公司已被～为两家公司。

E拆封E chai;;f岳ng 圃拆开封着的信封或其他

物品：这款手机是新买的，还没～呢。

E拆毁】 ch凸ihuT 圈拆除毁坏：在城市建设中要

防止一些古旧建筑被～。

E拆伙E chai;;hu凸圈散伙。
E拆建E chaijian 圈拆除后修建：这片平房～
成为市民广场。

E拆解】 chaiji岳圈＠拆开；拆散z 淘汰的旧车

被回收～。＠解析（内情）．把魔术招数一一
~ 。

E拆借E chaijie 圈借贷（指短期、按日计息的）·
向银行～两千万元。

E抵烂污】 chai lanwu ＜方〉拉稀屎。比喻不负

责任，把事情弄得难以收拾（烂污：稀屎）．你

～就跑，让我来擦屁股。

E拆零E chailing 圈把成套或成批的商品拆成

零散的（出售）．～供应。
E拆卖E chaimai 圈拆开零卖：这套家具不

~ 。

E拆迁l cha iq ion [I;lj] 拆除原有的建筑物，原住

户迁移到别处：～户｜动员～。

E拆墙脚】 chai qian凹陷。拆台。

陀姥拆钗差 I cha chai I 139 I 

E拆散E cha i ;; siin [I;lj] 使成套的物件分散：这套

瓷器千万不要～了。

E拆散E chai;;san 圈使家庭、集体等分散＝～

婚姻｜～联盟。
E拆台l chai;;tai 国比喻用破坏手段使人或集

体垮台或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

E拆息！J chaixl 圈存款、放款按日计算的利

率。

E拆洗】 chaixi l到（把棉衣、棉被等）拆开来洗主王三
干净后再缝上。 工王三

E拆卸E chaixie [I;lj] c把机器等）拆开并卸下部

件。

E拆账E cha i 11 zhang [I;lj] 旧时某些行业（如戏

班、饮食、理发等行业〉的工作人员无固定工

资，根据收入和劳动量，按比例分钱。也泛指

按比例分配某种利益。

E拆字l chai;;zi ［虱测字。

钗（叙）
chai 圈旧

时妇女别

在发署上

的一种首
饰，由两股

管子合成·
金～｜荆～

布裙（形容 钗

妇女装束朴

素）。

差 cha i O [I;lj] 派遣（去做事）：～遣｜鬼使神
～｜立即～人去取。＠被派遣去做的事5

公务；职务：兼～｜出～。＠旧时指被派遣的
人；差役z 听～｜解（j I自）～。

另见 133 页 cha; 138 页 cha; 140 页

chai; 212 页 cl 。

E差旅E chailu 画画出差旅行2 ～补助。

E差旅费E chailufei ~因公外出时的交通、食
宿等费用。

E差遣l chaiqiiin 圈分派人到外面去工作g派

遣z 听侯～。

E差使】 chaishi 画差遣；派遣g ～人去送信。

E差使】 chai·shi 圈旧时指官场中l临时委任的

职务，后来也泛指职务或官职。也作差事。
E差事］ chai·shi O 圈被派遣去做的事情。＠
同“差使”c chai • shi ）。

另见 138 页 chashi"

E差役E chaiyi 圈。封建统治者强迫人民从事

的无偿劳动。＠旧时称在衙门中当差的人。



, 
ch6i c 才1Jj)

侨中抛i ＜书〉同辈；同类的人z 吾
（债）～｜～辈 l 件。

（｛：耳辈E chaibei ＜书〉圈同辈。

·”’：血”＿，＿ chai O 函柴火．木～｜～草｜
王三宋（配煤）上山卜。＠〈方〉圃干瘦；
三三F 不松软g纤维多，不易嚼烂：这芹菜显得～｜酱

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方〉回质量低

或品质、能力差·这支笔刚用就坏，太～了｜他

棋下得特～。。（ Chai）圈姓。

E柴草E chaicao 圈做柴用的草、木；柴火：小

山土薄，只长些～。

E柴扉E cha if副〈书） IBl 柴门。

E柴胡E chaihu IBl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形，
花小，黄色，果实椭圆形。根可人药。

E柴火】 cha i • huo IBJ 做燃料用的树枝、林秸、
稻秤、杂草等。

E柴鸡l chaijl ＜方〉圈农户散养的鸡，不喂人
工饲料，一般身体较小，产的蛋也小。

Z柴门E chaimen IBJ 用散碎木材、树枝等做成
的简陋的门，旧时用来借指贫苦人家。

E柴米E chaimT 圈做饭用的柴和米，泛指必需

的生活资料。
E柴米油盐E ch6i-mT-y6u-y6n 泛指人们的日

常生活必需品。
E柴油l ch6iy6u 圈轻质石油产品的一类，由

石油分馆或裂化得到。挥发性比润滑油高，比
煤油低，用作燃料。

E柴油布Ll ch6iy6ujl IBJ 用柴油做燃料的内燃
机，比汽油机功率大而燃料费用低，广泛应用
在载重汽车、机车、拖拉机、轮船、舰艇和其他

机器设备上。

参才 chai 圆哺乳动物，外形像狼而小，耳朵
比狼的短而圆，毛大部棕红色。性凶猛，

常成群围攻鹿、牛、羊等猎物。也叫衍狗。

E纺狗E chaig凸u 圈衍。

E纺狼］ ch6il6ng !Bl 衍和狼，比喻凶恶残忍的

人：～当道｜～成性。

E纺狼当道E ch6il6ng-dangdao 比喻坏人当

权。

I/ 

chai c 才1Jj)

宦削I 古书上说的一种醉。

、

chai c 才1Jj)

75" c ai ＜书〉蝠子一类的有毒的虫z

氢（茧）蜂～。
差 chai ＜书〉同“痒，，。

另见 133 页 cha; 138 页 cha;139 页

choi;212 页 cT o 

、I立军 chai 〈书〉病愈z 久病初～。
1在二另见 228 页 cu6 。

亡二旦h_Q_Q__G_:u

、. r. * chon 用于地名：龙王～（在山

:t1:且（；姐）西）。
舰… 州〈书〉窥视；观测s ～视｜～
印尼（幌）望｜～标。
E舰标］ chCinbiCio 圄→种测量标志，标架有几

米到几十米高，用木料或金属制成，通常架设
在被观测点上作为观测、瞄准的目标，也可在
这里对其他地点进行观测。

挺州〈书〉形容树的校干很长。

＋金山 chCin 圈把一种东西混合到另一
才爹（掺）种东西里去， ~Jt.I ～和！～杂｜饲
料里再～点儿水 1初期白话文，～用文言成分的

比较多。
另见 126 页 can; 1139 页 shan 。

E掺兑】（搀兑） chCindui 画画把成分不同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z 把酒精跟水～起来。

E掺和】（搀和） chCin•huo 圈＠掺杂混合在一

起z 把黄土、石灰、沙土～起来铺在小路上。＠

参加进去（多指搅乱、添麻烦）：这事你少～｜人

家正忙着呢，别在这里瞎～O

E掺假】（搀假） chCin;;ji凸 [7gj] 把假的掺在真的里

面或把质量差的掺在质量好的里面。
E掺沙子l chCin shCi•zi 比喻把一些人派到某单
位或某组织，以改变那里的人员结构或人际关

系。

E掺水E chCin;;shuT 画比喻加入虚假的成分z

～作假｜数据掺了不少水，与实际情况出入很

大。

E掺杂］（搀杂） chCinz6 圈混杂多使混杂z 别把

不同的种子～在一起｜喝骂声和哭叫声～在一

起｜依法办事不能～私人感情。



搀1 （撬） ：~n 

搀瞻檐 J单蜒诲姆馋禅辱缠 I chan 一 ch6n I 141 I 

画搀扶2 ～着奶奶慢慢 I c馋猫E cha 

也品2 ．』 ch an 旧同“掺”（ cha的。

于专（撬）
E搀兑］ chandui 见 140 页【掺兑lo
E搀扶E chanfu r动l 用于轻轻架住对方的手或
胳膊：同学们轮流～老师爬山。

E搀和］ chan·huo 见140 页【掺和］ o
E搀假】 chan;; ji凸见 140 页i掺假lo
E搀杂］ chanza 见 140 页1掺杂1 。
由~ chan ＜书〉车帷子。
IPJl:i 
檐 chan 町。

E檐榆l chanyu ＜书＞ I每一种长的单衣。

; 

ch6n c 才4)

单（罩）
ch an 见下。

另见 253 页 don; 1139 页

Sh凸n 。

E单于］ chanyu 圈＠匈奴君主的称号。＠
CChanyul 姓。

键 ch an 古代一种铁把呻千矛。
（蜒）

'!J昆 、 L ch an 在别人面前说某人的坏话·

两（蔬）～言｜～害。
E诲害】 chanhai ［~用诲言陷害z ～忠良。

E制？蚕E channing ＜书〉圈说人坏话和用花言

巧语已结人的人。
E诲言E chanyan 圈毁谤的话，挑拨离间的话：

进～！听信～。

蝉（婶） chan 见下。

E烨娟E chanjuiin ＜书〉＠帽（姿态）美好，多形
容女子。＠唱指月亮：千里共～o

U单援】＇ chanyuan ＜书〉圃蝉娟①。
U单援】2 chanyuan ＜书〉画牵连付日连：垂条

~ 。

IA . . chan 0 圃看见好的食物就想
内（镜）吃；专爱吃好的z 嘴～。＠回看
到喜爱的东西希望得到；看到喜欢做的事情希

望参与： i!t～｜看见下棋他就～得慌。＠画想、
吃（某种食物） ：～荔枝。

E馋虫］ ch6nch6ng 画＠指嘴馋贪吃的人（含

讥讽意）。＠指强烈的食欲z 饭菜的香味把我
的～勾出来了。

E馋鬼E changui ~指嘴馋贪吃的人。

或讥讽意）。

E馋涎欲滴E chanxian-yudT 馋得口水要流下

来，形容十分贪吃，也用于形容欲望十分强

烈。
E馋嘴E chanzui O lffil 指贪吃。＠圈指贪吃

的人。
、幽 __ chan O 佛教用语，指排除杂念， 二一

悍（禅）静坐：坐～i～悟。＠泛指佛教的主
事物z ～林 i～杖。［梵 dhyana] 雪雪

另见 1140 页 shan"

E禅房E chanfang 圈僧徒居住的房屋，泛指寺

院。
E禅机E chanjT ［组禅宗和尚说法时，用言行或
事物来暗示教义的诀窍。

[fJ单理E chanli ［吕指佛教的教义。
E洋林】 chanlin ［包指寺院。

E禅门】 chanmen 圈佛门。

E禅趣】 ch6nqu ［＇也指没有尘世纷扰的平和宁

静的趣味。
E禅师E ch6nshT 画对和尚的尊称。

E禅堂E chantang I望僧尼参禅礼佛的处所。

[t单悟l chanwu 圈佛教指领悟教义。

E禅学】 chanxue 圈指佛教禅宗的教义。
E禅院】 ch6nyuan 圈佛寺；寺院。

E禅杖】 chanzhang 圈佛教徒坐禅欲睡时，用
来使惊醒的竹杖。泛指僧人用的手杖。

E禅宗E chanzong 画我国佛教宗派之一，以静

坐默念为主要修行方法。相传南朝宋末（公元
5世纪）由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传入我国，唐宋时

极盛。

屠州〈书〉瘦5导
另见 126 页－ cano 

E辱弱】 chanruo ＜书〉圃＠（身体）瘦弱。＠
软弱无能。＠薄弱；不充实。

缠山 ch6n lll!ll 0 缠绕＇ ~！＆ I 用铁丝
组（锺）～了几道。＠纠缠2 琐事～身 i胡
搅蛮～。＠〈方〉应付z 这人真难～，好说歹说

都不行。

E缠绑E chanbang i;国缠绕绑扎：受伤的左腿

～着纱布。
E缠绵】 ch6nmi6n 匾。纠缠不己，不能解脱

（多指病或感情）：～病榻｜情意～。＠婉转动
人z 歌声柔和～。

E缠绵啡恻】 c「1白n『ni6n- ice O 形容内心悲苦
难以排遣。＠形容诗文、音乐等婉转凄切z 这

首二胡乐曲～，催人泪下。
E缠磨E cha『i•mo ＜口〉圈纠缠；搅扰：孩子老
～人，不肯睡觉｜许多事情～着他，使他忙乱不



I 142 I ch6n - chan I 缠蝉傍摩潺渲镖瘟瞻像 i曦踱镶产

堪。 | 许多疙瘩，内有毒腺，能分泌秸液，吃昆虫、蜗

E缠扰E ch6n的。南纠缠，困扰：被杂事～着。 | 牛等小动物，对农业有益o 通称癫蛤蟆或矿F蛤
E缠绕E ch6nrao 圈＠条状物回旋地束缚在｜ 蟆。＠传说月亮里面有三条腿的瞻虫余，因此，
别的物体上z 枯藤～｜电磁铁的上面～着导线。｜ 古代诗文里常用来指月亮。
＠纠缠z搅扰：烦恼～心头！这孩子～得我什 I ［瞻宫】 ch6ngong ＜书） !Bl 指月亮。
么也干不成。 I ［瞻宫折桂】 ch6ngong-zhegui 科举时代称考

E缠绕茎E chanraojTng 画不能直立，必须缠绕｜ 取进七
~ 在别的东西上才能向上生长的茎，如紫藤、牵 I ［始光E changuang ＜书〉圈指月光。

莘莘 牛花等的茎。 ｜酷刑 chansu 圈糖蛤表皮腺体的分泌物，白
三量F E缠人］ chanren E回纠缠使脱不开身；困扰身｜ 色乳状液体，有毒。干燥后面J入药。

心：这孩子真～。 ｜£鱼 ch6n ＜书〉杂乱不齐。

E缠身J chanshen 画缠扰身心z 杂事～｜长年！ ~租
重病～。 I rlr鱼 chan ＜书〉山势高险的样子。

E缠子E chanshou 圈 0 （－／／一）脱不开手：孩｜吧范

子小，太～！他被一些琐事缠住了手。＠（事 I [U晓峻】 chanjun ＜书〉圆形容山势高而险：～

情）难办以病）难治z 大家的想法不一致，事情｜ 的悬崖。
看来有些～｜这病真～。 I [rt魔岩】 chanyan ＜书〉圈高而险的山岩2 峭壁

E缠足E chan;;zu 圈裹脚。 | ～｜～林立。

蝉山 ch6n !Bl 昆虫，种类很多，雄的腹｜踵 chan ＜书〉＠兽的足迹。＠天体运行。
（蝉）部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

的声音。幼虫生活在土里，吸食植物根的汁｜丘臼 chan O 古代一种铁制的刨士工
液。成虫刺吸植物的汁。 ｜瑰（镜）具。＠〈书〉和U＜叫。

E蝉联E chanlian 圈连续（多指连任某个职务

或继续保持某种称号）：～世界冠军。
E蝉蜕E chantui O 圈蝉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蜕

下的壳，可入药。＠〈书〉圈比喻解脱。
E蝉衣】 chanyl 函中药上指蝉蜕。

儒 chan 见下。

E儒f愁E chanzhou ＜书） 0 11121 愁苦；烦恼。＠

E园憔悴。＠医E 折磨。。画埋怨；嗅怪。＠
[Igj] 排遣。

崖州古代指→户平民所住的房屋和宅
院，泛指城邑民居。

潺 ch6n 见下。

E潺潺E chanchan 服用形容溪水、泉水等流动

的声音z ～流水。
E潺泼E chanyuan ＜书〉圆形容河水等慢慢流

动的样子z 溪水～。

~"i f ch6n 渲渊（ Ch6nyuan），古地名，在今
1且河南猿阳西南。

锤 叫圈姓
（锺）另见 1269 页 Tan: 1460 页 xin0

渥叫酬，梢，在河南。

瞻 chan 指麟： ~if', 

E檐虫余J chanchu 圈。两栖动物，身体表面有

\I 

ch凸n （才弓）

产」 帅＠圈人或动物的幼体从
（崖）母体中分离出来z ～妇｜～科！～

卵 i～下一个男孩儿。＠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
财富；生产z ～销｜增～｜转～。＠圈出产g ～

棉｜～煤 i东北～大豆。＠物产；产品：土～｜特
～｜水～。＠产业：家～｜财～｜破～。＠
(Chan）圈姓。

[i""程E chancheng I望分娩的过程。

E产出E ch凸nchu 圈生产出（产品）：少投入，多

~ 。
E产床E chanchuang 圈供产妇分娩用的特制

的床。
E产道】 chandao 圈胎儿脱离母体时所经过的

通道，包括骨产道（骨盆）和软产道（子宫颈和
阴道）两部分。

E产地E chandi !Bl 物品出产的地方z 东北是我
国大豆的主要～O

E产JLJ chan ’在r !Bl 刚出世的婴儿。这种精密

仪器正是高科技的～。

E产房】 chanf6ng !BJ 供产妇分娩用的房间。

E产妇） chanfu 圈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的妇

女。

E产假J chanjia 画在职妇女分娩前后按规定



或经批准休息的一段时间。
E产科E chanke 圈医院中专门负责孕妇的孕

期保健，辅助产妇分娩等的一科。

E产量】 chiinliang 画产品的数量：粮食～大

幅度提高。

E产能E chiinneng [EJ 生产能力，企业在正常状

态下能够达到最高产量的实力 2 ～过乖j l淘汰

落后～。

E产品E chiinpin 圈生产出来的物品z 农～｜合
格～ l～出厂前都要经过检验。

E产婆E chiinp6 圈旧时以接生为业的妇女。

E产钳l chiinqian 圈助产用的→种器械，在某

些分娩过程中（如难产）用来牵引胎儿。
E产权E chiinquan 圈财产权的简称。

E产权证E chiinquanzheng 圈房屋所有权证，

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法

律凭证。
E产褥感染】 ch凸nru ganran 产妇在产褥期内

发生的产道感染，症状是发热、腹痛、恶露臭

等，并可引起全身’性感染。通称月子病。旧称

产褥热。
E产褥期】 chanruql 圈产妇产出胎儿后到生殖

器官恢复正常状态的一段时期，一般为 6-8

周。
E产褥热E chanrure 画产褥感染的旧称。

E产生E chiinsh岳ng 画由已有事物中生出新的

事物；出现：同事之间关系处理不好就会～矛

盾｜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了许许多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E产物E ch凸nwu ［昌在一定条件F产生的事

物；结果：迷信是愚昧落后的～。

E产销E chiinxiao 圈生产和销售z ～结合｜～

合同。

E产业E chcinye 圈＠土地、房屋、工厂等财产

（多指私有的）。＠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和部
门 z 高科技～｜支柱～。＠指现代E业生产

（多用作定语）：～工人｜～部门 l～革命。
E产业革命】 chanye g自ming 0 从手工生产过

渡到机器生产，从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过渡到
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技术革命，也就是资本主
义的工业化。 18 世纪 60 年代初首先从英国

开始，到了 19 世纪中叶，法、德、美等国相继完
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
制度的确立，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

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也叫工
业革命。＠泛指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并由
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

E产业工人】 chiinye gongren 在现代工业生

产划吕沪滔啤铲阐｜ chan I 143 I 

产部门中劳动的工人，如矿工、钢铁工人、纺织
工人、铁路工人等。

E产业链E ch凸『iyelian 圈指由原材料采购、加

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配套组成的产业整
体z 石油～。

E产院E chiinyuan 画为产妇进行产前检查以

及供产妇度过分娩期和产后期的医疗机构。

E产值】 chanzhi 国亘在一个时期内全部产品或二二

某一项产品以货币计算的价值量。 王呈~ 
戈｜ 由凸n 旧同6‘tl （莞U）另见阳页由
E茸；tl除】 ch凸『lC『iu 见 143 页I铲除1。

自忡。〈书〉日光照耀。＠吕山
(Ch凸n Shan），山名，又地名，都在安徽。

沪中叫问，梢，在陕西。
（涯）

、b ,_,_ chiin 滔媚z ～笑｜～上欺下。
予自（口 ) 
(i臼媚】 chanmei 圈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好z

～上司｜羞于～O
(i臼笑l chiinxiao 圈为了讨好，故意做出笑

容：胁肩～。

[i臼诀】 chanyu 画为了讨好，卑贱地奉承人；

i臼媚阿诀z ～之态，令人齿冷。

日单一 chan ＜书〉宽舒缓和， ~tt。
（啤）另见阳页剧。

铲 仰＠川强制
（锺、割）或清除东西的用具，像簸

宾或像平板，带长把儿Cbar），多用铁制 z 煤～｜
锅～儿。＠画用锹或铲撮取或清除z ～煤（～

草 l把地～平了。

E铲车E chiinch岳圈叉车。

E铲除】（划除） chiinchu ~连根除去；消灭干
净z ～杂草｜～祸根（～ 1日习俗，树立新风尚。

E铲土权ll chant凸jl 圈铲运机。

E铲运机E chanyunjl I写铲土、运土用的机械，

刀片刮下的土可以自动装入斗中运走。也叫
铲土机。

E铲子E chiin· zi 圈铲①。

阐一向讲明白2 ～明 i～述。
（圄）

E阐发】 chanfii 圈阐述并发挥z ～无遗｜文章

详细～了技术革命的历史意义。

E阐明l chanming 圈讲明白（道理〕：历史唯

物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E阐释E chanshi ~动］阐述并解释：道理～得很
清楚。

E阐述E chanshu 圈论述：～自己的见解1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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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宪法修正草案做了详细的～。

E阁说E chanshuo 画阐述说明：～理论要旨。
E阁扬】 chany6ng 画说明并宣扬＝～真理。

葳 c an ＜书〉完成z ～事。 ' ,.{-¥.. 
（葳） I ，.＜~三 h －『19 怅鬼：为虎作～。

烨 c an ＜书〉＠燃烧；烧＠火花｜ （偎）
（焊）飞迸的样子。＠炽烈；旺盛。

H且 ch an 骑马不加鞍管·～骑。
王三扼（毒草）
三三言 Mli'1. • chan ＜书〉笑的样子：～

极（辗、曦）然而笑。

ch an （才与）

忏 can 0 忏悔。＠僧尼道士代
（俄）人忏悔时念的经文z 拜～o t梵

k~ama] 

['t干悔E chanhuT 圈。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

过而感觉痛心。＠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
恕

戈｜ 1an 见m 页1一划。tl （到）二见川页忡。
由百 c an l到颤动；发抖z ～抖！声音
_gt)J~ （颤）发～i两腿直～。

另见 1649 页 zha门。

E颤颤巍巍］ chan • chanw岳iw岳i

态词。颤巍巍。

（～的）圈状

E颤颤悠悠E chan • chanyouyou C～的） I回状

态词。颤悠悠。
E颤动l chandong 画短促而频繁地振动：汽

车驶过，能感到桥身的～｜他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嘴唇在微微～。

E颤抖】 chand创圈哆嗦；发抖：冻得全身～。
树枝在寒风中～。

【颤巍巍E chanw岳IW岳I （～的）圃状态词。抖
动摇晃的样子（多形容老年人或病人的动作或
声音）。

E颤音E chanyln 圈。颤动的声音。＠舌尖

或小舌等颤动时发出的辅音，如俄语中的 P
就是舌尖颤音。

E颤悠E chan•you R面］颤动摇晃：他的脚步正合
着那扁担～的节拍。

E颤悠悠E chanyouyou （～的）团军状态词。颤
动摇晃的样子z 肩上的扁担～的。

犀 chan 掺杂～入｜～杂。

E屡杂E chanza I到掺杂。

瞻 chan 见 9页惆

些些旦二盐1

[f挂鬼】 changguT 圈传说中被老虎咬死的人

变成的鬼，这个鬼不敢离开老虎，反而给老虎
做帮凶。参看 1367 页1为虎作怅lo

曰 chang 0 兴HI；兴盛2 ～盛 l ～明。＠
仨二:I ＜书〉正当 c dang) ；美好：～言。＠
(Chδ门g）圈姓。

E昌化石】 changhuashi ~一种石料，多为淡

粉色，或带红色斑点，也有全红色的，产于浙江
临安的昌化一带，是制印章的名贵材料。

E昌隆E changl6ng ~兴旺发达2 国运～。
E昌明l changming O 圈（政治、文化）兴盛发

达：科学～。＠画使昌明．～文化｜～大义。
E昌盛】 changsheng 圃兴旺；兴盛g 文化～｜把

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
E昌言E changy6n ＜书〉＠圈正当的言论：有
价值的话。＠画直言元隐。

I曰 chang ＜书〉＠指以演奏、歌舞为业的
’ll=J 人。＠同“娼”。

另见 150 页 chang"
E倡优E changyou 圈。古代指擅长乐舞、杂

耍的艺人。＠〈书〉娼妓和优伶。
~ chang 见下。

仨三1
E富兰E changl6n 圈唐苔蒲。
E富蒲E changpu ~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
水边，叶子形状像剑，肉穗花序，花黄绿色，地
下根状茎淡红色。根状茎可做香料，也可入药。

只f曰 chang 凶猛；狂妄：～獗！～狂。
4日
E猖1则 changjue O 圃凶猛而放肆z ～一时

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败了。＠〈书〉圈倾覆；
跌倒。

人的～进攻。

闺（罔）巾g
圈狂妄而放肆z 打退敌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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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生活在海洋中。也叫平鱼。

, 
ch6ng （才尤）

长－ 叫 0 lllil 两端之间的距离大
（晨）（跟“短”相对）。 a）指空间：这条

路很～｜～～的柳条垂到地面。 b）指时间：～

寿｜夏季昼～夜短。 8 !Bl 长度：波～｜南京长
江大桥气势雄伟，铁路桥全～6 772米。＠长

处z 特～｜取～补短｜一技之～。＠（对某事）做
得特别好·他～子写作。＠（旧读 zhang）多

余；剩余z ～物。 0 CCh6ng）圈姓。
另见 1650 页 zh凸吨。

E长安E Chang ’ an 圈西汉、隋、唐等朝的都城，
在今陕西西安一带。也借指都城。

E长臂猿E ch6ngbiyu6n 圈类人猿的一种，身
体比猩猩小，前肢特别长，没有尾巴，能直立行
走。生活在亚洲热带森林中。

E长编】 changbian 圈在写定著作之前，搜集
有关材料并整理编排而成的初步稿本。

E长别E changbie ~司＠长久离别：倾诉～的
心情。＠永别。

E长波E changba 圈波长 1 000 10 （）（）（）米
（频率 300· 30 千赫）的无线电波。以地波方
式传播，用于无线电广播、测向、导航等方面。

E长策］ changce IEl 能起长远作用的策略z 治
国～ 1此乃权宜之计，绝非～。

E长城E Changcheng !Bl 0 我国古代伟大的军
事性防御工程。始建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连接原先秦、赵、燕北面的城墙并加以
增筑，长度超过一万华里，所以也叫万里长城。
后代多有增建或整修。 8 t:~喻坚强雄厚的力
量、不可逾越的屏障等z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
卫祖国的钢铁～。

E长程E changcheng 圃属性词。路程远的；长
距离的：～车票。～计划｜～目标。

E长虫】 chang • chong ＜口〉画蛇。
E长处E changchu ［重特长；优点 z 要善于学习
别人的～。

E长Jill changchuan O bSl 长的河流。＠同
“常） I ／”。

E长辞】 ch6ngci E司和人世永别，指去世：～人

问｜与世～。
E长此以往E changci-yiwang 老是这样下去

（多就不好的情况而言人

E长存J changcun ［司永久存在2 万古～ i友谊

。

E长笛l ch6ngdi 圈管乐器，横吹，多用金属制

长 I ch6ng I 145 

成，管上有孔，孔上有键，可调音高。
E长度］ changdu f每两端之间的距离。

E长短E changdu凸n 0 （～儿）［萄长短的程度z

这件衣裳～儿正合适。＠画意外的灾祸、事故

（多指生命的危险）：他独自出海，家人提心吊
胆，唯恐有个～。＠圈是非；好坏：背地里说

人～是不应该的。。〈方〉团表示无论如何2
明天的欢迎大会你～要来。

E长短句】 ch6ngdu6nju 画词②的别称。 王三
E长法】 changf凸（～儿）画为长远利益打算的

办法（多用在“不是”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不是个～儿。
E长方体E changfangti ~六个长方形（有时相
对的两个面是正方形）所围成的立体。

E长方形E ch6ngfangxing 圈矩形。

E长歌当哭】 changge-dangku 以放声歌咏代

替哭泣，多指用诗文抒发胸中的悲愤。
E长庚E ch6ngg岳ng 圈我国古代指傍晚出现在

西方天空的金星。

E长工E ch6ngg6ng 圈旧社会靠长年出卖劳力

谋生，受地主、富农剥削的贫苦农民。
E长骨】 changg心圈 t主管状的骨，如股骨、眩骨

等。
E长鼓E changg心圈。朝鲜族打击乐器，圆筒

形，中间细而实，两端粗而中空，用绳绷皮做鼓
面。＠瑶族打击乐器，长筒形，腰细而实。

E长号E changhao ［重管乐器，发音管可自由伸
缩。俗称拉管。

E长河E changhe IEJ 长的河流，比喻长的过程：

历史的～。

E长话】 changhua 圈长途电话。

E长话短说J changhua-dL』凸nshuo 把要用很多

话才能说完的事用简短的话说完。

E长活】 ch6nghu6 圈＠长工的活JL ：扛～。

＠〈方〉长工。

E长假］ changjia 圈＠时间长的假期z 春节

～。＠旧时机关或军队中称辞职为请长假。
E长江后浪推前浪E Chang Jiang houlang tui 

qianlang 比喻人或事物不断发展更迭，新陈

代谢。
E长颈鹿E ch6ngjinglu 圈哺乳动物，高可达 6
米以上，颈很长，很少发声，雌雄都有角，身上

有花斑。跑得很快，吃植物的叶子。生活在非
洲，是陆地上身体最高的动物。

E长久E ch6ngji心回时间很长乡长远．～打算 l

这种混乱状况不会～的。
E长局E changju 圈可以长远维持的局面（多

用在“不是”后）：这样拖下去终久不是～。

E长卷】 ch6ngjuan 圈长幅的字画z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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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长考E changk凸o 圈长时间思考（多用于下

棋、打牌）：～半个小时后下出了一着妙棋。
E长空E changkong IEJ 辽阔的天空 z 万里～。

E长，款J' changkuan ~砌属性词。款式较长的
（服装） ：～羽绒服。

E长款Y chang;; kuan 画指结账时现金的数

额多于账面的数额。

E长龙E ch6ngl6ng 圈比喻排成的长队。
E长毛细 ch6ngm6or6ng 圈用毛纱做经、棉

纱做纬织成的起绒织物，正面有挺立平整的长

绒毛。适宜做冬季服装。
E长眠J changm ian [§l)] 婉辞，指死亡。

E长明灯E changmingd岳ng 圈＠昼夜不灭的
大油灯，大多挂在佛像或神像前面。＠泛指
昼夜或彻夜不关的灯。

E长鸣E changming I到拉长声鸣叫或持续不

断地鸣响z 汽笛～｜警钟～。
E长命锁l changmingsu凸圈旧俗挂在小孩儿

脖子上的锁状饰物，象征长寿，多用金属制成。
E长年］ ch6ngni6n 0 国→年到头；整年z ～在
野外工作。＠〈方〉圈长工。＠〈书〉圈长寿。

E长年累月】 changnian-1岳1yue 形容经历很多

年月 3很长时期。
E长袍E ch6ngp6o C～儿）圈男子穿的中式长
衣。

E长跑】 changp凸o 圈长距离的赛跑。包括男
女5 000米、10 000米等。

E长篇E changpian O 庄园属性词。篇幅长的：

～小说 1～演讲。 GIEi 篇幅长的作品（多指小

说）：这部小说是他创作的第一部～。
E长篇大论J changpian-dalun 滔滔不绝的言

论或篇幅冗长的文章。
E长篇小说E changpian xi凸oshuo 篇幅长的

小说，情节复杂，人物较多。

E长期E changql 0 圈长时期；长时间：～以
来｜从～来看。＠［国属性词。时间长的；期限
长的z ～计划 1～贷款。

E长枪l changqiang 圈＠长杆上安铁枪头的

旧式兵器。＠枪筒长的火器的统称，如各种
步枪。

E长驱E changqu 圈迅速地向很远的目的地行

进z ～南下 i～直入。
E长驱直入E changqu-zhiru c军队）长距离地、

毫无阻挡地向前挺进。
E长日照植物E changrizhao-zhiwu 需要每天

长于一定时间的光照（一般长于 12 小时）才能
开花的植物。如大麦、豌豆、油菜等。

E长三角E Chang-Sanji凸o 圈长江三角洲平

原，由长江和钱塘江在入海处冲积而成。这一

地区人口密集，海陆交通便利，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E长衫】 changshan 圈男子穿的大褂儿；长袍。

E长舌l changshe 圈长舌头，指爱扯闲话，搬

弄是非：～妇。
E长蛇阵E changshezhen 圈古代军队作战时

排列的一种→长列的阵形。现多指人或物排

成的长队：买票的队伍好比～，看不到尾 1 交通
堵塞，汽车排成了～。也说一字长蛇阵。

E长生】 changsh岳ng 画永远活着z ～不老（多
用作颂词）。

E长生果】 chang钳制gguo ＜方〉圈落花生。

E长石】 changshi 圈矿物，成分是锅、钢、钙的
铝硅酸盐，白色、淡黄色或粉红色，有玻璃光
泽，是构成岩石的常见矿物，广泛用于陶瓷和

玻璃工业。
E长逝l changshi 圈一去不回来，指死亡z 渣

然～o

E长寿】 changshou ~回寿命长z ～老人。

E长谈E changtan 画长时间地叙谈：彻夜～｜

促膝～。
E长叹】 changtan 圃深深地叹息：仰天～。

E长天E changtian 圈辽阔的天空：仰望～。

E长亭】 changting 圈古时设在城外路旁的亭
子，多供行人歇脚用，也是送行话别的地方g

～送别。
E长痛不如短痛J changtong buru du凸ntong

指与其长期遭受痛苦，不如在短时间内忍痛彻

底解决问题：他们俩既然性格不合，那就早点儿

分手，～。
E长途l changtu ~属性词。路程遥远的3长

距离的：～旅行｜～汽车｜～电话。

E长物l changwu c旧读 zhangwu）圈原指多

余的东西，后来也指像样儿的东西z 身无～（形
容穷困或俭朴）。

E长线l changxian If国属性词。＠（产品、专业
等）供应量超过需求量的（跟“短线”相对，下

同）：～产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2
～投资。

E长项l changxiang 圈擅长的项目；擅长做的
工作、事情等：双杠是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
E长销l changxiao 圈（商品）有市场潜力，可

以在长时间内销售：～产品！～不衰。
E长效】 changxiao O 圈长期的效力z 这种药

有～。－~属性词。效力长久的；有效时间
长的2 ～药 l～机制。

E长啸】 changxiao 圈发出高而长的声音：仰

天～。



E长行】 changxing ＜书〉［司远行。
E长性l changxing 同“常性”①。

E长袖善舞】 changxiu-shanw心《韩非子·五

蠢》：“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
资之易为工也。”比喻f故事有所凭借，就容易
成功。后多用来形容有财势、有子腕的人善于
钻营取巧。

E长吁短叹】 changxu-du凸ntan 因伤感、烦闷、

痛苦等不住地唉声叹气。

E长夜l changye O 画漫长的黑夜，比喻黑暗
的日子：～难明 i ～漫漫。 8 [ii]] 通宵；整夜z

～不眠。

E长缕E changylng 〈书） [E,J t主带子；长绳子。

E长于】 changyu ［面对某事做得特别好；擅长2
他～音乐。

E长圆】 ch6ngyu6n 回像鸡蛋之类的东西的形

状。
E长远E changyuan I回时间很长（指未来的时

间）：～打算｜眼前利益应该服从～利益。
E长斋l changzhai 圈见 172 页【吃民斋1。
E长征】 changzh岳ng 0 圃长途旅行；长途出
征。＠圈特指中国工农红军 1934 1936 

年由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
移。

E长治久安】 changzhl-jiu'an 指社会秩序长期

安定太平。

E长足l changzu 回属性词。进展迅速的g ～

的进步。

炀 ~ ~ c 6ng 0 圈平坦的空
勿（塌、甥）地，多用来翻晒粮食，酣L
谷物：打～｜起～｜～上堆满麦子。＠〈方〉圈

集；集市：赶～。 81Il 用于事情的经过z 一～

透雨l 一～大战｜空欢喜一～。
另见 149 页 ch凸吨。

E场屋l changwu 圈盖在打谷场上或场院里

供人休息或存放农具的小屋子。
E场院E changyuan 固有墙或篱笆环绕的平坦

的空地，多用来打谷物和晒粮食。
丧斗叫。见下 8 (Chang）圈

（莫）姓。
E芸楚E changchu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类似狲
猴桃的植物。

肠…户 chang O 圈帆器官
（赐、愣）的一部分，形状像管子，上

端连胃，下端通脏门。分为小肠、大肠两部分，
起消化和吸收作用。通称肠子。＠心思；情
怀z 愁～ 1 衷～。＠（～儿）［萄在肠衣里塞进

肉、淀粉等制成的食品：香～｜鱼～｜腊～G

E肠断E changduan ＜书〉圆形容极度，悲痛：此

长场丧肠尝倘常 I cha「i9 I 141 I 

情此景，令人～。
E肠梗阻】 changgengzu 圈由肠内异物堵塞、

肠肌A茎孪等引起的病，症状是腹部膨胀、剧烈
腹疼、呕吐等。

E肠管】 changguan 圈肠①。

E肠胃l changwei ［雹肠和胃，指人的消化系

统：我～不大好，不能吃生冷的东西。
E肠炎】 ch6ngy6n l萄肠勃膜（多指小肠勃膜）二二

发炎的病，症状是腹痛、腹泻、发热等。 霎髦三
E肠液E changy也圈小肠动膜腺分撼的消化三三三

液，含有很多种酶，能进一步消化食物中的糖
类、脂肪等。

E肠衣E changyl 圈用火碱脱去脂肪晾干的肠

子，一般用羊肠或猪的小肠等制成，可用来灌
香肠，做羽毛球拍的弦、缝合伤口的线等。

E肠子E chang·zi 圈＠肠①的通称。＠借指
心i十；性情z 花花～｜直～。

尝（誉骨嗜叫。＠＠祷芦ι @@ 
) 、 、 铃 ）圈吃一
点儿试试；辨别滋味：～～咸淡。＠画经历；

体验：艰苦备～ 1～到了体育锻炼的甜头。＠
〈书〉圃曾经2 未～｜何～。 O c Chang）圈
姓。

E尝鼎一窝】 ch6ngdingyllu6n 尝尝鼎里的一

片肉，可以知道整个鼎里的肉味。比喻根据部

分推知全体。

E尝试l ch6ngshi I噩试；试验2 他们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过各种方法。

E尝鲜E chang;;xian 画吃时鲜的食品；尝新。

E尝新l ch6ng;;xln 画吃应时的新鲜食品：这

是刚摘下的荔枝，尝尝新吧。
／~ ch6ng 见下。
H可另见 1275 页的吨。
E倘佯】 changy白ng 见 148 页［1尚佯］ o
，甚乡 chang O 一般 g普通；平常z ～人 l～识 l
叮3 ～态。＠不变的g固定的z ～数｜冬夏～
青。＠圃时常；常常：～来～往｜我们～见面。

＠指伦常 g 三纲五～。 0 (Chang）圈姓。

E常备l changbei 画经常准备或防备z ～车

辆｜～药物卜’不懈。
E常备军E changbeijun [BJ 国家平时经常保持

的正规军队。
E常常E ch6ngch6ng 团表示事情的发生不止

一次，而且时间相隔不久z 他工作积极，～受到
表扬。

E常Jill ch6ngchuan 圃经常地；连续不断地z
～往来l～供给。也作长） ii 。

E常JlRl changfu 圈日常穿的服装（对“礼服”而

言）：居家～。



I 148 I ch6ng - chang I 常偿倘裳烯鳝厂

E常规］ changgul O 圈沿袭下来经常实行的

规矩；通常的做法2 打破～。＠圈属性词。

一般的g通常的z ～武器。＠圈医学上称经
常使用的处理方法，如“血常规”是指红细胞计
数、血红蛋白测定、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计数等
的检验。

E常规武器E changgul wuqi 通常使用的武器，

如枪、炮、飞机、坦克等，也包括冷兵器（对“核
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而言）。

E常规战争E changgul zhanzheng 用常规武

器进行的战争（对“核战争”而言）。
E常轨E changgui 圈正常的、经常的方法或途

径＝改变了生活～｜这类事件，可以遵循～解决。
E常衡E changheng t81 英美质量制度，用于金

银、药物以外的→般物品（区别于“金衡、药衡”）。
E常会l changhui 圆规定在一定期间举行的

会议；例会。
E常客E changke 画经常来的客人。

E常理E cha『1gli （～儿）［望通常的道理：按～我
应该去看望他。

E常例］ changli ['81 常规①s惯例z 沿用～！情况
特殊，不能按～行事。

E’常量l changliang 画在某一过程中，数值固

定不变的量，如等速运动中的速度就是常量。
也叫恒量。

E常年E ch6ngni6『10 圃终年3长期z 山顶上
～积雪 l战士们～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画
平常的年份：这儿小麦～亩产五百斤。

E常情E ch6ngqing ['81 通常的心情或情理g 人
之～｜按照～，要他回来，他会回来的。

E常人E changren 圈普通的人；一般的人z 他

的性格与～不同｜这种痛苦，非～所能忍受。
E常任E ch6ngren 圈属性词。长期担任的2 ～

理事。
E常设E changshe 擅长期设立（组织、机构

等）：学校应～招生咨询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关。

E常时E changshi O 圈平时z 几杯酒下肚，他

的话比～多了起来。＠圃时常z 两家～往来。

E常识E changshi 圈普通知识z 政治～｜科学

～l生活～。
E常事E changshi ['81 平常的事情s经常的事情：

看书看到深夜，这对他来说是～。
E常数E changshu 圈表示常量的数，如圆周率
π 的值3.1415926……就是常数。

E常态E changtai 圈正常的状态（跟“变态”相

对〉：一反～｜恢复～。
E常套E changtao 圈常用的陈陈相因的办法

或格式z 摆脱才子佳人小说的～。

E常委l ch6ngw副圈＠某些机构由常务委员

组成的领导集体3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的成员。

E常温E changw岳『1 画一般指 15 25℃的温

度。
E常务】 changwu E国属性词。主持日常工作

的；有关日常工作的2 ～委员会｜～副市长 l ～
会议。

E常销E changxiao l1ilJJ C商品）能常年销售z ～

产品｜～不衰。
E常行军l changxingjun 圈部队按正常的时

速和每日行程行军。
E常性E changxing 匾。能坚持做某事的性
子：他无论学什么都没～，学个三五天就不千
了。也作长性。＠〈书〉一定的习性。

E常言E changyan 圈习惯上常说的谚语、格言
之类的话，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人勤地
不懒’’。

E常用对数E changyong duishu 以 10 为底的
对数，用符号 lg 表示。也叫十进对数。参看
331 页【对数1。

E常住E changzhu O 圈经常居住z ～之地｜～
人口。＠圈佛教指佛法元生灭变迁。＠固
佛教、道教指寺观及其田产什物等。

DJ冬 • , chang O 归还，抵补s ～还｜得不

丁云（偿）～失了＠满足：如愿以～。
E偿付】 changfu 画偿还：如期～｜～债务。

E偿还J changhuan l1ilJJ 归还（所欠的债） ：～贷

款l无力～。
E偿命J chang;;ming 圈（杀人者）为被杀死的
人抵偿性命。

经且比 chang 见下。
11PI 
(11尚祥】（倘佯） changyang 〈书〉画画闲游；安闲
自在地步行。

裳叫古代指下身穿的衣服，类似现代
的裙子（男女都能穿）。
另见 1148 页• shong" 

烯 chang 见下

E始娥J Chang ’ e ~神话中由人间飞到月亮上

去的仙女。又称妞娥。
.ft.J.龟 ，山 chang 见 880 页【毛鲸鱼］ o
勤王（稽）

ct巾也r （才足）

厂（腋、吸） ~f;9AA ~I：＝~♂二



厂子②z 煤～。 8 (Ch凸ng）姓。

另见 6 页 an"
E厂标】 changbiiio ~代表某个工厂的专用标

志。
E厂房l changf6ng E到工厂的房屋，通常专指

车间。
E厂规E changgul [BJ 一个工厂所定的本厂成

员必须遵守的规章。
E厂纪E changji 画一个工厂所定的本厂成员
必须遵守的纪律。

E厂家E changjia 圈指工厂2 这次展销会有几
百个～参加。

E厂价】 changjia 圈产品出厂时的价格z 按～
优惠销售。

E厂矿】 changkuang 圈工厂和矿山的合称。
E厂礼拜E chang lloo i f:8l 工厂里选定的每星期

休假的日子。
E厂龄E changling 圈。指某个工厂建立的年
数。＠指职工在某工厂连续工作的年数。

E厂区E changqu 画工厂大门、围墙或栅栏之

内的区域：～禁止烟火。
Z厂商E changshiing 圈经营工厂的人；厂家2
承包～｜多家～前来洽谈业务。

E厂休】 changxiu f吕工厂规定的本厂职工的
休息日；厂礼拜。

E厂子E ch凸ng· zi 圈。工厂z 我们～里新建

一个车间。＠指有宽敞地面可以存放货物并
进行加工、出售的场所z 煤～。

炀 hang O 适应某种需要
刃（塌、甥）的比较大的地方z 会～｜
操～｜市～ i剧～｜广～。＠舞台 z 上～｜下～。
＠指某种活动范围z 官～ l 名利～。＠事情

发生的地点：现～｜当～｜在～。＠指表演或
比赛的全场2 开～1终～。＠画画戏剧中较小

的段落，每场表演故事的一个片段。 0 1111 用
于有场次或有场地的文娱体育活动z 三～球
赛1跳一～舞。＠画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
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实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如电场、磁场、引

力场等。
另见 147 页 ch6ng 。

E场次l change! f:8l 电影、戏剧等演出的场数：

增加～，满足更多观众的需要。
E场地E changdl 圈空地，多指供文娱体育活
动或施工、试验等用的地方z 平整～｜～不够

大。

E场馆E changgu凸n 圈专门用来进行文化、体
育等活动的较大的场地和建筑物2 比赛～｜演

出～｜参观世博会～｜新建五处体育～。

「场张规悄敞 I ch凸n9 I 149 J 
E场合E changhe 圈一定的时间、地点、情况2

在公共～，要遵守秩序。
E场己E changji 圈＠摄制影视片或排演话剧

时，详细记录摄制情况或排演情况的工作。＠
指担任场记工作的人。

E场景E ch凸ngjing IBl 0 指戏剧、影视剧中的
场面。＠泛指情景：热火朝天的劳动～。

E场面l ch凸ngmian 圈。戏剧、影视剧中由布王三三

景、音乐和登场人物组合成的景况。＠叙事莘莘三
性文学作品中，由人物在一定场合相互发生关三三

系而构成的生活情景。＠指戏曲演出时伴奏
的人员和乐器，分文武两种，管乐和弦乐是文

场面，锣鼓是武场面。。泛指一定场合下的
情景：～壮观｜热烈的～。＠表面的排场2 摆
～（讲排场）｜撑～。

E场面话E changmianhua 圈指敷衍应酬的

话。
E场面人E ch凸ngmianr旬国＠指善于在交际

场合应酬的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
人。

E场面上E ch凸ngmian· shang f:8l 指社交场合2

他在～混得很熟｜～都称他为“三爷”。

E场所E ch凸ngsu凸圈活动的处所z 公共～！娱

乐～。

E场子l ch凸ng • zi 圈适应某种需要的比较大
的地方 z 大～｜空～。

E场租E ch凸ngzu 圈（售货、展览、演出等）租用
场地的费用。

张← 帅g ＜书〉锐利。
（绿） -

永日出问。〈书〉白天时间长。如〉舒
畅g畅通。 8 CCh凸ng）圈姓。

J~ chang 又的ng 见下。
’ l I Ill 

E倘倪E ch凸nghu凸ng 又 tanghu凸ng 同“悄

恍”。
E悄恍E changhuang 又 tanghuang ＜书〉圃

。失意F不高兴。＠迷迷糊糊；不清楚。 II 也
作悄’阴。
敝 chang 0 ~ （房屋翩等）鹏没有
叫人遮拦：宽～｜这屋子大～。＠画张开；打

开z ～胸露怀｜～着门｜～着口 JL"
E敞车】 changch岳圈＠没有车篷的车。＠铁

路上指没有车顶的货车。
E敞开E changkiii O ［到大开；打开z ～衣襟i大

门～着。～思想。＠（～儿）圃放开，不加限制；

尽量z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E敞’阳 ch凸ng· kuai IMJ 爽快2 他是个～人，说

做就做。



I 1so I ch凸「ig- chang I 敞鳖弱怅怅畅倡~唱

E敞亮】 changliang 圈宽敞明亮：三间～的平

房。听了一番开导，心里～多了。
E敞露E ch凸nglu 画敞开袒露。～心怀。
E敞篷车.］ ch凸ngpengch岳圈没有篷子的车

（多指机动车）。

鳖叫外套：大～叫。

、

chang （才尤）

汤一H 叫古代祭祀用的一种圭
（塌）也叫险。
另见 1517 页 yang"

去 … chan!l 不如意： ~＇~I惆～
（慑） ~ 

E怅怅］ changchang ＜书〉圆形容因不如意而

感到不痛快z 心中～｜～不乐 l～离去。
E怅恨E changhen 画惆怅恼恨：无限～。

E怅然］ changr6n 庄园怅怅：～而返！～若失。
E怅惋］ changwan 圃 4惆怅惋惜：～不已。

lt长惘E changwang 圈惆怅迷惘；心里有事，
没精打采g 神情～。

张一 chang 叫装弓的袋子。＠
（辗）旧是入弓袋。
易… chang O 元阻碍；不停滞z ～
（畅）达｜～行无阻。＠痛快；尽’情：～

谈｜～所欲言。 8 CChang）圈姓。
E畅达E changd6 圈（语言、文章、交通）通畅；

顺畅z 译文～｜车辆往来～。
E畅怀E changhu6i 圆心情无所拘束z ～痛饮｜
～大笑。

E畅’l9c] changkuai ~舒畅快乐z 心情～。
E畅顺E changshun 圈顺畅：运作～｜交易～。
E畅所欲言E changsuoyuy6n 尽情地说出想说

的话。
E畅谈E changt6n 圈尽情地谈：～理想｜开怀

~ 。
E畅通］ changtong E国通行或通过顺利，无阻

碍z 血脉～i～无阻｜道路很～。
E畅旺E changwang 11回 0 Ji民畅兴旺（多用于
商品销售）：销路～。＠（精神）旺盛；（精力）

充¥rfi ：精神～。
E畅想、E changxi凸ng 圈敞开思路，毫无拘束地
想象z ～曲｜～未来。

E畅销E changxiao 画（货物）销路广，卖得快：
～货｜～各地。

E畅行E changxing ［量顺利地通行z 车辆～ο

E畅叙E changxu 圈尽情地叙谈2 ～别情。

E畅饮E changyln 圈尽情地喝（酒）：开怀～｜

～几杯。

E畅游E changy6u 圈＠尽情地游览z ～黄山。

＠畅快地游泳＝～长江。
J曰 chang O 带头发动；提倡：～导｜～议。
’旧＠〈书〉同“唱”①②。

另见 144 页 chong"

Z倡办】 changban 圈带头开办；创办：联合～

文化活动中

E倡导】 changd凸o 圈带头提倡2 ～新风尚。

E倡首E changshou rnllJ 带头做某事或提出某种

主张；首倡：此事由他～，我们附议。
盯昌言】 changy6n 圃公开地提出来：～革命。

E倡扬］ changy6ng I到倡导宣扬：～文化事

业｜～诚信精神。

E倡议】 changyi O 圈首先建议；发起2 ～书｜

我们～捐款帮助贫困山区的同学。＠圈首先
提出的主张z 这个～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r~、.r 1 chang 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香酒，用黑泰
E二 和香草酿制而成。
留2 chang ＜书〉同“畅’咽。

口日 chang O 画口中发出（乐音）；依照乐律
国发出声音z 独～｜合～｜演～｜～京戏 l～一
支歌。＠画大声叫z ～名 i 鸡～三遍。＠
（～儿）圈歌曲：唱词：地方小～ 1《穆柯寨》这出
戏里，杨宗保的～儿不多。 O CChang）圈姓。

E唱白脸E chang baili凸n （～儿）在传统戏曲中

勾画白色脸谱扮演反面角色，比喻在解决矛盾
冲突的过程中充当严厉或令人讨厌的角色（跟

“唱红脸”相对）。
(P昌本E changb昌n （～儿） IEJ 曲艺或戏曲唱词的
小册子。

E唱标］ chang11biao 画开标时当众大声宣读

招标者的报价或投标者的竞投价。
(P吕酬E changch6u ＜书〉圈唱和内的①。
E唱词E changci 圈戏曲、曲艺中唱的词句。

(P自碟E changdie ＜方〉圈唱片。
E唱独角戏E chang duji凸oxi 比喻一个人独自

做某件事（通常需要多人做的）。
(P昌段】 changduan 画戏曲中一段完整的唱
腔。

E唱对台现 chang duit6ixi 比喻采取与对方

相对的行动，来与对方竞争或反对、搞垮对

方。
(P吕多】 changduo 圈对市场行情发展趋势发

表肯定性看法：～股市。
E唱反调］ chang fandiao 提出相反的主张，采

取相反的行动。



[P昌付E changfu 圃营业员找钱给顾客时大声
说出所找的钱数。

E唱高调E chang gaodiao （～儿〕指说不切实

际的漂亮话或光说得好昕而不去做·反对光
～不干实事的作风。

(P吕工E changgong 同“唱功”。

E唱功E changgong c～儿）圈戏曲中的歌唱艺

术z ～戏。也作唱工。

(P昌和E changhe 画面。一个人做了诗或词，别

的人相应作答（大多按照原韵）：他们经常以诗
词～。＠指唱歌时此唱彼和，互相呼应。

E唱红脸】 chang h6ngli凸n （～儿）在传统戏曲

中勾画红色脸谱扮演正面角色，比喻在解决矛

盾冲突的过程中充当友善或令人喜爱的角色
（跟“唱白脸”相对）。

(P吕机E changjl 圈留声机和电唱机的统称。

(P自空】 changkong 圈对市场行情发展趋势发

表否定性看法：～地产股。
(P昌空城计】 chang kongchengji ＠比喻用掩
饰自己力量空虚的办法，骗过对方。参看 744

页I空城计］。＠比喻某单位的人员全部或大

部分不在。
(P吕名】1 chang;;ming ［温高声点名。

(P吕名】2 changming 圈指唱歌时所用的 do 、

町、mi 、 fa 、 sol 、 la 、 si （或 ti）七个固定音节。

(P昌盘E changp6n 圈唱片：激光～｜录制～o

(P昌片JLl changpianr ＜口〉圈唱片。
E唱片】 changpian ~用虫胶、塑料等制成的
因盘，表面有记录声音变化的螺旋槽纹，可以

用唱机把所录的声音重放出来。

[P昌票】 chang;;pico I量投票选举后，开票时大

声念出选票上写的或圈定的名字。
E唱腔E changqiang ~戏曲音乐中的声乐部

分，即唱出来的曲调。
E唱睹E chang;;r岳〈方〉画作搞（在早期白话
中，＂日吕畴”是一面作提，－面出声致敬）。

E唱诗】 changshi 画＠基督教指唱赞美诗：
～班（做礼拜时唱赞美诗的合唱队）。＠〈书〉

吟诗。
E唱收】 changshou ~面营业员收到顾客钱时大

声说出所收的钱数。

[P吕衰E changshuai 圈。不看好；对事物的发

展趋势发表负面的议论：众人～房价。＠

〈方〉用言论使名声受损z 提高服务质量，免被

顾客～。
E唱戏】 changtxi 圈演唱戏曲。
E唱主角E chang zhujue 比喻担负主要任务或

在某方面起主导作用·这项任务由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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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二豆豆工圣王二］

J;-1 chao 圈。誉写z ～文件 i～稿子。＠
忑7 照着别人的作品、作业等写下来当作自

己的：～袭｜这文章是～人家的。＠抓取；拿z
～起一把铁锹就走。＠搜查并没收z 查～ 1 家

:r-.. ~：~ao 圈＠从侧面或较耐师去：王
ι.7 包～｜～近道走。＠两手在胸前相互插

在袖筒里或两臂交叉放在胸前：～手。
E抄报】 chaobao 圈把根据原件抄录或复制的

副本报送给上级有关部门或人员。
E抄本J chaob臼圈抄写的本子（区别于“印

本勺。

E抄查J chaoch6 画搜查违禁的东西并没收；

查抄z ～毒品。

E抄道E chaodao （～儿）0 （－／／一）圈走近便的

路·～进山。＠圈近便的路：走～去赶集要

近五里路。

E抄底J chao;;dT 圈指商品、证券等的价格降

到认为最低或短时间大幅下跌时买人。
E抄后路E chao houlu 绕到背后（袭击）。

E抄获E chaohuo 画搜查并获得2 ～赃物。
E抄家】 chao;; jia ［噩查抄家产。

E抄件E chaojion 圈送交有关单位参考的文件
（多指复制的上级所发的文件）。

E抄近JL] chao;; jinr 画走较近的路。

E抄录E chaolu [§!j] 抄写：～名人名言。

E抄没】 chaomδ ［司搜查并没收：～家产。

E抄身E chao;;sh岳n ~菌搜检身上有无私带的
东西。

E抄收J chaoshou ［；剥收听并抄录（电报等） : 
～电讯。

E抄子】1 chao;; sh6u 圈两手在胸前相互插在

袖筒里或两臂交叉放在胸前z 抄着手在一旁
看热闹。

E抄手Y chaosh讪〈方〉［重馄饨。

E抄送J chaosong 圈把根据原件抄录或复制

的副本送交给有关部门或人员。

E抄袭】1 chaoxi 画面＠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

来当作自己的。＠指不顾客观情况，沿用别
人的经验方法等。

E抄袭】＇ chaoxi 画（军队）绕道到敌人侧面或

后面袭击。

E抄写E chaoxi品画照着原文写下来z ～员 l～

课文。

E抄用】 chaoyong 画抄袭沿用z 好经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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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但不能简单～。

”’I、 choo 见下。
吃／另见 155 页 chao 。

E吵吵E choo• chao ＜方〉画指高声说话或吵

嚷：别瞎～了，听他把话说完。

J陌 choo ＜书〉悲伤；失意。

招侃。〈书〉＠弓松弛的样子。＠弓。

钞1 , c胁。指钞票：现～。＠
少（钞） CChoo）圈姓。
钞2 . . choo 0 旧同“抄1吧。如

（钞）取峭（多用于集子名）．《革命
烈士诗～》。

E钞票E choopiao 圈纸币。

绰1 山 choo 酬取，~~一根棍子
（，得）。～起活儿就干。

绰2ι choo 旧同“霄’（ choo)o
（奈卓） 另见 211 页 chuoo

| 一超由ao O 圈超过E ～额｜～龄 i～声速
连～了两辆车。＠超出（一定的程度或范

围）：～级！～高温｜～一流｜～水平。＠在某个
范围以外；不受限制z ～自然！～现实。＠
〈书〉跳跃s跨过z 挟泰山以～北海。＠〈口〉
圆表示程度极高z ～强｜～爽｜这部电影～好

看。（！） CChoo）圈姓。
E超拔］ chooba O 回高出一般g出众：才情
～。 8 [§Ii] 提升 2 ～攫用。＠圃脱离（不良环

境污摆脱（坏习’惯） ：恶习一旦养成，则不易～。
E超编E choobi归国现有人员超出编制规定

的数额。
E超标］ choo;;biao l甜超过规定的标准（多指

不好的方面）：～收费｜废水排放量严重～。

E超产】 chaochan 画超过原定生产数量：～

百分之二十。

E超常】 chaochang 圈超过寻常；超出一般·
～儿童（智商特别高的儿童）｜竞技水平～发挥。

E超车E choo;;ch岳圃（车辆）从旁边越过前面

同方向行驶的车辆2 切莫强行～。
E超尘拔俗E choochen basu 形容人品超过一
般，不同凡俗。也说超尘出俗。

E超尘出俗E chaochen-chusu 超尘拔俗。

E超出E choochu 圈超越；越出（一定的数量或

范围）：～限度 l～规定。
E超导体I chood凸oti 圈具有超导性的物体。
E超导性】 chood凸oxing 圈某些金属、合金或
化合物，在温度和磁场都小于一定数值的条件
下，电阻和磁感应强度突然减小为零，这种性

质叫超导性。

E超等】 chood岳ng 圃属性词。高出一般的；特

等。
E超低温】 choodiw岳n 圈比低温更低的温度，

物理学上通常指低于 272.15°C 的温度。

E超度】 choodu 画佛教和道教用语，指念经或

做法事使鬼魂脱离苦难：～亡魂。
E超短波］ chooduanba 圈波长 1 10 米（频

率 300 30 兆赫）的无线电波。以直线和散

射方式传播，用于电视广播、通信、霄达等方
面。也叫米波。

E超短裙】 chooduanqun !El 一种下摆不及膝
盖的极短的裙子。

E超额】 choo’自圆超过定额z ～完成任务｜～
百分之十。

E超凡E choofan 画超出平常g 技艺～。

E超凡入圣】 choofan-rusheng 超出凡人，达到

圣人的境界，多形容造诣精深。
E超负荷】 choofuhe 圃＠超出负荷的规定承

载量：电网～引起大面积停电。＠比喻承担

任务过重，超出承受的能力 z ～用眼造成视力

下降。
E超购E choogou 圃超过规定的数量收购或购

买：实行～加价办法。

E超固态】 choogutai 圈物质存在的一种形
态，这种形态下的固体物质，由于压力和温度
增加到一定程度，原子核和电子紧紧挤在一
起，原子内部不再有空隙。白矮星内部和地球
中心区域都有超固态物质。

E超过］ chooguo 圈＠由某物的后面赶到它

的前面：他的车从左边～了前面的卡车。＠

高出……之上：队员平均年龄～23 岁！各车间

产量都～原定计划。

E超耗】 choohao 圈超过规定的消耗标准：定

量用油，～罚款。

E超级】 chooji ~冒属性词。超出一般等级的z

～显微镜｜～豪华卧车。
E越级病菌E chooji blngjun 超级细菌。

E超级大国E chooji dagu6 指凭借比其他国家
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

E超级市场】 chooji shlchang 一种综合零售商

店，商品开架摆放，顾客自行选取商品，到出口
处结算付款。简称超市。也叫自选商场。

E超级细菌】 chooji xljun 指多重耐药细菌。

人感染发炎后，因各种抗生素对它都不起作
用，会出现高热、痊孪等症状，最后会导致死

亡。也叫超级病菌。

E超巨星l choojuxTng i重光度、体积比巨星大

而密度较小的恒星。
E超绝E choojue U回超出寻常z 技艺～！～的智



慧。
E超链接E chaolianji岳圈指互联网上一个网
页链接卒网页或其他网页的目标信息（如文

本、图片、应用程序等）。
E超龄E chaoling ［量超过规定的年龄．～团

员 1他已经～，不能参军了。

E超媒体E chaomeiti 圈将分散的多种信息资
源链接起来，含有文字、图像、图形、音频、视频
等的多媒体。

E超期E chaoqi 圈超过规定的期限：～服役。

E超迁E chaoqian ＜书〉圈（官吏）越级提升。
E超前E chaoqian O 圈超越当前的z ～消费｜
～意识｜～教育｜思想～。＠［量指超过前人：
～绝后。

E超群】 chaoqun 圈超过一般：武艺～。
E超然】 chaoran 回到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

方面g ～物外｜～不群｜～自得｜采取～态度。
E超然物外】 chaoran-wuwai O 超出于社会
斗争之外。＠泛指置身事外。

E超人］ chaoren 0 圈（能力等）超过一般人z
胆略～｜～的记忆力。 8 ［望德国哲学家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提出的所谓
最强、最优，行为超出善恶，可以为所欲为的
人。尼采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平常人只
是超人的工具。

E超升E chaosh岳『lg 圈＠佛教用语，指人死后
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书〉越级提升2 破格
~ 。

E超生】1 chaosh岳ng Ill国＠佛教用语，指人死

后灵魂投生为人。＠比喻为人开脱z 笔下～。
E超生Y chaosheng Ill国指超过计划生育指标
生育。

E超声波E chaoshengba IBJ 超过人能听到的
最高频（20 000赫）的声波。近似做直线传播，

在固体和液体内衰减较小，能量容易集中，能
够产生许多特殊效应。广泛应用在各技术部

门。
E超声刀】 chaoshengdao 圈利用超声波技术
来代替手术刀进行手术的器械。

E超声速】 chaoshengsu 圈超过声速（ 340 

米／秒）的速度。旧称超音速。
E超时］ chaoshi 国超过规定的时间：～加价。
E超市E chaoshi 圈超级市场的简称。

E超收E chaoshou 0 ［量收入超过计划或规
定。 8 !El 收进的款项或实物（经过折价）超过

应收金额的部分。

E超俗E chaosu Ill国超脱世俗；不落俗套z ～绝
世｜舞姿洒脱～。

E超速E chaosu 画超过规定的速度z 严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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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超脱E chaotuo O 睛不拘泥成规、传统、形式
等：性格～｜他的字不专门学一家，信笔写来，

十分～。 8 l1lbJ 超出；脱离z ～现实｜～尘世。

＠［司解脱；开脱。
【超文本】 chaowenben 圈指把不同空间的文

字信息用超链接的方法组成的非线性的网状

文本。

【超限E chaoxian 画超过限度或限额。 王三三

【超新星】 chaoxinxing ~超过原来光度一千三三三

万倍以上的新星。
【超一流】 chaoyiliu ~属性词。超出一流水

平的；达到极高境界的：～棋手。
E超逸E chaoyi 圃（神态、意趣）超脱而不俗z

风度～！笔意～O
E超音速】 chaoyinsu 圈超声速的旧称。

【超员E chao;;yuan 圈超过规定的人数z 列车

～百分之十。

【超越E chaoyue l1l!ll 超出；越过：～前人｜～时
空｜我们能够～障碍，战胜困难。

【超载】 chaozai l1l!ll 超过运输工具规定的载重
最或载客限额。

【超支］ chaozhi 0 圈支出超过规定或计划。
＠固领取的款项或实物（经过折价）超过应得
金额的部分。

【超值l chao;;zhi 圈泛指商品或提供服务的

质量上乘，使人感觉其中所含的价值超出所花

的钱z ～享受。
【超重E chao;;zhong 圃＠物体超过原有的重

量。是由于物体沿远离地球中心的方向做加
速运动而引起的。如升降机向上起动时就有
超重现象。＠超过了车辆的载重限度。＠超
过规定的重量。

【超重氢E chaozhongqing 圈氟（chuan ）。

E超卓E chaozhu6 ＜书〉圃超绝；卓越2 球艺

~ , 
【超耀】 chaozhu6 ＜书〉圈越级提升。

【超子】 chaozi 圈质量超过核子（质子、中子）
的粒子，能量极高，很不稳定。

【超自然E chaoziran 圈属性词。属于自然界

以外的，即对现有科学知识不能解释的神秘现
象给予迷信解释的，如所谓神灵、鬼魂等。

,h!; chao Ill国把蔬菜放在开水里略微一煮就
／￥俨拿出来2 ～菠菜。

另见 1729 页 zhui5o

J chao 照抄3抄袭。第（潮制）另见6町 jiao 。
脱~说l chaoshuo ＜书〉圈因袭别人的言论作
为自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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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u袭E chaoxi ＜书〉同“抄袭1 ”。

, 
ch6o （才么）

晃… Chao 酬。
（！量）

二二二 益主 chao O 鸟的窝，也称蜂、蚁等的窝z 鸟
三王军刁℃～｜蜂～。＠借指盗匪等盘踞的地方：匪

三三三雪 ～ 111项～出动。 8 <Chao）圈姓。

E巢菜l chao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

叶，花紫色或蓝色，结英果。嫩茎和叶可做蔬
菜．种子可以吃。可以栽培做牧草，全草入药。

E巢窟E chaoku 圈巢穴。
E巢穴E chaoxue 圈。鸟兽住的地方。＠借

指盗匪等盘踞的地方：直捣敌人的～。

朝 chao O 朝廷峭当政的地位（跟‘‘
相对）：上～｜在～党（执政党）。＠朝代2

唐～｜改～换代。＠指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

康熙～。。朝见；朝拜g ～规｜～顶。＠画面

对着；向：脸～里｜坐东～西。。因表示动作

的方向：～南开门｜～学校走去。 O <Chao ]
圈姓。

另见 1654 页 zhao 。

E朝拜l chaobai 画君主时代官员上朝向君主
跪拜；宗教徒到庙宇或圣地向神、佛礼拜。

E朝1-tl chaodai 圈建立国号的君主（一代或

若干代相传）统治的整个时期。
E朝顶E chaoding rnilJ 佛教徒登山拜佛。

E朝奉E chaofeng 圈宋朝官阶有“朝奉郎”、

“朝奉大夫”，后来徽州方言中称富人为朝奉，

苏、浙、皖一带也用来称呼当铺的管事人。
E朝Hlil chaofu 圈封建时代君臣上朝时所穿

的礼服。

E朝纲E chaogang 圈朝廷的法纪2 ～不振。
E朝贡E chaogong 圈君主时代藩属国或外国

的使臣朝见君主，敬献礼物。

E朝见E chaojian 圈臣子上朝见君主。

E朝革!ill chaojin 圈＠〈书〉朝见。＠指穆斯

林朝拜麦加（沙特阿拉伯境内）圣地。
E朝山E chaoshan 圈佛教徒到名山寺庙烧香

参拜。
E朝圣E chaosheng 圈。宗教徒朝拜宗教圣

地。＠到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去拜渴孔
府、孔庙、孔林。

E朝廷E chaoting !Bl 君主时代君主昕政的地
方。也指以君主为首的中央统治机构。

E朝鲜族E Chaox的n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和辽宁。＠朝鲜

和韩国的人数最多的民族。
E朝向E chaoxiang 函（建筑物的正门或房间

的窗户）正对着的方向：这套房子设备不错，只

是～不理想。
E朝阳E ch6oy6ng 圈向着太阳，一般指朝南z
两问屋子都～。

另见 1654 页 zhaoy6ng"

E朝阳花】 ch6oy6nghua 圈向日葵。

E朝野】 ch6oy岳圈旧时指朝廷和民间，现在用

来指政府方面和非政府方面：权倾～｜消息传
出，～哗然。

E朝政】 ch6ozheng 圆朝廷的政事或政权z 议

论～｜把持～。
E朝珠】 ch6ozhu 圈清代高级官员等戴在脖子

上的串珠，下垂至胸前，多用珊湖、玛瑶等制
成。

嘲山 ch6o （旧读此）嘲笑：～
（嘲）弄｜冷～酬。
另见 1654 页 zhao"

E嘲讽】 ch6of岳ng 圃嘲笑讽刺。

E嘲弄】 ch6onong rnilJ 嘲笑戏弄：好好儿讲道

理，不要～人。

E嘲笑］ ch6oxiao I刻用言辞笑话对方：自己做

得对，就不要怕别人～。
E嘲谑】 ch6oxue 圈嘲笑戏谑。

3古日 1 ch6o O 圈潮沙，也指潮水z 早～｜海
1 '.J ～｜涨～｜退～。＠比喻有涨有落、有起

有伏的事物．寒～｜心～ i 思～｜学～｜热～。＠
E回潮湿：受～ l返～｜背阴的房间有点儿～。。

南新潮；时髦：这身打扮很～｜～男｜～女。
J在日2 ch6o （方〉圈＠成色低劣2 ～银｜～
111.J 金。＠技术不高z 手艺～。
3古日3 Chao o 指广东潮州：～剧｜～绣。＠
1 '.J 圈姓。

E潮红】 ch6oh6ng E回状态词。两颊泛起的红
色z 面色～。

E潮乎乎E chaohohu c～的）圈状态词。微湿

的样子z 接连下了几天雨，屋子里什么都是～

的。也作潮呼呼。
E潮呼呼】 ch6ohuhu 同“潮乎乎”。

E潮解E chaoji岳圈某些晶体因吸收空气中的
水蒸气而在晶体表面逐渐形成饱和溶液。

E潮剧E chaoju 圈流行于广东潮州、汕头等地
的地方戏曲剧种。在腔调上还保留着唐宋以
来的古乐曲和明代戈阳腔的传统。

E潮流E chaoliu 圈。由潮沙而引起的水流运
动。＠比喻社会变动或发展的趋势z 革命～｜
历史～。

E潮气l chaoqi 圈指空气里所含水分z 仓库里



～太大，粮食就容易发霉。
E潮润l chao「un 圈＠（土壤、空气等）潮湿z
海风轻轻吹来，使人觉得～而有凉意。＠（眼
睛）含有泪水：说到这儿，她两眼～了，转脸向窗
外望去。

［~窃湿l chaoshl I殖含有比正常状态下较多的
水分z 雨后新晴的原野，～而滋润。

E潮水E chaoshul ~海洋中以及沿海地区的
江河中受潮沙影响而定期涨落的水：人像～
一样涌进来。

E潮头E ch6ot6u ~潮水涌起时最前面的部

分，比喻事物发展的前沿z 站在时代的～o
E潮位E chaowei ~受潮沙影响而涨落的水
位。

E潮沙］ chaoxi 圈＠通常指由于月球和太阳

的引力而产生的水位定期涨落的现象。＠特
指海潮。

E潮信E chaoxin ［组＠指潮水，因其涨落有一
定的时间，所以叫潮信。＠〈书〉婉辞，指月

经。

E潮绣】 chaoxiu IE>l 广东潮州出产的刺绣，色

彩斑斓，富于民间特色。
E潮汛】 chaoxun I挡一年中定期的大潮。
E潮涌】 chaoy凸ng 闯1 像潮水那样涌来，形容数

量多势头大·人们从四百八方～而来。

\I 

chao （才么）

”’I、 ch凸0 0 圈声音大而杂乱：～得慌｜临
吧Y 街的房子大～。＠画吵扰①z ～人｜把孩
子～醒了。＠圈争吵z 两人说着说着～了起
来i不要～，有话好好儿说。

另见 152 页 chao"

E吵架E chao;; j ia [1j!j] 剧烈争吵z 拌嘴～｜他俩

吵了一架。
E吵闹E ch凸onao 0 画大声争吵·～不休。＠

圆扰乱，使不安静：他在休息，不要去～。＠

厦望（声音）杂乱z 人声～。
E吵嚷E ch凸orang 画乱喊叫；乱哄哄地争吵2

一片～声。
E吵扰E ch凸or凸o 圈＠吵闹使人不得安静；打

扰：～你半天，很过意不去。＠〈方〉争吵。
E吵人E ch凸oren F回声音大而扰人2 机器噪声

太～O

E吵嘴E ch凸o;;zul 画争吵：俩人吵了几句嘴。

』.［；，r..... ch凸o 圈。烹调方法，把食物放在锅里
克Y 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炒菜时要先放些
汹z ～辣椒｜～鸡蛋｜糖～栗子｜～花生。＠炒

潮吵炒抄秒车 I ch6o - ch邑 I 155 I 

作①z ～地皮｜～股票J～楼花。＠炒作②z ～
新闻。＠〈方〉指解雇z 他让老板给～了。

肚如房E ch凸0矿fang 圈指倒买倒卖房产。

E妙凤E ch凸of岳ng 曰：炒作的风气：～盛行。
E妙肝JL] chaoganr l'Bl 食品，用猪肝、肥肠加大
蒜、黄酱等作料勾交始成。

肚如更E ch凸og岳ng （方〉圈指业余时间（多为

晚上）再从事别的工作挣钱。 二二二
[tj;股］ ch凸o;;g心圈指从事买卖股票活动：他王三三
炒了三年股。 雪重

E炒汇E ch凸O II hui lZlllJ 指从事买卖外汇活动。
[tj;货E chaohuo 圈市场上出售的干炒食品

（如瓜子、蚕豆、花生等）的总称。
U步家E ch凸ojia i每指专门进行倒买倒卖的人。
四、冷饭】 ch凸o l岳ngfan 比喻重复已经说过的

话或做过的事，没有新的内容。
[n!、安炒卖E ch凸om凸i-ch凸omoi 指转于买进

和卖出，从中牟利。

[tj;米E ch凸oml 圈。干炒过的或煮熟晾干后

再炒的米。＠蒙古族人民的日常食物，用煮
熟后再炒的康子米拌牛奶或黄油做成。

E炒面l ch凸omian ~O 煮熟后再加油和作料

炒过的面条儿。＠炒熟的面粉，做干粮，通常
用开水冲了吃。

E妙勺E ch凸osh6o r翻炒菜用的带柄的铁锅，形
状像勺子。

歌肚子E ch凸oshou ~指专门从事炒作的人。

E妙就鱼】 ch凸o y6uyu 就鱼→炒就卷起来，像
是卷铺盖，借指解雇。

肚扣作E ch凸ozuo 画＠指频繁买进卖出，制造
声势，从中牟利。＠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

而通过媒体反复做夸大的宣传：经过一番新
闻～，这位歌星名气大振。p 州0 （书〉炒熟的米粉~ （纱、啸）或酬σ

、

chao c ~么）

~I} choo O 喝一种像祀的农具，能把把过
也／的士块弄碎。＠圈用衫、整地z ～田。

些§（付） J 
车十 ch岳。圈有轮子的陆上运输工
（草）具z 火～｜汽～｜马～｜一辆～。＠利

用轮轴旋转的机具z 纺～｜滑～｜水～。＠画指
机器：开～j～间。＠画车削z ～圆 1～螺丝钉。
＠自费］用水车取水z ～水。＠〈方〉圈转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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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身体）：～过身来。 0 (Ch邑）圈姓。
另见 702 页 j口。

上古的车

E车把】 ch岳b凸 IBl 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等使
用时手握住的部分。

E车把址 ch岳b凸· shi ＜口〉圈赶大车的人。也
作车把势。

E车把势E ch岳b也• shi 同“车把式”。

E车帮E ch岳bang 圈卡车、大车等车体两侧的
挡板。

E车本E ch岳ben c～儿）圈机动车驾驶证的通

称。
E车标J chebiao 圈车上的标志，上面有文字、
图案等，多指汽车上的。

E车厂E ch岳ch凸ng 圈。旧时租赁人力车或三
轮车的处所。也叫车厂子。＠制造人力车或
三轮车的工厂。

E车场E ch岳ch凸ng 固＠集中停放、保养和修
理车辆的场所。＠铁路车站内按用途划分的
线路群。＠公路运输和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

一级管理机构。

E车程E ch岳cheng 圈车（一般指汽车）行驶的
路程（用于表示道路的远近）：从广州到深圳，
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

E车床E chechuang IBJ 金属切削机床，主要用

来加工内圆、外圆和螺纹等成型面。加工时工
件旋转，车刀移动着切削。

E车J欠J checi 圈列车的行车编号或长途汽车
行车的次第。

E车贷E ch岳dai ~以购车为目的，从金融机构

获得的贷款。
E车到山前必有路】 ch岳 dao shan qian bi you 

1u 比喻事到临头，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E车道E chedao 圈＠专供车辆（多指机动车）
行驶的道路。也叫车行道。＠公路或马路上
供汽车单行（hang）行驶的道路，车道与车道

之间有标志线：拓宽后的马路由原来的四～变

为六～。
E车队】 ch岳dui 圈＠成队的车辆。＠交通运

输部门的一级组织。
E车匪E chef岳l 圈在汽车、火车上进行抢劫等

犯罪活动的匪徒g ～路霸。

E车份JL) ch岳fenr ＜方〉圈旧时指租人力车、三

轮车等拉客的人付给车主的租金，现也指出租
车司机向所属公司交的租车费。也说份儿钱。

E车夫E ch岳tu 圈旧时指以推车、拉车、赶车或

驾驶汽车为职业的人。

E车工E ch岳gong 圈。用车床进行切削的工

种。＠做这种工作的工人。

E车公里E ch句。ngli E 复合量词。计算车辆
运行工作量的单位，1 辆车运行 1 公里为 1 车

公里。
E车轴辘） ch句。• ll』〈口〉圈车轮。

E车轮辘话E ch句。· luhua 圈指重复、絮叨的
话。

E车祸E ch岳huo IBl 行车（多指汽车）时发生的

伤亡事故。
E车技E cheji 圈＠杂技的一种，演员用特制的
车表演各种动作。＠骑自行车或驾驶汽车、
摩托车等的技术。

E车驾E ch岳iia 圈帝王坐的车，也用作帝王的
代称。

E车间E ch岳JiCin 圈企业内部在生产过程中完

成某些工序或单独生产某些产品的单位。
E车检E ch岳jian 圈指车辆管理部门定期对机
动车性能等方面进行查验。也叫验车。

E车库E ch岳ku 圈专门用来停放车辆的库房。

E车筐E ch岳kuang 圈装在自行车车把前面或

后架侧面，用来盛物品的筐子。

E车况】 ch岳kuang IBJ 车辆的性能、运行、保养
等情况。

E车辆J ch岳liang 圈各种车的总称。

E车裂］ ch岳lie 圈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用五

辆马车把人分拉撕裂致死。

E车流】 ch岳liu ~道路上像河流似的连续不断

行驶的车辆。
E车轮E ch岳lun 圈

安装在车上的
轮子，能够转动

使车行驶。也
叫车轮子。

E车轮战】

chelunzhan 圈

几个人轮流跟

一个人打，或几
车轮（ I日式的）

辐

辖



群人轮流跟一群人打，使对方因疲乏而战败，
这种战术叫车轮战。

E车马费］ chem凸tei t8l 因公外出时的交通费。
也指以交通费名义发的补贴。

E车貌】 chema。因车辆的外观。

E车门】 chemen tE 0 车上的门。＠大门旁
专供车马出入的门。

E车模】 ch岳m6 圈＠汽车模型。＠汽车模
特儿，多指在汽车展览中，配合汽车展示表演的

模特儿。

E车牌］ ch岳poi !Bl 车辆前部和尾部的金属牌，

上面标有车辆登记的地区和号码等。
E车棚】 ch岳peng IEJ 存放自行车等的棚子。
E车篷E ch岳peng 圈车上遮蔽日光、风雨等的

装置，用铁、木等做架，上盖布、皮等。
E车皮l ch岳pi 温铁路运输上指机车以外的车
厢（多指货车），一节车厢叫一个车皮。

E车前】 ch岳qi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

卵形，花淡绿色，结葫果。叶和种子可入药。
种子叫车前子（cheqi6nzD"

E车钱l ch岳qian 圈雇车或搭车所付的费用。
E车圈E ch问uan IEl 瓦圈。

E车容E ch岳r6ng 圈车辆的面貌（指是否整洁、

明亮等）。
E车身E chesh旬国车辆用来载人装货的部

分，也指车辆整体z ～宽，胡同窄，进不去｜～过
长，车库的门关不上。

E车市】 ch岳shi 圈买卖汽车等的市场。
E车手l ch岳shoL』圈参加赛车比赛的选子。
E车水马龙E ch岳shui-m凸long 车像流水，马像

游龙，形容车马或车辆很多，来往不绝。
E车速l ch岳SU IEl 0 车辆运行的速度。＠车
床等运转的速度。

E车胎E ch岳tai IBl 轮胎的通称。

E车条l ch岳tiao 圈辐条。
E车头E ch岳t6u 圈火车、汽车等车辆的头部，

特指机车。
E车位E ch岳wei 圈供汽车停放的位置。能停
放一辆汽车的位置称为一个车位。

E车险E ch岳XI凸n 圈与机动车有关的保险。

E车厢JC车箱） ch岳xiang 匮E 火车
载人或装东西的部分。

E车削E ch岳xiao 圈用车床进行金属切削。
E车行道E ch臼ingdao 函车道①（区别于“人

行道勺。

E车型E ch岳xing 圈车辆的类型或型号。

E车辙E ch岳阳an 画大军前部驾牲口的两根直

木。
E车载斗量】 ch岳zai-douliang 形容数量很多，

主~雪碎尺扯 I ch昌一 ch吕 I 1s1 I 

多用来表示不足为奇。
E车展：l ch岳zhan 画汽车制造厂商等为促销举

办的汽车展览。

E车站E ch岳zhan 画陆路茹匾运输线上设置的

停车地点，是上下乘客或装卸货物的场所。
E车照l ch岳zhao E冒准予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凭

证。

E车制 ch岳zhe 圈车辆经过后，车轮碾压道路

形成的凹下去的痕迹。

E车轴E ch岳zh6u 圈穿入车轮承受车身重量的
圆柱形零件。

E车主E ch岳zh凸圈。车辆的所有者。＠旧时
称经营车厂的人。

E车资E ch岳zi IBJ 车钱。

E车子E ch岳•zi 圈＠车（多指小型的）。＠自

行车。
E车组E ch岳z心画公共电、汽车或火车上负责

一辆车或特定运行任务的全体成员。

佯 ι ch岳见m页叫。
（悻）

眸 ι ch岳见下。
（睡）

E昨腑E ch岳zh岳圃显赫；厉害（多见于早期自
话）。

碎 I cha 见下。
（碑）

E碎明 ch饲白圈软体动物，介壳略呈三角形，
大的长达 1 米左右。生活在热带海底。

v 
che （~古）

尺 ch晶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切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2 ”。

参看 448 页【工尺1。
另见 176 页 chL

扯中 ch岳圃＠拉z 拉～｜没等他说
了擂）完，～着他就走。～开嗓子喊。＠

撕；撕下2 ～五尺布｜把墙上的旧广告～下来。
＠谈，多指漫无边际地闲谈或非正式地交谈g
闲～｜东拉西～｜咱们把开研讨会的事～～。

E扯自E ch岳11bai ＜方〉圈说假话。

E扯淡E ch岳；；don ＜方〉圃闲扯p胡扯。

E扯后腿E ch岳 hδutui 拖后腿。也说扯腿。

E扯访a ch勤hu凸ng 圈说谎。

E扯皮E ch岛pi 圈＠无原则地争论；争吵z 扯

了几句皮｜好了，我们不要～了，还是谈正题吧。
＠对该处理的事情互相推读z 由于几个部门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I 1ss I ch邑－ ch邑n I 扯彻诉掣撤澈敝绅梆拱琳琛琴填

E扯平E che;;ping 圈＠两相抵消，互不亏欠：

咱俩～了，谁也不欠谁。＠拉平s 项目组成员

贡献不同，奖金分配不能～。
E扯牒］ ch岳／／ 500 ＜方〉圈胡扯；瞎扯（骂人的
话）。

E扯腿E ch岳；； tuT 圈扯后腿。

E扯闲篇E ch岳 xianpiiin C～儿）谈与正事无关
的话；闲谈。也说扯闲天儿。

E扯闲天JL] che xiantianr 扯闲篇。

飞

che （才古）

-1.l;rt ，~， che 通；透g ～夜｜～骨｜响～云

f列 C1ftt）霄。
E彻查】 checha 画（对事故、事件等）进行彻底
调查g ～事故原因。

E彻底］（澈底） chedT Ifill 一直到底；深入而透

彻z 改正得很～ i～改变旧作风。
E彻骨E ch句心圈透到骨头里，形容程度极深2

严寒～｜～痛恨。
E彻头彻尾E chet6u-chew邑i 从头到尾，完完

全全g ～的谎言。
E彻悟E chewu 圈彻底觉悟；完全明白o

E彻夜E cheye E自由通宵；整夜z ～不眠。

诉 che ＜书〉裂开：天寒地～o

E诉裂E chelie ＜书〉［司裂开。
最H che 0 拽c zhuai ）；拉g ～肘。＠画拍：
三于·～签 l他赶紧～回手去。＠一闪而过．电

～雷鸣。
E掣肘l chezhou ［翻拉住胳膊，指阻挠别人做
事z 相互～，谁也做不成事。

撤 ch岳阳除去： ~J!R I 把障碍物～了
＠画退：～退｜～兵｜二连已经～下来了。

＠〈方〉巨型减轻（气味、分量等），～味儿｜～分
量。。（Ch自）圈姓。

E撤案E che;;an 圈撤销案件。
E撤编E che;;biiin 画撤销编制：部队奉命～，

他转业到地方工作。
E撤标l che;; biao 画撤回标书，不再招标或投

标。
E撤兵】 che;;blng 圈撤退或撤回军队。

E撤并E chebing 画撤销，合并（机构、单位等） : 
～营业网点。

E撤差l che;;chai ~旧时称撤销官职。
E撤除E chechu 画除去；取消z ～工事｜～代

表。
E撤防E chepfang ~撤除防御的军队和工事。

E撤换】 chehuan 圃撤去原有的，换上另外的

（人或物） ：～人选｜木料糟了的都得～。

E撤回E chehui 圈。使驻在外面的人员回来：

～军队｜～代表。＠收回（发出去的文件等）：
～提案。

E撤军】 che;; jun 画撤回军队。

E撤离E cheli 圈撤退；离开z ～现场｜～防地。
E撤免l chemiiin 圃撤销，免除（职务等）。

E撤市E cheshi ~撤出市场z 商场生意清淡，不
少摊位已经～。

E撤诉】 chesu 圈（原告）撤回诉讼。

E撤退E chetui E型（军队）从阵地或占领的地区
退出 n

E撤消E ch臼iiio 同“撤销”。

E撤销E chexiao 圃取消z ～处分｜～职务。也
作撤消。

E撤展】 che;;zhiin 画＠展览或展销结束后撤

下展品。＠撤销展览或展销。
E撤职l che;;zhi 圈撤销职务z ～查办｜科长因

违纪被撤了职。

【撤资l che;;zl 画撤销投资；撤出资金o

澈 che 水清：清～｜澄～。

E脚I'!;] chedT 见 158 页［彻底l 0 

瞰 che ＜书〉明嘉明晰

仁二二豆国E豆豆二：1

神阳〈口〉圈。如扯g ～面 i～着脖子
看｜皮筋儿越～越长。＠因突然或过度拉

伸使筋骨受伤z 胳膊～了｜猛的一回头，把脖子
～了。

E神面E ch岳nmion 圈用手持成的面条儿。

梆 M 酬｜（川机，地名剧南。

ι曲 ch岳n 同“神”。
:v飞另见 1297 页 ti 凸n 。

乡林 C 岳n 〈书〉＠止。＠善。
（淋）另见附页 Iino

琛 ch岳n 啪啦。

琴向怒”帅的又音。

填向＠怒；生气：～怒｜似～非～ i转～
为喜。＠对人不满z生人家的气；怪罪z

～怪。

E填怪E ch岳nguai 圈对别人的言语或行动表

示不满z f也～家人事先没同他商量。



E填怒） ch岳nnu 函’恼怒；生气。

E嚷着】 ch画n•zhe ＜口＞ I虱责怪：老奶奶～儿
女们不常来看她。

膜向〈书〉肿胀。

口舌f ch岳n （书〉发怒时睁大眼睛：～目而视。

町，、

, 
ch台n C 才17 ) 

臣 chen O 君主时代的官吏，有时也包括
百姓：忠～ l君～。＠官吏对皇帝上书或

说话时的自称。 8 (Ch岳的［量姓。

E臣服E chenfu （书〉画＠屈服称臣，接受统
治。＠以臣子的礼节侍奉（君主）。

E臣僚J chenliao l组君主时代的文武官员。
E臣民E chenmin 画君主国家的臣子和百姓。
E臣子】 chenzi 圈臣①②。

／（、 自 chen O 飞扬的或附在物体上的
主（犀）细小灰土：粉～｜吸～器1 － ~:f
染。＠尘世z 红～｜～俗。

E尘埃】 ch告n ’ ai 圈尘土＝桌面上满是～。
E尘埃落定E chen' ai-luoding 比喻事情有了结
局或结果z 世界杯小组赛～。

E尘暴】 chenbao i重沙尘暴。

E尘毒J chendu ~含有有毒物质的粉尘。
E尘肺E chenfei 圈职业病，由长期吸人工业生
产中的粉尘引起。表现为肺组织纤维化，弹性

减弱，劳动能力逐渐减退，并容易感染肺结核、
肺炎等。可分为硅肺、煤肺、石棉肺等。

E尘封E chenf岳『19 （！事搁置已久，被尘土盖满。

E尘垢E chengou I望灰尘和污垢。
E尘寰E chenhuan 圈尘世；人世间。
E尘芥］ chenjie 圈尘士和小草，比喻轻微的事

物。
E尘虑］ chenlu 圈指对人世间的人和事的思

虑z 置身此境，～全消。
E尘世E chenshi 圈佛教徒或道教徒指现实世
界，跟他们所幻想的理想世界相对。

E尘事E chenshi 圈世俗的事z 不问～。

E尘俗E chensu 圈＠世俗①z 这儿仿佛是另一
世界，没有一点儿～气息。＠〈书〉人间。

E尘土E chentu 画附在器物上或飞扬着的细

士。
E尘雾E chenwu 圈。像雾→样弥漫着的尘

土g 狂风怒吼，～弥漫。＠尘土和烟雾。

E尘器E chenxiao 圈人世间的纷扰喧嚣z 远离
~ 。

嗅膜膜臣尘辰沈沉 I ch臼一 chen I 159 I 

E尘烟l chenyan 画＠像烟一样飞扬着的尘

土z 汽车在土路上飞驰，卷起滚滚～。＠烟和
尘土z 炮声响过，～四起。

E尘缘l chenyuan 圈佛教称尘世间的色、声、
香、昧、触、法为“六尘”，人，l二、与“六尘”有缘分，受

其拖累，叫作尘缘，泛指世俗的缘分z ～未断。
I=吃 1 chen 圈地支的第五位。参看 421 页

凡儿 【干支l 0 

仨主2 chen O 日、月、星的统称：星～。＠古
凡儿代把一昼夜分作十二辰z 时～。＠时

光；日子：良～美景｜诞～。
仨兰3 Chen O 指辰州（旧府名，府治在今湖
儿儿南玩陵）：～砂。＠圈姓。

E辰光E chenguang ＜方〉圈时候。
E辰砂］ ch自nsha 函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HgS。

红色或棕红色，元毒。是炼、柔的主要矿物，也
用作颜料，可入药。因IB时湖南辰州府出产的
最有名，所以叫辰砂。也叫朱砂、丹砂。

E辰时】 chenshi ~旧式计时法指上午七点钟

到九点钟的时间。
E辰星E chenxlng 圈＠我国古代指水星。＠

古代指，心宿。

,) ~ chen 旧同“沉”。
vu 另见 1163 页 sh郎。

,',t;? ch在n 0 ~（在水里）往下落（跟“浮”相
!.JU Xf），石～大海。星～月落，旭日东升。＠
画物体往下陷z 地基下～。＠圈使降落g向

下放（多用于抽象事物）：～下心来卜住气。把
脸一～。＠幢（程度）深＝～醉｜～痛｜睡得很

～。＠圈分量重z 箱子里装满了书，很～。＠

圈感觉沉重（不舒服）：胳膊～｜头～。

E沉沉】 chenchen ~ 0 形容沉重z 谷穗儿～地

垂下来。＠形容深沉：暮气～。
E沉甸甸E chendiandian c口语中也读 ch自ndior下

dion)C～的）庄园状态词。形容沉重：装了～的

一口袋麦种。任务还没有完成，心里老是～的υ
E沉淀J chendian O 圈溶液中难溶解的固体
物质从溶液中析出。＠圈从溶液中析出的

难溶解的固体物质。＠圃凝聚，积累：情感

需要～，才能写出好诗｜过多的资金～对于流通
是不利的。

E沉浮】 chenfu 圈比喻起落或盛衰消长g 与世

～！宦海～。
E沉痛E chengu （书〉圈长久而难治的病，比喻
难以改掉的坏习惯。

E沉酣E chenhan ＜书〉圈指深深地沉浸在某
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z 睡梦～｜歌舞～｜～经
史。

E沉缓E chenhuan 圈。沉稳而缓慢或沉重而



竖立上 chen ｜沉

缓慢z 话语～｜步履～。＠中医指脉搏不易摸
到而且跳得缓慢＝脉象～o

E沉积E chenjl 画。水流、风等流体在流速减
慢时，所挟带的沙石、泥土等沉淀堆积起来。
＠指物质在溶液中沉淀积聚起来。＠某些
生物在生命活动中产生的物质堆积起来，如海

洋生物的遗体堆积等。＠沉淀，积聚（多用于

抽象事物）：文化～｜历史～。
E沉积岩】 chenjlyon 圈地球表面分布较广的

岩石，是地壳岩石经过风化后沉积而成的，多
呈层状，大部分在水中形成，如砂岩、页岩、石
灰岩等。其中常夹有生物化石，含有煤、石油
等矿产。旧称水成岩。

E沉寂］ chenji 圈＠十分寂静·～的深夜。＠

消息全无 z 音信～O

E沉降E chenjiang 画（地层、浮在气体或液体

中的物体）向下沉：地面～。
E沉浸】 chenjin 圈浸入水中，多比喻人处于某

种气氛或思想活动中：～在幸福的回忆中。
E沉静E chenjing ~画＠寂静z 夜深了，四周～
下来。＠（’性格、心情、神色）安静：平静：他性
情～，不爱多说话。

E沉痛E chenk岳〈书〉圈长久而严重的病：妙
手回春，～顿愈。

E沉雷l chenl岳i [El 声音大而低沉的雷。

E沉沦E chenlun ffillJ 陷入罪恶的、痛苦的境地：
不甘～｜～于浩劫。

E沉落】 chenluδo~ 下沉s落下：～下去的星

星。＠圃沉沦，低落：精神～。

E沉闷E chenmen 圈＠（天气、气氛等）使人感
到沉重而烦闷：会上没有人发言，空气很～。
＠（心情）不舒畅以性格）不爽朗。＠（声音）

低沉；不响亮：远处传来～的雷声。
E沉迷E chenmi 圃深深地迷恋z ～不悟 l～于
跳舞。

E沉绵E chenmian ＜书〉圃疾病缠绵，经久不
愈：～不起｜～枕席。

E沉酒E chenmi凸『， （书〉圈沉溺。

E沉没E chenmo 画没入水中2 战舰触礁～0落

日～在远山后面。
E沉默E chenmo O 圈不爱说笑：～寡言。＠
国不说话z 他～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去。

E沉溺E chenni 圈陷入不良的境地（多指生活
习惯方面），不能自拔z ～于酒色。

E沉潜E chenqian O 圈在水里潜伏；沉没：这
种鱼常～于水底。＠〈书＞~思想感情深沉，
不外露：～坚忍，处逆境而不馁。＠画集中
精神；潜心：他～在研究工作中，废寝忘食。

E沉睡E chenshui ~睡得很熟。

（｛冗思】 chensI ffillJ 深思 z ～良久 i敲门声打断了

他的～。

【沉痛】 chentong E匾。深深的悲痛：噩耗传

来，大家心情十分～。＠深刻而令人痛心的z
应该接受这个～的教训。

E沉稳】 chenw岳n 圈＠沉着；稳重z 举止～l这
个人很～，考虑问题细密周到。＠安稳z 睡得

。

E沉陷】 chenxian iz;画。地面或建筑物的基础

陷下去。＠深深地陷入．车子～在泥泞中。老
人～于往事的回忆里。

E沉香】 chenxiang 圈。常绿乔木，叶子卵形

或披针形，花白色。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木材质地坚硬而重，黄色，有香气，可入

药。＠这种植物的木材。 II 也叫伽（qt岳）南
香。

E沉雄】 chenxi6ng E国（气势、风格）深沉而雄
浑2 字体～浑厚｜歌声～悲壮。

E沉抑J chenyi E回低沉抑郁；沉郁z 心情～｜～
的曲调在深夜里显得分外凄凉。

E沉毅E chenyi ~国沉着坚毅z 稳健～的性格。
E沉吟E chenyin 圈。低声吟咏（文辞、诗句
等）．～章句。＠（遇到复杂或疑难的事）迟疑
不决，低声自语z 他～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

E沉勇】 chenyong 庄园沉着勇敢2 机智～。
E沉鱼落雁】 ch岳nyu-luoyan 《庄子·齐物论》z

“毛娼、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

之高飞，廉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
色哉俨’后来用“沉鱼落雁”形容女子容貌极

美。
E沉郁.J chenyu 圃低沉郁闷：心绪～。
E沉冤J chenyuan !Bl 难以辩白或久未昭雪的

冤屈：～莫白 i～得雪。
E沉渣E chenzha 圈沉下去的渣淳，比喻残存

下来的腐朽元用的事物z ～泛起。
E沉滞】 chenzhi ＜书〉圈迟钝；不灵活z 目光

。

E沉重E chenzhong 圈。分量大；程度深z ～

的脚步｜这担子很～ l 给敌人以～的打击。＠
（心情）忧郁，不愉快z 他这两天的心情特别～。

E沉住气］ ch岳n11 zhu qi 在情况紧急或感情激
动时保持镇静z 沉得住气 1 沉不住气 i别慌，千
万要～。

E沉着】1 chenzhu6 ~国镇静；不慌不忙g ～应

战 l勇敢～。
E沉着J' chenzhu6 圈非细胞性的物质（色素、
钙质等）沉积在机体的组织中。

E沉醉E chenzui ~大醉，比喻深深地沉浸在某
种气氛或思想活动中 g ～在节日的欢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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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3 （悚） Chen 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

淮阳一带。＠吕E 南朝之一，公
元 557 589 ，陈霸先所建。参看 936 页【南

北朝］ o .画］姓。
E陈兵E chenblng 圈部署兵力：～百万。

E陈陈相因E chenchen-xiangyln 《史记·平准

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国都粮仓里的米
谷，一年接一年地堆积起来。后用来指沿袭老
一套，没有改进。

E陈词滥调l chenci-landiao 陈旧而不切合实

际的话。
E陈醋l chencu 惶］存放较久的醋，醋味醇厚。

E陈放】 chenfang E到陈设；安放z 样品～在展

柜里。
E陈腐E chenf凸圈陈旧腐朽＝内容～｜打破～

的传统观念。
E陈谷子烂芝麻l chen g心·zi Ian zhl·m口比喻
陈旧的无关紧要的话或事物：老太太爱唠叨，

说的尽是些～。
E陈规E chengul IEl 已经不适用的规章制度；陈
旧的规矩·打破～｜～陋习。

E陈化粮］ chenhuali6ng 圈由于长期储藏质
量下降，不宜直接作为口粮食用的粮食。

E陈货E chenhuo 圈存放时间久的货物；过时
的货物。

E陈迹E chenji 画过去的事情z 历史～。

E陈酒l chenji凸圈＠存放多年的酒，酒味醇
厚。＠〈方〉黄酒。

E陈旧E chenjiu 圃旧的；过时的z 设备虽然有
点儿～，但还能使用｜～的观念应该抛弃。

E陈粮l chenli6ng 圈上年余存的或存放多年

的粮食。
E陈列E chenlie 画把物品摆出来供人看z ～

品｜博物馆里～着各个时代的艺术珍品。
E陈年E chenni6n 圃属性词。积存多年的：～

老酒｜～老账。
E陈酿E chenn iang IEl 陈酒①。
E陈皮E chenpi 圈中药上指晒干了的情皮，有

时也包括柑皮和橙皮。

E陈情E chenqing 圈述说理由、意见等s陈诉衷

情z 恳切～。

忱陈庚樨晨｜ ch岳n I 161 I 

E陈请】 chenqTng 圈向上级或有关部门陈述

情况，提出请求（含敬意）：～领导审定。
E陈绍E chenshao 圈存放多年的绍兴酒。

E陈设l ch自nshe O 圃摆设：屋里～着新式家

具。＠圈摆设的东西z 房间里的一切～都很

简单朴素。
E陈胜吴广起义E Chen Sheng Wu Guang QTyi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前
209 年，贫苦农民陈胜、吴广率戍卒九百人在
薪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起义，迅速得到

全国的响应。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
张楚。这次起义导致秦王朝的灭亡。也叫大
泽乡起义。

【陈世美E Chen Shim岳i 圈戏曲《侧美案》中的

人物，考中状元后喜新厌旧，被招为骑马而抛

弃结发妻子，后被包公处死。用来指地位提高
而变心的丈夫，也泛指在情爱上见异思迁的男

子。

【陈述E chenshu 画有条有理地说出·～理由｜

～意见。

【陈述句l chenshuju IEJ 述说一件事情的句
子，如“这是一部词典。”“今年年成很好。”在书
面上，陈述句末尾用句号。

【陈说E chenshuo [ll!)] 陈述：～利害｜～事件的

经过。

【陈诉E chensu 画诉说（痛苦或委屈）：～冤

情。

E陈套E chentao 圈陈旧的格式或办法：这幅
画构思新颖，不落～。

E陈言I cheny6n 圃陈述理由、意见等z 率直
~ 。

E陈言】2 cheny6n ＜书〉圈陈旧的话：～务去。

【陈账】 chenzhang 圈老账z 这些事都是多年

～，不必提了。

康 chen 'o ＜书〉屋字；深邃的房屋＠封
建时代指帝王住的地方，引申为玉位、帝

王的代称：～章（帝王写的文章）｜～衷（帝王的
心意）。

梅 chen 又 qi门圈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叶
子椭圆形，圆锥花序，没有花瓣，可放养白

蜡虫，木材坚韧，可制器物。树皮可入药，叫秦
皮。 :!Ji称白蜡树。

晨 chen O 早晨南时也泛指半夜以后到中
午以前的一段时间：清～！凌～｜～光。＠

(Ch岳的圈姓。

【晨:fill chenbao 画每天早晨出版的报纸。

【晨炊E chenchul ＜书＞ 0 ~I 早晨烧火做饭。
＠圈早饭。

【晨光E chenguang 圈清晨的太阳光＝～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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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62 I ch创 chen ［晨谋事鸟煌珍龄惨路衬疚此称僚趁

微。 I l衬裤E chenku 圈穿在里面的单裤。

E晨昏E ch函nhun ＜书〉圈早晨和晚上＝～定省 I l衬里E chenlT ＜～儿）圈服装的里子或衬料。
（早晨和晚上服侍问候双亲）。 ll衬料J chenliao 圈衬在服装面子和里子中间

E晨练E chenlian 画在早晨进行练习或锻炼：｜ 的用料。
参加～的老人，有的做气功，有的打太极拳。 I l衬领J chenlTng ~扣在外衣领子里面的领

E晨曦J chenxl t每晨光。 | 子，可随时摘下来洗涤。也叫护领。
E晨星E chenxlng 圈。清晨稀疏的星：寥若 I l衬裙E chenqun IBJ 穿在或衬在裙子或旗袍里
～。＠我国古代指日出以前出现在东方的金！ 面的裙子。
星或水星。 I l衬衫E chenshan IBJ 穿在里面的西式单上衣，

E晨钟暮鼓E chenzhong-mug心佛寺、道观早｜ 也可以单穿。
晚仪式。早上敲钟，晚上打鼓。现多比喻可以 I l衬托】 chentuo 画为了使事物的特色突出，
使人警觉醒悟的话。也说暮鼓晨钟。 | 把另一些事物放在一起来陪衬或对！U~ ：绿叶

、骨· ch岳n ＠〈书〉相信。 l 把红花～得更加鲜艳美丽。
予最（言甚、。1就）＠〈书〉圆的确：诚然。 I （衬衣E chenyl 圈穿在里面的单衣，也特指衬

8 cc怕的圈姓。 | 衫。
另见 1165 页仙台门。 I l衬映】 chenying 圃映衬①。

峰，向山L chen c～儿）〈方〉固小鸟。 I l衬字】 chenzi 画曲子在曲律规定字以外，为
字号（揭） I 了行文或歌唱的需要而增加的字。例如《白毛
，，.，甘 chen 古代一种可移动的火炉。 | 女》：“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括号内
J司在t I 的‘哪个”就是衬字。

v 

疚 chen 嘲热病，也泛指病z ～疾。

chen c 才Ly ) 跳山 chen ＜书〉小孩子换牙（乳牙脱
（毗）落，长出恒和。

L生 hen 〈书〉＠同“穆1 ”。＠混｜垂在步听d ch en 适合；相当z ～体｜～心｜对
掺（惨）浊2 ～赎（混浊不清）。 ｜孙（稿）～｜匀～。
口A ch品n 见下。
Jr.7 
(jf争蹲） ch岳nchuo ＜书〉圈肢行；~~跃o 也作

路蹲。

掺1 （磅、：碍）
掺2 （穆、：领）
E甚怕见下。

ch en 食物中杂有沙子。

参看 1499 页I牙掺］ o

ch岳n 丑g 难看。参看

512 页I寒掺］。

E路跨E ch晶nchuo 同“龄阵”。

、

chen c 才Ly ) 

、牛、、一 chen O 圈在里面或下面托上
例（椒）一层z ～上一酬。＠衬在里面
的z ～布 1～衫｜～裤。＠（～儿）圈附在衣裳、

鞋、帽等某一部分的里面的布制品：帽～儿｜袖

～儿。＠画陪衬s衬托z 绿叶把红花～得更好
看了。

E衬布E chenbu 圈缝制服装时衬在衣领、两肩

或裤腰等部分的布。

另见 163 页 ch邑ng; 171 页 cheng 。

E称身E chen;;shen 圈（衣服）合身。
E称体裁衣E chenti-caiyl 量体裁衣。

E称心】（趁心） chen;;xln E画符合心愿川、满意

足z ～如意。
E称愿E chen;;yuan 画满足愿望（多指对所恨

的人遭遇不幸而感觉快意）。
E称职】 chenzhi 圈。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

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行为与某种身份应
尽的责任相符z ～的父亲。
主 c en [2l!j] 旧时布施僧道z
示（假、 1嘲）～钱。
趁 ... . chen O ＜书〉追逐耐。＠因

（毡）利用（时间、机会）：～热打铁｜～
风起帆i～天还没黑，快点儿赶路吧。＠〈方〉

圃拥有：～钱｜～几头牲口。＠〈方〉圈富

有2 他们家特别～o
m便E chen;;bian 圃顺便z 你回家的时候，～

给我带个口信。
E趁火打劫E ch岳nhuo-d凸i ie 趁人家失火的时

候去抢人家的东西，泛指趁紧张危急的时候侵
犯别人的权益。

E趁机E chenjl 团利用机会z ～溜走。



E趁钱E chen;; qian （方〉司有钱·很趁几个

钱儿。
E趁热打铁E chenre d凸ti岳比喻做事抓紧时机，

加速进行。
E趁埔E chenshang ~趁着土壤里有足够水分

的时候播种。
E趁势】 che「ishi 圃利用有利的形势Cf；故某事）；

就势z 他晃过对方，～把球踢入球门。
E趁手l chenshou ＜方〉圃随手2 走进屋～把

门关上。
E趁心］ chen;;xln 见 162 页【称心1。
E趁早E chenz凸0 （～儿）圈抓紧时机或提前（采

取行动）：～动身｜～罢手。
..J."1: . _ chen 棺材·灵～0

4京（概）
主必h 、... chen 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
商贾（谶）预言、预兆：～语。
E谶纬E chenw岳l 圈谶和纬。谶是秦汉问巫
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

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之学。
E谶i吾E cheny心圈迷信的人指事后应验的

话。

• chen c ·才17)

怆 •chen 见5叫黝（胁。
（信）另见 126 页 cango

广丁丽丽J豆二二1

桂）叫见下。
（理） -

E程相Pl chengliu 圈落叶小乔木，校条纤弱下
垂，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花淡红色，结葫果。

能耐碱抗旱，适于造防沙林。也叫三春柳或红
柳。

璋叫见下

E玲玲l chengch岳ng （书〉匮育形容玉器相击
声、琴声或水流声。

［.！＇争珍U chengcong ＜书〉匮理形容玉器相击
声或水流声：玉佩～｜～的溪流。

工右，1 h岳ng 0 巨型叫；叫作z 自～｜
利＇ （稿）他足智多谋，人～智多星｜队员都
亲切地～他为老队长。＠名称·简～｜俗～。
＠说：～快｜～便｜连声～好。。赞扬：～叹｜

～赏！～许。 8 CCh邑ng）圈姓。

趁栋谶怆桂E争称 I ch告n ch邑门9 I 163 I 

称2（稿）
称3 （稿）

ch自ngo

ch岳ng 画测定重量：把这袋米

～一～。

ch岳ng ＜书〉举 g ～筋祝寿。

另见 162 页 chen; 171 页

E称霸E ch岳ngba 圃以霸主自居；倚仗权势，欺

压别人：～一方。
E称便】 ch岳ngbian 圈认为方便：公园增设了

快餐部，游客无不～。

E称兵E ch岳ngblng （书〉圈采取军事行动2 ～

犯境。

E称病E ch岳ngbing 画以生病为借口 z ～不出｜

～辞职。
E称臣E chengchen 固自称臣子，表示向对方

屈服，接受统治2 俯首～。
E称大】 ch岳ngda 圈显示自己的尊长地位P摆

架子＝他从不在晚辈面前～。
E称贷E ch岳ngdai 圈向别人借钱。

E称道E ch岳ngdao 圈称述；称赞Z 人人～｜这是
我应尽的责任，不足～O

E称孤道寡E ch岳nggu-daogua 古代君主自称

“孤”或“寡人气后用“称孤道寡”指妄以首脑自

居。

【称号】 ch岳nghao t8l 赋予某人、某单位或某事
物的名称（多用于光荣的）：荣获先进工作者
~ 。

【称贺l ch岳nghe 画道贺z 登门～。

【称呼E ch岳ng•hu 0 圈叫：你说我该怎么～

她？～大婶儿行吗？＠圈当面招呼或背后指
称用的表示彼此关系或对方身份的名称，如同
志、哥哥、王主任、李老师等。

E称绝】 chengjue 圃叫绝2 拍手～｜看了演员

的精湛表演，观众无不～。

【称快E ch岳ngkuai 圈表；j~快意：拍手～。

【称奇E ch岳ngqi 画认为奇妙：啧啧～。

E称赏’E ch岳ngshang R司称赞赏识z 老师对他

的作文很是～。

【称述】 chengshu 画面述说：晚会节目很多，无

法一一～。
【称说J chengshu6 圈。说话的时候叫出事

物的名称·他～着这些产品，如数家珍。＠
说；述说z 群众无不～这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E称颂E ch岳ngsong ~称赞颂扬z ～民族英雄｜
丰功伟绩，万民～。

【称叹E ch岳ngtan 圈赞叹g 连声～。

【称王称霸】 ch岳ngwang ch岳ngba 狂妄地以

首领自居，欺压别国或别人。也形容飞扬跋

雇，胡作非为。
E称谓E ch岳ngwei 圈人们由于亲属或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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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 过横杆。也作撑杆跳高。
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 I l撑门面E ch岳ng men•mian 撑场面。

E称羡］ ch岳ngxian [4j] 称赞羡慕：他们夫妻和 I l撑死】 ch岳ngsT ＜口〉国表示最大的限度；至

睦，令人～。 | 多2 这手表～值十块钱｜他的文化水平～也就

E称i射l ch岳ngxie 画道谢：病人对大夫连声｜ 小学毕业。
~ 。

E称兄道弟E ch岳ngxiong-daodl 朋友间以兄

弟相称，表示关系亲密。
E称雄E chengxi6ng 圈凭借武力或特殊势力
统治一方2 割据～。

E称许E ch岳ngxu 圈赞许：他做生意童支无欺，
深受群众～。

E称扬E chengy6ng mill 称赞s赞扬z 交口～o

E称弓11 chengyTn ＜书〉圈引证；援引（言语、事
例）。

E称誉E chengyu 圈称赞z 这部影片高超的拍
摄技巧，为人们所～。

E称赞E ch岳ngzan 圈用言语表达对人或事物
的优点的喜爱z 他做了好事，受到老师的～。

rhlt c 岳ng 怪子z ～田｜～干。
险（惶） <> 

E蛙干E ch岳nggiin 圈干的怪子肉。

E峰回］ ch岳ngti6n 1'81 福建、广东一带海滨养蛙

类的田。

E隆子］ ch岳ng•zi [BJ 软体动物，有两扇狭长的

介壳。生活在近岸的海水里。

铛…叫圈烙饼用的平底锅：饼
（锺）～。。
另见 260 页 diingo

儒叫〈书〉同“（c嗣9) 

掌叫〈书〉同‘6
另见 171 页 ch自『1g 。

。

土占 c en 〈书〉红色。
顺（旗、立起）
撑山巾口圈。抵住z 两手～着下

了撑）巴沉豆。＠用篱抵住河底使船
行进g ～船。＠支持：说得他自己也～不住，

笑了。。张开：～伞｜把麻袋的口儿～开。＠
充满到容不下的程度：少吃点儿，别～着！装得

连口袋都～破了。
E撑场面E ch岳ng ch凸ngmian 维持表面的排

场。也说撑门面。
E撑持E ch岳ngchi 圈勉强支持2 ～危局。

E撑杆跳高E chenggiin tiaogao 同“撑竿跳
高”。

E撑竿跳高E ch岳nggiin tiaogiio 田径运动项目

之－，运动员双手握住一根竿子，经过快速的
助跑后，借助竿子反弹的力量，使身体腾起，跃

E撑腰E cheng 11 yiio mill 比喻给予有力的支持：

～打气｜有群众～，你大胆干吧！

橙叫＠〈书〉支柱。＠用于人名，朱
拮楼，明孝宗。
另见 1274 页 tango

H曾 cheng 见下。
曰另见 132 页 c邑吨。

[P曾陈］ ch岳ngh6ng ＜书〉匮理形容钟鼓的声

音。

瞠叫〈书〉瞪着眼看z ～目。

E瞠乎其后l chenghuqihou 在后面干瞪眼，赶

不上。
E瞠目l chengmu ＜书〉圆眼直直地瞪着，形容

受窘、惊恐的样子：～以对 l～相视。
E瞠目结舌l chengmu-jieshe 瞪着眼睛说不出

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

cheng ＜才L)

成1 叫归完成；成功（跟“败”相对） : 
大功告～｜事情～了。＠成全z ～人之

美｜玉～其事。＠画成为；变为2 百炼～钢｜雪
化～水。＠成果；成就z 坐享其～ l 一事无～。

＠生物生长到定形、成熟的阶段：～虫｜～人。
＠已定的；定形的；现成的z ～规｜～见｜～例｜

～药。＠巨型表示达到一个单位（强调数量多

或时间长）：～批生产 l～千～万 i～年累月 1水

果～箱买便宜。＠圈表示答应、许可2 ～！
就这么办吧。＠圈表示有能力3 他可真～！
什么都难不住他。⑩（Ch岳ng）圈姓。

成2 叫川置十分之一叫一成2 九～
金｜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增加两～。

E成败】 chengbai 圈成功或失败：～利钝！～

在此一举。
E成本E chengb前圈产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
中所需的全部费用z ～核算。

E成本会计E chengb品n kuaijl 为了求得产品的
总成本和单位成本而核算全部生产费用的会
i十。

E成才E chengc6i 画成为有才能的人2 自学

～｜～之路。
E成材E cheng;;c6i 圈成为可以利用的材料，



比喻成为有才能的人＝树要修剪才能长得直，
孩子不教育怎能～呢？

E成虫E chengch6ng 圈发育成熟能繁殖后代
的昆虫，例如蚕娥是蚕的成虫，蚊子是二F立的
成虫。

E成堆E cheng叫uT ［到许多事物堆积或积累在
一起，形容数量很多·垃圾～｜问题～｜背上了
～的债务。

[5~法】 che门gf凸圈。已经制定的法规：恪守
～。＠现成的方法：依循～。

E成方】 chengfang c～儿）圈现成的药方（区别
于医生诊病后所开的药方）。

E成分】（成份） chengfen 圈＠指构成事物的
各种不同的物质或因素：化学～｜营养～｜减轻
了心里不安的～。＠指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
或llfl,j]t_ ：工人～｜他的个人～是学生。

E成页IJ che「1gfeng ［到形成风气：蔚然～。
E成服】I ChengfU ［到旧俗丧礼中死者的亲属
穿上丧服叫作成服z 遵礼～。

E成服】2 chengfu 哩制成后出售的服装2 该厂

年生产～12 万件。
[5lt个JLl chengger ［到＠生物长到跟成熟时
大小相近的程度z 呆子已经～了。＠泛指事
物具备一定的形状z 字写得不～。

E成功E chenggong 0 国获得预期的结果（跟

“失败”相对，下同）＝试验～了。＠回指事情
的结果令人满意：大会开得很～。

E成规E chengguT 函现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规
则、方法z 打破～。

E成果】 chenggu凸圈工作或事业的收获2 丰
硕～｜劳动～。

E成化E Chenghua 圈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
元 1465一1487 ）。

E成婚E cheng;;hun 圈结婚。

E成活E chenghu6 ~面培养的动植物没有在初
生或种植后的短时期内死去＝～率｜树苗～的
关键是吸收到充足的水分。

E成绩E chengji ［望工作或学习的收获g 学习
～｜～优秀｜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

E成家】1 cheng;; jia 圃结婚（旧时多指男子） : 

～立业｜姐姐出嫁了，哥哥也成了家。
E成家Y cheng;;jia ~成为专家：成名～。
E成家立业l chengj ia-liye 指结了婚，有了家业
或建立了某项事业。

E成见E chengjian 圈＠对人或事物所抱的固
定不变的看法（多指不好的）：消除～i 不要存

～。＠形成的个人见解s定见z 对每个人的能
力，她心里都有个～。

E成交E cheng 11 j iao 圈交易成功；买卖做成z

成 I cheng I 165 I 
拍板～｜展销会上～了上万宗生意。

Z成就E chengjiu O 函l 事业上的成绩z ～辉
煌｜巨大的～。＠画完成（多指事业）：～革命

大业。

E成句】 chengju ~前人用过的现成文句：“东

风压倒西风”是古人的～。

E成立】 chengli I刻。（组织、机构等）筹备成

功，开始存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主三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莘莘三
央人民政府～。＠（理论、意见）有根据，站得三三＝

住：这个论点理由很充分，能～。

E成例】 chengli rB 现成的例子、办法等：援引

～｜他不愿意模仿已有的～。
E成殆E chenglian ［福入殆。
E成龙配套J chengl6ng-peitao 配搭起来，成

为完整的系统：该产品的生产、销售、维修已经
～。也说配套成龙。

E成寐E chengmei ＜书〉圈入睡；成眠：难以

～｜夜不～。
E成眠E chengmi6n 圃入睡；睡着（ zh6o ）。

E成名E cheng;;ming 圃因某种成就而有了名

声：一举～。
E成命E chengming !Bl 已发布的命令、决定等：

收回～。

E成年】1 chengnian 圈指人发育到已经成熟

的年龄，也指高等动物或树木发育到已经长成
的时期 z ～人｜～树｜孩子已经～。

E成年】2 chengn ian ＜口〉圈整年z ～累月 1～

在外奔忙。
E成年累月】 chengnian l岳1yue 形容历时长久g

他～在田里劳作，非常辛苦。
E成品l chengpin 圈加工完毕，可以向外供应

的产品 3 ～粮。
E成品t由E ct、er、gpi『、VOL』瑾E原泊经提炼J

符合一定质量标准的油品。如汽油、煤油、柴
油、润滑油，也包括石油沥青等。

E成气候】 cheng qihou 比喻形成有影响的势

力或有成就，有发展前途（多用于否定式）：不

～｜成不了什么气候。
E成器E chengqi 圈比喻成为有用的人：孩子
～是父母的最大安慰回

E成千成万J chengqian-chengwan 成千上万。

E成千累万J chengqian-1副wan 成千上万。

E成千上万E chengq ian-shangwan 形容数量

非常多。也说成千累万、成千成万。

E成亲J cheng;;qTn 圃结婚的俗称。

E成趣】 chengqu 圈使人感到有兴趣，有意味z

湖光塔影，相映～｜信手拈来，涉笔～o
E成全】 chengquan 画帮助人，使达到目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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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
E成群l chengqun ［；！）］许多人或动物聚集成群
体z ～结伙｜三五～。

E成人E chengren O c -11-一）［；！）］人发育成熟 z 长

大～。＠圈成年的人g ～教育 i孩子怎能同～

相比？
E成人教育E chengren jiaoyu 通过职工学校、
夜大学、广播电视学校、函授学校等对成年人
进行的教育。

三三言 E成人之美E chengrenzhlm岳l 成全人家的好

事。
E成仁l chengren 画成就仁德，后指为正义事

业献出生命＝取义～。

E成日】 chengri 圃整天：～无所事事。
E成色E chengse 圈。金币、银币、首饰、器物

等所含纯金、纯银的量z 这对锡子的～好。＠
泛指质量：茶的～好，味也清香。

E成事E chengshi O C -11-一）画办成事情；成功：
～之后，定当重谢｜一味蛮干，成不了事。＠

〈书〉圈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说。
E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chengshl-buzu' baishi

-vouyu 指人极其无能，不能把事情办好，只
会把事情办坏。

E成书E chengshu O 圈写成书：《本草纲目》
～于明代。＠圈已流传的书。

E成熟】 chengshu O 画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

成，泛指生物体发育到完备的阶段。 8 lllil 发
展到完善的程度：我的意见还很不～｜条件～

了。

E成数】1 chengshu !Bl 不带零头的整数，如五
十、二百、三千等。

E成数T chengshu !Bl 一数为另一数的几成，

泛指比率z 应在生产组内找标准劳动力，互相
比较，评～。

E成说E chengshu6 圈现成的通行的说法：研

究学问，不能圆于～。
E成算E chengsuan 圈早已做好的打算：心有

～，遇事从容。
E成套】 cheng;;tao 画配合起来成为一整套：

～设备。

E成天】 chengtian ＜口〉圃整天z ～忙碌。

E成为E chengwei 圈变成·～先进工作者。
E成文l chengwen O 画现成的文章，借指老

一套＝抄袭～。＠国用文字固定下来，成为
书面形式：他的讲话已经整理～。

E成文法E chengwenf凸圈由国家依立法程序

制定，并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公布施行的
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等（跟“不成文法”相对）。

E成想】 chengxi凸ng 同“承想”。

E成像］ ch在ngxiang 圆形成图像或影像。

E成效】 chengxiao !Bl 功效；效果①：～显著｜

这种药防治棉呀虫，很有～。

E成心】 chengxln 圃故意2 ～捣乱！～跟他过

不去。
E成行】 chengxing 圈旅行、访问等得到实现＝

去南方考察月内可望～。

E成形】 chengxing 圈。自然生长或加工后而

具有某种形状：果实已经～｜浇铸～。＠医学
上指修复受到损伤的组织或器官：～手术。

＠医学上指具有正常的形状：大使～。
E成型E chengxing 圈工件、产品经过加工，成
为所需要的形状。

E成性】 chengxlng 圆形成某种习性（多指不

好的）：懒惰～｜流氓～。

E成宿】 chengxi心〈口〉［国整夜z ～侍候病人。
E成药】 ch自『igyao 圈药店或药房里已经配制

好了的各种剂型的药品。

E成也萧何，败也萧何E chengy臼iaoh岳， bai帅，

xiaohe 宋代洪迈《容斋续笔·萧何给韩信》：

“｛言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g今其死也，又出

其谋，故但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
借指事情的成败或好坏都是由同一个人造成
的。

E成夜】 chengye 圆整夜．成日～地忙工作｜～

不睡。

E成衣】 chengyl 圈制成后出售的衣服2 出售

的～开架让顾客挑选。

E成议】 chengyi 圈达成的协议：已有～。

E成因】 chengyln 圈（事物）形成的原因 z 海洋

的～｜探讨这一事变的～。
E成阴E chengyln 同“成荫”。

E成荫E chengyln 圈指树木校日十繁茂，形成树

荫z 绿树～。也作成阴。
E成语l chengyu 圈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

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

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
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
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
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

E成员】 chengyuan 画集体或家庭的组成人

员 g 家庭～｜协会～。
E成约2 chengyu岳圈已订的条约；己有的约

定z 违背～｜有～在先，谁也不能变卦。
E成章E chengzhang 圃＠成文章：下笔～｜出

口～。＠成条理z 顺理～。

E成长E chengzhang 画向成熟的阶段发展；生

长2 年轻的一代在党的亲切关怀下苗壮～。



E成竹在胸E chengzhu-zaixiong 见 1472 页

I胸有成竹1。
E成总、JL] chengzong r ＜口〉圈。一总2 这笔
钱我还是～付吧！＠整批地：用得多就～买，
用得少就零碎买。

亟叫＠古代辅助的宫剧。职z 府～｜
县～。 o (Cheng）圈姓。

[i区相E chengxiang 圈古代辅佐君主的职位
最高的大臣。
仁l cheng O 圃具有（某种形式）；呈现（某
二仨种颜色、状态）：果实～长圆形｜毛皮～暗

褐色。＠［司恭敬地送上去：谨～｜～上名片。
＠呈文：签～。 0 (Ch邑ng）圈姓。

E呈报E ch岳ngbao IZl国用公文报告上级g ～中
央批准。

E呈递】 chengdi 圃恭敬地递上：～国书｜～公
又。

E呈交E chengji6o 圈恭敬地交给·向公司～
调查报告。

E呈览E chengl创〈书〉阉呈阅。

E呈露E chenglu I司呈现．海水退潮，～出一片
礁石。

E呈请J chengqing 画用公文向上级请示：～
立案｜～院部核准。

E呈送E chengsang IZWI 恭敬地赠送或呈递z ～

礼品！～公函。
E呈文E chengwen 圈旧时公文的一种，下对

上用。
E呈现E chengxian 画显出；露出：到处～欣欣
向荣的景象｜暴风雨过去，大海又～出碧蓝的颜

色。
E呈献E chengxian ［量（把实物或意见等）恭敬
地送给（集体或敬爱的人）。

E呈阅E chengyue I到送上审l泪。
E呈正】 ch岳ngzheng ＜书〉圈敬辞，把自己的

作品送请别人批评改正。也作呈政。
E呈政E chengzheng 同“呈正”。

E呈子E cheng • z i IEl 呈文（多指老百姓给官府
的）。
怅… cheng ＜书〉触动： ~~o 

（根）
E怅触J chengchu ＜书〉圈＠触动。＠感动。

邸叫周朝国名，在今山东汶上北

.! ~ _,_ " che『19 ＠庄园（心意）真实z ～心
兢地（献）～意｜开～布公｜她的心很～。＠
〈书〉圈实在g的确：此人～非等闲之辈。＠
〈书〉画如果；果真2 ～如是，则相见之日可期。

0 (Ch岳ng）画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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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笃J chengd心晴诚实真挚：～君子。

E诚ij~J chengfu 阉真心地服从或佩服z 心悦
而～。

【诚惶诚恐】 chenghuang-chengkong 惶恐不

安。原是君主时代臣下给君主奏章中的套

语。
E诚恳J chengk岳n 圃真诚而恳切＝态度～｜言’

出肺腑，～感人。

【诚聘E chengpin 圃真诚地聘请；诚心招聘：

本公司～营销经理。
【诚补】 chengpu 圃诚恳朴实：为人～。

【诚然】 chengran O 圈实在z 他很爱那几只

小鸭，小鸭也～可爱。 oa重固然（引起下文转
折〉：文章流畅～f良好，但主要的还在于内容。

【诚如E chengru ＜书〉画确实如问：～阁下所

言。
E诚实E cheng·shi ~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指
好的思想行为）；不虚假z 这孩子很～，不会撒

谎。

【诚心】 chengxln 0 圈诚恳的心意：一片～。
＠庄园诚恳2 我们～向您求教。

【诚心诚意】 chengxln-chengyi 心意很真诚z

～向专家请教。

【诚信】 chengxin ~诚实，守信用：明礼～！生
意人应当以～为本。

【诚邀J chengy6o I通诚心邀请：～未婚青年

参加本次联谊活动。
E诚意E chengyi 南］真心：用实际行动来表示

~ 。

E诚挚J chengzhi 回诚恳真挚z 会谈是在～友

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承叫。托着；接着：～尘1～重。如
担：～印｜～制中西服装。－~客套话，

承蒙2 昨～热情招待，不胜感激。。继续s接

续2 继～｜～上启下｜～先启后。＠接受（命令
或盼咐） ：秉～｜～命。 0 (Ch邑ng）圈姓。

Z承办E chengban 圈接受办理：～土木工程 l
比赛由市体协和电视台联合～。

【承包E chengb6o [Zll)] 接受工程、订货或其他生
产经营活动并且负责完成。

E承保E chengb凸o 圈承担保险（责任）：～额。

E承保人】 chengb凸oren [1SJ 保险人。

E承尘E chengchen 圈。古代在座位顶上设
置的帐子。＠〈方〉天花板。

【承储E ch自『igch凸画承担储存（粮、棉

～库o
E承传E chengchuan 圈继承并使流传下去z

～文化遗产。

【承担E chengdan ~担负s担当：～义务！～责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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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承当E chengdang 画＠担当z ～罪责｜这事
我可～不起。＠〈方〉答应；应承：借车的事，
我已～了人家。

E承兑，］ chengdui ~国指汇票的付款人对汇票
金额承担付款义务。

E承乏E chengfa ＜书〉画谦辞，表示所在职位
三三三 因一时没有适当人选，只好暂由自己充任。
三王三三 E承付E chengfu ~到承担支付（费用）：～抚养
三三三F 费。

E承购E chenggou 圃承担购买z ～包销四亿

元国债。

E承：欢l chenghuan ＜书＞ r司迎合人意，博取欢

心，特指侍奉父母使感到欢喜z ～膝下。
E承继l chengji 圃＠给没有儿子的伯父、叔
父等做儿子。＠把兄弟等的儿子收傲自己的

儿子。＠继承z ～遗产。
E承建E chengjian 圈承担建筑任务；承包并修

建（工程），大厦由第三建筑公司～。
E承接E chengji岳圈。用容器接受流下来的
液体。＠承担g接受：本刊～广告｜～来料加
工。＠接续z ～上文。

E承揽E chengl凸n 画接受（对方所委托的业
务）；承担z ～土建工程。

E承蒙E chengmeng ［到客套话，受到＝～指点｜
～关照，十分感激。

E承命E chengming ＜书〉圈受命。
E承诺l chengnuo 画对某项事务答应照办：

慨然～。

E承平E chengping ＜书＞~ 太平：海内～o
E承前启后E chengqian-qihou 承先启后。

Z承情l cheng 11 qi ng 圈客套话，领受情谊：您
这样慷慨解囊，真是太承您的情了。

E承认l chengren 圈。表示肯定，同意，认可·
～错误。＠国际上指肯定新国家、新政权的
法律地位。

E承上启下E chengshang-qixia 接续上面的

并引起下面的（多用于写作等）。也作承上
起下。

E承上起下E chengshong-qixia 同“承上启
下”。

E承受E chengshou 圈＠接受；禁（jTn）受：～

考验l这块小薄板～不住一百斤的重量。＠继

承（财产、权利等） ：～遗产。
E承题E chengti 圈八股文的第二股，用三句或
四句，承接破题，对题目做进一步说明。参看
16 页［八股］ o

E承望E chengwang ~料到（多用于否定式，
表示出乎意外）：不～你这时候来，太好了。

E承袭E chengxi 圈。沿袭z ～旧制。＠继承

（封爵等） ：～衣钵｜～先人基业。
E承先启后E chengxian qihou 继承前代的并

启发后代的（多用于学问、事业等）。也说承前
启后。

E承想E chengxi凸ng 圈料想；想到（多用于否

定式，表示出乎意外）：不～！没～会得到这样

的结果 l谁～今天又刮大风呢！也作成想。
E承销l chengxiao [l;DJ 负责销售；承担销售任

务：～商。
E承修l chengxiu 圈承担修理、修建等z ～公

路。
E承印】 chengyin 画承担印刷z ～商标。

E承应】 chengying 圈应承。

E承允】 chengyun ~司承诺应允z 他也没多想，

便～下来。
E承运】 chengyun 画（运输部门〕承担运输业

务2 ～日用百货。

E承载E chengzai 圈托着物体，承受它的重量

。～人口压力。
E承重】 chengzhong 画承受重量（用于建筑物
和其他构件） 0

E承重孙.］ chengzhongsun 圈按宗法制度，如

果长子比父母先死，长孙在他祖父母死后举办

丧礼时替长子做丧主，叫承重孙。
E承转】 chengzhuan 画收到上级公文转交下

级，或收到下级公文转送上级。

E承租E chengzu 圈接受出租g租用 z ～人 1 ～

公房。
E承做l chengzuo 画承担制作：～各式男女服

装。

城叫旧城墙z ～外｜万里长～。＠
固城墙以内的地方z ～区 l东～。＠圈

城市（跟“乡”相对）：山～｜进～｜满～风雨｜连下

数～l～乡物资交流。＠指大型营业性场所z
商～｜服装～｜美食～。

E城堡E chengb凸o 圈堡垒式的小城。

E城池，］ chengchi 固城墙和护城河，借指城市z
～失守｜攻克几座～。

E城雕l chengdiao 圈安置在城市公共场所作
为城市象征或起装点市容作用的雕塑。

E城垛E chengduo 圈。城墙向外突出的部

分。＠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矮墙。也叫城垛
口、城垛子。

E城垛口】 chengduokou 圈城垛③。

E城防】 chengfang 函城市的防卫或防务z ～

巩固 i～工事。
E城府E chengf心〈书〉圈城池和府库，借指人

的心机z ～很深l胸无～（为人坦率）。



E城根】 chengg岳n C～儿〉圈指靠近城墙的地

方。
E城关E chengguan 圈指城外靠近城门一带。

E城管J chengguan IEJ O 城市管理z ～部门。

＠指城市中承担管理市容市貌等职责的工作
人员。

E城郭E chengguo 圈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

指外城的墙），借指城市。
E城壤E chenghao 圈护城河。

E城隐】 chenghuang 圈＠〈书〉城墙和护城
河，也可单指城墙或护城词。＠迷信传说中
指主管某个城的神。

E城际E chengji ［回属性词。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列车｜～交流。

E城建】 ch岳ngjian IEl 城市建设：～规划。
E城郊】 chengjiao 圈城市周围附近的地区。

E城楼E chengl6u 圈建筑在城门洞上的楼。
E城门失火，殃及池鱼J chengmen-shihu凸， yii咱－

ji-chiyu 城门着了火，大家都用护城河的水

救火，水用尽了，鱼也就干死了。比喻因牵连
而受祸害或损失。

E城墙E chengqiang 圈古代为防守而建筑在

城市囚周的又高又厚的墙。

E城区】 chengqu 圈城里和靠近城的地区（区
别于“郊区勺。

E城阙】 chengque ＜书〉圈。城门两边的望

楼。＠宫阙O

E城市】 chengshi 坦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

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城市病E chengshibing 圈＠指城市因人口
集中、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规划布
局不尽合理等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久
居城市而导致的身心疾病。｜｜也叫都市病。

E城市贫民E chengshi pinmin 旧时称城市居
民中无间定职业，依靠自己劳动而生活贫苦的

人。
E城市热岛效应E chengsh i red凸o xiaoying 指

城市气温高于郊区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城市工厂及车辆排热多，人口密度
大，建筑物密集，地面干燥，J}c分蒸发少等。简

称热岛效应。
E城市铁路】 chengshi ti岳1u 城市公共交通所

使用的铁路，包括市郊铁路和市内铁路等。简

称城铁。

E城铁E chengti岳圈城市铁路的简称。
E城下之盟E chengxiazhlmeng 因无力抵抗到

了城下的敌军而跟敌人订的盟约，泛指被迫签

订的条约（多指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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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城厢】 chengxiiing [El 城内和城门外附近的

地方。

E城垣E chengyuan ＜书〉圈城墙。

E城镇】 chengzhen 圈城市和集镇：～居民。

E城镇化】 chengzhenhua 圈使农村人口逐步

向城镇转移，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
人口和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的过程。

展叫圈姓
成叫古代藏书的屋子：皇史～（明清皇

家档案库）。
城 cheng ＜书〉一种玉。

埋1叫脚cheng) EH 0 

E叫呵坛子。

展 Cheng 酬。
另见 1175 页 sheng 。

乘1 3n ＠圈借助交
（头秉、并秉）通工具或牲畜出行；坐2

～船 l～马｜～火车。＠［到利用（机会等） :~ 

势｜～胜直追。匾叠，口语里多说“趁”cheno
＠（旧读仙台ng）佛教的教义大～｜小～。＠

CCh岳ng）圈姓。

乘2 heng 画进行乘法运
（荣、祷褒）算机和胁。
另见 1175 页约占ngo

【乘便E chengbian llW 顺便（不是特地）·请你
～把那本书带给我。

睐除】 chengchu 圈＠乘法和除法，泛指计

算。＠〈书〉指世事的消长盛衰。
E乘法E chengf凸圈数学中的一种运算方法。

最简单的是数的乘法，即几个相同数连加的简
便算法。如 2 + 2 + 2 + 2 + 2 ,5 个 2相加，就
是 2乘以 5，或者说是 5乘 20

【乘方J chengfang O 圃求一个数自乘若干
次的积的运算，如数α 自乘 3 次（ a × G × a ） ，就
是“的 3 次乘方，写作 α3o81EJ 一个数自乘

若干次所得的积。也叫乘幕。
目E风破1良E chengf岳ng-polang 《宋书·宗主运

Cque）传》：“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现比喻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也形容事业迅猛地向前
发展。

E乘机】 chengjl 圃利用机会：～逃脱｜～反扑。
E乘和a chengjl 圈乘法运算中，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数相乘所得的数，如 2 × 5 = 10 中， 10 是

乘积。简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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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乘警l chengjlng [BJ 列车上负责治安保卫工

作的警察。
眼客】 chengke 圈搭乘车、船、飞机等交通工
具的人。

E乘凉l cheng;;li6ng 国热天在凉快透风的地

方休息：在树下乘了一会儿凉。
E乘幕E chengmi 圈乘方②。

王睐人之 ch岳ngre
时｛莫去侵害人家。

E乘时E chengshi 圃利用时机：～而起。
白是势E chengshi O 画利用有利的形势（做某

事）；就势z ～进击。＠〈书〉圈凭借权势：～

欺人。
曰主务E chengwu 圈指车、船、飞机等交通工
具上为乘客服务的各种事务：～员｜～组。

E乘务员E chengwuyu6n 圈从事乘务工作的

人员。

E乘隙】 chengxi llffi 利用空子；趁机z ～逃脱｜
～休整。

E乘兴】 chengxing 圃趁着一时高兴g ～而来，

兴尽而返。

目是虚E chengxu 圃趁着空虚z ～而入。

睐员E ch er】gyL』6n 圈乘车、船、飞机等交通工
具的人员。

睐载】 chengzai 圈。承受物体重量z 大地

～万物。＠乘坐运载：这种旅行车可以～二
十人c

E乘坐l chengzuo 圈坐（车、船、飞机等）：～火

车｜～飞机。

三E cheng ＜书〉美玉。

盛叫圈。把东西放在容器里＇ ~i:ffi.I
缸里～满了水。＠容纳2 这间屋子小，～

不了这么多东西。
另见 1175 页仙台ngo

阻器E ch自ngqi 圈盛东西的器具。

缄…叫用于人名。
（锁）

程叫。规矩桔则z 章～｜～式。如
序z 议～｜课～。＠（旅行的）道路；一段

路z 启～｜送你一～。。路程s距离2 里～碑｜
射～｜行～。＠衡量g估量2 计日～功。＠
CCheng）圈姓。

E程度E chengdu 圈＠文化、教育、知识、能力

等方面的水平：文化～｜自动化～。＠事物变
化达到的状况z 天气虽冷，还没有到上冻的～｜
他的肝病已恶化到十分严重的～。

E程控E chengkong ~属性词。用程序控制
的z ～设备｜～电话。

E程门立雪E chengmen-lixu岳宋代杨时在下雪
天拜渴著名学者程颐，程颐膜目而坐，杨时不
敢惊动，在旁站立等待。程颐醒来，门前积雪
已经一尺深了（见于《宋史·杨时传》）。后来用

“程门立雪”形容尊师重道，恭敬求教。
E程式】 chengshi 圈。一定的格式z 公文～｜

表演的～。＠指程序，安排2 会议～。
E程限E chengxian ＜书〉圈＠程式和限制z 创

作是没有一定的～的。＠规定的进度2 宽其

～｜读书日有～。
E程序E chengxu 圈。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2

工作～｜会议～。＠指计算机程序。

E程序法】 chengxuf凸画为保证实体法所规定

的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实现而制定的
法律。可以分为立法程序法、行政程序法和司
法程序法（即诉讼法）（跟“实体法”相对）。

E程序控制l chengxu kongzhi 通过事先编制

的程序实现的自动控制。广泛应用于控制各

种生产和工艺加工过程。
E程子E cheng·zi ＜方〉置一段时间：这～f也很

忙｜到农村住了一～。
;1t-.=: cheng O 处罚：～罚｜～一傲百｜
1-&C偿）～恶扬善。＠警戒z ～前脱。
E惩办l chengban 圈处罚：严加～。

E惩处E chengchu 副处罚：依法～。

(J;恶恶、扬善】 cher明’岳阳.y6ngshan 惩治邪恶，褒

扬善良z ～，树立正气。

E惩罚E chengf6 画处罚z 从重～｜无论是谁，

犯了罪都要受到～。

E惩戒E chengjie ［茵通过处罚来警戒。
E惩前放后E chengq i6n-bihou 吸取过去失败

的教训，以后小心，不致重犯错误（撑z 谨慎川、
d心）。

E惩－戒百E chengyl-jiebai 惩一傲百。

E惩）傲百E chengyl-jTngbai 惩罚少数人以警

戒多数人。也作惩一警百。也说惩一戒百。
(f~ →警百E chengyl jTngb凸l 同“惩一傲百”。

E惩艾l chengyi ＜书〉画惩戒：惩治。

E惩治E chengzhi ［到惩办z 依法～l～罪犯。
主口 cheng ＜书〉光着身子。
'l::i立另见 171 页 ch昌吨。

滕川叫〈方〉圈田间的土埂子：
（喔）田～。

醒叫〈书〉喝醉了神志不清。

激叫＠见口。页“澄飞＠用于人名，
吴大激，清代文字学家。

凸世八… ch en口＠（水）很清：～澈。
在主（6＊激）＠后青明；使清楚2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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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276 页 de吨。

E澄碧E chengbi [fill 清而明净z 湖水～。
E澄澈】（澄彻） chengche ~清澈透明：溪水～
见底。

E澄净］ chengjing ~清澈而干净z 溪水～｜天
空～无云。

E澄清E chengqTng ＠回国（水、天空）清亮＝湖
水碧绿～。＠国使混浊变为清明，比喻肃清
混乱局面：～天下ο ＠圈弄清楚（认识、问题
等） ：～事实。

另见 276 页 d自ng;;qTng 。

E澄莹］ chengying 圈清亮z 雨后，月亮更显得

～饺洁。

’隘 ch~ng ＜书〉平；平均
橙叫＠圈常绿乔木或灌木，叶子椭圆

形，果实圆球形，多汁，果皮红黄色，味道
酸甜。＠画这种植物的果实。＠红和黄合
成的颜色。

E橙红］ ch自ngh6ng I回像橙子那样红里带黄的
颜色。

E橙黄E chenghuang 圃像橙子那样黄里带红

的颜色。
E橙子E cheng·zi IEl 橙树的果实。

" cheng ＜才L)

、仁主 ch品ng 0 圈显示（自己的才能、威风
Aξ三等） ；夸耀2 ～能｜～威风｜～英雄。＠实现

意愿；达到目的（多指坏事）：得～。＠圈纵
容；放任z ～性子。

E逞能E ch晶ng;;neng 画显示自己能干z 别太
～了 i不是我～嗯一天走个百把里路不算什么。

E逞强E ch昌ng;;qiang 画显示自己能力强g ～
好胜｜你一个人搬不动．别～了！

E呈性］ chengxing 画逞性子：～妄为｜孩子爱

在父母面前～o
E逞性子】 ch邑ng xing • zi 放任自己的性子，不

加约束。
E逞凶］ ch昌ngxiong 画面做凶暴的事情s行凶 z

暴徒～。
百由时占 ch岳ng 0 （马）跑z 驰～。＠放

号号（，~）开z ～怀｜～目。
E骋怀E ch昌nghuai ＜书〉圈开怀z ～痛饮。

E骋目】 ch岳ngmu ＜书〉画放眼往远处看2 凭

废 Cheng O ii地名，在今江苏丹阳东。＠
国姓。

、口 cheng 古代的一种对襟单衣。

1：工另见 170 页 cheng 。

飞

cheng C ~L) 

在J1 cheng I蜀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有杆

’ l I 秤、地秤、台秤、弹簧秤等多种。专指杆秤。
E秤锤E chengchui 圈称物品时用来使秤平衡王军雪
的金属锤。 毛雪三

E秤杆E chengg凸n （～儿）圈杆秤的组成部分，

多用木棍制成，上面镶着汁量的秤星。
E秤钩E chenggou 巨型杆秤上的金属钩子，用来
挂所称的物体。

E秤毫E ch岳nghao IEJ 杆秤上手提的部分，条状

物，多用绳子或皮条制成。

E秤花E chenghua ＜方〉圈秤星。

E秤纽E chen~ni心圈秤毫。
E秤盘子】 chengpan·zi 圈秤上的盘子，一般用

金属做成，用来盛（ ch自ng）所称的物品。
E秤陀E chengtu6 ＜口〉圈秤锤。
E秤星E chengxTng C～儿）圈镶在秤杆上的金

属的小圆点，是计量的标志。参看 423 页【杆

秤l 0 

1比，~ cheng 旧同“秤”。
积扒手再）另 Ii 162 页 ch们 163 页

ch邑ng 。

尝 cheng ~o 斜柱。＠（～儿）桌椅等腿
中间的横木。
另见 164 页 ch邑ngo

chic 才）

nJ--1 】」 chi 0 圈把食物等放到嘴里
吃川赘噢）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 : 
～饭｜～奶｜～药。＠画依靠某种事物来生

活·～劳保｜～老本｜靠山～山，靠水～水。＠
画吸收（液体）：这种纸不～墨。＠屋国消灭

（多用于军事、棋戏） ：～掉敌人一个团｜拿车
。ω～他的炮。＠医国承受；禁受z ～得消 1 ～

不住。＠圃受g挨2 ～亏｜～惊｜～批评。＠
耗费z ～力｜～劲。＠面被（多见于早期白
话） ：～他耻笑。

吃2 chi 见 749 页1口剧。

E吃白饭E chr baifan O 吃饭时光吃主食不就
菜。＠吃饭不付钱。＠只吃饭而不干活儿
（多指没有工作），也指寄居别人家里，靠别人

生活。



172 chT 吃

E吃自食】 chT baishi ＜方〉白吃别人的饭食等。
E吃闭门羹l chi bimeng岳ng 被主人拒之门外

或主人不在，门锁着，对于上门的人叫吃闭门

羹。
E吃瘪E chTbi岳〈方〉圈。受窘；受挫z 当众～。

＠被迫屈服；服输。

E吃不Hill ch T • bufu &ll 不习惯于吃某种饮食－
~兰兰 生冷的东西我总～。

三王三 E吃不开］ chi· bukai 圃行不通；不受欢迎z 你
二二二 这老一套现在可～了。

E吃不来E chi· bulai 画不喜欢吃；吃不惯z 辣
的可以，酸的我～。

E吃不了，兜着走E chT•bu Ii凸o.dou•zhe zoL』

〈口〉指出了问题，要承担一切后果：主意是你
出的，出了事儿你可～！

E吃不消】 chT•buxiao 画不能支持；支持不住；

受不了 z 爬这么高的山，上年纪的人身体怕～｜
这文章写得又长又难懂，真让看的人～。

E吃不住］ ch T • buzhu rnID 承受不起；不能支持：

机器太沉，这个架子恐怕～。
E吃长斋］ chi changzhai 信佛的人长年吃素，

叫吃长斋。
E吃吃喝喝E chichi闹闹圈吃饭喝酒，多指以
酒食拉拢关系。

E吃醋E chT;;cu 圈产生嫉妒倩绪（多指在男女

关系上） 0
E吃错药】 chi cuo yao 指言行举止不太正常

或有违常理（挖苦人的话）。
E吃大锅饭l chi daguofan 比喻不论工作好
坏、贡献大小，待遇、报酬都一样。

E吃大户】 chi dahu 0 旧时遇着荒年，饥民团
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
＠指借故到经济较富裕的单位或个人那里吃
喝或索取财物。

E吃刀J chTdao 圈切削金属时刀具切人工件z
～深浅要适宜。

E吃得开E chT•dekai E固行得通p受欢迎z 他手
艺好，又热心，在村里很～。

E吃得来】 chi· delai 圈吃得惯（不一定喜欢

吃） ：牛肉我还～，羊肉就吃不来了。
E吃得消】 chT•dexiao 画能支持乡支持得住s受

得了 g 一连几天不睡觉，人怎么能～！
E吃得住】 chi· dezhu l§IJl 承受得住g能支持z 这

座木桥过大卡车也能～。
E吃豆腐】 chi dou· fu ＜方〉＠调戏（妇女）。＠
拿某人开玩笑或调侃叫吃某人的豆腐。＠旧
俗丧家准备的饭菜中有豆腐，所以去丧家吊唁
吃饭叫吃豆腐。也说吃豆腐饭。

E吃豆腐饭E chi dou• fufan ＜方〉吃豆腐③。

E吃独食E chi dushi c～儿）＠有东西自己一个

人吃，不给别人。＠比喻独占利益，不让别人
分享。

E吃饭E chT;;fan 圈指生活或生存z 靠打猎～

（以打猎为生）。
E吃干饭E chi ganfan 光吃饭不做事，多用来指

人无能或元用z 你别小瞧人，我们也不是～的。

E吃功夫］ chi gong· fu 耗费精力g用功力z 编

词典可不容易，那是个～的活儿。
E吃挂络］ chi gualao 同“吃挂落”。

E吃挂落J chi gualao c～儿）〈方〉受连累：你捅

了类子，害得大伙儿都跟着～。也作吃挂络。
有的地区说吃挂误。

E吃挂误E chi guawu ＜方〉吃挂落。
E吃官司E chi guan•si 指被人控告。

E吃喝JL] chTh岳r ＜口〉圈指饮食z 大城市里物

价高，～不便宜。
E吃后悔药E chi houhuiyao 指事后懊悔。
E吃皇粮】 chi huangliang 指在政府部门或靠

国家开支经费的事业单位任职。
E吃回扣E chi huikou 采购物品或代卖主招揽
顾客的人向卖主收取或索要一定份额的交易

所得。
E吃回头草E chi huit6uc凸o 比喻重又做以前放

弃的事情。

E吃货l chThuo O c -11一）圈用现金买人货物。
8 （－／／－）画进货②。＠固指光会吃不会做
事的人（骂人的话）。

E吃紧］ chTjin 圈＠（情势）紧张z 形势～｜银根

~ l PR下正是农活儿～的时候。＠重要s紧要z
这事我去不去不～，你不去可就办不成了｜先
把那些～的地方整修一下，其他的以后再说
吧。

E吃劲E chTjin 0 ( -11 ）（～儿）圈承受力量＝他

那条受过伤的腿走路还不～ l肩上东西太重，我
可吃不住劲儿了。＠（～儿） lmJ 费劲；吃力：他
挑百八十斤也并不～。＠〈方〉圈感觉重要

或有关系（多用于否定式）：这出戏不怎么样，

看不看不～。

E吃惊E chT;;jTng 圈受惊2 令人～｜大吃一惊。

E吃空额E chi kong毛主管人员向上级虚报人
数，非法占有虚报名额的薪饷等。也说吃空

饷。
E吃空饷E chi lφngx1凸ng 吃空额。

E吃口E chTkou 圈＠家庭吃饭的人：他家里～

多，生活比较困难。＠吃到嘴里的感觉＝面包
～松软｜这种梨水分少，～略差。＠牲畜吃食

物的能力 2 这头牛～好，朦力足。
E吃苦E chT;;ku 圈经受艰苦z ～耐劳｜～在前，



享乐在后。
E吃亏J chi;;kul 画画＠受损失g 决不能让群众
～｜他吃了不少亏。＠在某方面条件不利＝这
场球赛，他们吃了经验不足的亏，否则不会输。

E吃老本】 chi l凸oben c～儿）原指消耗本金，现
多比喻只凭已有的资历、功劳、本领过日子，不
求进取和提高。

E吃里扒外】 chIii -paw a i 同“吃里爬外”。

E吃里爬夕阳 chlli-pawai 受着这一方的好处，
暗地里却为那一方尽力。也作吃里扒外。

E吃力E chili 圈＠费力z 爬山很～ l～不讨好。
＠〈方〉疲劳z 跑了一天路，感到很～。

E吃派饭E chi p<lifan 临时下乡的工作人员到
当地安排的农户家吃饭。

E吃偏饭E chi pianfan O 在共同生活中吃比
别人好的饭食。＠比喻得到特别的照顾g 老
师利用周末给几个学习吃力的同学～。｜｜也说
吃偏食。

E吃偏食】 chi pianshi 吃偏饭。
E吃枪药E chi qiangyao ＜口〉形容说话火气
大，带有火药味儿z ～啦，冲我发这么大火儿！

E吃青】 chlqlng 圈庄稼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收

下来吃（多在青黄不接食物缺乏时）。
E吃请E chlqing 画接受邀请（多指对自己有所

求的人的邀请）去吃饭2 ～受贿。
E吃食E chi· shi ＜口〉圈食物。
E吃水J chlshui 0 圈取用生活用水z 高山地
区～困难。＠圈吸取水分z 这块地不～l和面
时玉米面比白面～。＠〈方〉圈供食用的水
（区别于洗东西用的7扣。＠圈船身入水的深
度。

E吃素J chlsu 画。不吃鱼、肉等食物。佛教
徒的吃素戒律还包括不吃葱蒜等。＠指不杀
伤（多用于否定式〉：你敢捣乱？告诉你，我的
拳头可不是～的。

E吃透E chl;;tou 圈理解透彻z ～会议精神｜这
话是什么意思，我还吃不透。

(P乞瓦片JL] chi w凸pianr 指依靠出租房子生
活。

E吃闲饭】 chi xianfan 指只吃饭而不做事，也
指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2 两个孩子都工作
了，家里没有～的了。

E吃现成饭】 chi xianchengfan 比喻自己不出
力而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

E吃香E chlxiang ＜口〉圈受欢迎z受重视z 这
种产品在市场上很～｜手艺高超的人在哪里都～。

E吃相E chlxiang 圈吃东西时的姿态神情z ～
不雅｜～难看。

E吃小灶］ chi xiaozao c～儿）吃小灶做的相对

吃都哧腔鸥｜ chi 口生」
较好的饭食，比喻享受特殊照顾：学校准备在
考试前给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E吃心E chl;;xln ＜方〉圈疑心s多心2 我是说他
呢，你别～！事情既然和你没关系，你吃什么

'"''? 
E吃鸭蛋E chi yadan 指在考试或竞赛中得零
分（含诙谐意）。

E吃哑巴亏E chi y凸· bakul 吃了亏元处申诉或

不敢声张，叫吃哑巴亏。
E吃一室，长→智E chi yl qi巾， zhang yi zhi 
受一次挫折，长一分见识。

E吃斋E chi;;zhai 圈。吃素①z ～念佛｜吃长
斋。＠（和尚〉吃饭。＠（非出家人）在寺院吃
饭。

E吃重E chizhong O 圈（所担负的责任）艰巨 z

他在这件事上很～。＠圃费力g 搞翻译，对我

来讲，是很～的事。＠圈载重2 这辆车～多
少？

E吃准E chi;;zhun rn国认定g确认z 吃不准｜吃得
准｜他～老张过几天就会回来。

E吃嘴E chizui ＜方） 0 ( －／／－）圈吃零食。＠
l1I2J 贪吃；嘴馋。

E吃罪E chizui 圈承受罪责z ～不起。

都 Chi 酬
另见 1399 页 Xi。

哧 chi 酣形容笑声或撕裂声等z ～的一
声撕下一块布来｜～～地笑。

E哧溜J chiliu 理固形容迅速滑动的声音：～

一下，滑了一跤。
腔 chi 见 9叫酬。

鸥 ι chi 古书上指酬。
（脂）

E鸥尾E chiw岳l 函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陶制
装饰物，形状略像鸥的尾巴。

E鹏吻E chiw岳n IBJ 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陶制

装饰物，最初的形状略像鸥的尾巴，后来演变

为向上张口的样子，所以叫鹅吻。

鸥尾 鸥吻



I 174 I chT- chi I 鸥虽缔鸡哆答瓶擒嗤痴娼摘魅池弛

E鸥鸦E chTxiao 圈鸟，头大，嘴短而弯曲。吃｜ 不能实现的痴心的想法。
鼠、兔、昆虫等小动物，对农业有益。种类很 I l痴笑E chTxiao 面｜傻笑。

多，如锵鹊、猫头鹰等。 I l痴心E chixin O 圈沉迷于某人或某种事物
虽制〈书〉调；他 | 的心思：一片～。＠圈形容沉迷于某人或某

| 种事物2 ～情郎。
L道 c I 古代指细葛布。 I l痴心妄想E chixin-wangxi凸ng 一心想着不
缔（烯） | 可能实现的事。 "' "' 

鸣响 chi ＜书〉同‘鸭”。 I ［痴长l chizhang 圈酬，年纪比较大的人，说
（爵） ! 自己白白地比对方大若干岁：我～你几岁，也

惨剧酬险分泌出的黄色液体。俗称眼｜ 没多学到什么东西。
屎，有的地区叫惨目糊。 ll痴子E chi• zi 固。傻子。＠〈方〉疯子。

[ft多目糊E chT•muhu ＜方〉圈惨。 I l痴醉E chizui ~对某种事物着迷并为之陶
答出T ＜书〉用鞭、杖或竹板刊z 鞭～。 ｜醉z迷醉z 精湛的表演令人～。

｜品也 chi ＜书〉相貌丑（跟“切”相对）：不辨娇
瓶 chi 古代一种陶制的酒壶。 l 垫～
摘 ｜蜗 chi O 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古代建

chi （书〉舒展；散布＝～藻（铺张辞藻）。 ｜虫向筑或工艺品上常用它的形状做装饰。＠

嗤 chi ＜书〉嗤笑：～之以鼻。

E嗤笑l chixiao ~讥笑：为人～｜～他不懂道
理。

E嗤之以鼻E chizhi-ylbi 用鼻子吭气，表示看不

起。

痴 ~ chi O 圃傻啤笨， ~3f':I ～人
（美壤）说梦｜人家笑我太～。＠极度迷

恋某人或某种事物z ～惰。＠极度迷恋某人

或某种事物而不能自拔的人z 书～（书呆子）。
＠〈方〉画由于某种事物影响变傻了的；精神

失常z 吓～了。

E痴爱】 chi’。i~ 极度爱恋；执着地爱。
E痴呆E chidai 圈＠举止呆滞，不活泼：两眼

～地望着前面。＠傻z 经过那次变故，他有
点儿～了。

E痴Jl~l chifei 回肥胖得难看：～腕肿。
E痴狂E chikuang 圆形容着迷程度极深z 她是

个演员．～地爱着自已的事业。
E痴恋E chili an 圈痴迷地爱恋；极度迷恋：～

于诗词创作。
E痴梦E chimeng 圈迷梦。

E痴迷E chi mi 圈深深地迷恋z 他读大学时，对

电影艺术曾～过一段时间。

E痴情】 chiqing 0 ~痴心的爱情2 一片～。

＠圃多情达到痴心的程度z ～女子｜她对音

乐很～。

E痴人说梦E chiren-shuomeng 比喻说根本办
不到的荒唐话。

E痴想E chixi凸ng 0 圈发呆地想＝他一面眺

望，一面～，身上给雨打湿了也不觉得。＠圈

同“瘾”。

尴 ch；见下。
E赐魅E chimei ＜书〉圈传说中指山林里能害
人的妖怪：～魁魁（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

, 
chi （才）

、部l-t chi ＠圈池塘z 游泳～｜养鱼～｜盐～。
1~ 8 旁边高中间洼的地方z 花～｜乐Cyue)

～。＠指剧场正厅的前部z ～座。＠〈书〉护

城河：城～。 8 CChi) 圈姓。
E池汤】 chitang 圈澡堂中的浴池（区别于“盆

汤勺。也说池塘、池堂。
E池堂】 chitang 圈池汤。

Z池塘】 chitang 圈。蓄水的坑，一般不太大，

比较浅：～养鱼。＠池汤。
E池盐】 chiyan 圈从咸水湖提取的盐，成分和

海盐相同。

E池鱼之祸】 chiyuzhihuo 池鱼之殃。

E池鱼之殃】 chiyuzhiyang 指因牵连而受到的

灾祸。也说池鱼之祸。参看 169 页I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 o

E池浴】 chiyu ~在池汤里洗澡。

E池沼】 chizh凸o 圈比较大的水坑。

E池子E chi•zi （口〉圈。蓄水的坑。＠指浴
池。＠指舞池。＠旧时指剧场正厅的前部。

E池座E chizuo 圈剧场正厅前部的座位。

弛 chi O ＜书〉放松2 一张一～。＠〈书〉
J 解除2 ～禁。＠松懈z 松～。
E弛缓l chihu凸n E圈。（局势、气氛、心情等）和



缓z 他听了这一番话，紧张的心情渐渐～下来。
＠松弛：纪律～。

E弛禁E chijin ＜书〉圈开放禁令。
E弛懈E chixie ＜书〉砌松弛；松懈2 刻苦自励，

不可一日～。

i1丘， 一 chi ＠（车马等，使车马等）跑得
，也（舶）很快：奔～｜～逐｜飞～0风～明。
＠传播：～名。＠〈书〉（心神）向往：神～｜～
想。

E驰骋E chicheng 画画（骑马）奔驰2 策马～｜～

疆场。～文坛。
E驰电】 chidian ＜书〉［到迅速发出电报z ～告

急
E驰名E chiming llllll 声名传播很远3 ～中外。

E驰目l chimu ＜书〉圈放眼（往远处看）：～远

眺。
E驰驱l chiqu 画＠（骑马）快跑·～疆场。＠
〈书〉指为人奔走效力。

E驰书】 chishu ＜书〉圈迅速传信．～告急。
E驰突】 chitu ＜书〉画快跑猛冲z 往来～，如入

无人之境。
E驰誉E chiyu 圈声誉传播很远：～学界！～全

国。
E驰援】 chiyu6n 圈向发生紧急情况的地方迅

速前进，予以援救＝星夜～。
E驰骤E chizhau ＜书〉圈驰骋2 纵横～。
、口 、… chi ＠慢：～缓｜事不宜～。＠
应（渥）圈比规定的时间或合适的时间靠
后：～到昨天睡得太～了。 8 CChi）圈姓。

E迟迟E chichi ［国表示时间长或时间拖得很晚
（多用于否定式）：～不做答复｜演员～没有出
场。

E迟到】 chidao lm 到得比规定的时间晚。
E迟钝E chidun I用（感官、思想、行动等）反应
慢，不灵敏：感觉～｜反应～。

E迟缓l chihuan 圈缓慢月号迅速z 动作～。
(:i!S暮E chimu ＜书〉圈＠天快黑的时候s傍
晚z 到达目的地已是～时分。＠比喻晚年3 ～

之感。
E迟误E chiwu 画迟延耽误·事关重要，不得
～i他每天准时上班，从来没有～过。

E迟延E chiy6n 画耽搁；拖延：情况紧急，不能
再～了。

E迟疑E chiyi IMJ 拿不定主意s犹豫：～不决｜他
～片刻，才接着说下去。

E迟早］ chiz凸o 画或早或晚；早晚：他～会来
的｜问题～要解决。

(:iiS滞E chizhi 0 圈缓慢s不通畅＝河道淤塞，

流水～。＠圈呆滞＝目光～。. llllll 阻碍，使

弛驰迟抵在持｜ chi I 11s 

延迟或停滞z 节节阻击，～敌人的行动。
抵制〈书〉水中的峨陆地

另见 281 页 di 0 

在 chi O 在平（叫ng），地名，在山东。
8 CChf) 圈姓。

4注二 chi ＠圈拿着；握着：～枪｜手～棍棒。

.J ".J ＠画抱有（某种见解、态度等）：～不同意
见｜～反对态度。＠支持；保持：坚～｜～久。二二
＠主管；料理z 操～｜主～。＠控制；挟帘j z 劫主主三
～！挟～。＠对抗：僵～｜相～不下。 三三王

E持仓l chicang 圈指持有证券、期货等2 调整

～结构。
【持仓量】 chicangliang 圈仓位②。

E持法E ch if凸〈书〉画执行法律 z ～严明。

E持盯 chig心圈持有股票或股份。

E持衡E chiheng F勤保持平衡 z 盈亏～o

E持家E chijia 圃操持家务：勤俭～。

E持久】 chiji凸固保持长久：旷日～｜肥效～｜争

取～和平。

E持久战E chijiuzhan 圈持续时间较长的战

争。是在→方较强大并企图速战速决的条件
下，另一方采取逐步削弱敌人、最后战胜敌人
的战略方针而形成的。

E持论E chilun ［司提出主张；立论·～公平｜～
有据。

E持平E chiping 0 圈公iE g公平：～之论。＠

圈（与相对比的数量）保持相等：鲜鱼上市三
百万斤，与去年～｜钢窗和木制门窗的价格基本
~ 。

E持身】 chish岳n ＜书〉圈对待自己；要求自己 z
～严正。

【持守】 chist怆u llllll 坚持；保持（多用于抽象事

物）：～初衷。
E持续】 chixu 圈延续不断z ～的干旱造成粮

食大幅度减产｜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已经～
了一千多年。

E持有E chiyou 圈＠拿着；拥有：～入场券｜～

股份。＠心里存着（想法、见解等）：～不同看
法。

E持斋】 chizhai ［司信某种宗教的人遵守不吃
荤或限制吃某种东西的戒律。

E持正】 chizheng ＜书〉＠圈主持正义：～不

阿。＠固不偏不倚；持平①＝平心～o
E持之以恒E chizhl-ylheng 长久地坚持下去z

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要～。
E持之有故l chizhl-yougu 见解或主张有一定

的根据。

E持重E chizhang 圈谨慎；稳重；不浮躁z 老成

~ 。



I 116 I chi 一 chi I 匙置在摞阙箴尺叹齿侈胞耻鼓

县k chi 匙子2 汤～｜茶～ 1羹～o
Fι＝另见 1199 页· shi o 

cm;子E chi• zi 画画液体或粉末状物体的小
勺。

策 chi “麓”sl 的又音。

樨 chi ＜书〉台阶上面的空地；台阶：丹～
（古代宫殿前涂成红色的台阶或台阶上的

主主空地）。
三三三E 口.ttf chi 见下。

E蜘躇】 chichu 同“蜘踊”。

E蜘橱l chichu ~心里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不前。也作蜘躇。

策（毯、：麓）
孔。

chi 古代的竹管乐器，

像笛子，有数量不等的

v 
chi c 才）

尺 chi 0 量长度单位， 10 寸等于 1 尺， 10

尺等于 1 丈。 1 市尺合 1/3 米。＠［重量

长度的器具：皮～ l卷～。＠画图的器具g 丁
字～｜放大～。。像尺的东西z 镇～｜计算～。

另见 157 页 c怡。

E尺寸】 chi· cun 圈＠长度（多指一件东西的

长度，也指斗牛东西的长短大小）：～不够长｜
这件衣服～不合适。＠〈口〉分寸s 他办事很

有～｜说话要掌握好～。

E尺牍l chidu ＜书〉圈书信（古代书简约长一
尺） ：《～大全》（教人如何写信的书）。

E尺度l chTdu 圈标准：放宽～ l 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

E尺短寸长】 chiduan-cunchang 《楚辞·卡居》：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由于应用的地方不同，
一尺也有显着短的时候，一寸也有显着长的时
候。比喻人或事物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E尺幅千里E chifu叩anli 一尺长的图画，把千
里的景象都画进去，比喻事物的外形虽小，但
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E尺骨】 chig心圈前臂中靠小指一侧的长骨，跟
挠骨并排。上端较粗大，与肢骨相接，下端与
腕骨相接。（图见 468 页“人的骨髓”）

E尺蟆】 chihuo 圈→种昆虫（尺蟆娥）的幼虫，
行动时身体向上弯成弧状，像用大拇指和中指
垦距离一样，所以叫尺虫草。

E尺码E chirr的（～儿）圈＠尺寸（多指鞋帽） : 

各种～的帽子都有。＠尺寸的大小：标准z 两

件事性质不一样，不能用一个～衡量。
E尺素l chisu ＜书〉圈一尺长的白色绢肩，古
人多用来写信或作画，后来也借指书信或小的
画幅：～寄情。

E尺头l chi· tou ＜方〉函布吊＝一匹～。
E尺头JL] chit6ur ＜方〉！写＠尺码②。＠零碎
料子。

E尺页E chive IEJ 一尺见方的书画单页或书画

册：一帧～｜花鸟～。
E尺子l chi•zi I直量长度的器具。

q尺 chi 又问chi 制尺旧也酬。

齿山 chi 0 牙1①＠←帽物体
（菌）上齿形的部分z 锯～儿｜梳子缺了

几个～儿。＠带齿JL的 z ～轮。＠〈书〉并列；
引为同类：～列｜不～于人类。＠〈书〉年龄：
序～｜～德俱尊。＠〈书〉说i'U ；提起＝～及｜不
足～数Cshu）。

E齿唇音E chichunyln 圈唇齿音。

E齿及l chiji ＜书〉画说到，提及：区区小事，何
足～。

E齿冷】 chTl岳ng ＜书〉画耻笑（笑则张口，时间
长了，牙齿就会感觉到冷）：令人～。

E齿录】 chilu ＜书〉＠画录用 2 未蒙～。＠圈
科举时代同登一榜的人，各具姓名、年龄、籍
贯、三代，汇刻成册，叫作齿录。

E齿轮】 chilun IEJ 机器上有齿的轮状机件。通

常是成对日齿合，其中一个转动，另一个被带动。
作用是改变传动方向、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力
矩等。

E齿数l chish心〈书） l5lil 说起；提起：不足～（不
值得提起）。

侈 chi ＜书〉＠浪费：奢～＠夸大z ～
谈。

E侈靡】（侈麽） chimi ＜书〉［回奢侈浪费。
E侈谈E chit6n ＜书〉＠圃夸大而不切实际地
谈论。＠鹰夸大而不切实际的话。
胞 chi ＜书〉剖开腹部掏出肠子。

耻 hi 0 羞愧2 可～ i,EJ~o. 耻
（吗心）辱：雪～ l奇～大辱｜不以为～，反

以为荣。
E耻骨E chig心圈骨盆下部靠近外生殖器的骨

头，形状不规则，左右两块结合在一起。（图见
468 页“人的骨锵”）

E耻辱E ch Tr凸画声誉上所受的损害；可耻的事
情z 蒙受～｜莫大的～。

[l{tl:笑E chixiao 画鄙视和嘲笑z 被人～。

鼓 chi 见川页明



被 chT ＜书〉＠脱去机解佩叫。＠
剥夺3 ～革｜～职。

E被夺E chidu6 〈书〉自动］剥夺。

、

chi （才）

被芋比斥赤 l chT chi I 177 

误或罪行z 受到～｜～这种不讲公德的行为。

E斥逐l chizhu ＜书〉圈驱逐z ～入侵之敌。
E斥资l chizl ＜书〉画出钱（数额较大）：～百
万｜～创建学校。
二七 chi O 比朱红稍浅的颜色。＠泛指红
p 、色：～小豆｜面红耳～。＠象征革命，表示
用鲜血争取自由：～卫队。。忠诚z ～胆｜～

h chi 见下。 | 诚。＠圃光着，露着（身体）：～脚｜～膊。＠
'I I 空 z ～手空拳。＠指赤金z 金无足～。＠莘莘
E羊子E chichu ＜书＞ I遇慢步走，走走停停：独｜ CChi) 固姓。 专三三

自在河边～。 I ［赤背E chi;;bei 圈光着上身。
比 chi 0 大声责骂：怒～l～问 o 8 (Chi) I ~Jltl chib6 O C 川画赤裸着胳膊峭光

圈姓。 | 着上身：～上阵｜男人们赤着膊在地里锄草。
E陀干E Chigan ~姓。 | ＠函光着的上身s 打着～干活）L 。
E比呵】 chihe 国大声怒斥3怒喝仙台）：～部 I ［赤膊上阵E chib6-shangzhen 比喻不讲策略
下｜～牲口。 | 或毫无掩饰地做某事。

E比喝E chih古画比呵z 厉声～。 I ［赤j朝E chichao 圈由于海洋富营养化，使某
E比令】 chiling 阉呵斥责令s喝令z ～退出｜～｜ 些浮游生物暴发性繁殖和高度密集所引起的
匪徒放下武器。 I 海水变红的现象，多发生在近海海域。赤潮造

E比骂E chin、d 画责骂。 | 成海水严重污染，鱼虾、贝类等大量死亡。也

E比问l chiwen 圈责问g大声问。 | 叫红潮。
E比责l chize 画大声地斥责2 他从不当着客人 I~忱】 chichen ＜书） IMJ 赤诚z ～相见｜一片～。
的面～孩子。 I I苏诚】 chicheng IMl 非常真诚z ～待人。

E吨陀l chizha ＜书〉｛量发怒吆喝。 I I苏胆忠心】 chidan-zhongxln 形容十分忠诚。
E比陀风云E chizha-f岳ngyun 形容声势威力很 I ［赤道】 chidao ~ 0 环绕地球表面与南北两
大。 | 极距离相等的圆周线。它把地球分为南北两

斥1 chi 0 责备：申～｜驳～｜痛～｜护。＠｜ 半球，是划分纬度的基线，赤道的纬度是旷
使离开·排～｜～逐。＠〈书〉拿出（钱） , I ＠指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面和天球相交

～资。＠〈书〉扩展z ～地。 | 形成的大圆圈。
斥2 chi （书〉侦察：～候｜～骑（担任侦察的 I [$:t!!!l ch idi ＜书〉圈旱灾或虫灾严重时，寸草

骑兵）。 | 不生的土地z ～千里。
斥3 chi （书〉闹。 I赤豆l chidou ~ 0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

| 生，花黄色。种子暗红色，供食用。＠这种植
E斥地E chidi ＜书〉［翻开拓疆土2 ～千里。 | 物的种子。｜｜也叫小豆、红小豆或赤小豆。
E斥革E chige ＜书〉巨型开除；取消 z ～功名。 I ［赤红E chih6ng ~堕红①2 ～脸儿。
E斥候】 chihou ＜书〉＠圃侦察（敌情）。＠圈 I ［赤脚E chij1凸o 0 (-If一）圃光着脚（一般指不
指进行侦察的士兵。 | 穿鞋袜，有时只指不穿袜子）：～穿草鞋｜农

E斥力E chili ~物体之间相互排斥的力。带同｜ 民赤着脚在田里插秧。＠圈光着的脚g 一

性电荷的物体之间、同性磁极之间的作用力就｜ 双～。
是斥力。 ｜时亏脚医生E chiji凸o ylsheng 20 世纪六七十

E斥卤E chilli ＜书〉圈指含有过多的盐碱成分，｜ 年代指农村里又务农又行医的医务工作人员。
不宜耕种的土地。 I ［赤金E chijln 圈纯金。

E斥骂E chi ma 圈责骂：高声～。 ｜阳王鹿E chilu ~马鹿。
E斥卖E chimai ＜书〉［到变卖3卖掉：～房产。 I ［赤露E chilu rnJj] （身体）裸露：～着胸口。
E斥退】 chitui 圈＠旧时指免去官吏的职位或！ ［赤裸l chill』凸圈（身体〕裸露：全身～ i～着上
开除学生的学籍。＠喝令旁边的人退出去＇ I 身｜他～着脚走路。～的原野｜他言辞～，毫无顾
～左右。 | 忌。

U手问E chi wen 画责问：大声～。 I E赤裸裸l chiluolui:i c～的） IMl 状态词。＠形

E斥责E chize 圈用严厉的言语指出别人的错｜ 容光着身子，不穿衣服。＠形容毫元遮盖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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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z ～的侵略行径。 | 〈古〉又同“啻”。
E赤眉E Chimei 啤西汉末年樊崇等领导的农 I ［翅膀】 chib凸ng ［苞＠翅①的通称。＠翼①

民起义军，因用赤色涂眉做记号，所以叫赤眉。｜ 的通称。＠物体上形状或作用像翅膀的部
E赤贫】 chipin 圈穷得什么也没有 z ～如洗。 | 分：飞机～。
阳王身】 chish岳『1 圈光着身子2 ～裸体。 I E翅果l chiguo 圈果实的一种，一部分果皮向
日王手空拳E chi shot』－k6ngqu6n 形容两手空｜ 外伸出，像翅膀，借着风力把种子散布到远处，
空，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东西。 | 如榆钱。

E赤条条l chiti6oti6o （～的）圄状态词。形容
主 光着身体，一丝不挂，毫无遮掩。
二二 E赤县】 Chixian 圈指中国。参看 1163 页【神

少Ml o 

E赤小豆E chi xi凸odau 画赤豆。

E赤心l chixln [El 真诚的心：～相待｜～报国。
E赤眼蹲E chiy凸nzun I望鱼，身体前部圆筒形，
后部侧扁，银灰色，眼上缘红色，生活在淡水

中O

C示子l chizT [El 0 初生的婴儿z ～之心（像赤

子一样纯洁的心）。＠对故土怀有纯真感情的

人＝海外～。
由王字l chizi [El 指经济活动中支出多于收入

的差额数字。簿记上登记这种数目时，用红笔

书写。
E赤足E chizu O 圈赤脚①z ～走路。＠圈

赤脚②。

f台 chi 见下。
口另见 1549 页 yT。

[f；台僚E chiyi ＜书） Im 停滞不前的样子。

伤 u chi ＜书〉＠整顿；整治：整～。
（筋）＠伤令：～其酬。＠谨慎：谨

~ 。

E伤令E chiling ＜书〉圈上级命令下级（多用于
旧时公文）：～查办。

扶 chi ＜书〉鞭打在

,[,M ... chi O ＜书〉（火）旺。＠热烈旺
沙飞（娥）盛z ～热｜～烈。
E哥、烈E chilie 圈＠（火、光）炽热而猛烈：阳光
～｜篝火在～地燃烧。＠形容感情非常热烈、
强烈z ～的爱情。

E识热l chire 回＠温度高；极热2 ～的阳光。
＠形容感情非常热烈：～的情感。

【炽盛l chisheng 圈很旺盛2 火势～。

翅 hi 0 圈昆虫的飞行器官，一
了披）般是两对，呈膜状，上面有翅脉，

有的前翅变成角质或革质。通常又指鸟类等
动物的飞行器官。通称翅膀。＠圈翅果向
外伸出呈翅状的果皮。＠鱼翅＝～席。＠
（～儿）圈物体上形状像翅膀的部分：纱帽有
两个～儿。

E翅脉l chimai 圈昆虫翅上分布成脉状的构

造，有支撑的作用。
【翅席E chi xi 圈指菜肴中有鱼翅的宴席。
E翅子l chi·zi 圈＠鱼翅。＠〈方〉翅膀。

敷 c i 皇帝的诏令宣～｜
？刺、养赖） ～命｜～封｜～撰。

E款封E ch if岳ng 画指朝廷以收令封赏（官爵、

称号）。
E款建E chijian 圈奉帝王命令修建。

E款令E chiling 0 画皇帝下达命令。＠圈皇
帝下达的命令。

E教书E chishu 圈皇帝颁给朝臣的诏书。

E款造E chizao 画画奉帝王命令建造。

瘟 chi 函中医指筋脉辟、强直的病症

啻 chi ＜书〉国但内仅2 不～｜何～｜美～。

~chi 见 138 页［1宅僚lo
’向亏

~（蹦） c 
赖 i 见附页｛溺酬。

、I茎否f chi 见下。
主赤；；：另见 1693 页 zhi 。

E寞疚l chizong 同“瘾疚”。

品也 chi 见 139 页I陀僚l 0 

l，组、

、自旨 chi 见下。

ρ~~ 

E瘪狼】 chizong 圈中医指痊孪；抽风o 也作瘦
疚。

chong c 才＇／..L)

'h-h 1 ，」－ v 、， ch6ng O 通行的大道；
｛甲（衙J神）重要的地方2 要～1 首当
其～。＠圈很快地朝某一方向直闯，突破障

碍：横～直撞｜～出重围｜直～云霄0～口而出。
＠猛烈地撞击（多用于对对方思想感情的抵

触方面）：～突！～犯。。 l5!il 指冲喜。＠圈
太阳系中，除水星和金屋外，其余的某一个行

星（如火星、木星或士星）运行到跟地球、太阳
成→条直线而地球正处在这个行星与太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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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位置时，叫作冲。这时，这个行星日落时｜ 浪～着石崖。＠冲锋：向敌人阵地发起～0～
从东方升起，日出时从西方落下。 | 世界冠军。＠比喻干扰或打击：在外来商品

冲2 ' ' 侃ng 0 时开水等｜ ～下，当地一些工厂停止了生产。
（衡、 1神）浇z ～茶｜～鸡蛋。＠配 E冲击波】 chongjlbo 圈＠通常指核爆炸时，

冲洗①，冲击：～刷｜用水把碗～干净 l 大水～ l 爆炸中心压力急剧升高，使周围空气猛烈震荡
坏了河堤。＠圈冲洗②z ～胶卷。＠画互 而形成的波动。冲击波以超声速的速度从爆

相抵销z ～账。 8 (Chong）圈姓。 I 炸中心向周围冲击，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是核
冲3 ' ' 叫〈方〉圈山区的平地， I 爆炸重要的杀伤破坏因素之一时由超声主

（种）～田｜韶山～（梢，在湖南）｜翻｜ 速运动产生的强脏缩气流。＠比喻使某种主
过山就有一个很大的～。 | 事物受到影响的强大力量。 三雪

另见 183 页 chongo I ［冲击机】 chongjljl 圈强击机的旧称。

E冲程l chongcheng IBl 行程③的通称。 I ［冲积】 chongjl 圈高地的沙砾、泥土被水流冲
E冲冲l chongchong ［~到感情激动的样子：兴｜ 到河谷低洼地区沉积下来。
～｜怒气～。 I ［冲剂E chongji ~中药剂型的一种，把药材煎

E冲刺E chongci 圈。跑步、滑冰、游泳等体育｜ 汁、浓缩加糖等制成，颗粒状，用开水冲服，如
竞赛中临近终点时全力向前冲。＠比喻接近｜ 感冒冲剂。
目标或快要成功时做最大的努力＝这项工程 I ［冲决l chongjue 画＠水流冲破堤岸g ～河
已进入～阶段。 | 堤。＠突破束缚、限制 z ～罗网。

E冲淡E chongdan 画＠加进别的液体，使原 I ［冲扩】 chong阳。［虱冲洗并扩印（照片） :~ 
来的液体在同一个单位内所含成分相对减少， I 机｜～彩照。
把自0 度酒精～为 50 度。＠使某种气氛、效 I ［冲浪】 chonglang 画水上体育运动之一。运
果、感情等减弱．加了这一场，反而把整个剧本｜ 动员脚踏特制的冲浪板随海浪快速滑行，用全
的效果～了。 | 身的协调动作保持身体的平衡。

E冲抵】 chongdl 圈冲销。 I ［冲力】 chongli 国运动物体由于惯性作用，在
E冲顶E chong创ng 画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向｜ 动力停止后还继续运动的力量。
前跃起用头顶球。 I ［冲凉】 chong;; liang ＜方〉［割洗澡。

E冲顶】2 cho 刷Ing 闻l 登山中临近顶峰时奋 I ［冲量】 chon 
力攀登。 | 的作用时间的乘积叫作冲量。

E冲动】 chongdong O I割能引起某种行为的 I ［冲破E chongpo 画突破某种状态、限制等：
神经兴奋．创作～。＠帽情感特别强烈，不｜ ～封锁｜～禁区｜～障碍｜火光～漆黑的夜空。
能理智地控制自己·不要～，应当冷静考虑问 I ［冲杀E chongsha 画在战场上迅速前进并杀
题。 I 伤敌人：奋勇～。

E冲J[l,] chongfan [Zl!j] 言语或行为与对方抵触， I ［冲刷E chongshua 圈。一面用水冲，一面刷
冒犯了对方＝他一时不能够控制自己，说了几｜ 去附着的东西＝把汽车～得干干净净。＠水
句过火的话，～了叔父。 I 流冲击，使土石流失或剥蚀：岩石上有被洪水

E冲锋E chongf岳ng 闯进攻的部队向敌人迅猛｜ ～过的痕迹。
前进，用冲锋枪、手榴弹、刺刀等和敌人进行战 I ［冲腾E chongteng 圈（气体等）向上冲；升腾：
斗。 | 热气～而出。

E冲锋枪E chongf岳ngqiang ［＇名］单兵用的全自 I ［冲天E chongtian ［司冲向天空，形容情绪高涨
动枪，枪身较短，通常双手握持，用于近战和冲｜ 而猛烈：怒气～卜，的干劲。
锋，能以密集火力射击，有效射程约 200 米。 I ［冲回】 chongtian 1'81 丘陵地区的谷地水稻田，

E冲锋陷阵l chongf岳ng-xianzhen ＠向敌人｜ 地势较平缓。

冲锋，深入敌人阵地
f故事不畏艰难险阻．冲在前面。 | 争斗＝武装～｜言语～。＠互相矛盾；不协调 2

E冲Jl!il chongtu I割服药的一种方式，用水或｜ 文章的论点前后～｜因时间～，会开又成了。
酒等调药吃下去。 I ［冲洗E ch凸ngxl ［甜。用水冲，使附着的东西

E冲高E chonggao 圈迅速地达到比较高的价｜ 去掉：路面经过～后，显得格外干净了。＠把
位、指数等z 股价呈现～回落的态势。 | 已经拍摄的胶片进行显影、定影等：～放大。

E冲击J chongjl 阉＠（水流等）撞击物体：海 I ［冲喜］ chong;;xT ［到旧时风俗，家中有人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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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办理喜事（如娶亲）等举动来驱除邪祟，
希望转危为安。

E冲销l chongxiao 圈会计上指将有关账户内
原记的数额全部或部分减除。

E冲要E chongyc江0 0 圃处于全国的或某一个

地区的重要道路的会合点，因而形势重要2 徐
州地处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是个十

分～的地方。＠〈书〉圈指重要的职位z 久居
~ 。

E冲澡】 chong;;zao 圈用水冲洗身体；洗澡。
E冲账E chong;; zhang 画收支账目互相抵销，

或两户应支付的款项互相抵销。

E冲撞E chongzhuang ~ 0 撞击2 海浪～着
山崖。＠冲犯z 我很后悔不该失言～她。

充 chong O 满； ,IE ：～沛｜～分｜～其量。＠
匾国装满z塞住z ～电｜～塞｜～耳不阁。＠

担任；当 z ～当｜～任。＠画冒充：～行家｜以
次～好｜打肿脸～胖子。 8 (Chong）函姓。

E充畅l chongchang ~ ＜商品的来源、文章的
气势）充沛畅达2 货源～。

E充斥l chongchi ~充满；塞满（含厌恶意） : 
不能让质量低劣的商品～市场。

E充当E chongdang 圈取得某种身份g担任某

种职务2 ～调解人！～大会主席。
E充电E chong;;dian ~国＠把直流电源接到蓄
电池的两极上，使蓄电池获得放电能力，也泛
指用其他方式补充电能z ～器。＠比喻通过

学习补充知识、提高技能等z 为适应新的形势，
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不断～来提高自己。

E充电宝E chongdianb凸o 圈移动电源的通称。

E充电桩l chongdia『izhuang [BJ 为电动汽车
充电的设备。一般安装在充电站或停车场内。

E充耳不闻E chong’岳r-buwen 塞住耳朵不听，

形容不愿昕取别人的意见。
E充分l chongfen 圈＠足够（多用于抽象事
物）：你的理由不～｜准备工作做得很～。＠尽
量g ～利用有利条件｜必须～发挥群众的智慧

和力量。
E充公l chong;;gong 画把违法者或犯罪者与
案情有关的财物没收归公。

E充饥E chong;; ji 圈解饿z 他带了几个烧饼，

预备在路上～。
E充军E chong;;jun 圈古代的一种流刑，把罪
犯押送到边远地方当兵或服劳役。

E充满E ch6ngman ~ 0 填满；布满z 她眼里

～泪水｜欢呼声～了会场。＠充分具有z ～激
情｜歌声里～着信心和力量。

E充沛E chongpei E冒充足而旺盛g 雨水～｜精
力～｜～的感情。

E充其量】 chongqiliang 圆表示做最大限度的

估计；至多z 这箱苹果～不过六十斤｜～十天就

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E充任】 chongren (§ll] 担任 z 挑选懂得管理并精

通技术的人～车间主任。
E充塞】 chongse 圈塞满：填满z 库房里～着杂

乱物品。
E充实】 chongshi O ~丰富；充足（多指内容
或人员物力的配备）：库存～｜文字流畅，内容

～。＠画使充足；加强z 选拔干部～基层。
E充数】 chong;;shu 圈用不胜任的人或不合

格的物品来凑足数额2 滥学～｜要是人手实在
不够，就由我去充个数吧。

E充血】 chongxue 圈局部组织或器官，因小

动脉、小静脉以及毛细血管扩张而充满血
液。如消化时的胃肠、运动时的肌肉都有充

血现象。
E充溢l chongyi 圈充满；洋溢z 诗里～着江南

的田园情趣｜孩子们的脸上～着幸福的笑容。
rn;；盈l chongying O 圈充满z 泪水～｜剧场

里～着欢快的笑声。＠〈书〉圈（肌肉）丰满：

肌肤～。

E充裕E chongyu 圈充足有余s宽裕z 经济～｜

他有～的时间备课。
E充值E chong;;zhi 圈给电话卡、交通卡等补

充钱款2 ～卡。
E充足】 chongzu E园多到能满足需要z 光线～｜

经费～｜请假要有～的理由。

忡山叫〈书〉忧虑不安。
。） -

E忡忡】 ch6ngch6ng ＜书〉圈忧愁的样子z 忧
J（；～。

芜叫见下。
E莞蔚】 chongwei 圈益母草。

守主 ch6ng ＜书〉＠山泉流下。＠阻雪形容
1.J b 水流动的声音。
琉叫见下。

E琉耳l chong’岳r 圈古代冠冕两旁下垂至耳

的玉饰，可用来塞住耳朵使听不见。
~面 ch6ng ＜方〉河汉（多用于地名）：虾～

11阳（在广东）｜侧鱼～（在香港）。
另见 1579 页 y凸吨。

到中 chong ＜书〉鸟直着向上飞。

春叫圈把东西放在石瞅瞅里用
样（chu）撞击，使去皮壳或捣碎z ～米｜～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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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重版】 ch6ngban ［司（书刊）重新出版。

意叫〈书〉愚笨

憧 c叫见下

E撞憧】 chongchong l形］形容往来不定或摇曳

不定：人影～｜灯影～。
E憧憬） chongjing I量向往：～着幸福的明天｜
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

量叫〈书〉捕鸟的网叫拙的网。

幢叫 见894 页l朦幢1 。

,, 

ch6ng c 才XL)

虫中 ch6ng 0 川圈虫子：～灾｜
（最）米里L～儿了。＠称具有某种特

点的人（多含轻蔑意）：书～｜网～｜可怜～｜应
声～｜糊涂～。

E虫草E ch6ngc凸o 圈冬虫夏草的简称。
E虫害E ch6nghai 圈昆虫或蛛蜗等对植物造
成的危害，如引起植物生长缓慢、枯萎或死

亡。
E虫口】 ch6ngkou ［每指一定范围内某些昆虫

个体的数量：～密度。
E虫情） ch6ngqing IBJ 农业害虫潜伏、发生和

活动的情况·做好～预测、预报工作。
E虫牙】 ch6ngy6 IBl 踊齿CqlichD 的俗称。

E虫眼】 ch6ngyan c～儿）圈果肉、种子、树木、

木器等上面虫蛇的小孔。
E虫瘦E ch6ngying IBJ 植物体受到害虫或真菌
的刺激，一部分组织畸形发育而形成的瘤状

物。

E虫灾E ch6ngz6i 圈因虫害较重而造成的灾
害。

E虫芳E ch6ngzhi ＜书〉圈虫子。

E虫子】 ch6ng • z i IBJ 昆虫和类似昆虫的小动
物。

种叫酬。
另见 1700 页 zh己ng;1702 页 zhong 。

重叫阳重复z 忏了。＠圃重
新；再：～逢 1 旧地～游｜～写一遍。＠［重

层z 云山万～｜突破一～又一～的困难。。画

使重叠在一起；摞：把两领席～在一起。＠
CCh6ngl 目百姓。

另见 1702 页 zh凸吨。

E重瓣胃E ch6ngbanwei IBJ 瓣胃。

E重播】1 ch6ngb6 l划已播j:J.种子的地方重新

播上种子。

Z重播E ch6ngb6 画（广播电台、电视台）重新

播放巳播放过的节目。
E重茬） ch6ngch6 画连作。

E重唱） ch6ngchang l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歌＝－
唱者，各按所担任的声部演唱同一歌曲，这种主主
演唱形式叫重唱。按声部和人数多少，可分为专主

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等。
E重重） ch6ngch6ng Ifill 一层又一层，形容很

多·～包围｜困难～｜顾虑～。
E重出E ch6ngchu 回l 重复山现（多指文字、文

句）。
E重蹈覆辙） ch6ngd凸o fuzh自再走翻过车的老

路，比喻不吸取失败的教训，重犯过去的错误。

E重叠J ch6ngdie O 圈（相同的东西）一层层

堆叠 z 山峦～｜精简～的机构。＠圈语言学上
指接连反复某一构词成分或→个词的语法方

式，用于构词和构形。例如：“哥哥、星星”是构
词重叠；“人人、看看、认认真真、条条”等是构
形重叠，用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

E读E ch6ngdu 圈学生因成绩不合格而留在

原来的年级重新学习 g ～生。

另见 1702 页 zh凸ngdu 。

E重返E ch6ngfan 画重新回到（原来所在的地

方） ：～前线｜～故乡。

E重逢E ch6ngfeng 画再次遇到（多指长时间

不见的）：故友～｜久别～。

E重复】 ch6ngfu B国＠（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

现：内容～｜这一段的意思跟第二段～了。＠
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他把说过的话又～了

一遍。
E重光】 ch6ngguang 圈＠重新见到光明：大

地～。＠光复＝驱逐外寇，～河山。

E重合】 ch6nghe 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何图

形占有同一个空间，叫作重合。
E重婚J ch6nghun 圈法律上指已有配偶而又

向别的人结婚。

E重茧E ch6ngj ion IBJ 手上或脚上磨的厚茧子。
也作重昕。

E重脐J ch6ngjian 同“重茧”。

E重见天日E ch6ngj ian-tianri 比喻脱离黑暗环

境，重新见到光明。

E重九】 Ch6ngji心［茹重阳。

E重刊本J ch6ngkanb品n 圈书籍重新排版印
行的版本。也叫重刻本。

E重刻本E ch6ngkeben 圈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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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重峦叠峰E ch6nglu6n-diezhang 重重叠叠的

山峰。
E重落E ch6ng• luo （方〉画病有转机后又变严

重：他的病刚好了点儿，又～了。

E重码E ch6ngm凸 O&!J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编

码相同，造成重复，叫作重码。＠圈两个或两

个以上相同而重复的编码。

三三三 E重名E ch6ngming （～儿）画同名。

妻王三 E重申E ch6ngshen 圈再一次申述z ～我国的
== 对外政策。

E重审E ch6ngsh邑n 圈原审法院的判决在上诉

程序中被上级法院撤销而由原审法院对该案
重新审理。

E重生E ch6ngsh岳ng D司＠死而复生。＠机
体的组织或器官的某一部分丧失或受到损伤

后，重新生长。
E重生父母】 ch6ngsheng fumu 再生父母。

E重孙E ch6ngsun 圈孙子的儿子。也叫重孙
子（ ch6ngs0n• zi ）。

E重孙女l ch6ngsun•nu （～儿）国孙子的女儿。

E重沓】 ch6ngta ＜书＞ I霜重叠；重复：山峦～｜
语句～。

E重围】 ch6ngwei IE 层层的包围z 杀出～。

E重温】 ch6ngwen E温重新温习、体味等2 ～历

史｜鸳梦～o
E重温旧梦E ch6ngw岳n-jiumeng 指把过去美

好的事情重新经历或回忆一次。

E重文】 ch6ngwen ＜书〉圈异体字。
E重五E Ch6ngwu 同“重午”。

E重午E Ch6ngw心圈旧时称端午。也作重五。
E重现E ch6ngxian ~ （过去的事情）重新显

现：影片～了农民起义的壮阔场面。

E重霄E ch6ngxiao ＜书＞ IE 指极高的天空。
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也叫九重霄。

E重新l ch6ngxln 圈。再一次z ～抄写一遍｜

他～来到战斗过的地方。＠表示从头另行开

始（变更方式或内容）：～部署｜～做人。

E重行E ch6ngxing Q到重新进行（某种活动） : 

～颁布｜～起草。
E重修E ch6ngxi0 圈。重新翻修或修缮（建筑
物等）：～古寺｜～马路。＠重新修订或编写：

～县志。
E重修旧好E ch6ngxiu-jiuh凸o 恢复已往的交

谊。
E重言l ch6ngy6n 圈修辞方式，重叠单字，以
加强描写效果，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

经·周南·桃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北朝乐府诗（（敷勒歌扮。

E重演l ch6ngyan I疆重新演出，比喻相同的事

再次出现z 不让历史的悲剧～。

E重阳E Ch6ngy6ng 圈我国传统节日，农历九

月初九日。在这一天有登高的风俗。

E重洋l ch6ngy6ng 撞言无边无际的海洋：远涉

~ 。

E重样】 ch6ng;;yang （～儿）圃样式相同：买了

五枚邮票，没有～的。

E重译】 ch6ngyi ~ 0 重复翻译；重新翻译。
＠转译。

E重印】 ch6ngyin E型（书flj)重新印刷。

E重影】 ch6ngyTng IE 部分重叠在一起的模糊

不清的图像或文字。

E重圆E ch6ngyu6n 圈亲人长久分离、失散后

重又团聚：多年离散，今日～，悲喜交集。

E重张E ch6ngzhang ~指商店等重新开业。
E重振旗鼓】 ch6ngzhen-qigu 重整旗鼓。

E重整旗鼓】 ch6ngzheng-qig心指失败之后，重

新集合力量再干（摇旗和击鼓是古代进军的号

令）。也说重振旗鼓。

E重奏l ch6ngzδu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各

按所担任的声部，同时用不同乐器或同一种乐
器演奏同一乐曲，这种演奏形式叫重奏。按声
部和人数的多少，可分为二重奏、三重奏、四重

奏等。
E重足而立】 ch6ngz白’自rli 两脚并拢站着，不敢

迈步，形容非常恐惧。

E重组E ch6ngz心圈（企业、机构等）重新组合z

资产～｜对小企业进行～改造。

层茎 ch6ng 0 高·～山峻岭。＠重视；尊敬2
万专尊～｜推～。 8 (Chong）圈姓。

E崇拜l ch6ngbai ~尊敬钦佩：～英雄人物。

E崇奉l ch6ngf岳ng E到＠信仰＝～礼教。＠

崇拜z ～圣人。

E崇高l ch6nggao E国最高的；最高尚的：品格

～！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

E崇敬l ch6ngjing 圈推崇尊敬：～的心情 l英

雄的高尚品质为人～。
E崇山峻岭】 ch6ngshan-ju『11Tng 高而险峻的山

岭。
E崇尚E ch6ngshang ~尊重P推崇z ～正义｜

～俭朴。

E崇洋E ch6ngy6ng ［到崇拜外国 z 盲目～｜～

媚外｜～思想。
E崇仰E ch6ngy凸ng 画画崇拜信仰；崇敬仰慕：

～真理。
E芸祯】 Ch6ngzhen 圈明思宗（朱由检）年号
（公元 1628 1644 ）。



世主在 Ct由lg 苦苦河，水名，在安徽。
1刀之另见 1223 页 shua门Qo

[1崇法E ch6ngch6ng ＜书〉鹏自形容水声。

v 
ch凸ng C 才XL)

宠干州n~ 0 [zwl 宠爱；偏爱z 得～ l
（霞）别把头子～坏了。 8 <Ch己ng）圈

姓。
E宠爱】 ch凸ng 'ai ［到（上对下）喜爱；娇纵偏爱：

母亲最～小女儿。
E宠JLl ch凸ng'er 圈受宠的孩子，泛指受到宠
爱的人或事物z 时代的～｜互联网是 21 世纪的

~ 。

E宠溺E ch凸ngni 画娇宠溺爱：过于钟爱～。
E宠辱不惊】 ch6n凹凸－bujlng 受宠或受辱都不
为所动，形容对得失不在乎。

E宠物】 ch凸ngwu 咽指家庭若言养的受人喜爱
的小动物，如猫、狗等．～医院。

E宠信E ch凸ngxin 画宠爱信任（多含贬义） :~ 

奸侵｜深得上司～。
E宠幸】 ch凸ngxing 圈（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

的人）宠爱。
E宠用E chongyong R剥宠爱任用（多含贬义） ' 

～奸倭｜倍受～。

飞

chong c 才XL)

、，.l-.1 chonQ ＜口〉晴＠水流的冲
｛甲（衙） ( cho~g) }J大：水流得太～，缺
口堵不住。＠劲头儿足·这小伙子干活儿真～。
＠气味浓烈刺鼻：酒味儿fR～。

、.,...i..2 chonQ ＜口＞ 0 I剥面对；向＝
｛甲 （僵了）楼门二着花坛｜这座别墅北面靠
山，南面～着大海。＠［到表爪动作的方向：

他扭过头来～我笑了笑。＠因凭；根据：就～
着这几句话，我也不能不答应｜～他们这股子干
劲儿，一定可以提前完成任务。

、.,...t...3 chonQ I到冲压：～床｜～模｜在

｛甲 （衙）铝板主～一个圆孔。
另见 178 页 ch6ngo

E冲床E chongchuang 回到金属冲压机床，主要
用来使金属板成型或在金属板上冲孔。汽车
外壳等就是用冲床加工制成的。

E冲盹JLl chong;;d心nr 同“肮盹儿”。
E冲劲JL] chongjinr ~ 0 敢做、敢向前冲

(ch6ng）的劲头JL ＇这姑娘挺有～，一个人干

在去宠冲院统抽 I ch6ng chou I 183 I 

了两个人的活儿。＠强烈的刺激性：这酒有

～，少喝点儿。
E冲压l chongya I副用冲床进行金属加工。

E冲子l chong•zi ~用金属做成的一种打眼工

具。也作镜子。

肮叫〈方〉酬极小睡2 瞌～ l～一～

E院盹JL) chong;; d心nr （方〉阐打盹儿。也作二二

冲盹儿。 主主
统 u chong ~一种旧式火器火～｜三

（统）鸟J
E锐子】 chong·zi 同“冲子”（ cha门g• zi ）。

仁：二国1:Ql!：~豆2二：：：：：J

抽1 向刊把夹在中间的东西取出：
从信封里～出信纸。～不出身来。＠从

中取出一部分：～查｜我们单位～了五名同志

支援边疆建设。＠（某些植物体）长出：～芽｜

～穗。＠吸：～烟｜～油烟｜池塘里的水已经～
干了。

抽2 ch6u 圈。收缩：这件衣服刚洗一水
就～了不少。＠打（多指用条状物） :~ 

陀螺｜鞭子一～，马就跑了起来。＠用球拍猛

力ut打（球）：～杀｜把球～过去。

E抽j贝tll chouce ［到抽取 4部分进行测量或测
验：～车速｜～学习成绩。

E抽查E choucha 南l 抽取一部分进行检奇：最

近～了一些食堂，卫生工作都做得很好。

E拙成】 choucheng O （矿）圈提成①。＠
圈提成①。

E抽抽JL) chou • chour ＜口〉［动1] 0 收缩z 这块

布一洗就～了。＠变得干瘪；萎缩z 枣儿一晒
就～了｜这牛怎么越养越～？

E抽撞E chouchu rz;国肌肉不随意地收缩的疲
状，多见于网肢和颜面。也说抽榻o

E抽搭E chou•da ＜口〉画→吸一顿地哭泣：那
孩子捂着脸不停地～｜抽抽搭搭地哭。

E拍打l choud凸阉（用条状物）打：赶车人挥着

鞭子，不时地～着牲口。

E抽tJl chou·归国用弹子、毛巾等在衣物上
打，以除掉；灰尘2 大衣上满是土，得～～。

E抽调E choudiao 8司从中调出一部分（人员、

物资）：～部分科研人员加强重大课题研究。

E拙丁） chou;;dlng 圃旧时统治者强迫青壮年

去当兵。也说抽壮丁。
E抽动E choudong 圈肌肉→缩一伸地颤动，多

由于悲伤、气愤或疾病所致：她～着肩膀，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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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哭起来。
E抽斗E choudou ＜方〉圈抽屉。
E抽肥补瘦E choufe i- bushou 比喻抽取有余的

补给不足的，使相互平均或平衡。
E拍风l' chou;; f岳ng 圈。手脚痊孪、口眼瞒

Cwai）斜的症状；惊厥。＠比喻做违背常情的
事：你拍什么风，半夜三更了还唱歌？

二~ ［.抽风】2 chou;;f岳ng l到利用一定装置把空气

王军三 吸进来：～灶（利用自然抽风代替电力吹风的
三三言 灶）。

E抽检E chouji凸n 圈抽查：～的产品中，符合标

准的占大多数。
E抽奖】 chou;; j的ng E到用抽签等方式确定获
奖者、奖项或奖品：～活动！由特约嘉宾～。

E抽筋】 chou;; jln （～儿）〈口〉画肌肉痊孪：腿

受了寒，直～儿。

E抽考E choukiio ［量抽出部分人或某科目进行

考试：在几个中学的初二学生中举行～，我校
成绩优良｜这次代数～，得满分的超过一半。

E抽空l chou;; kong （～儿）圈挤出时间（做别
的事情）：工作再忙，也要～学习。

E抽冷子l chouleng • zi ＜方〉画突然3乘人不
备：他～大喊一声，把人吓一跳。

E抽捕E chounuo 圈抽擂。
E抽泣E chouqi 画一吸一顿地哭泣：暗自～！
低声～。

E抽签l chou;; q iiin （～儿）啤从许多做了标志
的签儿中抽出一根或若干根，用来决定某些事

情。
E拍青l chou;;qTng 画（草、木）发芽变绿：老树

抽了青｜草木～D
E抽取l chouq心擅自从中收取或取出＝～部分
资金｜～地下水。

E抽纱E chousha 0 l面刺绣的二种，在亚麻布
或棉布等材料上，根据图案设计，抽去花纹部
分的经线或纬线，形成透空的花纹：～工艺。
＠圈用抽纱方法制成的窗帘、台布、手帕等工

艺品。
E抽身】 chou;; shen ［：到脱身离开：工作很忙，

他一直抽不出身来。
E抽水】1 chou;;shuT 画l 用水泵吸水。

E抽水r chou;;shuT 圈缩水②。

E抽水机l choushuTjT 圈用来抽水的水泵。
E抽水马桶E choushuT m凸tong 上接水箱，下

通下水道，便后可冲水的瓷质马桶。
E抽税E chou;;shui 圈按税率收取税款。
E抽穗E chou;;sui 巨型指小麦，Jj(稻、高梁、谷子
等农作物由叶鞠中长出穗。

E抽缩E chousuo 圈机体因受刺激而收缩·四

肢～。

E抽墓］ ch6u;;t6i 南］油菜、韭菜、蒜等蔬菜长

出墓来。

E抽逃I chout6o ［副（为逃避债务、隐匿财产、

抗拒纳税等）暗中抽走（资金）。
E抽屉E chou· ti lEJ 桌子、柜子等家具中可以抽

拉的盛放东西用的部分，常作匣形。
E拙头】 ch6u;;t6u （～儿）圈＠赌博时从赢得

的钱里抽一小部分归赌博场所的主人或供役

使的人。＠泛指经予人从中获取好处z 这些
产品在销售中几经转手，环环～，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

E抽闲】 ch6uxi6n 画抽空：忙中～。
E抽象E chouxiang O O司从许多事物中，舍弃

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

性，叫抽象，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 ＠ Im] 不
能具体经验到的；笼统的；空洞的（跟“具体”相

对）：看问题要根据具体的事实，不能从～的定

义出发。
E抽象劳动】 chouxiang laodong 撇开各种具

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即劳动者的脑力、体
力在生产中的消耗。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抽象
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跟“具体劳动”相对）。

E抽象思维】 chouxiang sTwei 逻辑思维。

E抽选E chouxuiin 画从中抽出，挑选z ～

5 000户居民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E拙芽】 ch6u;;y6 ［到植物长出芽来。

E抽验E chouyan 圈抽取一部分进行检验z ～

产品性能。
E抽样】 chou;;yang F面］从大量物品或材料中

抽取少数做样品 z ～检验。
E抽噎l chouy岳圈抽泣。

E抽咽E chouve 画抽泣。
E抽绎E chouyi ＜书〉［司引出头绪。
E抽印E chouyin 画从整本书或刊物的印刷版

中抽取一部分来单独印刷：～本｜～三百份。
Z抽油机］ ch6uy6ujT 强l 将原油从油井下抽出

的机械。
E抽油烟机】 ch6uy6uyanjT 圈将厨房里的油
烟吸收并排放出去的设备。

E抽壮丁E chou zhuangdTng 抽丁。

挡1 … chou ＜书〉弹奏呻。
（掏）

挡2 … chou ＜方〉画从下面向上用力
（掏）扶起（人）或掀起（重物）：我起不

来，你～我一把｜大家一齐使劲儿把石碑～了起
来。

笃－ chou ＜书〉＠滤酒的器具。＠
（第）过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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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拮 chou ＜书〉＠疾病减轻；病愈。＠减

7经，..损；消除。
整 chou ＜书） 0 ~明牛喘息的声音。＠

突出。

,, 

ch6u （才又）

1 』＠仇敌：疾恶九（＂＇＊雄、警门口气 l 同～础。＠圈
仇恨z 结～｜血泪～｜他们两家有～。

另见 1073 页 Oiu。“傲”另见 186 页

“傲”。
E仇做E ch6uch6u （书〉圈仇敌。

E仇敌E ch6udi I萄仇人；敌人z 视为～o
E仇恨】 ch6uhen O l动］因利害冲突而强烈地
憎恨：热爱人民，～敌人。 81名］因利害冲突
而产生的强烈憎恨情1rrr; ：民族的～。

E仇家】 ch6ujia r名］仇人。
E仇人l ch6uren 圈因有仇恨rtrI敌视的人：～

相见，分外OR~工。
E仇杀E ch6usha r副因有仇恨而杀害：～案。
E仇视E ch6ushi r动］以仇敌相看待·互相～｜～
侵略者。

[{fL外E ch6uwai 圈仇视外国或外族人＝～心

理。
E仇隙E ch6uxi ＜书〉［包仇恨：素无～o
[{fL冤】 ch6uyuan !Bl 冤仇．结～｜报～。
E仇怨E ch6uyuan I割仇恨；怨恨：～极深。

停－ ch6u （书〉＠伴侣：～M
（毒）侣）。＠等；辈：～类。

E侍类】 ch6ulei < t1> i名l 同萃的人；同类。

l踌 h6u ＜书〉＠帐子。吨。
(r悻）另见 267 页 ciao"

J~ ch6u ＜书〉失意；悲痛。
I '1=11 

E惆怅】 ch6uchong 帽伤感；失意：～的心绪｜

别离之后，她心里感到一阵～。
b阵I ch6u 绸子：纺～｜～缎。

罗司（绸、在由）
E绸缎】 ch6uduon 函绸子和缎子，泛指丝织

仁3
口口。

E绸缪】 ch6urn6u ＜书＞ 0 I附缠绵：情意～。
＠（面｜见 1367 页I未雨绸缪）｜。

E绸子E ch6u·zi I主）薄而软的丝织品。
』·田 ch6u 用于地名 2 ～树塘（在湖南） 0 

!fl口1

畴」 ch6u ＜书〉＠田地：田～ l 平～
（畴）千里。＠种类；类别：范～｜物各

有～。
E畴昔l ch6uxi ＜书〉圈从前。

ch6u 0 酬（睛、睛、＠＠诩） 〈书〉主人

向客人敬酒z ～醉。＠报答2 ～谢。＠报酬：
按劳取～｜同工同～。。交际往米2 应～｜～

答。＠实现·壮志未～。
E酬报】 ch6ubao ［司用财物或行动来报答：～

酬宾］ ch6巾画商业 t指以优惠价格出售享救命之恩。

商品给顾客：～展销｜开业头三天，以九五折
~ 。

E酬唱】 ch6uchong ＜书〉［动］用诗词互相赠答。

E酬答E ch6ud6 C遇。酬谢＝太感谢他了，真不

知怎么～才好。＠用言语或诗文应答：这是

一首～友人的小诗。
E酬对E ch6udui ［地］应对；应答：善于～。
E酬和E ch6uhe ＜书〉圈用诗词应答： ~p席～。

E酬金】 ch6ujin 圈酬劳的钱2 ～丰厚。
E酬劳】 ch6ul6o O 阐酬谢（出力的人）：他备

了一桌酒席，～帮助搬家的朋友。＠圈给出
力的人的报酬：这点儿钱请收下，这是您应得的
~ 。

E酬谢E ch6uxie 0割用金钱、礼物等表示谢意：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用不着～。

E酬应】 ch6uying I司。应酬①．他不善于～。
＠〈书〉应答；应对．～如流。

E酬酵l ch6uzuo ＜书〉画宾主豆相敬酒，泛指
应酬。
工回 ch6u 0 ~液体中含某种团体成分很多
节叮（跟“稀”相对，下同）．粥很～｜墨要研得～
些。＠稠密：地窄人～｜～人广众。

E稠糊】 ch6u· hu ＜方〉〔形j 稠①。

E稠密E ch6umi I用多而密人烟～｜枝叶～。

E稠人f众l ch6uren guiingzhong 指人多的

场合。也说稠人广坐。
E稠人广坐】 ch6uren-guiingzuo 稠人广众。

v ch6u O 圈忧虑：发～｜不～吃，不～穿。
－－~飞＠忧伤的心情．乡～｜离～o

E愁肠】 ch6uch6ng I萄指部结愁闷的心绪：～

百结｜～寸断。
E愁城】 ch6ucheng ＜书〉［直指愁苦的境地z 陷

入～。

E愁楚］ ch6uchu I用忧愁痛苦2 ～万分。

E愁怀l ch6uhu6i r每愁苦的情怀：一腔～o
E愁苦l ch6uku I暨忧愁苦恼z ～的百容。
E愁眉E ch6umei i寄发愁时皱着的眉头2 ～不
展｜～紧锁。

E愁眉苦脸】 ch6umei-kuliiin 形容愁苦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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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愁眉锁眼】 ch6umei-su6y也n 形容忧愁、苦恼

的样子（锁z 紧皱）。
E愁闷】 ch6umen 晴忧愁烦闷z 他近来心里很

~ 。

E愁容l ch6ur6ng 睛发愁的面容：面带～o

E愁思E ch6usl 圈忧愁的思绪·～百结。

E愁绪l ch6uxu 圈忧愁的情绪z ～萦怀。

＝三二 E愁云E ch6uyun 圈指忧郁的神色：满脸～。
主主三 E愁云惨雾E ch6uyun-c6nwu 形容使人感到
~ 愁闷凄惨的景象或气氛。

筹中 ch6u 0 圈竹木或象牙等制成
（篝）的小棍儿或小片儿，主要用来计数

或作为领取物品的凭证z 竹～｜酒～。＠筹
划2 统～｜～谋。＠圈筹措z 自～资金 l～饷
（筹措军饷）｜～了一笔款。。 i十策d、法：一～

莫展｜运～帷怪。
E筹办E ch6uban 画筹划办理z ～婚事。

E筹备l ch6ubei ［司为进行工作、举办事业或
成立机构等事先筹划准备．～展览｜～工作已

经完成3
E筹措E ch6ucuo 画设法弄到（款子、粮食等）：

～旅费｜～军粮。
E筹划］（筹画） ch6uhua [l量。想办法；定计划 2
这里正在～建设一座水力发电站。＠筹措s
～资金1～建筑材料。

E筹集E ch6uji 圈筹措聚集：～资金。

E筹建】 ch6ujian 画筹划建立z ～化肥厂G

E筹借】 ch6ujie 画设法借（财物）．～一笔款
子。

E筹码】（筹马） ch6um6 （～儿）国＠计数和进
行计算的用具，旧时常用于赌博。＠借指在

对抗或竞争中可以凭借的条件：政治～。＠
证券市场指投资者持有的→定数量的证券．
～集中。

E筹谋E ch6um6u ［：褂筹划谋虑：～解决问题的
途径。

E筹募E ch6umu 画筹划募集（财物）＇～资金 i
～救灾物资。

E筹拍l ch6upai 画筹划拍摄（影视片等） :~ 

反映祖国建设成就的大型纪录片。
E筹商】 ch6ushang 画筹划商议：～对策。
E筹算】 ch6usuan 圃＠计算。＠谋划。

E筹资E ch6u;; zl ［亟筹集资金：～办厂。
E筹组E ch6uzu 画筹备组建，筹划组织：～工
会｜～考察团。

主在J ch6u ＜书〉＠单层的被子。＠床上的
叮帐子。
踌… ch6u 见下

（踞）

E踌躇】（踌橱） ch6uchu O [ll2J 犹豫2 颇费～｜

～不决｜～了半天，我终于直说了。＠〈书〉圈

停留；徘徊不前。＠〈书） [ll2J 得意的样子：～

满志。
E踌躇满志l ch6uchu-manzhi 形容对自己的

现状或取得的成就非常得意。

血~ ,._,._ ch6u 校对文字：校～。
酶（徽、警）“髓”另见 185 页“仇”。

" chou （才又）

丑1 ch凸u 跚地支的第二位参看 421
页i干支lo 8 CCh凸u）姓。

丑2 ch凸u 0 圈丑陋；不好看
（。。因鬼）（跟“美”相对）＇～媳妇｜长

相太～。＠叫人厌恶或瞧不起的z ～态｜～
闻。＠不好的、不光彩的事物．家～｜出～。

＠〈方〉圈坏；不好·脾气～。 tit ［组戏曲角
色行当，扮演滑稽人物，鼻梁上抹白粉，有文
丑、武丑之分。也叫小花脸或三花脸。

E丑八怪l choubagua』圈指长得很丑的人。

E丑表功l ch6ub1凸ogong F西！不知羞耻地吹嘘

自己的功劳。
E丑13.l ch6udan IEJ 彩旦。

E丑诋】 ch凸udi ＜书〉画用很难听的话骂人。

E丑恶】 ch6u ’ e [ll2J 丑陋恶劣z ～嘴脸。
E丑化E ch6uhua 闯｜把本来不丑的事物弄成丑

的或形容成丑的：～现实生活｜人物形象被～

了。

E丑话】 ch6uhua I萄＠粗俗难昕的话：这种～

不堪入耳。＠指不中听的话（多带有提醒、警

告的意思）＇咱们把～说在前头，以后要出了问
题，你可别来找我。

E丑剧E ch6uju IEl 指有戏剧性的丑恶事情。
E丑角E ch6ujue C～儿）函＠丑2⑤。＠指在

某一事件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

Z丑类】 ch6ulei ＜书〉圈指恶人，坏人。

E丑陋】 ch6ulou 隅。（相貌或样子）难看z 相

貌～。＠（思想、行为等）丑恶；卑劣：～的灵

魂。
E丑婆子E ch凸up6· zi ［富戏曲中扮演中老年妇
女的丑角。

E丑时】 ch6ushi 圈旧式计时法指夜里一点钟

到三点钟的时间。
【丑史】 ch6ushi ［~J 丑恶的历史；不光彩的经历

（多指个人的）。

E丑事】 ch6ushi 函丑恶的事情；不光彩的事

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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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丑态l ch讪tai

～百出。

画指令人厌恶的样子或举动＇ I 什么值得～的？｜别～，谁不知道你那两下子。

E丑闻E ch凸uwen 圈指有关人的阴私、丑事的

传言或消息．官场～。

E丑小鸭】 ch凸uxi凸oya IBJ 丹麦童话《丑小鸭》

中的主人公，借指不被关注的小孩子或年轻
人，有时也指刚刚出现、不为人注意的事物：

从前的那个～如今变成了大明星。

E丑星l ch6uxlng I每j 指擅长演滑稽角色的著
名演员，也指演技好而长相较丑的著名演员。

E丑行E ch凸uxing 圈丑恶的行为：～败露。

扭 chou 古代帽子铐之类。
另见 960 页 nilio

h』 ν. • Che主u IBl 姓。
军队：剑）
做 ch凸u ＜书〉间“瞅，，。

另见 1054 页 qiao"

瞅 c 凸u ＜方〉圈看往屋
（略、并阻） 里～了一眼｜你别老～着

我。
E瞅见】 ch凸u11 jian ＜方〉圈看见z 瞅得见｜瞅不

见｜她～我来了，打了个招呼。

E瞅空】 ch凸U;

在家待不f主，～儿就往外跑。也说瞅空子。

飞

chou （才又）

臭 chou O 圈（气味）难闻（跟啊肌
～气｜～味儿。＠回惹人厌恶的：～架子｜

名声很～。 or用拙劣；不高明：～棋｜这一着
真～。＠画面狠狠地：～骂｜～揍一顿。＠

〈方〉圈（子弹）坏；失效：～子儿｜这颗子弹～

了。

另见 1476 页 xiu"

E奥虫E chou•chong 画昆虫，身体扁平，椭圆
形，红褐色，腹大，体内有臭腺。吸人畜的血
液。有的地区叫壁虱。

E臭椿l chδuchun 圈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小
叶卵状披针形，有臭味，花白色带绿，果实是翅

果。根皮可人药。也叫愕（chO ）。

E臭豆腐l choudou· fu 圈发酵后有特殊气味
的小块豆腐，是一种食品。

E臭烘烘E chouh6ngh6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很臭。

E臭乎乎】 chol』hOhu （～的）圈状态词。形容

有些臭3 这块肉怎么～的，是不是坏了？

E臭美E choum昌l 画故意表现，显示自己漂亮

或能干（多用于讥讽或调侃）：穿件新衣裳，有

E臭名l chouming i萄坏名声：～昭著！～远扬。
E臭皮囊E choupin6ng 圈佛教用语．指人的躯

体。

E臭棋】 chouqi I租下棋时拙劣的着数；拙劣的

棋术。

E臭钱】 chouqi6n 圈对钱的蔑称（用于对钱的

主人表示厌恶、轻蔑）：谁稀罕你的～｜仗着有

几个～就看不起人。 主主
E臭味相投E chouwei-xiangt6u （旧也读 xiu-

wei xiangtou）思想作风、兴趣等相同，很合
得来（专指坏的）。

E臭腺E chouxian 圈某些动物体内分泌臭液
或放出臭气的腺，如臭虫和黄鼠狼体内都有臭

腺。
E臭氧】 chouy也ng 圈氧的同素异形体，化学式

（）主。淡蓝色，有特殊臭味，溶于水。放电时或

在太阳紫外线的作用下，空气中的氧变为臭
氧。用作氧化剂、杀菌剂等。

E臭氧层】 chouy也ngceng IBJ 平流层中臭氧浓

度最高的一层，距地面约 20 25 千米。太阳
射向地球的紫外线大部分被臭氧层吸收。参
看 244 页【大气圈l 0 

殡 chou ＜书〉同“臭”。

［；二二面王忍I=--:J

出 1 州阳从里面到外面（跟“迸、人”相
xt），～来｜～去｜～门｜～国｜～院。＠来

到．～席｜～场。＠画超出：～轨｜～界｜不～

三年。。圈往外拿z ～钱｜～布告｜～题目｜～

主意。＠画出产；产生2 ～煤｜～木材｜我们厂

里～了不少劳动模范。 0~发生：～问题｜这
事儿～在 1962 年。＠画画出版：这家出版社～

了不少好书。＠圈发出 g发泄z ～芽儿｜～汗 1

～天花 l～气。＠圈引文、典故等见于某处g

语～《老子》。＠毒面显露z ～名｜～面｜～头｜～

洋相。⑩显得量多·～饭｜～数儿。＠支出：
～纳｜量入为～。＠〈方〉跟“往”连用，表示向
外2 散会了，大家往～走。

出2 －~·. 圳画一本传奇中的一个大
（剧）段落叫→出，戏曲的一个独立剧

目也叫一出：三～戏。

出户削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表示
向外、显露或完成：看得～｜看不～｜拿～

一张纸｜跑～大门｜看～问题 i做～成绩。

E出版】 chubon 画把书刊、图画、音像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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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或制作出来，向公众发行＝～社｜～物！那
部书已经～了｜录音录像制品由音像出版单位

~ 。

E出榜】 chO;;bang 圈。贴出被录取或被选取

人的名单：考试后三日～。＠｜日时指贴出大

张的文告：～安民。
E出奔E chub岳n 画出走z 仓促～｜～他乡。
E出殡E chO;;bin 画把灵枢运到安葬或安唐的

地点。
E出兵E chO;;blng 画出动军队（作战等）。
E出彩l chO;;cai 画＠旧时戏曲表演杀伤时，

涂抹红色表示流血，叫出彩。＠指出丑（含诙

谐意）：我揭了老底，让他当场出了彩。＠表
现出精彩来：演出频频～。

E出操E chO;;cao 画出去操练：他脚成了，出

不了操了。

E出槽】1 chO;;cao 圈出栏①。
E出槽Y chO;;cao 圈。可、湖等）水漫到岸上。

E出岔子E chO cha• zi 发生差错或事故z 手术

中千万不能～。
E出差E chu;;chai 圈＠（机关、部队或企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暂时到外地办理公事：去北京
～｜出了一个月的差。＠旧时指出去担负运
输、修建等临时任务。

E出产E chuchan O 圈天然生长或人工生产．

云南～大理石i景德镇～的瓷器是世界闻名的。
＠画出产的物品：～丰富 l这些瓷器是景德
镇的～a

E出厂E chO;;ch凸ng 圈产品运出工厂z 产品注

明～日期。
E出场E chO;;chang 圈演员登台（表演）或运动
员进入场地（参加竞赛或表演）。

E出场费l chOchangfei IE 演员或运动员应邀
登台演出或参加比赛、表演时，由主办方付给

的费用。
E出超E chOchao E苗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
内，对外贸易中出口货物的总值超过进口货物

的总值，即贸易顺差（跟“入超”相对）。
E出车】 chO;;ch岳画开出车辆载人或运货（指

公出或营业性运输）：司机生病，不能～了｜你
出趟车送他们去机场。

E出乘E chucheng 圃（乘务员）随车、船等出发

工作。
E出丑E chO;; chou 圈露出丑相；丢人：当众

~ 。
E出处E chuchu』〈书〉画出役和退隐。
E出处E chuchu 圈仔l文或典故的）来源z 文章

中的引文应注明～。

E出倒E chOd凸o 圈工商业主因亏损或其他原

因，将企业的设备、商品和房屋、地基等全部出
售，由别人继续经营。

E出道】 chu;;dao 圃学徒学艺期满，开始从事
某项工作或事业。

E出典I chudian IE 典故的来源；出处：“守株

待兔”这个成语的～见《韩非子·五蠢》O
Z出典］2 chudian 圈指一方把土地、房屋等押

给另一方使用，换取一笔钱，不付利息，议定年

限，到期还款，收回原物。

E出顶】 chOding （方〉圈指把自己租到的房屋

转租给别人。

E出动E chudong 画＠（队伍）外出活动z 指挥

部命令一分队做好准备，待令～。＠派出（军
队） ：～伞兵，协同作战。＠（许多人为某事）行
动起来．昨天大扫除，全校师生都～了。

E出尔反尔E chO’邑r-f凸n ’岳r 《孟子·梁惠王下》：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原意是你怎么做，就
会得到怎样的后果（即善得善果，恶得恶果）。
今指说了又翻悔或说了不照着傲，表示言行前

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

E出发E chOfii 圈。离开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别

的地方去：～日期还没有确定｜收拾行装，准备

～。＠考虑或处理问题时以某一方面为着眼
点．从生产～｜从长远利益～。

E出发点E chufadian 圈。旅程的起点。＠

最根本的着眼的地方：动机z 全心全意地为人
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

~ σ 
【出饭】 chufan ＜口〉圈做出来的饭显得多＝

这种米比别的米～。

E出访E ch Of凸ng rn!j] 到外国访问：～欧美。
E出份子E chufen·zi ＜口〉＠各人拿出若干钱
合起来送礼。＠指到办红臼事的人家去送礼
并参加庆贺或吊唁。

E出风头】 chO fang • tau 出头露面显示自己 z
他就是爱～｜出够了风头。

［，也伏l chu;;fu 画出了伏天g伏天结束z 一～，

天就凉快了。

E出阁l chO叫岳母E 出嫁。
E出格E chuge 0 圈言语行动与众不同e出众：

在这一带，他的才学是～的。＠（一」」）圆越出

常规；出圈JL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这孩子淘

得出了格。
E出工】 chu;;gong 画出发上工；出勤：时间不

早了，该～了｜他每天～，从不请假。
E出恭E chu;;gang 画排泄大小便。
E出乖露丑E chugua i-louchou 出丑；丢脸z 若

真打起官司来，两家都～。也说出乖弄丑。

E出乖弄丑E chugua i-nongchou 出乖露丑。



E出轨E chO;;gui 圈＠（火车、有轨电车等）行
驶时脱离轨道。＠比喻言语行动超出常规z
这话说得～了。

E出国E chO;;gu6 ［到离开本国到别国去：～留
学｜～考察。

E出海E chO;;h凸i 圈（船只）离开伞停泊地点JiU海

上去；（海员或渔民）驾驶船只到海上去z ～打
面

E出航E chO;;hang ［盈（船或飞机）离开港口或
机场航行。

E出号E chOhao c～儿）匮属性词。比头号还大
的才辛大号的：小伙子挑着两个～的大水桶。

E出乎】 chOhO ［萄。出于：～心，发乎惰。＠
超出：～意料！～想象。

E出活JL] ch0hu6r 0 C ／／一）［到干出活JL ；完成

活JL ：有了新式机器，干活儿省力，～又快。＠

E跑单位时间内干出较多的活JL ：下午虽然只

干了两个钟头，可是很～。

E出货l ch011hu6 圈。货物出库z 货款一到，
立即～。＠卖出货物，泛指出售：部分商品降
价～。＠投资者在高价时卖出股票，泛指卖

出股票。
E出击］ chOjl ［面＠部队出动，向敌人进攻。＠
泛指在斗争或竞赛中发动攻势＝发现罪犯踪
迹，主动～。

E出继】 chOji 画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他三岁时
～给伯父。

E出家l ch011jia 圈离开家庭到庙宇里去做僧
尼或道士．～修行｜～为尼。

E出家人E chujiaren ~指僧尼或道士。
E出价E chO;; jia 圈在商品交易中买方或卖方
提出认为合适的价格z 这幅山水画他～三千

元 l您要真想买，就出个价吧。
E出嫁E chO矿i ia 画女子结婚。
E出将入相】 chO j iang-rux iang 出战可为将，入

朝可为相。旧时指人文武兼备。也指官居高

位。
E出界］ chO;;jie 画越出界线。

E出借l chOjie I现借出去（多指物品）：新到的
期刊暂不～。

E出警E chOjing 画（公安部门）接到报警后到

现场处理z 巡警及时～，制止了一场械斗。
E出境】 chO;;jing 圈。离开国境：驱逐～！办
理～手续。＠离开某个地区t 这条河是县界，

过了河就～了。

E出镜E chO;; jing 画画指在影视中露面·～率 l
青年演员频频～，演技提高很快。

E出九】 chO;; ji心画出了数九的日子：虽说还
没有～，天气却暖和多了。参看 697 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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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出局E chO;; ju rnID 0 指棒球、垒球比赛击球员
或跑垒员在进攻中因犯规等被判退离球场，失

去继续进攻的机会。＠泛指在体育比赛中因
失利而不能继续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赛：经过
预赛，有三支球队被淘汰～。＠比喻人或事物
因不能适应形势或不能达到某种要求而无法

在其领域继续存在下去·粗制滥造的产品必然
被淘汰～。

E出具E chOju I到开出；写出C1正明、证件等） :~ 
介绍信｜～健康证明。

E出圈E chOρjuan ＜方〉画］起圈。

E出科】 chO；；幅画旧时指在科班学戏期满。

E出 n] chOk凸u 0 ( ＇护）画说出话来z ～伤

人l～成章。＠（～儿〉［望从建筑物或场地出去

的门或口JL ：车站～｜会场的～。 8 ( ／／－）圈
（船只）驶出港口。 0 ( II ）巨型本国或本地区

的货物运出去：～货 l～工业品。
E出口成章l chuk6u-chengzhang 话说出来就

是一篇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或擅长辞令。
E出口伤人】 chOIφu-shangren →张口说话就

污辱人、伤害人。
E出来E ch011· l6i 圈。从里面到外面来：出

得来｜出不来｜你～，我跟你说句话。＠出现z
经过讨论，～两种相反的意见。

E出来E 11·ch011·16i I到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动作由里向外朝着说话的人：拿～｜拿

i导～｜拿不～ l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用在
动i司后，表示动作完成或实现：写～！开出很多

荒地来｜创造出新产品来。＠用在动词后，表
示自隐蔽到显露：看～｜我认出他来了 i听着听

着渐渐听出点儿意思来了。
E出栏l ch011l6n 圃＠猪羊等长成，提供屠宰
叫出栏z 今年养猪十万多头，卖出六万多头，～

率达百分之六十多。＠〈方〉起圈s ～垫土。
E出类拔萃E ch01ei-b6cui 《孟子·公孙丑上》z

“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后来用“出类拔萃”形
容超出同类。也说出类拔群、出群拔萃。

E出类拔群］ chulei-b6qun l±J类拔萃。

E出力】 ch011 Ii 圈拿出力量；尽力 z ～不讨好｜
他为人耿直，干工作又肯～。

E出列】 chulie 画从队列中向前走出并立定。
E出猎E chOlie 画出去打猪。

E出溜E chO• liu （方〉画滑；滑行z 脚底下一～，

摔了一跤｜他从沙堆上～下来。这孩子的学习
近两个月有点儿往下～。

E出笼E chu1116ng 画JO 馒头等蒸熟后从笼屉

取出。＠比喻囤积居奇的货物大量出售，通
货膨胀时钞票大量发行，也比喻坏的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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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伪劣商品上市等。＠出台③：网络安全计
划已正式～。

E出炉E chO;; Ju ［苗。取出炉内烘烤、冶炼的东

西z 刚～的烧饼 1一号高炉准时～。＠比喻新
产生出来2 年度最佳运动员昨日～。

E出路E chulu IBl 0 通向外面的道路：在森林
里迷失方向，找不到～。＠生存或向前发展的
途径；前途z 另谋～ l农业的根本～在于机械
化。＠销售货物的去处z 品质优良的产品，不

愁没有～。
E出乱子］ chO luan·zi 发生祸事或纠纷·你放

心，出不了乱子。

E出落E chO• luo 圈青年人（多指女性）的体态、
容貌向美好的方面变化3 半年没见，小姑娘～

得更漂亮了。

E出马E chO;;ma 圈原指将士上阵作战，今多

指出头做事：老将～，一个顶俩｜那件事很重
要，非你亲自～不行。

E出卖1 chomai 圈＠卖；出售：～房屋 i～劳
动力。＠为了个人利益，做出有利于敌人的

事，使国家、民族、亲友等利益受到损害：～灵
魂｜～朋友 i～民族利益。

E出毛病】 chu moo. bing 出差错；出故障；出

事故＝机器要保养好，免得～。
E出梅E chO;;mei 画出了黄梅季s黄梅季结束。

参看 574 页【黄梅季1。
E出门E chO;; men rn:ID 0 （～儿）外出：他刚～，
你等一会儿吧。＠（～JL）离家远行g ～在外｜～
后时常接到家里来信。＠〈方〉出门子。

E出门子E cho men· zi 〈方〉指女子出嫁到男

家。
E出面E chO;;mian 圈亲自出来或以某种名义

出来（做某件事）：这事你～交涉吧！由工会～，

组织这次体育比赛。
E出苗】 chO;;mi6o 圈露c lou）苗。
E出名E chO;;ming 0 固有名声；名字为大家
所熟知 z 他是我们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JL）画以某种名义出来（做某件事）：由董事
会～解决这个问题。

E出没E chumδ 画出现和隐藏：～无常！森林
里常有野兽～。

E出谋划策］（出谋画策） chOm6u-huace 出主
意，定计策。

E出纳】 chOna 圈。机关、团体、企业等单位中

现金、票据的付出和收进工作z ～科。＠担任
出纳工作的人。＠泛指发出和收进的管理工
作，如图书馆有出纳台。

E出难题E chO n6nti 比喻提出让人为难或难办
的事情。

E出牌.］ chu;;p6i 画玩牌时将牌打出，借指采

取某种对策、行动z 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

应按行规～。
E出盘］ ch0p6n ＜方〉［甜出倒。

E出偏］ chO;;pian 画出差错5出偏差。

E出票E chO;;piao ［温＠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
给收款人。＠航空公司、车站、影院、戏院等售

出票。

E出品E chOpin 0 圈生产出来的物品3产品：

这是本厂的新～｜这些～经过检验，完全合格。
＠［量制造出来产品：这个牌子的彩电是本厂

～的。

E出聘】 chOpin 圈＠出嫁s 她的写女去年～

了。＠〈书〉出使。

E出圃E chup心画指苗木长到一定阶段从苗圃

移植到别处。

E出其不意】 chuqibuyi 趁对方没有料到（就采

取行动）·攻其无备，～。

E出奇】 chOqi 帽特别；不平常z 今年早春真暖

得～｜山村的夜，～地安静。
E出奇制胜E chOqi-zhisheng 用奇兵或奇计战

胜敌人，泛指用对方意想不到的方法采取
胜。

E出气E chO;;qi 画把心理的怨气发泄出来z 在

外面受了委屈，不该拿家人～。

E出气筒E chOqitong !Bl 比喻被人用来发泄怨

气的人。
E出勤E chO;;qin 画按规定的时间到工作场所

工作：～率。
E出模】 chO;;qi心画指失态或做出让自己感到

羞愧、难为情的事（多用于台湾地区）。

E出去】 chO;; • qu 画从里面到外面去2 出得
去｜出不去 J～走走，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E出去】 II• ch011 • qu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动作由理向外离开说话的人：走得～｜

走不～i送出大门去。
E出圈JL] ch011quanr 圈比喻（言行）越出常规

或一定范围·这样做就～了 l话说得出了圈儿
了。

E出缺E chOqu岳 rn:ID 因原任人员（多指职位较高

的）离职或死亡而职位空出来。
E出群拔萃E chOqun-b6cui 出类拔萃。

E出让E chOrang 画出卖或转让（个人自用的
东西） ：～家具｜廉价～。

E出人命E chO renming 指发生有人死亡的事
故或案件。

E出人头地E chOrent6udi 超出一般人g高人一

等。
E出人意表E chOrenyibi凸o 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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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人意料l chOrenyiliao c事物的好坏、情况
的变化、数量的大小等）出乎人们的意、料；在人
们的意料之外。也说出人意表。

E出ff:l chOren U司出来担任（某种职务）：～要
职｜～驻外使节。

E出入E chOru O I到出去和进来：～随手关门 1
东西堆在过道，～不方便。＠圈（数目、内容
等）不一致、不相符的情况：现款跟账上的数目
没有～｜你俩说的话有～。

E出赛E chOsai 圈出场比赛；参加比赛z 代表

北京市～O
E出丧】 chO;;sang ［司出殡。
E出色E chuse ［蚓特别好；超出一般：表现～｜
成绩～l他们～地完成了任务。

E出山E chu;;shan I司东晋谢安曾退职在东山
隐居．后复出任职（见于《背书·谢安传》）。后
来用“出山”指出来做官，也泛指出来担任某种
职务，从事某项工作：他这次担任篮球教练，已
经是第二次～了。

E出身E chOsh剧。圈个人早期的经历或家
庭经济情况属于（某阶层）：～于工人家庭。＠

圈指个人早期的经历或由家庭经济情况所决

定的身份：店员～i工人家庭～。
E出神l chO;;shen l到肉精神过度集中而发呆．
孩子们听故事，听得出了神｜上课的铃声响了，

他还对着窗口～。
E出神入化】 chush岳『i-r

绝妙、的境界：这支曲子演奏得～，听众被深深

地吸引住了。
E出生】 chOsheng Ll割胎儿从母体巾分离出来：

～地｜爷爷 1940 年～于北京。
[c村生率E chush岳nglO 理l 一定时期内（通常是
」年）出生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卒，通常
用千分率来表示。

E出生入死】 chOsheng-rusi 形容冒着生命危

险。
E出声E chu川 sh岳ng （～ JL)圃（人li兑话；弄出声
日向：大家悄悄地进来，别～。

E出师I chO;;shi ［到（徒弟）期满学成：学徒三
年～o

E出师T chushi ＜书〉［动j 出兵打仗z ～讨伐｜～

不利。
E出使】 chOshi I司接受外交使命到外国去：～
北欧诸国。

E出示】 chushi 画拿出来给人看：～手稿！～

证件！～黄牌警告。
E出世E chOshi ［甜。出生：那年他还没有～。

＠产生：旧制度灭亡，新制度～。＠超脱人

仗，摆脱世事的束缚：～思想。

E出世作l chOshizuo 圈旧时指作者一生中最

早问世的作品。
E出仕E chushi ＜书） l功！出任官职。

E出事】 chO;;shi 圈发生事故z ～地点｜那里围

了很多人，好像出了什么事。
E出于】 chOsh凸u 0 （－／／一）［赳卖出货物（多用
于倒把、变卖等）；脱手②：那批货急于～｜货物
很快就出了手。 8 ( -// ）国拿出来：一～就
给他两千块钱。 e c -11 ）南］动手；开始行动：王三

该～时就～。＠圈指袖子的长短。＠圈开专三

始做某件事情时表现出来的本领：我跟他下

了几着，就觉得他～的确不凡。＠圈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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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首】 chOshau ＜书〉［动］＠检举、告发别人的

犯罪行为。＠自首。

E出售】 chOshou 闯！卖：～商品｜降价～。

E出数JL] chOshur ＜口〉圃产生的数量大＝机
米做饭～O

E出双入对E chushuang-rudu i 两个人经常→
起活动，多形容恋人间关系亲密。

E出台E chu;;t6i ［司＠演员I二场．～演出。＠

比喻公开出面活动：～干涉。＠（政策、措施
等）公布或予以实施：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正

式～。
[ttl摊JL] chO;; tanr 圈在路旁、广场或集市上

摆出货摊（售货）＝为方便市民，这家饭馆一直
坚持～卖早点。

E出逃】 ch0t6o 自由］逃出去（脱离家庭或国家） : 
仓皇～1离家～。

[Lt\挑】 chO· tiao R司）（青年人的体格、相貌、智

能向美好的方面）发育、变化、成长：这姑娘～
得越发标致了｜不满一年，他就～成师傅的得力

助手。

［，吁1祟】 chOtiao 圃卖出（粮食）。

[t扫庭】 chO;;ting l动｝诉讼案件的关系人（如原

告人、被告人、辩护人、代理人、律师等）到法庭
上接受审讯或讯问。

E出头】 chO;;t6u 画＠（物体）露出顶端：～的

橡子先烂（比喻冒尖的人最容易受到打击）。＠
出面；带头：～露面｜我们厂的体育活动，是他

～搞起来的。＠从困苦的环境中解脱出来：

盼到了～之日。＠（～儿）用在整数之后表示
有零数：小麦亩产八百斤～！你已是三十～的
人了，该成家了。

E出头露面】 ch0t6u-16umian O 在公众的场

合出现：他不爱～。＠出面（｛故事）：大家推他
～去商谈这件事。

[tlJ头马E chut6uni凸0 ［盘指出面或带头f故事

的人，也指才能出众或表现突出的人：枪打～。



I 192 I chO l 出初

E出徒E chu;;tu 区国学徒工期满学成；出师：我
刚进厂两年，还没～呢！

E出土】 chu;;t心圈。（古器物等）被从地下发

掘出来：～文物｜这一批铜器是在寿县～的。
＠（植物）从土里生长出来：才～的小苗就怕

风刮沙打。

E出脱】 chutuo 匾。货物卖出J脱手②。＠
出落·这孩子的模样～得更好看了。＠开脱

主主 （罪名） ：他的诡辩不过是自我～。
E二 E出外E chuwai 圈到外地去：～谋生。

E出亡l chuwang 闯出走；逃亡z ～他乡。

E出位】 chuwei O 睡i 指言行等超出合理的限
度；出格＝她的表演大胆而～ 1 媒体炒作过于

～。＠〈书〉［割超越本分：不可视尽职为～o
E出息E chu·xi O 南指发展前途或志气：不 l
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就有～｜懦

夫懒汉是没～的。＠〈方〉画］长进；出落z 这
孩子比去年～多了｜那姑娘～得更漂亮了。..

〈方〉障！培养使有出息：这个学校就是～人。
＠〈方〉圈收益：咱这儿种稻子比种高粱～大。

E出席】 chuxi 画参加会议或典礼等活动，特指
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参加会议：～开幕
式｜统计～代表人数。

E出戏E chu;;xi 画］（演戏时）从所扮演的角色

中走出来：这名演员入戏快，～也快。
E出险l chu;; xi创［萄＠（人）脱离险境：他一
定有办法保护你～。＠（堤坝等工程）发生危

险‘力口固堤坝，防止～。＠保险业指保户出现
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的事故。

E出现l chuxian 蝴＠显露出来．比赛开始前
半小时运动员已经～在运动场上了。＠产生
出来：近年来～了许多优秀作品。

E出线l chu;;xian 画在分阶段进行的比赛里，
参赛的人员或团体取得参加下一阶段比赛的
资格．叫作出线＝～权问

E出项E chu • xiang I每支出的款项：这几年家
里人多了，～也增加了不少。

Z出血】 chu;;xi品〈方〉阐1 比喻为他人拿出钱或
拿出东西（含诙谐意）。

E出新】 ch以In 画出现新的形式、内容等：随
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小说的内容不断～。

E出行l chuxing 圈外出；到外地去：这次～，

跑了不少地方。
E出巡】 chuxun 画出外巡视：～江南。
E出言】 chuyan l到说出话来2 ～有章（说话有
条理）｜～不逊（说话不客气）。

E出演l chuyan ［到演出；扮演z 在这出戏里他

～包公。
E出洋E chu;;yang 画指到外国去z ～考察。

E出洋相】 chu yangxiang 闹笑话；出丑。

E出游E chuy6u ［司出去游历z ～未归。

E出于】 chuyu 圈。（事物）从某处出现、产生：

月～东山之上｜这幅字～大家手笔。＠（言行）
从某→角度、方面出发z ～好心｜～安全考虑，

切勿酒后开车。

E山i吾】 chuyu I姐说出话语z ～惊人。

（，吁1狱】 chu;;yu F司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E出院】 chu;;yuan 南］病人结束住院治疗离开

医院。

E出月 l chu;;yue ［跑过了本月：这个月没时间，
～才能把稿子写完。

Z出展l chuzhan 圈。 3)1］外地展览或展销 z 新

产品～欧洲获得好评。＠展出．优秀美术作

品即将在京～。

E出战l chuzhan [ll画出兵打仗；跟进攻的敌人

作战z ～失利。中国足球队～世界杯赛。
E出账】 chuzhang O ( -11一）圈把支出的款项
登上账簿：这笔开支违反规定，不能～。＠
〈方〉圈支出的款项；开支z 这个月～太多。

E出蛮l chuzhe ［•到动物结束冬眠，出来活动。
E出诊】 chu矿 zh岳n 画＠医生离开医院或诊所

到病人那里去给病人看病。＠医生在医院或
诊所为病人看病。

E出阵E chu;;zhen 画上战场打仗，比喻参加某

种活动（多为竞赛性的）：这场拔河比赛，连退
休老人都～了。

E出征】 chuzh岳ng 画出去打仗：率兵～o

E出众l chuzhong 圈超出众人：成绩～。

E出资E chu;; zl I副拿出钱财：企业～建学校。
E山自】 chuzi ~面（作品、引文、典故或主张等）

来源于：这幅画～高手｜这个成语～《论语》｜这
种～空想的意见自然不被采纳。

E出走】 chuz凸u E到因故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

Z与地＝有促～｜离家～n
E出租】 chuzu I动］收取一定的代价，让别人暂
时使用：～图书｜～房屋。

E出租车】 chuzuch岳［名l 供人临时雇用的汽车，

多投果程或时间收费。也叫出租汽车。
E出租汽车］ chuzu qich岳出租车。

初圳。开始的z ～夏｜～冬。＠函开始
的一段时间 2 年～｜月～｜本学期～。＠第

－个．～伏｜～旬 l～一（农历每月的第一天，等
于“第一个一”，区别于“十一、二十一勺 l～十（农
历每月的第十天，等于“第一个十”，区别于“二

十、三十”）。。圆第一次；刚开始z ～试｜～出
茅庐（～学乍练。＠最低的（等级）：～级｜～

等。。原来的 z ～心 l ～志｜～愿。＠原来的
情况：和好如～。 0 (Chu）圈姓。



E初版】 chuban O 圈（书籍等）出第一版，有时
也指第一次印刷2 本书 1956 年～。＠｜刽（书
籍等的）第一版z 这部书～印了两万册。

E初步】 chubu 晴属性词。开始阶段的；不是
最后的或完备的：提出～意见｜这些问题已经

得到～解决。
E初潮E chuch6o p到指女子第一次来月经。
E初出茅庐】 chuchu-m6olu 比喻刚迸入社会

或刚到工作岗位Ia来，缺乏经验。
E初,g1JJ chuchuang ［司刚刚创立：～阶段。
E初春E chuchun ［吕春季开始的→段时间。
E初等E chud岳ng [lE§ 属性词。＠比较浅显的·

～数学。＠初级：～教育。
E初等教育E chud岳ng jiaoyu 小学科度的教

育。是对少年儿童实施的全面基础教育和对
成人实施的相当于小学程度的教育。

E初冬E chudong 南！冬季开始的一段时间。

E初度E chudu （书〉圈原指初生的时候，后称
生日为初度：四十～。

E初犯】 chufan O 温第→次犯罪或犯错误、过

失等·因是～，还能原谅。＠圈第－次犯罪
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

E初伏】 chufu 圈。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是
三伏头→伏的第→天。＠通常也指从夏至后
第三个庚日起到第四个庚日前一天的一段时

间。 II 也叫头伏。参看 1122 页【三伏1 。
E初稿】 chug凸0 !El 第－次的稿子，泛指未定
稿。

E初会】 chuhui 圃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彼
此都有点儿拘束。

E初婚】 chuhun i到＠吉布→次结婚。＠刚结婚
不久U

E初级】 chuji l园属性 ln］＂阶段、级别等最低
的：～读本｜～形式。

E初级产品J chuji ch凸npin 指未经力u工的或粗
加工的原料或农产品。

E初级小学】 chuji xiaoxue 我同实施的前一阶
段的初等教育的学校。简称初小。

E初级中学E chuji zhongxue 我国实施的前一
阶段的中等教育的学校。简称初中。

E初交】 chujiao O 画初次交往z初次打交道。
8 ［祖认识不久或交往不久的人z 我们是～，

对他不大了解。

E初刻本E chukeb曲唱l 书籍第一次印行的版

本。
E初亏E chukui 圈日食或月食过科中，月球和

太阳困面或地球阴影和月球国内～第 次外f;JJ

时的位置关系，也指发生这种位置关系的时

刻。初亏是日食或月食过程的开始。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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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初来乍到E chul6i-zhadao 初次来到某个地

}J：～，不周之处请多包涵。

E初恋E chulian 圈。第一次恋爱。＠刚恋爱

不久。
E初露锋芒】 chulu-f岳ngm6ng 指刚显露出某种

力量或才能。
E初露头角】 chulu崎ujiao 指刚显露出某种才

华·这次展出的作品，作者大多是～的青年画家。主雪
E初民】 chumin l各i 指远古时代的人。 三三

E初年E chuni6n 圈指某一历史时期的最初→

段：民国～o

[:-fJJi＇卡J chuping ll\!il 初次或初步评比或评选。

E初期E chuqi I名］开始的→段时期＝抗战～｜这

病的～症状是厌食。

E初秋E chuqiu 圆秋季开始的→段时间。

E初赛E chusai l划体育等竞赛中的第一轮比
赛，初J赛后进行复赛或决赛。

E初审】 chushen 圈。初次审查＝～合格。＠

法律 l二指预审人员对被告人进行第一次审讯。
E初生之棋E chushengzhidu 刚生出来的小牛。

俗语说·“初生之棋不提虎。”后用“初生之牛妻”
比喻勇敢大胆、敢作敢为的青年人。

E初BJ) chushi i割刚开始的时候．～我只当他

说说而已，谁知他真的去了。

E初始E chushi ~ 起初；开始的阶段．～速度｜
～状态｜赛季～这个队就显出了强大实力。

E初试J chushi 圈＠初次试验。＠分两次或

几次举行的考试的第一次。参看 411 页【复
试］。

E初霜】 chushuang ［每人秋后最初出现的一次

箱。
E初＇Ji生】 chusu l甜 0 ~，；力物体在一个特定运动j
过程JI：始时的速度。＠特指弹头脱离枪、炮

r1瞬间的运动速度。

E初岁】 chusui <+5> ［旬指→年刚开始的时候。
E初探J chutan l"1lJ 初步探索或探讨（多用于 i5
名或文章标题）＇《大陆架成因～》。

E初夏） chuxia 圈夏季开始的一段时间σ

E初1J'J chux的o 画初级小学的简称。

E初心E chuxin 圈最初的心愿、信念：～不改｜

不忘～。
E初J学E chuxue r司刚开始学或学习不久：～

乍练（这本书对～的人很合适。
E初j雪E chuxu邑［名l 入冬后第－次下的雪。
E初旬J chuxun f吕每月的第－个十天。

E初口fl chuye 圈（→个世纪或→个朝代）最初

一段时期： 20 世纪～｜明朝～。
E初夜E chuye 圈。指进入夜晚不久的时候。



I 1” I chO- chu I 初邮抠撑得鱼除

＠指新婚第一夜。

E初愿l chOyuan 鸣起初的志愿或愿望＝他的

～是当个中学教师，没想到后来成了大学教授。
E初月E chOyue 圈农历月初形状如钩的月亮。

E初战E chOzhan 圈战争或战役开始的第一

仗2 ～告捷。
E初诊】 chOzhen 画医院或诊疗所指某个病人

二二 初次来看病。

王三 E初志】 chOzhi IBl 初愿。
三三E E初中】 chOzhong IBJ 初级中学的简称。

E初衷E chOzhong 圈最初的心愿：有违～｜虽

然经过百般挫折，也不改～。

出B chO 邮江（叫巾。）地名邮江何
j..J CChOjiang He），水名，都在四川｜。

多区 hO 古书上说的一种翩翩。
（组）也叫躯虎。

』最旨 chO 见下。

3亏
E挎搞】 chOpu 同“得蒲气

得 chO 圈蜡。

E愕蒲E chOpu 圈古代一种游戏，像后代的掷

色子Q 也作挎稽。

,, 
chu ( ~义）

鱼」 chu ＜书〉＠喂牲口用的草z ～
（第）称｜反～。＠割草z ～芜。＠

CChu）毡姓。

E鱼袜】 chumo ＜书〉［每草料。
E鱼芫】 churao ＜书〉＠［到割草打柴·～有禁。

＠圈指割草打柴的人：询于～。＠［组谦辞，

在向别人提供意见时把自己比作草野鄙陋的

人：～之言（浅陋的话）。
E鱼议J chuyi ＜书〉［名］谦辞，称自己的议论。
ttb.1 chu 0 画去掉：～草｜根～｜铲～｜为民

阴＝ ～害。＠圆表示不计算在内．这篇文章
～附表外只有三千字｜～一人因病请假以外，全

体代表都已报到。 8 II量进行除法运算，如 2
除 6得 30 0 （书〉授；拜（官职）。 0 (Chu) 

圈姓。

ft.＜弘2 chu （书〉台阶：庭～｜阶～。
院、

E除暴安良E chubao-anliang 铲除暴徒，安抚
人民。

E除弊E chubi i司除去弊端2 兴中j～。

E除尘E chuchen E到清除尘埃，特指清除悬浮

在气体中的粉尘：～器。

E除恶务尽】 ch白’岳－wujin 消除坏人坏事或邪

恶势力必须彻底。

E除法】 chuf凸圈数学中的一种运算方法。最

简单的是数的除法，即从－个数连减几个相同
数的简便算法。如从 10 中减去相同数 2，总
共可以减去 5 个，就是 1 （）除以 2，或者说是 2
除 1() 0 

E除非】 chufei 0 画表示唯一的条件，相当于

“只有”，常跟“才、否则、不然”等搭配使用2 若
要人不知，～己莫为 i～修个水库，才能更好地
解决灌溉问题。 811] 表示不计算在内，相当

于“除了”·上山那条道，～他没人认识。
E除服l chufu （书〉国指守孝期满，脱去丧服。
E除根】 chu;?gen c～儿）［到从根本上消除z 斩
草～｜治这种病就怕除不了根儿。

E除垢’】 chugou ［司清除污垢。

E除旧布新】 chujiu-buxln 破除旧的，建立新

的。
E除开】 chukai ［到除了。

E除了E chu· le 11] O 表示所说的不计算在内 z

那条山路，～他，谁也不熟悉。＠跟“还、也、只”

搭配使用，表示在什么之外，还有别的·他～教

课，还负责学校里工会的工作｜他～写小说，有
时候也写写诗。＠跟“就是”搭配使用，表示不
这样就那样：刚生下来的孩子，～吃就是睡。

E除名】 chu;;ming 圈使退出集体，从名册中

除掉姓名。
E除去E chuqu 0 富国去掉；除掉：～杂草｜～弊

端。＠圆除了；除开z 她～上班，全部时间都

用来照顾多病的公婆。
[I综权】 chu;;quan 画股份公司因向股东送红

股等，股份增加，每股股票的实际价值减少，需
要从股票市场价格中除去减少的部分，叫作除

丰丑。

E除却】 chuque O l到除去；去掉：～浮华 l ～
心腹之患。＠圈除了①：桌上～几本书，没有

其他东西。
E除日】 churl （书〉圈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夭。

E除丧】 chusang 〈书〉吕西］除服。

E除外】 chuwai 画不计算在内：图书馆夭夭开

放，星期一～o
E除夕】 chuxl 圈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夜晚，

也指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之夜｜～联欢

会。
E除息】 chu;;xl ［动l 股份公司因向股东分配股

息、红利，每股股票的实际价值减少，需要从
股票市场价格中除去减少的部分，叫作除

怠。
E除夜】 chuye 圈除夕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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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 chu O 见 1608 页时lo @ I 阳山圳卜JL）时置衣服物件的
（靠自）〈书〉同咕”。 1坷（兴橱）家具：衣～｜书～！把碗放在～儿

E:主 chu 0 厨房：下～。＠｜ 里。
l町（胃、并肩） 厨师2 名～Q I c橱窗】 chuchuang 圈。商店l临街的玻璃窗，
E厨房J chufang f割做饭菜的屋子。 | 用来展览样品。＠用来展览图片等的设备，

E厨柜E chugui ＜～儿）圈安装或安放在厨房里 i 形状像橱而较浅。
的柜子，用来放置餐具、炊具等，多为整体式 IC橱柜】 chugui O c～儿）［重放置餐具等的柜
的。也作橱柜。 I 子。＠同“厨柜”。＠圈可以做桌子用的矮－＝

E厨具l chuju 圈做饭菜的用具，如锅、炒勺、菜｜ 立柜。 王三
刀等。 ｜日韭 chu 见 186 页【踌躇1。 三

E厨师J chushl 阎长于烹调并以此为业的人。 I JI"曰

E厨司］ chusl ＜方〉圈厨师。 ｜早日 … chu 见 176 页【蜘踊1、 186 页
阳卫】 chuwei 圈厨房和卫生间的合称z ～ I j口商「脯） ！踌躇］ C踌配。
设备。

E厨艺E chuyi R亘烹调的技艺。 " chu ( ~）（） E厨余垃圾l chuyu lajl 因做饭而产生的有机
垃圾，包括沿水和菜蔬、鱼肉等加工过程中的

」~：~~~'ct／~ff~~~种废弃物。 l 处（庭、读、现） ~~~aj\~~~o: 
锄 cu 0 圈松士｜ 画酬。人一起生活；交往： ~14¥-来｜～不来｜他

（锄、A哇且、勒）和除草用的农具， I 的脾气好，挺容易～。＠圈置身在（某地、某
大～｜小～。＠画用锄松土和除草z ～草｜这｜ 种情况等）：地～闹市｜～变不惊｜设身～地｜我
块地～过三遍了。＠铲除z ～奸。 | 们工厂正～在发展、完善的阶段。＠处置；办

“姐”另见 706 页 ili“钮”。 | 理2 ～理 i～事。＠处罚：～治｜论～｜惩～｜～
E锄奸E chujian 圈铲除通敌的坏人。 | 以徒刑。 0 CCh口）圈姓。
E锄强扶弱】 chuqiang .furuo 铲除强暴，扶助｜ 另见 197 页 chuo
弱者。 I E处变不惊E chubian-bujlng 面对变故或变乱，

E锄头］ chu· tou 圈。南方用的一种形状像 l 能镇定自若，不惊慌。
铺的农具。＠〈方〉锄①。 I c处罚E chufa 画面对犯错误或犯罪的人加以惩

E锄头雨】 chut6uyu ＜方） ［萄锄地前庄稼正需｜ 治。
要雨水时下的雨。 I c处方E ch心fang O ~姐医生给病人开药方z 不

瀚 Chu 酬｜（叫叫名，在安徽。 | 是问问。＠国医生给病人开的药
I 方；配制成纯的现成约方＝按～抓药。

品A chu 见 142 页【瞻酬。 I c处方药l chufangyao 温必须凭执业医师处
2司王 | 方才可调配、购买并在医师指导下服用的药

雏一 chu O ←呻幼小的鸟：鸡｜品
（费在）～川鸭～儿｜卜。＠幼小的（多 I c处分E chufen O I刻对违法乱纪的人按情节

指鸟类）·～鸡｜～燕。～形。 | 轻重做出处罚决定：～违反校规的学生。＠
E雏鸡l chujl 圈孵出不久的小鸡。 I IBl 对违法乱纪的人按情节轻重做出的处罚决
E雏妓E chujl 圈未成年的妓女。 | 定：给考试舞弊者以除名的～。＠〈书〉画处
E雏JLl chur ＜口〉圈比喻年纪轻、阅历少的人。｜ 理；安排。
E雏形】 chuxing 圈。未定型前的形式：蠕显！ rn警】 ch心jlng 圈（公安部门）处理紧急或危
示出成虫的触角、腿、翅膀的～。＠依照原物 l 险情况，及时～。
缩小的模型z 看了这座建筑物的～，也可想见 I c处境E ch心jing 圈所处的境地（多指不利的情
它的规模之大了。 | 况下）：～困难｜～危险。

l橱 … chu 古代一种形状像橱的帐子。 l E处闹剧jue 画＠执行死刑z ～犯人｜立即
（哺） | ～。＠处理决定：大会休会期间，一切事项由

傣圳见1079 页【酬。 | 常委会～。
I ［处理】 ch心 IT 圈＠安排（事务）；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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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事务。＠处治； 1/?I<;}] ：依法～｜～了几
个带头闹事的人。＠指减价或变价出售E ～

品 i这些积压商品全部削价～。＠用特定的方
法对工件或产品进行加工，使工件或产品获得

所需要的性能＝热～。
缸t理品】 ch心Ii pin 圈减价或变价出售的物
品。

rn男l chunan 圈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男子。

王三 rn女】 chunu 0 圈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女
霎雪 子。＠圃属性词。第一次的：～航｜～作。

rn女地l chunudi IE 未开垦的土地。

rn女峰】 chunuf岳ng 圈没有人攀登过峰顶的

1 I I峰。
rn女航l chunuhang 圈。轮船或飞机在某
航线上第一次航行。＠新制成的轮船或飞机
第一次航行。

rn女膜E ch心num6 圈阴道口周围的一层薄
膜，中间有一个不规则的小孔。

rn女秀E ch心nuxiu 圈处子秀。
rn女作E chunuzuo IE 作者的第一个作品。
rn身E chushen r到置身；安身z ～涉世（立身
处世〉｜～在艰险的环境中。

rn士l chushi ＜书〉圈原来指有德才而隐居
不愿做官的人，后来泛指没有做过宫的读书
人。

E处世】 chushi 圈在社会上活动，跟人往来相

处z 立身～｜为人～。
缸t事E chushi 圈处理事务z 他～严肃，态度却

十分和蔼 O
rn暑l chushu IE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8 月

22 、 23 或 24 日。参看 664 页I节气1 、 348 页

I二十四节气］。
rn死】 chusi 圈处以死刑。
rn－心积虑】 ch心xln-jllu 千方百计地盘算（多含

贬义）。
rn刑E chuxing i量法院依照法律判定被告人
有罪并处以刑罚。

缸t于E ch心vu 画在某种地位或状态：～优势｜
伤员～昏迷状态。

rn之泰然】 chuzhl-tairan 对待发生的紧急情

况或困难，安然自得，毫不在乎。也说泰然处

之O
rn治E chuzhi 圈处分；惩治2 严加～。

rn置E ch心zhi l噩＠处理2 ～失当｜～得宜。
＠发落g惩治：依法～。

缸t子l chuzi ＜书〉圈处女。
缸t子秀E chuzixiu 圈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活

动＝这场比赛是他加盟这个球队的～｜新款车
型将在本次展会上演～。也胁性秀。

样圳＠画一头粗一头细的困木棒，用来
I 在臼里捣粮食等或洗衣服时捶衣服2 ～

臼｜甜～。＠〈书〉用中午捣：～药。＠圈用细

长的东西戳或捅 z 用手指头～了他一下｜拿棍
子往里～一～。

E样舞E ch心w凸函件乐。
E样乐l ch的ue 圈台湾地区高山族的一种歌
舞，三五成群的妇女站在石臼周围，手执长样，

一边捣臼，一边歌唱。也叫样舞。

石出一 chu 础石①：基～ i 月晕而风，～
囚（睫）润而雨。

E础石】 chushi 圈＠垫在房屋柱子底下的石
头。＠基础：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

中坚与～。
椿 chu 0 f8l 构树。＠〈书〉指纸： ~~o 

储…咄咄储藏；存放＇ ~11t I ～金 i
（儒）～粮献。＠已经确定为继承皇

位等最高统治权的人2 立～｜王～｜～君。＠

CChu）圈姓。
E储备E chubei 0 圈（金钱、物资等）储存起来
准备必要时使用z ～金 l～粮食。＠圈储存
起来备用的东西：动用～｜～年年增长。

E储藏E chucang 圈。保藏：～室｜把器具～
起来。＠蕴藏z ～量｜铁矿～丰富。

E储存E chucun 画（把物或钱）存放起来，暂时

不用z ～资料｜～大白菜。

E储户E ch心hu IE 银行等称存款的个人或团体
为储户。

E储积E ch心jl 0 画储存积聚；积蓄z ～余粮｜
～能量。＠〈书〉函指积蓄的财物＝家无～。

E储集】 ch心ji 画储存聚集。
E储君】 ch心jun 圈帝王的亲属中已经确定继承
皇位等最高统治权的人。

Z储量】 chuliang 圈（自然资源）储藏量：探明
油田的～｜矿产～极为丰富。

E储蓄】 ch心XU 0 [;Jj] 把节约下来或暂时不用

的钱或物积存起来，多指把钱存到银行里z ～
所｜活期～。＠圈指积存的钱或物g 家家有

~ 。

E储值E chuzhi 画往电话卡、交通卡、消费卡等

里面存储钱款等。

楚1 ch心。痛苦z 苦～｜凄～。＠清晰灌
齐z 清～｜齐～。

楚2 川＠周朝国名，原来在今湖北和湖
南北部，后来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

浙江、江西和四川。 81盘指湖北和湖南，专指

湖北。＠圈姓。
B查楚l chuchu 圈。鲜明e整洁：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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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娇柔；纤弱5秀美2 ～可怜｜～动人｜门前｜ 等方面的牲畜的力量＝～车｜山区还得用～运
垂柳，～可人。 | 输。

E楚剧E ch心ju 画湖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湖 l E畜生E chu•sheng 圈泛指禽兽（常用作骂人

北黄冈、孝感一带的花鼓戏发展而成，主要流｜ 的话）。也作畜牲。
行于湖北全省和江西部分地区。 I c畜牲l chu·sheng 同“畜生”。

椿川剧。
另见 1713 页 zhlio

混川古水名，济水的支流，在今山东定陶
一带。

艘（踹）圳〈书〉牙齿酸痛

、

chu （才义）

于圳见177 副刊。

处 c u iEl 0 地方z
（庭、 1虞、 1她） 住～｜心灵深～｜大

～着眼，小～着手。＠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
职能划分的单位（级别一般比局低，比科高〉，
也指某些机关：科研～｜总务～｜办事～｜联络

~ 。

另见 195 页 chlio

E处处】 chuchu 团各个地方；各个方面z 祖国
～有亲人｜教师～关心学生。

缸七所】 chusu凸 [BJ 地方C di· fang）①：找个～

避雨。

怵 chu 圈害怕恐惧～头｜心里直犯～。

E怵场】 chuchang 圈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表

演等。也作健场。
E怵目惊心E chumu-jlngxln l司“触 11惊心”。

E怵惕】 chuti （书〉圆恐惧警惕z ～不宁。
E怵头l chut6u D动］遇事胆怯，觉着难办，不敢

出头。也作｜楚头。
hrr1 . . chu （书〉＠不够；不足：支～｜
imc制）相形见～。＠同嘲”。
祝圳用于人名，酬，唐哀帝

另见 1715 页 zhu 。

t缸T chu ＜书＞ O 开始。＠整理z ～装（整理
阳风行装）。

另见 1289 页 ti 0 

畜 chu 禽兽销路六～｜牲～｜耕～｜
种Czhong）～。

另见 1481 页 XU0

E畜月巴E chufei IEl 用作肥料的牲畜粪尿。

E畜类E chu· lei 函畜生。
E畜力E chuli l'Bl 能够使用在运输或牵引农具

E畜疫E chuyi 圈家畜的传染病，如鼻症、口蹄

疫、猪瘟、牛瘟等。

淑（淑） chu 见F
E淑诡E chuguT ＜书〉圃奇异。

珉 chu 古代的一种玉器，即八寸的璋。

搞圳特；肌肉抽缩：抽～

E搞动E chudong l到（肌肉等）不随意地收缩抖

动：全身～了一下。
E撞捕E chunuo ＜书〉圈拍擂。

触… chu 0 画接触z ～摸 i～电。＠
（俩）画碰；撞：抵～｜～礁｜～犯。＠

触动；感动＝～起前情｜忽有所～。
时归E:;] chu;; dT 圈（价格、数量等）达到最低点 z

股价～反弹｜这款手机销量已经～。
时虫电E chu;;dian ~ O 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

电流。机体触电会受到破坏，甚至死亡2 换保
险丝时要小心，以免～。＠指参加拍摄影视片
等（多指第一次）。

时虫动E chudong 画＠碰；撞：他在暗中摸索

了半天，忽然～了什么，响了一下。＠冲撞；触
犯：～现行体制｜～了个别人的利益。＠因某

种刺激而引起（感情变化、回忆等）．这些话～

了老人的心事。
E触发E chufa 画受到触动而引起某种反应2
窗管爆炸，～了近旁的炸药 i 电台播放的家乡民

歌～了他心底的思乡之情。

CM1Bl chufan 圈冒犯g冲撞；侵犯：～众怒｜

不能～人民的利益。
由虫机E chujl 画触动灵机：不假思索，～即发。

时虫及E chuji 画触动到z ～痛处｜他不敢～问

题的要害。
由虫礁】 chu;;jiao 匾。船只在航行中碰上暗

礁。＠比喻事情进行中遇到障碍：婚姻～｜谈
判～0

日虫角E chuji凸。因昆虫、软体动物或甲壳类

动物的感觉器官之一，生在头上，一般呈丝
状。这个诈骗团伙的～伸向许多地方。也叫触
须。

由虫景生情E chujTng-sh昌ngqing 受到当前情

景的触动而产生某种感情g 旧地重游，～，当年

的人和事浮上脑际。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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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虫觉E chuju岳圈皮肤等与物体接触时所产生

的感觉。
日虫控】 chukong 画通过触摸屏幕等来控制·
～屏｜戴着手套也可以～手机。

四虫雷J chu;; I创圈人、船等碰触到地雷、水雷

等爆炸物：～身亡。
E触类旁通E chul副－ p6ngtong 掌握了关于某

-- 一事物的知识，而推知同类中其他事物。
主主三白血据头） chu meit6u 同“触霉头”。
二二白血霉头E chu meit6u ＜方〉碰到不愉快的事；

倒霉。也作触棺头。

白创组 chumo 画用手接触后轻轻移动＝受伤

处稍一～即疼痛难忍。
E触摸屏E chumoping 圈在显示器屏幕上加

一层感应膜，用手指或其他笔形物轻触屏幕就
可以使计算机、子机、数字相机等执行操作，这

种屏幕叫作触摸屏。也叫触屏。
由虫目E chumu 0 圈视线接触到：～惊心｜～
皆是。 8~ 显眼；弓｜人注目 2 门上的金字招
牌非常～。

白血目惊心E chumu-flngxln 看到某种严重的

情况引起内心的震动。也作怵目惊〉心。
由虫怒E chunu 毒面触犯使发怒z 他的无理取闹
～了众人。

由虫碰J chupeng 圆l 触动；碰。法律红线不能

~ 。

由虫屏J chuping 圈触摸屏。

由虫杀） chusha 圈因接触而杀死：这种农药对

妨虫等有较高的～效果。

由虫子J chushou 圈水媳等低等动物的感觉器
官，多生在口旁，形状像丝或手指，又可以用来

捕食。
回虫须E chuxu ~触角。
J暗f chu ＜书〉（水）聚积o
t田另见 1482 页 XU 。
健 chu 峭的；畏缩z 这孩子～见生人。

E隐场E chuch凸ng 同“怵场气
E楚头E chut6u 同“怵头”。

黝 chu ＜书〉罢免；革除：罢～｜～退

E黝免J chumian 〈书〉［王国罢免（官职） 0

E黝退E chutui ＜书〉圈免除（职务）。

月萄圳用于人名，脯，战国时齐国人

矗圳直立相：～立。

E矗立） chuli 画高耸地立着：大街两旁～着高

楼大厦｜电视发射塔～在山顶上。

[ 丽U亘古奸了一 J

必＃？ ,,,, chua 阻雪］形容短促迅速的声
究人c ：欲）音：～的一下把信撕开了。

另见 1479 页 xiJ o 

E数：啦】 chuala E裂主主］形容菜放到滚油锅里发出

的短促的声音：～一声，把菜倒进了油锅。

［二二豆国豆豆主要王：1

揣 chuai 刨＠子或物品放在穿着的衣服
的口袋、袖管、衣襟等里面：这张照片儿～

在我口袋里很久了。＠〈方〉牲畜怀孕：母猪
～崽儿｜骤马～上驹了。

另见 198 页 chu凸 i; 199 页 chua10

E揣于JL) chuai;;sh凸ur 画两手交错放在袖子

旦！：揣着手儿站在一旁看热闹。

据 chuai ~。以子用力压和揉～面｜把
衣服洗了又～。＠用揽子疏通下水道：

大便池堵住了，你去～～。

E揽子】 chuai • zi 圈疏通下水道的工具，由长
柄和橡胶碗构成。

摧

, 
chu6i （才又IJj)

chu6i ＜方〉回肥胖而肌肉松：看他那～
样。

" chuai ＜才'J..I)j)

揣 chuai O 估计；f才
味。 8 (Chu凸 i ）圈姓。

另见 198 页 chuai; 199 页 chua10

[J揣测E chuaice 圈l 推测$猜测：我～他已经离

开北京了！他善于～别人的心思。

E捎度E chu凸idu6 ＜书〉圈估量；推测。
E揣摸E chuai•mo 画l 揣摩。

E揣摩】 chuai『n6 画反复思考推求·这篇文章
的内容，要仔细～才能透彻了解｜我始终～不透

他的意思。
E揣想J chuaixi凸ng ~推测，猜想：他心里～
着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生气。

chuai （才又IJj)

闺（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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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Chuai 酬。
另见 211 页 chuo 。

揣叫见附页【囊揣l（叫叫i)
1675 页1挣揣］C zhengchuai ）。

另见 198 页 chuai; 198 页 chu凸 l 。

撮 chuai ＜书〉阳。
另见 1754 页 zu己。

口rtlt chuai i到＠脚底向外踢：一脚就把门～

协rru 开了。＠踩，踏：没留神一脚～在水沟里。
腊出uai 见附页I囊腊］Cnangc山。

E二约旦豆豆豆兰~）＝：二］

) fr chuan 0 河流：河～｜高山大～｜百～归
海。＠平地；平野：米粮～［一马平～｜八

百里秦～。 8 CChuan)iEJ 指四） I / ：～马｜～

菜。
[)I/ 1;1] chuanb岳i I萄四川产的贝母，可入药。

参看 56 页【贝母lo
[JI ／菜】 chuancai 回到四川风味的菜肴2 ～馆｜

正宗～o

[JI/地】 chuandi 圈 LiJ间或河流两边的平坦低
洼的土地。

UI/费E chuar、f岳l 圈路费山｜资。
E川剧1J] chuanju 圈四川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流行于四川、重庆和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

[JI ／军】 chuanjun 画大黄，旧称将军，四川出

产的最好，所以叫川军。
E川流不息】 chuanliu buxi c行人、车马等）像

水流一样连续不断。
[JI ／考】 chuanxiong ~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
复w 1－，花白色．果实椭例形。牛长在V4 川｜、 L.~r书

等地。根状茎入药。也叫主辛劳。
CJ I ／绣E chuanxiu IE 蜀绣。
[JI ／资E chuanzi f组旅费；路费。

左=r- chuan !El 氧的同位素之一，符号’r 或

川I~ iHo 原子核中有一个质子和两个中子。
有放射性，用于热核反应。也叫超重氢。
穿圳。n 圈。咐：把纸～了个洞｜水滴

石～。＠用在某些动词后，表示破、透或
彻底显露：射～｜磨～｜看～了他的心思｜戳～

阴谋诡计。＠通过（孔洞、缝隙、空地等）：～
针｜～过森林｜从这个胡同～过去。。用绳线
等通过物体把物品连贯起来：～糖葫芦｜用珠
子～成珠帘。＠把衣服鞋袜等物套在身体仁2

～鞋｜～衣服。
E穿帮E chuan;; bang ＜方〉圆l 露出破绽；被揭

穿：弄虚作假迟早要～。

E穿插l chuancha 圈＠交叉z 突击任务和日

常工作～进行，互相推动 l 人流、车辆相互～，使

交通格外拥挤。＠小说戏曲中，为了衬托主题

n'1J安排一些次要的情节：～上一些农村生活细

节，使这个剧的主题更加鲜明了。＠军事上指
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或薄弱部位插入其纵深
或后方的作战行动。

E穿刺l chuanci I司为了诊断或治疗，用特制的

针刺入体腔或器官而抽出液体或组织。如关主主
节穿刺、骨髓穿刺等。 三三

E穿戴E chuandai O 画穿和戴，泛指打扮：她

～得很时髦。＠圈指穿的和戴的衣帽、首饰
等z 一身好～。

E穿甲弹E chuanjiadan 哩。能穿透坦克、装

甲车等的防护装甲的炮弹和炸弹。＠钢心的
枪弹。

E穿金戴银］ chuanjin-daiyin 形容服饰非常华

AA o 

E穿于Ll chuan;;k凸ng ［到＠胃壁、肠壁等遭到

破坏，形成孔洞。＠打孔·～机。

E穿廊E chuan16ng I刽二门两旁的走廊。
E穿连梢裤】 chuan li6ndangku ＜方〉比喻串通
在一起，互相勾结、包庇。

E穿山甲E chuanshanj闹闹哺乳动物，全身有

角质鳞甲，没有牙齿，爪锐利，善于掘士。生活
在丘陵地区，吃蚂蚁、自蚁等。也叫镀鲤
C l1nglll 。

E穿梭E chuansuo 画像织布的梭子来回活动，

形容来往频繁：～外交｜人流如～。
E穿堂风】 chuant6ngf岳ng !El 过堂风。

E穿堂门】 chuant6ngmen c～儿）圈。两巷之

间有供穿行的小巷，在小巷口所造的像门一样
的址：筑物。＠穿在儿的Tl可）厅门。

E穿堂JL] chuant6ng r ［旬指前后有门能穿行的
厅堂。

E穿透）Jl chuantau Ii 函穿透物体的力度，比

喻能打动或影响人的作用：歌声清脆、洪亮，很
有～。

E穿线】 chuanxian 画比喻从中撮合、联系：从

中～搭桥。
E穿小鞋l chuon x的oxie C～儿）比喻暗中对人

进行刁难或施加约束、限制等：不容许给发表
不同意见的群众～。

E穿孝】 chuan;; x iao 画旧俗，人死后亲属和亲

戚中的晚辈或平辈穿孝服，表示哀悼。
E穿鞋戴帽】 chuanxie daimao 穿靴戴帽。

E穿心莲】 chuanxinli6n r苟－年生草本植物，

茎网棱形，叶子椭圆形至披针形，花白色或淡
紫色。全草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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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穿行E chuanxing l1lllJ （从孔洞、缝隙、空地等）

通过：火车在隧道中～｜施工重地，过路行人不

得～。
E穿靴戴帽E chuanxu岳 daimao 比喻写文章

或讲话中套用一些空洞说教，因多在开头和结
尾部分，所以说穿靴戴帽。也说穿鞋戴帽。

E穿衣镜E chuanyljing 圈可以照见全身的大

镜子。

王三 E穿帘J chuanyu ＜书〉南l 钻洞和爬墙（多指偷
三二 窃〕 z ～之辈。

E穿越】 chuanyue ~司］通过；穿过：～沙漠｜～边

境｜～时空。
E穿云裂石】 chuanyun-lieshi （声音）穿过云

层，震裂石头，形容乐器声或歌声高亢嗦壳。

E穿凿】 chuanz6o （旧读 chuanzuo）圈非常
牵强地解释，把没有某种意思的说成有某种意

思：～附会。
E穿针引线E chuanzhen-yinxian 比喻从中撮

合、联系，使双方接通关系。

E穿着J chuunzhu6 圈衣着；装束2 ～朴素｜～

入时｜讲究～。

, 
chu6n （才义与）

传中 chuan O 町一方交给另一
（傅）方；由上代交给下代流～｜由前

向后～古代～下来的文化遗产。 8~司传授：
1币～｜把自己的手艺～给人。＠画传播：宣
～｜胜利的消息～遍全国。。闻传导：～电｜
～热。＠表达2 ～神｜～情。＠圈发出命令
叫人来2 ～讯｜把他～来。＠画传染：这种病
～人。 0 c Chu6nl I务j 姓。

另见 1722 页 zhuan"

E传帮带】 chuan bang-dai 指把文化知识、技
术技能、经验主字传投给毅tj工，并 IWWJ 3111万uor r 
j顺利接班，胜任工作。

E传本J chuanb曲回到世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版

本。
E传播J chuanba liiPJ ( -i乏散布：～花粉｜～消

息｜～先进经验。
E传布J chuanbu I祖传播：～病菌｜～消息 i～

新思想。
E传P!:\J chu6nchang ［量（歌曲等）流传歌唱：

～千古｜这首歌已在群众中广为～。
E传抄E chu6nchuo 画辗转抄写：～本｜好的
诗歌，人们争着～。

E传抄本J chu6nchuob臼圈根据底本、原稿
辗转抄写的本子（区别于“原本”）：～中的错误

不少。

E传承】 chu6ncheng ［司传授和继承：木雕艺

术经历代～，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E传出神经】 chu6nch0-shenjlng 把中枢神经

系统的兴奋传到各个器官或外围部分的神经。
也叫运动神经。

E传达】 chu6nd6 0 画把一方的意思、告诉给

另－方：～命令！～上级的指示。＠［姐在机

关、学校、丁一厂的门口管理登记和引导来宾·

～室｜您在门口等着，我给您～去。＠［名］在机

关、学校、工厂的门口担任传达工作的人。
E传代】 chu6n;;dai ~到＠子孙一代接一代地

延续。＠把物品、技艺等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传单】 chu6ndan 圈印成单张向外散发的宣

传品：印～｜撒～O

E传导J chuand凸0 ［现。热或电从物体的一部
分传到另一部分。＠神经纤维把外界刺激传
向大脑皮质，或把大脑皮质的活动传向外围神

主主。

[f专道E chu6n;;dao i动］＠布道。＠旧时指传

授古代圣贤的学说。

E传灯E chu6nd岳『19 圈佛教认为饼，法能像明灯
一样照亮世界，指引迷途，因以传灯比喻传授

佛法．～弟子。
E传递E chu6ndi I到由一方交给另一方；辗转

递送．～消息｜～信件｜～火炬。

(1专动J chu6ndong 画利用构件或机构把动

力从机器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机械～｜

液压～。

E传粉】 chu6nf岳n Ll事i 雄恋花药里的花粉借风
或昆虫等做媒介，传到雌恋的柱头上或胚珠

t二，是子房形成果实的必要条件。可分为自花

传粉和异花传粉两种。

E传感器】 chu6ng凸nqi IBl 能够将某一被测物
理量（如速度、温度、声、光等）变换成便于传送
平11处理的约一物理垦；U函 ·111· J.J l也 fit）的器件成

装置。常用于自动控制和测量系统中。
E传信】 chu6ngao E百i 把消息、话语等转告给别

人：互相～｜奔走～｜～喜讯。
E传观J chu6nguun i到传递着观看、观赏2 他

拿出纪念册来让我们～。

E传呼】 chu6nh0 l割＠电信局通知受话人去
接长途电话；管理公用电话的人通知受话人去

接电话：夜间～｜公用～电话。＠指通过无线

寻呼机传递信息．～台。

E传话】 chu6n11 hua 画把一方的话转告给另

方2 这个人大爱（｜他让我给你传个话，他实

在帮不了你的忙。

E传唤J chu6nhuan l1lllJ 0 招呼：有事～一声。



＠司法机关通常用传票指定与诉讼有关的人
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或询
问。参看 702 页i拘传lo

E传家】 chuanjia 两家庭里世代相传：～宝｜

忠厚～。

E传家宝l chuanjiab凸0 1g1 家辰里世代相传的

宝贵物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劳动人民的～。

E传见】 chuanjian 南旧时指通知人来见面（用

于上级对 F级） ：～学生代表 l 听候～。
E传教】 chuan;/jiao r动｜宣传宗教教义，劝人信

教。

E传教士】 chuanjiaoshi r旬基督教会（包括旧

教和新教）派出去传教的人。

[ft;戒】 chuanjie l甜佛教用语，指寺院里召集
初出家的人受戒，使成为正式的和尚或尼姑。

E传经】 chuan;;jing 圈传授经验：～送宝。

E传看l chuankan 阐传递着看：文件只有一

份，咱们就～吧！

盯专令】 chuan;; ling liIDI 传达命令2 ～兵｜司令

部～嘉奖。

E传流】 chuanliu I副流传·～久远。
E传媒E chuanmei I组＠传播媒介，特指报纸、

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新闻工具，：国内外数十

家新闻～对这一有趣的民俗做了介绍。＠疾病

传染的媒介或途径2 游泳池会成为红眼病的～。
E传票l chuanpiao 圈。司法机关签发的传
唤与案件有关的人到案的凭证。＠会计工作
中据以登记账口的凭单。

E传奇E chuanqi 圈。唐代兴起的短篇小说，

如《李娃f专》、《会真记》等。＠明清两代盛行的
长篇戏曲，一般每本由二十余而至五十－余出组

成。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
《桃花刷凡＇ 0 8 悄悄 ＇1'i 肉 i.) ＇也人物1 r 为赳i脑

寻常的故事：～式的人物｜他一生的经历充满

了～色彩。
[f专情E chuan;;qing 圈传达情意（多指男女之

间）：眉目～ο

E传染l chuanran l司＠病原体侵入机体，使

机体产生病理反应，叫作传染：～源。＠比喻

因接触而使情绪J惑情、风气等受影响，发生类

似变化：他的不安情绪迅速～给了在座的人。
E传染病】 chuanr凸nbing 画出病原体侵入机
体所引起的带有传染性的疾病。虫r1霍乱、炭
瘟、肺结核、麻风、天花、伤寒等。

E传人】 chuanren O C -11～）画传授给别人（多

指特殊的技艺）：祖传秘方向来不轻易～。＠

圈能够继承某种学术、技艺 l而使它流传的人．

京剧梅（兰芳）派～ l濒于失传的绝技如今有了

～。 8 （－／／－一）面］（疾病）传染给别人：感冒容

传 l chu6n J 201 J 
易～。

E传入神经E chu6nru-shenjing 把各个器官或
外国部分的兴奋传到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
也叫感觉神经。

[f轩申E chu6nshen 圃文学、艺术作品描绘的

人或物生动逼真2 他画的马非常～｜这段对话
把一个吝啬鬼刻画得如见其人，可谓～之笔。

E传声器】 chu6nsh岳ngqi 圈把声音转换成电三E

能的器件或装置。声波通过传声器时，传声器主主
能使电流随声波的变化做相应的变化，用于有三三三
线广播和无线电广播。通称t;F;筒、麦克风。

E传声筒】 chu6nsh岳ngtong l组＠话筒③。＠

比喻照着人家的话说，自己毫无主见的人。

E传世】 chu6nshi i动］珍宝、书画、著作等（多指

古代的）流传到后世．～珍品｜～之作。
E传受l chuanshoL』 l割传授和接受（学问、技

艺）·～佛法。
E传授l chu6nshou 圈把学问、技艺教给别人：

～技术 J～经验｜这门手艺是他祖父～下来的。
E传输】 chu6nshu l到输送（能量、信息等） ：直
线～｜～装置。

E传输线】 chu6nshuxian 圈传送电能、电信号

等的导线。如传送电力的输电线、有线通信的
电缆和无线电发射机与天线的连线。

E传述E chu6nshu 画传说①．～故事。

E传说E chuanshuo O I到辗转述说，村里～他

在城里当了经理。＠画群众口头上流传的关

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鲁班的～｜这
种～并没什么根据。

[f专送】 chuansong ［动i J巴物品、信件、消息、声
音等从今处传递到另一处：～电报｜～消息。

E传送带】 chuansongdai 圈。生产流水线中
f生j兰材料、HLf'I、成品等的装 ri., o 钊1[1 ！民百
上的传送皮悦’。

E传诵E chuansong 函。辗转传布诵读：这首

诗曾经～一时。＠辗转传布称道·他的名字
在民间广为～。

[f专颂E chuansong I到辗转传布颂扬：全村人

～着他英勇救人的事迹。
E传统E chuantong O ［到世代相传、具有特点

的社会因素，直n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2 发扬
艰苦朴素的优良～。·~属性词。世代相传
戎相沿已久并具有特点的：～剧目。＠圃守
｜日；保守：老人的思想比较～。

E传闻】 chu6nwen O 画辗转昕到：～不如亲

见 l～他已出国。＠圈辗转流传的事情：～
失实｜不要轻信～。

E传习E chuanxi l司传授剧学习知识、技艺等。

[f寺橄E chuanxi ＜书〉画传布撤文：～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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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传销】 chu6nxiao 圈生产企业不通过商店而 小时的～。

是由推销的人把产品层层转卖后销售给消费
者的一种营销方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

务院于 2005 年 8 月颁布《禁止传销条例》，禁

止传销经营活动。
E传写l chu6nxi岳［司传抄：竞相～ i 几经～，说

误颇多。
王二 E传续E chuanxu 圈继承；延续（多用于抽象事

三重重量 牛奶 z ～学术精神。
量量言 E传讯E chu6nxun l动］司法机关传唤犯罪嫌疑

人、刑事被告人等与案件有关的人在指定的时
间和场所接受讯问。

E传言E chu6ny6n 0 IEl 辗转流传的话：不要

轻信～。＠〈书〉画传话：～送语。
盯专扬E chu6ny6ng ［到（事情、名声等）传播：

这事要是～出去，他可就被动了｜他的英雄事迹
很快地～开了。

E传艺l chuanyi 画传授技艺z 收徒～。
E传译E chuanyi 圈翻译：同声～｜交替～。
E传由~］ chu6ny6u （书〉画传递；邮递z ～万

里，国脉所系。
E传语E chu6ny凸〈书〉［剥传话。

E传阅E chu6nyue 画传递着看＝～文件 l这篇
稿子请大家～并提意见。

E传真E chuanzhen O 画指画家描绘人物的
形状；写真①。＠圈利用光电效应，通过有线
电或无线电装置传送照片、图表、书信、文件等
的真迹的通信方式。也指用传真机传送的文
字、图表等z 发～。＠画用传真机传送文字、
图表等。

E传真机E chu6nzhenjl !El 利用传真技术传送

和接收照片、图表、书信、文件等真迹的设备。
E传种E chuan;; zhong 圈动植物繁殖后代：养
马要选择优良的品种来～。

E传宗接代】 chu6nz6『ig-ji岳dai 子列一代接一

1\J也延续F本。
白T chu6n 0 ＜书〉同“船”。 49 CChuan）圈

'!.L 姓。
白口→ … chu6n 圈。水上的主要运输
肃百了胎）工具：～体｜～身｜拖～｜饥～｜一
只小～。 49 CChu6n）姓。

口音帮】1 chu6nbang I盖船身的侧面。
时告帮】2 chuanbang 画成群结队的船。

口制自E chu6nb6 圈船（总称）。
盯住埠E chuanbu E停船的码头。
00舱E chu6ncang I驾船内载乘客、装货物的

地方。
口音程］ chu6ncheng ['81 船只航行的路程（用于

表示距离的远近）：从澳门坐船到香港要一个

00夫E chuanfu 画在船上工作的人。
E船工E chu6ng6ng 圈＠船夫。＠制造木船
的工人。

日创可 chuanhu 圈。船家。＠指以船为家
的水上住户。

口百家l chuanjia ~雹靠驾驶自己的船只以捕
鱼、运输等为生的人。

E船老大】 chuanlaoda ＜方） IEl 船上主要的船

夫，泛指船夫。
E船民E chu6nmin IEl 以船为家从事水上运输

的人。
盯住篷】 chuanpeng 圈。小木船上的覆盖物，

用来遮蔽日光和风雨。＠船上的帆。

盯住钱】 chu6nqi6n 圈雇船或搭船所付的费
用。

盯剧肖】 chu6nshao 圈船尾。

日E台】 chu6nt6i IEl 制造、修理轮船、舰艇等用
的工作台，有坚固的基础。船只在船台上拼
装、制成后沿轨道下水。

00位E chuanwei IEJ 某→时刻船舶在海洋上

的位置。

盯吕坞】 chu6nwu I组停泊、修理或制造船只的
地方。

口音舷E chu6nxi6n 亟l 船两侧的边儿。

E船员E chu6nyu6n 圈在船舶上工作的人员。
E船闸E chu6nzh6 IEl 使船只能在河道上水位

差较大的地段通行的水工构筑物，由闸室和两
端的闸门构成。船只驶入闸室后，关闭后闸
门，调节水位，使与前面航道的水位相平或接
近，然后开启前闸门，船只就驶出闸室而前进。

E船长E chuanzh凸ng 函J 船舶上的总负责人。
白骨只E chu6nzhl 圈船（总称）：捕捞队有大小
～二十艘。
遗 chu6n （书〉迅速：～往｜～返

圃 chu白n 同‘‘第
另见 208 页 Chuiο

子丰象叫橡 。

E橡笔E chuanbl ＜书〉圈如橡巨笔。
E橡子E chuan • zi ［组放在模上架着屋面板和
瓦的木条。（图见 370 页“房子”）

在古 chu6n ＜方） ［萄一种盛粮食等的器物，类
百百似囤。

v 
chu凸n （才又与）

夕中叫〈书〉＠差错z 乖～＠违背2
～令（违抗命令）｜～驰（相背而驰）。＠不



顺遂；不幸：命途多～。
U中错） chl』凸ncuo 〈书〉＠圈错乱才王正确．
引文～。 f} [Nlj 交错z 冷热～O

U中i1tl chuan’在〈书〉［组谬误；差错。

E外误】 chuanwu ＜书） !Bl 错误；差错。
n且主 chuan 画＠急促呼吸·～口气｜累得直
r11u ～。＠气喘：到了冬天，～得更厉害了。

E喘气J chuan;;qi 画＠呼吸；深呼吸：累得大

口～l跑得喘不过气来。＠指在紧张活动中短

时间休息．忙了半天，也该喘喘气Jl 了。
E喘息E chuanxl 圈＠急促呼吸：～未定。＠

指在紧张活动中短时间休息·忙得连～的时
间都没有。

E喘吁吁】（喘嘘嘘） chuanxOxO （～的） lllil 状态

词。形容口市气的样子：累得～的。

僻川〈书〉同“外”

躇叫〈书〉同‘外”

飞

chuan （才义与）

串 chuan 0 连贯贯～｜～讲＠川
IBl 连贯起来的东西：珠子～Jl i 羊肉～儿｜

连不成～儿了。＠（～儿）量用于连贯起来的

东西·一～珍珠｜两～儿糖葫芦。。勾结（做坏
事）＝～供｜～骗。＠［到错误地连接：电话～
线｜字印得太密，容易看～行。＠画由这里到
那里走动z 走街～巷｜～亲戚｜到处乱～。＠
担任非本行当的戏曲角色：客～｜反～｜～演。
＠圃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改变了
原来的特｛1E ：～味儿｜～秧儿。 CD < Chuan）南l

姓。

E串案E chuan ’ an t望某个案件涉及多个犯罪
嫌疑人，查证→个人的犯罪事实时，又连带出
另一个，接连成串，这样的案件叫串案。

E串岗】 chuangang 圈上班时间随意离开自己

的岗位到别人的岗位上走动：～闲聊。
E串供J chuan;; gong 画犯罪嫌疑人之间、刑

事被告人之间以及他们与证人之间互相串通，
编造口供2 密谋～｜防止～。

E串行E chuan;; hang 圈阅读或抄写时看错
行2 眼睛花得厉害，看书老～。

E串换E chuanhuan 撞到（互相）调换 z ～优良品

种。
E串讲＇） chuanji凸ng 圈＠语文教学中逐字逐

句解释课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分段学习

后，再把整个内容连贯起来做概括的讲述。

笠堕壁墅吏银＂ I C「ll 一 ch

E串连E chuanlia『1 同“串联，，
。

E串联】 chuanlian 圈。一个→个地联系；为
了共同行动，进行联系＝～几户乡亲合办了一

个养鸡场。＠把几个电器或元器件一个接一
个相继连接起来，电路中的电流顺次通过，这
种连接方法叫串联。 II 也作串连。

E串铃E chuanling IBJ 0 中空的金属环，装金
属球，可以套在于上，摇动发声，走江湖给人算~
命、看病的人多用来招揽顾客。＠连成串的主主
铃铛，多挂在骤马等的脖子上。 毛三

E串门J chuan;;men C～儿）画到别人家去闲坐

聊天JL ：老太太经常到四邻～l烦闷的时候到朋
友家串个门儿。也说串门子。

E串皮J chuan;; pi ＜口〉画指药物或酒类等进
人人体后，作用散布到周身或局部皮肤，使皮
肤发痒或变红。

E串气E chuan;;qi ＜口〉画互通声气；串通z 暗
中～G

E串亲戚E chuan qln•qi 到亲戚家看望。

E串烧】 chuanshao O 圈烹调方法，将肉料等
切成片儿或块儿胳制好后，用竹签或铁纤串起，

放入热油中炸熟或放在炭火上烤熟：～海鲜 l

现场～。＠啕用这种方法做成的食物＝牛肉
～｜六味～o

E串通E chuantong 圈。暗中勾结，使彼此言

语行动互相配合g ～一气。＠串联g联系 z 两
家结亲的事，已由老村长～妥当。

E串通一气E chuantong-ylqi 暗中勾结，互相配

合z 他们俩～来算计我。
E串昧JL) chuan;; weir 圈食品、饮料等间其他

有特殊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染上特殊气味z
茶叶不要跟化妆品放在一起，以免～。

E串戏E chuan;;xi ［司演戏，特捎非专业演员参
)JU专业剧团演戏。

[c扫线E chuan;;xian 圈不同的线路因故障而

相互连通：电话～了。

E串烟E chuan;;y。n 圈食物因烧焦而有了烟

味儿或焦糊味儿：粥～了。

E串演E chuanyan 圈扮演（非本行当的戏曲角
色） ：她在《天河配》里～过织女。

E串秧 L) chuonyongr ＜口〉圈串种。

E串游J chuon ·you ＜口〉画闲逛；到处走z 囚
处～o

E串种E chuanzh凸ng C～儿〉画不同种的动植

物在自然状态下进行交配或杂交。

E串珠E chuanzhO !Bl 成串的珠子。

E串子E chuan•zi IBJ 连贯起来的东西＝钱～。

告rr k• chuon 0 肘玉～l金～。＠
（到II) c Chuan）圈姓。



2凶 I chuang chu6ng I 创纵疮窗床

些堕哩旦旦2 J 
创 chuang 0 创伤z ～口！～巨痛
~（刽）深。＠使受损伤z 重～敌军。
另见 205 页 chuδng 。

E创痕E chuanghen 圈伤痕。

雪重E E创口E chuangkou IEJ 伤口。

三三三雪 E创面E chuangmian 圈创伤的表面。
E创伤l chuangshang 圈＠身体受伤的地方；

外伤z 腿上的～已经治愈。＠泛指物质或精

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战争的～｜精神上的～o
E创痛］ chuangtong 圈因受创伤而感到的疼

痛或痛苦：忍受着腿部中弹的剧烈～坚持行
军｜她用歌声安慰母亲心灵上的～。

E创瘦E chuangyi 同“疮姨”。

抓… chuang ＜书〉用手或器具撞击物
（括在） 体2 ～：中鼓。

疮干 C川＠圈通常称皮肤上或
（瘤）教膜上发生溃烂的疾病：口～｜褥

～｜冻～｜生～。＠外伤：刀～｜金～。
U爸疤E chuangba 圈。疮好了以后留下的

疤2 背上有一块～。＠比喻痛处、短处或隐
私z 别老揭人的～。
腕癫E chuangjia 画疮口表面所结的癫o

E疮口l chuanglφu 圈疮的破口 z ～化服。

E疮瘦E chuangyi ＜书〉［组创伤，比喻遭受破坏

或灾害后的景象：满目～。也作创痰。
E疮痰满目】 chuangyi-miinmu 眼睛看到的都

是创伤，形容遭受战乱、灾祸严重破坏后的景
象。也说满目疮痪。

窗（怒、宫、宫、熄、惚）
chuang ~J 窗户：纱～｜玻璃～｜～明几净｜～
外一片喧闹声。

E窗洞E chuangdong c～儿）圈墙上开的通气
透光的洞。

E窗格子J chuangge· zi I望窗户上用木条或铁
条等交错制成的格子。（图见 370 页“房子”）

E窗户】 chuang•hu 圈墙壁等物体上通气透光
的装置。（图见 370 页“房子”）

E窗花］ chuanghua c～儿） [EJ 剪纸的一种，多做

窗户上的装饰。

E窗口E chuangkou （～儿）圈。窗户。＠窗
户跟前：站在～远望。＠（售票处、挂号室等）
墙上开的窗形的口，有活扇可以开关。＠比

喻反映或展示精神上、物质k各种现象或状况

的事物或地方：～行业｜眼睛是心灵的～ i王府

井是北京商业的～。＠指计算机操作系统中
的窗口应用程序，包括文档窗口和对话框。

E窗帘】 chuanglian c～儿）圈挡窗户的东西，用

布、绸子、呢绒等制成。

E窗候E chuangling ＜方〉圈窗格子。也叫窗
板子。

E窗申明 chuangman 圈窗帘（多指大幅的）。

E窗明几净E chuangming-jljing 窗户明亮，几

案洁净，形容室内十分明亮整洁。
E窗生l、】 chuangsha 圈安在窗户上的冷布、铁

纱等。
E窗扇E chuangshan （～儿）圈窗户上像门扇
一样可以开合的部分。

E窗台l chuangta i c～儿）~］托着窗框的平面

部分。（图见 370 页“房子”）

E窗屉子】 chuangti • zi ＜方〉圈窗户上糊冷布
或钉铁纱等用的木框子。

E窗沿】 chuangyan （～儿）圈窗台。

E窗子】 chuang•zi 圈窗户。

, 
chu6ng c 才〉〈尤）

床川出uang 0 IEl 供M阳面睡
（淋）觉的家具z 铁～｜单人～｜一张～。

＠某些像床的地面z 苗～ i 河～。＠某些像

床的承载物，特指某些有底座支撑的机器：牙

～｜琴～｜冰～｜机～｜车～｜刨～。。画用于被
褥等3 两～被子｜一～铺盖。

E床板l chuangbiin 圈搭床用的木板。
E床单】 chu6ngdan （～儿）圈铺在床上的长方

形布。也叫床单子。

E床笠l chuang 11 l1Sl 用布等做成的套在床垫子

外面的罩子。

E床铺】 chuangpu 圈床和铺的总称。
E床榻E chuangta ＜书） IBl 床：卧病F -, 

E床头柜】 chuangt6ugui 画放在床头边的小

柜子。
E床怖l chuangwei 圈床上的帐子，借指男女

私情：～秘事。
E床位】 chuangwei 啤医院、轮船、集体宿舍等

为病人、旅客、住宿者设置的床。
E床沿E chuangy6n （～儿）圈床的边缘。
E床罩］ chuangzhao （～儿）圈罩在床上的长
方形单子，边上多有装饰性的穗子或荷叶边。

E床第E chuangzT ＜书〉圈床铺，多指闺房或夫
妇之间 z 辗转～l～之言。

E床子E chuang•zi 圈。机床。＠〈方〉像床的

货架2 菜～｜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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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L chuang ＜方〉国无节制地狂吃狂喝：～ i E许多乡时丁了便民服务中心。
早得烂醉。 I c创编E chua咐m 阉创作编写或创作编排

rlr:;盐 chuang 0 古代旗子－类的东西。＠｜ （剧本、体操、舞蹈等）·～历史剧。
•r里刻着佛号（佛的名字）或经咒的绸伞或石 l E创汇】 chuanghui E虱使成品出口的外汇净收
柱子t 经～ 1 石～。（图见 6自5 页“经幢”〉 | 入多于外汇支出，叫作创汇。

另见 1726 页 zhuango I ［创获】 chuanghuo 巨型过去没有过的成果或心

E幢幢］ chuangchuang 〈书〉！到形容影子摇｜ 得；第→次的发现z 科研人员在这一重大课题

晃2 人影～ J灯影～。 | 的研究中多有～。

v 
chuang （才义尤）

t有1 ~~ chu凸ng 0 蛐猛冲；勇猛向前：
1#/J （同） ~~1～进去 1横冲直～。＠［司闯
练：他这几年～出来了。 8 INJI 为一定目的而
奔走活动2 ～关东｜～江湖！走南～北。。画
惹起2 ～祸 1～乱子。 8 CChuangl 圈姓。

E闯荡E chuiingdang ［：司指离家在外谋生或经
受锻炼z ～江湖（闯江湖）。

E闯关］ chuiing;;gu6n 巨型冲过关口，多用于比

喻：～夺隘 1 我国选手连闯几关，获得出线权。
E闯关东】 chu凸ng Guandong 指旧时山东、河
北一带的人到山海关以东的地方谋生。

E闯红灯E chu凸ng h6ngdeng 车辆或行人遇到
红灯信号不停下来，违章行驶或前行，叫闯红

灯。
E闯祸】 chuang;; huo ~动］因疏忽大意，行动鲁
莽而引起事端或造成损失：孩子淘气，三天两
头儿地～。

E闯江湖】 chu凸ng jianghu 旧时指奔走四方，
流浪谋生，从事算卦、卖艺、卖药治病等职业。

E闯将E chuangj iang 圈勇于冲锋陷阵的将领，
多用于比喻：做技术革新的～。

E闯劲E chu凸ngjin C～儿）［萄猛冲猛干的劲头z

我很喜欢他这股勇于开拓的～。
E闯练E chuanglian 圈走出家庭，到社会实践
中锻炼：年轻人应到外边～～。

E闯世界】 chu凸ng shij怡指奔走四方，流浪谋
生2 他年轻时就外出～。也说闯天下。

E闯天下E chu仙g tionxia 闯世界。

、

chuang （才又尤）

。（割、明、切） 在？了？切机t
～办｜首～ 1～新纪录。

另见 204 页 chuang.

E创办E chuangban 画开始办2 ～学校｜～杂

E创见］ chuangj ion ［函独到的见解．他对明清

文学的研究很有～。

E创建E chuangj 』ion I到创立：～学校。

E创举E chuangj心 !Bl 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或事

业。

E创刊E chuangkan i剖开始刊行（报刊）＝～号 i

《人民日报》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

E创刊号］ chuangkanhao 画报刊开始刊行的

一期。
E创客E chuangke 圈。指利用豆联网将自己

的创意转化为现实产品的人。＠泛指具有创
新理念、自主创业的人。

E创立】 chuangli t司初次建立：～新的学术体

采。

E创丰1J] chuangli 圈通过经营工商业等活动创
造利润 z 增收～｜该厂人均～超万元。

E创牌子】 chuang poi· zi 以产品质量或服务
质量赢得顾客信任，从而提高产品或企业的知
名度。

C-E:tl设】 chuangshe ［：司＠创办：～研究所。＠
创造（条件）：为技术攻关～有利的条件。

E创始］ chuangshi 阉开始建立：～人｜中国是

联合国的～国之一。

E创收］ chuangshou 圈学校、科研机构等非营

业单位利用自身条件投入社会创造收入。
E创税E chuangshui 画纳税单位向国家财政
部门交纳税款叫创税z 这家公司一年为国家～

上千万元。

C-€1投】 chuangt6u ［~创业投资，向尚不成熟

的创业企业投资，以获取中长期收益z ～行业。
E创新］ chuangxin O 面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2

勇于～ 1 要有～精神。＠固自指创造性；新意：
那是一座很有～的建筑物。

E创新型国家E chuangxinxing gu6j 』0 以科技

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并形成具有日益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

E创业E chuangye 圈创办事业：～史 1～守成｜

艰苦～o
E创业板市场E chuangyeban shichiing 为适
应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发展

需要而设立的股票市场。具有上市门槛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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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严格等特点。成长性和市场风险都高于主
板市场。通称二板市场。

E创业资金l chuangye zljln 风险资金。

E创议l chuangyi O 巨型倡议z ～开展劳动竞

赛。＠南首先提出的建议．这一～得到了全
厂工人的热烈响应。

E创意E chuangyl O 函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

等＝颇具～｜这个设计风格保守，毫无～可言。
＠画提出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这项活

动由工会～发起。
E创优E chuangyi:iu 画创造优良的产品、业绩

等或创建优秀的集体、团队等：确保工程全面

～i开展～活动。
E创造E chuangzao i到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

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z ～性！～新纪录 1 劳
动人民是历史的～者。

E创造性】 chuangzaoxlng 圈。努力创新的

思想和表现：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在劳动中的积
极性和～。＠属于创新的性质z ～的劳动。

E创制E chuangzhl 画初次制定（多指法律、文

字等）：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字。
E创作E chuangzuo O 画创造文艺作品：～

经验。＠画指文艺作品3 一部划时代的～。

洽 chuang ＜书〉寒冷。
位（浩） 0 

怆川 chua吨〈书〉悲伤z 凄～i 悲～
（馆）

E怆然E chuangr6n ＜书〉圈悲伤的样子：～泪

下。
E怆痛E chuangtong ＜书〉圈悲痛：万分～ l～

欲绝。

ι二豆豆豆豆二〕

吹 chuT rnnJ 0 合拢嘴唇用力的：～灯l～
一口气。＠吹气演奏g ～笛子。＠（风、

气流等）流动；冲击z 风～雨打！～风机。＠

〈口〉说大话g夸口 z 先别～，做出成绩来再说｜

他胡～一通，你还真信。＠吹捧：又～又拍。
＠〈口〉（事情、交情）破裂g不成功：这个月的

计划又～了｜婚事告～。

E吹吹打打E chuTchuT幽幽圈原指乐器合奏，
借指对事情渲染、夸耀，以张大声势，引人注

意。
E吹1Tl chuTd也面＠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演
奏。＠（风、雨〉袭击z 经不住～。

E吹灯E chul 11 deng 画＠把灯火吹灭。＠

〈方〉比喻人死亡2 去年一场病，差点儿～。＠

吹⑥：前几回都没有搞成，这回又～啦 l俩人不

知为了什么就～了。

E吹灯拔蜡E chuTd邑ng-bala （方〉比喻人死亡

或垮台。
E吹法螺】 chuT f凸lu6 佛教管讲经说法叫吹法
螺。比喻说大话。也说大吹法螺c

E吹页lJ chuT;;f岳ng 圃＠被风吹，身体受风寒z

吃了药别～。＠洗发后，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

或使有→定形状。＠（～儿）有意透露意向或
信息使人知道z ～会！他～儿要咱们邀请他参加

晚会i我先给你们吹吹风，大家好有个思想准

备。
E吹风机】 chuff岳ngjT IE 鼓风机，多指型号较小

的，如理发店真炊事上所用的。
E吹拂E chulfu 圈（微风）掠过；拂拭：春风～犬

地。

E吹鼓子E chuTgushou IE.I 0 旧式婚礼或丧礼
中吹奏乐器的人。＠比喻为某人或某事进行

吹嘘捧场的人。
E吹管】 chuTguan 圈以压缩氧气和其他可燃

气体为燃料喷出离温火焰的管状装置。可以
用来焊接金属或切割金属板。

E吹胡子瞪眼l chuT hu· zi dengy仙形容发脾
气或发怒的样子。

E吹灰之力E chuThuTzhTli 形容很小的力量（多

用于否定式）：不费～。
E吹火筒E chuThuotong 画吹火用的器具，多

用打通竹节的竹子做成。
E吹喇叭l chuT la·ba 比喻为人吹嘘捧场z ～，

抬轿子。
E吹擂E chuilei 画夸口；吹嘘。
E吹冷风l chuT lengf岳ng 比喻散布冷言冷语。
E吹毛求疵E chuTm6o叩ucl 故意挑剔毛病，寻

找差错。
E吹牛l chuT;;niu ［司说大话；夸口。也说吹牛
皮。

E吹牛皮l chuT niupi 吹牛。

E吹拍】 chuipai 画吹捧奉承。

E吹捧E chulp品ng 画吹嘘捧场·无耻～。

E吹腔’E chuiqiang I望徽剧主要腔调之一，用笛

子伴奏。京剧、委剧等剧种也吸收运用这种腔
调。

E吹求E chuiqiu ［到挑剔（毛病人

E吹台E chuit6i 圈吹＠：这事看来又得～｜两

人谈恋爱时间不长就～了。
E吹填】 chuiti6n 圈用专用的泵把海底泥沙吹

进目标地点堆填造地：岛屿～工程。

E吹嘘E chuT油画夸大地或无中生有地说自

己或别人的优点；夸张地宣扬：自我～ i 这点儿



事不值得那么～O
E吹奏J chulzou I到吹某种乐器：～乐 i ～啧
呐。

E吹奏乐E chulzouyue f租用管乐器演奏的音
乐。

』阮.，. chui 0 烧火做饭：～具 l ～烟。＠
力八 CChuT) 圈姓。

E吹具】 chulju !Bl 做饭菜用的器具。
E炊事】 chulshi !Bl 做饭、做菜及厨房里的其他
工作2 ～员（担任炊事工作的人）。

E炊烟E chuiyan [El 烧火做饭时冒出的烟．～

袅袅O
E炊帚） chul•zhou 圈刷洗锅碗等的用具，用竹
条或去粒的高粱德、王要子穗等扎成，约一尺长

短。

, 
chui （才又飞）

垂 chui 0 盯荫的一头向下z 下～ 1 ～
{9p l ～涎 l架上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向下～

着。＠（书〉敬辞，用于别人（多指长辈或上
级）对自己的行动：～念（～询 1～问。＠〈书〉

流传2 永～不朽 1名～千古。。将近2 ～暮｜～

危 l功败～成。

E垂爱】 chui ’ ai ＜书〉国）敬辞，称对方（多指长
辈或上级）对自己的爱护（多用于书信）。

E垂垂E chuichui ＜书〉［副渐渐：～老矣o
E垂钓J chuidioo ［动j 钓鱼：湖边～。
E垂范】 chuifan ＜书〉南i 给F级或晚辈示范；
做榜样：～后世。

E垂拱） chuigong ＜书〉南垂衣拱子，古时多指
统治者以无所作为、顺其自然的方式统治天

下：～而治。
E垂挂E chuiguo 画物体仁端固定在某点而下
单：卧室～着深绿色的窗帘。

E垂花门E chuihuamen [=8J 旧式住宅在二门的

上头修建像屋顶样的盖．四角有下季的短柱，
柱的下端雕花彩绘，这种门叫毒花门。

E垂降】 chuijiang 画l 利用绳索等垂直下降到

地面等处．直升机～G
E垂老】 chuiloo ＜书〉画将近老年2 ～多病。

E垂泪E chuilei 画（肉悲伤）流眼泪 z 暗自～。
E垂怜E chuili6n ＜书〉阐敬辞，称对方（多指长
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怜爱或同情。

E垂帘） chuili6n 阉唐高宗在朝堂上跟大I旦们
讨论政事的时候，在宝座后挂着帘子，皇后武

则夭在里面参与决定政事，后来把皂后或皇太
后掌握朝政叫垂帘：～听政。

吹炊垂｛垂险捶 l chui chui I 207 I 

E垂柳E chuiliu ［望落叶乔木，树枝细长下垂，叶
子条状披针形，春季开花，黄绿色。木材用途
较广O

E垂落E chuiluo ［量挂着的东西一头向下落，物
体因失去支持而掉下来：两行眼泪簇簇地～下
来。日沉西山，夜幕～。

E垂暮】 chuimu ＜书〉（雪天将晚的时候2 ～之

时，炊烟四起。～之年（老年）。
E垂念E chuinian ＜书〉画］敬辞，称对方（多指长
辈或上级）对自己的关心挂念·承蒙～，不胜感 ζ＝ 

奋。

E垂青E chuiqlng ＜书〉圃古时黑眼珠叫青眼，
对人正视表示看得起叫青眼相看。“垂青”表

示重视：多蒙～。

E主孟子E chuish凸u ［司下垂双手g ～肃立｜～而

得（形容非常容易得到）。

E垂死E chuisl ［到接近死亡：～挣扎。
E垂体E chuitl 圈内分泌腺之→，在脑的底部，

体积很小，能产生多种激素调节动物体的生
长、发育和其他内分泌腺的活动。（图见 941
页“人的脑”）

E垂草草E chuiti6o （书〉圈小孩子头发扎起来下
垂着，指幼年。

E垂头丧气E chuit6u-sangqi 形容情绪低落、

失望懊丧的神情。

E垂危】 chuiw岳l 圈。病重将死·生命～｜～病

人。＠（国家、民族）临近危亡。

E垂问E chuiwen ＜书〉［到敬辞，称别人（多指长
辈或上级）对自己询问。

E垂涎】 chuixi6n I到因想吃而流口水，比喻看

见别人的好东西想得到2 ～欲滴 i～三尺。
E垂涎销商E chuixian-yudi O 形容非常贪馋
想吃的样子。＠比喻看到好的东西，十分羡
慕，极想得到（含贬义）。

E垂询E chuixun ＜书〉南］垂问z 欢迎～。

E垂青E chuizhi i司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这两

条直线就互相垂直。这个概念可推广到一条
直线与一个平面之间或两个平面之间的垂直。

佳 Chui 古代传说中一个巧匠的名字

陆 chui （书〉边地边～。

捶山 chui 酬拳头或棒槌敲打2 ～
（槌）背｜～暗。

E捶打） chuid凸闻用拳头或器物撞击物体；砸：

用梆头～铁板。
E摊胸部i足E chuixiong dunzu 用拳头打胸部，

用脚跺地，形容非常焦急、懊丧或极度悲痛的

样子。也说顿足捶胸。



d些~tJi chOn l 捶椎国槌锤春

捶 c ui ＜臼〉＠短木棍＠
（＠＠长垂）用棍子打。＠鞭子。＠鞭

打。 0~叫“槌”。

椎 chui ＜书〉＠同“槌，，。＠扣l‘‘
另见 1727 页 zhuL

E椎心泣血E chuixln-qixue 捶打胸膛．哭衍眼
中出血，形容极度悲痛的样子。

一一－ m;;J Chui 国 I iJ ，山名在江苏镇江。
三主主胆旦j 另见 202 页 chu6n 。
三三言岳平白 chui （～儿）画敲打用的棒，大多头较

’l认己大戎：＇£＼.球形．棒～ i鼓～儿。

锤 chui 0 C ～儿）圈锤子：
（锺、销）铁～ l钉～。＠阐用锤子

敲打z 千～百炼。＠科：陀。。占代兵器，柄

的上头有－个金属圆球。 0 C Chui) ［百姓。

E锤rJ] chuid凸［量。用锤子敲打·～铁钉。＠
锤炼①：要经得起艰苦生活的～。

E锤炼】 chuilian 闻＠磨炼：在艰苦的环境里

～自己。＠刻茜二钻研，反复琢磨使艺术等精

练、纯熟：～艺术表现手法。
E锤子E chui • zi 圈敲打东两的工具。前有金属
等材料做的头，有一个与头垂直的柄。

chun （才又与）

春平向＠函春季：～景！温暖
（长百）如～。＠〈书〉指一年的时间

一卧东山三十～。＠指男女情欲：怀～｜～
心。。指生中几：妙手回～。 0 c Ch On l r'8J 姓。

E春饼］ chunbing 画－一种薄饼，是立春日应时
的食品。

E春潮E chunchao ［名j 春夭的潮水，多用于比

喻．经济建设～涌动。

E春绸】 chunch6u l'g］线春。

E春凳］ chund自ng [Bl 宽而长的板凳，王和｜比较

讲究，是一种旧式家具。
E春分E chunf阳湖二卜网节气之吨，在 3 片

20 或 21 日。这一天，南北半球昼夜都 A样

长。参看 664 页【节气i 、 348 页【二十四 ~，'i
左＂. ' 1.)10 

E春分点】 chunf岳ndi凸n ~］赤道平丽相黄道的
两个相交点的 4个．冬至后，太阳从南向北移

动．在春分那天通过这一点ο
E春仄lJ chunfeng '=81 0 春天的风：～送暖。
＠〈书＞ lt喻恩惠。＠指和悦的神色：～满

面。

E吞风得惹］ chunfeng-deyi 唐代孟邹《沓科

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日看尽i王安花。”

形容考上进士后得意的心情。后来’用“春风得

意”指进士及第，也用来形容人官场腾达或事
业JI顷，L、时扬扬得意的样子。

E春风化雨】 chunf岳ng-huay心适宜于草木生长

的风雨，比喻良好的教育。
E春风满面】 chunfeng-m凸nmian 9，~ 875 页

i满面春风L
E春耕］ chung岳ng 巨型］春季播种之前，翻松土

士也。
[;f手’自】 chungong bSI 0 封建时代太子居住的
宫’字。＠指淫秽的图画。也叫春画。

E春光】 chunguang 画春天的景致．～明媚｜

大好～O

E杏寒’E chunhan I包指春季出现的寒冷天气．

～料峭。
E有华秋实E ch0nhu6 qi Osh i 春天开花，秋天
结果，多用于比喻。

E春雨11 chunhua c ～儿）［函春宫②。

E杏荒］ chunhuang 南指春天青黄不接时的饥

荒度～｜～时期。
E春晖】 chunhul ＜书〉南春夭的阳光，比喻父

母的恩惠。
E春季］ chOnj) l匈 4年的第一季，我国习惯指

\f.春到立夏的τ二个月时间，也指农历正月、二

月、一一二月三个月。参看 1240 页【网季lo
E春假E chunjia f每学校春季放的假，多在四月

初。

E春节E Chunjie l名l 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传统
节日，也指 tE月初J→以后的几天。

['f手卷】 chunjuiin C～儿）圈食品，用薄面皮裹

馅儿．卷成长条形，放在汕里炸熟。
E春困秋乏】 chunkun-q iufa 指春秋两季人容

易B'I倦。
E春兰秋菊】 chunlan叩uiu 春天的兰草，秋天

的笑j花，在不同的季节里，各有独特的优美风

姿。比喻各有专长。
E春宫］ chunlei I苟吞天的雷声，多用于比喻：

平地」声～。

E春联】 chunlian c～儿）［每春节时贴的对联。

E春令】 chOnling [0缸＠春季。＠春季的气候：

冬行～（冬天的气候像春天）。

E春梦］ chunm自ng ~！比喻转眼就过去的好景

或宅幻的不能实现的愿望。

E春情］ chunqing I每春心。

E春秋】 chunqiu '.E>l 0 春季和秋季，常用来指

整个年，泛指岁月 2 苦度～。＠指人的年
岁 z ～正富（年纪不大，将来的日子很长JI ～已
高｜～鼎盛。＠ CChOnq10J 我国古代编年体的

史书，相传鲁国的《春秋》经过孔子修订。后来

常用为历史著作的名称。。 C ChOnqiO）我国



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公元前 722 一公元前
481 ），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包括这二时期而得

名。现在一般把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6

年划为春秋时代。
E春秋笔法】 Chunqiu blf凸相传孔子修《春秋》，

一字含褒贬。后来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
贬的写作予法为春秋笔法。

E春色］ chun吟唱＠春夭的景色：满城～｜～
宜人。＠指脸上呈现的喜色或酒后脸上泛起
的红色：满面～o

E春上］ chiin•shang ＜口＞ IBI 春季：今年～雨
水多。

E春试E chiinshi 圆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会试在
春季举行，叫作春试。

E春笋】 chiinsun 圈春季长成或挖出的竹笋D

E春天】 chunt ion iBl 春季。迎来科学发展的～o
E春条】 chiintiao !El 0 春天花木的枝条。＠
（～JL)（方〉春节时贴的用红纸写着吉利话的
单条幅，短的如“抬头见喜”，长的如“一入新

春，百福并臻”。

E春头】 chunt6t』〈方〉（萄初春．正当～，家家都
在忙着农活儿σ

E春晚］ chiinw凸n ~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
特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E春闹E chunwei ＜书〉啤春试。
E春宵】 chiinxiao !El 春天的夜晚，也指男女欢
爱的夜晚：～苦短。

E春小麦］ chunxi凸omai 喧l 春季播种的小麦。

E春心E chunxln l盘指思慕异性的心情。
E春训ill chunxun I司春季训练：集中进行～。
E春汛E chiinxun ［包春天桃花盛开的一段时间
内发生的河水暴涨。也叫桃花汛o

E春药】 chunyao 隆重刺激性欲的药。
E春意E chiinyi 哩。春天的迹象或情景～

盎然 i树梢发青，已经现出了几分～。＠春心。

E春游］ chiiny6u E副春夭出去游玩（多指到郊
外、集体组织的）·明天去香山～。

E春运］ chiinyun 回运输部门指春节前后→段

时间的运输业务。
E春装］ chiinzhuang i氢春季穿的服装。

培州情〉［昌地边阴阳垒起来的挡
土的墙。

璀 chun ＜书〉一种玉

椿 chun 0 ~酬，就是甜，有时也做
椿。＠指椿庭z ～堂。 8 CChOnl 南］姓。

E椿庭E chOnting ＜书＞ ~I 父亲的代称。
E椿象E chunxiang f吕昆虫，种类很多，身体院l

形或椭圆形，头部有单眼。有的椿象能放出恶

春土喜 E春椿辅蟠鳝纯｜川n 一 chun I 2币1」

臭。吸植物茎和果实的汁。多数是害虫。也
叫蜡。

E椿宣＇.） chunxuan ＜书〉［望父母的代称：～并
茂（比喻父母都健在）。

辅－ chOn 0 ＜书〉灵车。＠古代用
（嚼）于泥泞路上的交通工具。

蜡 chOn 圈憾。

主三三三

鳝 c iin I每鱼外形像马蜘稍大，（偌）尾部两侧有制础。生活在海主
中。

,, 
chun （才）（I,)

b什－： , , chun O 南纯净；不含杂质：～

，吧（纯）金｜水质很～。 81归单纯～白 i
动机不～。＠晴纯熟：功夫不～，还得练。＠
［昏』纯桦②（限于用在，少数几个单音节动词前

面）：这件事～属个人私事 i JJt证件～系伪造。
8 cchunl 函］姓。

E纯粹E chuncui O 睛不掺杂别的成分的z 陶

器是用比较～的都土制成的。＠圆表示判

断、结论的不容置疑（多跟“是”连用）：他说的

～是骗人的鬼话 1这种想法～是为目常打算。
E纯度E chundu IEJ 物质含杂质多少的程度。
杂质越少，纯度越高。

E纯碱E chunjian 圈苏占To

E纯洁J chunji告。回纯粹清白，没有污点；~.Ji 

有私心z 心地～。＠（到使纯洁3 ～组织。

E纯净E chunj)ng 0 I回不含杂质；单纯洁净：

～的水，看起来是透明的。 81虱使纯净：优美
的音乐可以～人们的灵魂。

[t电ll'i-1KJ chunjlngshul ［每人王过滤、杀菌后

不含杂质的饮用水。

E纯净物J chunjingwu f每由一种单质或化合
物组成的物质。有固定的组成、结构和性质。
通常捎含杂质极少的物质。

E纯利E chunli ［每企业等总收入中除去一切消
耗费用后所剩下的利润。

［！电良E chunliang ［蹋纯洁善良心地～｜～少
女。

E纯美E chunm岳l 陨纯正美好g纯沽美好z 风

俗～ J心灵～o

E纯朴J chunp心［回单纯朴实2 他来自农村，人

很～。

E纯情】 chunqing O I赳（女子）纯洁的感情或
爱情：一片～ i 少女的～。＠［琐感情或爱情

纯洁真挚：～少女。



I 210 I chun l 纯药唇淳铐享鸟语醇

E纯然】 chunran O 圆形容纯净而不混杂：～

一色。＠（国纯粹②z 这段描写～是为了主题

的需要而臆造出来的。

E纯熟l chunshu 睛很熟练：技术～o

E纯－l chunyl i回单－：想法～。
[!i电音l chunyln 画只有一种振动频率的声音

叫作纯音，如音叉所发出的声音。

E纯贞］ chunzh副［画纯洁忠贞 z ～的爱情。

E纯真E chunzh岳n ~纯洁真诚：～无邪。

E纯正E chunzheng 圈。纯粹①3 他说的是～

的普通话。＠纯洁正当．动机～o
E纯稚E chunzhi 咽单纯稚嫩；纯洁幼稚（多用

于儿童或少女）：～无邪。

E纯种】 chunzh凸ng 圈纯正的物种或品种：～

犬。

吠主 . . . . . chun 见下。
纯（莉、营）
E药菜l chuncai ［~多年生水草，叶子椭圆形．

浮在水面，茎上和叶的背面有勃液，花暗红色。

嫩叶可以吃。

唇 二 chun !E.l 人或某些动物口的周
r唇）围的肌肉组织。通称嘴唇。

u王笔E chunbl 11:11 用来描唇线的笔状化妆品．

有多种颜色。

E唇齿E chunchl ［苞比喻互相接近而且有共同

利害的两方面：互为～｜～相依。

E唇齿相依E chunchT xiongyl f象嘴唇和牙齿→

样互相依存，形容关系非常密切。

E唇齿音E chunchlyln !El 上齿和下唇接触而

发出的辅音，如普通话语音中的 f。也叫齿

属音。

E唇膏l chungao 圈化妆品，用来涂在嘴唇上

使滋润亮丽。

Z唇红齿臼】 chunh6ng-chIba i 形容人容貌秀

美（多用于儿童、青少年）。

E唇焦舌敝】 chunjiao-shebi 见 1152 页【舌敝

唇焦］o

E展裂E chunlie [BJ 先天性畸形，上唇 J应着裂

开，饮食不方便，说话不清楚。也叫兔唇。

E唇枪舌剑E chunqiong-sh告1ian 形容争辩激

烈．言辞锋利。也说舌剑唇枪。

E唇舌】 chunsh岳函借指言辞：这件事儿恐怕

还得大费～。
Cit'手亡齿寒E chunw6ng-chih6n 嘴唇没有 －r,

牙齿就会觉得冷，形容关系密切，利害相关。

E唇吻］ chunw岳n ＜书） ['8] 0 嘴唇。＠借指口

才、言辞。

E唇线E chunxian ~ O 嘴唇的外轮廓线。＠
用唇笔沿嘴唇的外轮廓勾画的线，用以突出或

修正唇形。
E辱音E chunyln l甸双唇音、唇齿音的统称。
占古‘ _, chun ＠淳朴z ～厚。＠

f子？滔） CChunlf萄姓。
[1享厚】 chunhou r用淳朴：风俗～。也作醇厚。

E淳美E chunm邑i l帽厚重美好：音色～｜～的艺

术享受。

[t亨朴E chunp心回诚实朴素：民风～o
E淳子】 Chunyu f重姓。

铮叫n 旧
（辞）另见 3J；页。 dui o 

E传于】 chunyu 圈

占代 J种铜制乐

器。
－单•.t. rhoon 

革与（弱）击石
鹤。

E享鸟衣】 chunyl ＜书〉

（包指破烂不堪、

补丁很多的衣服z

～百结。
凸匠王~ chun 〈书〉

V目水边。

醇 chun
（宵曰）＠〈书〉

~~i~~~~ 
铐于

含酒精多的酒。＠〈书〉纯粹。＠圈有机化
合物的一大类，是任分子（不包括苯环）中的氢
原子被控基取代而成的化合物。如乙醇（酒
精〉、胆固醇。

E醇和】 chunhe f事（味道、性质等）纯正平和：

酒味～｜药味～O

E醇厚E chunhou O 回（气昧、滋味等）纯正浓
厚：香味～。＠同“淳厚”。

E醇化E chunhua E画使更纯粹电达到完美的境
界：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这种艺术更加～，

更加丰富多彩。
E醉酒】 chunji心白雪味道醇厚的酒。

E醇美】 chunm邑I ill21 纯正甜美：～的嗓音｜酒味
~ 。

E醇浓E chunn6ng 圈。（气味、滋味等）纯正
浓厚．～的老酒。＠（风俗、韵味等）淳厚质
朴：她的演唱韵味～O

E醇香E chunxiang ［园（酒味等）醇厚芳香z 美
j因～ l～的咖啡。

E醇正E chunzheng ［陌（滋味、气味等）浓厚纯
正．酒味～。



蠢迫蹲戳定捉 l殿愤姥婶绰辍由Z 徽刺 I chu 「i cT I 211 I 

v 
ch心n C4'xl.-r) 

蠢1 州呵动。

蠢2 . －州四愚蠢：～材l这种
（宫）做法太～了。＠笨拙：～笨。

【蠢笨】 chunben ~笨拙；不灵便：～的狗熊。
【蠢材l chuncai 画笨家伙（骂人的话）。

E蠢蠢E chunch归〈书〉嗣＠蠢功的样子：～

而动。＠动荡不安．王室～。
E蠢蠢欲动】 chunchun-yudong 指敌人准备进
行攻击或坏人策划破坏活动υ

E蠢动】 chundong 画＠虫子爬动。＠（敌人

或坏人）进行活动。
E蠢话】 chunhua ［萄愚蠢的话；不合常情的话。
E蠢货l chunhuo 圈蠢材。

E量人l chunren 月里愚笨的人。
E蠢事l chunsh i IEl 愚蠢的事：不能干那种亲
者痛、仇者快的～o

E蠢头蠢脑l chunt6u-ch心『1『1凸o 形容蠢笨痴呆

的样子。
E蠢猪E chunzhu IEl 像猪一样愚蠢的人（骂人
的话〉。

c: －~~~Q －~乡~＞＜＿~）一］

连 chu6 ＜书〉＠远＠超越。＠远行。

辟 chu6 ＜书〉＠跳跃：吟～＠超越。＠
疾行。

E跨厉l chuoli ＜书〉［暨精神振奋：～风发｜发
扬～。

戳 chu6 0 引力使长条形物体的顶端
向前触动或穿过另一物体2 一～就破。＠

〈方〉画（长条形物体〉因猛戳另一物体而本身
受伤或损坏2 打球～了手 1 钢笔尖儿～了。＠

〈方〉圈竖立J占 3 把棍子～起来｜大伙儿都走

了，他一个人还～在那儿。。（～儿）圈图章：
～记 i 邮～！盖～。

E戳穿E chuochuan 画＠刺穿：刺刀～了胸
膛。＠说破；揭穿·假话当场被～。

E戳脊梁骨E chu6 jT • I iangg心指在背后指责：
办事要公正，别让人家～。

E戳记E chuoji IEl 图章（多指集体的，用于一般
场合的） 0

E戳子E chu6•zi ＜口＞ I望图章。

飞

chuo c 才〉〈古）

是 chuo ＜书〉忽走怖。

妮 chuo ＜书〉＠谨鼠。＠整顿（队伍）。

吸 chuo O <45＞喝：～若咐。＠抽噎王三
的样子：～泣。 三三三
另见 199 页 Chua1 。

E吸泣l chuoqi 画抽啧；抽抽搭搭地哭2 ～不
止｜低声～｜噢噢～。

J陆军 chuo ＜书〉＠忧愁。＠疲乏。＠（气）
l月义短；弱 z 气息～然。

【愤愤E chuδchuo ＜书〉白雪忧愁的样子：忧心
~ 。

占制t chuo ＜书〉不顺。
只伺另见 1118 页 ruo 。

婷 chuo 见下。

【婷约E chuoyu岳间“绰约”。

绰… chuo O 宽绰：～有余裕。＠
（~） （书〉（体态）柔美， ~ifill 柔情～

态。
另见 152 页 chao 。

E绰绰有余E chuochuo-youyu 形容很宽裕，用

不完。

E绰号E chuohao c～儿）圈外号：她的～皿｜小

猫。
【绰约E chuoyL』岳〈书〉［事形容女子姿态柔美

的样子：～多姿｜风姿～。也作婷约。
辍 c uo ~ 11::0；停止＇ ：＿：：＿＇~I 时作时

（辍）～｜日夜不～。
E辍笔l chuobT ＜书〉画写作或画画儿没有完成
而停止。

【辍学E chuoxue 圈中途停止上学：因病～。

艇～ chuo 见 1川页障制。
（菌/E)

歌 chuo ＜书〉＠吸晶。＠指可以喝的，
如粥、羹汤等。

仁二二二豆豆王二二；1

u cT 回形容撕裂声膊声等～的一
声，滑了一个跟头 i 花炮点着了，～～地直

冒火星。
另见 216 页 ci 。

E刺时~l cila 阻主l形容撕裂声、迅速划动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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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衣服撕了个口子｜～一声划着了火柴。

E刺棱E ell岳ng 匮雪形容动作迅速的声音：猫

～一下跑了。
E刺溜】 clliu 愿用形容脚底下滑动的声音；东

西迅速滑过的声音：不留神，～一下滑倒了｜子

弹～～地从耳边擦过去。

日1Jt cl C～儿）〈口〉圈申斥；斥责：挨～儿！我
:µ.u ～儿了她两句，她就哭了。

另见 1731 页 zl 。

差 cl 见山页1参差］CcencDo
另见 133 页 cha;138 页 cha; 139 页

chai;140 页 chaio

丑比 cl （书〉丑的斑点。
另见 216 页 cL

疵 cl 缺点是病： 'Ck ct求～。

E疵点l cldiiin 强缺点；毛病：这匹布洁白光

滑，没有什么～c

E疵品】 clpin IE] 有缺点的产品。

E疵瑕E clxia ~瑕疵。

梁 cl 见下
另见 1733 页 zlo 

E梁饭l clfan ＜方〉圈食品，将糯米掺和梗米，
用冷水浸泡，沥干后蒸熟，吃时中间裹油条等

捏成饭团。

跳 cl 圈脚下滑动z 脚一～，摔倒了｜登～
了，摔下来了。
另见 216 页 ci 。

做 cl （书〉肉未烂尽的骸骨。

,, 
Cl （专）

、主I ci 圈。（～儿）说话或诗

l口（词、祷喜）歌、文章、戏剧中的语句：
戏～｜义正～严｜～不达意｜他问得我没～儿回答

了。＠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和民

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

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着歌调而改
变，因此又叫作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

一般分上下两阕。＠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
由运用的单位。

E词典】 cidiiin ~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

参考的工具书（现多指语词方面的）。参看
213 页【辞典］ o

E词调E cidiao 圈原指填词时依据的乐谱，乐

谱失传后，也指每种词调作品的句法和平仄格
式。

E词法】 cif凸圈语言学上的形态学，主要指词

的形态变化，有时也包括构词法。
E词锋l cifeng 函犀利的文笔和言辞：～锐利。

E词赋】 cifu 同“辞赋”。

E词根】 cig岳n 圈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词义

的基础。如“老虎”里的“虎”，“桌子”旱的
“桌”，“工业化”里的“工业”，“观察”里的“观”
和“察”。

E词根i吾】 cig岳nyu』圈没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

的附加成分、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这种语言
句子里词与词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序和虚

词来表示，如汉语、缅甸语。也叫孤立语。
E词话】 cihua 圈＠评论词的内容、形式，或记
载词的作者事迹的书，如《人间词话》。＠散文
里间杂韵文的说唱文艺形式，是章回小说的前
身，起于宋元，流行到明代，如《大唐秦王词
话》。明代也把夹有词曲的章回小说叫作词
话，如《金瓶梅词话》。

E词汇】 cihui 圈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和固

定词组的总称，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也指
一个人、一部作品或一个领域所使用的词和固
定词组，如鲁迅的词汇、《红楼梦》的词汇。

E词汇学E cihuixue 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语言或一种语言的词汇的组成和历史发展。
E词句E ciju 圈词和句子；字句：～不通。

E词类l cilei ~词在语法上的分类。各种语言
的词类数目不同，现代汉语的词一般分十二

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拟声
词（以上实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以
t虚词）。

[i司令】 ciling 同“辞令”。

[i司目】 cimu 圈辞书中作为注释对象的词语。

E词牌】 cipai ~词的调子的名称，如“西江月、

蝶恋花”。

E词频】 cipin 圈一定范围的语言材料中词的

使用频率z ～统计。

E词谱】 cipu ［苞辑录各种词调的格式供填词的

人应用的书，如《自香词谱儿

E词曲】 ciq心圈词和曲的合称。

E词人】 ciren ~擅长填词的作家。

E词讼E cisong 圃诉讼。也作辞讼。

E词素l cis1；』圈词的构成成分，是最小的音义

结合体，词根、前缀、后缀都是词素。有的词只
有一个词素，如“人、蚊虫公”等。有的词包含两
个或更多的词素，如“老虎”包含“老”和“虎”两

个词素，“娱蛤草”包含“眼蛤”和“草”两个词素，
“图书馆”包含“图”、“书”和“馆”三个词素。参

看 1601 页［i音素l 0 

E词条E citiao 圈辞书中由词目和对词目的注



音、解释等组成的一个个的条目。
E词头E cit6u I雹前缀。

E词尾E ciw岳I~ 后缀。

E词形E cixing 圈。词的书写形式z “唯一”与

“惟一”是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学上指词

的形态。
E词性】 cixlng I写作为划分词类的根据的词
的特点，如“一把锯”的“锯”可以跟数量词结
合，是名词，“锯木头”的“锯”可以带宾语，是

动词。

E词序】 cixu ~ i吾序。
E词义】 ciyi L吕词的语音形式所表达的意义，
包括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E词余］ ciyu ~曲①的别称，意思是说曲是由
词发展而来的。

E词语】 ciy心圈词和词组；字眼：方言～｜对课
文中的生僻～都做了简单的注释。

E词源】 ciyuan 圈词语的起源，也泛指词语的

发展变化情况。
E词韵】 ciyun 函填词所押的韵或所依据的韵
书。

E词藻】 ciz凸o 同“辞藻”。
E司章】 cizhang 向“辞章”。
E词缀】 cizhul 遣词中附加在词根上的构词成

分。常见的有前缀和后缀两种。参看 1042

页1前缀1 、546 页【后缀］ o
E词组］ ciz心函语义和语法上都能搭配的两个
或更多的词的组合，口语中没有句调，书面上
没有句末标点（区别于“词”与“句子勺，如“新社

会、打扫干净、破除迷信”。也叫短语。

施 ci 见 399 页【酬。
另见 1735 页 zT"

τ带~ ci 〈书〉＠用茅草或芦苇盖屋顶。＠羡
口、黎。

E茨冈人E Cigangren 圈罗姆人。［茨冈，俄

IJ,biraH] 

E茨英E ci•gu 同“慈姑”。

E茨瓦E ciliang 圈薯页。

兹 ci 龟兹（川，古代西域国名在今新
疆库车一带。
另见 1732 页 zT。

祠 ci 祠堂：宗～｜先贤～。

E祠堂】 citang !Bl 0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同族
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社会公众或某
个阶层为共同祭祀某个人物而修建的房屋。

｝＂~ ·~ ci ＠圈用高岭土等烧制成的
窗（噎）材料，质硬而脆，白色或发黄，比
陶质细致。＠指瓷器z 陶～｜江西～。

词觅茨兹祠瓷资辞 l ci 巴？巳

【瓷公鸡E cigongjT IBJ 比喻非常吝啬的人：这

人是个～，一毛不拔。
【瓷瓶E ciping 圃＠瓷质的瓶子。＠绝缘子

的俗称。
E瓷漆］ ciql 同“磁漆”。

【瓷器】（磁器） ciqi IBl 瓷质的器皿。

【瓷实】 ci•shi （方＞ L~ 东西挤压得很紧；结实；

扎实：打务以后，地基就～了｜他用心钻研，学三三三

得很～。 王三
【瓷士E cit心 IBl 烧制瓷器用的教土，主要指高三三三

岭士。
【瓷窑E ciyao IBl 烧瓷器的窑。
E瓷砖E cizhuan 圈用瓷土烧制的建筑材料，一

般是方形，表面有袖质。主要用来装饰墙面、

地面。

资斗 ci ＜书〉堆积杂草。
（首）

辞1 ci 0 文辞；言辞：～令｜
芋（静、安辛）修～。＠古典文学的一
种体裁z 楚～｜～赋。＠古体诗的一种：《木兰
～》。 0 CCf)~ 姓。

辞2 ci 0 告别 z ～行｜告～｜
芋（静、穿）不～酬。＠圈辞职z
～呈｜请～｜～去主任职务。＠画辞退g解雇g

他被经理～了。＠躲避；推托＝推～｜不～辛苦。
【辞别］ cibie 圈临行前告别：～母校，走上工

作岗位。
【辞呈E cicheng ~请求辞职的呈文。
E辞典E cidi凸n IBl 词典（现多指专科、百科方面
的） 0

E辞费E cifei （书〉圈话多而元用（多用于批评
写作）。

E辞叫 cifu 圈汉朝人集屈原等所做的赋称为
楚辞，因此后人泛称赋体文学为辞赋。也作词
赋。

E辞工E ci11gong 画。佣工主动要求解雇z 他
要回老家，～不干了。＠雇主辞退佣工z 东家
辞了他的工。

E辞活JL] ci;;hu6r ［到辞去工作。
E辞灵】 ci;; ling 画出殡前亲友向灵枢行礼告别。

E辞令】 ciling ［组交际场合应对得宜的话语z

外交～｜他应对敏捷，善于～。也作词令。
E辞聘E cipin 圈。辞掉受聘的职务；拒绝对方

的聘用。＠解除原被聘人的职务，不再继续
聘用。

E辞iJ:l cirang 圈客气地推让＝他～了一番，才
坐在前排。

E辞任E ciren 圈辞去职务、工作等。

E辞色E cise ＜书〉圈说的话和说话时的态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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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假～｜欣喜之情，形于～。
E辞世l cishi ＜书〉啤｜去世·老人因病～。
E辞书l cishu 圈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的统称：
汉语～。

E辞讼E cisong 同“词讼”。

E辞岁】 ci;;sui 画 IB俗农历除夕晚上家中晚辈

向长辈行礼，互祝平安。

E辞退l citui 圈。解雇＝～保姆。＠辞谢；不
三重重 接受：～礼物｜导演请他饰演该片的主要角色，
三三吉 他～了。

E辞谢E cixie 圈很客气地推辞不受z 对方送来

酬劳，他～了。

E辞行l ci;;xing 圈远行前向亲友告别：我们

明天启程南下，特来向老师～。
E辞藻E cizao [BJ 诗文中工巧的词语，常指运用

的典故和古人诗文中现成的词语2 ～华丽｜堆

砌～。也作词藻。

E辞灶E ci;;zao 圈旧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日送灶神上天。
E辞章E cizhang 圈＠韵文和散文的总称。＠

文章的写作技巧；修辞。｜｜也作词章。
E辞职l ci;; zhi 画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z ～书｜

要求～｜他已经辞了职。
去参 ci ＠和善z ～母｜心～手软。＠〈书〉
ii:ffi （上对下）疼爱：敬老～幼。＠指母亲：家

～。 0 CC（）圈姓。
E慈爱E ci ’ai E国（年长者对年幼者）仁慈而充满
怜爱之情：～的母亲｜～的目光。

E慈明 cib岳l 圈慈善和怜悯（原来是佛教用

语）：～为怀｜大发～。
E慈姑E ci•g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

田里，叶子像箭头，开白花。地下有球茎，黄
白色或青白色，可以吃。＠这种植物的球

茎。｜｜也作茨蔬。
E慈和］ cihe ~园慈祥和蔼：面容～。
E慈眉善 1=1 l cimei-shanmu 形容仁慈善良的

样子。
E慈善E cishan llliJ 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z 心

地～｜～事业。
E慈祥E cixiang llliJ C老年人的态度、神色）和蔼

安详＝祖母的脸上露出了～的笑容。
E慈颜l ciyan 圈。尊亲的容颜（多指父母

的）。＠慈祥的容颜2 ～善目。

磁1 ci 圈某些物质能吸引铁鹏金属的
性能。

磁2 ci 旧时’。
[li兹暴l cibao [El 地球磁场的方向和强度发生

急剧而不规则变化的现象，由太阳突然喷发的

大量带电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引起。发生时，

短波无线电通信会受到严重干扰或完全中断。
E磁场】 cichang 圈传递物体间磁力作用的场。

磁体和有电流通过的导体的周围空间都有磁
场存在，指南针指南就是地球磁场的作用。参
看 149 页“场”③。

E磁带l cidai 圈涂有氧化铁粉等磁性物质的
塑料带子，用来记录声音、影像等。

E磁浮列车E cifu-liech岳利用电磁感应产生的

电磁力使车辆悬浮在轨道上方并以电机驱动
前进的列车，列车在全封闭的 U 型导槽内行
驶。行驶阻力小，速度快，能源消耗少，噪声
小，元污染，安全可靠。也叫磁悬浮列车。

E磁感线E cig凸nxian bS] 表明磁场分布情况的

有方向的曲线。曲线上各点的切线方向跟磁
场上相应点的磁场方向一致。也叫磁力线。

E磁感应】 ciganying E自物体在磁场中受磁力

作用的现象，如铁在磁场中被磁化，磁针在磁
场中偏转等。

E磁化】 cihua 圈使某些原来没有磁性的物体
具有磁性。如把铁放在较强的磁场里，铁就会
被磁化。

E磁极】 ci j i 圈磁体上磁性最强的部分。任何

磁体总有两个磁极成对出现，并且强度相等。
条形、针形磁体的磁极在两端，磁针指北的一

端叫北极，指南的一端叫南极。
E磁卡E cika 圈表面带有磁性物质的卡片，可
用来存储信息，存储的信息可通过计算机等读
取或处理。

E磁卡机l cilφji [El 能够在磁卡上记入和读出

数据的设备。
E磁控】 cikong 圈属性词。用电磁控制的＝～

开关｜～门窗。
E磁力l cili 圈磁场对电流、运动电荷和磁体的

作用力；磁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力。
E磁力线E cilixian 圈磁感线。
E磁疗l ciliao 圈物理疗法的一种，利用医疗器

械等所产生的磁场作用治疗疾病。

E磁自lg] cineng 函磁场所具有的能，如磁体吸

引铁、镇等物质就是磁能的表现。
E磁盘】 cipan 圈表面带有磁性物质的圆盘形
存储器，是计算机存储信息的设备。分为硬磁
盘和软磁盘两种。

E磁盘驱动器E cipan qudongqi 计算机中磁盘

存储器的－部分，用来驱动磁盘稳速旋转，并
控制磁头在盘面磁层上按一定的记录格式和

编码方式记录和读取信息。分为硬盘驱动器
和软盘驱动器等。

E磁漆E ciql [El 漆的一种，用清漆、颜料等制成。

用来涂饰机器、家具等。也作瓷漆。



E磁器】 ciqi 见 213 页【瓷器］ o
E磁石】 cishi 圈＠磁铁。＠磁铁矿的矿石。

E磁体E cit! I~ 具有磁性的物体n 磁铁矿、磁化

的钢、有电流通过的导体以及地球、太阳和许

多天体都是磁体。通常指永磁体。
E磁条】 citiao 函磁卡上涂敷或粘贴的条状磁
性材料，用来存储信息，一般宽 5 1 （）毫米，

表面覆有保护膜。

E磁铁l citie ［~］用钢或合金钢经过磁化制成
的磁体，有的用磁铁矿加工制成。多为条形或
马蹄铁形，一端是南极，另一端是北极。也叫

磁石、吸铁石。
E磁通量E citongliang !El 通过一个截面的磁

力线的总数，数值上等于所在处磁感应强度和

截面面积的乘积。单位是韦伯。
E磁头l cit6u i雹录音机、录像机和计算机等机
器中用于记录信息的换能元件，用来转换磁信
号和电信号。不同的磁头能记录、重放、消去
声音或图像。

E磁效应l cixiaoying r名］电流通过导体产生跟
磁铁相同作用的现象，如使磁针偏转。

E磁性】 cixing lEI 磁体能吸引铁、煤等金属的

性质。
E磁悬浮列车E cixuanfu liech岳磁浮列车。
E磁针】 cizhen E到针形磁铁，通常是狭长菱
形。中间支起，静止时两个尖端分别指着南
和北。

雌 ci 阴性词。生物中能产生卵细胞的
（跟“雄”相对）：～性｜～花｜～态｜～兔。

E雌伏E cifu ＜书〉［动＇10 屈尉人下2 丈夫当雄

飞，安能～！＠隐藏起来，元所作为2 ～以待。

E雌花】 cihua IE 只有雌恋的单性花。
E雌化E cihua E面l 雄性的、具有阳刚之气的，向
雌性的、柔弱的方向转化。

E雌黄E cihuang ［组＠矿物，成分是三硫化二
耐，晶体呈柱状或片状，拧橡黄色，略透明，燃
烧时放出大蒜气味。口J用来制颜料或做褪色

剂。＠古人抄书、校书常用雌黄涂改文字，因

此称乱改文字、乱发议论为“安下雌黄”，称不

顾事实、随口乱说为“信口雌黄”。

E』!If.恋】 cirui r组花的重要部分之俨，一般生在
花的中央，下部膨大部分是子房，发育成果实；

子房中有胚珠，受精后发育成种了一；中部细长
的叫花柱，花柱上端叫柱头。（图见 555 页
“花”）

E雌性E cixing ~量生物两性之 ，能产生卵子：

～动物。

E雌雄E cixi6ng lEI 0 雌性和雄性：～同袜。
＠借指胜负、高下：决一～。

磁雌确幸兹此｜ ci - ci I 215 I 

E雌雄同体】 ci xi6ng tong ti 精巢和卵巢生在
问一动物体内，如蜓蚓就是雌雄同体的。

E雌雄同株E ci xi6ng tong zhu 雄花和雌花生

在同 A植株上，如玉米就是雌雄同株的。

E雌雄异体E ci xi6ng yi ti 精巢和卵巢分别生

在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体内，高等动物都是雌
雄异体的。

E雌雄异株E ci xi6ng yi zhu 雄花和雌花分别之二2

生在两个植株上，如大麻、银杏等就是雌雄异主王三
株的。 三三三三

鹅 川847 刷刷。
（磁、头焉）

磁（餐） ci 见F
E糕把】 ciba I雹把糯米蒸熟捣碎后做成的食

仁1
日口。

v " 

Cl （专）

此刊指示f悦＠这；这个（跟“彼”相
对）：～人｜～时｜由～及彼｜～呼彼应。＠

表示此时或此地．就～告别｜谈话就～结束！从

～病有起色｜由～往西。＠这样：长～以往｜当
时听劝，何至于～。

【此岸】 cT ’an 道i 佛教指有生有死的境界。参

看 68 页1彼岸lo

【此地l cTdi 圈当地；这个地方z 此时～ l 居住

～多年。
【此地无银三百两l cidi wu yin sanba川iang

民间故事说，有人把银子埋在地里，上面写了
个“此地无银三白‘两”的字牌；邻居李四看到宇
牌，挖出银子，在字牌的另一面写上“对门李四
未曾偷”。借指打出的幌子正好暴露了所要掩

饰的内容。
【此伏彼起l cTfu-blql 此起彼伏。

【此Jiil cThou l哥在某时或某事以后．三年前

和他车站握别，～就没见过面。

E此间E clj ion I盘指自己所在的地方；此地z ~ 

天气渐暖，油菜花已经盛开。

E此刻E clke 圈这时候：～台风己过，轮船即将

起航。

【此起彼伏】 clqi-bTfu 这里起来，那里落下，形
容连续不断。也说此伏彼起、此起彼落。

E此起彼落E cTqT-blluo 此起彼伏。

【此前】 ciqi6n ［写在某时或某事以前：写小说

是近几年的事，～他曾用笔名发表过一些诗作。
E此时E cishi l担这个时候：～已是夜深入静

了。



I 216 I cT ci I 此洗碗跳笙次伺刺

E此夕阳 cTwai E量表示除了上面所说的事物或
情况之外的：院子里种着两棵玉兰和两棵海
棠，～还有几丛月季。

Z此一时，彼－时】 cT yl shi, bi yl shi 见“页
【彼一时，此一日利。

E此致】 cTzhi I司书信用语，用在公文或书信结

尾，意思为在此表示（礼节、情意等）：～敬礼｜

～节日的问候。

三王三剖忡 cT ＜书〉＠鲜明；清澈。＠流汗。＠用
三三量言 lJJ.U 笔蘸墨·～笔作书。

丑比 cT ＜书〉玉色明亮
另见 212 页 cl 。

跳 cT 圈。为r支持身体用脚踩蜻z ～着
门槛儿。＠（脚尖着地）抬起脚后跟z ～着

脚往前头看。

另见 212 页 cl"

鳖… cT 阻，体侧扁，上领骨向后延
（巅）长，有的可达糊。生活在胁。

飞

Cl （专）

、vf..?. ci O 次序；等第：名～｜座～｜车～｜依～

v、前进。＠次序，在第二的；副的：～子｜～
日。＠［形］质量差；品质差：～品｜这个人太～，

一点儿也不讲究社会公德。。酸根或化合物

中少含两个氧原子或氢原子的：～氯酸。＠
III 用于反复出现或可能反复出现的事情：第

一～国内革命战争｜我是初～来北京｜试验了？

八～才成功。＠〈书〉出外远行时停留的处

所：途～ 1旅～｜舟一～。＠〈书〉中间·胸～｜言
～。 0 CCI) 理l 姓。

E次大陆E cidalu 圈面积比洲小，在地理 t或

政治上有某种程度独立性的陆地。如喜马拉
雅山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地区和亚洲｜其
他部分分剖开，在地理上形成一个独业的单

元，称为“南亚次大陆”。

E次等】 cide『19 庄园属性词。第二等的：～货。

［｛欠第】 cidi 0 圈次序：排列座位～。＠画

一个挨一个地；依次．～入座。
E次货】 cihuo ~质量较差的货。

E次品】 cipTn t画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E次日】 ciri 圈第二天：～启程。
E次生E cisheng 回属性词。第二次生成的； /'HJ 
接造成的；派生的：～林｜～矿物｜～灾害。

E次生林l cish岳nglin i重原有森林经采伐或破
坏后又恢复起来的森林。

E次声波E cish岳ngbo 圈低于人能听到的最低

频（20 赫）的声波。次声波在传播过程中衰减

很小，可用来预测风暴、地震和l探矿等。
E次声武器E cish岳ng wuqi 发出次声波来杀

伤人的武器。次声波能引起人体内脏的共
振，使内脏发生位移和形变，功能损坏，甚歪
死亡。

E次数】 cishu ［吕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

练习的～越多，熟练的程度越高。
E次序】 cixu 圈事物在少主间或时间上排列的先

后：按照～入场｜这些文件已经整理过，不要把
～弄乱了。

E次要】 ciyao l1t2l 属性词。重要性较差的：～

地位｜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的，形式要服从

内容。

E次韵l ciyun 画步韵。

E次长E cizh凸ng i名l 某些国家或地区称政府部

长的副职。

[l欠之】 cizhl l司次序或等级在前者之后：仪仗

队走在最前，因旗方阵～｜矿物中金刚石最硬，

刚玉～。

i二I ci 见 Fo
I.., ..J 另见 1242 页 si 。

[1trJ候】 ci•hou I司在人身边供使唤，照料饮食

起居：～病人。

刺 ci O 圈尖的东西进入或穿过物体：～
伤！～绣。＠圈刺激：～鼻子。＠画l 暗

杀：遇～｜被～。＠侦探；打听·～探。＠讽

刺z 讥～。＠（～儿）圈尖锐像针的东西z 鱼

～｜手上扎了个～0话里别带～儿。＠〈书〉名

片：名～。＠ (Ci) ['8］姓。
另见 211 页 cl 。

畔。柏】 cibai 圈常绿乔木或灌木，树冠塔形，
叶子条形，轮生，果实球形，木材耐水湿，可用

来造船或供建筑等用。

E刺鼻】 cibi l%1 气味浓烈，使人闯着不舒服：汽

油味～难闻。

E刺刺不休E cici-buxiu 说话没完没了；唠叨。

[ffiUJJl cidao 1:g1 枪刺。

E刺耳E ci ’岳r 两＠声音尖锐、杂乱，使耳朵不

舒服·～的刹车声。＠言语尖酸刻薄，使人感
觉不顺耳：他这话听着有点儿～。

E刺骨】 cigu 画寒气侵人入骨，形容极冷：寒

风～。

E刺槐E cihuai ［：名l 落叶乔木．枝上有刺，羽状复

叶，小叶椭圆形或卵形，托叶刺状，花白色，有

香气，结英果。也叫洋槐o
E剌激l cijj E量＠现实的物体和现象作用于感
觉器官；声、元、热等引起生物体活动或变化。

＠推动事物，使起积极的变化z ～食欲 l～生

产力的发展。＠使人激动；使人精神上受到挫



刺 f次莉赐匆仄眩I E从似纵葱｜

折或打击z 多年的收藏毁于一旦，对他～很大。

E刺客l cike ［祖用武器进行暗杀的人。

E刺目E cimu E回刺眼。

E和l挠E ci • nao ＜口〉［黝痒：有好些天没洗澡
了，身上～得很。

E刺配E cipei I动l 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字，并发配

到边远抱方，叫作刺配。
E和l青】 ciqing 画文身的→种方式，在人体上
刺上带青色的花纹或图案。

[)fll]JL菜】 cir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椭

阅形，叶上有刺，花紫红色，瘦果长椭圆形。全
草入药。也叫小商。

[Jll!J儿话】 cirhua ＜方〉南l 讥讽人的话：说～。
[Jljlj JL头E cirt6u ＜方） 1'31 遇事刁难，不好对付
的人。

E刺杀E cisha 画＠用武器暗杀：被人～。＠

用上了枪刺的步枪同敌人拼杀：练～o
E和j身】 cishe『1 圈生鱼片。［日］
E刺探】 citan 画暗中打听：～军情。
E和l猜］ ci•wei 圈哺乳动物，头小，四肢短，爪

锐利，身上有硬刺，受惊时蜷缩成一团。昼伏
夜出，吃昆虫、鼠、蛇等，对农业有益。

E和j细胞E cixibao ［笛腔肠动物身体表面的一
种特殊细胞，内有刺丝，外有刺针，是捕食和自

卫的器官。

E刺绣】 cixiu O 圈子工艺的一种，用彩色丝线
在纺织品上绣出花鸟、景物等。＠［组刺绣工
艺的产品，如苏绣、湘绣等。

E刺眼l ciyan G翻＠光线过强，使眼睛不舒服。

＠惹人注意并且使人感觉不顺眼：她这身大

红大绿的穿戴，显得特别～o

E刺痒］ ci•yang ＜口＞ Ifill 痒 z 蚊子咬了一下，很

E刺针E cizhen ［割腔肠动物刺细胞外面的针状

物，是感觉器官。

E刺字E cl;; zi D剥在皮肤上刺文字，古代特指在
罪犯脸上刺文字。

做 cl ＜书〉帮助： ~Ii!Jo 

前 cl 用于地名：～桐的湾）。

赐 cl 0 ~旧时指地位高的人或长
（赐）辈把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

～予。＠敬辞，用于别人对自己的指示、光顾、

答复等z ～教｜～顾｜请即～复。＠〈书〉敬辞，

指别人给的东西或好处2 厚～受之有愧。
E赐教E cij iao 圈敬辞，给予指教z 不吝～。

E赐予】（赐与l ciy凸圈赏给2 ～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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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 m 急；贮：～忙｜～
（工忽、气息） 促。

E匆匆】 congcong Ifill 急急忙忙的样子：来去

～｜行色～｜～上了火车。

E匆促】 congcu E回匆忙；仓促：因为动身的时主主主

候太～了，把稿子忘在家里没带来。也作匆猝。雪三三三
E匆猝E cangcu 同“匆促”。

E匆邃l congju ＜书〉圈急忙g匆促：神色～。

E匆忙l congmang ［盟急急忙忙z l临行～，没能

来看你｜他刚放下饭碗，又匆匆忙忙地回到车间

去了。

灰（花） cong 见下

(JA蓉】 c6ng r6ng 1'31 草灰蓉和肉灰蓉的统称。

囱 c6ng 见m页阳。

队（璇） c叫见下
［~从熔l c6ngr6ng ＜书〉匮理形容佩玉相碰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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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主t c6na 0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
忽（崽）口f子圆筒形，中间空，鳞茎圆柱
形，开小白花，种子黑色o 是常见蔬菜或调味

品。＠青色z ～翠｜～绿。

E葱臼］ c6ngb6i 圃最浅的蓝色。

E葱臼JL] c6ngb6ir ~葱的茎。
E葱葱E c6ngc6ng I回草木苍翠茂盛的样子：

郁郁～｜松柏～o

E葱翠l c6ngcui [JB] （草木）青翠：群山～｜～的

竹林。

E葱花E conghua （～儿）［每切碎的葱，用来调

味。

E葱笼】 c6ngl6ng I固（草木）青翠茂盛．林木

～｜春天来了，大地一片～。
E葱绿E conglu 匾。浅绿而微黄的颜色。也

L兑智；心JL绿。＠（草木）青翠：～的田野｜雨后

的竹林更加～可爱。
E葱头E c6ngt6u l名］洋葱。

E葱心儿绿E congxinrlu Ifill 葱绿①。



I 21s I cδ门g c6ng I 葱稳稳聪熄从

E葱郁E congyu 田园葱笼：～的松树林。

3息 c6nQ ＜书〉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恩恩） ~ 

稳中ng （书〉像玉的石头。

聪→ con口＠〈书〉昕觉失～。＠
，（嗯）听觉灵敏：耳～目明。＠聪明川、

二二二二 思敏捷z ～慧｜～颖。

三三主主 E聪慧l conghui l用聪明；有智慧：～过人。
三三三~ （聪敏】 c6ngmin ［嗣聪明敏捷：天资～。

(Jj)总明】 c6ng•ming ［限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

能力强：这个孩子既～又用功，学习上进步很

快。

（！（住悟】 congwu ＜书〉圈聪明；颖悟：天资～｜

～好学。
(JI~颖l c6ngying ＜书〉阳聪明。

熄 c6ng ＜书〉＠微火。＠热气。

, 
cong c 专XL)

从… c6ng ＜®⑥⑦旧读叫＠跟
－人（徒）随：二征。＠顺从而从：胁～｜
力不～心。＠从事；参加．～艺｜～军｜～商。
＠采取某种方针或态度2 ～缓｜～简 l～宽｜～

严。＠跟随的人·随～｜侍～。＠从属的；次
要的（跟“主”相对）：主～｜～犯。＠堂房（亲

属）：～兄｜～叔。 Oml U起于，“从……”
表示“拿……做起点”：～上海到北京 l ～

这儿往西 i～现在起 1 ～不懂到懂｜～无到有｜～
少到多。 b）表示经过，用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

面：～窗缝里往外望｜你～桥上过，我～桥下

走｜～他们前面经过。 c）表示根据．～笔迹看，

这字像孩子写的。。［画用在否定词前面，表
示自过去到现在：～没有听说过｜～未看见中
国人民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c Cong) IEJ 姓。

U人长计议E c6ngch6ng-jiyi 0 慢慢儿地多加
商量：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不要马上就做

决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不要只看眼前
利益，要～。

U人此】 c6ngci ［副从这个时候起：这条铁路全

线通车，～交通就更方便了。

U人！Tl c6ngd凸〈方＞［ill 自从：～小张来后，我
们的文体活动活跃多了。

U人而l c6ng' er 画上文是原因、力法等，下义
是结果、目的等；因此就：由于交通事业的迅速
发展，～为城乡物资交流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

件。
E从1日l c6ngfan ［亘在共同犯罪中，帮助主犯
实行犯罪的起次要作用的罪犯（区别于“主

5日勺。

U人缓l c6nghuan 画延缓，推迟t ～办理｜该项

措施～执行。

U人简】 c6ngjian 画采取简单的办法或方式：

手续～｜仪式～。
E从谏如流】 c6ngji6n刊I iu 形容能很快地接受

别人的规劝，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顺畅自

然。
U人教l c6ngji6o ［司从事教育工作： f也～近半
个世纪，如今是桃李满天下。

U人井救人】 c6ngjing-jiuren 跳到井里去救人，

原来比喻徒然危害自己而对别人并没有好处
的行为，现多指冒极大的危险去拯救别人。

U人警】 c6ngjing ~量从事警察工作：他～卡年

来，三次受嘉奖。
U人军】 c6ngj0n 国参加l军队。

U人宽】 c6ngku伯国］采取宽大的原则：～处

理。

U人来】 c6ng16i 画从过去到现在（多用于否定

式）：他～不失信｜这种事我～没听说过。
U人良】 c6ng;; li6ng l动l 指妓女脱离卖身的生
活而嫁人。

U人赂E c6nglue l动｜省去某些部分不说；省略：

具体办法～。

E从命E c6ngming ［量昕从吩咐·欣然～｜恭敬
不如～。

U人前】 c6ngqi6n I苟时间词。过去的时候；以

前z 想想～的悲惨遭遇，更加感到今天生活的
幸福美满｜～的事儿不必再提了。

U人权】 c6ngqu6n L动｜采用权宜的手段：～处

理。

U人戎】 c6ngr6ng （将〉［司参加军队z 投笔～O
U人容l c6ngr6ng (I日 i卖 c6ngr6ng) 匾。不

慌不忙；镇静；沉着z 举止～［～不迫｜～就义

（毫不畏缩地为正义而牺牲）。＠（时间或经
济）宽裕：时间很～，可以仔仔细细地做｜手头～O

U人容不迫】 c6ngr6ng-bup6 （“从容”旧读

c己ngr6ng ）非常镇静、不慌不忙的样子z 他

满脸挂笑，～地走上了讲台。
U人善如流l c6ngsh6n叫liu 形容能很快地接

受别人的好意见，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顺

畅自然。
(,IA~币l c6ngshl l~ 跟师傅（学习） ：～习艺。

U人实l c6ngshi 圃按真实情况；如实z ～回答。

U人事l c6ngshi ［到＠做，投身Jiij （事业中去）．
～教育工作｜～文艺创作。＠（按某种办法）处



理2 军法～。

U人属E c6ngsh心

～于总厂。

圈依从；附属：～关系｜分厂

U人俗E c6ngsu 圈。按照风俗习惯；遵循通

常做法：～办理｜～就筒。＠指顺从时俗·～
浮沉。

U人速】 c6ngsu 画抓紧时间；赶紧（做某事）．
～处理｜～进行｜存货不多，欲购～。

C人堂E c6ngt6ng ［归属性词。堂房亲属中血

统关系较远的。
U人头】 c6ngt6u （～儿）圈。从最初（做）·～儿

做起。＠重新（做）：～再来。
U人先】 c6ngxiiin ＜方〉圈从前：他身体比～

结实多了。

[)A1J'l c6ngxi凸o （～JL）国从年纪小的时候z

他～就爱运动。
U人心所欲】 c6ngxlnsu凸vu

U人新】 c6ngxln l盲目重新。

随心所欲。

U人刑】 c6ngxing IBl 附加刑。

U人严］ c6ngy6n ［司采取严厉的措施；采用严

格的标准2 ～治警｜～判罚。
U人业E c6ngye 圈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就

业：～机会｜～人员。
U人医】 c6ngyl 圈从事医务工作：王大夫～二
十多年，从未出过差错。

U人艺］ c6ngyi 画从事艺术事业（多指表演艺
术） 0

E从影E c6ngyTng 画从事电影事业（多指当演

员）。
U人优E c6ngy6u H动l 给予优待：价格～。
U人征E c6ngzheng H到随军出征。
U人政l c6ngzheng 画参政；进入政界（多指做

官）。
E从中E c6ngzh6ng 

利｜～作梗。
E从众］ c6ngzh6ng 
行的做法（行事〉。

画在其｜词；在其中 2 ～取

画指按多数人的意见或流

元人、... 提斗 c6ng ＠聚集：～生｜～
一（盖、假）集08 生长在一起的革
木z 草～｜树～。＠泛指聚集在一起的人或东
西2 人～｜论～｜刀～剑树。。 E用于聚集生长
在一起的草木：一～杂草。 0 cc6ng）圈姓。

E丛出l c6ngchu 画大量出现s 问题～｜佳句～。
E丛腔］ c6ngcu6 ＜书〉回细碎；烦琐：百事～。
E丛集E c6ngji 0 画（许多事物）聚集在一起z
百感～｜诸事～。＠圈选取若干种书或其中

的一些篇章汇集编成的一套书。
E丛币1j] c6ng kiin 圈丛书（多用于丛书名称） : 

《四部～》。

从从法惊琼资菜凑｜ cong cou 219 

E丛刻E c6ngke 圈刻板印刷的丛书（多用于丛

书名称）：《励耘书屋～》。
E丛林］ c6nglin 圈。茂密的树林z 热带～。

＠和尚聚集修行的处所，泛指大寺院。后道

教也沿用此名。
E丛林法则E c6nglin f凸ze 丛林中的动物所遵
循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各国之

间应加强合作，互利共赢，～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Z丛莽E c6ngmang 圈丛生的草木：密林～o

E丛山］ c6ngshiin IBl 连绵的群tlJ ：～峻岭。

E丛生E c6ngsh岳ng 画＠（草木）聚集在一处

生长2 杂草～｜荆棘～。＠（疾病等）同时发
生：百病～｜百弊～o

E丛书E c6ngshu IBl 由许多书汇集编成的一套

书，如《知不足斋丛书》、《历史小丛书》。
E丛谈E c6ngt6n 1'81 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若干部

分合成的文章或书（多用于篇名或书名） ：《掌

故～》。

E丛杂】 c6ngz6 I国多而杂乱：事务～。

E丛葬】 c6ngz6ng ［；割许多死者遗体合葬在一

起．罹难同胞数十人～于此。

【丛家E c6ngzh6ng ＜书〉［重乱葬在→片地方
的许多坟墓。
~ c6ng 见下。
何亏
E凉凉】 c6ngc6ng 理理形容流水的声音z 泉
水～。

品出 c6ng ＜书〉＠快乐；欢乐。＠心情2 离
｜习亏～（离别的心情）。
~ c6ng 古代
胡言一种玉器，
方柱形，中有困
孔。

费（寅）
c6ng 秦汉问今

四川、湖南一带
少数民族交纳的
赋税名称，交的
钱币叫责钱，交

琼

的布匹叫资布。这一部分民族也因此叫责人。
番苦 c6ng ＜书〉聚集；丛生。
骂’l‘白p

凑（法）

飞

COLI （专又）

cou 圃＠拼凑；聚集：～钱！～

足了人数｜大家～到这里来听他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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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碰；赶z ～巧｜～热闹。＠接近z
往前～～l～到跟前｜她拿起一束鲜花～着鼻子

闻。
E凑份子E cou fen· zi O 各人拿出若干钱合起
来送礼或办事。＠〈方〉指添麻烦。

E凑合l cou•he 匾。聚集＝下班以后大伙儿都
～在一起练习唱歌。＠拼凑：预先把发言提

王三三三 纲准备好，不要临时～。＠将就：没有什么好
重重重重三 菜，～着吃点儿吧！这两年日子过得还～。
三三主'if ［凑集E c⑤uji 画凑在一起，聚集2 人烟～｜～技

术力量。
E凑近E c。ujin 画朝某个目标靠近：他～小王

的耳朵，叽里咕噜说了一阵。

E凑拢E coul创g rnDJ 朝→个地点靠近．大伙儿

～一点儿，商量一下明天的工作。
E凑钱E cou11 q ian [ii!il 凑集钱（办某事）；筹集款

项：大家～买了些图书资料。

E凑巧l couq1凸o 圈表示正是时候或正遇着所

希望的或所不希望的事情z 我正想去找他，～
他来了 i真不～，你来访那天我刚好出差去了。

E凑趣E cou;;qu （～儿）画＠迎合别人的兴趣，
使高兴。＠逗笑儿取乐 g 他跟我很熟，所以故

意拿我～｜没事时姐妹们在一起～。
E凑热闹E cδu re• nao （～儿）0 JU热闹的地方

跟大家→起玩JL ：孩子们玩儿得很起劲，我也去
凑个热闹。＠指添麻烦z 这里够忙的，别再来

～了！

E凑子E cou;;sh凸u g回使用起来方便g顺手（常

用于予边的钱、物、人等）：钱不～，下次再买

吧｜这把钳子使着挺～。

E凑数l cδu;;shu （～儿）画＠凑足数额2 钱还

没有凑够数。＠充数：人员要精干，不能随便

找几个人～。

E凑整JL] cδL』／；

十八元，你再出两元，凑个整儿吧。

揍山咖啡〉＠车轮的辐集中到毅
（睽）上：辐～。＠聚集z ～集i～石累

卵。

膝 COLI 见下
E牍理E cδull 圈中医指皮肤等的纹理和皮下

肌肉的空隙。

L_一豆豆旦旦J 二二1

粗（锅、儒、语） ；）~~~： 
“细”相对，下②一⑥同）：～纱｜这棵树很～。

＠（用（长条形）两长边的距离不十分近2 ～线

条｜～眉大眼。 0 It国颗粒大＝～沙。 0 Ifill 声
音大而低z 嗓门 JL～｜～声～气。＠圃粗糙

（跟“精”相对）：～瓷碗｜去～取精｜这个手工

活儿大～了。。南疏忽，不周密：～lit I 他心
太～了，竟然少做了两道题。＠明鲁莽；粗

野：～暴｜～话卜，人。＠画略微z ～知一二 1

～具规模。
E粗暴】 cOboa 圈鲁莽；暴躁：性情～l态度～O

E粗笨】 cuben 圈＠（身材、举止）笨拙；不灵

工1j：手脚～｜那人身高体大，但动作并不～。＠
（物体）笨重；不精细z 这些～家具搬起来挺费
劲。

E粗鄙l cubT E国粗俗z 言语～｜举止～。

E粗布】 cubu 画＠一种平纹棉布，质地比较粗

糙。＠士布。
E粗菜E cucai IEl 指萝卡、白菜等普通蔬菜（区

别于

E粗糙】 cucao It园＠（质料）不精细P不光滑＝

皮肤～ l这种瓷器比较～，赶不上江西瓷。＠
（工作等）草率；不细致z 这套衣服的手工很～。

E粗糙度l cucaodu 函机器零件、工件等的表

面粗糙程度。旧称光洁度。
E粗茶淡饭l cucha-danfan 指简单的、不精致

的饮食。有时用来形容生活简朴。

E粗大E cud a 圈＠（人体、物体）粗·长年的劳
动使他的胳膊～有力！他跟伙伴抬木头，总是自
己抬～的一头。＠（声音）大：嗓音～｜睡在周

围的人发出～的解声。
E粗放】 cu fang E回＠粗扩豪放z ～的笔触｜这

部影片在艺术处理上～简练。＠粗疏；不细
致：管理～。＠农业上指在较多的土地上投
入较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浅耕粗作，用
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来提高产品总量（跟
“集约”相对）。这种经营方式叫作粗放经
营。

E粗浮l cufu Ifill 粗暴浮躁z 气质～。

E粗工l cugong 圈＠指技术性较低、劳动强
度较大的工种：～细做。＠做粗工的人z ～
也能出细活儿。

E粗估］ cOgO 画粗略地估计，毛估：这幅画～
价值上万元。

E粗矿】 cugu凸ng 圈。粗野z粗鲁z ～无理。

＠粗豪；豪放：歌声～｜～的笔触。
E粗豪E cuhao 庄园＠豪爽：性情～｜～坦率。
＠豪壮2 汽笛发出～的声音。

E粗话E cuhua 圈粗俗的话。

E粗活JLl c0hu6r IEl 指技术性较低、劳动强度

较大的工作。



E粗加工） cuj iiigiing ［司对原材料进行粗略加
工，以便进一步加工。

E粗口E culφu ［各l 粗话；脏话：爆～。
E粗狂E cukuang 圈粗豪狂放g 风格～。
E粗拉】 cu• la ＜口〉［赐粗糙．活儿做得太～。
E粗杨E culi ＠〈书〉匮糙米。＠圃粗糙z ～
的饭食。

E粗粮E culiang ~J 一般指大米、白面以外的食
粮，如玉米、高粱、豆类等（区别于“细粮勺。

E粗劣E cu lie 圈粗糙低劣：～的饭食｜这套书
的插图太～o

E粗陋】 culou [lliJ 0 粗糙简陋z ～的茅屋｜陈设
～。＠粗俗丑陋：面貌～。

E粗鲁）（粗卤） cu· I心理回粗暴鲁莽：性格～｜他
是个火性人，说话～，你别介意。

E粗略】 culue 圈粗粗；大略；不精确 z 事先只能
做～的估计｜～地看了看产品的制作过程。

E粗莽E cumahg ［回粗鲁莽撞：～汉子｜性格
~ 。

E粗浅E cuqian 圃浅显；不深奥2 像这样～的
道理是很容易懂的。

E粗人E curen 圈。鲁莽、不细心的人。＠指
没有文化的人（多用作谦辞）。

E粗纱】 cushii 圈纺纱过程中的半成品，供纺
细纱用。

E粗实E cu•shi ~园粗大结实：～的腰身！树干长
得很～O

E粗手笨脚】 cushou-benj i凸o 形容手脚粗笨z

别看他～的，心眼儿可多着呢。
E粗疏J cushu E固＠不细心；马虎＝此书校对
～，错误很多。＠（毛发、线条等）粗而稀疏z
崇毛～｜这幅画线条过于～。

E粗率】 cushuoi 圃粗疏草率z 言谈～！～表
态。

E粗俗】 cusu ~园（谈吐、举止等）粗野庸俗z 言
语～o

E粗通E cutong 晴略微懂得一些：～文墨。
E粗细】 cuxi 圈。粗和细的程度：碗口～的钢
管 l这样～的沙子最合适。＠粗糙和细致的程
度：桌面平不平，就看活儿的～。

E粗线条】 cuxiantiao O 圈指笔道画得粗的
线条，也指用粗线条勾出的轮廓。＠圈（性
格、作风或方法等）粗率；粗疏g 他做事～，一
点儿不细致。＠回粗略（多指文章等的构思
或叙述）：他～地介绍了故事梗概。

E粗心E cuxln E园疏忽；不细心s ～大意｜一时
～，铸成大错。

E粗哑】 cuy凸 [lliJ 声音低而沙哑：嗓音～o

E粗野J cuy岳画粗鲁；没礼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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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粗枝大叶】 cuzhl-daye 形容不细致，做事粗

心大意。
E粗制滥造E cuzh i-lanzao 制作粗劣，不讲究质

量。也指工作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E粗制品】 cuzhipin [El 初步制成的毛坯产品。

E粗重】 cuzhong ~ 0 声音低沉有力：～的嗓

音！～的喘息声。＠（子或脚）粗大有力：～的
手。＠（物体）笨重：～的东西都留下，只带走三E二

细软。＠（条状物）宽而颜色浓：～的笔道儿｜主主三
他的眉毛显得浓黑～。＠（工作）繁重费力：三三三三

～的活儿，他总是抢先去做。

E粗壮J cuzhuang 圈。（人体）粗实而健壮z

身材～。＠（物体）粗大而结实z ～的树干。
＠（声音）大而有力 z 嗓音～。

, 
cu （专义）

／；口 cu （书〉＠往；到：自西～东。＠过去；

’l且流逝z 岁月其～。＠开始z 六月～暑。＠

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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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专〉〈）

卒小书〉同“猝”
另见 1749 页功。

E卒中】 cuzhong 0 圈病，多由脑血栓、脑出
血等引起。初起时突然头痛，眩晕，短时间内
失去知觉。得病后半身不遂或截瘫，严重时很

快死亡。也叫脑卒中。＠晴患这种病。！｜
通称中风。

促∞。时间短z 短～｜急～＠催；推动2
催～！督～｜～进｜～其成功。＠靠近g ~ 

膝。
E促成】 cucheng rnID 推动使成功z 这件事是他
大力～的。

E促进E cujin [Zl国促使前进；推动使发展z ～派！

～工作｜～两国的友好合作。
E促请） cuqing 圈催促并请求：～上级早做决
定。

E促使E cushi rnID 推动使达到一定目的z ～发

生变化｜～生产迅速发展。
E促退E cutui rnID 促使退步：～派。
E促膝E cux i [ZlJj] 膝盖对着膝盖，指两人面对面

靠近坐着：～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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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促狭】 cuxi6 ＜方〉圈＠爱捉弄人·～鬼（促 I rd:百」拧 cu （书〉皱（眉头）。
狭的人）。＠刁钻。 . I J瞅（赚）

E促销】 cuxiao 画推动商品销售：利用广告｜生在 cu 0 聚集z ～拥。＠聚集成的团或堆z
～｜～手段不力。 I A火花团锦～。＠画用于聚集成团或成堆的

E促织】 cuzhl 圈蜷睬。 | 东西：花瓶里插着一～鲜花。
猝∞〈书〉画猝然2 ～发｜～不胁。 ｜陈生】叫ng 圈植物体或其一部分聚集成

I 团或成堆地生长。
E猝不及防E cubujifang 事情突然发生，来不及｜瞧新】 cuxln 圈状态词。极新；全新2 ～的大
防备。 | 衣。
即尔E cu毛r ＜书〉画突然。 I c簇拥l cuyong 阉（许多人）紧紧围着：孩子们
E猝发］ cu伯圈突然发作：因过度劳累，导致｜ ～着老师走进教室。
心脏病～。 ｜臣段 cu （书〉＠紧迫：穷～。＠皱（眉头）；收

E猝然E cu ran 圆突然g出乎意料：～改容 l～ l ~缩：～额。

发问。 I c酬 cu’在〈书〉圃皱眉头：疾首～o
E猝死l cusi 司1 医学上指由于体内潜在的进行 I o-tl.f, I ttMl 占且 cu 〈书〉＠踢：～鞠（踢球）。＠
性疾病而引起突然死亡。 I i明占了楚）踏：一～耐。
眸 t书〉同“醋”

另见 1760 页 ZLJ00

E酵浆草l cujiang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
细弱，掌状复叶，小时ff!J心形，花黄色，葫果近
圆柱形。茎叶有酸味，全革入药。

、t丰在 cu 见下。

7日
E痞子l cu•zi ＜方〉圈麻荡。

族 cu ~蚕族z 上～

百世 cu 0 [BJ 调味用的有酸味的液体．米

自日～｜陈～。＠指嫉妒（多指在男女关系
上） ：～意｜吃～。

E醋大E cuda 圈措大。
E醋罐子E cuguan•zi 圈醋坛子。
E醋劲JL] cujinr IBJ 嫉妒的情绪（多指在男女关

系上）。
E醋酸】 cusuan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弓 C()QHO 元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是制造人造丝、电影胶片、阿词 JlI;林等的原

料。日常食用的醋中含有醋酸。也叫乙

酸。

E醋坛子E cutan• zi 圈借指在男女关系 i二嫉妒
心很强的人。也说醋罐子。

E醋，心】 cuxln ＜口〉国］胃里发酸：白薯吃多了
~ 。

E醋意E cuyi 南嫉妒心（多指在男女关系上）。

版1 cu 川2酬踏1

跟2 cu ＜书〉

E颇踏E Cl：』1ji （书） lffil 恭敬而不安的样子o

J肮 ω 〈书〉心里不安的样子：～然不悦。

另见 702 页 i iu 0 

［~－~ －~~句＿ （＿古注1 ~~］ 

／？守』 cuan 圈＠烹调方法，把食物放到沸水
火J、里稍微一煮：～汤｜～丸子｜～黄瓜片。＠
〈方〉用余子把水烧开。

E余子】 cuan•zi ［苞烧水用的薄铁筒，细圆柱

形，可以插入炉子火口里，使水开得快。

摔山 cuan ＜方〉圈。抛掷＠匆忙
（撩）地做：临时现～。＠（～儿）发怒z

f也一听这话就～儿了。

E擦摄l cuan· duo 〈口〉画从旁鼓动人（做某

事）；怂恿：他一再～我学滑冰｜他说他本来不

想做，都是你～他做的。

E撑弄】 cuan•nong ＜口〉［重擦擦。

镣 ι cuan O 补凿冰工具，头部尖，
（鲸）有倒钩冰～。＠！到用冰锦凿

（冰）．～冰。

E铺子l cuan•zi 圈冰锦。

蹄→ cuan rnl!J 0 向上或向前剧叫子
（踉）往上－~re球接住｜猫～到树上去

了｜他一下子～得很远。＠〈方〉喷射：鼻子～
血。

E蹄房越脊】 cuanfangγueji 跳上二房顶在上面
飞快地走（多见于旧小说）。

E踏个JL] cuan;;g由画身材在较短时间里明

显长高：孩子～了，去年的衣服穿着短了一大

截儿。
E蹄红E cuanh6ng 庄重迅速走红：她一夜之间

～歌坛。

E踏;kl cuan;;huo ＜方〉圈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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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蹄升） cuansh岳『ig I动急速上Jl：人气～｜股指

~ 。

cuan c 专）（4)

郡 u6n “那U的又背
（部）另见 1C>32 页 Za 「1 c 

攒 cu6n 闯聚在一起； j'Jf 
（攒、哺）；奏z ～钱i他买零件～了一

台电脑。
另见 1631 页 zano

E攒动E cu6ndδng l到拥梳着移动：街上人头
~ 。

E攒盒】 cuanhe i=81 一科1分层或分格可装多种

食品的盒子。

E攒集】 cu6nji 画面攒聚。

E攒聚J cu6nju E量紧紧地聚集｛t －起．教室前
～了许多学生。

E攒二聚五E cu6nsan-juwu 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
[f赞射】 cu6nsh启 用！ （用箭戎枪炮）集中射击。

cu an （专义4)

窜仁 cuan 0刷刷L逃（用于匪
（鼠）徒、敌军、兽类等）：流～｜抱头鼠

～i 一眨眼的工夫，这孩子又～到哪儿去了’｝ f} 

〈书〉放逐；驱逐。＠改动（文字）：～改｜点～D
E窜犯E cuanfan ［剖（小股的 ill'- 徒或敌寄：）进

犯z ～边境。
E窜改】 cuang副［副政动（成语、文件、古书等） : 

～原文。
E窜扰】 cuan的o U甜窜犯骚扰。

E窜逃】 cuant6o l动｜逃窜。
合主 … cu an 夺以，多指篡位：～权｜王
悬（篡）莽～汉。
E篡夺） cuandu6 圈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地

位或权力）：～领导权。
E篡改】 cuang凸l E到用作伪的于段改动或曲解
（经典、理论、政策等）。

E篡国】 cuan;;gu6 l到篡夺国家政权。
E篡权E cuan;; qu6n I到篡夺权力（多指政仪）：

窃国～o

E篡1.lll cuan;;wei t司臣子夺取利主的地位。

囊 cuan 0 （书〉烧火煮饭2 分～ 1分居异～
（旧时指弟兄分家过日子）。＠〈书〉大t:

执～。 8 CCuanJ 圈姓。

F ~ ) －
飞

…d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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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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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 cul 0 见 275 页｛等衰！ c f} （书〉同
~，“缭”。

夕J 1,,1, 1220 ]):[ shuo1" 

崔 ω ＠〈书） ( ll 
( CuT> t各j 姓。 三三三三

E崔巍E culwei ＜书） i蚓 u IJ 、建筑物）高大雄雪里三三

伟：群山～｜殿阁～。

E崔鬼E culwei ＜书〉＠固有石头的士山。＠

［勤高大；高峻：山岭～，气势非凡。

催 cul 0 别人赶快行动边做辑：图书
馆来信，～他还书。＠使事物的产生和变

化加快．～生 l～E民 l ～肥。 8 CCuTJ ［萄姓。

E催戎1,J culban 南l 催促办两（某事）·此事已去

信～，很快会有答复的。

[tit巴JL) cui•bar <JT> I名］昕人使唤当下于一干

杂事的人。
E催j屋】 cuibi l动l 催促逼迫：～还债。

E催产】 cui.1Jchan I军＠用药物或其他方法使
母体的手宫收缩，促使胎儿产出。＠促使事

物发生或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

系。！｜也说催生。
[f崔促】 cuTcu i割催： 再～．他才动身。

E催发】 culfa 两l 促使发生或产生：～创作灵感。

E催肥J cuifei 南 11肥。

E催化】 cuihua Ll甜促使化学反应的速率发生

改变。

E催化剂】 cuihuajl 圈能改变化学反应速率，

而本身的量和化学件质并不改变的物质。通
常把加速化学反应的物质叫正催化剂．延缓化

学反应的物质叫负催化剂。

E催泪J cuilei O 厚望！用刺激性物质使人流泪：

～弹｜～瓦斯。 8 I形形容使人卜分感动z ～

影片｜故事十分～。
E催泪弹】 cuileidan 画装填有催泪性毒剂的

弹种。爆炸后强烈剌激眼睛流泪。

E催眠E cuimi6n 国对人旦旦动物用刺激视觉、

听觉或触觉来吼起睡眠状态，对人还可以用言

语的暗示引起。

E催眠曲E cuimi6nqu 画哄婴儿入睡时唱的

歌。
E催眠术】 cuimi6nshu I写催眠的方法广」般用

言语暗示。

E催眠药） cuimi6nyao I苞能抑制大脑皮质而

导致睡眠的药物，女口苯巴比妥、甲唾嗣（安H民

闸）等。~称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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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催命】 cul;; ming 画催人死亡，比喻紧紧地催

促。
E催命鬼E culm)nggul 圈。迷信的人指阴间

催人快死的鬼。＠比喻逼人拼命做事，使人

承受不了或不得安生的人。

E催奶】 cuI 11 no i ['l!)] 用药品或食物使产妇分泌

出乳汁。也用于动物。

E催迫】 culpo 画催逼。

E催情】 culqing ~司用人工方法促使雌性动物

发情。

E催人泪下】 culrenl岳阳ia 使人非常感动，禁不

住流下眼泪。
E催生】 cul;; sh岳ng 富国催产。

E催收】 culsh6L』圄催讨：～货款。
E催熟】 culshu 圈。用物理、化学等方法促使

植物果实加快成熟。＠指使人或事物过早地

成熟。

E催讨】 cultao I动催人归还（债款、实物等） 0

b肯 . . cul 〈书〉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
王震（镀）
摧 M 折断；破坏：～折｜～毁｜无坚不～。

E摧残】 cuIcon 阉使蒙受严重损害。

E摧毁E culhu／画用强大的力量破坏：猛烈的

炮火～了敌人的阵地。
E摧枯拉朽E culkO-lax汕摧折枯草朽木，比喻

迅速摧毁腐朽势力。

E摧眉折腰】 culmei zheyao 形容低头弯腰阿

诀逢迎的媚态。

E摧折】 culzhe ［~ 0 折断：狂风～幼株。＠
挫折：不可～的意志｜历尽～，终于回到祖国。

棱 cul ＜书〉橡子。

猩 M 见 13叫脚］Cweicul

v 
CUI （专〉〈飞）

~'I也 cul 〈书〉＠水深的样子o ＠眼泪流下
1’悖的样子。

璀 U 见下

E璀躏 cuTcan [i画形容珠玉等光彩鲜明：～夺

目 i这座古塔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颗～的明
珠。

摧 cul （书〉洁白。

、

CUI （专〉〈飞）

悴 cui ＜书〉＠副职。＠辅佐。

It#. i 圈。容易折断破碎（跟
朋面（关胞）“韧”相对）：这种纸不算薄，就是
大～。＠（较硬的食物）容易弄碎弄裂z ～枣｜

这瓜又甜又～。＠（声音）清脆：她的嗓音挺

～。。〈方〉（说话、｛故事）爽利痛快；干脆：这

件事办得很～。
E脆败】 cuibai 圈球类等比赛中指轻易输给对

子z 对方全然不在状态，最终以（） : 3 ～。
E脆骨l cuigu I萄动物的软骨作为食品时叫脆
骨。

【脆快】 cui·kuai ＜方＞ lffil （说话、f故事）干脆爽
快；简捷痛快，不拖拉：～了当｜他答应得～，却

不去办11也办起事来总是那么～。
E脆亮】 culliang E画（声音）清脆响亮。

E脆弱】 cuiruo [I形］禁不起挫折；不坚强：感情

～ i～的心灵。
E脆生】 cu)• sheng （口〉魄。（食物）脆：凉拌
黄瓜，又～又爽口。＠（声音）清脆2 这炮仗的
声音可真～。

口危性l cu)xing I萄物体受拉力或冲击时，没有

显著变形而突然破碎的性质。玻璃、生铁、砖、
石都是脆性物质。

E脆枣】 cu)z凸0 （～儿〉〈方〉［量焦枣。

立中 cul ＠聚集z 荼～。＠聚在一起的人或
~物：出类拔～。. (Cui) 巨型姓。

E萃聚】 culju ＜书〉圃聚集z 群英～。

E萃取】 cu)q心圈在混合物中加入某种溶剂，利
用混合物的各种成分在该溶剂中溶解度不同
而将它们分离。如在含有硝酸铀酷的水溶液
中加入乙醋，硝酸铀酷草灿人水中转入乙目革中而

杂质仍留在水中。

碎 ω ＠画用力吐出来z ～了一口唾沫。
＠（副表示唾弃、斥责或辱骂：～？休要胡

说（多见于早期白话）。
占去r .. cu）洋火。
i.tr--C ：烨）
E洋火E cu）巾LIO ［姐把金属或玻璃工件加热到

一定温度，然后利用冷却剂（泊、水、空气等）使
快速冷却，以增加硬度和强度等。

E湾目厉】 cu iii l量洋火和磨破草，比喻磨炼z 艰苦
的环境能～人的意志。

[i卒；炼） cullian fElj] 锤炼（多用于抽象事物）＝在
血与火的～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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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牢针】 cuizh岳n 圈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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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相）
1.# ．、 cui ＜书〉五色相杂洽。
绊（碎）
E绊缭l cuicai ＜书〉眩菌形容行动时衣服摩擦

的声音：华妆～。

龚 cui （书〉鸟兽的细毛。

E主主毛】 cuimao r＇名｜医学上指除头发、阴毛、腋
毛以外，其他部份所生的细毛。

瘁旧过度劳累：鞠躬尽～l心力交～。

粹 cui D 纯粹， ~f'JI ～而不杂 ＠精华E
精～口

E粹白l cuibai ＜书〉贼。纯粹。＠纯白：～

之袭。

翠 cui D 青绿色：～竹｜～玉｜～鸟｜～蓝
＠指葫翠①2 点～（用蒲翠鸟的羽毛来做

装饰的手工工艺）。＠指悲翠①·珠～｜～花。
0 CCui）圈姓。

E翠蓝E cuil6n l周青蓝色；鲜亮的蓝色．～鹦

鹉！～的宝石。
E翠绿E cuilu 圈像菊翠那样的绿色·满山～｜
～的松林。

E翠鸟】 cuinioo 圈鸟，羽毛翠绿色，头部蓝黑
色，嘴长而直，尾巴短。生活在水边，吃鱼、虾
等。

E翠生生l cuish岳ngsheng C～的） 11121 状态词。

形容植物青翠鲜嫩z ～的秧苗。
E翠微】 cuiw岳I （书〉圈＠青绿的山色。＠泛

指青LlJ 。

脾（嚼： cui 见下。
E牌脏l cuizang 圈膜的旧称。

「J二三民（圣豆豆；二~－~］

市~ cun D 见m 页“付’。＠用于人名。

占＋ .... A cun D （～儿） [1'｝村庄，泛
1、（＠ω郁）指较小的居住区：一个小
~ JL I 工人新～。＠圈粗俗·～话｜他说话太
～。 O c Cun) t8l 姓。

E村夫E cunfu 圈。乡下人；农夫。＠粗俗的

人：山野～l～俗子。
E村夫俗子E cunfu-suzl 指粗野鄙俗的人。

E村妇E cunfu 圈乡村里的妇女。

E村姑l cungu （～儿）［望乡村里的年轻女子．

一身～打扮。
E材1-;s] cunhua ~I 粗俗的话（多指骂人的话）。

E村落E cunluo 画村庄。

E村民】 cunmln 画乡村尉民：～大会。

E村塾E cunshu 圈旧时农村中的私塾。也叫
村学。

E村俗E cunsu 0 圈乡村的风俗：～民风1～王E三

淳朴。＠［形］粗俗：谈吐～。＠［制俗气；士王三三
气：这裙子的样式显得太～了。 三二＝

E村学l cunxue 圈村塾。

E村野E cuny岳。［刽乡村和阳野．过～生活。
＠［制粗鲁；粗俗：性情～ i～难听的话语。

E村寨E cunzhai 圈村庄；寨子E ～相望。

E村镇l cunzhen t8l 村庄和小市镇。

E村庄】 cunzhuang 圈农民聚居的地方。
E村子】 cun· zi 回村庄。

会th cun ＠圈（皮肤）因受冻而裂开z 手～

绍束了。＠〈方〉［组皮肤上积存的泥垢＝一脖
子～。＠晴］国画画山石时，勾出轮廓后，为了

显示山石的纹理和阴阳面，再用淡干墨侧笔而

画，叫作簸。
E级法l cunt凸圈国画画山石时的一种技法。

参看“绩”③O
E级裂E cunlie i动1] $波①。

跋 cun ＜书〉踢。

【峻乌l cunwu 圈古代传说太阳中的三足乌，
后来借指太阳。

, 
cun （专x'-r)

存 cun 0 存在；生存：残～｜父母俱～。＠
画储存；保存：封～｜～粮。＠（划蓄积；

聚集：～食！新建的水库已经～满了水。。画
储蓄z ～款｜～折｜零～整取！把暂时不用的现

款～在银行里。＠圃寄存＝～车处｜行李先～
在这儿，回头再来取。。保留：～疑 i ～而不
论！去伪～真。＠画结存；余留·库～｜收支相
抵，净～二百元。＠圆心里怀着（某种想法） ' 
～心｜心～侥幸｜不～任何顾虑。。 c Cun）回
姓。

【存案l cun;;an 画在有关机构登记备案。

E存查】 cuncha 画保存起来以备查考（多在批

阅公文时用）：交会计科～。

E存储l cunchu 擅自储存：～量。
【存储卡E cunchuka 圈记忆卡。

【存储器l cunch心qi 函计算机中用来存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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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数据等信息的部件。
E存单E cundan 圈。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给
存款者作为凭证的单据。＠商业部门给存货
者作为凭证的单据。

E存档E cun;;dang 画把处理完毕的公文、资
料、稿件等归入档案，留供以后查考。

E存底】 cundl 圈。商店指储存待售的货物：
清出～ i～不多了，要赶快进货。＠储存的作

为备用的部分：外汇～大幅增长。
E存而不论】 cun ’ erbulun 保留起来不加讨论：

这个问题可以暂时～，先讨论其他问题。

E存放E cunfang 画＠放（在某处）；寄存：东
西太多，无处～｜临动身前，把几箱子书～在朋
友家里。＠储存：把余粮～在仓库里。＠储
蓄z 把节余的钱～在银行里。

E存根】 cung岳n 圈开出票据或证明后留下来
的底子，上面记载着与票据或证明同样的内

容，以备查考。
E存户】 cunhu 圈在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存款
的户头。

E存活l cunhu6 画生存，多指生命受到威胁

后生存下来 z ～率｜这种病人一般可～三至五

年。
E存货】 cunhuo 0 ( -// ）画储存货物z 这些
仓库可以代人～。＠画商店中储存待售的货

物：～有限，欲购从速。
E存款E cunkuan 0 ( --//- ）国把钱存在银行或
其他信用机构里z ～手续简便｜到银行去存一
笔款。 8 ［组存在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里的
钱t 一笔～｜到银行去取～。

E存款准备金】 cunkuiin zh心nbeijln 商业银行

及其他储蓄机构的一部分库存现金和另一部
分存放在代表政府的中央银行账户上的款项，
以应对活期存款储户随时提现的需要。

E存款准备金率E cunkuiin zhunbeijln lu 中央
银行妥求的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的比例就叫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

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
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E存栏】 cunl6n 画指牲畜在饲养中（多用于统
计）：全乡生猪～头数达两万余。

E存粮E cunli6ng 0 （「←）画画储存粮食：～各
荒。＠圈储存的粮食2 这里家家都有～o

E存量l cunliang 圈某一时期（资金、财产等）
持有的数量2 库里～不多了｜盘活～。

E存留E cunliu 圈保存；留下：他的著作～下来

的不多。
E存念l cunnian 圈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E存盘l cun;;p6n 圈把计算机中的信息存储到

磁报上。

E存身E cun;;sh岳n 画安身：～之所。
E存食l cun;;shi 画吃了东西不消化，停留在

胃里：孩子老不想吃饭，想是～了吧？

E存世E cunshi 画留存在世间2 他身后还有一
部诗作～｜据考证，这尊佛像是～极少的国家一

级文物。
E存亡】 cunw6ng 函］生存和死亡；存在和灭

亡：～未｜、｜生死～。

E存亡绝续E cunw6ng-juexu （民族、国家等）存
在或灭亡，断绝或延续，形容局势非常危急：

～的关头。
E存息】 cunxl [BJ 存款的利息。
E存项】 cun•xiang （口〉圈富余的钱：手里有

点儿～，遇事就不着急了。

E存心】 cunxlr、 0 ( if一）巨型l 怀着某种念头·～
不良｜他说这番话，不知存着什么心。＠圈有

意s故意z 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E存续l cunxu 画存在并延续z 夫妻在婚姻关

系～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

E存蓄】 cunxu 0 圈储存＝～饮用水。＠圈
指积在的钱或物：这些年多少有了些～。

E存疑】 cunyi 圃对疑难问题暂时不做决定．

这件事只好暂时～，留待将来解决。
E存在l cunzai 0 画事物持续地占据着时间

和空间 g实际上有，还没有消失：双方观点～着
明显分歧｜事情已解决，不～任何问题。＠圈
哲学上指不依赖人的意识并不以人的意识为

转移的客观世界，即物质z ～决定意识，不是意
识决定～。

[t"f在主义】 cunzai zh心yi 20 世纪 30 年代形

成并广泛流行于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潮，主张把
存在当作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个人存在是一
切存在的出发点，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其
影响波及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存
在主义又可分为有神论的、无神论的和人道主

义的。

E存照】 cunzhao （书〉＠圈把契约文件等保

存起来以备查考核对·立此～。＠圈指保存
起来以备查考核对的契约文件等。

E存折】 cunzhe [BJ 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给存款

者作为凭证的小本子。
E存正l cunzheng 画客套话，送人作品时请人
批评或提意见。

E存执】 cunzhi 圈存根。

E存贮E cunzhu 画贮存。
蹲圳〈方〉删猛然着地，因震动而使腿

或脚受伤z ～了腿。
另见333 页 d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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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心n C 专x'7)

〈书〉割；截断。

细想；揣度z 自～｜暗～。

lt才度】 cundu6 画推测；揣度：～时势。
E忖量】 cunliang 圈。揣度：一边走，一边～
着刚才他说的那番话的意思。＠恩、量·她～
了半天，还没有想好怎么说。

('t才摸】 cun•mo 圈估摸；揣度。

飞

cun c 专x'7)

寸 cun 0 1111 长度单位， 1 （）分等于 1 寸＇ 10
寸等于 1 尺。 1 市寸合 1/30 米。＠形容

极短或极小．～功｜～进｜～土 i～步｜鼠目～光｜
～草不生。 e <JI> r勤凑巧z 你来得可真～。
o <Cunl 圈姓。

E寸步E cunbu ［组指极短的距离：～难行｜～不

离｜～不让。
E寸步难行E ci'mbu-n6nxing 0 形容走路、行
动困难。＠比喻开展某项工作困难重重。 II
也说寸步难移。

E寸步难移】 cunbu-nanyi 寸步难行。
E寸草不留l cunc凸o-buliu 连小草都不留下，
形容遭到天灾人祸后破坏得非常严重的景

象。
E寸草春晖】 cunc凸o-chunhui 唐代孟郊《游子

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来用“寸
亭春H军”比喻父母的恩情子女难以报答。

E寸断】 cunduan 画断成许多小段：肝肠～o

E寸功l cungong 圈极小的功劳：身无～。
E寸进E cunjin （书〉圈微小的进步：略有～o

E寸劲JL] cunjinr （方〉［名＞I 0 巧妙的用力方法z
抡＜ denl 断麻经儿得靠～，不能硬拽。＠凑巧
的机会z 这种东西早已不兴了，赶上～，还能买

到旧的。
E寸楷】 cunkai 画一寸大小的楷体字：～羊

毫。
E寸头E cunt6u 圈男子发式，顶上头发留约一
寸，两鬓及后边缘的头发比头顶上短。

E寸土l cuntu 圈指极小的一片土地2 ～必争｜
～不让。

E寸心E cunxin （书〉圈＠指中心；内心：～如
割（形容痛苦不堪）｜得失～知。＠微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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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4、意思 s 聊表～。

E寸阴E cunyin （书） [BJ 日影移动一寸的时间，

指极短的时间：～寸金｜～尺璧（形容时间极其

宝贵）。

时 cun 又问cun [JI] 英寸旧也作时。

搓 CLIO [l!bi )!1-j个手掌反复摩擦，或把手掌放

在别的东西上来回揉z 急得他直～手｜～
一条麻绳儿。

【搓板E cu ob凸n （～JL）~搓洗衣物的木板或塑

料板，上面有窄而密的横槽。

E搓麻l cu6;;m6 ［到搓麻将。
E搓麻将E CLIO majiang 玩麻将牌。也说搓麻。

【搓弄E CUO•nδng R动］揉搓：她两手～着手绢，
一句话也不说。

E搓手顿脚】 cuoshou-dunj的o 形容焦急不耐

烦：遇到困难要设法克服，光～也不解决问

题。

E搓洗E cuoxi l划把衣物等浸泡在水里反复揉
搓，去掠衣物上的污垢。

E搓澡】 CUO//Z凸o 画洗澡时擦洗身体（多指由

别人给擦）：～巾｜～工。

磋叩〈书〉玉色明亮洁白，也泛指颜色洁
白。

磋 CLIO 0 （书〉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切～。
＠商量讨论：～商。

E磋磨E cuom6 ＜书〉画切磋琢磨：相互～。

E磋商】 cuoshang 圃反复商量；仔细讨论：经

过多次～，双方总算达成协议。

撮 CLIO 0 聚合；聚拢：～口呼。时用簸
宾等把散碎的东西收集起来：～了一簸粪

土。＠〈方〉［重用手指捏住细碎的东西拿起

来：～药｜～了点儿盐。＠摘取（要点〕 z ～要。

＠〈方〉固自］吃：我请你上馆子～一顿。＠［量
容量单位。 10 撮等于 1 勺。 1 市撮合 1 毫升。

@lltla）（方〉用于子所撮取的东西：一～盐｜

一～芝麻。 b）借用于极少的坏人或事物z 一
小～坏人。

另见 1756 页 z峙。

E撮合E CLIO• he ［司从中介绍促成z 他俩的婚姻

是王姨～成的。
E撮火l cuohu凸〈方〉画＠把燃烧的柴草等聚

拢在一起，使火势更旺。比喻助长人的火气：
他不但不劝，反而在一旁～。＠泛指生气z 今
天这事儿越想越～。



~芝l c而 GUO ｜撮搓 l酬瘦瘦隘删挫剖巫盾措椅锤

E撮宾】 cuojl ＜方〉圈撮垃圾的簸寞。 I 人的锐气，长自己的威风。
E撮口呼E cuok凸uhu ~见 1240 页i四日啊。 I ［桦败］ cuoboi 画＠挫折与失败：这个企业
E撮弄E cuo·nong 圈＠戏弄；捉弄：～人。 8/ 多次从～中奋起。＠使受挫失败；击败：～敌
教唆5煽动z 他本不想做这种买卖，是别人～入 l 人的阴谋｜～敌军的几次进攻。
股的。 I c挫伤】 cuoshang 0 f副身体因碰撞或突然压

E撮要E cu的00 0 画摘取要点：把工作内容 i 挤而受伤。＠圈身体因碰撞或突然压挤而
～报告。＠圈摘取出来的要点：论文～。 I 形成的伤，皮肤下面呈青紫色，疼痛，但不流
搓 cuo （书〉＠差误。＠啪地）通过。 | 血。＠［到损伤（积极性且心等）。

I E挫损］ cuδsun 圈因挫折而受损：～锐气。
E蹬跌］ cuodi岳〈书〉画失足跌倒，比喻失误。 I E挫折】 cuozhe 圈＠压制，阻碍，使削弱或停
E搓陀］ cu6tu6 rnlll 光阴白白地过去：岁月～！｜ 顿：不要～群众的积极性。＠失败；失利：经
一再～。 | 过多次～，终于取得了胜利。

, 
CLIO （专；4古）

i磋 ω 见下

(1瞪峨E cu6’在〈书〉圈山势高峻。

娃 cu6 ＜方〉＠圈（身材）短小；他～
个儿。＠画把身子往下缩2 这孩子不让

人领着，直往下～。＠富国削减：～了他一百块
钱工钱。

U挫子E cu6· zi ＜方〉圈身材短小的人。

座 cu6 见下

U巫疮E cu6chuang ~皮肤病，多生在青年人
的面部，有时也生在胸、背、肩等部位。通常是
圆锥形的小红疙瘩，有的有黑头。多由皮脂腺
分泌过多、消化不良等引起。通称粉刺。

瘦 ω 〈书〉病。
另见 140 页 ch凸1 。

自差（搓） CL 

赞E Cu6 又叫腮城（ Cu6ch€ 
（鄙）又 Cu6nch自n；）·，，地名，在？可南永

城。
另见 1632 页 Zono

" cu凸（专〉《古）

膛 ω 〈书〉细小而繁多；琐细z ～语｜～谈｜
丛～。

飞

CLIO （专〉〈古）

挫（＠喇） ~~~~I矿山二日

圭bl cuo （书〉斩g割。
日U
巫 cuo （书〉＠侧惕。＠侧碎的草。

E巫草E cuoc凸0 （方〉画纫j碎的草。

I茎后 cuo 0 （书〉放置z ～火积薪。＠〈书〉

／曰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z 暂～｜
浮～。＠〈方〉圈房屋z 起～（盖房子）｜～主

（房东）。
U吾火积薪］ cuohuo-jlxln 把火放在柴堆下面，

比喻潜伏着很大的危险。也说积薪磨火。

也益主 cuo 0 安排3处置：～置｜惊惶失～｜不知
3日所～。＠筹划z 筹～。
E措办】 cuobon E型筹划办理3 ～善后事宜｜如
款项数目不大，还可～。

E措词E cuo;;ci 同“措辞”。

E措辞E cuo;;ci 圈说话或作文时选用词句2 ～

不当｜全文条理清楚，～严谨。也作措词。

E措大］ cuodo 圈旧时指贫寒的读书人（含轻
蔑意）：～习气（寒酸气）。也说醋大。

E措施】 cuoshl 圈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
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计划已经订出，～应

该跟上。
E措手E cuoshou 画着手处理；应付2 无从～。
E措手不及E cuoshou buji 临时来不及应付g

必须做好防洪准备工作，以免雨季到来时～。
E措意E cu的i （书〉画留意；用心z 读书虽多，
然于诗词不甚～。

E措置E cuozhi 圈安排g料理z 只要～得当，不

会有什么问题。

企丘 CLIO 用于地名：～树园（在湖南）。
T日
铿 ω ＠圈手工工具，条

（挫、喇）形，多刃，主要用来对金
属、木料、皮革等表层做微量加工。按横剖面

不同，可分为扁铿、圆铿、方铿、三角铿等。也

叫铿刀。＠圈用铿进行切削z 圆孔用圆锥～



一～。

E挫刀E cuδdao 函铿①。

去fr1 • " CLIO 0 闯i 参差；错杂z 交～｜～
亏百（日）落i这几块砖砌得不齐，～进去了
一点儿。＠画两个物体相对摩擦．上下牙～

得很响。＠画相对行动时避开而不碰上：～

车。～过了机会。＠圈安排办事的时间使不
冲突：这两个会不能同时开，得～一下。＠［剩

不正确·～字 i这道题算～了。＠（～JL）啕过

错；错处：没～JL I 出～儿。 o~ 坏；差（用于否
定式）：这幅画儿画得不～｜今年的收成～不了。

去书J . .. CLIO 在凹下去的文字、花纹中

节日（结）镶上或涂上金、银等z ～金。
去性3 . " CLIO （书〉＠打磨.＋.石的石头。

节日（结）＠打磨王石z 攻～。
E错爱E CLIO ’ ai R动］谦辞，用于感谢对方对自己

的爱护。
E错案】 CLIO ’ an 函错判的案件。

E错版】 cuaban 圈指邮品、纸币等出现的排印

错误的版面｜．～邮票。
E错别字l cuobiez i !El 错字和别字。
E错层E cuoceng I直指一套住宅内部空间层次

不在一个平面上，错开的地方有台阶连通的建
筑形式：～住宅。

E错车l cuo;;ch岳画火车、电车、汽车等在单轨
上或窄路上相向行驶，或后车超越前车时，在
铺设双轨的地方或路边让开，使双方顺利通

行。
E错处l cuochu 圈错误的地方；过错。
E错待】 cuodai F面亏待·他不会～你，你放心
好了。

E错叠】 cuod1自~交错重叠在一起：山石～。

E错详tl CLIO ’ e IEl c文字、记载）错误＝校对不
严，～甚多。

E错愕】 CLIO’岳〈书） lllil 仓促间感到惊愕z 他的
突然到来使她大为～。

E错非】 cuδf岳I （方） ITil 除非；除了：～这种药，
别的药治不了他的病。

E错峰】 cuofeng 国（用水、用电、车辆运行等）

错开高峰时段：用电大户可以～安排生产｜～
出行以缓解道路拥堵。

E错告】 cuogao ［司由于对情况了解不确实或

认识上的片面性，向有关部门做不符合实情的
告发。

铿错！ cuo I 229 I 
【辛苦怪】 cuoguai 画因误会而错误地责备或抱

怨人2 是我不了解情况，～了你。
E错tll cuogu。自由）失去（时机、对象）：不要～

农时｜～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销会l cuohui E司错误地理解：你～了我的意

思。
E错季】 cuoji I动l 错开季节：如今种菜讲究～。

【错金】 cuojln I盈特种工艺的」种，在器物上三三三
用金丝镶嵌成花纹或文字。 莘莘三

E错觉E cuojue ［望由于某种原肉引起的对客雪三三
观事物的不正确的感觉。女口筷子放在有水的
碗内，由于光线折射，看起来筷子是弯的，就是

一种错觉。
E错开E cuo;;kai 圈（时间、位置） Ff相让开，避

免冲突．为了避免公共车辆的拥挤，工厂、机关
上下班的时间最好～。

【错漏E cuolou I到错误和遗漏：文稿誉清后请

再核对一遍，以免～。
E错乱】 cuoluan l回无次序；失常态：颠倒～｜

精神～。
E错落E cuoluo 画交错纷杂z ～有致｜～不齐 1
苍松翠柏，～其间。

E错谬l cuomiu I盘错误；差错：～之处，请多指

正。

E错失E cuoshl 0 圈错过s失去zι 良机。＠

圈差错；过失z 他工作认真负责，没有发生过～o
E错时E cuoshi ［到错开时间：要求各单位～上
下班，缓解市区交通拥堵状况。

E错位l cuo;;wei 画＠离开原来的或应有的

位置：骨关节～。＠比喻失去正常的或应有
的状态：名利使他的荣辱观发生了～。

E错误】 cuδWU 0 圈不正确；与客观实际不符
合：～思想！～的结论。＠画不正确的事物、
行为等：犯～｜改正～o

E错银E cu的in 圈特种工艺的一种，在器物上
用银丝镶嵌成花纹或文字。

E错杂l cuδz6 画两种以上的东西夹杂在一

起z 颜色～O
E错字E cuozi I写写得不正确的字或刻错、排错

的字。

E错综E cuozong ~I 纵横交叉：～复杂！公路

～｜枝叶～，繁花似锦。
E错综复杂E cuoz6ng-fuz6 形容头绪繁多，情

况复杂。



三.

230 da 时I 聋即主搭

d 

E二二豆盈E二二:=J

J da ＜发音短促）画吆喝牲口前进的声音。

聋 da ＜书〉大耳朵

E聋拉E da· la 画下垂：～着脑袋 l黄狗～着尾
巴跑了。也作搭抗。

隧→ da 同‘‘嗒，，（
（瞪）

E时主嚓E daqin ［型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N, o 是略脆的同分异构体。［英 pyri

dazine] 

搭 da 画＠支；架：～桥｜～棚 l喜鹊在树上
～了个窝。＠把柔软的东西放在可以支

架的东西上：把衣服～在竹竿上｜肩膀上～着
一条毛巾。＠连接在一起z 两根电线～上了｜
前言不～后语。～伙｜～街坊。。凑上；加上z
把这些钱～上就够了｜这个工作不轻，还得～上
个人帮他才成。差点儿连命也给～上。＠搭
配g配合：粗粮和细粮～着吃｜大的小的～着

卖。＠共同抬起z 把桌子～起来在下面垫土
几块砖（书柜已经～走了。＠乘z坐（车、船、飞
机等） ： ～轮船到上海｜～下一班汽车｜～国际

航班。
E搭班E da;;ban ＜～儿） [§!j] 0 旧时指艺人临时

参加某个戏班＝～唱戏。＠临时参加作业班
或临时合伙z 出车时，老张总是找老工人～，装
卸车时助他们一臂之力。

E搭伴E da;;ban ＜～儿） [§!j] 趁便做伴z 半路上遇
见几个老朋友，正好～一起去｜他也到新疆去，

你们搭个伴儿吧。
E搭帮E da/,/bang ＜方〉画（许多人）结伴：～结

伙｜搭个帮一块儿去。

E答帮E da· bang ＜方〉圃帮忙；照顾：大家～
着点儿，困难就解决了。

E搭背E ctabei ＜方〉圈搭腰。
盼便E dabian 圃顺便。

E搭补E dabu 圈补贴；帮补z ～家用。

E搭茬JLl da11 char ＜方〉圈接着别人的话说
话z 他的话没头没脑，叫人没法儿～｜他问了半

天，没一个搭他的茬儿。也作答茬儿、搭碴儿、答

碴儿。
E搭碴儿】 da;;char 同“搭茬儿”。

E搭车】 da;;ch岳画＠趁便乘坐顺路的车辆。

＠比喻｛昔做某事的便利做另外的事，从而得
到好处2 ～涨价。

E搭乘E dacheng ［到乘；坐（车、船、飞机等）：～
旅游专车赴京。

E搭档】（搭当、搭挡） dadang O [7;b] 协作：我们

两个人～吧。＠［名］协作的人2 老～o
E搭话E da11hua I现＠搭腔2 问他几遍，他就是

不～。＠〈方〉捎带口信。

E搭伙】 da11ht』6 画。加入伙食团体：在单位

食堂～。＠合为一伙：成群～｜他们搭了伙，一
起做买卖。

E搭架子E da jia·zi o 搭起feJ架，比喻事业开

创或文章布局略具规模：先搭好架子，然后再

充实内容。＠〈方〉摆架子。
C:Nf建】 dajian I动］建造（多用于1临时性建筑）：

～防震棚｜～临时舞台。

E搭脚JL] da;; ji凸0「〈方〉［动i 因便免费搭乘车

船。
E搭街坊E cta j1岳•fang （方〉做邻居。

E搭界J ctajie 圈。交界：这里是两省～的地

方。＠〈方〉发生联系（多用于否定式）：这件

事跟他不～｜少跟这种人～。
E搭救】 dajiu 圈帮助人脱离危险或灾难。

E搭客1 da11ke ＜方＞ I到（车船）顺便载客。

E搭拉E da· 1。同“奇拉”。
E搭理l da· Ii 圈对别人的言语行动表示态度
（多用于否定式）：不爱～人！路上碰见了，谁也

没有～谁｜我叫了他两声，他没～我。也作答
理。

E搭配l ctapei o 圈按一定要求安排分配z 合
理～｜这两个词～不当。＠画配合g配搭：师

徒两人～得十分合拍。＠［事相称：两人一高
一矮，站在一起不～。

E搭腔l da;;qiang 圈＠接着别人的话说话z

我问了半天，没人～。＠〈方〉交谈2 从前他俩

合不来，彼此不～。｜｜也作答腔。

E搭桥E cta11qiaa 圈。架桥：逢山开路，遇水

～。＠比喻撮合；介绍：牵线～。＠用病人
自身的一段血管接在阻塞部位的两端，使血流

畅通：心脏～手术。
E搭讪】（搭赳、答讪） da • shan 画画为了想跟人

接近或把尴尬的局面敷衍过去而找话说。
E搭识l dashi 圈结识。



E搭子E da;;shou 画伸子帮忙：搭把手！搭不
上手｜见我忙，他赶紧跑过来～。

E搭售E dashou 南］硬性搭配着山售（多指热
销商品搭配滞销商品） ：商店不得强行～滞
销物品。

E搭台】 da11tai 圈搭建舞台，比喻提供进行某
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政府～，科技唱

戏。

E搭头】 da· tou c～儿）阉配搭的、非主要的东
西．买了个大瓜，这个小瓜是～儿。

E搭戏E da;;xi I事！跟他人合作演戏：他跟名
角儿搭过戏。

E搭线l da;;xian I副撮合；介绍使接 l二关系 1
经本报～，双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Ji备腰E da•yao ~J 牲口拉车时搭在背上使车
较、套绳不致掉下的用具，多用皮条旦旦绳索做
成。有的地区叫搭背。

E搭载l dazai l动｜搭乘，运载：飞船上～了三名
航天员。

w骨 da 固自形容弓蹄、机枪等的声青：～～

F口的马蹄声！机枪～～地响着。
另见 1260 页的。

A公a ￥… da 义同“符”cdal ，专用于“答

二合（嘻）应刷嘲。
另见 232 万i d6 。

E答茬JLl da;;char 同“搭茬儿”。

E答碴JLl da:;char i"l“搭茬儿”。

E答理】 da· Ii 同“搭理”。

E答腔E da;;qiang I司“搭腔”。

E答讪】 da· shan 见230 贞1搭讪）！ 0 

E答言】 da;;yan 画接着别人的话说；搭腔：一

连问了几遍，没有人～｜又没问你，你答什么

言！
E答应E da • ying i副＠应声 f<Jf答 z 喊了好几
声，也没有人～。＠应允；同意：他起初不肯，
后来～了。

E答允】 day心n I司应允3允γ｜句口

膳 da 见 37 I肥附
舟挝． 于见 1303 页【铁错？。

予台（籍）
斗廿 da 见下。

·r口

E搭包】 da·bao 圈长而宽的腰带，用布或绸做
成，系（ji）在衣服外面。

E搭褪】 da· lian l'81 0 （～儿）长方形的口袋，中
央开口，两端各成一个袋子，装钱物用，…般分
大小两种，大的可以搭在肩上，小的可以挂在
腰带仁。＠摔跤运动员摔跤时所穿的一种用

搭嗒答脑错搭打达 I do 一 d6 I 231 

多层布制成的上衣。

,, 
da （力丫）

打 da 量十二个为一打z 一～铅笔 i 两～毛
巾。 仁英 dozen]
另见 232 页 d凸。

、，--J... da o 通·四通八～。＠达到：
还（违）抵～｜目的已～。＠懂得透彻；通
达（事理）：知书～理｜通权～变。。表达2

转～｜传～｜～意。＠恩达3 ～官。 0 (06）圈至三三
姓。 主主三

E达标E dabiao l到达到规定的标准z 质量～o

E达成E dacheng 圈经商谈后得到（结果）、形

成（意见）．～协议。

【达旦】 dadan ＜书＞ I到直到天亮：通宵～｜～

不寐。

E达到E da;;dao l动！到（多指抽象事物或程度）：

达得到｜达不到｜目的没有～｜～国际水平。
【达1见】 daguan 圃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开z

遇事要～些，不要愁坏了身体。
E达官l daguan [El 职位高的白’吏2 ～贵人｜～

显宦（职位高而声势显赫的官吏）。
【达摩克利斯剑1J] d6m6kelisljian I组希腊传说

中达摩克利斯（Damocles）是因王的宠臣，常

常说帝仨如何多福。→天，国王让他坐到自

己的宝座上，在他的头顶上方，仅用→根马

崇毛悬挂着一把利剑，剑随时都可能落到头

上，让他知道做帝王时刻都面临着忧患，后
来用“达摩克利斯剑”比喻随时都可能出现

的灾难。
【达姆弹】 damudan 圈枪弹的一种，弹头射入

身体后炸裂，造成重创。 I坷首先是英国人在印

度达姆达姆（ Dumdum）的兵E广制造而得

名。国际公约禁止使用。
E达人E dar自n [E] 0 ＜捋〉通达事理、乐观豁
达、行事不为世俗所拘束的人。＠在某方面

（学术、艺术、技术等）非常精通的人；高手：～
秀｜手机～｜数码～｜时尚～。

E达斡尔族】 D6w6’岳rzu 画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
【达莫】 Daxl rEl 姓。

E达意1 davi 圃（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2 抒情

～｜词不～。

E达因E dayln r囊力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符号

dyn。使 1 克质量的物体产生 1 厘米／秒2 的

加速度所需的力，叫作 1 达因。 1 达因等于
1() ＇牛。［英 d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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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儿）圈用于重叠起来的纸张或其
仨司他薄的东西（－般不很厚）＝一～信纸｜我
把报纸一～一～地整理好了。
另见 1260 页的。

E沓子l da·zi I~ 沓Cda）：一～钞票。

,I.口 da ＜书〉＠忧伤；悲苦：惨～｜～伤。＠
l主主畏惧；惧怕。

姐 d6 用于人名，姐己，商纣王的妃子

莲斗 da 见川赠送菜L
（莲）

主妞 d6 …，刘时汉章帝

二言 T比 d6 0 （方〉卵石g ～石（地名，在

们应（硅）广东）。＠古代用石头修筑的水
利设施。

另见 1260 页的。

、 da ［租金属元素，符号胁。有
t还（链）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在企 d6 0 （方〉函→种用粗竹蔑编成的形
土丑．状像席的东西，通常用来铺在地上晾晒粮
食。＠〈书〉拉船的绳索。 8 (06) IEl 姓。

A然A ＜二 da o 画回答：对～｜一问一
；合（；杳）～｜～非所问。＠受了别人的好
处，还报别人：～谢｜报～。 8 (06）圈姓。

另见 231 页曲。

【答案E d6 ’ an I到对问题所做的解答：寻求～。

E答拜】 dabai G萄园访。

E答辩】 dabian 画答复别人的问难、指责、控

告，为自己的论点或行为进行解释或辩护：～
会｜论文～｜被告在法庭上～。

E答词】 daci 圈表示谢意或回答时所说的话．

致～。也作答辞。
E答辞】 daci 同“答词”。

E答对E dadui 国回答别人的问话z ～得体｜我
叫他问得没法儿～O

E答非所问E dat岳阳时w岳n 回答的不是所问的

内容。也说所答非所问。

E答复】（答覆） da· tu r到对问题或要求给以回

答：～读者的提问｜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的。
E答话】 dahua I司回答（多用于否定式沁人家

问你，你怎么不～？

E答卷l dajuan O ＜一俨）［量解答试卷：考生在
认真～。＠圈对试题做了解答的卷子·标准

～0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用自己的行动
交了一份很好的～。

E答-tLl da矿 IT 画回事Lo
E答数E dashu 圈算术运算求得的数。也叫得
数。

E答题l d611ti 圈解答练习或考试的题目：网

上～｜答错了题。
E答谢l daxie 圈受r别人的好处或招待，表示

谢意：～宴会｜我们简直不知道怎样～你们的
热情招待。

E答疑1 davi 巨型解答疑问 z 课堂～。

阔一 d6 （方咀楼上的窗户。
（罔）另见 1260 页的。

扭曲见川页啊。

占:a主 、 d6 见下
？合（喀）另见山页•dOo
E瘩背E dabei P蜀中医指生在背部的痛。

蜒（睫） d6 见下。
E草达租】 Dada 圈。占时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

族的统称。明代指东蒙古人，住在今内蒙古和
蒙古国的东部。＠俄罗斯联邦的一个民族。

" d凸 （为丫）

:Tl 曲画＠用于或器具撞击物体：～门｜
～鼓。＠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z

碗～了 l鸡飞蛋～。＠殴打；攻打：～架！～援。

＠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2 ～官司｜～交道。＠
建造；修筑：～坝｜～墙。＠制造（器物、食品） : 

～刀｜～家具｜～烧饼。＠搅拌z ～馅儿｜～耀
子。＠捆 2 ～包裹l～铺盖卷儿｜～裹腿。＠编

织：～草鞋｜～毛衣。＠涂抹；画；印z ～蜡 l ～
个问号｜～墨线｜～格子｜～戳子｜～图样儿。＠

揭；凿开：～开盖子｜～冰｜～井｜～眼儿。＠

举；提z ～旗子｜～灯笼｜～伞 l～帘子。～起精

神来。＠放射；发出：～雷｜～炮｜～信号｜～电
话。＠〈方〉付给或领取（证件）：～介绍信。

＠除去：～旁权。＠臼取z ～水｜～粥。＠
买：～油｜～酒｜～车票。＠捉（禽兽等） :~ 

鱼。＠用割、砍等动作来收集＝～柴｜～草。
＠定出叫：算2 ～草稿｜～主意｜成本～二百块

钱。~ fi故；从事：～杂儿｜～游击 l～埋伏 l ~前
站o~ 做某种游戏．～球｜～扑克｜～秋千。

＠表示身体上的某些动作：～手势｜～哈欠 l

～哺儿｜～踉跄1 ～前失 l ～滚儿｜～晃儿
Chuangr）。＠采取某种方式z ～官腔｜～比

方｜～马虎眼。

打2 d凸圆从： ~ik)L往西，再走叫就到
.J 了｜他～门缝里往外看｜～今儿起，每天晚

上学习一小时。
另见 231 页 d60



E打把式l d凸 b凸 •shi 0 练武术。＠泛指于舞

足蹈。 II 也作打把势。
E打把势E d凸 b凸•shi I叫“打把式”。

E打靶E d岛国画l按一定规则对设置的目标进

行射击：练习～o
E打靶场】 dab凸chiing 圈靶场。
E打臼条E da baitiao c～儿）＠开具非正式的
收据等。＠收购时用单据代替应付的现款，
日后再予以兑付，叫作打白条。

E打摆子l dii b凸 i • zi （方〉唐、芜疾。
CtT败】 d凸F biii I虱＠战胜（敌人或对于） :~ 

侵略者 l我队～多支强队夺得冠军。＠在战争
或竞赛中失败：rT败仗：这场比赛如果你们～
了，就失去决赛资格n

[rT板子E d凸 b凸n• zi 用板子们，比喻严厉地批

评或惩罚。
ctr扮l d凸•ban O 圈使容貌和衣着好看；装
饰：参加国庆游园，得～得漂亮点儿｜节日的天
安门～得格外壮观。＠［名］打扮出来的样子，

衣着穿戴：学生～ 1 看他的～，像是一个教
员。

[tf包l da;;biio l到＠用纸、布、麻袋、稻草等
包装物品：～机｜～装箱。＠打开包着的东

西：～检查。

E打侄E d凸biio C～儿）圈小麦、高粱等谷类作物
孕穗O

E打抱不平E d凸biiobuping 帮助受欺压的人说
话或采取某种行动。

E打奔JL] do;; b岳阳〈方〉闻。说话或背诵接
不下去，中途｜时歇。＠走路时腿脚发软或被
绊了一下，几乎跌倒。

E打比】 d凸bi 画＠用一件事物来说明另－件
事物；比喻：讲抽象的事情，拿具体的东西～，
就容易使人明白。＠〈方〉比较；相比2 他六十

多岁了，怎能跟小伙子～呢？
E打边鼓】 d凸 biiingu 敲边鼓。

CtT表】 d凸；； biao ＜口〉画出租车运营时启用
计价器（计价） ：～计费。

E打草惊蛇】 d凸c凸o-jlngshe 比喻采取机密行
动时，不慎惊动了对方。

[tT又E d凸II chii （～儿）［动］在公文、试题等上面
l国i“ X”，表示不认可、否定或有错误。

[rT喳喳E d凸 chii ·cha （方〉小声说话；耳语z

她俩凑在一起～o
[tJ岔】 da11cha l到用不相关的话打断别人说
话或工作：你别～，听我说下去 1他在那儿做功
课，你别跟他～。

[ff.场l dii11 chang G司麦子、高梁、豆子等农作

物收割后在场t脱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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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场子l d凸出凸ng• zi 跑江湖的艺人用敲锣

鼓、吆喝等方式把观众招引来围成圆形的表演

场地，叫作打场子z ～卖艺。
【打吵子E d凸出凸o• zi （方〉吵架；吵嘴。

E打车E d也ch岳［到乘坐出租车：时间太紧了，

咱们打个车去吧。
E打成一片E d凸cheng-ylpiiin 合为一个整体（多

指思想感情融洽）：干部跟群众～。
【打赤膊】 d凸出iba 赤膊①。

E打赤脚l d凸出i j i凸o 赤脚①。

【打冲锋E d凸 ch6ngf岳ng 0 C进攻部队）率先

前进，担负起冲锋的战斗行动：这次战斗由一
连～。＠比喻行动抢在别人前面：他在各项
工作中常常～。

E打拙丰】 d凸 ch6ufeng 打秋风。

E打出手E d凸 chushau O c～儿）戏曲演武打

时，以→个角色为中心，互相投掷和传递武器。

也说过家伙。＠指功于打架2 大～。

[ff怵】 d凸11chu ＜方〉［副害怕 5畏缩z 他在困难

面前从来没打过怵。也作trt楚。
E打’隐】 d凸11chu F斗1“打怵”。
[ff春E d凸11chun ＜口〉［萄立春（旧时府县官在
立春前一天迎接用泥土做的春牛，放在衙门

前，立春日用红绿鞭抽打，因此俗称立春为打

春）。

ctr从E dacang ＜方＞ I到＠自从（某时以后）：

～春上起，就没有下过透雨。＠表示经过，用
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面z ～公园门口经过。

ctr倒E da11d凸o 圈＠击倒在地：一拳把他～。

＠攻击使垮台；推翻z ～侵略者！
E打il!l dadiio 画封建时代官员外出或返回

时，先使差役在前面开路，叫人回避：～回

府。

E打的E d凸11dl （口〉画打车＝路太远，打个的去
吧。

E打底子】 da di· zi O 画底样或起草稿：画工
笔画必须先学会～｜这篇文章你先打个底子，咱

们再商量着修改。＠垫底JL①z 地面用三合土

～。＠奠定基础：这次普查给今后制订规划

打下了底子。

E打点E d凸· dian I司。收拾；准备（礼物、行装
等）：～行李。＠送人钱财，请求照顾。

E打点滴】 d凸 diiindl 静脉滴注的通称，利用输

液装置把筒萄糖溶液、生理盐水、药物等通过
静脉缓缓地输入病人体内。

ctr叠E dadie ＜方〉［司收拾；安排；准备z ～行

李｜～停当。～精神（打起精神）。
[JT动E dadong 画！使人感动：这一番话～了

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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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打斗】 d凸dou 圈打架争斗；厮打搏斗z 影片

中有警匪～的场面。
E打嘟噜］ d凸 du· lu （舌或小舌）发出颤动的声
音；嘴发颤，发音含混不清．听不清他在说什
么，光听到他嘴里打着嘟噜。

(rT赌】 d凸11du 画拿→件事情的真栩如何或能

否实现赌输赢：打个赌！他明天一定会来，你要

不信，咱们可以～O

(rTD'ilJL] d也d心nr ＜口〉函小睡；短时间入睡

（多指坐着或靠着）：午饭后打个盹儿｜晚上没睡

好，白天老是～。

E打霆JLl dadunr ＜ 口〉圈。成批地（买或卖）：

这车西瓜是～买来的。＠归，总、： tT总JL：你们
把这几个月的钱～领去。

E打发E d凸·fa ［割。派（出去）：我已经～人去
找他了。＠使离去：他连说带哄才把孩子～

走了。＠消磨（时间、日子）：～余年｜他躺在病

床上，觉得一天的时问真难～。。安排； !ll\料
（多见于早期白话）：～众人住下。

E打翻身仗E d凸 fonshenzhang 比喻从根本上

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公司上下正在打

一场扭亏为盈的翻身仗。
E打非E d也f岳i [i;fi] 指打击制作、出售非法出版物

等违法行为：扫黄～。
E打榷子】 d凸 f岳1 • z i 把拇指贴紧中指面，再使劲
闪开，使中指打在掌上发声。

(fT更J daf;'geng ［量＠旧时把 J夜分作五更，

每到一－更，巡夜的人打梆子或敲锣报时，叫 J'J
更。＠〈方〉巡夜。

E打隔JL) d凸11ger ［刻。昵逆的通称。＠唆气

的通称。

E打工】 d凸11 gong ll\lll 做工（多指临时性的）：～

仔｜～妹｜暑假里打了一个月的工。

E打工妹l d凸gongmei ~旦打工的年轻女子。

E打工仔E d凸gongz凸 i ［：割打工的年轻男子。

E打躬作揭E d凸gong-zuoyl 弯身作捐，多用来

形容恭顺谦卑的样子。
E打钩l d凸11gou c～儿）晴在公文、试题等t面

画

E打鼓E d凸；； g心 E司］比喻心跳，Jfj容，没有把握，dL、

神不定：能不能完成任务，我心里直～。
(tT瓜】 d凸gua 圈＠西瓜的一个品种，果实较

小，种子多而大。栽培这种瓜主要是为收瓜

子。＠这种植物的果实。吃时多用于打开，

所以叫打瓜。

E打卦l d凸；； gua [W1 根据卦象推算吉凶（迷信）。
E打拐］ d凸凹凸，画指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

动。

E打官腔E d凸 guanqiang 指说一些原则、规章

等冠冕堂皇的话对人进行应付、推托、责备z
动不动就～训斥人。

E打官司E do guan· si 诉讼的俗称。
E打光棍JL) d凸 guonggunr 指成年人没有结婚

或离异、丧偶过单身生活（多用于男子）。
E打鬼】 d凸11guT D甜跳布扎。

E打滚JL) d凸；； g心nr ［量。躺着滚来滚去z 疼得

直～l毛驴在地上打了个7茬儿。＠比喻长期在
某种环境中生活，历经艰苦：他从小在农村～
长大的。

E打棍子l d凸 gun· zi 比喻进行打击迫害 2 不抓
辫子，不～o

E打哈哈】 do ha· ha 〈口〉开玩笑：别拿我～！｜
这是正经事，咱们可别～！

E打哈欠E do ho·qian 困倦时嘴张开，深深吸
气，然后呼出，是血液内二氧化碳增多，刺激脑
部的呼吸中枢而引起的生理现象。

E打鼻Cf) d凸；； hon 圈睡着时由于呼吸受阻而发
出粗重的声音。

(tJ寒喋E do hanjin 打寒战。

(tf寒战E d凸 h6nzhan 因受冷或受惊而身体颤

动：一阵冷风吹来，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也
作打寒颤。也说打寒碟。

E打寒颤】 d凸 h6nzhan 同“打寒战”。

(ff分E d凸；； hang 圈用王子把地基砸实。

(tJ黑】 d凸h岳l E到l 指打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
罪团伙：～除恶。

(tJ横】 d凸heng c～ IL）圈。围着方桌坐时，坐
在末座叫打横。＠（一β ）〈口〉由直向转为横

向 2 路太滑，一刹车汽车直～。
[ffD＇于噜E d凸 hu· lu 〈口〉打鼻币。

(tJ滑】 d凸hu6 函。指车轮或皮带轮转动时

产生的摩擦力达不到要求而空转3 雪天行车
要防止～。＠地滑站不住，走不稳z 走在冰上

两脚直～。
(tJ晃JL) d凸；； huangr 画（身体〉左右摆摆站立

l'＇稳z 病刚好，走路还有点儿～。
(tJ浑E d凸hun 南戏曲演出时，演员（多是丑

角l liP兴说些可笑的话逗乐儿，叫作打评：插
科～。

E打火机E d凸huojl ［笛一种小巧的取火器，主要

用于点燃香烟等。

E打伙JL) d凸；； huor ＜口〉画结伴，合伙：几个人

～上山采药。

E打击l d凸F 圈。敲打；撞击：～乐器。＠攻

击；｛吏受挫折：给敌军以歼灭性的～！不应该～
群众的积极性。

E打击乐器E d凸F yueqi 指由于敲打乐器本身
而发音的一类乐器，如锣、鼓、木鱼等。



E打饥荒I do jl·huang 指经济困难或借债。
E打家劫舍E d凸jia-jieshe 指成群结伙到人家里
抢夺财物。

E打假】 dajia l到指打击制造、出售假冒伪劣商
品等违法行为。

[:jJ价】 d凸II jia （～儿）〈口〉阐述价（多用于否
定式）：不～儿。

[ff架E da11 iia 圈＠互相争斗殴打：有话好

说，不能～。＠比喻有矛盾，不协调：你说的
话前后～。

[rJ尖］＇ d凸 11 jian i动）旅途中休息下来吃点儿东

同：打过尖后再赶路。
[rJ尖E d凸pjian c～儿）［动］掐去棉花、番茄等植
株的顶尖儿。

E打交道】 d凸 jioo•dao ＜门〉交际；来往，联系：

我没跟他打过交道。他成年累月和牲口～，养

牲口的经验很丰富。
[tJ搅E daii凸o 画。扰乱z人家正在看书，别去
～。＠客套话，打扰·～您了，明儿见吧！

[tJ自在］ d凸11jiao l动l 道士设坛念经做法事。

[tJ劫】 d凸i ie l动！抢夺（财物）．趁火～。
[tJ紧］ d也jln （方〉圈要紧（多用于否定式）：

缺你一个也不～O
E打卡E d凸／／陆圈把磁卡放在磁卡机 i二使其读
取相关内容。特指T作人员上下班时tr卡或

通过指纹机记录下到达或离开单位的时间。
E打开E da11 kai 圈。揭开；拉开g解开：～箱
子｜～抽屉 i～书本i ～包袱。＠｛吏f亭沛的局面
开展，狭小的范围扩大z ～局面。

E打开天窗说亮话E d凸koi tianchuang shuo 
lianghua 比喻毫无隐瞒地公开说出来。也
说打开窗子说亮话。

E打瞌睡】 d凸 k岳shui 打盹儿。

E打垮］ d凸F ku凸画打击使崩溃B摧毁2 ～封建

势力｜～了敌人的精锐师团。
E打捞E d凸loo I动l 把水里的东西（多为沉在水下

的，如死尸、船只等）取上来：～队｜～沉船 i ～

湖上漂浮物。
E打雷】 d也 lei I动］指. ~层放电时发出巨大晌

声。

[fJ插］ d凸 II lei ［剥打擂台。
[fJ1雷台E do leitai l：擂台参加比武。现比喻
应战或参加竞赛。也说tJ擂。

E打冷枪］ d凸 lengqiang 藏在暗处向没有防备

的人突然开枪。比喻暗算别人。

E打冷战E do I岳ng• zhan 因寒冷或害怕身体突
然颤动一两下。也作打冷颤。

E打冷颤】 d凸 Ieng· zhan /<i］“fT冷战”。

[tJ愣］ d凸11 Ieng c～儿）〈方＞ I zwl 发呆；发愣。

:JT d凸 235 

[tT理】 d凸IT l司＠经营；管理＝～生意。＠整
理；料理：～家务。

E打连厢］ d凸 lianxiong 见 22 页i霸王鞭A ＇ ①。

E打量】 d凸• liang 南｜＠观察（人的衣着、外貌）：

对来人上下～了一番。＠以为；估计，你还想

瞒着我，～我不知道？
[fl猎E d也 lie 1动l 在野外捕捉鸟兽。

E打零】 d凸ling ＜方〉圈。做零 I：。＠指孤单

→个；孤独无伴。

E打落水狗E d凸 luashulgδu 比喻彻底打垮巳

经失败了的坏人。
E打马虎眼E d凸 m凸· huyan 〈口〉故意装糊涂三三三三
蒙混骗人。 王三三

E打埋伏E d凸 mai•fu 0 预先隐藏起来，待机哇E三三

行动：留下一个排在这里～。＠比喻隐藏物
资、人）J或隐瞒问题：这个预算是打了埋伏的，
要认真核查一下。

[fJU勘L] d也mingr ＜口〉［蕴（公鸡） 11叶。

[tT磨］ d凸m6 0动）在器物的表面摩擦，使光滑

精致：手工～。这个剧本还得经过几次～。

[}f闹E d凸no。自由1] 0 争吵过j斗：兄弟不和，常

常～。＠追打玩耍；说笑戏耍z 孩子们在院子
里～O

E打焉JL] d凸11 nidnr （口〉［司。植物枝叶萎缩
下垂·高粱都早得～了。＠形容元精打采；精
神不振。

[tJtJll d凸pa I司指打击扒窃财物的犯罪活动。

【打泡】 d凸11 pao I到子脚等由于摩擦而起泡：

才割了半天麦子，手就～了｜在行军中，他脚上

打了泡。
E打炮］ d凸pao 圈 0 ( ／／一）发射炮弹。＠旧

BJ名角儿新到某个地点登台的头儿天演出拿

手好戏z ～戏｜～三夭。

[tJ喷嗖E d凸 p岳nti 由于鼻勃膜受到刺激，急剧j

吸气，然后很快地由鼻子L喷出并发出声音，这
种现象叫打喷嗖o

[rT屁股】 d凸 pi· gu 比喻严厉批评（多含诙谐
怠）：任务完不成就要～。

E打拼E d凸pin （方〉［虱努力去干；拼搏：奋力

～｜为生活而～。
E打平子】 d凸 pingsh创（～儿）比赛等的结果不

分高下．甲乙两队打了个平手。

[rJ破E d凸F po l却突破原有的限制、拘束等：

～常规 l～纪录｜～情面｜～沉默。
E打破砂锅问到底】 dapo shogud wen dao di 
指对事情的原委追问到底（“问”跟“壁”谐音。

婴：陶瓷、玻璃等器具上的裂痕）。
E打语l d凸II pU I动110 按照棋谱把棋子顺次摆

山来，学习下棋的技术。＠（～儿）订出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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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你得先打个谱儿，才能跟人家商订合

同。
E打气】 d凸；； qi 酬。加压力使气进入（球、轮胎

等）。＠比喻鼓动2 撑腰～。
(:j'J千】 d凸；；qian ＜～儿）［量旧时的敬礼，右手F

垂，左腿向前屈膝，右腿略弯曲：～请安。

E打纤】 d凸qian ［•司采矿、开隧道等爆破工程中，

用针子在岩石上凿孔。
E打前失E do qian. shi （驴、马等）前蹄没站稳
而跌倒或几乎跌倒。

E打前站E da qianzhan 行军或集体出行的日，f

候，先有人到将要停留或到达的地点去办理食
宿等事务，叫打前站。

[:j'J枪】1 d凸11qiong L回发射枪弹。

E打枪T d凸qiang E动］枪替。
E打情骂俏l d凸qing-maqiao 男女间用轻蚀的

言语动作挑逗戏弄。
E打秋风】 d凸 qiufeng 旧时指假借某种名义向

别人索取财物。也说打抽丰。

E打趣E d也qu 圈拿人开玩笑；嘲弄：儿个调

皮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他。
E打圈圈】 d凸 quon•quan 打圈子。

E打圈子】 d凸 quon· zi 转圈子．飞机在天空嗡

嗡地～ο应该全面地考虑问题，不要只在一些
细节上～。也说打圈圈。

(:j'J拳E d凸；；quan 画练拳术。
E打群架】 d凸 qunjia 双方聚集许多人打架。

(:j'J扰E d凸的。［剥＠扰乱g搅扰z 工作时间，请

勿～。＠客套话，用于受招待或请人帮忙2 在

府上～多日，非常感谢！
E打扫E das凸o 画扫除；清理z ～院子！～战场。

E打闪l d凸；； shan I'西］指云层放电时发出强烈闪

光。
E打扇E da;;shan 圈（给别人）扇Cshan）扇子o

E打食】1 d也shi （～儿）画（鸟兽）到窝外寻找

食物。
E打食r d凸；； shi 巨型用药物帮助消化或使肠胃

里停滞的东西排出体外。

E打子l d凸•shou 圈受主子象养，替主子欺压、

殴打人的人。
E打水漂JLl do shulpiaor O 斗种游戏，大致沿

水平方向向水面投掷扁←平的石子儿旦旦.FL片，使

在水面上弹跳l 进，最后落入水中。＠比喻
投入了资金而没有收益。

E打私E d凸sl 圈指打击走私、贩私的违法活动。

E打算l da·suan O I到考虑；计划：通盘～｜你
～儿时走？ 0 I组关于行动的方向、方法等的

想法；念头：在选择工作上你有什么～？
E打算盘E d凸 suan·pan O 用算盘计算。＠合

itch自. Ji) ；盘算：别总在一些小事上～。

(tJ胎】 d凸II toi （口〉［到人工流产。
[:j'J太极拳E d凸 taijiquan 比喻做事推读拖拉·

有的干部怕负责任，遇到问题总是～。

E打探】 d凸tan Q司打听；讼’昕：～消息。

(fJ夭 fl d凸 tianxia O 指用武力夺取政权。

＠比喻创立事业。
E打铁E da11t1岳［到锻造钢铁工件。
E打铁还需自身侵】 da tie hai xu zishen ying 
比喻要于］败强敌或战胜困难，自身要过得硬，

也比喻正人先要正己：～，纪委要以更高标准

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做好纪检工作。

[J'fl听】 d凸 ·ting lllfil 探问：～消息｜～同伴的下

落。
(:J'T挺JL] dot lngr ＜口〉［赳头颈用力向后仰，胸

部和腹部挺起：这孩子不肯吃药，在妈妈的怀
里直～。

Ctr通】 d曲tong l司除去阻隔使相贯通：把这
两个房间～0～思想。

E打通关E d凸 tongguan 笼席上一个人跟在座
的人民次划拳喝酒。

(:J'T头】1 da;;t6u c～儿）［司抽头。

E打头Y d岛t6u C～儿）！直带头；领先：谁先打

个头 1～儿的都是小伙子。
(-fJ头y d凸t6u （～儿）〈方〉画从头：失败了再

～儿来。
E打头炮E d凸 t6upao 开第一炮，比喻带头发言
或行动2 每次讨论问题，他总是～。

E打头阵】 da t6uzhen 比喻冲在前边带头于z

每次抗洪救灾，当地驻军总是～。
E打退堂鼓】 d凸 tuitangg心古代官吏退堂时打

鼓，现比喻做事中途退缩z 有困难大家来帮你，
你可不能～。

E打围E d凸11wei t甜许多打猪的人从四面围捕

野兽，也泛指打猪。
(fl间E dawen ＜方〉国打听：把事情的底细～

清楚。
E打问号E d凸 wenhao 表示产生怀疑：连这
点儿事情都做不好，我对他的工作能力不能不
打个问号。

E打问讯】 d凸 wenxun 问讯④。
(-fJ下子E d凸 xiashou c～JL）担任助手。

E打先锋】 d凸 xionf岳ng 0 作战或行军时充当

先头部队。＠比喻带头奋进z 要为经济建设
~ 。

E打响E dax的ng 画＠指开火F接火z 先头部

队～了。＠比喻事情初步成功：这一炮～了，
下一步就好办了。

C.JTr肖E da剧。。画消除（用于抽象的事物） '~ 



顾虑！这个念头趁早～。

[.fJ 1J'JLl daxr凸or （口〉国从小2 这孩子～就
聪明。

E打旋E da11xu6n （～儿）！现盘旋； .fJ转：老鹰在
空中～。

[.fJ雪仗E do XU岳zhang 把雪团成球，互相投掷
闹着玩儿。

E打压l d的。画！打击压制·在对方无情的～
下，他毫不动摇。

E打鸭子上架】 do ya• zi shang jia 赶鸭子上

架。

E打牙祭】 do vail ＜方〉原指每逢月初、月中吃
一顿有荤菜的饭，后来泛指偶尔吃一顿丰盛的
饭。

E打哑谜】 d凸 y凸mi 没有明确地把意思说出来
或表示出来，让对方猜·有话直说，用不着～o

E打掩护】 do v凸nhu 0 在主力部队的侧面或
后面跟敌人作战，保护主力部队完成任务。＠
比喻遮盖或包庇（坏事、坏人）：事情已经调查
清楚，你用不着再替他～了。

[.fJ眼I d凸！IV凸n （～儿）［到钻孔 z 往墙上打个
aR儿｜～放炮。

[.fJN良】2 d凸11van 圈买东西没看出毛病，上了

当2他没有经验，这件古董买～了。
[.fJH晨）3 d凸tvan ＜方＞ IM 惹人注意z 这件红衣

服真～O
[.fJf羊JL) d凸／／ yangr <1s ＞ 画装作不知道的样
子2 我问他，他跟我～。

[tJ样】 d礼rvang 圈＠在建筑房屋、制造器具
等之前，画出设计图祥。＠排版完了，印刷之
前，印出样张来供校对用。

E打炸E da11van9 ＜方〉圈（商店）关门停止营
业（一般在晚上）。

E打药l d的。0 ~泻药。
E打野外E do y岳wai （军队）到野外演习。
E打夜作】 d凸 v岳zuo （口语中多读 dδy台zuo)
夜间工作；做夜工：接连打了两个夜作。

Z打印E d凸yin 两 0 ( －－！！一）盖图章。＠打字油
印：～文件。＠把计算机中的文字、图像等印
到纸张、胶片等t面。

E打印机E d凸yinjl I组－种计算机输出设备。
可以把计算机中的文字、图像等印到纸张、胶
片等上面。常见的有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

和针式打印机等。
E打印台l d凸yintai I写印台。
E打油E d凸；；y6u 圈＠用油提茵泊，借指零星

地买泊。＠〈方〉榨泊。＠上油：给皮鞋打
点儿油。

E打油诗】 d凸y6ushl 圈内容和词句通俗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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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于平仄韵律的旧体诗。相传为唐代张打
油所创，因而得名。

E打游击l d凸 y6ujl 0 从事游击活动。＠比喻

从事没有固定地点的工作或活动（含诙谐意）。
【打预防针E d凸 yufangzhen O 注射预防疾病

的疫苗。＠比喻预先进行提醒、教育，使人有
所警惕，以防发生不利的事情。

E打圆场l d凸 yuanchang 调解纠纷，缓和僵局：

他俩正在争吵，你去打个圆场吧。
[.fJt爱l d也yuan I噩攻打增援的敌军：组织兵

力围城～O

E打造E dazao 阉＠制造（多指金属器物）：～三三三

农具｜～船只。＠创造或造就z ～优质品牌｜～主主三三
企业形象｜ι 优秀人才。 －二

【打杂儿E d凸II zar （口〉［动］做杂事 z f也没技术，

只能在车间～。
【打战】 d凸zhan B副发抖z 冻得直～。也作打

颤。

【打颤E d凸zhan 同“打战”。

【打仗E da11 zhang lll!ll 进行战争；进行战斗。我

们在生产战线上打了个漂亮仗。
E打招呼】 d凸 zhao•hu O 用语言或动作表示

问候：路上碰见熟人，打了个招呼。＠（事前
或事后）就某项事情或某种问题予以通知、关
照z 已经给你们打过招呼，怎么还要这样干？

E打照面JL) d凸 zhaomianr 0 面对面地相遇＝

他俩在街上打个照面儿，一时都愣住了。＠露

面：他刚才在会上打了个照面儿就走了。
[tJ折E da11zh告圃打折扣①。

【打折扣l d凸 zhekou 0 降低商品的定价（出
售）。参看 1658 页【折扣】①。＠比喻不完全

按规定的、己承认的或己答应的来做．要保质
保量地按时交活儿，不能～。

E打针E d凸11zhen 圈把液体药物用注射器注射

到机体内。
E打肿脸充胖子】 d凸 zhang I ion chong pang

• zi 比喻本没有什么能耐或没有什么钱财却
硬装作有能耐或有钱财的样子。

E打皱E da11zhou c～儿）〈方〉［喝起皱纹z 脸上

～｜衣服～了，樊平了再穿。
E打主意l d凸 zhu•yi （口语中也读d凸 zhu• yi) 

想办法’；设法谋取：这事还得另～！做事不能只
在钱上～。

E打住E dOll Zhl汪国停止＝他说到这里突然～
了｜在小院门口～了脚步。

[.fJ转E d凸zhuan c～儿）南绕圈子g旋转＝急得
张着两手乱～｜眼睛滴溜溜地直～。他讲的话
老是在我脑子里～。也说打转转。

E打转转E d凸 zhuan•zhuan 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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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打桩E d岛zhuang 圈把木桩、石桩等砸进地
里，使建筑物基础坚固。

E打字E d凸；； zi 画用打字机把文字打在纸上，
也指用计算机录入文字。

E打字机E dazijl 圈按动按键或把手把文字和

符号打印在纸上的机器，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

种。

(j'J总JL] d凸z6ngr （口〉圈把分为几次做的事

情合并为一次做：～算账！～买。

E打嘴】 d凸矿 zul 画＠打嘴巴。＠〈方〉才夸口

就出丑z ～现眼。
E打嘴仗】 d凸 zulzhang 指吵架。

(j'J坐E da11 zuo 11副我国古代一种养生健身
法，也是僧道修行的方法。闭目盘膝而坐，
调整气息出人，子放在一定位置上，不想任何

事情。

飞

da （勿丫）

大1 da o 盯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
度等}j面超过一般戎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跟“小”相对） ：房子～｜地方～｜年纪～｜声音太

～ 1外面风～｜团结起来力量～1你的孩子现在
多～了？＠［画程度深．～红｜～吃一惊｜天已

经～亮了。＠用于“不”后，合起来表示程度浅
或次数少．不～爱说话｜还不～会走路｜不～舒

服｜不～出门。。［固排行第二的2 老～［～哥。

＠年纪大的人z 一家～小。＠敬辞，用于称
跟对方有关的事物：～作｜～札 i～驾！尊姓～

名。 0 II图用在H寸令或节日前，表示强调．～

清早｜～热天｜～礼拜天的，还不休息休息。＠
CDa）［吕姓。

大2 da 呵。父叫～叫来看看
你。＠伯父或叔父：三～是劳动模范。
〈古〉又同“太、泰”tai ，如“大子、大山”。

另见 249 页 d凸 i0

E大爱】 da ’ ai 组博大无私的爱：～无疆［人问

有～c
E大案】哟’an IE>l 重大的案件。
E大巳E daba r昌大型轿车（多指公共汽车或旅
游用车）。［巴，英 bus]

E大白J' dabai ＜方〉圈粉刷墙壁用的臼辈。
E大白T dabai l司（事情的原委）完全清楚：真

相～ 1～于天下。
E大臼菜E dabaicai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叶片薄而大，椭圆或＊圆形。是常见蔬菜。
有的地区叫榕菜、黄芽菜。

E大白话E daooihua 圈指非常朴实、通俗的话

语：首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
E大伯子E dab凸 i • zi （口〉圈丈夫的哥哥。
E大班】＇ daban 圈幼儿园里由五周岁至六周

岁儿童所编成的班级。
E大丑1IJ2 daban ＜方〉画旧时称洋行的经理。
E大板车E dab凸nch岳 IEl 排子车。

E大半E daban o 画过半数；大部分z 这个车

问～是年轻人。＠圃表示较大的可能性＝他
这时候还不来，～是不来了。

E大包大烟 dabao dal凸n 把工作或事情全部

兜揽、承担起来。

E大鸭】 dab凸o 圈鸟，体长可达 1 米，背部有黄
褐色和黑色的斑纹，院部灰白色，不善飞而善

走，吃谷类和昆虫。也叫地鹅。

E大暴雨】 dabaoy心圈。指下得很大的暴雨。

＠气象学上指 24 小时内雨量达 100

199.9 毫米，或 12 小时内商量达 70 139. 9 

毫米的雨。
E大本E dab品『l ［：每大学本科的简称。

E大本营】 dabenying 圈。指战时军队的最

高统帅部。＠泛指某种活动的策源地或根据
I也。

E大使】 dabian O l~ 屎。＠回拉尿。
E大兵】 dabIng 圈＠指士兵（含贬义）。＠兵
力强大的军队．～压境。

E大饼】 dablng I画大张的白面烙饼。

E大伯l dab6 I写＠伯父。＠尊称年长的男子
（→般指年纪大于父亲的）。

E大小敬】 dabujlng 封建时代指对皇帝极不尊
敬，现也指对长辈或上级极不尊敬。

E大不 Tl da· buli凸o 0 I咽了不得（多用于杳

定式）·这个病没有什么～，吃点J~ 药就会好的。
81副至多也不过：赶不上车，～走回去就是

了。

E大步1m:星E dabu liuxlng 形容脚步迈得大．走
得快。

E大材小用E dacai xiaoyong 大的材料用在小

处ο ；多指人事安排上不恰当，屈才。

E大菜】 dacai 圈。酒席中后t的大碗的菜，

如：全鸡、全鸭、肘子等。＠指两餐。
E大餐J dacan IE>J O 丰盛的饭食，也用于比喻：
今晚请你吃～｜艺术～｜电影～。＠指西餐。

E大肠E dach6ng t组肠的 A部分，上连小肠，下
通H工门，比小肠粗而短，分为盲肠、结肠和直肠
三部分。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和元机盐，形成
粪便。

E大唱主E dach凸ng 圈大衣：羊皮～。

E大l?:Yl dachao ~旦大面额的钞票百元～。
E大潮J dachao 圈。一个朔望月中涨落幅度



最大的潮水。朔日和望日，月球和太阳对地

球的引力最大（是二者引力之和），按理大潮
应该出现在这两天，由于 些复杂因素的影

响，大潮往往延迟两三天出现。＠比喻声势

大的社会潮流：改革的～o
E大车E dach岳圈牲口拉的两轮或四轮载

童车。
E大车r dach岳［组对火车司机或轮船上负责

管理机器的人的尊称。也作大伴。
E大伴l doch岳同“大车2 ”。

E大彻大悟】 dache-dawu 彻底觉悟或醒悟。

E大臣E dachen [8] 君主国家的高级官员。
E大乘】 dacheng c旧读 dasheng J [BJ 公元 1

世纪左右形成的佛教派别，自认可以普度更多

众生，所以自命为大乘。参看 1440 页｛小乘l 0 

E大吃一惊l dachi听jing 形容对发生的意外事

情非常吃惊。
E大冲】 dochong 回到火星等行星离地球最近时
发生的冲。参看 178 页“冲1 ”⑤。

E大虫E doch6ng ＜方〉国老虎。
E大出血E dachuxue ［量由动脉破裂或内脏损
伤等引起大量出血。

E大厨】 dachu r司级别较高的厨师，泛称厨师。

E大处落墨】 dachu-luamo 绘画或写文章在主

耍的地方下功夫，比喻做事从主要的地方着

眼，不把力量分散在枝节上。
E大吹大擂E dachui dalei 比喻大肆宣扬。
E大吹法螺E dachui拍lu6 见 206 页1吹法螺1。
E大春E dachun ＜方〉函＠指春季。＠指大

春作物。
E大春作物E dachun zuawu 春天播种的作物，

如稻子、玉米。
E大醇小疵E dachun-xi凸oci 大体上完美，只是

个别小地方有些毛病。

E大词l daci !El 三段论中结论的宾词。参看
1121 页【三段论1。

E大慈大悲】 daci-dab岳i 非常慈悲，原是佛教称

颂佛、菩萨的用语，现也用来称颂人心地慈

善。
E大葱l docong I萄葱的一种，叶子和茎较粗
大。参看 217 页“葱”。

E大大】 dada 圈强调数量很大或程度很深·

费用～超过了预算｜室内有了通风装置，温度～
降低了。

E大大E do· do ＜口〉圈＠伯父。＠尊称年长
的男子（一般指年纪大于父亲的）。

E大…大…E cta··· do··· 分别用在单音名词、动
词或形容词的前面，表示规模大，程度深：～

手～脚｜～鱼～肉｜～吵～闹｜～吃～喝 i～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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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红～绿。

E大大咧咧E da·dali岳Ii岳（～的）［回状态词。形
容随随便便，满不在乎。

E大大落落E do·daluoluo ＜方〉晤形容态度大
方。

E大HB.l dadan 晴胆量大；有勇气；不畏缩：～

革新｜～探索！一个～的设想。
E大刀阔斧E dadao kuofu 形容办事果断而有
魄力。

E大道E dadao 圈＠大路①·康庄～。＠
〈书〉正理；常理：合于～。＠古代指政治上的
最高理想：～之行也，天下为公。

E大敌】 dadi 自主j 势力强大的敌人：如l陆～0环
境污染是健康的～。

E大抵1 dadl 画大概；大都：情况～如此｜他们

几个人是同一年毕业的，后来的经历也～相同。

E大地E dadi [8] o 广大的地面：～回春 i 阳光
普照～。＠指地球：～测量。

E大地原点E dadi vuandian 天文部门推算大

地坐标的起算点。我国选定的大地原点在陕
西泾阳。

E大典】 dad1创［雹＠隆重的典礼（多指国家举

行的）·开国～。＠〈书〉重要的典籍。＠
〈书〉重要的典章

E大殿E dδdia『l ［名］＠封建干朝主苔行庆典、接见

大臣或使臣等的殿。＠寺庙中供奉主要神佛
的殿。

E大动干戈E dadong-gang岳原指发动战争，现

多比喻兴师动众或大张声势地做事g 这机器
没多大毛病，你却要大拆大卸，何必如此～呢？

E大动脉l dadangmai I缸。指主动脉。＠比

喻主要的交通干线：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是我
国南北交通的～。

E大豆l dadou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花白色

或紫色，有根瘤，豆英有毛。种子）般黄色，供
食用，也可以榨泊。＠这种植物的种子。＠
〈方〉蚕豆。

E大都，J dadu ＜口语中也读 d创己u）国大多2

杜甫的杰出诗篇～写于安史之乱前后。

E大肚子E dadu·zi ＜口〉＠画指怀孕。＠圈
指饭量大的人（用于不严肃的口气）。＠［写指

肚子肥大的人。

E大度】 dadu ＜书〉阔气量宽宏，能容人z 豁达

～！～包容。
【大端E daduan ＜书〉圈（事情的）主要方面：
举其～。

【大队E dadui 画＠队伍编制，下辖若干中队。
＠军队中相当于营或团的→级组织。

E大多】 daduo l副大部分；大多数：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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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进工作者 i树上的柿子～已经成熟。
E大多数l daduoshu l组超过半数很多的数量：

～人赞成这个方案。
E大额l da’自回属性词。数额较大的：～存

单l～资金。
E大甥E da’岳［雹比喻实力强或势力大的人或
事物。

E大而化之l da ’ erhuazhl 原指使美德发扬光

大，进入化境，现常用来表示做事疏忽大意，马
马虎虎：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粗枝大叶，～。

E大l而无当E da ’自rwudang 虽然大，但是不合
用。

E大发】 da· fa ＜方〉圈超过了适当的限度；过
度（后面常跟“了”字）：病～了 l这件事闹～了。

E大发雷霆E dafa-1创ting 指大发脾气，高声训

斥。
E大法E dot凸圈。指国家的根本法，即宪法。

＠〈书〉重要的法令、法则。

E大JLl dafan 圈用在七j首，表示总括一般的

情形，常跟“总

位，流动性都比较大。

E大方】1 dafang ＜书〉圈指专家学者； 17-J行人：

～之家 i贻笑～。
E大方12 dafang ［萄绿茶的一种，产于安徽敏
县、浙江淳安等地。

E大方】 da ·fang lll2J 0 对于财物不计较；不吝
啬z 出手～｜他很～，不会计较这几个钱。＠
（言’谈、举li::l 自然 g不拘束2 举止～l 可以大大

方方的，用不着拘束。＠（样式、颜色等）不俗
气2 陈设～｜这种布的颜色和花样看着很～。

E大放厥词E dafang-jueci 原指极力铺陈辞藻，

现多指夸夸其谈，大发议论（含贬义）。
E大分子化合物1 daf岳nzl huahewu 高分子化

合物。

E大粪E daf en 圈人的粪便。
E大风J daf岳ng 画＠风力很大的Jj(飞 z 夜间刮

起了～。＠气象学上旧指 8级风。参看 3阴

页［风级1。
E大风大浪】 dot岳『ig-dalang 比喻社会的大动

荡，大变化。
E大夫E dafO 圈古代官职，位于卿之下，土之

上。
另见 249 页 dai•fuo

E大幅E dafu o 回属性词。（字画、标语J」告

等）面积较大的2 ～标语。 o ~w 较大幅度地：
产量～提高！价格～回落。

E大副E datu i苞轮船上船长的主要助手，驾驶
工作的负责人。大副之下有时还有二副和三
副。

E大腹便便】 dafu-pianpian 肚子肥大的样子

（含贬义） 0
E大盖帽E dagaimao 南军人、警察或某些执

法机关人员戴的一种顶大而平的制式帽子，有
时也用来借指戴这种帽子的执法人员。

E大概E dagai o 画大致的内容或情况：他嘴
上不说，心里却捉摸了个～。＠两属性词。

不十分精确的或不十分详尽的·他把情况做
了个～的分析｜这件事我记不太清，只有个～的

印象。 8 [ilJJ 表示不很准确的估计z 雪并没有

多厚，～在半夜就不下了｜从这里到西山，～有
四五「里地｜那道题～很难。

E大概其E dagaiqi ＜方〉＠［皇大概①：他说了
半天，我只听了个～。＠晴属性词。大概②．

～的情况就是这样 l这本书只～翻了翻，没有细

肴。 II “其”有时也作齐。
E大纲E dagang 圈（著作、讲稿、计划等）系统

排列的内容要点z 教学～。

E大哥】 dag岳圈。排行最大的哥哥。＠尊称

年纪跟自己相仿的男子z 张～O
E大哥大1 dag岳da 圈。原指帮会中的男性大

头目，现多指某一范围内居首位的、最有影响

力的人或事物＝他是同业商人中的～。＠早
期对手机的俗称。

E大革命E da9告ming 圈。大规模的革命z 法

国～。＠特指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E大公国E dagonggu6 画以大公（在公爵之上

的爵位）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如卢森堡大公国
（在西欧）。

E大公无私E dagong-wusl O 完全为人民群众
利益着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处理公正，
不偏袒任何一方。

E大功告成E dagong-gaocheng 指大的工程、

事业或重要任务宣告完成。
E大姑子】 dagO• zi ( r::i ＞圈丈夫的姐姐。
E大鼓l dag心圈曲艺的一种，用韵文演唱故
事，夹有少量说白，用鼓、板、三弦等伴奏。流
行地区很广，因地区和方言、曲调的不同而有
不同的名称，虫日京韵大鼓、山东大鼓、湖北大鼓
等。因伴奏乐器的不同又可分为梨花大鼓、铁
片大鼓等。

E大放E dagu ＜书〉［雹＠重大的事故，如战争、
灾祸等z 国有～。＠指父亲或母亲死亡。

E大关E daguan 圈＠重要的关口。＠用在较

大的数量后，表示明显的界限：股票指数跌破

万点～。
E大观E daguan E亘盛大壮观的景象，多指美好

繁多的事物：蔚为～｜洋洋～。

E大管E daguan 圈巴松。



E大褂JL] daguar 强身长过膝的中式单衣。

E大锅饭】 daguotan 圈。供多数人吃的普通
伙食。＠见 172 页I吃大锅饭）｜。

E大海捞针1 doh凸i-laozhen 海底捞针。

E大寒】 dahan ［萄二卡阳节气之句，在 l 月 20

日或 21 日。一般是我国 A年巾气候最冷的时
候。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 i二卡四节

气）i 0 

E大汉E dahan I翻身材高大的男T ， 彪形～。
E大旱望云霓】 dahan wang yunni 大旱的时

候盼望雨水，比喻急切盼望解除困境。

E大好1 daha。而］＠很好；美好．形势～｜～时
光。＠（病）完全好。

E大号1' dahao 圈尊称他人的名字。
E大号】2 dahao c～儿）［黝属性词。型号较大

的：～皮鞋。
E大号Y dahao 圈管乐器，装有四个或五个活
塞。吹奏时声音低沉雄浑。

E大合唱】 dahechang 函包括独唱、对唱、重
唱、齐唱、合日昌等形式的集体演唱，有时还穿插
朗诵和表演，常用管弦乐队伴奏，如《黄河大合

唱》。
E大亨E doh岳ng ~称某一地方或某一行业的

有势力的人：金融～。
E大轰大嗡E dahong-daw岳ng 形容不注重实
际，只在形式上轰轰烈烈。

E大红E dah6ng 圈很红的颜色。
E大红大紫］ dah6ng-dazi 形容非常受宠或受

欢迎γ卜分走红。

E大后方1 dahoutang 函抗日战争时期特指国
民党统治下的西南、西北地区。

E大后年】 d6houni6n 面时间词。紧接在后年

之后的那一年。
E大后儿E dahour ＜口〉［盘时间词。大后夭。
也说大后儿个。

E大后天］ dahout ion I包时间词。紧接在后天
之后的那一天。

E大呼隆1 dahu· long ［用形容无秩序地一拥而
上，声势虽大但效果差2 改革要先试点，后推

广，千万不能～地展开。
E大户E dahu 1辜！＠旧时指有钱有势的人家。

＠人口多
＠指在某一方a面数量比较大的单位或个人2

冰箱生产～ 1用电～｜创收～。
E大花脸E dahualian r萄戏曲中花脸的一种，注

重唱功，如铜锤、黑头等。
E大话E dahua 回虚夸的话：说～。
E大环境E dahuanjing E 指总体环境租条件：
营造有利于招商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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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E dahuang c旧读 daihu6ng）望多年生

草本植物，叶 f大，花小，黄白色，瘦果褐色。
地F块根有苦味，可入药。也叫川军。

【大黄包】 dahu6ngyu l包黄鱼的一种，鳞小，背

部灰黄色，鳝黄色。是我国重要海产鱼类之

。

E大会1 dahu i i'8i 0 国家机关、团体等召开的
~体会议。＠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2 动员～！
庆祝～。

E大伙JL] dahuor < r 1 ＞咀人称代词c 大家＇ ' 
～要是没意见，就这么定了。也说大家伙儿。

【大惑不解】 dahuo-buii岳极为疑惑，不能理解。主~

E大古】 daji 翩。非常吉利：～大利｜万事～i 主王三
开市～08 用在动词或动扫］结构后表示诙谐言三三兰

的说法：溜之～｜关门～。

【大JL] daji i盘用在二卜、二十等整数后面，表

示超过这个整数（多指年龄）：二十～的人了，

怎么还跟小孩子二样。

【大计－1 daF 函重要的计划；重大的事情：百年
～｜方针～｜共商～。

E大忌1 daii 圈特别重要的禁忌：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是学习的～。
【大商1 daji 圈葫＇ 0 

E大家I dajia 圈。著名的专家：书法～｜～

手笔。＠世家望族．～闺秀。
【大家T dajia ［何人称代词。指 A定范围内所

有的人z ～的事～办｜～安静点儿，现在开会了。

每静（ 1 ）某人或某些人跟“大家”对举的时候，
这人或这些人不在“大家”的范围之内，如：我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你讲个笑话给大家昕
听｜他们一进来，大家都鼓掌表示欢迎。（2)
“大家”常常放在“你们、我们、他们、咱们”后面
做复指成分，如：明天咱们大家开个会谈
i炎。

E大家伙JL] daj iahuor ＜口〉圆人称代词。大
伙儿。

E大家庭】 dajiating 圈人口众多的家庭，多比

喻成员多、内部和谐的集体：民族～。
E大驾】 dajia 圈。敬辞，称对方：恭候～ l 这

件事只好有劳～了。＠古代帝王乘坐的一种
车子。也用作帝王的代称。

E大建】 dajian t8J 农历有 30 天的月份。也叫

大尽。
E大奖E daii凸ng !El 奖金数额大的或荣誉高的
奖励：～赛｜这部故事片荣获～。

E大将】 dajiang l望。某些国家的军衔，将官

的一级，高于t将。＠泛指高级将领，比喻得

力的部属或集体巾的重要人物：她是篮球队

里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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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大蕉E daji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很
大，花白色，果实跟香蕉相似，可以吃。原产亚
热带。＠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通称芭蕉。

E大街】 daii岳圈城镇中路面较宽、比较繁华的

街道。
E大节E dajie ~o 指有关国家、民族存亡安危

的大事。＠指l陆难不苟且的节操·～凛然 l～
不辱。

E大捷E dajie ~战争中取得的大胜利。
E大姐l daii岳圈。排行最大的姐姐。＠尊称

年纪跟自己相仿的女子2 刘～｜王～。
E大姐大E daii岳da r组原指帮会中的女性大头

目，现多指某一范围内居首位的、最有影响力
的女性。

E大解E daii邑国（人）排泄大便。

E大戒1 dajie ~见 707 页I具足戒1。

E大襟E dajln 1:81 纽扣在一侧的中装的前面部

分，通常从左侧到右侧，盖住底襟。
E大尽l dajin 画大建。

Z大惊小怪E dajlng-xi凸oguai 形容对于不足为
奇的事情过分惊讶。

E大静脉E dajingmai 固体内的静脉汇集成的

一条上腔静脉和一条下腔静脉，直接与右心房
相连，统称为大静脉。

E大舅子E dajiu·zi ＜口〉［割妻子的哥哥。
E大局1 daju 圈整个的局面；整个的形势z 顾

全～ i～已定｜无关～。

E大举J' dai心〈书〉圈重大的举动：共商～。
E大举】2 dai心［画大规模地进行（多用于军事行

动）：～进攻。
E大军E dajun t8l o 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武
装部队：百万～｜～压境。＠指从事某种工作

的大批人z 产业～！地质～。
E大楷E dak凸i 圈。手写的大的楷体汉字。＠
拼音字母的大写印刷体。

E大考】 dakao 圈学校中举行的规模较大或内

容较全面的考试，有时指期考。

E大课E dake 函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集合不

同班级的许多学生或学员在一起昕讲的课。
E大快人心J dakuai呻nxln 指坏人受到惩罚或

打击，使大家非常痛快。
E大块头E dakuait6u f蜀胖子；身材高大的人。

E丸款E dakuan 晴指很有钱的人。

E大浪淘沙E dalang-taosha 大浪冲洗沙石，比

喻激烈的斗争或竞争对人或事物进行考验和
筛选z 这支部队身经百战，是～留下来的精华。

E大牢E dalao ＜口〉圈监狱。
E大老婆E dal凸o•po （口〉圈正妻。有的地区
叫大婆儿。

E大佬E dal凸0 （方〉圈头领；老大。称某一领
域内居于支配地位或有巨大影响力的人。

E大礼拜E dalibai 圈。每两个星期或十天休
息一天，休息的那天叫大礼拜。＠相连的两

个星期，一个休息两天，一个休息一天，休息两
天的那个星期或那个星期的休息日叫大礼拜，
休息一天的那个星期或那个星期的休息日叫

小礼拜。 l主主’我国实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后，
己元大小礼拜分别。

E大理石E dalishi 圈建筑业指用大理岩、石灰
岩等加工而成的石材，多用于室内装饰。

E大理岩】 daliyan 圈变质岩的一种，主要成分

是碳酸钙和碳酸簇，通常白色或灰色，也有带
黑、褐等色花纹的，有光泽。多用作装饰品及
雕刻、建筑材料。我国云南大理产的最有
名。

E大力E dali o 面］很大的力量＝出～｜下～。＠
国用很大的力量＝～支持｜～协作。

E大力士E dalishi IEJ 力气特别大的人。
E大丽花E dalihua ［各］多年生草本植物，有块
根，羽状复叶，花有多种颜色，供观赏。有的地
l丘叫四番蓬。 C大丽，英 dahlia]

E大阶l dalian 圈旧式丧礼中把尸体装进棺

材，钉上棺盖叫大殆。
E大梁】 daliang 圈＠脊擦。＠见 1300 页

1挑大梁l 0 

E大量E daliang ~ o 属性词。数量很多的z

～节日用品源源不断运来！～生产化肥，支援农

业生产。＠气量大，能容忍z 宽宏～。
E大料E daliao ＜方）~八角菌香~o
E大龄】 doling 圈属性词。年龄较大的（就某

种标准而言）：～学童 l～青年。
E大龄青年E doling qlngnian 指超过适婚年龄
较多的未婚青年人。

E大溜】 daliu 函河心流速快的水流。随～。

E大陆E dalu 回到＠广大的陆地z 亚洲～（不包

括属于亚洲的岛屿）。＠特指我国领土的广大
陆地部分（对我国沿海岛屿而言）：台胞回～探
亲。

E大陆岛E dalud凸o 圈原来和大陆相连的岛
屿，多在靠近大陆的地方，地质构造上和邻近
的大陆有联系。如我国的台湾岛

E大陆架】 doh与i ia r祖大陆从海岸向外延伸，开

头坡度较缓，相隔一段距离后，坡度突然加大，
直达深海底。坡度较缓的部分叫大陆架，坡度
较大的部分叫大陆坡。

E大陆坡E cta1t：』po 圈见 242 页【大陆架1。

E大陆桥E daluqiao 圈连接两个海域的大陆

上的交通运输通道（以铁路为骨干），其主要



作用是便于开展海陆联运，缩短运输里程。

如东起我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欧亚
大陆桥。

E大陆性气候E daluxing qihou 大陆内地受海

洋影响不明显的气候，全年和一天内的气温变
化较大，空气干燥，降水量少，多集中在夏
季。

E大路E dalu o 1韧宽阔的道路：顺着～往前
走。 8 ll!2 属性词。指商品质量一般而销路

广的：～菜｜～产品。
E大路活JLJ daluhu6r J萄原料较次，加工较粗

的成品。
E大路货】 daluhuo

物。

圈质量一般而销路广的货

E大略11 daroe o 1鱼大致的情况或内容：这
个厂的问题我只知道个～。＠［自OJ 大概；大致2

时问不多了，你～说说吧。

E大略T daloe 圈宏大的谋略z 雄才～。
E大妈】 dama 圈。伯母。＠尊称年长的妇
女（一般指年纪大于母亲的）。

E大麻E dam6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异
株，雌株叫直麻＜ 1om6 ＞，雄株叫巢麻Cxlm6 ）。
掌状复叶，小叶披针形，花淡绿色。纤维可以
制绳。种子叫麻仁，口I以榨油，又可入药。也
叫线麻υ ＠指印度大麻，l帷株含布大麻脂，是

制造毒品的原料。
E大麻哈鱼】 damah凸vu r吕鱼，身体长约 0. 6 
米，嘴大，鳞细，生活在太平洋北部海洋中，夏
初或秋末成群入黑龙江等河流产卵。也叫大

马哈鱼。
E大麻子］ dcim6zi 圈。大麻的种子。＠蔑

麻。＠鹿麻的种子。
E大马哈鱼J dam抽凸vu ~大麻哈鱼。
E大麦E damcii 圈＠→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宽

条形，籽实的外壳有长芒。是→种粮食作物，
也用来酿酒、制怡糖戎做饲料。＠这种植物
的籽实。

E大忙】 dam6ng l刷工作集中，繁忙而紧张：三

夏～季节。

E大猫熊】 dcimaoxi6ng I名大熊猫。
E大毛】 dam6o l名长毛的皮衣料，如狐肤、滩

羊皮等。
E大媒】 dam自l 圈对媒人的尊称．做～。
E大门】 dam自n i量大的门，特捎整个建筑物（如

房屋、院子、公同） I恰i街的一道主要的门（区别
于二门和各房各厚的门）。

E大米E dam／画去了壳的稻的籽实。
E大面JL] damianr ＜方〉圈＠表团．～ ι搞得
很干净，柜子底下还有尘土。＠向工子：顾全～。

大 do 243 

【大民族主义E da minzu zhuyl 剥削阶级思想
在民族关系上的一种表现，认为本民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上比别的民族优越，应居支配地
位，享有各种特权。

【大名J doming 圈。人的正式名字：他小名

叫虎子，～叫李金彪。＠盛名 z ～鼎鼎（名气很

大） j 久闯～。＠尊称他人的名字z 尊姓～。
E大谬不然E damiu-buran 大错特错，完全不是

这样。
E大漠J dama 画大沙漠。
【大模大样E damu dayang 
乎的样子。

形容傲慢、满不在

【大拇哥】 dam问岳〈方〉圈拇指。

E大拇指E damuzhi ＜口〉［雹拇指。

【大拿E dona ＜方〉圈。掌大权的人，他现在
是我们县的～。＠在某方面有权威的入：技

术～。
E大男大女】 danan danu 
多的未婚男女。

指超过适婚年龄较

E大~ill] dar巾。画脑的一部分，正中有一道
纵沟，分左右两个半球，表面有很多皱寰。
大脑表层稍带灰色，内部臼色。人的大脑最
发达。

E大脑皮层】 don凸o piceng 大脑皮质的旧称。

E大脑皮质E don凸o pizhi 大脑两半球表面的

一层，稍带灰色，由神经细胞组成。记忆、分
析、判断等思维活动都得通过它，是高级神经
系统的中椒，也是保证机体内部统一并与周围
环境统一的主要机构。简称皮质。旧称大脑

皮层。（图见 941 页“人的脑”）

E大内E danei 圈旧时指皇宫。

E大自克J dani 圈两栖动物，身体长而扁，眼小，
I 1大，四肢短，生活在I fJ谷的溪水中，叫的声音

像婴儿附哭。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俗称

娃娃鱼。

E大逆不道】 dani-budao 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封
建统治、背叛封建礼教的人所加的重大的罪
名，现泛指叛逆而不合于正道。

E大年】 danian 圈。农历卡二月是 30 天的

年份。＠指春节。＠丰收年：今年是个～，

一亩地比往年多收百十来斤粮食｜今年的梨是
～，树枝都快压折了。

E大年三卡】 dani6n sanshi （～儿）农历十二月
的最后→天。也说年王卜、二｜）儿。

E大年夜】 danianye 圈农历除夕。

E大娘J daniang ＜方〉圈。伯母z 三～。＠

尊称年长的妇女（一般指年纪大子母亲的）。
E大排档】 dap6idan9 ＜方〉［萄排档，有时也指

规模较大的（多为餐饮摊点）：夜宵～ l海鲜～｜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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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朋友到～消夜。
E大排行E dap<'iihang 画叔伯兄弟姐妹依长幼

排列次序z 他～是老三。

E大牌E dap<'ii o 圈指名气大
的人（多指文艺界、体育界的） ο ＠（固属性词。
名气大
俱乐部。

E大盘E dapan 画］指证券市场交易的整体行

情。
E大炮】 dapao 圈＠通常指口径大的炮。＠

比喻好发表激烈意见或好说大话的人。
E大篷车E dapengch岳圈指商业部门送货下乡

的货车，多为临时加篷的卡车。
E大批E dap1 E冒属性词。大量①：火车运来了

～货物。
E大辟】 dapi 圈古代指死刑。

E大片儿E dapi凸nr ＜口〉画大片。

E大片】 dapian 圈指技资大、制作成本高的影
片，多为题材重大、影响面广并由著名影星主
演的：进口～！因产～。

E大票l dapiao c～儿）〈口〉画大面额的钞票。

E大婆JL] dap6「〈方〉画大老婆。

E大谱JLl dapur 画大致的设想l；初步的打算：

究竟怎么做，心里应该先有个～。
E大起大落E daqT-daluo 形容起伏变化极快极

大：市场价格～i这部小说没有～的故事情节。
E大气11 daqi 圈包围地球的气体，是干燥空

气

E大气.l' daqi 臣E 大白｛＿］气度P大的气势2 ～磅嘴。

E大气E da·qi 圈＠气度大；气势大：开阔～。

＠（样式、颜色等）大方，不俗气：～得体。
E大气层l daqiceng 画大气圈。

E大气候E daqihou 圈＠→个广大区域的气

候，如大洲的气候、全球的气候。 8 It喻出现

在较大范围内的某种政治、经济形势或思潮．
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已经形成。

E大气科学l daqi k臼ue 以大气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主要研究大气的成分、结构、现象及其
物理、化学变化机制等。 20 世纪 60 年代由气
象学发展而来。

E大气磅哥哥E daqi-p6ngb6 形容气势盛大：这
张画尺幅千里，～o

E大气圈】 daqiquan IEJ 地球的外面包围的气
体层。按物理性质的不同，通常分为对流层、
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和外逸层等层次。也叫
大气层。

E大气JL) daqi「圈粗重的气息：吓得他～也不

敢出。
E大气污染E daqi wuran 指大气中有害气体和

悬浮颗粒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核爆炸后’散
落的放射性物质、化学毒剂、工业废气、扬尘等
都是污染大气的物质。

E大气压】 daqiva 圈。大气的压强，随着距离
海面的高度增加而减小，如高空的大气压比地
面上的大气压小。＠指标准大气压。

E大器】 daqi 圈。古代指钟鼎等宝物。＠比

喻有很高的才能、能干大事业的人z 终成～。
E大器晚Jlltl daq i-wancheng 指能担当大事的
人物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所以成就比较晚，后
来也指年纪较大后才成才或成名。

E大千世界l daqian shij ie 原为佛教用语，世界
的千倍叫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千倍叫中千世
界，中千世界的千倍叫大千世界。后用来指f
阔无边的世界。

E大前年】 daqi6nni6n 圈时间词。紧挨在前

年之前的那一年。

E大前JLl daqi6nr ＜口〉圈时间词。大前天。
也说大前儿个。

E大前提E daqi6nti 圈三段论的一个组成部

分，含有结论中的宾词，是作为结论依据的命
题。参看 1121 页【三段论1。

E大前天l daqiantian 圈时间词。紧挨在前天

之前的那一天。
E大钱】 daqi6n 圈。旧时的一种铜钱，较普通

铜钱大，作为货币的价值也较高，泛指钱z 不

值一个～。＠指大量的钱：赚～｜挣～o
E大枪E daqiang 圈步枪（对“手枪”或其他短枪

等而言）。
E大青叶l daqlngye 函中药上指在蓝的叶子，

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等作用。
E大庆】 daqing 圈。大规模庆祝的事（多指国

家大事）：建国六十周年～。＠敬辞，称老年
人的寿辰2 七十～。

E大秋E daqiu 型＠指九月、十月收割玉米、高

粱等作物的季节z ～一过，天气就冷了。＠指
大秋作物或大秋时的收成：今年～真不错。

E大秋作物】 daqiu zuowu 秋季收获的大田作
物，如高梁、玉米、谷子等。

E大球E daqiu I量指足球、篮球、排球等球类项

日（跟“小球”相对）。

E大曲E daqu 圈＠酿造白酒用的一种曲。＠
用大曲酿造的白酒。

E大权E daqu6n 圈处理重大事情的权力z 独

揽～（～旁落。

E大全l daqu6n IEJ 指内容丰富、完备无缺的事
物，多用于书名，如《农村日用大全》、《中国戏
曲大全》。

E大犬座E daqu凸nzuo 圈星座，位置在猎户座



的东南，包括 个一等展（ tlll 夭狼足）、四个二
等屋、两个三等星和其他更暗的照。

E大人】 daren 到敬辞，称长辈（多用于书信）：

父亲～。

E大人】 do· ren 圈＠成人（对··小孩儿”而言）：

～说话，小孩儿别插嘴。 81口时称地位高的官

长：巡抚～o
E大人物】 darenwu ［：每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U

E大肉】 darau :'81 指猪肉。
E大儒】 daru 圈 IH时指学问渊博l「ri有名的学者。

E大撒把】 dasaba 画骑自行车时子不扶把，比
喻撒手不管，一点儿不负责任2 他在家务事七

一向是～。

E大赛E dos白l ［~大型的、级别较高的比赛·世

界杯排球～｜国际芭蕾舞～。
E大扫除l das凸ochu ~！室内军外全面打扫：
明天全校～l春节前，要进行一次～O

E大嫂l dasao 圈＠大哥的妻子。＠尊称年
纪跟自己榈仿的巳婚妇女。

E大厦E dasha 圈高大的房屋，今多用于高楼

名，如“友谊大厦”。
E大少爷】 dashao·ye 函指好逸恶劳、挥霍浪

费的青年男子．～作风。

E大舌头l dashe· tau ＜口〉＠［周舌头不灵活，
说话不清楚·他说话有点儿～。＠阉指舌头
不灵活，说话不清楚的人2 他是个～o

E大赦E dash合国赦免的…一种。以国家命令的
方式对某个时期的特定罪犯或一般罪犯免除
全部或部分刑罚。我国现行法律无大赦规定。

E大声疾呼E dasheng-jihu 大声呼喊，提醒人们

注意。
E大婶JL] dash昌nr ＜口〉圈尊称年长的妇女
（一般指年纪小于母亲的）。

E大失所望］ dashT-suowang 非常失望。

E大师E dash I l组＠在学问或艺术仁有很深的
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z 艺术～。＠某些棋

类运动的等级称号：国际象棋特级～。＠对

和尚的尊称。

E大师傅】 dashI· fu ＜口〉回到对和尚的尊称。
E大师傅】 da· shi· fu ＜口＞ I名1 厨师。
E大使E dashi 圈。由一国派驻在他国或国际
组织的最高一级的外交代表，全称特命全仪大
使。＠借指为推动某项事业的开展而做推
介、言：传等工作的代表性人物z 爱心～｜绿色环

保～｜奥运形象～。

E大势l dashi 画事情发展的趋势（多指政治局
势力～所趋。

E大事】 dashi 画重大的或重雯的事情．国家

～｜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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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大事T dashi 圆大力从事：～渲染。

【大事记】 dashiji l各l 把重大事件按年月日顺

斤，记载，以便奇考的材料。

E大是大非】 dashi-daf岳l 指原则性的是非问

题。

【大子笔l dashoubi 圈。名作家的著作。＠

名作家。＠指规模大的影响深远的计划或举
措。

【大手大脚】 dashou-daj iao 形容花钱、用东西

1交二白节制r]o

E大寿】 dashou [:g) 敬辞，一般指老年人逢十的

寿辰·六十～ l八十～。 ＝三E
E大叔】 dashu ＜口〉［翘尊称年长的男子（一般主王三
指年纪小于父亲的）。 ＝主孟三

【大暑l dashu I苟二十四节气之－，在 7 月

22 、 23 或 24 日。一般是我国→年中气候最

热的时候。参看 664 页1节气1 、 348 页I二十

四节气lo
E大数据】 dashuju I画大规模数据的集合，具

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收集处理及时、数据来

源可靠性低等特点。

【大率E dashuai ＜书〉圆大概；大致2 ～如此。

【大肆E dasi I回毫无顾忌地（做坏事）：～吹嘘（
～挥霍 1～活动。

E大蒜E dasuan l每蒜。
【大踏步】 databu F副迈着大步（多虚用）：～前

进。
【大堂】 datang 圈。指衙门中审理案件的厅

堂。＠指宾馆、饭店等的接待大厅：～经理。
E大…特··】 da· · · te··· 分别用在同一个动词前
面，表示规模大，程度深z ～书～书｜～吃～吃！

老一套的工作方法非～改～改不可。
【大提琴】 datiqin ~提琴的一种，体积比小提
琴大四五倍，音比中提琴低八度。

【大体l datr o 函］重要的道理：识～．顾大局。

＠画就多数情形或主要方面而言s 我们的看

法～相同。

【大天白日】 datian bairi ＜口〉白天（强调）·～
的，你怎么走迷了路 1

【大田E datian ~指大面积种植作物的田地。
E大四作物E datian zuowu 在大田上种植的

作物，如小麦、高粱、f二米
E大斤二】 datT「19 吕皇l 较大的建筑物中宽敞的房
间，多用于集会或招待宾客等。

E大庭广众E dating guangzhong 人很多的公

开场合：在～之中发言应该用普通话。
E大rPj] dat6ng I雹指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

象。这是找罔历史上某些思想家的一种理想。

E大同乡】 dat6ngxiang l萄指籍贯跟自己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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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省份的人。
E大同小异E dat6ng-x1归yl 大部分相同，只有

小部分不同。
E大头】 dat6u 圈＠套在头上的一种假面具。
＠指民国初年发行的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

圆。＠（～儿）大的那一端；主要的部分：抓
～儿。＠冤大头：拿～（拿人当作冤大头）。

E大头菜E dat6ucai r组＠二年生草本植物，芥
菜Ciiecai ）的变种，肉质根肥大，因锥形或国筒
形，有辣昧，花黄色。根主要供脑制食用。＠
这种植物的块根。＠〈方〉结球甘蓝。

E大头针E dat6uzh岳n 圈用来别纸、布等的一
种针，一头尖，→头有个小疙瘩。

E大团圆l datu6nyu6n 圈。指全家人团聚在
一起。＠小说、戏剧、影视片中主要人物经过

悲欢离合最终团聚。
E大腿E datul ［写下肢从臀部到膝盖的－段。
E大腕JL] dδwanr 国指有名气、有实力的人

（多指文艺界、体育界的）。
E大王】 daw6ng ［名］＠古代对国君、诸侯王的

尊称。＠指垄断某种经济事业的财阀z 石油

～ l钢铁～。＠指长于某种事情的人：王师傅
被称为爆破～。
另见 249 页 dδ1 •wong" 

E大为l dawei 国表示程度深、范围大z ～提

高｜～改观｜～高兴｜～失望。

E大尉】 dawei !BJ 某些国家的军衔，尉官的一

级，高于上尉。
E大汶口文化E Dawenlφu wenhua 我国新石

器时代中期的→种文化，距今6 300 4 400 

年，因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附近大汶口而得
名c 农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以种植粟类作
物为主，遗存中有大量石tu农具、渔猎工具以

及彩陶、白陶等。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像符
号。

E大我E dawo 函指集体（跟“小我”相对）：牺

牲小我的利益，服从～的利益。

E大无畏E dawuwei r葡什么都不怕（指对于困

1悖

E大五金E daw心jln 冒E 比较粗大的金属材料的
统称，如l铁链、钢管、铁板等。

E大喜E daxi 圈。客套话，值得特别欢喜、庆

贺（多用于向有喜事的人表示祝贺）：您～

啦！ I 哪天是仿、们～的日子（指结婚日期）？＠

非常高兴z ～过望。
E大喜过望E daxi-guowang 结果比原来希望

的更好，因而感到特别高兴。

E大戏E dδxl ~o 大型的戏曲，情节较为复

杂，各种角色齐全，伴奏乐器较多。＠〈方〉京

剧。

E大显身手E daxian-sh岳nsh凸u 充分显露自己

的本领：运动员在赛场上～。
E大限】 daxian rBJ 指寿数已尽、注定死亡的期

限（迷信） 0
E大相径庭】 daxiang-jlngting 《庄子·逍遥游以

“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后采用“大相径庭”

表示彼此相差很远或矛盾很大．他们的意见

～，无法折中。

E大1J'l daxi凸0 0 （～儿）画指大小的程度：这
双鞋我穿上～正合适。 8 !Bl 辈分的高低·不

分～｜没～。＠［萄大人和小孩JL：全家～五
口 l大大小小六个J人。。画U］或大或小（多偏于

小），表示还能算得仁：～是个干部｜～也是笔

生意。
E大校l daxiao ［名）军衔，校宫的一级，高于上
校。

E大写E daxi岳。［割汉字数目字的一种笔画较

繁的写法，如“查、武、金、肆、拾、恒、｛干”等，多用
于账目和文件等中（跟“小写”相对，下同）。参

看 1219 页l数字1 。 e 1151 拼音字母的一种写
法，如拉丁字母的 A、 B 、 C，多用于句首或专

名的第二个字母。＠画］依照文字的大写形

式书写。
E大兴土木E daxlng-tumu 大规模兴建土木主

程，多指盖房子。

E大猩猩l daxing· xing 圈类人猿中最大的二
种，雄性高约 1. 65 米，雌性高约 1. 40 米，毛黑

褐色，前肢比后肢长，能直立行走。生活在非
洲密林中，吃野果、竹笋等。

E大刑】 daxing 圈。革刑（多指死刑）：处以

～。＠｜日时指施重刑用的刑具z 动～。
E大行其道】 daxing-qidao 指某种观点或某种

事物盛行（多含贬义）：要加强监管，不能任网

络谣言～。

E大行星l daxingxing 函指太阳系的八大行

星。

E大型l daxing 圃属性词。体积或规模大的2

～钢材 1～歌剧 i～比赛（～展销会。

E大姓】 daxing ［甜。指世家大族。＠人多的

姓，如张、王、李、刘等。
E大雄宝殿E daxi6ng baodian 佛寺中主要供

奉佛祖的大殿（大雄：对佛祖的尊称，意为像
大勇士一样无畏）。

E大熊猫】 daxi6ngmao 画哺乳动物，体长约

1. 5 米，外形像熊，尾短，通常头、胸、腹、背、臀
白色，四胶、两耳、眼圈黑褐色，毛粗而厚，性耐

寒Q 生活在我国两南地区高山中，吃竹叶、竹

笋。是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也叫熊猫、猫



熊、大猫熊O

E大熊座E daxi6ngzuo 圈星座，位置离北极层
不远，北斗七星是大熊座中最壳的七颗星。

E大修】 daxiu 画指对房恳、机器、车船等进行

全面彻底的检修：这辆车该～了。

E大选E daxuiin 画某些国家对国会议员、总统
等的选举。

E大学E daxue I到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
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

E大学生】 daxuesh岳ng 圈在高等学校读书的
学生。

E大雪E daxue roS 0 f得很大的雪。＠气象
学上指 24 小时内降雪量达 5 毫米以上的雪。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2 月 6、7 或 8 日。参

看 664 页i节气1 、 348 页【二｜阳节气1。
E大循环E daxunhuan 圈体循环。
E大牙】 ctava ~lo 槽牙。＠门牙：笑掉～。
E大雅l day己〈书〉！翻风雅；文雅2 无伤～｜不登
～之堂。

E大雅之堂E dayiizhltang 指高雅的场所旦立场
f兑
rto 

E大烟E dayan I名］鸦片的通称。
E大言不惭】 dayan-bucan 说大话而毫不感到
难为情。

E大盐l dayan 
E大雁E dayan 
类。

E大洋l dayang 
五块～。

圈用海水熬制l或H两制的盐。

圈。鸿雁（鸟名）。＠泛指雁

圈＠？丰①：四～。＠银因．

E大样E dayang l每＠报纸的整版的清样（区
别于“小样勺。＠工程上的细部［刽 2 足尺～o

E大摇大摆E dayao-dabai 形容走路挺神气、满
不在乎的样子3 ～地闯了进去。

E大要E davao 团副主要的内容$概要：举其～o

E大爷E dδve r到指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
子＝～作风｜～脾气｜你别在我面前充～。

E大爷E da·ve ＜口〉［主JO 伯父。＠尊称年长
的男子（一般指年纪大于父亲的）。

E大野E Day品画！姓。
E大业E ct ave 函伟大的事业：雄图～。
E大叶杨E dayey6ng ['8J 毛向杨。
E大衣E day！圈较长的西式外衣。
E大姨E ctavi t组＠（～儿）最大的姨砾。＠尊
称跟母亲问辈而年纪相仿的妇女。

E大姨子E dayi·zi ＜口〉啕妻子的姐姐。
E大义E dayi I主］大道理：深明～！微言～。
E大义凛然E dayi-linran 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

形容为了正义事业坚强不屈。
E大义灭亲E dayl-mieqi『1 为了维护.iE义，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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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人民利益的亲人不衔私惰，使受国法制
裁。

E大意E dayi i自主要的意思：段落～l把他讲话

的～记下来就行了。

E大意】 cta·vi 帽疏忽；不注意·粗心～｜他太～

了，连这样的错误都没检查出来。
E大油E day6u ＜「J) l割猪油。

E大有可为】 dayou-k岳wei 事情很值得做，很有

发展前途。
E大有人在E dayou崎nzai

多。

指某类人数量很

z大合A作为】 ctav凸L』

能做出重大贡献。
能充分发挥作用；至三三

叫力大主E大鱼吃小鱼l dayu chi xi凸oyu

的欺压、并吞势力小的。

E大雨E ctavu r萄 0 f得很大的闹。＠气象学
t指 1 小时内降雨量达 8. 1 15. 9 毫米，或
24 小时内降雨量达 25 -49. 9 毫米的雨。

E大元帅E dayuanshuai r皇军衔，高于元帅，是
某些国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E大员】 dayuan i雹旧时指职位高的人员（多用

于委派时）：考察～｜接收～。
E大约】 dayue O G昭属性词。不卡分精确的

（数目）：～的数量 l～的费用。＠画表示不很

准确的估计z 他～有六十岁了｜他～是开会去

了。

E大约莫l dayue·mo ＜方〉国大约2 ～有七八

百人｜他～还不知道这件事。也作大约摸。
E大月3 dayue IEl 阳历有 31 夭或农历有 30

天的月份。

E大杂始E dazahui r雹＠用多种菜合在一起始

成的菜。＠比喻把各种不同的事物胡乱拼凑
在一起的混合体（含贬义）。

E大杂院JL] dazavuanr l萄杂院儿。

E大灶E dazao f组＠用砖士砌成的固定的炉

：肘。＠集体伙食标准中最低的一级（区别于

“中灶、小灶”）。

E大泽乡起义E Dazexiang Qiyi 
义。

陈胜吴广起

E大战E dazhan O 画大规模的战争．也用于
比喻：世界～ 1足球～。＠画进行大规模的

战争或激烈的战斗．孙悟空～铁扇公主。

E大站l dazhan I重铁路、公路交通中规模较

大
主占。

E大张旗鼓E d凸z「、。ng-qig凸 形容声势和规模很

大。

E大丈夫E dazhang•fu 
的男子2 ～敢作敢当。

由E 指有志气或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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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大政】 dazheng 圈重大的政务或政策z 总揽
～（～方针。

E大旨】 dazhl ＜书〉［望主要的意思：究其～。
E大指】 dazhl 圈拇指。
E大治I dazhi 回指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天下～o

E大致】 dazhi O 圈属性词。大体 J:: ；基本 L
～的想法！～情况如此｜两家的情况～相同。＠
圆大概；大约：看看太阳，～是十一点钟的光

景。
E大智若愚l dazhi-ruoyu 很有智慧和才能的
人，不炫耀自己，外表女刊象很恩、笨。

E大众l dazhong 圈群众；民众．～化 1劳苦～o
E大众化E dazhonghua l到变得跟广大群众一

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语言～｜艺术形式～o
E大轴子l dazhou· zi 函，次演出的若干戏曲
节目中排在最末的一出戏。也叫大轴。

E大主教l dazhujiao t8l 基督教某些派别的神

职人员的一种头衔。在夭主教和英国圣公会
（新教的→派）等是管理一个大教区的主教，领

导区内各个主教（原名各不相同，都译成“大主

教”）。

E大专】 dazhuan 圆大学程度的专科学校的简

称：～学历。
E大篆E dazhuan 画指笔画I较繁复的篆书，是
周朝的字体，秦朝创制小篆以后把它叫作大
篆。

E大庄稼E dazhuang· jio ＜方） t8l 大秋作物。
E大自然E daziran 圈自然界。
E大宗l dazong 0 Ll归属性词。大批（货物、款
项等）·～货物。＠函数量最大的产品、商
品z 本地出产以棉花为～。

Z大族J dazu I雹指人口多、分支繁的家族·钱
姓是当地的～o

E大作】1 dazuo 圈敬辞，称对方的著作：拜读

～！～有不少创见。

E大作T dazuo 圈猛烈发作或发生：狂风～｜

鼓乐～。
汰 da ＜方〉眈泪r］：～头 i～衣裳

挝（堤）
结（链）

•do h 勿丫）

•do 见 437 页I吃t达JL

•do 见 437 页【笼统）i 0 

、『吉习「 •da 见 437 页1疙症L
7~ 另见 256 页 don 。

隧（睫） ~ro 见叫蹦蜒ll. 834 页 i[ Jj!留

瘩（痞） ;;,2~24;; ！呵。

「：一 ：~:gT~乡另f… 「

呆 dai o 圃叫）迟悔不
（＠＠软）灵敏·～头～脑。＠圆脸

上表情死板；发愣z 发～ l 吓～了。＠同“待”

Cdoi ）。。 CDoi）圈姓。

E呆板E daiban c 旧 i卖 6ib凸n) G回死板，不灵

活z 这篇文章写得太～l别看他样子～，脑子倒

很灵活。

E呆若木鸡E dairuomujl 呆得像木头鸡一样，
形容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样子。

E呆傻l daish凸圆头脑迟钝糊涂：他一点儿也

不～，内心明白得很。

E呆头呆脑】 dait6u-dain凸o 形容迟纯的样子z

做买卖要头脑灵活，～的可不行。
E呆小病】 daix怡oblng [E,] 胎儿期或婴儿期中，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 F或发生障碍引起的疾
病。患儿头大，身材矮小，四肢短，皮肤干黄，
脸部腕肿，舌头大，铛1力低 F 。

E呆账】 daizhang !BJ 会计I二指收不回来的账：

清理～。

E呆滞】 daizhl ［翩。迟钝；不活动：脸色苍白，

两眼～无神。＠不流通；不周转．～商品 l 避
免资金～。

E呆子E dai • zi 罔傻子。

吹 .~ 曲l 圃突然大喝在使人注
( :037 ）意（多见于早期白话）：～！你这

大胆的毛贼！
对见 1263 页 t凸 i0

／注：L dai 〈口〉自由］停留 z ～一会儿再走。也作
I '.J 呆。

另见 251 页 dar 0 

" dai （力劳）

歹 d凸iO 坏（人、事）：～人｜～徒｜为非作～。
8 CDoi ）［~姓。

E歹毒E d凸idu u胃阴险狠毒2 心肠～。

E歹人】 dairen l吕坏人，多指强盗。
E歹徒E d凸itu I重歹人；坏人。

E歹心E daixTn 圈歹意2 起～。

E歹意E daiyl l望恶毒的心肠：可别把人家的好



心当了～。

、斗辛 d凸 i i到捉：猫～老鼠。
足~另见252 页 dai 0 

傣凶傣族：～剧。

E傣剧】 d凸iiu 圈傣族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云
南傣族聚居的地区。

E傣族】 D凸izu i组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云南。

、

dai c 勿1fj)

大曲l 义同‘‘大，，（

另见 238 页 do 。

E大夫】 dai·fu ＜口〉［萄医生。
另见 240 页 dδ10 0 

E大王】 dai•wang 圈戏曲、I El小说中对国王或
强盗首领的称呼。

另见 246 页 daw6ngo

l ~ da，。［司代替2 ～课｜～笔。＠圈代
1 、理：～销｜～局长。＠历史的分期；时代2

古～｜近～！现～ l 当～。。朝代：汉～ i 改朝换

～。＠圈世系的辈分z 第二～｜下一～｜老一
～｜我们这一～。＠［苟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二
级，代以上为宙，如显生市分为古生代、巾生代
和新生代，代以下为纪。跟代相应的地层系统
分类单位叫作界。参看 287 页“地质年代简

表”。＠ CDδi > I茜姓。
E代办E daiban o 国代行办理：～托运｜邮政
～所。＠组一国以外交部长名义派驻另一国
的外交代表。＠［萄大使或公使不在职时，在
使馆的高级人员中委派的临时负责人员，叫临

时代办。
E代笔】 daibT 阐替别人写文章、 t5信或其他文

件： f也不便亲自写信，只好由我～。
E代币券E daibiquan 圈代金券。
E代表1 daibi凸o 0 I组由行政区、团体、机关等

选举出来替选举人办事或表达意见的人：人
大～。 81旬受委托或指派代替个人、团体、政

府办事或表达意见的人：全权～。＠强l 显水

1日］一类的共问特征的人或事物：～人物｜山水
画的～。。［事］代替个人或集体办事或表达意

见：副部长～部长主持开幕典礼。＠［司人或
事物表示某种意义戎象征某种概念：这三个
人物～三种不同的性格。

E代表作】 daibi凸ozuo 盘指具有时代意义的
或最能体现作者的水平、风格的著作或艺术作
仁：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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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飞步E daib心［司替代步φ行

等O

【代偿E daichang C动10 代为偿还：～金｜以工

～。＠某器官发生病变时，由该器官的健全
部分或其他器官来代替它的功能。

【1－＼ 稍】 daicheng 圈代替正式名称的另一名

称：我国木刻书版向来用梨木和枣木，所以梨
枣成了木刻书版的～。

【代词】 daici 圈代替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

iii］、副岗的词，包括： a）人称代词’如“我、你、

他

“谁、ft么、哪JL 、多会JL 、怎么、怎样、几、多少”；三三三三
c）指示代i司，女H‘‘这、这里、这么、这样、这么些、主主三
那

E代t1飞花】 daidaiht』0 圈常绿灌木，4、校细长，

有短期l。叶子椭圆形。花白色，有香气，可用
来熏茶和i制香精。也作ff｛：到t花。

[{-1;';沟E daigou I重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

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目前青年

一代与老一代的～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

[1t管E daiguan I毡代为管理·～经费。
E代号l daihao 圈为简便或保密用来代替正

式名称（如部队、机关、工厂、产品、度量衡单位

等的名称）的别名、编号或字母。

E代际E daiii 匮属性词n 两代人之间的·～传

承｜～差异。

E代价E daijia r割＠获得某种东西所付出的
钱。＠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矿「耗费的物质或

精力：胜利是用血的～换来的｜用最小的～办

更多的事情。
[1-1;';句】 daijia 圈由其他司机代为驾驶（车辆） : 

酒后找人～O
[1t金E daijln I到按照实物价格折合的现金，用

来代替应该发给或交纳的实物。

[1t金券l daijlnquan 晴在购物等消费活动中
用于代替货币使用的种有价票券，通常有一

定的使用范围和时限。也叫代币券。

【代课】 dai/I ke 1司l 代替别人讲课．～教师｜王

老师病了，由李老师～。

E代劳】 dailao l到＠（请人）代替自己办事：我

明天不能去，这件事就请你～了。＠代替别人
i力事：这事由我～，您甭管了。

【代理】 dailT 圈。暂时代人担任职务．～厂

长。＠受当事人委托．代表他进行某种活动，

如贸易、诉讼、纳税、签订合同等。
【1-\.:J！！！人l dailTren I萄。受当事人委托，代表
他进行某种活动（如贸易、诉讼、纳税、答订合
扣！等）的人。＠指实际上为某人或某集团的

利益（多指非法利益）服务的人。



I 2so I dai I 1t 软试金岱造导的给联带

E代码E daim凸［吕表示信息的符号组合。如在
计算机中，所有数据、程序输入时都必须转换

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这种二进制
数字就是代码。

E代名词l daimingci 圈＠替代某种名称、前j

i吾或说法的词语：他所说的“研究研究”不过是

敷衍、推托的～。＠有些语法书中称代词。
E代应E daipao ＜书〉［动l 代做别人的事或代理
他人的职务。参看 1620 页【越组代启）！ 0 

E代培E daipei 画学校等替出资单位培养（人

才）·～生 i这所大学先后为企业～了二百多名

三矗学员
E代乳粉E dair心f邑n 圈用大旦和其他有营养的

三三言 原料制成的粉，用作奶粉等的代用品。
[ft售E daishou r副代销＝这个副食店～邮票
和文具。

E代数E daishu 圈代数学的简称。
E代数方程E daishu fangcheng 用代数式表示
的方程，如 ax'" + b:r'" 1 +……+ kx + 

l=O, ~＋7:r=14 等。

E代数Al daishushi 圈用代数运算法（加、减、

乘、除、乘方、开方）把数和表示数的字母联结
起来的式子。如“ b, 8.r ＋句。

E代数学E daishuxu岳圈数学的→个分支，用

字母代表数来研究数的运算性质和规律，从而

把许多实际问题归结为代数方程或方程组。
在近代数学中，代数学的研究由数扩大到多种
其他对象，研究更为一般的代数运算的性质和

规律。简称代数。
E代替l daiti 圈以甲换乙，起乙的作用2 用国

货～进口货｜他不能去，你～他去一趟吧！

E代为】 daiwei 圈代替：～执行｜～保管。
E代位继承E daiwei jicheng 法定继承人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时，由其晚辈直系
血亲（ tlll代位人）按照继承顺序继承。

E代销E daixiao ［到代理销售2 ～福利彩票。

E代谢E daixie rn!ll O 交替；更替2 四时～。＠

指新陈代谢。
E代行】 daixing R司代为行使（某种职务、职

权〉：暂由教务主任～校长职务。
C1t序E daixu IBJ 代替序言的文章（多自有标

题）。

E代言E daiyan 画代表某阶级、集团或商品等

发表言论或做宣传：～人｜明星～。
E代议制J daiyizhi r画议会制。

E代用E daiyong 画画用性能相近戎相同的东西
代替原用的东西2 ～品｜～材料。

E代用币E daiyongbi 圈。旧时由官方或非官

方发行的小面值硬币。如民国时期的铜质代

用币。＠现多指用钱买的常在娱乐场所使用
的游戏机币、筹码等。

E代用品E daiyongpin 圈可以代替原用东西

的、性能相近或相同的东西，如代乳粉就是奶
粉的代用品。

E代孕l daiyun I理受他人委托，用人工辅助生
育的方式为他人怀孕生子。

E代职l dai;; zhi ［：动1 代理某种职务：选派干部

到基层单位～。

软… 曲i 古代指包裹车毅的金属套
（驮）也指车轮。

试州圈糖昔的旧称

金耐用于地名：＃Jl<:～｜夏家～（都在江
苏）。

千元 Dai 圈。泰山的别称。也叫岱宗、岱
~岳。＠姓。

造州〈书〉＠等到。＠趁着

验… dai 见下。
日（胎）另见 1263 页的10

[!J台荡E daidan9 ＜书〉圈＠使人舒畅（多形容
春夭的景物）：春风～。＠放荡。

.t,b. , . dai ＜书〉欺映。
’口（给）
珉1 的见250 页i阳JL

（哇毒）
珉2 dai 见川页【帆花~o

E到tl'代化E daidaihua 同“代代花”。
E可tJ自l daimao IBJ 爬行动物，外形像龟，四肢

T是桨状，前肢稍长，尾短小，甲先黄褐色，有黑
斑，很光润，性暴烈，吃鱼、软体动物、海藻等，
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巾。

带 4 耐＠卜儿L
（丰苦）的长条物2 皮～｜鞋～川｜传送～。

81组轮胎2 车～｜汽车外～。＠地带g区域2

温～l黄河一～。。臼带2 ～下，＠画随身
拿着；携带z ～行李 i～于粮。＠面］捎带着做

某事．上街～包茶叶来（捎带着买）／你出去请
把门～上（随手关上）。＠［动i 呈现；显出 z 面～

笑容。 01剖含有2 这瓜～点儿苦味｜说话～

刺儿。＠吕西连着；附带·～叶的桶子 l连说～

笑｜放牛～割草。⑩［到引导；领：～队 1 ～徒

弟。＠［动］带动：以点～面｜他这样一来～得

大家都勤快了。＠［到照看（孩子）．孙子是奶
奶～大的。 e (Dai）圈姓。

E带班l dai;;ban E直带领人值班（巡逻、劳动

等）＝今夜排长亲自～｜老主任出马，～操作。



E带刺JLl dai;; cir 画］指说的话里暗含讽刺意

味：有意见就提，不要话里～。
E带电E dai;;dian l动］物体上带有正电荷或负

电荷。
E带动E daidong l动iJO 通过动力使有关部分

相应地动起来：机车～货车。＠引导着前进；
带头做并使别人跟着做．抓好典型，～全局｜在
校长的～下，参加义务植树的人越来越多。

E带好JL] dai/lh凸or 画面转达问候：你回校时给

王老师～｜你见到他时，替我带个好ilο
E带话】 dai.1hua <~ JL) I到托人传话。
E带劲】 doijin ＜～ IL）闹。有力量；有劲头JL:

他干起活λ来可真～｜他的发言挺～。＠能引
起兴致z来劲＝下象棋不～？还是打球吧｜什么

时候我也会开飞机，那才～呢！
E带菌】 dai11 jun 阉（人或其他物体）带有病菌·

～者｜吃了～食物引起腹泻。

E带宽E daikuan 到频带的宽度。在通信中，
指某一频带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的差（单位是
赫兹）；在计算机网络中，指数据传输能力的大
小（单位是比特／秒）。

E带累】 dail岳I I司使（另1］人）连带受损害；连累．

是我～了你，真对不起。
E带领】 daillng D动1] 0 在前面带头使后面的人

跟随着走 z 老同学～新同学去见老师。＠领

导或指挥（一群人进行集体活动川老师～同学

们去支援麦收。
E带路】 dait 10 r动］引导不认得路的人行进：～
人！你在前面～。

E带擎E daiqie E副主主带。
E带子JL] daishour ＜方〉画顺便：你去吧，你的
事我～就做了。

E带头l daip t6u 画酋先行动起来带动别人；

领头：～捐款｜～人｜～作用。～学科。
E带下l daixia 函中医指臼带不正常的病。

E带薪l daixln 画在离开工作岗位的 4段时间
内，仍享受原有的工资待遇2 ～学习｜～休假。

E带音】 daiyin 画发音时声带振动叫作带音，
声带不振动叫作不带音。普通话语音中元音
都是带音的，辅音中的｜、m,n 、 ng 、「等也是带

音的。别的辅音如 p、f 等都是不带音的。带
音的是浊音，不带音的是清音。

E带鱼】 daiyu 1重鱼，休长侧扁，形状像带子，银
内色．全身光滑元鳞。是我国重要沟产鱼类之

一。有的地区叫刀鱼。
E带职】 dai1;zhi 晴在离开工作岗位的一段时

\uH坷，仍保留原职务或职位不变：～学习！～下
放。

E带子l dai•zi r割＠用皮、布等做成的窄而长

了苦殆贷待｜ dai ｜药’ | 

的条状物，用来绑于L衣物。＠录音带、录像带
的俗称。

1记注 dai ＜书〉＠危险知彼知己，百战不～0

7口 81副几乎；差不多：敌人伤亡～尽。
贷 ι 翩。贷款：信～｜农～｜车～｜房

（货）～。＠闻l 借入或借出～款｜银
行～给工厂一百万元。＠推卸（责任）：责无
旁～。。饶恕l ：严惩不～。

E贷方】 daitang 画簿i己账户的右方，记载资产
的减少，负债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

E贷款】 daikuan O c 一川一）［动l 甲国借钱给乙

国，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借钱给用钱的单＝一
位或个人。 －般规定和l息、偿还日期。 8 ['8] 立王三
贷给的款项＝一笔～！还清～。 百言王三

E贷学金】 daixuejin l刽政府涵过银行以贷款

方式借给贫kt]学生七学用的钱。

经主1 dai llIDI o 对待：优～｜以礼相～｜～人

l 、l 和气。＠招待：～客。
经韭2 dai o 等待：～业｜严阵以～｜有～改
’1可 进。＠帘要·白不～言。＠［动］要；打

算z ～说不说｜～要上前招呼，又怕认错了人。
Yi见 248 页 doio

[l寺／＇＇l daich凸n I司等待分娩。

[:f寺原】 dai·cheng 南］招待；看待：老人拿出最
好的东西～客人。

E待岗】 dai9凸ng 圈（下岗人员）等待重新得到

工作岗位。

E待机E daiF 圈。等待时机：～而动｜～行事。
＠（计算机、子机等）处于等待工作的状态。

E待价而沽1 daijia ’在rgu 等待有好价钱才出售

（话本《论语·子竿》），旧时比喻等待时机出来
做官，现多比喻等待有好的待遇、条件才肯答
应任职或做事。

[:f寺见E dai·jian ＜口） [1jjj] 喜爱；喜欢（多用于－否

定式）·不招人～｜谁都不～他。
[j'寺二号】 daikao r司暂时存疑，留待查考。
[:f寺理不理E daili-buli f象要搭理又不搭理，形

容对人态度冷淡。
[1寺命l daiming l到等待命令：集结～。

E待聘l daipin E司等待聘用：～人员 l单位裁减

编制后，有二十多名干部～。
E待人接物】 dairen-ji岳阳：l 跟人相处。

E待业】 daive 画等待就业·～青年｜～人员｜在
家～。

E待遇E daivu o ＜书〉［到对待（人） ：～宾客甚
厚。＠［到对待人的情形、态度、方式：周到的

～｜冷淡的～。＠画指权利、社会地位等z 政

治～｜～平等。。［组物质报酬；工资桶和l：生

活～｜～优厚。



l 252 I dai don I 待怠域袋袋逮魂戴黛滕谶丹担

E待字E daizi ＜书〉画指女子待嫁（字·指取别
名，借指许配，古时女子成年许嫁才取另Ij名）

～闺中。

e dai o 懒惰；松懈：～惰｜懈～。＠轻
J－~， ·f曼；不恭敬：～慢。

E，怠情E daidua I理懒惰。

【，怠工E dai11gong I司有意地不积极工作．降低

工作效率·消极～。
E，怠慢E daiman 圈。冷淡：不要～了客人。

＠客套话，表示招待不周 2 ～之处，请多包涵。

非非 dai ＜方〉坝（多用于地名）：石～（在安
三三三叫飞徽）｜钟～（在浙江）。

矗重重F ~ dai o c～儿）圈口袋z 布～｜衣～｜米～。
4义.＠直用于水烟或旱烟2 一～烟。

E袋鼠】 daishu 圈哺乳动物，前肢短小．后肢粗

大，善于跳跃，尾巴粗大，能支持身体。雌的腹
部有皮质的育儿袋。吃青草、野菜等。种类很
多。生活在大洋洲。

E袋装书】 daizhuangshu I割口袋书。

E袋子E dai·zi I割口袋：面～。
4龙 dai E 旦习的旧称。

/..I飞

、兰事1 dai o ＜书〉到；及．力有未～。＠
足己＜Dai ）圈姓。

、斗辛2 dai 义同“逮”（d凸 i ），只用于“逮捕”。

」~ 另见 249 页 d归。

E逮捕】 daib心圈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一定时间内剥夺其人身自由，并予以
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

二~=It- ~L dai 见 6 副主爱越l 0 

苟墨（冀）
戴 dai 们把东西放在头、画、颈、胸、隅

处：～帽子｜～花｜～眼镜｜～红领巾。＠

头顶着：披星～月 i 不共～夭。＠拥护尊敬：
爱～｜感～。。（Dai）圈姓。

E戴高帽子】 dai gaomao· zi 比喻对人说恭维
的话。也说戴高帽儿。

E戴绿帽子l dai lumao• zi 称人妻子有外遇（含
讥讽意） 0 

E戴帽子I dai mao•zi 0 指力H f罪名．不抓辫

子，不～，不打棍子。＠指给患者的疾病定性：

他的糖尿病已经～了！医生已给他戴上了冠心
病的帽子。

E戴胜】 daisheng 圈鸟，羽毛大部为棕色，有羽

冠，嘴细长而稍弯。吃昆虫，对农业有益。通
称呼哼哼（hOb己biS ）。

E戴孝E dai11xiao 阉死者的亲属和亲戚在一

定时期内穿着孝服，或在袖子k缠黑纱、辫子

上扎白绳等，表示哀悼。

E戴罪立功】 daizui-lig6ng 在承当某种罪名的

情况下建立功劳。

黛 dai o 哺育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
来画肩：粉～（指妇女）。＠〈书〉青黑色

的2 ～发（胁。 8 (Dai ）画姓。

E黛绿】 dailu ＜书〉晴墨绿·深秋的树林，一片

～，一片金黄。

臆 dai ＜书〉阳m

谶耐川5 页1酬

［二 ~~面：~豆豆王二二：：

ITT. don ＠红色：～砂｜～枫。＠依成方制
J .J 成的颗粒状或粉末状的中药（从前道家炼
药多用朱砂，所以称为“丹”）：丸散膏～｜灵～

妙药。 8 <Dan）圈姓。

四顶鹤E dandTnghe 画鹤的一种，羽毛白色，
翅膀大，末端黑色，覆在短层上面，能高飞，头

顶朱红色，颈和腿很长，常涉水吃鱼、虾等。叫
的声音高而1响亮。也叫仙鹤。

E丹毒】 dandu 圈病，由溶血性链球菌侵入皮
肤的小淋巴管引起。最常发病的部位是商部
和小腿。症状是突发高热，病变部分呈片状红
斑，疼痛，发热，与正常组织之间界限很i育晰。

E丹方】 d。nf。ng 同“单为＿，＂

E丹凤眼E danfe「1gy凸「1 圈外眼角向上｛敖翘的

眼睛。也说凤眼。

E丹青l danqlng ＜书〉圈。红色和青色的颜
料，借指绘画：～手（画师）｜～女笔｜擅长～。＠
指史册；史籍＝功垂～。

[f't砂l dansha ［萄辰砂。
E丹参】 dansh岳n l组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囚棱

形，羽状复叶，花淡紫色或白色。根圆柱形，外
皮朱红色，可入药。

E丹书铁契】 danshO-ti岳qi 丹书铁券。

E丹书铁券】 danshO-ti岳quan 古代帝王赐给功

臣1盐代享受优厚的待遇和免罪的凭证。因用
红字写在铁板上而得名。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

幸，法治社会里没有免罪的～。也叫丹书铁契。
U习田】 dantian I吕＠穴位，关元、阴交、气海、

石门四个穴位位于腹部脐下，都叫作丹田。＠
人体的部位，两眉间叫上丹田，心窝处叫中丹
田，脐下叫下丹田。＠道家指人体脐下三寸
的地方。

E丹心E danxln 圈赤诚的心·一片～。

+M ·~ don 圃＠用肩膀挑．～水 l人家
但（檐）两个人抬一筐，他一个人～两筐。



＠担负；承当：承～｜分～｜把任务～起来｜你叫
我师傅，我可～不起（不敢当）。
另见 256 页 cian;257 页 dano

E担保l danb凸0 ［到表示负责，保证不出问题或
一定办到．出不了事，我敢～｜交给他办，～错

不了。
E担不是】 don bu· shi 承当过错：万一出了问

题，也不能让他一个人～。
E担待l dandai 〈口） ［现＠原谅；谅解：孩子
小，不懂事，您多～。＠担当·～不起｜你放心

吧！一切有我～。
E担当l dandang ［割接受并负起责任·～重
任｜再艰巨的工作，他也勇于～。

E担负E danfu l垂承当（责任、工作、费用）＝～
重任｜施工所需费用由厂方～。

E担纲】 dangang 圈指在艺术表演或体育比赛
中担任主角或主力，泛指在工作中承担重任：

这部影片由著名演员～｜方案设汁由享有盛誉
的建筑师～。

E担搁】 dan•ge 见255 !Jti（耽搁］。
E担架l danjia 回医院或军队中抬送病人、伤
员的用具，用竹、木、金属等做架子，中 raJ绷着

帆布或绳子．一副～。
E担惊受怕】 danjlng shoupa 提心吊胆，害怕

遭受祸害。
E担名E dan11 ming （～儿）圈承当某种名分z 他
只是担个名儿，并没做什么工作。

[:J'l'l.任】 danren 1割担当某种职务或L作：～小

组长｜～运输工作。
E担心】（耽心＞ don川 xin l到放心不下·～情况
有变｜一切都顺利，请不要～。

E担忧】（耽忧＞ danyou l型发愁；忧虑：儿行千

里母～ i不必～，他不会遇到危险的。

单… dan O 阴阳只有一个的
（罩）（跟“双”相对）：～扇门｜～人床。

＠南属性词。奇数的（1 、3、5 、7 等，跟“双”相

对）：～数｜～号｜～日。＠单独：～身｜～干｜
～打一｜～枪匹马！形～影只。 01直i 只；仅：干
工作不能～凭经验｜别的不说，～说这件事。＠

项目或种类少3不复杂：简～｜～纯 1～调。。
薄弱．～薄 l ～弱｜势孤力～。＠［归属性词。
只有一层的（衣服等）·～衣｜～裤｜这堆衣服～

的、夹的都有。＠（～儿）圈单子①：被～儿｜床
～。＠（～儿）（每单子②：名～｜传～｜清～｜账
～ l货～｜你给开个～儿吧。⑩画用于签合同
的生意：一～生意｜这个月签了好几～大买卖。

d) coon> I萄姓。
另见 141 页 ch6n;1139 页 Shan 。

E单帮】 danbang ~J 指从甲地贩商品到乙地出

担单 l don I 253 I 
卖的单人商贩：跑～｜～客人。

E单边】 danbian 圃属性词。由一个方面进行

的，特指出－个国家进行的（对“双边、多边”而

言）：价格～下跌！～制裁。

Z单只；E danbing I重＠单个儿的士兵：～教练

（一个士兵、一个士兵地进行教练）。＠〈书〉孤
立无援的军队：～奋战。

E单薄】 danb6 Ill回＠指天凉或天冷的时候穿

的衣服薄而且少．冰天雪地的，穿这么～，行
吗？＠（身体）瘦弱：她从小多病，身子～。＠

（力量、论据等）薄弱；不充实2 人手～｜兵力～ i
内容～。

E单产E danchiin ［！亘在一年或一季中单位土地王三三

面积上的产量。 =- 
E单车l danch岳〈方〉［旬臼行车。

E单程】 dancheng 圈一来或一去的行程（对
“来回、往返”而言） ：～车票。

E单传】 danchu6n ［司＠几代相传都只有一个

儿子：三世～。＠旧时指一个师傅所传授，不

杂有别的流派。

E单纯l danchun 圈。简单纯一；不复杂z 思

想～｜情节～。＠单~，～技术观点｜～追求数

量。
E单纯词E danchunci ~只包含一个词素的词
（氏别于“合成词勺。就汉语说，有时只用一个

字来表示，如“马、跑、快飞有时用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字米表示，必须合起来才有意义，如“葡
萄、徘徊、法国i斯、罗曼蒂克”。

E单纯林l danchunlin t割由一个树种组成的森
林（跟“混交林”相对）。

【单t咀 danci l~l 0 词（区别于“词组勺。＠单

纠li司iL

E单打E dand凸［白某些球类比赛的一种方式，

由两人对打，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都有单

打。

E单打】 dandiiyi Ill画集中力量做件事或只

顾及某一方面的事物，而不管其他方面z 现代

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

平衡，不能～o

E单单E diind归国只；仅仅（表示从一般的人
或事物中指出个别的）：别人都来了，～他没

来｜其他环节都没问题，～这里出了毛病。
E单刀】 dandao i吕＠短柄长刀，武术器械。
＠武术运动项目之一，表演或练习时只用一
把单刀。

E单刀直入】 dandao-zhiru 比喻说话直截了

？匀，不绕弯子。
E单调E dandiao 晴简单、重复而没有变化：色

彩～｜样式～｜只做一种游戏，未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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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单独J dondu 画不跟别的合在一起；独自·
～行动｜请抽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我要～跟你谈
谈｜他已经能够离开师傅，～操作了。

E单方】1 donfong E回属性词。单方面的．～权

利 1他们竟然～撕毁了合约。
E单方r donfong ~I 民间流传的药方。也作
丹方。

Z单干l dongan ~司不跟人合作，单独干活JL:

～户｜一个人～O

E单杠l dongang 圈＠体操器械的 4种，用两

根支柱架起一根铁杠做成。＠男子竞技体操
三三三三 项目之一，运动员在单杠上做各种动作。

三三暨 E单个JL] danger O 圆独自一个：说好了大家
＝二士 一齐去，他偏要～去。－~属性词。成套或

成对中的一个z ～的耳环 l这套家其不～卖。
E单轨E dongul 圈只有－组轨道的铁路线。

E单果l donguo IE 果实的一类，由一朵花的一
个成熟子房发育而成。如桃、李、杏、棉、向日
葵等的果实。也叫单花果。

E单过E donguo ［面（分开）单独过日子：儿子结
了婚，和老人分居～了，只在节假日回来。

E单寒E donhan ＜书〉回＠衣服穿得少，不能
御寒。＠家世寒微，没有地位。

E单花果E donhuoguo rEI 单果。
E单簧管E donhuangguan IE 管乐器，由嘴子、
小筒、管身和喇叭口四部分构成，嘴子 l二装有
单簧片。也叫黑管。

E单价】 donjia 圈商品的单位价格。

E单间E donjion （～儿）［函＠只有一间的屋子：
～铺面。＠饭馆、旅馆内供单人或一起来的

几个人用的小房间。

E单键E donjian 圈化合物分子中两个原子以

共用一对电子形成的共价键。通常用一条短
线（）表示。

E单晶体】 donjlngtr 圈原子按照统一的规则
排列的晶体。具有一定的外形，其物理性质在
不同方向→般各不相同。

E单句E donj1江南不能分析成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分句的句子。
E单据1 donju 直j ~）［付款项或货物的凭据，如收
据、发票、发货单、收支传票等。

E单口l donkou 回属性词。由艺的－种表演

形式，只有一个演员进行表演的．～相声｜～快

板儿。

E单利】 donli !El 计算利息的一种方法。只按
照本金计算利息，所生利息不加入本金重复计
算利息（区别于“复利’勺。

E单恋】 donlian 南］男女「日j仅一方爱慕另一方；

单相思。

E单列】 don lie 圈（项目等）单独开列：计划～

市 i这笔款项收支～。

E单另】 donling 圆单独另外：特殊情况可～处

理。

E单偶婚•］ don ’ ouhun IE 一夫一妻的婚姻形
式，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E单皮】 donpi 圈板鼓。

E单枪匹马】 donqiong-plm凸指单独行动，没有

别人帮助。也说匹马单枪。

E单亲E donqln ~属性词。指只有父亲或只

有母亲的：～家庭 1～子女。
E单人舞】 donr自nwu r量独舞。

E单弱］ donruo ~国＠（身体）瘦弱；不结实。＠
（力量）单薄·兵力～。

E单身］ donsh创＠［却没有家属或没有跟家

属在一起生活：～汉｜离婚后他一直～。＠回事l

指单身的人z ～宿舍 11-也四十出头了，还是一个
～。＠画只身：～在外。

E单身贵立主E donshen guizu 指独身的成年人

（多指比较年轻、条件比较优越的）。

E单身汉】 donsh岳nhan 圈没有妻子的人，有时

也指没有跟妻子一起生活的人。
E单一数l donshu 瑾JO 正的奇数，如 1 、 3、 5、 7

等。＠某些语言中由词本身形式或其他形式
表示的单→的数量。例如英语里 pen 表示一
支钢笔，是单数。

E单糖】 dontang 圈分子构造比较简单的糖，
不能水解成更简单的糖类，如葡萄糖、果糖等。
单糖在人体内不经过分解就能吸收。

E单｛本E dontr [El 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简单化
合物。如合成聚氯乙烯的氯乙烯。

E单条】 dontiao c～儿）圈立轴（对“屏条”而

言）。

E单挑】 donti凸a r现单独挑战；单独与对于较

量·有本事你就～｜比赛方式为一对一的～。
E单位1 donwei 圈。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

称。如米为计量长度的单位，千克为计量质量

的单位，开为计量容积的单位等。＠指机关、
团体等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等的各个部门：
直属～｜下属～｜事业～｜参加竞赛的有很多～。

E单位制】 donweizhi 画有关基本单位、导出

单位等系列量度单位构成的体制。

E单弦JL] donxianr l割曲艺的一种，用弦子和

八角鼓伴奏，八frl鼓由唱者自己摇或弹。流行

于华北、东北等地。
E单线】 donxian 圈。单独的一条线。～联

系。＠只有一组轨道的铁道或电车道，相对
方向的车辆不能同时通行（区别f“复线”）。

E单相思】 donxiongsl R动］指男女间仅一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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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爱慕。
E单向E danxiang lffil 属性词。单一方向的：
人才不能）流动。

E单项】 danxiang i组单一的项目：体操～比

赛。
E单行E danxing 0 G形］属性词。就单一事项而
实行的（条例等）；仅在某个地方颁行和适用的
（法规等）。＠国单独降临：祸不～。＠！动］

向单一的方向行驶2 ～线｜这条路只能～。

E单行本】 danxingb岳n IEJ 0 从报刊上或从成
套成部的书里抽出来单独印行的著作。＠在
报刊上分期发表后经整理、汇集而印行的著作。

E单行逅l d凸nxingdao IEJ 单行线。
E单行线E danxingxian ［名l 只供车辆向个方

向行驶的路。也叫单行道。
E单性花】 danxingh回国伞朵花里只有雄在

或雌溢的叫单’件花。具有单性花的植物，有的
雌雄同株，如玉米；有的雌雄异株，iin大麻。

E单性生殖l danxing-sh岳ngzhi 某些比较低等

的生物的卵未经受精就能发育成新的个体，这
种繁殖叫作单性生殖。动物中如蜘虫不经过
交配就能繁殖，植物中如黄瓜不经过传粉受精

就能结果。也叫孤雌生残。

E单一姓】 danxing E 只有一个字的姓，如张、王、
XIJ 、李等（对“复姓”而言） 0

E单眼E danyan r割许多元脊椎动物的视觉器
官，只有一个水晶体。单眼的数口囚动物不同
而异，如蜜蜂有 3 个，蜘蛛类有 2 8 个。单眼

只能分辨光的强弱，不能分辨颜色。
E单眼皮】 dany凸npi （～儿）阁下缘没有裆儿的

t眼皮。
E单叶l danye 圈一个Pt柄 i：只生一个叶片的

叶子，形状很多，.ftD针彤的、条形的、披针形的、

倒卵形的。

E单－】 danyl ［用只有种：～经济！品种～｜方

法～o

E单衣E danyl 圈只有→层的比较薄的衣服。

E单音词E danylnci 圈只有一个音节的词，如
“笔、水、花儿Chuar）、吃、走、大、高”等。

E单音字】 danylnzi 圈只有 4个读音的字，如

“丹、巾”等。

E单元E danyuan ['81 整体中臼成段落、系统，白

为一组的单位（多用于教材、房屋等）：～练习｜

～房 13 号楼 2～402 室。

E单元房E danyuanfang 固有卧室、客厅、厨

房、卫生间等臼成一一套的住房。
E单肢动物】 danzhl-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一
门，有触角，通常只有用来行走的步足，有的第

一对步足变成毒锁。如昆虫、蟆蛤、蛐蜒、马陆

等。

E单质】 danzhi 南由同种元素的原子组成的

纯净物，如氨、氧、澳、隶、铁、铜等。有些元素
可以形成不同的单质，如元素磷有白磷、红磷
等单质。

E单子】 dan·zi ［刽＠盖在床上或包在被、褥上

的大幅布：布～｜床～｜褥～。＠分项记载事
物的纸片：菜～｜要买些什么，请开个～。

Z单字E danzi ［重单个儿的汉字。

E单作E danzuo ［刻在一块耕地上，一茬只种植
一种作物。

眈 don 9l'. F 。

E眈眈E dandan 圆形容眼睛注视z ～丰日向｜虎

视～。

耽1 L. don 延误；也～搁｜～误。
（就）

耽2 don ＜朽〉沉溺；入迷： ~Jj(. j ～于幻想

E耽搁lCtfl.搁） don· ge I到＠停留 2 因为有些

事情没办完，在上海多～了三天。＠拖延z ～
时间 l事情再忙也不要～治病。＠耽误·庸医
误诊，把病给～了。

E耽误E don· wu [ill] 因拖延或错过时机而误

事：：快走吧，别～了看电影 l 手续烦琐，实在～

时间。
E耽心】 dan;;xln 见 253 页【担心l 0 

E眈忧】 danyou J.1, 253 页【担忧t

单F Dan O 郭城 CDδ
（鄂）名’在河南0 8 ［名］姓。

明 don 用于人名，棚，古代哲学
(ii耳目）家。

男单 don ＜书〉队竭尽z ～心｜～力 l
（罗罩）～思极虑（用尽心思）。

E弹精竭虑l danjlng才 ielu 用尽精力，费尽心

思。

痒（瘁） ~~~l2~9FN dano 

E痒症l dannoe 函中医指症疾的一种，症状是
发高热，不打寒战，烦躁，口渴，呕吐等。

禅 d6n （书〉单衣。
（禅）

肇中伽古代酬用的圆形竹器。
（篮）

[1在食壶浆E danshi-huj iang 占时老百姓用革

盛饭，用壶盛汤来欢迎他们爱戴的军队，后用
来形容军队受欢迎的情况（食z旧读 si）。

信 Dan 酬coon叫峭，在海南。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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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an 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瓶子。

同凶

I/ 

d凸n （勿与）

1』？ ! d凸n 古代冠冕两旁用来悬挂塞

饥（枕）耳玉坠的带子。
半口 dan ＜书〉同“弹”c don ）。
3主主另见 252 页 don;257 页 d凸n 。

口口~~ dan 国SI 0 胆囊的通称。＠
王三＂° )j旦（瞻）（～儿）胆量～怯｜～大心细｜～小
三主主 如鼠｜壮壮～儿。＠装在器物内部，可以容纳
三三E 水、空气等的东西：暖水瓶的～ l 球～。＠

coon ）姓。

E胆大包天l danda-baotian 形容胆量极大（多

用于贬义）。
U旦大妄为】 danda wangwei 毫无顾忌地胡

作非为。
[)jg道E d凸ndao 圈胆管。

U旦敢E dangan 画竟有胆量敢于（做某事）：敌

人～来侵犯，坚决把他彻底消灭。
[)jg固醇】 danguchun 圈醇的一种，白色晶体，

质地软。人的胆汁、神经组织、血液中含胆固醇
较多。是合成胆酸和类固醇激素的重要原料。

胆固醇代谢失调会引起动脉硬化和胆石症。

E胆管】 danguan i盈肝脏的输出管，与十二指

肠相连接。肝内生成的胆汁通过它流人十二
指肠。也叫胆道。

U旦寒E d凸nhan Ifill 害怕。

[)jg力l d凸nli [BJ 胆量和魄力：～过人。

U旦量l danliang 置不怕危险的精神；勇气：

～小 J有～o

U旦略】 d凸nlue 画勇气和智谋z ～超群。

U旦囊l d凸nnang 画储在胆汁的囊状器官，在
肝脏右叶的下前方，与胆管相连接。通称月日c

（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统”）
[)jg瓶】 d凸nping 白雪］颈部细长而腹部大的花

瓶，形状略像胆。

[)jff魄l danpo 旦旦胆量和魄力。
E胆气E d凸nqi 圈胆量和勇气。

E胆怯l d凸nqi岳圈胆小；缺少勇气：初上讲台，
还真有几分～O

[Jj8-识!J danshi ！吕胆量和见识z ～非凡。

U且小鬼】 danxi凸oguT 圈胆量小的人（含讥讽

意）。
(ij旦虚E d凸nxo ［垣 /l!:! t.t; ；心虚·大凡行窃的人没
有不～的。

[)jg战心惊l danzhan-xlnjing 形容非常害怕。

U剧fl d凸nzhl I＇苞肝脏产生的消化液，有苦昧，
黄绿色，储存在胆囊中。能促进脂肪的分解、

皂化和吸收。

E胆壮】 danzhuang ~胆子大：他见到有人支

持他，就更～了。

U日子l dan·zi 圈胆量·～不小。

、~芋 d凸n 见 573 页【黄症1 。
χ.！：：：：：！.另见 248 页 •do 。

弹 凸n 画用摔子或别的东
（捍、 1撑）西轻轻地抽或拂，去掉灰

尘等z ～掉衣服上的雪｜墙壁和天花板都～得

很干净。
31见 1139 页 Shano

E弹子】 d凸『i• zi [BJ 用鸡毛或布绑成的除去灰

尘的用具。

崩 dan 叶＞ l阳地（多用于地和z ～口｜
田头～｜王家～（都在广西）。
另见 262 页 d凸ng;512 页 hon 。

m•k don 奉献：～佛。［傣］

9次（殷）
cm走佛l d6nf6 毒自我国信奉佛教的某些少数

民族向庙宇捐献财物，求佛消灾赐福。

直伽〈书〉实在3诚然
另见 258 页 don 。

黑尤巾（书〉＠污垢。＠乌黑。

、

don （勿习）

石 don 画容量单位， 10 斗等于 1 矶时
书中读 shi ，如“二千石、万石”等）。
另见 1181 页 shi o 

口 1 don O 天亮的时候；早晨2 ～暮 i ～夕 i

~ 通宵达～｜枕戈待～。＠（某一）天：一
～｜元～。 8 (Dan) ［萄姓。

口 2 dan 圈戏曲角色行当，扮演妇女，有青
土：：：：！.. 衣、花旦、老旦、武且等区别。
口 3 don III 旦尼尔的简称。旧时的纤度单

土：：：：：！.. 位，9 （）｛）（）米长的天然丝或化学纤维重量

为多少克，它的纤度就是多少旦，1 旦等于 1/9

特。 l日称袋Cdail 。

E旦旦l dandan ＜书〉闹诚恳的样子：～之言 i

信誓～o
E旦角】 danjue c～儿）［~］旦2 ，有时特指青衣、花

日。

(ft尼尔E danni ’岳r [JI] 纤度的非法定计量单

位。简称旦。 C法 denier]

E旦夕E danxl ＜书〉圈早晨和晚上，借指短时



问：危在～｜人有～祸福。

I口 dan O 圈内仅仅2 ～愿如此｜不求有
I！：：＇..功，～求无过｜辽阔的原野上，～见麦浪随

风起伏。 8~到但是：屋子小，～挺干净｜工作

虽然忙，～一点儿也没放松学习。 8 coan）圈

炸。

E但凡E da门fan E到凡是；只要是·～有一线希
望，也要努力争取｜～过路的人，没有一个不在
这儿打尖的。

E但是E danshi ll!J 用在后半句话里表示语义

的转折，往往与“虽然、尽管”等呼应·他想睡一
会儿，～睡不着｜他虽然已经七十多了，～人仍然

很健旺。
E但书］ danshu ['8］法律条文中“但”或“但是”

以下的部分，用以指出该条文的例外或限制。

十n , ~ dan O 圈担子2 重～｜货郎～｜
f且（檐）提篮挑～。＠圈重量单位， 100
斤等于 1 担。＠国用于成扣的东西：一～

水｜两～柴。
另见 252 页 do门； 256 页 d凸「1 。

E担子E dan· zi 圈＠扁担和挂在两头的东西：
一副～。＠比喻担负的责任：我们不怕～重，

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n-:r.1 、 A dan O 诞生2 ～辰。＠生日：

陡（挺）华～｜卜。
n-:r.2 an 荒唐的；不实在的；不合情

诞（诞）理的．虚～｜荒～｜怪～。
E诞辰】 danch自n ~生日（多用于所尊敬的

人）。

E诞生】 dansh岳ng 南（人）出生·他～在兵荒马
乱的年月。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了。1 dan ＜书〉大；盛z ～怒单（悻）
--n:;t 羊一 dan 见 fo

宣（喳）
E查户E danhu r组水上居民的｜日称o

E查民E danmin 喝水上居民的旧称。

苔 dan 见川剧翩。

忖，j; 1 • •, dan ＜书〉＠吃或给
｝叹（唱、瞰）别人吃： ~fRI 以枣～
之。＠拿利益号｜诱人·～以重利。

峻2 Da门回姓

占·'1::_ dan O I预液体或气体中所含的某种成

7飞分少；稀薄（跟“浓”相对） ：～墨｜天高云～。
＠［想（味道）不浓；不咸：一杯～酒｜～而无味！

莱大～，再放点儿盐。＠［用（颜色）浅：～青｜～

但担诞｛单蛋苔峻淡 l don I 257 I 

绿｜颜色很～0轻描～写。＠［归冷淡；不热心：

～然处之｜～～地答应了一声。＠团政j 营业不

旺盛：～季｜～月｜近来生意很～。＠没有忘

昧的；元关紧要的2 ～话｜～事｜扯～。＠
coon）函姓。

E淡泊】（檐泊） danb6 ＜书） 0 i用恬淡z ～明

志｜～寡欲。 fj ［割不追求；不热衷：～名利。

Z淡薄t] danb6 l~ O c云雾等）密度小＝浓雾渐

渐地～了。＠（味道）不浓：酒味～。＠（感

情、兴趣等）不浓厚：人情～！他对象棋的兴趣
逐渐～。。（印象）因淡忘而模糊：时间隔得

太久，印象非常～了。

E淡菜E dancai 罔贻贝的干制品。
E淡出E danchu [Z主］＠影视片的画面由清晰明

亮逐渐变得模糊暗淡，以至完全消失，是摄影
方法造成的一种效果，表示剧情发展中一个段

落的结束。＠比喻逐渐退出（某一领域、范
围） ：～演艺界｜～社会活动。

E淡定E danding l厢（心情、态度等）淡然而平

静：神情～｜从容～。
【淡而无味】 dan, erwuwei 食物淡，没有滋味。

比喻事：物平淡，不能引起人的兴趣。
【淡化】 danhua 圈。使含盐分较多的水变成

可供人类生活或工农业生产用的淡水z ～海
水｜咸水～。＠（问题、情感等）逐渐冷淡下来，
变得不被重视或无关紧要z 家族观念～了。＠
使淡化：～故事情节。

[j炎季E danji 圈营业不旺盛的季节或某种东

西出产少的季节（跟“旺季”相对）：旅游～｜蔬
菜～。

[j炎漠E danma ［翻＠没有热情；冷淡：反应

～｜～的神情。＠记忆不真切；印象淡薄：二
十几年过去了，那次事故在人们的记忆里已经
～了。

E淡青】 danqing [!BJ 浅蓝而微绿的颜色。

E淡然】（檐然） danr6n ＜书） ［用形容不经心月王

在意：～置之｜～一笑。
E淡入E danru 画＠影视片的画面由模糊暗淡

逐渐变得清晰明亮，以至完全显露，是摄影方

法造成的－种效果，表示剧情发展中一个段落

的开始。＠比喻逐渐进入（某一领域、范围）。
E淡市】 danshi 函交易清淡的市场形势（跟“旺

市’守日x•D ：中式快餐在～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
力。

E淡水】 danshui I主l 含盐分极少的水2 ～i胡｜～

养鱼。
E淡水湖］ danshu ihu ［鱼水中含盐分极少的
湖。

[i发J忘】 danwang LZIDJ 印象逐渐淡漠以至于忘

主主



主主

258 don 淡惮弹蛋氮直

记·许多年过去，这件事被人～了。
E淡雅l d凸ny凸回素净雅致；素淡典雅·服饰

～｜色彩～O

E淡月E danyue 
月吁目；对）。

圈营业不旺盛的月份（跟“旺

E淡妆E danzhuang O 圈淡雅的妆饰。＠画

素淡地化妆：～浓抹。

惮 don ＜书〉畏惧，也肆无←
（悻）

弹→ dcin 0 （～叫子z ～丸｜泥
（罩）～儿。＠枪弹；炮弹以乍弹：中～｜

投～｜手榴～｜燃烧～｜信号～｜原子～｜氢～｜导

另见 1268 页的no

E弹道】 dcindao 圈弹头射出后所经的路线。
因受空气的阻力和地心引力的影响，形成不对

称的弧线形。
E弹道式导弹E dandaoshi d凸odan 导弹的一

种，由火箭发动机推送到预定高度和达到预定

速度后，发动机自行关闭，导弹由于惯性作用
沿弹道曲线飞向目标。远程导弹、洲际导弹大

多是弹道式导弹。也叫弹道导弹。

E弹弓l dangang 圈用弹eta门）力发射弹丸的

弓 O
E弹痕】 danhen IEJ 枪弹射出后或炮弹爆炸后

在地面或其他物体上留下的痕迹z ～遍地｜～
累累。

E弹尽粮绝】 danjin-liangjue 弹药用光，粮食吃

完，形容必需品断绝，处境卜分困难。
E弹壳】 danke 圈。药筒的通称。＠炸弹的

外壳。
E弹坑】 dankeng 圈炮弹、地雷、炸弹等爆炸后
在地面或其他物体上形成的坑。

E弹片E danpian l萄炮弹、炸弹等爆炸后的碎

片。
E弹头E dantau 圈枪弹、炮弹、导弹等的前部，
射出后能起杀伤和破坏作用。

E弹丸l danwan 圈。弹弓所用的铁丸或泥

丸。＠枪弹的弹头。
E弹丸之地】 danwanzhldi 形容很小的地方。

E弹无虚发】 dcinwt：』xufa 子弹射出去每颗都命

中目标，也比喻做一件事成一件事，没有落空

的。
E弹药】 danyao 圈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

地雷等具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

物的统称。
E弹着后】 danzhu6dian

地点。

（置枪弹或炮弹着落的

E弹子l don· zi 圈＠弹丸①。＠〈方〉台球

①：～房。

蛋伽＠圈鸟、龟蛇等所产的卵。＠主
要为产蛋而饲养的：～鸡。＠哩（～儿）球

形的东西：泥～儿｜山药～。
E蛋白E danbai 圈＠蛋中透明的胶状物质，包
在蛋黄周围，由蛋白质组成。也叫卵白、蛋清。

＠指釜臼质．动物～｜植物～。
E蛋白陈】 danbaidong 圈有机化合物，由蛋白
质经酸、碱或蛋白酶分解后而成。医学上用作
细菌的培养基，也用来治疗消化道疾病。简称
陈。

E蛋白酶】 danbaimei l每有机化合物，主要存
在于动物体内，作用是把蛋白质分解成便于吸
收的氨基酸。种类很多，如胃蛋白酶、膜蛋白
酶等。

E蛋白质】 dcinbaizhi 圈夭然的高分子有机化

合物，由多种氨基酸结合而成。是构成生物体
活质的最重要部分，是生命的基础，种类很多。

旧称阮（「呻n ）。

[i宣雕E dcindiao 圈在鸭蛋等蛋壳上雕刻形
象、花纹的艺术，也指用蛋壳雕刻成的工艺品。

E蛋糕】 dangao 圈。鸡蛋和面粉加糖和油制

成的松软的糕。＠比喻叮用来分配的财富、
利益等：既要把～做大，又要把～分好。

E蛋羹E dang岳ng l割鲜蛋去完打匀后，加适量

的水和作料蒸成的食物。
E蛋黄】 danhuang c～儿）函蛋中黄色胶状的

物体，球形，周围有蛋白。也叫卵黄。
E蛋鸡】 danjj ［萄卵用鸡。

E蛋品l dcinpln IE] 各种蛋类（如鸡蛋、鸭蛋、鹅

蛋、审时鸟蛋等）和各种蛋类制品的统称。

E蛋青l dcinqlng 画像青鸭蛋壳的颜色。
E蛋清】 dcinqlng （～儿）〈口〉［刽蛋白①o

E蛋塔l dcint凸函见 258 页【蛋主达 ll"
E蛋披】 danta 圈一种西式点心，用鸡蛋、奶油
等制成，小碟状，馅料露在外面。也译作蛋塔。
［挺，英 tart]

E蛋鸭E danva r割卵用鸭。

E蛋子l dan•zi I萄蛋③。

信f don I组＠气体元素，符号 N＂元色元
乡耐臭，不能燃烧，也不能助燃，化学性质很不
活泼。氮在空气中约占 4/5 ，是植物营养的重

要成分之一。用来制造氨、硝酸和氮肥，也用

来填充灯泡。＠指氮气。
E氮肥】 danfei 画主要提供氮元素的肥料，能
促进作物的茎叶生长，如硫酸钱、硝酸饺、厥
肥、绿肥、人粪尿等。

E氮气】 danqi 南氮分子组成的气态物质。

直 don ＜书〉同‘但’悦。
另见 256 页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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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dan ＜书〉＠由于劳累而得的 l 早知今日刷～？
（瘁）病。＠憎恨2 彰善～恶。 I E当代】 dangdai 面当前这个时代z ～文学 l～
另见 255 页 dδn 。 | 英雄。

完 dan ＜朽〉头发下垂的样子。 IC当迦 don
| 站着。＠［甜掌握政权（含贬义） ：奸候～。＠

ni、 FIFI dar、〈书〉同司“峻l ”o | 圈旧时指掌握政权的大官．取悦子～o
叫闯（ U罔） I c当地】 dar刷［刽人、物所在的或事情发生的
赠晒 dan ＜书〉＠实相预先付钱。川叫扣地～百姓l～风俗。

（赔）＠栅或书画卷轴卷头t贴缓的 I c当归l danggul ！翻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
地方。 I rt·，花白色，果实长椭圆形。直根肥大，可入

守住去 dan 〈书〉安静。
V目另见 126υ 页 tan 。

E扫雷泊】 danb6 见 257 页【淡？白）！ 0 

E浩然】 danran 见 257 页！1炎然lo
必缸 dan ＜书〉＠安定；泰然。＠忧愁z 烦
U日～。

潭 dan 古时翩翩匠的祭祀

腥 dan 见下
另见 1138 页 shan 。

U宫中】 danzhong 圈中民指人体胸腹／＇a］的脯。

j一一…且自119 （勿尤？ ] 

、 r~1 、“ don口＠相称z 相～｜门～户
三3 （首）对I~ ;f ～罪。＠［动担任；充
当：～干部｜选他～代表。＠［司承当；承受z
敢做敢～｜～之无愧！我可～不起这样的夸奖。
＠掌管；主持：～家｜～权｜～政（独～一面。＠
南！助动词。应当：该～｜理～如此｜能省的就

省，～用的还是得用。。［到 I百对着；向着：～
面｜～着大家说清楚。＠圆正在（那时候、那

地方）：～今｜～场｜～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
了。＠〈朽〉阻挡；抵挡．蜡臂～车 1 锐不可～。
＠〈书〉顶端z 瓦～。⑩（Dang) ['gl 姓。

主U2 、，， 巾 dang 似声］形容撞击金=::r （苗、 ~i ）属器物的声音：时钟～～
～响了三下。
另见 262 §( d凸ng 。

E当班E dangban c～儿）南l 在规定的时间内担
任工作或参加劳动；值班：轮流～｜～工人正在

紧张地劳动。
["j差】 dangchai O c 扩）闯旧时指做小官

吏或当仆人。＠［萄 IR时指男仆。
E当场E dangch凸ng [ill] 就在那个地方和l那个时

｛民z ～出丑 i～捕获 It也～；就把这种新的技术演
示了一次。

E当初】 dangchu ：包时间训。指从前，特ffi 过

去发生某件事情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汪洋｜

药。

E当行出色l danghang chose 做本行的事，成二三
绩特别显著。 主主

E当红E dangh6ng I勤（演员、文艺作品等）正走－－

红z ～影星 l～歌曲。
E当机：在能fr] dangjl-liduan 抓住时机，立刻决

断。
E当即E dangji 画立即；马上就：接到命令，～

出发。

E当家E dangjia O < －／户一）~副主持家务：不～
不知柴米贵｜我年纪轻，当不了家。人民～做主。

8~ 属性词。主要的；最拿于A的：～菜。
E当家的l dangjia·de ＜口〉塌＠主持家务的

人。＠主持寺院的和尚。＠指丈夫Czhang
•fu）：她～在县里工作。

E当家人】 dangjiar白，1 圈。主持家务的人。

＠借指集体中主事的人：他是俺村的～。＠
〈方〉指丈夫Czhang•ful 。

E当间JLl dangj ianr ＜口〉［每为佼词。中问：堂
屋～放着张大方桌。

E当街】 dangji岳 01到靠近街道；l临街：这里的

酒店，都是～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方〉圈
街t＿：出了院门，直奔～。

E当今E dangjln l割。时间词。如今；现时，目

前：～世界i～最新技术。＠封建时代称在位
的皇帝。

E当紧l dangjin < h-> [ff到要紧：要把精力用在

最～的事情土。

E当局】 dangju 圈指政府、党派、学校中的领导

者z 政府～｜学校～。
E当局吝淫，旁观者清E dangjuzh岳时， pang

guanzheqlng 当局者指F棋的人，旁观者指

看棋的人。比喻当事人往往闵为对利害得失
的考虑太多，认识不客观，反而不及旁观的人
看得清楚。

E当专？：l dangkang ［：动］在上空；在大空：烈日

～｜哈月～O

［＇与 r J JLl dang· kour < L::f ＞妇事情发生或进行

的时候：正是抗旱紧张的～，他们送来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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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机。
E当日部.］ dang lang 睡雪白形容金属器物磕碰的

声音：～一声，铁锅掉在地上。
E当量l dangliang IEJ O 科学技术上指与某标
准数量相对应的某个数量，如化学当量、热功
当量、核装置的梯恩梯当量。＠特指化学当
量。在没有建立物质的量这一概念以前，用来
表示某→化学反应中参与物质的相对含量。

E当令E dangling ｜重合时令：现在是伏天，西瓜
正～O

E当面l dang;; mian （～儿） [ii』在面前；面对面

~~o 二 （做某件事）：～对质｜～说清楚。
三E E当面锣，对面鼓E dii叩nianltιduimiangu

比喻面对面地商谈或争论。
E当年】 diingni6n 0 圈时间词。指过去某－

时间：～旧事！～我离开家的时候，这里还没通
火车。＠［剥指处于身强力壮的时期2 他正

～，干活儿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另见 262 页 da门gni6no

E当前E diingqi6n 0 画在面前：大敌～｜国难

～。 8 !El 时间词。目前；现阶段：～的任务。

E当权l dang庐qu6n p动］掌握权力：～人物。

E当JLl diingr （口〉圈。当口 JL ：正在犯愁的
～，他来帮忙了。＠空JL ；空隙2 两张床中间留
一尺宽的～。

E当然】 diingr6n 0 r形i 应当这样＝理所～｜取
得这么好的成绩，心里高兴是～的。＠值勤表

示合于事理或情理，没有疑问·群众有困难～
应该帮助解决。

E当仁不让E dangren-burang 《论语·卫灵公》：

“当仁不让于师。”后泛指遇到应该做的事，积
极主动去做，不退让。

E当日E diingri 圈时间词。当（dong）时2 这位

老艺术家年过古稀，仍不减～风采。
另见 262 IJ~ dang 「i 。

Z当时E dangshi 0 圈时间词。指过去发生某
件事情的时候，泛指从前：他这篇文章是 1936

年写成的，～并没有发表｜～他还是个娃娃，如

今都长成大小伙子了。＠画指处于合适的

时期 z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

另见 262 页 dangshi 0 

E当世E diingshi 圈当代z ～无双。

E当事人】 dangsh i ren 圈。指参加诉讼的一
方，如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被告，刑事诉讼中的
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
跟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人，如订立合同的双方。

E当头E diingt6u 0 圆正对着头＇ :if!!头：～←
棒。＠画（事情）到了眼前；临头．那时国难

～，全国人民同仇敌吭，奋起抗战。＠画放在

首位：敢字～ i不能遇事钱～。
另见 262 页 dang• touo 

E当头棒喝l dangt6u-banghe 佛教禅宗和尚

接待前来求学的人时，常常用棒迎头一击或大
声一－喝，促其领悟。比喻促人醒悟的警告。

［＇与头一棒】 dangt6u-yibang ＠比喻促人醒

悟的警告。参看 260 页i当头棒喝lo ＠比喻
给人以突然打击。

E当务之急E dangwuzhiji 当前急切应办的事。

E当下E dangxia O 圈时间词。目前：抓紧完

成～的工作｜立足～，放眼未来。 8 liffi 就在那

个时刻；立刻：我一听这话，～就愣住了。
E当先】 dangx iiin 0 画赶在最前面：奋勇～！
一马～，万马奔腾。＠〈方〉圈当初。

E当心I dangxin 自由］小心；留神 z 慢点儿走，～

地上滑｜跟这种人打交道，你可千万～。
E当心r diingxin ＜方〉［望胸部的正中，泛指正

中问：～一拳｜拖拉机停在场院～。
E当选】 diingxuan 画选举时被选上z 他再次

～为工会主席。

E当央】 dangyang ＜方〉函当中；正中·堂屋～
摆着八仙桌。

E当腰］ diingyiio 圈中间（多指长条形物体）．

两头儿细，～粗。

E当院l dangyuan c～儿）〈方〉圈院子里2 吃完

晚饭，大家都在～乘凉。

E当政】 dangzheng 圈掌握政权。

E当｛自l dangzhi 圈值班．大年三十那天正轮

上我～O

E当中】 dangzhong 画方位词。＠正中：烈

士纪念碑坐落在广场～。＠中间；之内 z 谈话
～流露出不满情绪｜在这些英雄人物～，他的事

迹最感人。

E吁中「日］JL] dangzhongjianr ＜口〉圈方位词。

正中．照片的右边是哥哥，左边是我，～是妈
妈。

E当众l dangzhong 圃当着大家z ～表态 1 ～

宣布结果。

【当子】 diing•zi ＜口〉圈空JL ；空隙z 不要留那
么大的～，靠近一点儿。

挡巾 dang O 妇女酣睡上的一种
（王宫）装饰品。＠指宦宫。汉代宦官侍

中、中常侍等的帽子上有黄金鸡的装饰品。

铛… dang 回形容撞击金属器物的
（鳝）声音：钟敲得～～响。
另见 164 页 chengo

主、£、、．， dang IEJ 0 两条裤腿相连的部
f司（首）分：~黄～i 直～！开～裤｜这条裤子
～太肥。＠两条腿的中间z 腿～｜膀～ i 从～



下钻过去。

挡（蜡） dang 见到04页阳

笃（营） de 见 162 阳。

v 
d凸ng （勿尤）

当… 山 d凸ng 0 lij!JJ 拦住；抵挡
（、指）拦～｜～住去路｜兵来将～，

水来土掩l一件单衣可～不了夜里的寒气。＠

圈遮蔽z ～风 i～雨 l 山高～不住太阳。＠哩l
（～；L)挡子．火～｜炉～儿。＠陆l 排梢的简称＝

二～｜空～！挂～｜倒～。 01E 某些仪器和测
量装置用来表明光、电、热等量的等级。
另见 263 页 dang"

E挡车】 d凸ng;;che Q司纺织工业指看管一定数
量纺织机器，并负责所看管机器上的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的工作：～工。

E挡风墙】 d凸ngf岳ngqiang IBl 比喻可以起保护
作用的人或事：父母要放手让孩子吃苦磨炼，

不要一味充当～。
Ct当横JL) dang 11 heng r 〈方〉［动l 从中干涉、拦
阻：没你的事儿，你挡什么横儿？

E挡驾】 d凸ng矿 i ia !llID 婉辞，谢绝来客访问：凡
上门来求情的，他让秘书一概～。

E挡箭牌】 d凸ngjianpai IBl 盾牌，比喻推托或掩

饰的借口·你不想去就对他直说，别拿我做～。

E挡子J dang·zi 圈遮挡用的东西z 窗～。
,).141 』L d凸ng 0 固政党，在我国特指

兀（熏）中国共产党：～章｜～校｜入～。
＠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集团：死～｜结～营
私。＠〈书〉偏机．～同伐异。＠〈书〉指亲

族：父～！母～！妻～。 0 <Dangl 圈姓。
，主E乡2 d凸ng 0 见 262 页 1 党项］。＠
YC; <Dangl 圈姓。

E党报】 d加gbao 固政党的机关报，是政党的
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具。在我国特指中
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机关报。

E党代表J d凸ngdaibi凸0 IBl 0 在－个政党内
部经过组织程序决定参加该政党的各级代表
会议的代表，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党代
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派到军队里代表

党组织做领导工作的人员。

E党阀E d凸ngfa 圈指政党内把持大权、专横跋

窟、进行宗派活动的头目。

E党费J d凸ngfei 圈。政党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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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按期向所在的党的基层组织交纳的钱。

E党仄lJ d凸ngf岳ng 圈政党的作风。

E党纲E d凸nggilng 圈党章的总纲，是一个政党

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

E党锢E d凸nggu f动］古代指禁止某一集团、派别

及其有关的人损任官职并限制其活动。

E党规】 d凸nggul 圈一个政党所规定的该党党

员必须遵守的规章。

E党棍E danggun 画政党中依仗权势作恶多端

的人。

E党国】 danggu＜当强国民党统治时期指国民党

及其所掌握的国家政权。 三主E

E党徽E danghul IBl 政党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主王三
的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网案。 二＝

E党籍E dangji 圈申请入党的人被批准后取得

的党员资格。
E党纪】 dangji 131 一个政党所规定的该党党员

必须遵守的纪律。
E党建E dangj ian IBl 党的建设，在我国特指中

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2 探索新时

期的～理论。
E党课】 d凸ngke IBl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了对
党员进行党章教育而开的课，有时也吸收申请
人党的人昕课。

E党庭tJ dangkui I哥政党的首领（多含贬义）。

E党龄E d凸ngling l画党员入党后经过的年数。

E党派E d凸ngpai 圈各政党或政党中各派别的

统称。
E党票】 d凸ngpiao ＜口〉［苞指党籍（含戏谑意）：

受贿败露后，他既丢了官，又丢了～。

E党旗E dangqi IBl 代表一个政党的旗帜。中
罔共产党的党旗是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

旗。
E党情E d凸ngqing 圈党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

的基本情况和特点：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对～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党群E dangqun t旬党和群众．密切～干群关

系。
E党参】 dangsh岳n IBl 多年生草木植物，叶子卵

形，花黄绿色。根吁人药。原多产于上党（今
山西长治一带）。

E党同伐异J d凸ngtang-fayi 跟自己意见相同

的就袒护，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

原指学术上派别之间的斗争，后用来指一切
学术仁、政治上或社会 I：的集团之间的斗

争。

E党徒E d凸ngtu l萄参加某一集团或派别的人

（含贬义lo

E党团J d凸ngtuan 圈。党派和团体，在我国



2啤 I d凸ng dang I 党殷说搅毯当幽炀

特指共产党和共青团。＠某些国家议会中，
属于间一政党的代表的集体。

E党委】 d凸ngw岳l 圈某些政党的各级委员会的
简称，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

E党务】曲ngwu I萄政党内部有关组织建设等
的事务。

E党项E Dangxiang ~古代羌族的一支，北宋
时建立西夏政权，地区包括今甘肃、陕西、内蒙
古的各一部分和宁夏。

E党校］ d凸ngxiao l每政党培养3Jll练党的干部

的学校，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党校。
主主主【党性】 d凸ngxing 圈。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
三主主 表现。不同的阶级或政党有不同的党性。＠

特指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的高

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

E党羽］ d凸ngyu 圈指某个派别或集团首领下

面的追随者（含贬义）。

E党员】 dangyuan l组政党的成员，在我国特指

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E党章l dangzhang 函，个政党的章程，－般
规定该党的总纲、组织机构、组织制度及党员
的条件、权利、义务和纪律等项。

E党证】 d凸ngzheng ~政党发给党员的证明其
党籍的证件。

E党组】曲ngzu 圈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和地
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

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建立的领导小

组。

咸阳用于地名：～村（在广西）。
另见 256 页 d凸n;S12 页 hano

立足乡 、血 d凸『19 〈书〉正直的（话） ：～言 l ～
E兄（攥）辞｜～论。
搅… dang 见 7叫树1

（檀）

dang （为尤）

毡 dang 同＂gt)＂（多用于地名）：～仔岛（在
澳门）。

当1 山 dang O 合宜；合适：恰～i妥
（凿）～问导～｜不～｜失～。＠画抵

得上 2 割麦子他一个人能～两个人。＠画i 作
为；当作：安步～车 1不要把我～客人看待。。

画画以为；认为：～真｜我～你回去了，原来还在
这儿。＠指事情发生的（时间） : ＇~时｜～天｜
～年。。同一个；自己方面的：～村｜～家
子。

当2 dang O 圈用实物做
（凿、 1倍）抵押向1当铺借钱：～当 l

典～ 1一只名表～了一万块钱。＠押在当铺里
的实物．当～｜赎～。
另见 259 页 dang"

E写成】 dangcheng ！到当作：看错了眼，我把他
弟弟～他了｜好材料被～废料处理了。

［＂吁吁】 dang1;dang i副到当铺当东西。

E当家子】 dangjia·zi <U> ［画同宗族的人；本
占

盘t。

E当年】 dangnian i到时间词。本年；同一年·

这个工厂～兴建，～投产。
另见 260 页 dangnian 。

E二11票E dangpiao 圈当铺所开的单据，上面写

明抵押品和抵押的钱数、期限等，到期凭此赎
取抵押品。

E当铺E dangpu 画专门收取抵押品而借款给
人的店铺。借款多少，按抵押品的估价而定。
到期不赎，抵押品就归当铺所有。

E当 fcf l dangri f苗时间词。当（dang＞天：～的

事，～做完。
另见 260 页 dangrio

["ciH1l dangshi 圆马 l~ ；立刻：他一听到这个
消息，～就跑来了。
另见 260 页 dangshi"

E当天E dangtian ［包时间词。本天，问…天：
路不远，早晨动身，～就能赶回来。

E当头】 dang· tou <IJ ＞圈向当铺借钱时所用
的抵押品。
另见 260 页 dangt6uo

E当晚l dangwan I童时间词。本天的晚上P同
一天的晚上：早晨进城，～就赶回来了。

E当夜E dangye 冒l 时间词。本天的夜里；间一
天的佼里．傍晚接到命令，～就出发了。

E当月】 dangyue 画时间词。本月川司一月：

月票～有效。
E当真】 dangzh岳n 0 画信以为真：这是跟你
［咽着玩儿的，你别～。＠圃确实；果然：这话
～是他说的＇！ I 那天他答应给我画幅画儿，没过

几天，～送来了一幅。
［~作l dangzuo I副认为；作为；看成：不要把

群众的批评～耳旁风｜参军后我就把部队～自
己的家。也作当做。

E句故】 dangzuo 同“当作”。

幽 dang ＜方〉啕水坑；田地熙『区肥的1j、坑

水～｜粪～。
E幽月巴l dangfei 圈我国南方把垃圾、树叶、杂
草、粪尿等放在坑.. 'f! rlx:成的肥料。
肠－ Dang 肠川angsha川也名，

（喝）在安徽。



主兰 dang O 拖延．延～｜推～。＠放荡；不

-1=1 受拘束：跌～。
另见 1270 页的n 。

挡一 dan!=I ＜方〉盯便于灌溉而筑
（培）的1）λ堤：筑～挖塘。
当… don！＝）见 96 页 1摒 t~ JI c bing 
（白） do门，；）、 230 页｜（搭梢］（搭挡）。
另见 261 页 d凸「lQ 0 

τf::!;--1 d an!=) ＠怪事］摇动；摆
、汤（荡、白）动： #1~1 飘～｜～桨｜～
秋千。＠无事走来走去；闲逛：游～｜闲～。
＠洗：冲～｜涤～。。全部搞光；清If;在 g 扫～｜
倾家～产。＠广阔；？；＞阔；平士8_ ：浩～｜～然！坦

～。 0 <Dangl 圈姓。
之比·2 4」 dan！＝］放纵，行为不检点：放

汤（荡）叫J良～｜淫～。
荡3 斗 dang O 浅水湖：如～｜芦花

（蔷）～。＠同“凶”。
E荡除E dangchu l苟）清除：～积习。

E荡涤】 dangdi l剥＠洗涤0山光水色足以～胸
襟。＠清除；除去：～邪祟｜～污泥浊水。

E荡平】 dangping 圈扫荡平定；扫荡并夷为平

地z ～天下 1～敌穴。
［；荡气回肠】 dangq1 huichang 见 579 页i回肠

荡气lo
E荡然E dangran ＜书） llJ2l 形容原有的东西a完全

失去：～无存｜资财～。
E荡漾】 dangyang 南（水波）今起一伏地动：

湖水～0歌声～｜春风～。
E荡悠】 dang • you < r J > I动）＠轻缓地来回摇
动；摆动：小船儿在湖面上～。＠闲逛；游荡：
四处～。

E荡子E dang· zi ＜方〉圈浅水湖。

当… dang ＠带格子的架子或橱，多
（楷）用来存放案卷：归～。＠档案

查～！调～。＠（～儿）自主，］ （器物上）起支撑固定
作用的木条或细棍儿：床～｜桌子的横～儿。＠
（商品、产品的）等级：～次｜低～货｜高～。＠

〈方〉［组货摊g摊子2 鱼～｜排～。＠档期2 空

～｜暑期～。＠（～；U＜方〉［重档子：这不是一
～儿事。 tl) CD凸门g) ［名l 姓。

E档案E dang' an r名］分类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

和材料：人事～｜科技～。
E档次】 dangcl 圈按一定标准分成的不同等
级：商品种类多，～全 i 奖勤罚懒，拉开分配的

不同～。

E档期E dangql I盘指影视片上演或播出所占
的时间段2 排定～｜延误～！春节期间是贺岁片

的最佳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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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梢位】 dangwei ［量。〈方〉摊位。＠档次；

级别z 工资～o
E档子E dang·zi ＜方〉！置。用于事件：这～事
我来管吧。＠用于成组的曲艺杂技等．刚过
去两～龙灯，又来了一～旱船。

若曲ng 0 见 779 JJJ: ！庭若Jc1angdang ）。
8 coangl I每姓。

多穷旨 dang 又 tang ＜书〉＠黄金。＠

宝（璧）一种玉。

I ~_c]() c 为么）

刀 dao O I割切叫、砍、领l刷工具，一辈
般用钢铁制成．菜～｜镰～｜侧～｜统～｜一

把～。 81画用于劈或刺的兵器：大～｜朴～｜

刺～。＠形状像刀的东西：冰～｜双～电闸。
o 1J1 n·算纸张的单位，通常一百张为一刀。
0 CDao）圈姓。

E刀把JLl daobar 圈。刀一端供人把握的部
分。＠借指仪柄。＠〈方〉指把柄。｜｜也说
刀把子。

E刀背E daobei c～儿）圈 ｝］上与刀 Ll 相反、不

用来切削的一边。

E刀笔E daobi 圈占代在竹筒上记事，用刀子

刮去错字，严］此把有关公文案卷的事叫作刀

宅，后多指写诉状的事2 ～吏｜～老手 l长于～O
E刀笔吏E daobill 圈 I le!时指为打官司的人写

诉状的人（多含贬义）。

E刀兵】 daoblng r盘指武器，转指战事：动～｜

～相见｜～之灾。

(JJ ?.tl daof凸~（篆刻、武术演练、烹饪等过程
中）使用刀的技术方法。

E刀锋l daof岳ng 圈刀尖g刀刃。

（）］斧子l daofush凸u ~旧时指刽子子。

E刀耕火种E daog岳ng-huozhong 一种原始的

耕种方法，把她上的草木烧成灰做肥料，就地

挖坑下种。

E刀光剑影E daoguang-j ianying 形容激烈的

厮杀、搏斗或杀气腾腾的气势。

E刀具E daoju I司进行切削加工的工具，如车

刀、锐刀、刨刀、钻头、饺刀等。也叫刃具。

E刀口E daokou 函］＠刀 t用来切削的一边：

～锋利。＠比l喻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钱要
花在～上｜把力量用在～上。＠动手术或受刀
伤时拉（ 16）开的口子．～已经愈合。

E刀蜘E dao• long ＜方〉［各］瞠卿。
E刀马旦】 daomadan I萄戏曲中日角的→种，
扮演熟习武艺的妇女，着重唱、念和做功。

(JJ片E daopian f每＠装在机械、工具上，用来



264 I doo ciao I 刀叨切切筑朋纫叨 jjij 导

切削的片状零件。＠（～儿）夹在刮脸）］架中 I ［叨咕】 d6o· gu ＜方〉［司小声絮叨：他一肚子

刮胡须用的薄钢片。 | 不满意，一边收拾，一边～。
E刀枪E daoqiang ［苞刀和枪，泛指武器2 ～入｜也西I d6o ＜方〉［虱＠两手替换着把线或绳子
库，马放南山（形容战争结束，天下太平）。 I :J !J 拉回或绕好：把风筝～下来｜我撑着线，请

E刀JL) door 圈小的刀：小～｜剃～｜铅笔～。 | 你帮我～一～。＠两脚交替着迈出：爸爸走
E刀刃J daoren （～儿）圈刀口①②z 好钢用在｜ 得快，孩子小腿儿紧～都跟不上。＠追究：～
～上。 | 老账1这件事儿已经～出头儿来了。

E刀山火海l daoshan-hu曲创比喻非常艰险和 I [:If~伤】 d6o·chi ＜方〉阉］修饰；打扮。
困难的地方。也说火海刀llJ " I [WJ根JL) dao;;g岳阳〈方〉南追究事情的根源。

E刀削面J daoxiaomian 圈→种面食，先用面｜阴气JL) d6o;;qir ＜方〉画＠指临死前急促、
粉加水和成较硬的面团，再用刀削成窄而长的｜ ltfi续地呼吸。＠上气不接下气：他说得那么

三三三 面片儿，煮着吃。也叫削面。 ! 快，都剑不过气儿来了。
重主主E E刀鱼】 daovu 圈＠刀跻（ ji），鱼，生活’在海洋
三三言 中，每年 4 6 月进入江浏产卵，然后返凹。参

看 620 页“鳞”。＠〈方〉带鱼。
E刀子E dao• zj r萄小刀儿。

VJ子嘴，豆腐心】 dao· zizL斤， dou·fuxln 比喻

人说话尖刻而心地慈善。

E刀组l daozu ＜书〉圈刀和耐板，比喻宰割者
或迫害者z 人为～，我为鱼肉。

叨 dao 见下。
另见 264 页 d6o; 1276 页 too"

E叨叨） dao•dao ＜口〉画没完没了地说；唠
叨：别一个人～了，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E叨登E dao·deng ＜口〉匾］＠翻腾z 把箱底的

衣服～出来晒晒。＠童提旧事：事情已经过
去了，还～什么！

E叨唠】 dao• lao ＜口〉［剥叨叨：为一点儿小事
就～个没完没了。

【叨念E daonian 〈口〉胆量］念叨。

切 dao 见Fo
E切切】 daodoo ＜书〉圈灵活；流动。

切 dao 见下

[t刀切E daodao ＜书〉圆形容忧愁。
朱 doo 圈氢的同位素之一，符号 I吗； H" 

原子核中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普通的
氢中含有 0. 02 %的筑。用于热核反应。也

叫重氢。

朋 dao 古代的种小船。

刀 doo 古书上指身体形状像刀的
j （朗）鱼，如带鱼、跻（ji）鱼。

,, 
ciao （勿么）

叨 d6o 见下。
另见 264 页而0; 1276 页 too"

v 
ciao （勿么）

导中 d凸0 0 引导；疏导：～航｜～游 l
（事）先～｜倡～｜～淮入海｜因势利～。

＠传导：～热 l～电 l半～体。＠开导：教～｜
指～｜切rJ ～。。导演：～戏 l执～。 0 (0凸o)

圈姓。

E导板） d凸oban 同“{jtj板”（d凸ob凸n）。

E导报】 d凸出ao I写起先导作用的报刊lj（多用于

报刊名）。
E导标】 daobiao 圈航标的二种．多设在港口

附近的岸上或航道狭窄的地方。一般由前低
后高的两标志组成。当见到两标志形成上下

一盲线时，对着它航行，就是安全航行的方向。

E导播E d凸obo O 画组织和指导广播或电视

节目的播出工作：～任务｜～节目。＠画担
任导播工作的人。

E导出单位】 daochu-danwei 见 497 页【国际

单位最川。
E导弹】 d凸odan 圈依靠自身动力装置能高速

飞千于
击中预定目标。种类很多，可以从地面、舰艇

或飞机上发射，攻击地面、海上或空中的目标。
E导电E daodian 圃让电荷通过，形成电流。

一般金属都能导电。

E导读） d凸od白蜡对读书给予引导；指导阅读

（多用F书名） ：世界名著～。
E导发） d凸ofa I剧引发：由于疏忽～了事故。

E导购E d凸ogou O 画介绍商品，引导顾客购

物。＠！望担任导购工作的人。
E导管］ diio凹凸n 圈。用来输送液体的管子。
＠动物体内输送液体的管子。＠植物体木质
部内输送水分和无机盐的管子。

E导航） d凸oh6ng E司利用航行标志、雷达、无线

电装置等引导飞机或轮船等航行。



E导火索】 daohuosuo ［画导火线。

E导火线】 daohuoxian 圈。使爆炸物爆炸的
引线。＠比喻直接引起事变爆发的事件：

1914 年奥匈帝国皇太子被刺事件，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也叫导火索。

E导轮】曲。lun IEJ 装在机车或某些机械前部，

不能自行转动，只有支撑作用的轮子。

E导论E d凸olun 圈引论。

E导热】 daore I到热传导。
E导师l d凸oshi 鸣。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中

指导人学习、进修、写作论文的教师或研究人

员：博士生～。＠在大事业、大运动中指示方

向、掌握政策的人2 革命～o
E导体E d凸otl 圈只有大量能够自由移动的带
电粒子，导电能力强的物体。 →般金属都是导

体。
E导线】 d凸oxian r每输送电7茸的金属线，多用
铜或铝制成。

【导向E d凸oxiang 0 ~引导向着某个方向或
某个方面发展．这次会谈将～两国关系的正常
化｜这种火箭的～性能良好｜气垫火车也是靠路

轨来～的。＠圈引导的方向·舆论～｜产品结

构调整应以市场为～。
E导言E d凸oyan 圈绪论。

E导演E d凸ovan O 国排演戏剧或拍摄影视片

的时候，组织和指导演出工作：他～过五部电

影。＠画担任导演工作的人。

E导扬】 d凸oyang ＜书〉画］鼓吹宣扬z ～风化。
E导医l d凸oyi 0 阉］引导或指导患者合理就

医．～台｜至院设医师为患者～。＠［萄担任导

医工作的人。

E导因】 d凸oyin 圈起因．追查事故频发的～D
E导寻／］ d凸oyln ［动｜＠引导；有忖页。＠用仪器
指挥运动物体按一定路线运行。 8 }i代的－

种健身方法，由意念引导动作，配合呼吸，由 l:
而下或由下而上地运气。相当于现在的气功

或体育疗法。

E导游E d凸oy6u 0 r司带领游览；指导游览：请
当地人为我们］～！《西湖～》。＠圈担任导游

工作的人。
E导i告E d凸oy心［割长篇新闻报道的开头，概括

消息内容、背景等的简短文字。
E导游、E d凸oyuan 圈。发源（后丽｜常跟“于”）：

黄河～于青海。＠由某物发展而来（后而常跟

“于”）＝认识～于实践。
E导诊l d凸ozhen 0 圈导医①。＠画导~

②。
E导致】 d凸ozhl ［司引起＝由一些小的矛盾～双

方关系破裂。

号岛捣倒 l dao I 265 I 

岛 哟。圈。海洋里被水
（岛、飞岳）环绕、面积比大陆小的陆

地。也指湖里、江河里被水环绕的陆地。＠
co凸O ）女生。

E岛国】 d凸ogu6 圈全部领土由岛屿组成的国
家。

E岛弧】 d凸ohu r割排列成弧形的群岛。如千岛

群岛、琉球群岛。

【岛屿E d凸oyu 咽岛（多用于总称）。

捣 d凸o 刊用棍
（捣、辑、辑） F等的一端撞击2

～蒜！～米｜用胳膊肘儿～了他一下。直～敌营。二三三＝
＠捶打：～衣服。＠搅扰2 ～乱｜～麻烦。 主王三

【捣蛋l d凸o;;dan F司借端生事，无理取闹＝调专三E

皮～。

【捣鼓】哟。. gu ＜方〉晴］＠反复摆弄·他下了
班就爱～那些照相机。＠倒Cd凸o）腾；经营 z
～点儿小买卖。

【捣鬼】 d凸011 gul 阉使用诡计：～有术｜暗中

~ 。
E捣毁E d凸ohul 画砸坏；击垮z ～敌巢！～犯罪

团伙的窝点。
【捣乱l d凸011 luan 画＠进行破坏；扰乱。＠

（存心）跟人找麻烦。
【捣麻烦E d凸口 rna•fan 〈门〉有意寻事，使人感
到麻烦。

【捣腾l d凸o• teng 同“倒腾”。

倒1 曲。匾。叫竖立的东西）横躺下
米2 摔～｜卧～ i 风把树刮～了。＠（事

业）失败；垮台 2 ～闭｜～台！这家公司成立不久
就～了。＠进行反对活动，使政府、首脑人物

等垮台：～阁｜～袁（世凯）。＠（戏曲演员的嗓
音）变低或变l哑：他的嗓子～了，不能再登台。

倒2 曲。刊转移；转换：～车｜～班！～
手。＠腾挪①．地方太小，～不开身JL o 

＠出倒：铺子～出去了。＠侄~买倒卖z ～汇

～粮食。
另Jli, 2c, 7 页 daoo

E倒把l d凸ob凸坦白］转于倒卖，牟取暴利：投机

~ 。

E恒。到Ud凸o;;ban c～儿）画分班轮换z ～生产｜

昼夜～。

E倒板E d凸ob凸n !El 戏曲唱腔的一种特定板式，

一般作为成套唱腔的先导部分。也作导板。
[ffUI羽E d凸obi I司工厂、商店等因亏本而停业。

E倒毙l d凸obi 画］倒在地上死去2 ～街头。

E例仓】I d凸o;;cang 圈。把仓里的粮食全取

出来，晾晒之后，再装进去。＠把一个仓里的

粮食转到另一个仓里去。



巴兰巴生1坐上些芝些~
[{f!J仓T d凸o,; cang E主l 指戏曲演员在青春期
发育时嗓音变低或变哑。

[{frj茬E daoch6 r萄轮作。

E倒车E d凸o;;ch岳［司中途换乘别的车2 这趟车
可以直达北京，不用～。
另见 267 页 dδO!!C闹。

E倒伏E daotu rz喝！农作物网根茎元力，支持不
住叶子和穗的重量而倾斜或倒在地i二。

[jJIJ戈E d凸0/'9岳画在战争巾投降敌人，反过来
打自己人。

E倒l到E d凸og岳［到政治反对派利用议会、舆论

二二二－ 工具等合法于段推翻内阁。

E倒海翻江l d凸oh凸i-fanjiang 见 357 页 i翻江

倒海］。
[if!J换E d凸ohuan ［.功］＠轮流替换z 几种作物～

着种。＠调换；交换：～次序｜～麦种。
E倒汇l d凸o;;hui ［.司倒买倒卖外汇。

[if!J礁E d凸ojiao 同“倒嚼”。

E倒H爵E d凸ojiao ＜口〉［面反鱼。也作倒瞧。

E倒买倒卖l d凸om凸i-d凸omai 低价买进，高价

卖出以牟利。
[jJIJ卖l d凸omai I动］低价买进后高价卖出：转

手～l～粮食。
E倒霉】（倒樨） d凸o;;mei E回遇事不利；遭遇不

好：真～，赶到车站车刚开走。
E倒牌子】 dao pai·zi 指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

失去信誉。
E倒票】 d凸o;;piao 画 fl'!J买倒卖车票、船票、人

场券等。
E倒嗓】 d凸o;;sang E量指戏曲演员嗓音变低或

变哑。
E倒子l d凸o;;sh归自在＇10 把东西从一只手转到
另－→只手z 他没～，一口气把箱子提到六楼。
＠把东西从一个人的于上转到另一个人的子

上（多指货物买卖）：～转卖。
[fl'!Ji弱E daota 圈（建筑物等）倒卡来：房屋～O

E倒台E d凸o,vtai 圈垮台。

E倒腾l d凸o • teng （口〉匾。翻腾；移动：把
粪～到地里去。＠调换；调配2 人手少，事情

多，～不开。＠买进卖出；贩卖：～牲口 l～小

买卖。 II 也作捣腾。
E倒替E d凸oti ［到轮流替换：两个人～看看护病

人。

E倒头E dao;;t6u 画躺下：～就睡。

［｛型j胃口E d凸o wei•kou 0 因为腻味rni不想再

吃z 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比喻对某
事物庆烦而不愿接受：就那么几句话翻来覆去

地讲，让人听得～。
E但j休E d凸oxiii r司（职工）调换工作日和休息

口。
E倒牙】 d凸o;;ya （方〉喇吃r较多的酸性食

物，牙神经受过分刺激，日咀嚼时感觉不舒服。
E倒爷】 d凸oye r萄指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的人

（含贬义）。

E倒运】I d凸o;;yun ＜方〉圈倒霉。

E侄r]i运Y d凸oyun 圈。把甲地货物运到乙地

出卖，再把乙地货物运到甲地出卖。＠把货

物从一地运到另－地；转运。
E倒载l daozai 画指转运货物时，把货物从原

运输了一具上卸F装到另一个运输工具 I: ：把
轮船上的木材～到驳船上去。

E例灶E d凸01/ zao （方〉＠｛动］垮台P败落。＠
［用倒霉：背时～。

E倒账l d凸ozhang O 函］欠账不还；赖账：～外

逃。 8 I名］收不回来的账。

、主、中 d凸0 0 祷告．祈～l～祝。＠盼
俯（禧）望（旧时书信用语）盼～｜是所至

~ 。

E祷告】 d凸ogao l司向神祈求保佑。

E祷念】 d凸onion r现祷告。

E祷祝E d凸ozhu E费1 祷告祝愿。

日币 d凸0 0 践踏；踩：重～覆辙。循规～矩。
JJ-)::1 fj 跳动：；舞～ 1 手舞足～。＠跳入；投入2
～海 i赴汤～火。

[b'吕海】 d凸oh凸l 〈书〉［动l 跳到海里（自杀）．～自

尽｜～而死。

E蹈袭】 diioxi （书〉［司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因

袭：～前人｜～覆辙。

、

dao （勿么）

到 dao O 时于某斗、；到达；达到2 ～
1』期｜迟～｜火车～站了！从星斯三～星期五。
＠圈往：～郊外去｜～群众中去。 81到用作

动词的补i击，表示动作有结果z 看～ l办得～ i

说～一定要做～｜想不～你来了。＠圃周到：
想得很～1有不～的地方请原谅。 0 coao）圈
姓。

[J!lj案l dao ’ an 画审理案件时，与案件有关的
人出庭。

[3'.IJ场E dao11 ch凸ng ~司亲自到某种集会或活

动的场所：展览会开幕的时候，许多专家学者
都～表示祝贺。

E到处l daochu 圃各处；处处 z 祖国～是欣欣

向荣的景象 i～找也没有找到。

E到达】 daoda ［翻到了（某一地点、某一阶段） : 
火车于下午 3 时～北京。



E到底l daodi O < fl l阉到尽头；到终点：一
竿子～｜将革命进行～。＠［副表示经过种种

变化或曲折最后出现某种结果：新方法～试

验成功了｜我想了好久，～明白了。 8 ［菌｜用在
问句里，表示深究：火星上～有没有生命？ I f尔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回毕竟（多用于强
调原因）：～还是年轻人干劲大 i 南方～是南
方，四月就插秧了。

E到点】 dao;;dian I动｜达到规定的时间：商店
到了点就开门 l 快～了，咱们赶紧进场吧。

E到顶】 dao;;ding liWJ 到顶点； jiij 了尽头：这笔

买卖赚个一两万也就～了。

E到访】 daof凸ng 闹到达（某处）访问或探访；
来访。

E到家】 dao11 i ia ll!2l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或标准：
把工作做～｜他的表演还不～。

E到来E daolai l量来到；来临：在雨季～之前做
好防汛准备｜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已经～。

E到了JL】 daoll凸or ＜方〉［副！到终 ［ ; jilj底 z 我这

样为你卖命，～还落个不是｜今天盼，明天盼，～
也没盼到他回来。

E到期】 daol/qi I虱到了规定的期限：～归还o

E到任l dao;;ren l现指官员等剑职。

E到手】 dao;;shou i动l 拿到手；获得．眼看就要

～的粮食，决不能让洪水冲走。
E到头】 dao;;t6u ＜～JL）圈到了尽头；在到最

后·一年～｜这田总算熬到了头儿。
E到头米】 daot6ul6i i国］到末了JL ；结果（多用于

坏的方面〕·倒行逆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E到位E dao:;wei o f动｜到达适当的位置或预

定的地点·传球～｜资金～ i 发电机组已安装
～。 8l颐指达到合适或令人满意的程度z 表
演1R～。

E至lj职】 dao11 zhi 画接受任命或委派，来到工
作岗位：他一～就去最贫困的乡村进行调查研
白
71, 0 

l踌… dao ＜书〉覆盖。
(I悻）另见 185 页 ch6uo

倒 dao O 湖上下颠倒或前后颠倒＇ ~:i!J I 
～果为因｜这几本书次序放～了。＠反丽

的冲目反的：～彩｜～找钱。＠［副使向相反的
方向移动或颠倒 z ～车｜～退。＠圈反转或倾

斜容器使里面的东西出来；倾倒（ qTngdδ0) : 
～茶｜～垃圾。他恨不能把心里的话都～出来。

＠画 a）表示跟意料相反。有时相反的意思
较明显（可以改用“反倒”）：本想省事， ilt 承想

～费事了｜你太客气，～显得见外了。有一DJ相反

的意思较轻微（不能改用“反倒”）．屋子不宽

到精倒｜ ciao I 267 I 

绰，收拾得～还干净（没想到）｜你有什么理由，
我～要听听（我还以为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呢川
说起他来，我～想起一件事未了（你不说我不会
想起来）。 b）表示事情不是那样，有否定、责

怪的语气 z 你说得～容易，可做起来并不容易。
c）表示让步：我跟他认识～认识，就是不太

熟！东西～挺好，只是价钱贵点儿。 d）表示催

促或追问，有不耐烦i'l'~语气：你～说呀！！你～
去不去呀！
另见 265 页 daoo

E倒背如流】 daobei-ruliu 倒着背诵像流水那

样顺畅，形容诗文等i卖得很熟。 t三E

E倒逼E daobi ［司逆向逼迫；反向推动2 以生态主主三
文明建设～产业转型。 ~ 

E倒彩】 daocai 圈倒好JL t 喝～o

E倒插笔】 daochabi o ［动l 指写字不按照笔顺

写。＠哩！倒叙。
【倒插门】 daochamen ＜～儿）［动j 俗称男子到女

方家m，结婚并落户。

【倒车】 dao;;ch岳 i现使年向后退。

另见 266 反 d凸o;;che 。

E但j春寒l daochunhan 国早春同暖后，由于

寒潮侵入，气泪恃续明显偏低的天气c 常给农
业生产带米危害。

［｛自j刺］ daoci ［雹＠手指甲两侧及下端因干裂
I的翘起的小片表皮，形状像刺。＠鱼钩、鱼叉
等上面跟尖端方向相反的小钩。

E倒打－ －祀】 daoda-yTpa 比喻不仅拒绝对方的
指摘，反而指摘对方（多含贬义）。

[ ff~！xtl daofeng l司风从烟筒出口灌入，；烟气

排不出去， 1frJ从炉灶口冒出。

【倒挂E daogua 回＠上下颠倒地挂着：崖壁

上古松～。＠比喻应该高的反而低，应该低的
反而高：购销价格～（指商品收购价格高于销
售价格）。

E倒灌】 daoguan 画＠河水、海水等因潮沙、

台Jxl等原因由低处流向高处：海水～｜江水～
市区。＠倒风；倒烟。

E倒过儿E dao;;guor ＜方〉画画颠倒；使颠倒z 这

两个字写～了｜把号码倒个过儿就对了。
[{f!j好JLl daoh凸or 圈对演员、运动员等在表演

或比赛中出现差错，故意喊“好”取笑，叫“喊倒
好JL”。

E倒if-时】 daojishi 南l 从未来的某一时点往现

在计算时间，用来表示距离某一期限还有多少
时间（多含有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紧迫的意
思l) ：～显示牌 i工程已进入～阶段。

E倒剪E daoji凸n ［型。反剪·～双手。

[fiU \/.) daoli l划。顶端朝下地竖立：水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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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塔影。＠武术用语，指用手支撑全
身，头朝下．两腿向上。也叫拿大顶。

E倒流E daoliu 画＠向上游流·河水不能～。
＠泛指事物向跟正常流动方向相反的方向流

动：商品～｜时光不会～。
E倒赔E daopei 回指不但不赚，反而赔本：经

营不善，～了两万元。
E倒是E daoshi 圃＠表示跟一般情理相反g反

倒z 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个没完没了。

＠表示事情不是那样（含责怪意）．说的～容

易，你做起来试试！＠表示出乎意料：这样的
怪事我～第一次听说。＠表示让步．东西～
好东西，就是价钱大贵。＠表示转折2 屋子不
大，布置得～挺讲究。。用来缓和语气：如果

人手不够，我～愿意帮忙。＠表示催促或追
问：你～快说呀！｜你～去过没去过，别吞吞吐

吐的。
E倒数E daosh心目到逆着：欠序数（Shu）；从后 I白］

前数（shu），～第一名（最后一名）。
E倒数】 daoshu ['81 如果两个数的积是 1 ，其中

一个数就叫作另→个数的倒数。如 2 的倒数

1 1 
是τ’二百的倒数是 50

E倒锁】 daosuo ~反锁。

[if!JIJ!i1il daoti岳［司指i亥收的一方反向该付的一

方提供财物：这东西别说卖钱，就是～些钱送

人都没人要。

[jf!J退l daotui 画往后退；退回（后面的地J告＼

过去的年代、以往的发展阶段）．迎面一阵狂风
把我刮得～了好几步｜～三十年，我也是个壮小

伙子。
E倒行逆施E daoxing-nishl 原指做事违反常

理，现多指所作所为违背社会正义和时代进步

方向。

E倒序E daoxu 圈逆序。
E倒叙】 daoxu 巨型一种叙述方式，在叙述时先
交代故事结局或后发生的某些情节，然后再交

代故事的开端和经过。
E倒悬E daoxuan ＜书〉圆头向下脚向上地悬
挂着．比喻处于异常困苦、危急的境地：解民

于～G

E倒烟E daoyon r划指烟不从烟筒［］正常排出，

而从炉灶口或烟筒下部冒出。

E倒仰］ daoyiing ＜方〉圈仰面向后跌倒·脚一

滑，身子～在地上。
E倒影E daoylng （～儿）南］倒立的影子z 湖面映
着峰峦的～｜石拱桥的桥洞和水中的～正好合

成一个圆圈。
E倒映E daoying 画物体的形象倒着映射到另

→物体上：垂柳～在湖面上。
E倒栽葱l daoziiicong 函摔倒时头先着她的

动作·一个～，从马鞍上跌下来 1风筝断了线，
来了个～。

E倒找E daozh凸o 画本应对方付给钱物，反倒
付给对方钱物。

E倒置E daozhi [i动］倒过来放，指颠倒事物应有

的顺序．本末～1轻重～。

[fftl转】 daozhuiin O 圈倒过来；反过来：～来

说，道理也是二样。＠〈方〉画反倒z 你把字
写坏了，～来怪我。

E倒转】 daozhuan 画倒着转动．历史的车轮

不会～O
E倒装句E daozhuiingju ~把句子成分组合
的通常次序加以颠倒的句子。汉语的一般语

序为主语后带谓语，如果 J个句子谓语在主

话前面，这个句子就是倒装句，如“去一趟吧，
你”。

E倒座JL] daozuor 圈。四合院中跟正房相对

的房屋：一进大门，左手三间～是客厅。＠车
船上背向行驶方向的座位。

三在三 h- dao 又 tao 〈书〉向“僻”。

杰（景）
辛3衍 dao o 画偷．～窃 l偷～｜欺世～名｜监
工田．守自～｜昨天夜里仓库被～了。＠强盗：

～贼l海～1窃国大～｜开门拇～。
E盗案】 dao ’ an r萄盗窃的案件：警察破获了

几起～。

E资版】 daob凸n 0 ( 11 l ［量未经版权所有者

同意而翻印或翻录：～印刷 1该地～猖獗。＠
［名］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而偷印或偷录的版

本z 这本书在海外有三种～。
E盗伐l daota 画未经许可非法砍伐（林木）。

E盗匪E daof岳I~ 用暴力劫夺财物，扰乱社会

治安的人（总称）。

E盗汗l dao11han 函］因病或身体虚弱睡眠时

: H汗。
E盗劫E daojie B功J 盗窃掠夺：～文物。
E盗掘】 daojue i盈非法挖掘z 严禁～古墓。

E盗猎】 daolie 画非法捕猎．禁止～国家保护

动物。
E盗卖E daomai 圃盗窃并出卖：～公物。
E资基】 dao11mu r动］挖掘坟墓，盗取随葬的东

西。

E盗窃E daoqi岳画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

得：～犯｜～公物。
E盗印E daoyin ［量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而非
法印制（出版物）：～畅销书。

E盗用l daoyang 国非法使用（公家的或别人



的名义、财物等）．～公款｜～他人名义。
E盗运】 daoyun [i;jjJ 非法运走；偷盗并运走：～

木材｜～文物。

E盗贼E daozei 圈强盗和l小偷JL（总称）。

悼 dao 悼念追～1哀～｜～亡｜～词

E悼词E daoci 强对死者表J示哀悼的话或文章。
也作悼辞。

E悼辞E daoci 同“悼词”。
E悼祭】 daojl 画追悼和祭奠：～阵亡将士。
E悼念】 daonian 画怀念死者，表示哀痛：沉痛

～｜～亡友。
E悼亡】 daowang ＜书〉［甜悼念死去的妻子，也
指死了妻子D

E悼唁】 daoyan l到悼念死者并慰问死者亲属：

致电～。
Y告今1 ciao O c～儿）蜀道路：铁～ i 大～｜人
λt主行～i羊肠小～。＠水流通行的途径2 河

～｜下水～｜黄河故～。＠方向，方法；道理：志
同～合 i头头是～｜以其人之～，还治其人之身｜
i导～多助，失～寡助。。道德．～义。＠技
艺；技术：医～｜茶～｜吃～ i书～。＠学术或宗
教的思想体系 2 尊师重～！传～｜卫～士。＠
属于道教的，也指I盖一教徒：～院｜～士｜～姑｜老
～ l 一僧一～。 fl} [=81 指某些封建迷信组织E
一贯～。＠（～儿）函线条；细长的痕迹·画了
两条横～儿，一条斜～！Lo ~ [JI] a）用于江、河
和某些长条形的东西；条：一～河！一～擦痕 l
万～霞光。 b）用于门、墙等z 两～门 i 三～防

线｜一～围墙。 c）用于命令、题目等2 一～命
令｜十五～题。 d）次：上了三～漆 l 省了一～手
续。＠（～儿）（量计量单位，相当于 1 （）微米。

~ coaol 啕姓。
平告合2 dao '.=81 O 我国历史上行政以域的名
Aε王称。在唐代相当于现在的省，清代和民
国初年在省的下面设道。＠某些国家行政区
域的名称。

、卡~3 ciao O 说z ～白｜能说会～｜一语～破。
).E主 ＠用语言表示（情意）：～喜｜～歉！～谢。
＠圈说（用来引出人物说的话，多见于早期白

话）：先生～：“此计甚好！”＠阉以为；认为·
我～是谁呢，原来是你。

E道白J daobai l名l 戏曲中的说白。也叫念臼o
E道班】 daoban ['Bi 养路工人的基层组织，每个

班负责若干公里铁路或公路的养路工程：～
工人i～房（道班工人集体居住的房屋）。

E道别E daoJbi岳［到＠离别；分子（一般要打个
招呼或说句话）：握手～｜过了寸字路口，两人

才～。＠碎行2 起程前他到邻居家一一～。

盗悼道 l ciao I 269 I 
E道…不…E ciao··· bu··· ＜方〉嵌入意义相反的
两个单音的形容词，表示“既不·…··也不··…·”
的意思：～长～短（说长不算长，说短不算短）｜

～高～矮 l～大～小｜～多～少。

E道不拾遗】 daobushiyi 路不拾遗。

E道岔J daocha c～儿）圈。从道路干·路分出

的岔路。＠使列车由一组轨道转到另→组轨
道上去的装置。

E道场E daochang 睛和尚或道士做法事的场
所，也指所做的法事。

E道床J daochuang ［盘指铁路轨枕的基础，能
缓解列车对铁轨的冲击，巩固轨道的位置。普二三三
通铁路的道床是铺在铁路路基和轨枕之间的主王三三
－层道昨，高速铁路的道床不用道碎，是用钢三三＝

筋混凝土整体浇筑的。

( 道道JL) dao ·door 〈口＞ I名！＠办法，主意：只

要大家肯动脑筋，完成任务的～就多了。＠门

道Cmen•dao）：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来｜你
不懂这里面的～，千万要留神。

E道德E daode o I到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

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
过人们的臼律或通过一定的舆论对社会生活
起约束作用。＠团回合乎道德的（多用于否定

式）·这种损坏公物的行为很不～c
[i草地J daodi i翩。真正是有名产地出产的z

～药材。＠真正的；纯粹：一口～的北京话。

【道tJJ daoding ［组＠把铁轨固定在轨枕上的

专用钉子。＠能够反射夜间汽车灯光的装
置。装在道路的隔离带 t或公路的转弯处，以

提示司机注意行车安全。道钉的内部构造酷
似猫眼，俗称猫眼道钉。

【道乏】 dao;;f白蜡因为别人为自己出力而向

人慰问，表示感谢：你帮了他大忙了，他要亲自
来给你～呢。

E道高－尺，魔高」丈】 daogaoyichT, m6gaoyi
zhang 原为佛家告诫修行的人警惕外界诱

惑的话，意思是修行到一定阶段，就会有魔
障干扰破坏而可能前功尽弃。后用来比喻
取得→定成就后遇到的障碍会更大，也比喻
1E义终将战胜邪恶。也说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

【道姑】 daogu ~女道士。

【道观J daoguan 函道主聚居和进行宗教活动
的场所。

【道光】 Daaguang 圈清宣宗（爱新觉罗·曼宁）
年号（公元 1821 1850 ）。

【道贺J daohe I到迫喜。

E道行】 dao· heng ＜口〉［望僧道修行的功夫，

泛指技能本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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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道家E Daojia !Bl 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
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

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

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E道教E Daojiao 圈我国宗教之一，东汉时形

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
之→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9i!i道”。后又
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
为“太上老君”。

E道具E daoju 咱演出或摄制j影视片时表演用

的器物，如桌子、椅子等叫大道具，扇子、茶杯

三重 等叫小道具。
E道口l daokou c～儿）圈路口，特指铁路与公

三至三雪 路交叉的路口。

E道劳E dao11l60 ［到道乏。
E道理】 dao·ll 圈＠事物的规律：他在跟孩子

们讲热胀冷缩的～。＠事情或论点的是非得

失的根据；理由；情理：摆事实，讲～（你的话很
有～，我完全同意。＠办法；打算．怎么办我

自有～ 1把情况了解清楚再做～。
E宣林纸E daolinzhl 画一种比较高级的纸，以

木材为原料制成，按纸面有元光泽分为毛道林
纸和光道林纸两种。网最初为美国道林
(Dowling）公司制造而得名。

E道路E daolu 圈。地面上供人或车吗通行的

部分．～宽阔｜～平坦。人生～！走上富裕的～。

＠两地之间的通道，包括陆地的和水上的o
E道貌岸然l daomao-anr6n 形容神态庄严（现

多含讥讽意） 0

E道门】 daomen [El 0 指道家、道教。＠

（～儿）旧时某些封建迷信的组织，如一贯道、先
天道等。

E道袍E daop6o 圈道士穿的袍子。

E重破l daopo 圃说穿：一语～天机。

E道歉E dao;;qian 圈表示歉意，特指认错：赔

礼～G

E道情E do口qing 函以唱为主的→种由1艺，用

渔鼓和简板伴奏，原为道士演唱的道教故事的
曲子，后来用）般民间故事做题材。也叫渔鼓

（鱼鼓）、渔鼓道情（鱼鼓道情）。
E道人I dao•ren 匾。旧时对道土的尊称。＠

古代也称佛教徒为道人。＠〈力〉佛寺中打

杂儿的人。

[ 道士E dao· shi I蜀道教徒。

E道听途说E daotlng-tushuo 从道路上听到，
在道路上传说，指传闻的、没有根据的话。

E道统E daotong I组宋、明王型学家称儒家学术

思想授受的系统。他们臼认为是继承周公、孔
子的传道系统。

［）直喜】 dao11xi I司对有喜庆事的人表示祝贺．

登门～o

E道诅tl dao;;xie ［商用言语表示感谢：当面向
他～O

E道学】 daoxue O ［重理学。＠圈形容古板

迂腐：～气！～先生。
E道牙·］ daoy6 I望马路牙子，多用一块一块的

混凝土构件或石材嵌在路面两侧连接而成。

也叫道牙子。
E道义E daoyi ［割道德和义理：给以～上的支
持。

[j直院】 daoyuan 圈＠道士居住的地方；道

观。＠指修道院。
E道藏】 Daozang I画道教书籍的总汇，包括周

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典。

E道碎E daozh凸［苞铺在铁路路基上面的石
子儿。也作道碴。

E道碴】 daozh凸｜司“道昨”。

E道子E dao· zi [Bl 道1 ③。

工w dao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时子狭长，

’I口花白色或绿色。籽实叫稻谷，去完后叫大
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主要分水稻和
陆稻两大类。通常指水稻。＠这种植物的籽
实。

E稻草E daoc凸0 ['8) 脱粒后的稻轩。可打草绳

或草帘子，也用来造纸或做饲料等。
E稻草人E daocaoren !BJ 稻草扎成的假人，多

用来插在田地里驱赶鸟雀。比喻没有实际本

领和力量的人。
E稻谷E daog心 IE>l 没有去壳的稻的籽实。
E稻米E daoml ［：割去了壳的稻的籽实；大米。
E稻子】 dao·zi f割稻。

蠢 dao 古代军阳的大旗。

仁：二豆豆豆二二i

呼号 d岳阻塞］形容马蹄酬的声音。
另见 272 页 d白； 273 页 deio

[llj'J收E d岳· bo ＜方〉［到絮叨；唠叨：没工夫听
他瞎～O

E喃喃】 d岳·de ＜方〉圈叨叨：一点儿小事，别再

～了。

,, 
d台 （勿古）

／：日 de o 画画得到（跟吱咱对）：取～ 1 ～

丁飞工益｜不入虎穴，焉～虎子 l这件事办成了你



也会～些好处。＠［动］演算产生结果．二三～

六 l五减一～四。＠适合：～体｜～当。。得
意：自～。＠〈口〉画完成：饭～了｜衣服还没

有做～。。〈口〉圈表示同意：～，就这么办

吧！＠〈口〉［盈用于情况不如人意的时候，表
示无可奈何：～，这一张又画坏了！＠圈助

动词。用在别的动词前，表示许可（多用于法
令和公文）·凡符合条件者～依法申请｜这笔钱
非经批准不～擅自动用。。〈方＞ I刻助动词。

用在学音节动iii］前，表示便于：这把刀钝了，不

～用｜这包儿太大不～拿。＠［动l 且fj动词。用

在别的动 i司前，表示可能这样（多用于否定

式）：水渠昨天刚动手挖，没有三天不～完。
另见 273 页 ·de;273 ·Jl:i d邑 i0

[1号便】 debian 国遇到方便的机会．这几样东

西，请您～捎给他。

E得病E de;; bing E主l 生病2 不讲究卫生容易～o
E得不偿失E debuchangshi 得到的抵不仁失去

的。
E得逞】 dech品ng 苟I ＜坏主意）实现；达到目的：

～于一时｜阴谋未能～。
E得宠】 de;; chong l动］受宠爱（含贬义）：君主

昏庸，奸臣～O
E得寸进尺】 decun-jinchl 比喻贪得无厌。

E得当l dedan9 ［用（说话或f故事）恰巧；合适 2
措辞～｜处理～O

E得到】 de11dao 湖事物为自己所有；获得z ～

鼓励｜～一张奖状！～一次学习的机会！得不到
一点儿消息。

E得道多助l dedao-duozhu 坚持正义就能得
到多方面的支持（语水《孟子·公外丑下》：“得
道者多助，失迫若寡助”）。

[1寻法1 def凸 ~Cf，故事）力卢法得 "1 ：管理～，庄
稼就长得好。

E得分E def画n 0 C 川）［司游戏或比赛、考试

时得到分数：他在赛场七斗志越来越旺，连连
～。＠［名］游戏或比赛、考试时得到的分数。

E得过且过】 deguo叩句LIO 只要勉强过得去就
这样过下去；敷衍地过日子。也指对1作不负

责任，敷衍了事。

E得计1 deii 温计谋得以实现！（多含贬义）＇自
以为～｜虽然一时～，但最终却害了自己。

E得济】 de11 ii l动］得到好处，特指得到晚辈亲
属的好处：老人操劳一生，晚年得了儿孙的
济。

E得劲E dejin c～儿）［酬。称心合意； JI顷于一 z 改

进后的工具用起来很～。＠舒服合适：这两

天感冒了，浑身不～。

E得救】 dej iu 睡得到救助，脱离险境：落水儿

得 d自 271 

童～了｜大火被扑灭，这批珍贵的文物～了。

E得空l de;; kong c～儿）［动）有空闲时间z 白天
上班，晚上要照顾病人，很少～。

【得了】 de· le O ~表示制止或同意：～，别再
说了｜～，就按你说的办吧！＠［国用于陈述
句，表示肯定，有加强语气的作用：你走～，不

用挂念家里的事！你要喜欢，就给你～。
~7见 271 页 deliaoo

【得力E deli o c 训一）［面得益·取得好成绩，～

于平时的勤学苦练。 8 [Jl'i］做事能干；有干才z

～助手｜～干部。＠固坚强有力：领导～。
【得了】 deli凸o l形l 表示情况很严重（用于反问王三三三

或否定式）：这还～吗？｜不～啦，出了事故啦！ 彗王三
另见 271 页 d岳 •le 。 t二二＝＝

E得陇堂l蜀l delong-wongshi.i 东汉光武帝刘

秀下命令给岑彭：“人吕：不知足，既平陇，复望
岛。”叫他平定陇右（今甘肃一带）以后领兵南
下，攻取回蜀（见于《后汉书·岑彭传》）。后来

用“得陇塑蜀”比喻贪得无厌。

E得其所哉E deqisuozai 指得到适宜的处所。

也用来指安排得当，称心满，言、。
E衍人E deren ＜书〉｛动｜用人得当。
(1导人JLl derenr ＜方〉画得人心。
E得人心E de renxin 得到多数人的好感和拥
护。

(1导胜1 de斗＇ sheng l动l 取得胜利．～回朝 1旗开

～，马到成功。

E得失】 deshi I组＠所得和所失；成功和失败z

不计较个人的～。＠利弊；好处和坏处：两种
办法各有～O

E得日吁 d自11 shi I动）遇到好时机；走运。

E得势】 de// shi 画得到权柄或势力（多用于贬

义）：小人～。

E得 fl' de//shou i动l f故事顺利；达到目的 z 屡
屡～｜侥幸～O

E得cf]' deshou 1%1 指得心庇 F；顺手：刀太

笨，用起来不～｜怎么～就怎么干吧。

E得数】 deshu 回答数。

E得体E detl l黝（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

只－分．应对～｜话说得很不～。

E得天独厚l detianduhou 独具特殊优越的条

件，也指所处的环境特别好。

E得悉l dexi ＜书〉阉获悉：得知I ＇一旦～消息，
请立即上报。

E得｜利E de11xi6n 画得空＝～时请来我家做客。

E得心应子】 dexin-yingshou 心吁美怎么想，子

就能怎么做，形容运用自如。
(f：｝样 JL] deyong r （方〉［用（服装、打扮）好看；
有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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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得主＇.］ d自yi F冒适当：措置～1剪裁～。
E得以】 d岳yl ［到可以；能够发扬民主，让六家

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
E得益E devl r现受益：从他的著作中～不少。

E得意l d岳γi E回称心如意；感到非常满意：～

之作i～门生｜～扬扬｜自鸣～。

E得意忘形】 de忻州。ngxing 形容浅薄的人稍

稍得志，就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
E得意扬扬E deyl-v。ngy。ng 形容非常得意的

样子。也作得意洋洋。
E得意洋洋E deyi-v也ngy也ng 同“得意扬扬”。

三问叫阴阳2 这把剪子不～｜
这几个都是很～的干部。

E得鱼忘签E deyu-wangqu6n 《庄子·外物》z

“签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签。”签是用来捕鱼

的竹器，得到了鱼，就忘掉签。比喻达到目的

以后就忘了原来的凭借。

E得知J dezhl 画获悉；知道：～喜讯，无不欢欣

鼓舞。
E得志】 de11 zhi 圈志愿实现（多指满足名利的

欲望）：少年～｜郁郁不～｜你如今得了志，连好

朋友都不认了。
E得主】 dezhu 圈在比赛或评选中获得奖杯、

奖牌等的人：奥运会金牌～。
E得罪E dezui I虱招人不快或怀恨；冒犯：出言

不逊，多有～｜他做了很多～人的事儿。

铸… de 圈金属元素，符号 Tc。有放
（寻）射性，银灰色，熔点高，耐腐蚀。由

人工核反应获得。是第一种人工合成的元素。
用作自射线标准源和超导材料等。

4由 一 de o 圈道德；品行；政治品
1~（二、）质：品～！公～l～才兼备。＠心
意·一心一～｜离心离～。＠恩惠：感恩戴～ l
以怨报～。。（De）画姓。

E德昂族】 De，。ngzu 圈我国主I;-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云南。旧称崩龙族。

[f！惠比E d自bl 圈德比原为英国赛马会的名称，
后用德比战或德比赛指向二个城市或区域内

两个代表队之间的体育比赛：珠海队挑战广
州队，是一场南粤～大战。［英 derby]

E德才兼备】 dec6i-jianb岳l 具备优秀的品德和

较高的才能。

E德高望重J degao-wangzhong 品德高尚，名

望很大。

E德望】 dewang 圈品德和名望：～过人。

［｛.惠行J dexing IEJ 道德和品行：先生的文章、

～都为世人所推重。

[i副司 de· xing ＜口〉圈讥讽人的话，表示看
不起他的仪容、举止

不会有什么出息。也作德性。
E德性E de·xing I司“德行”（ de•xingl"

E德艺】 deyi ［苞品德和技艺：～双馨。

［：／，＼！＼育】 devu 圈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

育。
[f，惠政】 dezheng 固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

［~剧组 dezhi O 圈古代儒家的政治思想，主
张为政以德，强调道德和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

作用。＠圈指通过倡导良好的道德品质与
行为规范来治理国家和社会。

飞

de （勿"t)

唱 de 见下。
另见 270 l瓦 d队 273 页 de1 。

[fi得瑟】 de· se ＜方〉圈＠因得意而向人显示g

炫耀：开着辆小汽车到处～｜自从当上个小科

长，整天～。＠胡乱花费（钱财）：一个月的工
资没几天就让他～光了。

·de （·勿古）

地 •de 酥祀前边的词或词组是状语：
天渐渐～冷了｜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

实事求是～处理问题。
另见 283 页 di 0 

的1 ·de 回＠用在定语的后面。明语和
中心词之间是一般的修饰关系：铁～纪

律｜幸福～生活。 b）定语和中心词之间是领属
关系：我～母亲！无产阶级～党｜大楼～出口。

c）定语是人名或人称代词，中心词是表示职
务、身份或其他的名词，意思是这个人担任这
个职务、取得这个身份或从事相关的活动：今

天开会是你～主席！谁～介绍人？｜他～篮球打
得好。 d）中心词和前边的动访］合起来表示一

种动作，定语是动作的对象：开他～玩笑｜找我

～麻烦。＠用来构成没有中心词的“的”字结
构。 a）代替上文所说的人或物z 这是我～，那

才是你～｜菊花开了，有红～，有黄～。 b）指某
一种人或物．男～｜送报～ i我爱吃辣～。 c）表

示某种情况、原因：大星期天～，你怎么不出去

玩儿玩儿？｜无缘无故～，你着什么急？ d）用跟
主活相同的人称代词加“的”字做宾语，表示别
的事跟这个人无关或这事儿跟别人无关z 这里

用不着你，你只管睡你～去。 e）“的”字前后用

相同的动词、形容词等，连用这样的结构，表示

有这样的，有那样的 z 推～推，拉～拉｜说～说，



笑～笑 i 大～大，小～小。＠用在谓i告动i司后
面，强调动作的施辜者或时间、地点、方式等．
谁买～书？｜他是昨天进～城｜我是在车站买～

票｜老张是用毛笔写～信。面雪’这个用法限于
过去的事情。。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肯
定的语气·这件事儿我知道～。＠用在两个同
类的词或词组之后，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
破铜烂铁～，他捡来一大筐｜老乡们沟茶倒水
～，待我们很亲热。 0 (U ）用在两个数量词

中间。 a）表示相乘．这 l同屋子是五米～三米，

合十五平方米。 b）表示相加·两个～三个，一

共五个。
占庐，2 ·de 旧同“得”（ ·de）②③。
口~ 另见 278 页 dT; 279 页 di; 2件7 页 di 0 

E的话】 ·dehua 圃用在表示假设的分句后面，

表示假设语气：你有事～，就不要来了｜明天我

肯定去，如果天气好～o

t土－；：－ ·de 旧I矿的 l ” C ·de)(bo 
JI际N 另见 281 页 dL
／日 •de 圈。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可能、可
丁飞了以 z 她去～，我也去～｜对于无理要求，我们

一步也退让不～。主意l> 否定式是“不得”：哭
不得，笑不得。＠用在动词和补语中间，表示

可能：拿～动 l 办～到｜回～来｜过～去。［注重’
否定式是把“得”换成“不”：拿不动｜办不到。
＠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连接表示结果或
程度的补语：跑～喘不过气来 i写～非常好｜天

气热～很。 E主主’（ 1 ）“写得好”的否定式是“写
得不好”。（ 2）动宾结构带这类补语时，要重复
动词，如“写字写得很好”，不说“写字得很好”。

＠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动作、状
态的持续（多见于早期白话）．出～门来｜把～
家书泪似珠。

赋

唱

得

另见270 ·ff( de, 273 页 d吕 i0

·de 又 ·te 见 787 页【肋脑川（｜邑·de ）。

l ~~i ~为飞） ! 
d岳l

声。

（～ JL ）啤赶驴、骤等前进的吆喝

另见 270 页面； 272 页曲。

II 

dei （勿飞）

d岳i 0 （口〉国助动词。需要：这个工
程～三个月才能完｜修这座水库～多少人

的底得腻唱得掬灯 2二主~」 273 

力？＠〈口〉［到助动词。表示意志上或事实

上的必要＝咱们决不能落后，～把工作赶上去 i

要取得好成绩，就～努力学习。亟草’“得”的否
定是“无须”或“不用”，不说“不得”。＠〈口〉画

助动词。表示揣测的必然：快下大雨了，要不

快走，就～挨淋。＠〈方〉［用舒服；满意：这个

沙发坐着真～。
另见 270 页 d台； 273 页 •de 。

E得亏】 d岳1kul ＜方〉［画幸亏 2 ～我来得早，不然

又赶不上车了。

den （力1-, ) 

拍山 den ＜方〉圈。两头同时用力，
（立~）或头固定而另一头用力，把线、

绳子、布匹、衣服等猛－lfi. ：～一～袖口 1轻一
点儿，别把丝线～折（sh自）了。＠拉2 你～住
了，不要松手。

rr= ~＝ ~1句＿g1但）一：二］
I … d岳ng 圈。照明或做其他用途
（’旦）的发光的器具： -Ji&～｜电～｜红绿

～｜探照～ i 太阳～。＠燃烧液体或气体用来
对别的东西加热的器具：酒精～。＠俗称收

音机、电视机等的电子管：五～收音机。＠
<Deng ）姓。

E灯标l d岳ngbiiio I望。航标的一种，装有灯光

设备，供夜间航行使用。＠用灯装饰的或做
成的标志或标语：夜市～。

［~T彩】 d岳ngc凸i 圈。指民间制造花灯的工

艺。＠｜日时演戏时用作舞台装饰或表演道具

的花灯．满台～。＠泛指做装饰用的花灯和

其他彩饰：室内～交辉｜国庆节府的～全部安

装就绪。

［~T草】 d岳ngc凸0 [El 士J芯草的茎的中心部分，

白色，用作油灯的灯芯。

m池E d岳ngchi I写一种安装在房屋顶部的灯

饰，灯具安装在：凹进去的夹层里，所以叫灯池。

E灯光】 dengguang [El 0 灯的亮光，夜深了，

屋里还有～。＠指舞台上或摄影棚内的照明
设备：～布景。

E灯红酒绿】 d岳ngh6ng-jiulu 形容寻欢作乐的

腐化生活，也形容都市或娱乐场所夜晚的繁华
景象。

E灯！充】 denghu ＜～；L)函灯谜．打～；L 。

E灯花E d岳nghuii （～ 1Ll且灯芯燃烧时结成的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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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状物或爆发出的火花。
[J:J会E d岳nghui ［名1 元宵节举行的群众观灯集

会，集会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有的灯会
还有踩高烧、舞狮子、跑早船、表演杂技等娱乐
活动。

E灯火l d岳nghuo I望指亮着的灯z ～辉煌回家

~ 。

(:);J节E D岳ngjie l8J 元宵节。

m具l d岳ngju [El 各种照明用具的统称。

E灯亮JL】 d岳ngliangr ＜口〉［吕灯的亮光；灯火：

屋里还有～，他还没有睡。
E灯笼E d岳ng• long 圈悬挂起来的或手提的照

明用具，多用细竹箴或铁丝做骨架，糊上纱或
纸，里边点蜡烛。现在多用电灯做光源，用来
做装饰品。

E灯笼裤】 d岳ng· longku I苞裤子的一种．裤腿

肥大，下端收缩，形似灯笼。

E灯谜】 d岳ngmi I重贴在灯上的谜语（有时也贴

在墙上或拴在绳子上）：猜～。
E灯苗E d岳ngmi6o （～儿）~油灯的火焰。

E幻捻l d岳ngniiin （～儿）［组用棉花等搓成的条
状物或用线织成的带状物，放在油灯里，露出
头儿，点燃照明。也叫灯捻子。

E灯泡l d岳ngpao <~JL) （口〉圈电灯泡。

E灯伞l d岳ngsiin 圈灯上伞状的罩子。

E灯市】 dengshi 圈＠出售灯具的市场。＠

元宵节悬挂花灯的街市。

E灯饰E d岳『igshi l每用灯具做成的装饰；具有装

饰作用的灯具2 绚丽的～美化了城市夜景。

E’盯丝l d岳ngsi 圈灯泡或电子管内的金属丝．
多为细鸽丝，通电时能发光、发热、放射电子或
产生射线。

E灯塔E d岳ngt凸［童装有强光源的高塔，晚间指

引船只航行，多设在海岸或岛上。

E灯台】 d岳ngt6i tsl 灯盏的底座。

E灯头E d岳ngt6u 圈。接在电灯线末端、供安
装灯泡用的装置：螺丝口的～。＠指电:Kr盏

数：这间屋里有五个～。＠煤油灯上装灯芯、

安灯审－的部分。
E灯下黑】 d岳ngxiah岳l 用油灯照明时， [J;f被灯

具自身遮挡而在灯下形成阴暗区域。比喻对
发生在内部或身边的违纪违法行为反而不易

察觉2 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坚

决防止～。
m箱l d岳ngxiang 圈用玻璃等制成的、里面

装有电灯的箱式标牌或广告设备。
[:J:T心E d岳ngxin 同“灯芯．．。

E灯心草】 d岳ngxinc凸o 间“灯芯革”。

E叮心绒】 d岳ngxinr6『19 同“灯芯绒”。

[:J:T芯】 d岳ngxin 匮j 油灯上用来点火的纱、线

等。也作灯心。
E灯芯草E d岳ngxinc凸o 函多年生草本植物，茎

细长，叶子狭长，花黄绿色。茎的中心部分用
作油灯的灯芯，可入药。也作灯心草。

E灯芯绒E d岳ngxinr6ng 画面上有像灯芯的绒

条的纺织品。也作灯心绒。也叫条绒。
E灯i由】 d画ngy6u ~］点灯用的油，通常指煤油。

[:J:fiB-l dengy心画一种通信方法，利用灯光的
一明一暗和间歇的长短发出不同的联络信号。

E灯盏】 dengzhan [El 没有灯罩的油灯，也泛指

灯（多用于总称）。

(:);J罩l d岳ngzhao ＜～儿）［望灯上聚集灯光或防

风的东西，如电灯上的灯伞，煤油灯上的玻璃
罩儿。也叫灯罩子。

泛泛 d岳ng 0 ［疆（人）由低处到高处（多指步
宝宝： ff），～山 1～陆 i～机（上飞机〉。一步～夭。
81甜刊登或记载．～报｜～记｜他的名字～上

了光荣榜。＠（谷物）成熟2 五谷丰～。。同
“蹬”（d邑ng ）。 0 (0岳ng) l回姓。

E号妻场】 deng川ch6ng ~ （谷物）收割后运到场

Cch6ngll：：大豆～之后，要马上晒。

E将场】 d岳ng;;chang 画（剧中人）出现在舞台

上2 粉墨～ i～人物。
E登程】 dengcheng 画上路；启程：已收拾好

行装，明日破晓～O

(1圣第E dengdi l司登科，特指考取进士。

E登顶】 d岳ng;; ding f动｜（登山运动员）登上顶

峰，也用于比喻。

E登对】 dengdui ＜方〉南］相称；相配：郎才女

貌，你两个好～。
E登峰造极】 d岳ngfeng”zaoji 登上峰顶，到达最

高处，比喻水平达到最高点（造z 到） o

E登高】 d岳『iggao l础。上到高处回～望远。祝

步步～。＠重阳节登山叫登高．重九～。
E登革热】 denggere I萄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
主辈革热病毒，由蚊子传播。症状是头痛、背痛、
肌肉和关节痛，高热，恶心，呕吐，腹泻，皮肤出

现红珍等。也叫骨痛热。［登革，英 dengue]

E登基l d岳ng;; jl 圈帝王即位。

E登极l d岳『ig;;ji 圃登基。

E登记】 d位19// ji 圈把有关事项写在特备的表

册上以备王军考2 户口～｜～图书｜来客请到传达

室登个记。

E登记吨l d岳ngjldun ［量计算船只容积的单位，

1 登记吨等于 2. 83 立方米（合 100 立方英
J-(_)o 简称吨。

E登科E d岳ngke 画科举时代应考人被录取。

E登l陷E d岳nglin ~登山陷水，泛指游览山水名



胜：～名山大川，饱览壮丽景色。
E登陆】 d岳ng;; lu ［：萄。渡过海洋或江河登上
陆地，特指作战的军队登上敌方的陆地：～演

习。台风～！～月球。＠比喻商品打入某地市
场z 这种新型空调已经～上海市场。

E登陆舱l d岳nglucang ~航天器中用于将陆

月球、火星等其他星球的舱式设备。
E登陆场】 dengluch凸ng 画军队在强渡江河或
渡海作战的时候，在敌为的岸上所夺取的一部

分地区，用来保障后’续部队渡水和上岸。

E登陆舰】 d由1glujian c:gi 运送登陆士兵和武器

装备靠岸苦苦陆的军舰。有各种类型，舰底平，
船舷高，船头有可以打开的门，便于人员、坦
克、车辆迅速登｜工陆地。排水量在 son 吨以

下的叫登陆艇。
E登陆艇】 d昌nglutlng ［画见 275 页i登陆舰lo

E登录】 d岳nglu 圈。登记z ～在案。＠注册
②。

E登门】 d岳ng;;men ［：动l 到对方住处：～拜访｜我

从来没有登过他的门。
E登攀E d岳ngpan 画攀援。

E登11Jl deng矿 shan ［副 0 t.111 ：～临水｜～越

岭。＠一种体育运动，攀登高山．～服｜～协

会。
E移山服l d岳ngshanfu 1'8! 0 登山运动员登山
时穿的种特制防寒服装。＠一种防寒冬
装，多用尼龙绸和羽绒等制作，一般有风帽。

E登时】 dengshi 画立刻·说干就干，大家～动

起手来。

E登台】 d岳ng;;tai 圈。走上讲台或舞台＝～

演讲｜～表演。＠比喻走上政治舞台．～执

政。
E登堂入室E d岳ngtang-rushi 升堂入室。

E登载E d岳ngz凸l l动］（新闻、文章等）在报刊「，印

出：～论文！～重要消息。
瞪 deng 阴形容沉革的东四落地或撞击

物体的声苦：～～～地走上楼来。

璋 deng ＜书〉像玉的战

去世 d岳n口＠占代感肉食的器皿。＠
军宣（篮） <4£>0同γ，指j~＇~ro

另见 276 页 d自ngo

整 d岳ng 0 古代有柄的笠＠〈为） 1'81 S-1: 0 

服发 deng 南110 腿和1脚向脚底的力－ 1;,l 用）J:

~Jl. ～水车｜～三轮儿。＠踩；踏2 ～在窗台上
擦玻璃。＠穿（鞋、裤子等）：脚～长简靴｜～上

裤子。＠〈口〉 Ji把；另→J1抛弃．听说他俩

分手了，不知是谁～的谁υ

登瞠蹬镣篆蹬等 l d岳ng- d昌ng I 21s I 
另见 277 页 d自ngo

E蹬腿】 d岳ng;; tul i到＠伸出腿：他一～坐起
身。＠（～儿〉〈方〉指人死亡（含诙谐意〉。

v 
deng c 勿L>

在在1 d岳ng 0 遇等级＝同～｜优～。＠置
可了种；类．这～事｜此～人。 8 iJll 用于等
级：二～舱！共分三～。＠程度或数量上相
同：相～｜～子！大小不～。 0i回l a) （书〉用在

人称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我～｜至三三

彼～。 b）表示列举未尽（可以叠用）：北京、天主王三
津～地｜纸张文具～～。 c）列举后煞尾z 长江、三王军

黄河、黑龙江、珠江～四大河流。＠同“殿”。＠
CD邑ng）圈姓。

在世2 d岳吨 。自主l 等候；等待·～车 l请稍～一
寸了 会儿。＠［均等到：～我写完这封信你再

走。

E等不及l d岳ng•buji I动l 闲时间紧，不能等到3

因着急，等不到（某个时候）：他现在还不来，我

实在～了｜他～答复，多次打电话询问 3
［＇等差E d岳ngcha ＜朽〉画等次。

E等次E d邑ngci ~等级高低：出Y 产品按质量
划分～。

E等衰E d岳ngcul ＜书〉画等次。

E等待E d品ngdai l甜不采取行动，直到所期望

的人、事物或情况出现z ～时机。

E等到】 d岳ngdao cm 表示时间条件：～我们去
送行，他们已经走了。

E等得及E d岳ng·deji E剥还有时间，能等到（某

个时候）：下个月才能到货，你～吗。
【等第l d品ngdi ＜书）~名次等级（多指人） :~ 
有差（名次等级有差别）。

【等额"l de吨’自［回属性词。跟→定的数额相
等的：～选举｜人才～交换υ

E等额选举】 d岳吨’ e XU凸nj心候选人名额相等
于当选人名额的一种选举办法（区别于“差额
选举勺。

E等而 F之】 d品ng' erxiazhl 由这一等再往下，
指比这→等差：个别名牌货质量还不稳定，～
的杂牌货就可想而知了。

【等少女l d岳ngfen I动l 把物体分成相等的若干部
分：～线段。

【等份】 d岳ngfen c～儿）［各］分成的数量相等的

份JL ：把这筐桃分成十～。

<':t; i过 denghao 圈表辰两个数或两个代数式

ft'J相等关系的符号（＝）。

[':jifi以l d岳nghou l动｜等待（多用于具体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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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命令｜～远方归来的亲人。 I c等于零E d邑ngyu ling 跟零相等，指没有效果

E等级】 d曲创i 圈按质量、程度、地位等的差异［ 或不起作用＝说了不办，还不是～。

而做出的区别z 划分绩效考核～｜按商品～规 I ~d岳ng 圈用跋子称东西：拿戮子～一～
定价格。 I~月4 这点儿廉香有多重。

E等价l d岳n四ia D司不同商品的价值相等：～ I c践子】 d岳ng • z i L'Sl iYltl定贵重物品或某些药品

商品 l～交换。 | 重量的小秤，构造和原理跟杆秤相同，盛物体
E等价物E d品ngjiowu I组能体现另一种商品价｜ 的部分是一个小盘子，最大计量单位是两，小
值的商品。货币是体现一切商品价值的一般！ 到分或厘。
等价物。

E等离子态】 d品nglizitai 圈物质存在的一种形

态，是物质的等离子体状态。高温、强大的紫
外线、X 射线和 γ 射线等都能使气态物质
变成等离子态。

E等离子体l d岳ngliziti ［割由正离子、自由电子

组成的物体，是物质的高温电离状态，不带电，
导电性很强。太阳等大多数星体都存在等离
子体。

E等量齐观】 deng I iang-q iguan 不管事物间的

差异，同等看待。
E等米下锅E d岳ngmi-xiaguo O 比喻资金、物

资等供应不上，影响正常业务：由于市场不景

气，我们公司也处于～的境地。＠比喻消极地

等待支援2 面对困难要积极想办法，不能只向

上级伸手，～o

E等内E d岳ngnei 归属性训。质量在等级标准

以内的（区别于“等外”） ：～钢饺。

【等身】 d岳ngshen ［司跟某人身高相等：～雕

像｜著作～（形容著作极多）。
E等式E d岳ngshi ［组表示两个数或两个代数式

相等的算式，这两个数或两个代数式之间用等
号连接，如 3+2 二 4+1 ， α 二 40

E等同】 d邑ngt6ng I司当作同样的事物看待：

不能把这两件事～起来。

E等夕~l d岳ngwai [l!丑属性词。质量在等级标准

以外的（区别于“等内”）：～品。
E等闲E dengxian ＜书＞ 0 l咽半常z ～之辈｜～
视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画i

随随便便；轻易 2 莫～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圃无端；平白地：～平地起波澜。

E等闲视之l d岳ngxi6n-shizhi 当作平常的人或

事物看待。

E等因奉此l d品ngyln-fengci “等因”和“泰此”
都是旧时公文用话，“等因”用来结束所引来
文，“奉此”用来引起 F文。“等因奉此”借指例
行公事的文牍或官样文章。

E等于E d岳ngyu ~ 0 某数量跟另一数量相
等z 三加二｝五。＠差不多就是，跟……没有

区别＝不识字就～睁眼瞎子 i 说了不听，～
白说。

deng ＜勿L>

邓（部） Deng 圈姓。

E邓小平理论l Deng X1凸oping mun 是以邓小

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二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
征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
j工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
的指导思想。

凳＇＂＂＂ deng 川日子：方～｜板
（兴模） ～｜竹～儿。

【凳子E deng· zi 画有腿没有靠背的坐具，主要
用木头、竹子等制成。

瞪 deng ＜书＞ LlLL UT 以攀登的小道， w~
九折。

司业 deng 阐＠使液体里的杂质沉 F去：～

1且清。＠〈方〉挡着渣j宰或泡着的东西，把
液体倒出；注：把汤～出来。
另见 170 页 chengo

[1'沓浆泥.l dengj iangni 画过滤后除去 r杂质

的极细腻的泥，特指帘l细陶瓷等用的泥。
E澄清E deng;;qlng 画使杂质’沉淀，液体变清：

这水太浑，～之后才能用。
另见 1 71 页 ch岳「igqlng o 

E澄沙】 dengsha ['81 过滤后较细的豆沙：～

馅JL月饼。

τ亚运 deng O ＜书〉街头台阶。＠（～儿）［重
悦目二用于台阶、楼梯等：五～台阶｜这楼梯有三
十来～。

瞪 deng 画。用力睁大（眼）：他把眼睛都
～圆了。＠睁大眼睛注视，表示不满意z

老秦～了她一眼，嫌她多嘴。
E瞪眼l deng;; Y凸n l到＠睁大眼睛；眼看着g

干～。＠指跟人生气或耍态度z f也就爱跟别

人～｜有话好说，你瞪什么眼？

企业 deng l组挂在鞍子两旁供脚蹬的

谊（锺）东舌，多用铁制成马～。



另见 275 页 d岳吨。

E锤子E deng•zi ~J 怪（d自门g ）。
回且t deng 见 133 页［（ R曾蹬阳台门gdengl 。

~旦另见 275 页 d邑ngo

[ ：＝~~~f丁对于 二］

门气 di 0 二十八宿之－。 8 (01）我国古
b如代民族，居住在今回北和四川西部一
带，东普十六国时期兽在黄河流域建立

过前秦政权（公元 350 394 ）；在今西北建

立过后凉政权（公元 386 403 ）。

另见 280 页 dL

低 dl 0 画从r1臼J上距离小；离地面近（跟
, “高”相对， F②③｜口d）：～空｜飞机～飞绕
场一周！水位降～了。＠［形l 在→般标准或平
均程度之 F：～地｜声音太～！眼高手～。＠

画等级在下的：～年级学生 i 我比哥哥～一
班。。画（头）向下垂：～着头。

E低矮】 di ’ iii 圈高度小：～的房屋。
E低保l dlbao 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j
度。即面向城市贫困人口按时发放救助金，并
在某些方面减免费用。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社

会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
［｛民倍E dlbei 圈属性词。倍数小的． ι放大

镜。
E低层】 dlceng O 圈低的层次·他住在高层，
我住在～。＠［回属性词。（楼房等）层数少

的·～住宅。＠［用属性词。级别低的：～职

员。
E低层住宅E dTceng zhuzhai 指地面上层数为

1 3 层的住宅建筑。
E低产E dTchiin 晴属性词。产量低的：～田｜
～作物。

E低潮】 dlchao 圈。在潮的－个涨落周期内，
水面下降的最低潮位。＠比喻事物发展过程

中低落、停滞的阶段：那时革命正处于～。
E低沉】 dlchen 画。天色阴暗，云层厚而低。
＠（声音）低。＠（情绪）低落。

E低档】 dldang ［附属性词。质量差，价格较低
的（商品）·～服装 1～食品。

E低等】 dTdeng 圈属性词。低级①z ～动物｜
～植物。

E低等动物】 did岳ng dongwu 在动物学巾，一－

般指身体结构简单、组织及器官分化不显著的

无脊椎动物。
E低等植物】 did岳ng zhiwu 一般指构造简单，

无茎叶分化，生殖细胞多为单细胞结构的植
物。现在以胚的有元作为民分高等植物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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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植物的标准。

E低调E dTdiao c～儿）＠［刽低的调门儿，借指缓

和的或比较消沉的论调。＠（画和缓而不张
扬z 这件事情最好做～处理。

E低度】 dTdu ［~属性词。＠程度低的：～近

视。＠浓度低的2 ～酒。
E低端】 dTdudn 回属性词。等级、档次、价位等

在同类中较低的＝～产品。

E低估E dTgu 画过低估计：不要～群众的力量。
E低谷】 dig心国比喻事物运行过程中低落或低

迷的阶段：用电～｜经济开始走出～。
E低耗E dThao 归属性词。损税或消耗较少的：二三三

这种产品具有高效、～、成本低的特点。 王三三
E低缓E dlhuan f用＠（声音’）低而缓慢z 他语调 τ二三

～，但口气很坚决。＠（地势）低而坡度小z 这
里地势～，气候温和。

E低回】（低徊） dThui ＜书〉画＠徘徊（hu6i),

～叹息！使人～不忍离去。＠同旋起伏2 思绪
～｜～婉转的乐曲。

E低级】 dlji I勤＠属性词。初步的；形式或构

造简单的：～动物。＠庸俗z ～趣味｜格调～。
E低价E dTjia iBJ 较低的价格：～转让。

E低贱】 dTjian E国＠（地位）低下：出身～。＠

（价钱）低：谷价～。
E低调 dljiu 画降低身份成就某事（多用于就

职、择偶）：工作不好找，你就屈尊～吧。
E低聚糖E dTjutang 画出 2 1 （）个单糖分子
组成的糖，如庶糖、麦芽糖等。

E低空E dlkong IBl 距离地面较近的空问：～飞
行l在～是暖而湿润的西南气流。

E低廉E dlli6n E回（价钱）便宜Cpi6n· yi ）：价格

～｜收费～O

E低劣】 dTlie ~园（质量、水平等）很差：～产品｜
品质～！技术～o

E低龄l dlling 圈属性词。年龄较小的（就一般

标准而言）．～罪犯！～老人（指六十岁至七十
岁的老人）。

【低落l dlluo O I塾I c水fV: ，物价等）下降：价格

～。＠回（士气、情绪等）不旺盛；不饱满．士
气～｜心情～。

【低迷E dTmi I黝＠不景气，不振作：消费～｜～

的市场｜竞技状态～。＠〈书〉迷离；这蒙①z
烟雾～｜疏柳～。

E低白色E dlneng I用能力低下。
【低能儿E dine吨’ er 圈智力不发达、近于痴呆
的儿童，泛指智能低下的人。

E低频E dlpin IEl 0 一般指低于射频或中频的
频率，频率范围与声频相近。＠无线电频段
小指 30 -300 千赫范围内的频率。



巴芝」 di i 低的瓶堤提碑嘀滴

E低聘】 dipin 画按低于原有职务、级别聘用·

考核不合格者要～或解聘。

E低气压区E dTqiyoqu ~中心气压比周围低的
区域。低气压区内空气往往上升，形成云或降

水。
E低热E dire l重人的体？且在 37. 5 38℃叫低

热。也叫低烧。
E低人一等E dTrenyld岳ng 比别人低－个等级：

职业不同是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哪个行业～

的问题。

E低三下四】 disan xiasi 形容卑贱没有骨气。

E低烧l dishao 圈低热。

E低声下气E dish岳ng-xiaqi 形容恭顺小心的样

子。

E低首下心】 dishot』 xiaxin 形容屈服顺从的样

子。

E低俗】 dlsu F回低级庸俗z 言语～1～的格调。

E低速l dlsu l!回属’问：词。低速度的z ～行驶｜
～路段。

E低碳l dltan 1附属性词。温室气体（以二氧化

碳为主）排放量较低的：～经济｜～生活。
E低糖E dlt6ng l归属性词。含糖量低的（食

品）：～糕点。

E低头E dl;;t6u I甜。垂 F头：～不语。＠指

屈服：～认罪｜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

E低洼】 diwa E冒比四周低的（地方）：地势～l

～地区必须及时采取防涝、排涝的措施。
E低微l dlw岳I I地＠（声音）细小：～的呻吟。

＠少；微薄z 收入～ i待遇～。＠（身份或地位

等）低下：门第～o
E低温E dlw岳n I苞较低的温度。在不问的情况
下所指的具体数值不同，例如物理学上通常指
低于液氮的温度C77Kl，有时也指低于液氮的

温度（4. 2扣。

E低下E dlxia E回＠（能力、水平、地位等）在一
般标准之 f：能力～｜技术水平～。＠（品质、

格调等）低俗2 情趣～O

E低限E dlxian 圈最低限度。

盯民陷l dlxian E司下陷；凹陷·房基～｜两腮～o
E低压J dTya 圈＠较低的应强。＠较低的电

压。＠舒张压的通称。

E低压槽l dlyac6o ~气象学仁指从低气ff[;{

延伸出来的槽状区域。低压槽内空气上升．多
阴雨天气。

E低音提琴l dlyln tiqin 提琴的→种，体积最

大、发音最低。

E低i吾E dly心目由］低声说话：～密谈 l 悄声～！他

在老王耳边～了几句。

E低云l diyun 圈云底离地面（中纬度地区）不

足 2 千米的云。

的 di 刮士，也泛指运营用的车打～｜摩
～（运营用的摩托车）｜板儿～（运营用的平

板车）。
另见 272 ]ff· de; 279 页 di; 287 页 di 0 

E的哥】 dig岳〈口〉圈称男性出租车司机。

E白的且l diji岳（ fl ）圈称女性出租车司机。

E的士l dish］电l 小型载客出租车。［英 taxi]

瓶 di （书〉忱。

堤 di 圈沿河沿湖或沿海的防水
（兴陡）仰筑物，多用土石等筑成：河～｜

海～｜修～筑坝。

E堤岸】 di’。n !El 堤。
E堤坝】 dlba 吕亘堤和坝的总称，泛指防＂Jj(

的构筑物：要加紧修筑～，以防水患。
E堤防l dlfang 圈堤：汛期以前．要加固～o

E堤围］ dlw自i l苞堤。

E堤堪E diyan 圈堤坝：堤：整修～。

4七曰 di 义同
1λ匕另见 1284 页 ti 0 

E提防E di• fong l到小心防备·对他你要～着
点儿D

E提溜】 dl•liu ＜口〉［动J 提(ti) ：手里～着一条鱼

〈〉～着心（不放心）。

币单 ” di 用于人名，金日（ mil 碑，汉代
早（障）人。
嘀 di 幢］形容哨声喇叭声等

另见 28ll 页 df 。

[n商嗒】 dido F址些l 形容钟表机械摆动等的声

盲：屋里异常寂静，只有钟摆～～地响着｜小喇
叭嘀嘀嗒嗒吹个不停。也作滴答。

(P商嗒】 dl•da I司“滴答”（di• dα）。

E口商里l嘟噜】 di· lidulu ［用状态词。形容说话很

快，使人听不清。也作滴里嘟噜。
~di 0 南l 液体一点一点地向下落z ～水

11可穿石｜汗往下直～。＠圈使液体一点一

点地向下落z ～眼药｜～上几滴油。＠一点一

点地向下落的液体：汗～｜水～＇ 0 l重用于
滴下的液体：一～汗｜两～墨水。

E滴虫E dlch6ng 圈原生动物，形状多为椭圆

形，有鞭毛。有的生活在淡水里，有的寄生在
人的肠内或阴道内，可引起肠道滴虫病和滴虫
性阴道炎。

E滴答E dido o 阻声］形容水滴落下的声音：窗

外滴滴答答，雨还没有停。＠同“嘀嗒”
c dTual 。

E滴答E di.归国成漓地落下－汗直往下～｜屋

顶上的雪化了，屋檐～着水。也作嘀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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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滴滴涕】 dTdTti I画一种杀虫剂，成分是双对氯

苯基三氯乙：院，白色晶体。杀虫敛力大，效用
持久。但有积累性残留，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

境有不利影响，我国已停止生产和使用。

［英 DDT，是 dichloro diphenyl-trichloro 

ethane的缩写J

E滴定】 dlding I到化学容量分析中，为了计量

被测物质的含茧，将标准溶液（已知浓度的溶

液）滴入被imtl物质的溶液哩。反应终了时，根

据所用标准溶液的体积，计算巾被测物质的含

坦人

E滴定管E dldinggu凸n l扫化学容最分析用的

细长玻璃管，有刻度， F~尚有［活检。
E滴灌】 dlguan ［司灌溉的 A种方法，使水流通

过设置的管道系统缓缓滴到梢物体根部的士

壤中。

E滴里嘟噜】 dl· lidulu o 厦状态词。形容大

大小小的－串东西®－Ht很累赘，不利落：他腰

带上～地挂着好多钥匙。＠同“口商巨嘟噜”。

E滴沥E dlli M声］形容水F滴的声音．雨水～o

E滴溜溜J dlliuliu ＜～的）帽状态词。形容旋转

或流动．陀螺在地上～地转动。

E滴溜JLl dlliur 两状态词。＠形容极圆：～

圆。＠形容很快地旋转或流动， DR珠～乱转。
E滴水J di· shui l组＠滴水扎，也指滴水儿的

瓦头，略呈三角形。＠一座房屋和毗邻的建

筑物之间为了房檐I排泄雨水而留下的空

地。
E滴水不漏】 dlshul-bulδu 形容说话、f故事十分

周密，没有漏洞：她能言善辩，说出的话～。
E滴水成冰E dTshul-chengblng ;j( 一滴下来就

冻成冰，形容天气！－分寒冷。
E滴水穿石E dlshui-chuanshi 见 1225 页 i水

滴石穿l 0 

E滴水瓦］ di· shuiw凸！到 A种传统式样的玩，

一端带着卜茸的边儿，边儿止由有的有花纹，盖

房顶时放在檐口。

E滴淌J dTtang 画（液体）－j商一漓地向 F流．

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

摘 di 见下

E梢梢】 dTdT （书〉匮重］形容敲门声。

铺 ι 叫金属元素，符号 Dyo 是一
（铺）种稀土元素。银臼色质软。用于

核工业和发光材料等。

另见 280 页 di 。

提 di 0 古代种皮制的转 8 (0η ［名l
姓。

di （力｜）

苦；』b Di 0 我国古代称北方的民族。＠圈
习／、炸，。

、 ,_i. di 0 ( ~）汗’导；寻｜宇：启～0
1且c ：姐） 8 (Of) 圈姓。
E迎fF-til dikaishi 回到矿物，元色透明或白色结

品，有蜡样光；手，硬度 1 3。质地细腻的块状

迪开石是制作工艺品和印章的材料。

E迪斯科E disllφ 圈。摇摆舞音乐的一种，起兰三三

源于黑人歌舞，节奏快而强烈。＠最早流行毫王三
在美洲黑人间的种节奏快的l强烈的舞蹈，后＝一

广泛流传世界各地：跳～｜老年～。［英 disco]
E迫厅】 ditlng F名i 供人跳迪斯科舞的舞厅。

的 di 真实；实在～当 l～确。
夕j见 272 页 ·de;27自页 di; 287 页 di 0 

[[r'~当】 didang ~恰当；非常合适＝这个评语

十分～O

E的确J dique i副完全确实；实在：他～是这样

说的！这的的确确是宋刻本。

E的确良E diqueli6ng 画涤纶的纺织物，与棉

？昆纺的称棉的确良，与毛？昆纺的称毛的确良。

的确良做的衣物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

快。［英 dacron]

E的i1Fl dizheng ＜书〉［组确凿的证据。

才、… di Q司买进（粮食JCJIR唱”相对）：
刁飞（璀）～麦子。
获 di 南0 多年生草本植物，形状像芦苇，

地下茎蔓延，叶子宽条状披针形，花紫色，

生长在水边。茎足造纸和制人造纤维的原料，

也用来编席。 8 (Oil姓。

敌』 ~i 0 有利吝
（敞）～人！～军。＠敌人：仇～｜残～ ! 

分清～我。＠对抗；抵挡·所向无～｜寡不～

众。。（力量）相等的：匹～｜势均力～。
E敌敌畏】 didiwei 1'81 一种有机磷杀虫剂，无色

泊状液体，有挥发性，毒性较大，用来防治棉

钢等农业害虫，也用来杀灭蚊、蝇等。〔英
DDVP，是 dimethyl-dichloro-vinyl phos 
phate 的缩写］

【敌对】 didui 圈利害冲突不能相容，仇视而相

对抗：～态度｜～势力｜～行动｜两股势力互相
~ 。

E敌国E ctigu6 I到敌对的国家。

【敌寄E ctihai l'8j 自然界中某种生物危害另一

种生物，前者就是后者的敌害：刺猾遇到～时，



I 2ao I di - di i 敌涤颇笛规髦嘀摘翠铺主运躏民

便把身体蜷曲成球形。
E敌后E dihou 画作战时的敌人的后方2 深入

～ 1建立～根据地。
E敌境］ dijlng 圈敌方的区域；敌方控制的地
方2 深入～o

E敌f气】 dikai ＜书〉圈抵抗所愤恨的敌人2 周

仇～o

E敌寇】 dikou 画侵略者；入侵的敌人：抗击

～｜歼灭～O
E敌情］ diqing 函敌方的情况，特指敌人对我

方采取行动的情况：了解～ i侦察～！发现～

三三三 ～观念（对敌人警惕的观念）。
三三三w ［敌酋E diqiu 圈敌人的头子活捉～。

E敌人】 diren i祖敌对的人；敌对的方面。

E敌视E dish）画当作敌人看待；仇视z 互相～

～的态度。

E敌手】 dishou 圈力量能相抗衡的对于：棋逢

～，将遇良才｜比技术，咱们几个都不是他的～。

E敌台E ditai ~敌方的电台。
E敌探E di tan 阁敌方派遣的刺探我方机密的

间谍。
E敌特E dit岳圈敌方派来的特务（te• WU ）。

E敌伪］ diw岳l 圈指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
略者、汉奸及其政权：～时期｜没收～财产。

E敌我矛盾】 di-wo m6odun 敌对阶级之间由

于根本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

E敌焰J diyan l重敌人的气焰：～嚣张。

E敌意E div1 r萄仇视的心理治生对的情感·心怀
～｜露出～的目光。

E敌阵】 dizhen 圈敌人的阵地2 冲入～。

占b 、，L di 0 洗·洗～｜～荡。 8 CDil ［组
馀（源）姓。
[;l条除E dichu E到清除；去掉：～污垢｜～旧习。

E涤荡】 didδng 建国洗涤；消除·～邪崇 J ～污泥

浊水。

E涤纶J ctilun 画合成纤维的一种，强度高、弹

性大。用来做衣服或制造绝缘材料、绳索等。
［英 terylene〕

J;:z亨 di （书〉美好’（多用于人名）。
即足（曲真）
A作 di 0 ［割管乐器，多用竹子制成，竹管一
口1 头堵死，竹管 t二面有…排供吹气、蒙笛膜
和调节发音的孔，横辛苦吹奏。也叫横笛。＠

响声尖锐的发音器：汽～ i警～。

E笛膜E dim6 C～儿） IEJ 从竹子或芦苇的茎中取
出的薄膜，用来贴在笛子吹孔制~的第二个孔

上，吹笛时振动发声。

E笛子E di· zi 圈筒①。

规（颠）
di （书〉见；相见。

E规面】 di『nia『l （书〉［盈见面；当面。

髦
E髦髦】 di. di （方〉［组｛段头发o

嘀 ι di 见下。
C :uJJ(）另见 278 页 dT 。

［~邮报 di·gu I动＠小声说；私下里说：俩人一

见面就～ ι了。＠猜疑；犹疑z 他看到这种异
常的情形，心里直～。

摘 di 0 宗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政（跟“庶”
11=1.J 相对）：～出｜～长子（正妻所生的长子）。

＠家族中血统近的·～亲 i～堂。＠正宗；iE

统2 ～派｜～传。
［~商出】 dichu 画旧时指iE妻所生（区别于“庶

出”）。

[ft南传】 dichu6n E西］摘派相传（表示正统）．～

弟子。
E摘母】 dim心圈宗法制度下妾所生的子女称

父亲的正妻。

E娴派E dipai 圈。摘系2 ～子孙。＠得到传

授人亲自传授的（派（多指技术、武艺）：～真
传。

E摘亲E diqTn ［归属性词。血统最接近的（亲
属）：～姐姐！～侄子。

E摘堂】 dit6ng E国属性词。堂房亲属中血统关

系较近的：～兄弟！～叔伯。

E摘系E dixl 画＠宗法制度下指家族的正支：

～后裔。＠一线相传的派系；亲信派系·～部
队。

[ft南子］ dizl ~旧时指H妻所生的儿子（区别
于“庶子”）。特指摘长子。

霍 di 0 古书上指长尾的野鸡＠古代用
作舞具的野鸡的羽毛。 8 CDil t割姓。
另见 1643 页 Zh6i"

铺 ~ j书〉箭头，也指箭z 锋～｜呜
（销）～。
另见 279 页 d/0

吾乡 di 见Fo
4量J元”

【毅暑E dijl （书） IEl 假发盘成的警。

躏 di （书〉蹄子。
另见 1684 页 zhi 。

v 
dT c 勿I ) 

民 di （书〉根本①。
另见 277 页 di 0 



邸 dl 0 高级官员的住所官～｜扣。＠
con 函姓。

、口气 、 a di 说坏话；骂，～毁｜丑～（辱骂） 0

z、（前）
E诋毁E dlhui D赳毁谤；污蔑2 ～别人，抬高自

己。
城 di 宝提问D，地名，在天津。

另见 175 页 chi 。

抵1 di 0 圃支撑2
（＠祷抵、＠有自）～住门别让风刮

开 l他甩手～着下巴频儿。＠抵挡；抵抗：～
制。＠彼此对；il: d11'斥：～触 i～梧。＠圈抵
偿：～命。＠画1 抵押：用房屋做～。＠南］

抵销·收支相～。＠画］相当，能代替：一个～
两个。

抵2 di 圈抵达；到斗京

E抵补】 dlbu I动j 补足所缺的部分：～损失。
E抵偿】 dichang Q动l 用价值相等的事物作为赔

偿或补偿：～消耗1拿实物做～。
[tfl";触E dlchu I通跟另一方有矛盾：～情绪｜相
互～｜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的时候，应该

服从集体利益。
E抵达】 dido I翻到达2 ～目的地。
E抵挡】 dldang 圃挡住压力；抵抗：～严寒｜攻
势太猛，～不住。

E抵还E dlhu归国以价值相当的物品偿还＝把
房产作价～。

E抵换】 dihuan ［动J 以另一物代替原物。
E抵交】 dljiao I司用价值相等的钱或实物代替
应交纳的钱物z 用红利来～保险费。

E抵缴】 dlji凸0 ［通抵交。

E抵抗】 dikang I司用力量制止对方的进攻：奋
力～｜～敌人入侵〈〉增强对疾病的～力。

[tfl";t口】 dikou l'iliJ 用扣除的方式抵销所欠或应
交的款项。

【抵赖】 dHai 画用谎言和l狡辩沓认Jifi犯过失或

罪行：铁证如山，不容～。

E抵命】 di;1ming 1剥偿命z 杀人～。
E抵事E di;;shi ＜方〉［回顶事；中用（多用于否定
式）：谁说人少了不～！｜究竟抵不抵事，还要

试一试看。
E抵数］ dT11shu E动］充数；凑数：注重质量，决不

能拿伪劣产品～o

E抵死E dis! I副拼死（表示态度坚决）：～不承

认。
E抵梧l diw心〈书〉自动］矛盾两部书中的记载，

每每～O

E抵消】 dlxiao l甜两种事物的作用因相反而且；

邸诋抵哩里」 di 企~

相消除：这两种药可别同时吃，否则药力就～

了。

E抵销E dixiao 画冲抵勾销．～债务。

E抵押E diva 画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对财产

的占有而将该财产作为清偿债务的保证：～
品｜用房产做～。

E抵御】 dTvu ri\1Jl 抵挡，抵抗：～风沙侵袭｜～外
侮。

E抵债】 di;; zhai 画］抵偿债务。

E抵账E dl;;zhang l司用有价证券、实物或劳力

等来还账。
E抵制E dlzhi I通阻止某此事物，使不能侵入或三三
发生作用：～不正之风。 主主

E抵罪】 dizui l甜用接受惩罚或立功等方式来丐＝

抵偿所犯的罪过。
古士 di l名l 有机化合物，无色晶体，可用来制

、，染料等。
另见 1685 页 zhi 。

『古：；；.＆ j di 0 （～儿）［担l 物体的最下部分：锅

IY.N ～儿 l井～ l 海～。＠（～儿）温事情的根

源或内情．交～｜摸～｜刨根儿问～儿。＠（～儿）
l画底子④z ～本｜～稿 JL I 留个～儿。。（年和

月的）末尾：年～｜月～。＠（～儿）［组花纹图

案的衬托面z 白～红花。＠圈底数①的简

称。＠〈书〉达到z 终～于成 1伊于胡～？（到
什么地步为止？） (3 COD 空军姓。

底2 di （书〉圆疑问代词。何g什么 2 ～处 l

…～事。
吕学3 di ＜仍〉［何指示代词。＠此；这2 竹篱

IY.N 茅舍，～是藏春处。＠如此；这样：长歌

～有惰。
另见 273 I页• deo 

m版】 diban I割底片。
E底本E dib岳n ~JO 留作底子的稿本。＠抄

写、刊印、校勘等所依据的本子。
E底册】 dice [E,J 登记事呀！留存备查考的册子：
打印两份，一份上报，一份留作～o

[rif层］ dTceng 圈。建筑物地面上最底下的

－层，泛指事物最下面的部分2 大楼的～是商
铺。＠社会、组织等的最低阶层：生活在社会

。

U良月巴】 difei 圈基肥：～不足，麦苗长得不好。

U高粪E difen 圆做基肥用的粪肥。

E底稿］ dig凸0 （～儿）［望公文、信件、文章等的

原稿，多保存起来备有＇. o
E底工E di gong I司“底功”。

E底功］ digong ［童基本功夫（多指戏曲表演技
艺等）·～扎实。也作1点工。

[Jff火】 dihuo 圈＠指增添燃料以前炉灶中原



2a2 I di ｜底抵砾慨

有的火。＠枪弹或炮弹底部的发火装置，是

装着起爆药的铜帽或钢帽，受撞针撞击时，就
引起发射药的燃烧。炮弹底火也有用电引发

的。
rn价】 dijia 圈＠招标、拍卖前预定的起始价
钱：这套邮票拍卖～ 6 （）（）（）元，成交价 8 ()()() 
元。＠底码①O

rn襟】 dijln （～儿）圈纽扣在一侧的中装，掩在

大襟底下的狭长部分。

E底里E dill ＜书〉圈内部的实情：不知其中～｜
派人探听～。

重量， rn料E diliao I主l 锅底。

主. E底码E dim凸圈。商业中指商品的最低售
价。＠银行业中指规定的最低限度的放款利

息额。
rn牌E dipai IBl o 扑克牌游戏中最后亮出来
的牌。＠比喻内情：摸清对方～，再考虑如何

行动。＠比喻留着最后动用的力量：不到万
不得已，别打这张～。

[!ff:盘】 dipan 圈。汽车、拖拉机等的组成部

分，包括传动机构、行驶机构和控制机构。＠
〈方〉器物的底座。

U良片l dipian IE.l O 负片的通称。＠没有拍
摄过的胶片。｜｜也叫底版。

E底气】 diqi ［各，JO 指人体的呼吸量：～不足，

爬到第三层就气喘了｜他～足，唱起歌来嗓音洪

亮。＠指气力或劲头2 看到新一代的成长，教

师们干工作的～更足了。＠指信心或勇气：
工作没干好，说话～不足。

U底儿朝天】 dir chao tian 〈方〉＠颠倒后底部
朝上；翻个JL：大货车把小轿车撞了个～。＠

形容一点儿不弟ti ；彻底：赔了个～｜把家里翻了

个～。

rn色l dise IBJ 底子的颜色，也用于比喻：整

个剧本有一种悲剧的～。
rn商E dishang I＝割指位于楼房底层或低层的

商业用房。
U底椅】 dishang 圈种庄稼以前土壤中已有的

水分：今春雨水多，～好。
rn数l dishu ~毡＠见 331 页【对数］ o 8 事
情的原委；预定的讨’划、数字等2 心里有了～｜

告诉你个～。
rn土】 dit心圈。土地表士层以F土质紧密

的土壤。＠陆地或水域最下层的土层或岩
石。国家对其领陆和领水所属的底土资源拥

有主权，对在底土上进行的开发和利用行使完
全的管辖权u

U底细E dlxi 圈（人或事情的）根源；内情z 摸清

～｜不了解这件事的～。

[11£下l di•xia ~到方位词。＠下面①：树～｜
窗户～。＠用在名词后，表示某处或某方面z

手～工作多｜笔～不错（会写文章）。＠下面
②：他们～说的话我就听不清了。

[)1主F人】 di· xiaren 圈＠下人①。＠手下的

人； F属：上边没说话，～不好做主。
[Jp豆限】 dixian 同“底线1 ”②。

U氏线】1 dixian 圈＠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

等运动场地两端的界线。＠指最低的条件；

最低的限度z 价位～i谈判～｜道德～。也作底
限。

E底线T dixian l各］暗藏在对方内部刺探情报

或进行其他活动的人；内线。
E底线思维l dixian slwei 指凡事从最坏处准

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式．增强风险

意识，善用～。

［）~薪l dixln 圈。过去物价不稳定时计算工

资的基数。有的在基数之外另加津贴，成为实

际的工资。有的根据当时若干种主要生活必

需品的物价指数，对基数加以调整，折算实际

的工资。＠基本工资。

U辰，蕴】 diyun 回到＠详细的内容；内情．不知其

中～。＠蕴含的才智、功力等z 先生的学问很
有～。＠文明的积淀：中华文化～深厚。

U底止l dizhi ＜朽〉圈止境：永无～。
E底子】 di• zi 圈＠底1 ①·鞋～。＠底细；内

↑言：把～摸清了。＠基础：～薄｜他的～不大

好，可是学习很努力。＠可做根据的东西（多

指草稿）：发出的文件要留个～｜画画儿要打个

～。＠东西剩下的最后一部分：货～｜粮食
～。＠底l⑤：她穿件白～小紫花的短衫。

[Ji\;;座】 dizuo c～儿）［每座予①（多指在上面安

装各种零件旦旦构件的）：磅秤的～ i 台灯的～｜

柱子的～是大理石的。

抵 di 树根＝根；问

砾 di (I日又读 zhll （恪〉细的磨刀石z ～

K＼！石。

E硕西)J] dill （书〉＠自主］磨刀石。＠［到磨炼2

～节操｜～革命意志。＠［司勉励：互相～。
[jiff柱中流l dizhu-zhongtiu 见 1696 页【中流

砾柱JL

慨 di 画腹部下面尾背上面的部分

E慨骨】 dig心［望腰椎 F部五块椎骨合成的一块
骨，呈三角形，上宽下窄，上部与第五腰椎相

连，下部与尾骨相连。（图见 468 页“人的骨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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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di 0 圈地球；地壳：天～ l ～层 1 ～质。
＠圈陆地：～面｜～势 1 高～｜低～｜山～｜

～下水。＠回到土地；田地．荒～｜下～干活儿。
0 L'81 地板①：铺～｜水泥～。＠固地区①：

各～｜内～｜外～。。因割地区①：省～领导｜～
县两级干部。 fl iEI 地方Cditangl①．～税。

＠地方＜ difangl ①：军～两用人才。＠地

方Cdi•fang ）①：无～自容。＠吕旦l 地点：目
的～ J所在～。＠地位．易～以处。＠地步．
置之死～｜预为之～。＠（～儿）［萄花纹或文字
的衬托面：白～红花儿的大碗｜白～黑字的木
牌。＠圈路程（用于里数、站数后）：二十里

～｜两站～。
另见 272 页 ·de 。

E地板】 diban 圈。房屋等建筑物内部以及周
国的地上铺的一层东西，材料多为木头、砖石
或混凝土·木～｜～革 1 水磨石～。＠〈方〉田

士也。

E地板革】 dib凸ng自 IE；铺室内地向用的人造
草，有各种图案花纹。

E地板砖】 dibanzhuan l割铺室内地面用的地

砖。
E地磅】 dibang IEl J也秤。
E地保】 dibao I毫清朝和民国初年在地方上为
官府办差的人。

E地堡】 dibao !Bl 供步枪、机枪射击用的低矮
工事，有顶，通常为阔形。

E地标E dibiao 圈地面l工的显著标志。
E地表l dibiao t8l 地球的表面，也就是地壳的

最外层＝～温度。
E地鳖E dibie 圈昆虫，身体扁， lf[i 圆形，棕黑
色，雄的有翅，雌的元翅。常在住宅墙根的
土内活动。可入药。通称土鳖，也叫座虫
Czh自ch6ng ）。

E地波l dibo I到指沿着地球表面传播的无线
电波。传播距离不远，但很稳定。

E地鹅E dibu ~大鸣。
E地步1 dibu l函。处境；景况（多指不好的）：
真没想到他会落到这个～。＠达到的程度．
他兴奋得到了不能入睡的～。＠言语行动J 可
以回旋的地方．留～。

E地层l diceng I割地先是 FR .层一层的岩石

构成的，这种岩石层次的系统叫作地层。
E地产l dichan 1'8J 属于个人、团体或国家所有

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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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地秤E dicheng [El 秤的一种，安装在地上，放

物体的部分跟地面一般平，一次可以称数吨至
数｜吨，多用于仓库和车站。也叫地磅O

E地磁】 dici ［置地球所具有的磁性。在不同的
地点和时间会有变化，并在其周围空间形成磁

场。罗盘指南和磁力探矿都是地磁的利用。

E地磁极】 diciji 圈地球的磁南极和磁北极，与
地球的南北l两极不重合，l盯日位置经常缓慢移
动。

E地大物博】 dida-wub6 士地广大，物产丰富：

我国～，人口众多。

E地带1 didai 温具有某种性质或范围的一片二三

地方：丘陵～｜草原～ i危险～。 主主三
E地道】 didao l名！在地面下掘成的交通坑道三王三

（多用于军事）。

E地道E di•dao l~I 0 真正是有名产地出产的g

～药材。＠真正的；纯粹：她的普通话说得真

～。＠（工竹二或材料的质量）实在；够标准：他
干的活儿真～o

E地~Tl did岳ng 圈安装在地面上或接近地面

位置l二的灯。
E地点】 didian 圈所在的地方．开会～在大礼

堂｜在这里设个商场，～倒还适中。
E地动仪】 didongyi IEJ 候风地动仪的简称。

E地洞】 didong IEJ 在地雨下挖成的洞。

E地段】 diduan ［各］指地面上的一段或一定区

域．繁华～｜这里是属东城区管辖的～。

E地方】 difang 圈＠中央F属的各级行政区

划的统称（跟“中央”相对）：这项工程有中央投

资，也有～投资。＠军队方面指军队以外的部

门、团体等：培养军队和～两周人才。＠本

地；当地：他在农村的时候，常给～上的群众治

病。
E地方］ di· fang ［写＠（～儿）某一区域；空间的
一部分；部位2 你是什么～的人？｜你听，飞机

在什么～飞。 l会场里人都坐满了，没有～了｜
我这个～有点儿疼。＠部分：这话有对的～，

也有不对的～。
E地方保护主义l difang b凸ohu zh的i 只强调

保护局部或本地区利益．不顾全局或国家利益

的错误思想和作风。
E地方病】 dlfangbing 圈经常发生在某些地区

的疾病，例如我国东北的克山病。
E地方民族主义】 difang minzu zh的i 狭隘的

民族观点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它只从本民
族的眼前利益山发，否定国家整体利益，反对
民族团结。

E地方n,Jl difungshi 圈各地问经度不同，太阳

经过各地子午线的时间也不相同，把太阳正对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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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子午线的时间定为该地中午十二点，这样
定出的时间叫作地方时。

E地方税】 difangshui 圈按照税法规定属于地

方税务部门征收管理和支配的税种。如个人
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简称地税。

E地方戏】 difangxi I到产生在某一地区，用当

地方言演唱，具有乡土色彩的剧种，如汉刷、湘

剧、Ji I剧、越剧等。

E地方志】 difangzhi 圈 1J志。

E地肤E di tu l割一年生草本植物，茎分校很多．

叶子条状披针形，穗状花序，开红褐色小花。
果实扁球形，可入药，叫地肤子。嫩茎叶口I以
吃，老株可用来做扫帚。通称扫帚菜。

E地府E ditu ~I 迷信指人死后灵魂所在的地

方：阴曹～。

E地覆天翻l difu-tianfan 见 1291 页【天翻地
覆j。

E地埂E dig岳ng C～儿）［割阳地间的埂子。也说

地埂子。

E地宫l dig6ng 圈。帝王陵墓地面下安放棺

棒和殉葬品的建筑物z 定陵～。＠佛寺保藏

舍利、器物等的地下建筑物。
E地沟】 dig6u 圈地下的沟渠，多用来灌溉或排

除雨水、污水等。
E地沟泊］ dig6uy6L」函。以下水道或rH水中

的浮汹为原料，经简单加工提炼成的油，俗称

地沟油。如用于食用对人体有害。＠泛指质
量低劣的食用油。

E地瓜E digua C厅〉圈＠甘薯。＠豆薯。
E地广人稀】 digu凸ng-renxl 土地广袤，人口稀

少。
E地核1 dihe 固地球的中心部分，半径约3 480 
千米。

E地黄E dihua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有

皱纹，长圆形，花淡紫色。根状茎黄色，可入
药。

E地黄牛】 dihu6ngniu I望玩具，用竹筒做成的

陀螺，旋转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E地积l dijl 圈土地的面积，过去通常用顷、亩、

分等单位来Lt算，现在用平方米来计算。

E地基l dijl 函JO 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土层或岩

层，土层一般经过穷实。有的地区叫地脚
Cdl·jiaol。＠地皮②：挖沟占了他家的～。

E地极】 diji 圈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E地籍l diji 圈记载土地的位置、界址、面积、质

量、权属和用途等基本状况的簿册。
E地籍图】 dijitu 商标明土地权属界线、面积初

利用状况等要素的地籍管理专业用图。
E地价E dijia 圈。土地的价格。＠指极低的

价格（跟“天价”相对）：卖主要的是天价，买主

给的是～。
(:ti也脚】 dij1凸o I苟地头2 ：天头～。

E地脚】 di. j i凸0 ＜方川苟地基①。

E地答E dijiao [;SJ 贮藏薯类、蔬菜等的地j同或

地 F宝（多指人工所挖建）。
(j也界l dijie I名，］ 0 两块土地之间的界线。＠

地区；管界：出了北京市就是河北～。

E地久天长】 dijiu-tianch6ng 见 1 2υ（） Jill（夭长

地久L
E地牢】 dil白。但］地面下的牢狱：打入～。
E地老天荒】 dil凸o-tianhuang 见 1291 页 i 大

荒地老~o
E地富1 dilei l每一种爆炸性武器，多埋入地下，

装有特种引爆装置。
【地王咀 dill 画＠全世界或→个地区的山川、

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

经济因素的总的情况：自然～｜经济～。＠地
理学。

E地理学l dillxue ~J 研究人类生活的地理环
境，以及人类生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通
常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E地）J】 dili I直土地肥沃的程度＝多施基肥，增
力口~o

E地利E dili （缸。地理的优势：天时～。＠土
地有利于种植作物的条件：充分发挥～，适合
种什么就种什么。

E地栗】 dili ＜方〉面李荠。

E地量E diliang 圈指最低的数量（跟“天量”相

对）：昨天成交量已减少至二十八亿元，接近年
内～二十五亿元。

E地邻】 dilin 圈甲乙两方的耕地邻接，彼此互

为地邻。

E地漏E dilou c～儿）圈实验室、厨房、浴室、厕

所等地面上设置的排水孔，和下水道相通。
E地脉E dimai I重讲风水的人所说的地形好
坏。

E地中rlfl diman 圈地球内介于地壳和地核之间
的部分，厚度约2 900千米。

E地貌E dimao 圈地球表面各种形态的总称。

E地面l dimian I主＞I 0 地的表面＝高出～两米i
两边空出三米宽五米长的～。＠地板①：瓷
砖～ l 水磨石～。＠〈口〉地区（多指行政区
域） ：这里已经进入山东～。。（～儿）〈口〉当

地：他在～儿上很有威信。
E地膜E dim6 圈覆盖农作物的塑料薄膜，用来
酣户幼株，提高地温等＝～覆盖育苗｜推广～植棉O

E地亩】 dim心［函田地（总称） ：丈量～。
E地歪】 dinie I量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倒卵形



或椭圆形，花紫红色，浆果球形。全草人药。
（！也盆】 dipan tsl O （～儿）占用或控制的地方；
势力范围z 争夺～υ ＠〈方〉建筑物的地基＝

～不沉。

E地陪】 dipei 圈指在当地陪同的导游人员。

E地皮】 dipl 圈。（～JL）地的表面z 刚下过雨，
～还没有干。＠供建筑等用的土地z 城市里
～很紧张。

（：！；也痞l dipl 圈地方上的恶棍元赖：～流氓。
E地平线l dipingxian 圈向水平方向望去，天

跟地交界的线：一轮红日，正从～上升起。
E地铺l dipu I萄把铺盖铺在地l二做成的铺位z

打～｜睡～。
E地气E diqi 画大地的气息，比喻老百姓的现

实生活．接～｜干部要下基层、沾～。

E地契l diqi [El 买卖土地时所立的契约。

E地壳】 diqiao 圈由岩石构成的地球外壳，主
要成分是氧、硅、铝、镇、铁等。平均厚度大陆
地壳约 35 千米，海底地壳约 7千米。

E地勤】 diqin l'81 航空部门指在地面上进行的
各种工作，如维修飞机等（区别于“空勤”）：～

人员。

E地球E diqiu ~I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离太
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二颗，球形而略扁，
赤道半径约6 378千米，极半径约6 357千米，

自转一周的时间是一昼夜，绕太阳一周的时间
是一年。周围有大气圈包围，表面是陆地和海
洋，有人类和动植物等生存。有一个卫星〈月
球）。（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地球村E dlqiucun 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
交通、信息业的发展，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感

到彼此的距离大大缩短，地球就像一个联系紧
密的衬庄，所以把地球叫作地球村。

E地球科学】 diqiu k臼ue 研究地球系统（大气

圈
发展和变化及其相互伞作用的科学。主要包括

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大气
科学、海洋学、水文学和空间物理学等。

E地球仪E diqiuyi 圈地球的模型，装在支架上，
可以转动，上面画着海洋、陆地、河流、山脉、经

纬线等。供教学和军事上用。

E地区l diqu 匾。较大范围的地方z 湖北西部

～｜多山～｜这个～最适宜种小麦。＠我国省、
自治区设立的行政区域，→般包括若干县、市。

旧称专区。＠指一国中在特定情况下单独参
加某些国际活动的地方行政区域。如我国的

香港、澳门地区。。指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

托管地等。

E地权E diqu6n [El 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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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地JL] dir （口〉固地方（di·fang）①z 里边有

～，请里边坐 l在那间房里腾个～放书柜。
E地热E dire 国在在于地球内部的热能z 开发
利用～资源Q

E地煞E dish a 圈＠星相家指主管凶杀的星。
＠指凶神恶鬼，比喻恶势力。

E地上茎E dishangjlng [El 植物的茎生长在地

丽以上的部分，包括直立茎、匍匍茎、攀缘茎、
缠绕茎等。

E地神E dishen 圈传说中主管大地的神。
E地势】 dishi ［雹地面高低起伏的形势z ～险
要卜，平坦。 豆罢三

E地书】 dishu O 晴在地面上练习书法。笔头主主
多为塑料海绵’蘸水在－砖、石
丽上书写。＠［盘在地面上书写的字。

E地税E dishui 圈地方税的简称。

E地摊E ditan （～儿）圈在地 t陈列货物出卖的
摊子z 摆～儿。

E地毯E di tan 圈铺在地上的毯子。
E地毯式】 ditanshi 圈属性词。全面的，没有

遗漏的（检查、搜索、轰炸等） ：～排查。
E地铁E diti邑圈。地下铁道的简称：～车站。

＠指地铁列车z 坐～比坐公共汽车快。
E地头】1 ditol』圈＠（～儿）田地的两端z 请大

家在～休息一会儿。＠〈方〉目的地＝快到～
了，你准备下车吧。＠（～儿）〈方〉本地；当地z
你～儿熟，联系起来方便。

E地头】2 dit6u 圈书页下端的空白处。参看

1290 页【天地头］。
E地头蛇l dit6ushe 画指当地的强横无赖、欺
压人民的坏人。

E地图E ditu IEl 说明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
布情况的图，上面标着符号和文字，有时也着
上颜色：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张～o

E地王E diw6ng l割指地产交易中价位最高的

地皮：这块地皮售价近百亿，是不折不扣的～。
E地位E diwei 圈＠人、团体或国家在社会关

系或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z 学术～｜国际～ i

～平等｜提高～。＠（人或物）所占的地方。
E地温l diw岳n l苟地表面和地面以下不同深度
地方的温度。

E地物E diwu 圈分布’在地面的固定性物体，如

居民点、道路、江河、植被、工程建筑等：利用地
形～做掩护。

E地峡E dixi6 圈海洋中连接两块陆地的狭窄

陆地。
E地下E dixia O 圈地面之下；地层内部z ～

水｜～铁道｜～商场。＠圃属性词。秘密活动

的：不公开的z ～党｜～工作｜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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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也下E di· xia 圈地面 1:: ：钢笔掉在～｜～一
点儿灰尘都没有，像洗过的一样。

E地下河】 dlxiahe 圈在石灰岩等洞穴通道中

的河道。也叫暗河。

E地下茎】 dlxiajlng 南］植物生长在地面以下的

变态茎，包括根状茎、块茎、鳞茎和球茎。
E地下室】 dlxiashl 圈全部或一部分建筑在地
下的房间（多为多层建筑的最下层）。

E地下7j(J dixiashui ［割地面下的水，主要是雨
水和其他地表水渗入地下，聚积在土壤或岩层

的空隙中形成的。

三三三 E地下铁道J dlxia ti品dao 修建在地下隧道中

雪辈辈 的铁道。简称地铁。
室主三E E地线J dlxian 圈电器与地相接的导线。无线

电技术上，常将地线作为高频电路的 个回
路。其他电器的金属外壳常接上地线，以防电器
内部铅缘破坏时使夕陆带电而发生触电事故。

E地效飞行器】 dixiao-f岳 ixingqi 一种利用地表

效应提供支承力，贴近水面或地面飞行的飞行
器。速度快，油耗少，安全可靠，而且不易被雷

达发现。在军事和民用方面有广泛用途。
E地心说】 dixlnshuo 圈古时夭文学t一种学

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太阳、月

球和其他星球都围绕地球运行。
E地心引力E dixln yinli 重力。

E地形J dixing [El 0 地理学上指地貌。 er则

绘学上对地貌和地物的统称。
E地形图J dixingtu 圈表示地面上地貌、水系、

植被、工程建筑、居民点等的地图。图上用等
高线表示地形高低。

E地学E dixue 南地球科学。
E地衣E div1 r名l 低等生物的一类，是藻类与真

菌的共生联合体，种类很多，生长在地面、树皮
或岩石七。

E地警子】 diyin • zi ＜口〉［名，JO 地下室。＠地

害。

E地狱E divu r名］＠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魂受

苦的地方（跟“夭堂”相对）。＠比喻黑暗而悲

惨的生活环境。

E地域E divu l~ o 面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
～辽阔。＠地方（指本乡本土）：～观念。

E地缘E diyu6n 画由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形

成的关系．～政治｜～文化。

E地震】 dizhen 圈地壳震动，通常由地球内部
的变动引起，包括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和构造
地震等。另外，陨星撞击、人工爆炸等也能号｜
起地震。

E地震波E dizhenbo 函由于地震llii产生的向

四外传播的波动。主要分为横波和纵波两种。

E地政J dizheng 画有关土地的管理、利用、征

用等行政事务。

E地支】 dizhl 圈子、丑、寅、卵、辰、巳、牛、未、

申、自、戌、亥的统称，传统用作表示次序的符
号。也叫十二支。参看 421 页i干支J 0 

E地址】 dizhi 圈（个人、团体）居住或所在的地

点：家庭～｜单位～ 0电子邮箱～。

E地质】 dizhi [El 地壳的成分和结构。

E地质年代J dizhi ni6ndai 地壳中不同年代的

岩石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依据岩石的层
位和岩石中的古生物化石，指明岩石生成先后
川/IJU芋的，叫作相对地质年代；依据岩石中放射

性同位素蜕变产物的含量，指明岩石生成至今

的年数的，叫作同位素年龄（旧称绝对地质年
代）。见 287 页“地质年代简表”。

E地质学】 dizhixue 圈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

内部构造、形成和演化规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

应用的学科。

E地轴J dizh6u l苟地球自转的轴线，和赤道平

面相垂直。
E地主】 dizhu f割＠旧时农村中占有土地，自

己不劳动，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人。＠指住在本地的人（对外地来的客

人1(1]言）·略尽～之谊。

E地砖】 dizhuan 圈专门用来铺地的砖，多为

方形．表面有色彩和图案，品种较多。

E地租】 dizu 圈土地所有者依靠土地所有权从

土地使用者那里获取的收入。

月 di 见下。

E均砾E dill （书） ~图形容珠光问耀。

火 di （书〉形容树木孤立。
另 1l 338 页 du凸。

弟 di 圈＠弟弟：二～ i 小～｜胞～｜堂～。
＠亲戚中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

表～｜妻～。＠朋友相互间的谦称（多用于书
｛言）。 8 <Dil姓。

〈古〉义同“第l 、第1 ”；又同“佛” ti 0 

E弟弟】 di·di 圈。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

而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同族同辈而年纪

比自己小的男子：叔伯～o

E弟妇】 ditu r写弟妹②。

E弟妹J dimei r扭。弟弟和妹妹。＠弟弟的
妻子。

E弟媳J dixi [El 弟妹②。
E弟兄E di· xiong 圈弟弟初哥哥。 a）／［.；包括本

人：他没有～，只有一个姐姐。 bl 包括本人z

他们是亲～｜他（们）～两个 I~也就～一个（没有

哥哥或弟弟lO支援农民～。



弟的佛帝递 di 287 

地质年代简表

同位素；年龄

亩 代 主己 符号
（单位百万年）

生物发展的阶段
开始时间

（距今）

新
第四纪 Q 1. 6 

生 新近纪 N 23 

代
Kz 古近纪 E 65 

白圭纪 K 135 

显
中
生 ｛乡长罗纪
代

205 

岛1z

生 二叠纪 1' 250 

叠纪 p 290 

石炭纪 c 355 
亩

泥盆纪 D 410 
PH 古

生
志囱纪 s f-1;: 438 

Pz 
奥陶纪 。 510 

寒武纪 € 570 

兀古亩 2 500 
PT 
太古亩

4000 
AR 

E弟子l dizi 圈学生；徒弟。

的 di 箭靶的中心：目～｜无吼叫矢之

佛
另见272 页 •de;278 页 dT; 279 页 di 。

di 同“弟”（多用于人名）。

帝 di 0 宗教徒或神话中称宇宙的创造者
和主宰者：上～ l 天～｜玉皇大～。＠君

主；皇帝：称～｜三皇五～。＠指帝国主义g 反

～斗争。 0 CDi) ［名j 姓。

E帝都】 didu 圈帝王所居的城。也叫帝京。

E帝国】 digu6 ~］一般指版图很大或有殖民地

的君主国家，如罗马帝国、英帝国。没有帝王
而向外扩张的国家，有时也称为帝国，如希特

勒统治下的德国叫第三帝国。

E帝国主义E digu6 zhuyi O 资本主义发展的

最高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f 白白
竞争，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指帝国主义

持续时间

1. (, 人类出现。

21. 4 动植物都接近现代。

42 
哺乳动物迅速繁衍，

被子植物繁盛。

70 
被子植物大量出现，
爬行类后期急剧减少。

裸子植物繁盛，
70 

鸟类出现。

45 
哺乳动物出现，

恐龙大量繁衍。

40 松柏类开始发展。

65 爬行动物出现。

55 
裸子植物出现，

昆虫和两栖动物出现。

藏类植物出现，
28 

鱼类出现。

72 
藻类广泣发育，

海生无脊椎动物繁盛。

60 
海生无脊椎动物门类大量增

加。

蓝藻和细菌开始繁盛，
1 930 

无脊椎动物出现。

1 500 细菌和藻类出现。

国家。
['lfi京E dijTng 

E帝和E di jun 

［名j 帝都O

[El 对地位较高的神的称呼，如文
昌帝君。

E帝王】 diw6ng ~指君主国的最高统治者。

E帝制E dizhi ［重君主专制政体：推翻～。

E帝子】 dizT 圈帝王的子女。

主吉凶 、d di 0 Lil/JJ 传送；传递·投～｜把报
~（遁）～给我｜给她～了个iR 色。 8 JI顶
次 2 ～增 i～减｜～升｜～降。

E递补】 dibu r刮）｜顷次补充·委员出缺，由候补委

员～O
U勤日】 dij ia I到递增。

E羞诚E diji凸n 型］~次比一次减少z 劳动生产

率逐步提高，产品的成本也随着～。

E差降E dijiang I翻一次比一次降低z 改进工
艺，使原材料消耗逐月～。

E递交】 dijiao 圈当面送交z ～本人｜～国书。

主辈革



企~」 d) ｜递始的第

E递解】 dijie 画旧时指把犯人解往外地，由 lff

途官府派人递相押送。
E递进】 dljln l划。按一定顺序推进·寒暑～l
由浅入深，逐层～。＠修辞手法，按照大小轻
重本未先后等一定的次序，对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事物依次层层推进。

E递升E dish岳ng 圈一次比一次升高。
E递送E di song 圈送（公文、信件等）；投递．～
邮件｜～情报。

E递增l d) zeng [il!J］一次比一次增加z 收入逐年

～｜产销两旺，税利～。

三主姊 d) 0 古时称妹妹为嫌。如时妇人称
丈夫的弟妇为始，丈夫的嫂子为拟（ s)) : 

二二二＝ ～拟（她短）。 8 CD））南姓。

前 di （书〉莲子

第1 di 0 前缀，用在酬的数词的前时
示次序，如第一、第十。＠〈书〉科第2 及

～｜落～！不～。 8 (0））圈姓。

第2 di 封建社会官僚的住宅小｜宅～｜门
～｜进士～。

第3 di （书〉＠圃仅况。＠圈但是

E第二产业l di-er chiinye 对初级产品进行再
加工的行业和部门，我国指工业（包括采掘业、

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和
建筑业。

E第二春E di ’自rchun 圈第二个春天，比喻事业

上重新获得的发展机遇，也比喻重新获得的感

情或婚姻生活。

E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E Di Er Ci Gu6nei 
Gaming Zhanzh岳ng 1927- 1937年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战争。这期间，党领导人民在许多省份开辟
了农村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成立了工农

民主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多次粉碎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
千里长征。也叫土地革命战争。

E第二次世界大战】 Di-Er Ci Shijie Dazhan 
1939 1945年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

发动的世界规模的战争。这次战争从 1931
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起开始酝酿，到 1939 年

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而正式爆发。
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苏、美、英、
法等国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最后取得胜利。

简称二战。
E在二次鸦片战争】 Di毛r Ci Yapian Zhan

zh岳ng 1856 1860 年英、法等国对我国发

动的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我国继鸦
片战争之后又→次大量丧失领土主权。

E第二国际】 Di-Er Gu6ji 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
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1889 年在
巴黎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

无形瓦解。

【第二课堂l di-er ketang O 指有利于学生全
国发展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开辟～，让学生

通过社会实践增长才干。＠指职业教育或成
人教育。

E第二审】 di ’ersh品n ［名l 指 t级法院按照仁诉

程序对第一审案件进行的第二级审理。简称
二审。

E第二世界】 di-e「 shijie 见 288 页：第三世
界）］ 0 

E第二性征】 di er xingzh岳『19 副性征。
E第二宇宙速度E di-er y心zhou sudu 宇宙速度
的一级，物体具有 11. 2 千米／秒的速度时，就
可以克服地心引力，脱离地球，在太阳系中运

行，这个速度叫作第二宇宙速度。也叫脱离速
度。

E第二职业】 di-er zhiye 指职工在本职工作以
外所从事的收取报酬的工作。

E第六感觉】 di-liu 9凸njue 指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触觉五种感觉之外，存在于人心中的潜
意识。

C第三产业l di-son chiinye 为生产和消费提
供各种服务的行业和部门，如交通运输、通信、
商业、餐饮业、物资供销、金融、保险、房地产、
公用事业、旅游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
等。简称三产。

C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E Di San Ci Gu6nei 
Gaming Zhanzheng 1946 1949 年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战争。这次战争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国
绝大部分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
国大陆。也叫解放战争。

E第三国际E Di-San Gu6ji 全世界共产党和共

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1919 年在列宁

领导下成立于莫斯科。 1943 年正式解散。也
叫共产国际。

E第三人l disanren 圈法律上指在民事、行政
诉讼中，除原告和被告以外的与案件结果在法
律上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或单位。

E第三世界l di-san shijie 指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总称）。
第一世界指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指处在超
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总

称）。
E第二宇宙速度】 di-san yuzhou sudu 宇宙速



度的一级，物体具有 16. 7 千米／秒的速度时，

就可以脱离太阳系而进入银河系，这个速度叫
作第三宇宙速度。

E第三者l disanzh岳［祖 o~事双方以外的人
或团体。＠特指插足于他人家庭，跟犬妇中
的一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人：～插足。

E第三状态E di son zhuangtai ill'健康。因亚

健康是处于健康 ＇c］疾病之间的状态，所以叫第
三状态。

E第四宇宙速度】 di』si yuzhou sudu ·；毡’速度
的一级，预计物体具有 11 () 120 千米／秒的
速度时，就可以脱离银河系而进入河外屋系，

这个速度叫作第四宇宙速度。
E第五】 Diw心圈姓。
C在五纵队］ di-w心 zongdui 1 936 年 1 （）月西

班牙内战时，叛军用四个纵队进攻首都马德
里，把潜伏在马德里城内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
命组织叫作第五纵队。后来借指内部潜藏的
敌方组织。

E第一l di yl 配。排在最前面的2 他考了～
名。＠指最重要：百年大计，质量～。

E第一把手】 diylbashou f割领导班子中居于

首位的负责人。
E第一产业］ di-y I chanye 产品直接取自自然

界的行、业和部门，我国指农业（包括林业、牧

业
E第一次国内革命占戈争E Di-YI Ci Gu6nei 

Gaming Zhanzh臼ig 1 924 一 1927 年中国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
1923 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 年孙中山确定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
创建了共产党参与领导的黄埔军校，组建了革
命军队即国民革命军。 1926 年国民革命军从
广东出师北伐，很快发展到长江流域。全国的
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 1927 年国民
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在七海和武汉发动反革

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E第一次世界大战】 Di-Yi Ci Shijie Dazhan 

1914 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

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
规模的战争。参战的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
等，称为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美等，称
为协约国。中国后来也加入了协约园。最后

同盟国失败。
E第一次鸦片战争E Di-Yi Ci Yapian Zhanzh臼lg

鸦片战争。

E第一夫人】 diyifu·r削某些国家称国家最高
领导人的妻子。

E第一国际E Di Yi Gu6ji 国际性的工人联合组

第谛蒂楝睬姊缔｜ di 巴丝一｜

织。全称国际工人协会。是在弓克思、恩格斯
领导下，于 1864 年在伦敦成主的。 1876 年
宣布解散n

E第一审】 diylshen l名j 指法院对诉讼案件的第

一级审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审判分为第

」审和l第二审。简称一审。
E第一时间】 di-yi shijian 指距事情发生后最

近的时间：抢在～赶到火灾现场。

E第一世界】 di四yi shiji自见 2冉冉页i第三世界l 0 

c菜一子E diylsh6u I归属性词。亲自实践、调

查得米的；宦接得来的z ～材料｜～知识。
E第一桶金E di yl tong jln 指创业过程中赚取二三三
的第笔钱（一般数量较大）。 主主

E第一线】 diyixian ［雹l 指直接从事生产、教学、王三三

科研等活动的地方或岗位．解放军战斗在抗洪
抢险的～。

E第一宇宙速度E di-yl y心zhou sudu 宇宙速度
的一级，物体具有 7. 9 千米／秒的速度时，就
和地心引力平衡，环绕地球运行，不再落回地
面，这个速度叫作第二宇宙速度。也叫环绕速
度。

、豆乙 di 0 （书〉仔细（看或昕）：～视 l

即（前）～观｜～听。＠佛教指真实而正
确的道理，泛指道理：真～1妙～。

[i帝视E dishi （书〉圈仔细地看：凝神～。
E谛昕E diting （书） [Z\且仔细地听：屏息、～。

蒂 斗 di 瓜、果等跟茎、枝相连的部
（帮）分；也L (ba「）：并～莲｜瓜熟～

落i根深～固。

楝1 di 见却叫到、m页1时

橡2 di 叫：贤～

E楝棠E ditang r旬落叶灌木，叶子近卵形，花黄
色。供观赏，花和枝叶可入药。

剪 di （书〉斜着眼看

帝 di 古书上指主管厕所的神。

4J哼二，」， di 结合；订立：～交｜～约｜～盟。
，市（锦）
E缔交l dijiao ~ 0 ＜书〉（朋友）订交。＠缔
结邦交·两国～以后，关系一直正常。

【缔结】 diiie 画订交（条约等）：～同盟｜～贸易

协定。
【缔盟］ dim自ng F型结成同盟。

E缔约］ diyu岳阉订立条约2 ～因。

E缔约国E diyu匈u6 ［盘共同订立某项条约的

国家。



I 29。 I di diem I 缔谛祷峭壁盼跟嗲掂慎滇颠蹊擞巅

E缔造】 dizao 画创立；建立（多指伟大的事
业）：共同～和平与繁荣的 21 世纪。

谛 di 见 8叫【玛琦脂1

柿 di 古代一种祭祀

暗 di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feo 银白色品
体或棕灰色粉末。硝和一些暗的化合物

是半导体材料，金属或合金中加入礁，可以改

善它们的性能。

璧 di （书〉阳”。

主蜡（蜡、吸） di 见下
也带烁E di dong 〈书）~虹。

提 di （书〉踢，踏

v 
dia c 为！丫）

嗲拍〈方〉圈。形容撒娇的声音或姿态：
～声～气。＠好；优异：味道蛮～！

仁二函。i:I型号）二：］

掂 ’ dian 画用于托着东西上下颠
c ：歧）动来估量轻重：你～一～这块铁

有多重。
E掂对】 dian·dui ＜方〉｛量＠斟酌：大家～～，

看怎么办好。＠调换；对调：我这儿有玉米，想
和你～点儿麦子。

E掂摄】 dian• duo E面＠掂： 11f～～这块石头

有多重。＠斟酌：你～着办吧。＠估计：我
～着这么办能行。

日占斤播两l dianjln-boliang 形容过分计较小

事。也说掂斤簸两O
E掂斤簸两E dianjln-b凸Ii凸ng 掂斤播两。

E掂量l di an· liang 圈。掂：他～了一下西
瓜，说有八斤来重〈〉你好好JL～～老师这句话的
分量。＠斟酌：事情就是这些，各组回去～着
办得了。

镇巾〈书〉颠倒错乱。

守古 Dian 圈＠云南的别称：～红 I )I［～公

芳专路。＠姓。

E滇红］ dionh6ng 圈云南出产的红茶。

E滇剧E dianju 画云南主要戏曲剧种之一，腔
调以皮黄为主，主要流行于云南全省和贵州、

四川的部分地区。

古百1 ~ dian O ＜书〉头顶2 华～（头顶

月月（颠）上黑发白发相问）。＠高而直立
的东西的顶z 树～｜塔～。

颠2 一 巾。阉颠簸：路不平，车～
（颠）得厉害。＠跌落；倒下来z ～

覆｜～扑不破。＠（～儿）〈方〉［司跳起来跑； fl包 z

连跑带～｜跑跑～～｜一散会他就～了。＠旧
同“癫”。

E颠簸】 dianbo 画上下震荡：风大了，船身更

力口～起来。

E颠倒】 diand凸o 圃＠上下、前后跟原有的或

应有的位置相反＝把这两个字～过来就顺了｜
这一面朝上，别放～了。＠使颠倒z ～黑白｜～

是非。＠错乱＝神魂～O
E颠倒黑白】 diand凸o-h岳1b6i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自的说成黑的，比喻歪曲事实，混淆是非。
E颠倒是非l diandao-shif岳i 把对的说成不对，

不对的说成对。

E颠覆l dianfu 画＠翻倒·防止列车～。＠

采取阴谋手段从内部推翻合法的政府z ～活
动。

E颠米倒去】 dianlai d凸oqu 翻过来倒过去，来
回重复。

E颠连］＇ dionlian ＜书）~困苦z ～无告。

E颠’连l' dianlian ＜书〉圆形容连绵不断．群

山～起伏。

E颠末】 dianmo ＜书〉［寄自始至终的经过情

形：细述～。

E颠沛】 dianpei 画 llil顿；受挫折z ～流离。
E颠沛流离E dianpei liuli 生活艰难，四处流浪。

E页仆E dianpu ＜书〉画跌倒＝～不起。
E颠扑不回 dianpu-bupδ 无论怎样摔打都不

会破裂，比喻永远不会被推翻（多指理论、道
理D ：～的真理。

E颠茄E dionqie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
形，花暗紫色，结浆果，黑紫色。根和叶可入

药。

E颠三倒四】 diansan-d凸osi 形容说话、f故事错
乱，没有次序。

膜 dian 啪跌倒

撤』 巾画跌；摔落（多见于早期臼
（摄）话）·胖子下来。

巅… dian 山顶z 珠峰之～
（巅）

E巅峰E dianf岳ng 圈顶峰，多比喻最高的水平z

～状态 i事业的～｜他的作品登上了中国画的
~ 。



癫 ~ dian 精丰咐：疯～。
（癫）

由狂E dianku6ng 回＠精神错乱，言语或行

动异常。＠（言谈举止）轻悦；不庄重。
E癫痛】 dianxi6n 圈病，由脑部疾患或脑外伤

等引起。发作时突然昏倒，全身痊孪，意识丧
失，有的口吐泡沫。通称羊痛风或羊角风。

E癫子E dian·zi ＜方〉富l 疯子。

II 

dian ＜勿14)

典1 di凸n 0 标准；法则：～范｜～章。如
范性书籍z 词～｜引经据～。＠典故：用

～ l 出～。。典礼：盛～｜大～。＠〈书〉主持；
主管：～试｜～狱。＠旧的时圈姓。

tfh 2 diem l刮一为－把土地、房屋等押给另一
步专方使用，换取一笔钱，不付利息，议定期
限，到期还款，收回原物。

E典藏E di凸nc6ng l司（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

（图书、文物等）·～部。
E典当】 diandang O 画典和l当（dang ），～首
饰。也说典押。＠〈方〉［名l 当销。

E典范l di凸nfan ［重可以作为学习、仿效标准的

人或事物：树立～｜～作品。

E典故l diangu I甜诗文等所钊用的古书中的
故事或词句。

E典籍】 d的nji ［各l 记载古代法令、制度的重要文
献，泛指古代图书：文献～。

E典礼】 dian IT 圈郑重举行的仪式，如开幕典
礼、结婚典礼、毕业典礼等。

E典型E di凸nxing 0 l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戎
事件：用～示范的方法推广先进经验。＠回
具有代表性的 z 这件事很～，可以用来教育群
众。 81萄文学艺术作品中用艺术概括的子
法，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它既具有一定的社会
特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E典押l dianya I动］典;ti①。
E典雅E d1凸ny凸回优美不粗俗：词句～｜客厅
里的摆设风格～o

E典章E dianzhang IBI 法令制度：文物～｜《元

～》（书名，元朝的法令汇编）。
~ 1 . dian O c～儿）［组液体的小滴：
尽（黠）雨～川掉～川。＠（～JL）圈
小的痕迹z 墨～IL I 斑～。＠（～儿）道l t义字的
笔画，形状是“人。［望几何学上指没有大小
CllP没有长、宽、高）而只有位置，不口J分割的同
形。如两直线的相交处、线段的两端都是点。

抓工作要～和面相结合。＠（～儿）［名］小数点，

癫典点 I dian dian I 291 I 

如432.5读作四三二点儿五或四百三十二点儿

五。＠（～儿）~表示少量：一～Jc 小事 l 吃
～儿东西再走。 OIII 用于事项z 两～意见。

＠［苞一定的地点或程度的标志·起～｜终～ 1
冰～ 1沸～！据～｜先突破一～。。事物的方面

或部分：优～｜重～l特～。＠［到用笔加 t点
子：～一个点儿｜评～｜画龙～睛。＠画触到

物体立刻j离开：蜻蜒～水｜他用篱一～就把船
撑开了。＠同“踞”。＠画画（头或手）向下稍

微动一动立刻恢复原位＝他～了～头。＠圈
使液体一滴滴地向下落．～卤｜～NR药。＠圈

点播1 ：～花生！～豆子。＠画一个个地查对：主量孟

～名｜～数 1清～货品。＠画在许多人或事物茎主主
中指定＝～将｜～菜 l ～节目。＠圆i 指点s启 τ二＝王

发 z 他是聪明人，一～就明白了。＠［到引着
〔 zh6o）火：～灯｜～火。老李是火暴性子，一～
就着。＠点缀z 装～｜～染｜～景儿（点缀景物，
应景儿）。＠旧的门）圈姓。

主二~2 dian O 圈铁制的H向器，挂起

尽（黑的椒，用来报告时间或召集群
众。＠［量I I~！时夜间计时用更点，一更分五点：
五更三～。＠圈时间单位，一夜夜的二十四

分之一。。 l每规定的钟点：误～｜到～了。

』：：： 3 _, dian 点，心 2 茶～｜早～ l糕～。

队（黠）
［，点爆E dianbao 画＠点燃引爆z ～炸药。＠

比喻引起强烈反响：现场气氛瞬间被～。

E点拨】 dian·bo ＜口） rnJj] 指点①：他很聪明，一

～就通。

E白播I di凸nbo 闻i 播种的一种方法，每隔
一定距离挖一小坑，放人种子。也叫点种

Cd l 凸nzhong ）。

E，点播】2 dianbo 圈指定节目请广播电台、电

视台播送 z 听众～的音乐节目。
E点补】 di凸n· bu ＜ 口〉［重l p乞少量的食物解饿2

这里有饼干，饿了可以先～～。
E点穿】 di凸nchuan I到点破z ～要害。

E，点窜E diancuan 圈改换（字句）＝经他一～，

这篇文章就好多了。

E点滴E diandl O 圆形容零星微小：重视别人

的～经验｜这批资料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割指零星的事物（多用于文章标题）．足球

大赛～。＠圈见 233 页1打点淌ill"
E点及】 diandu 型］画家随意点染。
E，点化E di凸nhua I司道教传说，神仙运用法术
使物变化。借指僧道用言语启发人悟道。泛
指启发指导。

E点火］ di凸n;;huo 圃＠弓｜着Czh6ol 火；使燃

料开始燃烧：上午九点整，火箭发动机～。＠



I 2坦 l dian dian I 点腆路电

比喻挑起是非，制造事端：煽风～O

E点击】 d1凸njl 圈移动计算机鼠标，把鼠标指针
指向要操作的地方并用手指按动鼠标上的按

键。

E点饥】 d1凸n;; jl 属国稍微吃点儿东西解饿：吃

点儿饼干～O

E点将E dian11 jiang 圈旧时主帅对将官点名分

派任务．现泛指指名要某人做某项工作。

E点睛E di凸njlng 画画龙点睛的略语：～之笔。

E点卵】 dian;;m凸o 圈旧时官厅在卵时（早上

五点到七点）查点到班人员，叫点卵。现指到

三辈辈 时上班应付差事。
E点名E di凸n;;ming 圈＠按名册查点人员时

二二士 一个个地叫名字。＠指名 z 他要求派人支援，

～要你去。

E点明】 dianming 圈指出来使人知道·～主

题！～学习的要点。
【点评E dianping O l1lllJ 评点；评论：佳作～｜最

后专家进行了精彩的～。＠圈点评的话或文

字：每篇文章的后面都附有～。
E点破E di凸npo 画用一两句话揭露真相或隐

情z 事情不必～，大家心照不宣算了。
E点球l di凸nqiu IEJ 足球、曲棍球等球类比赛

中，球员在本方罚球区或射门区内故意犯规判
罚的球。足球比赛结束时，出现平局，也可用

踢点球决定胜负。足球罚点球时，把球放在距

球门线正中 1 1 米（英制为 12 码）的地方。曲

棍球罚点球时，把球放在距球门线正中 6. 40 

米的地方。

【点燃E dianran ［却使燃烧；点着（zh6o），～火

把。
E点染】 di凸nran 画绘画时点缀景物和着色，也

比喻修饰文字：一经～，形象更加生动。
E点射E di凸nshe ~刻用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

等自动武器进行断续的射击。
【点石成金E dianshi-chengjTn 神话故事中说

仙人用手指头一点使石头变成金子，比喻把不
好的或平凡的事物改变成很好的事物。也说

点铁成金。

【点收E diansh6u 画！接收货物或财产时一件
件地查点：按清单～。

E点题】 di凸n11 ti l1lllJ 用扼要的话把谈话或文章

的中心意思提示出来。
E点铁成金】 dianti岳－chengjTn 点石成金。

【点头l di凸n11 t6u （～儿）画头微微向下一动，

表示允许、赞成、领会或打招呼：这种做法需经
局领导～｜他听我说得有理，不由得连连～｜他

见我进来，点了下头。
E点头哈腰E di凸nt6u-hayao ＜口〉形容恭顺或

过分客气。

E点位E dianwei 冒雪指市场指数等所处的某一
位置。

E点心】 di凸n;;xin ＜方〉圃点饥。

E点心】 dian·xin 圈糕饼之类的食品。
E点穴】 di凸n;;xue 画＠相传是拳术家的一种

武功，把全身的力量运在手指上，在人身某几处
穴道上点~f，就可以使人受伤，不能动弹。＠
一种按摩疗法，用于指按压患者的特定穴位。

E点验E di凸nyan [llllJ A件件地查对检验：按清

单～物资。
E点赞E dian;;zan 画用于机、电脑等在网上点

击“赞”的标记表示称赞，也泛指赞扬、支持z 很
多网民都给这位见义勇为的小伙子点了赞｜为

伟大的人民～。
E点种】 di凸n;;zh凸ng I盈点播种子。

E点种l dianzhong I盈点播1 0 

E，点缀E dianzhui 画＠加以衬托或装饰，使原
有事物更加美好：蔚蓝的天空～着朵朵白云｜
青松翠柏把烈士陵园～得格外肃穆。＠装点
门面；应景儿；凑数儿。

E点子l' dian·zi O 圈液体的小滴3 雨～。＠
圈小的痕迹z 衣服上有几个油～。 81El 指打

击乐器演奏时的节拍：鼓～。＠〈方〉量表示
少量z 这个病抓～药吃就好了。

E，点子Y dian· zi IEJ 0 关键的地方z 这句话说
到～上了 l劲儿没使在～上。＠主意g办法：出
～！想～。

E，点字E di凸nzl 圈盲字。

腆 dian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I。紫黑色品
体，有金属光泽，容易升华，蒸气紫色，有

毒。用来帘j药品、染料等，在典一 131也用于放射
医疗中。人体缺腆可引起甲状腺肿大。

(li!ll!町E dianding 圈药名，腆和腆化御的稀酒

精溶液，棕红色，用作消毒l'flL 通称腆酒。
【腆酒】 di凸nji心［'8] 腆町的通称。

【腆盐】 d1凸nyan ['81 加入适量自费的食盐，食用

腆盐有利于防治缺腆引起的疾病。

踞 … 向画抬起脚后跟用脚尖
c＂＇：阳） 站着：他人矮，得～着脚才能

看见。也作点。
“脏”另见 302 页 di 岳。

(ft店脚l dianj1凸0 (~JL) （方〉画一只脚有病，走
路只能前脚掌着地。

、

dian c 勿111 ) 

电 ion O 圈有电荷存在和电荷
（雹）变化的现象。电是一种很重要的



能源，广泛用在生产和牛活各方丽，如发光、发

热、产生动力等。＠闪电．雷～｜风驰～掣。
＠画人或动物接触咆流而受电流占－:tJ ；电击：

电门可能有毛病了，我一开灯，～了我一下。＠

电报、电传等：急～｜唁～ I iill～致贺。＠打电

报、发电传等：～贺｜即～上级请示。。

CDianl 圈姓。

E电霸】 dianba r：名指利用掌管电力的职权刁

难、欺诈用户以i采取私利的单位－或个人。
E电棒E dianbang c~ JL) （口＞ C=Sl 手电筒。
E电报E di an boo 函＠用电信号传递文字、照

片、图表等的通信方式。可分为编码也报和传
真电报两种。＠用电报装置传递的文字、照

片、图表等．打～。
【电报挂号】 dianbao guahao 向当地电报局
申请后编定的号码，用来代替申请单位的地址

和名称。
E电笔】 dianbi 圈试电笔。
E电表】 dianbi凸。但•l 0 测量咆压、电流、电阻、
电功率等的各种电气仪表的统称。＠电能表

的简称。
E电冰柜】 dianbTnggui [BJ →种冷藏装置，工作
原理跟电冰箱相同，冷藏温度在（）℃以F。简

称冰柜o
E电冰箱】 dianbTngxiang l组一种冷藏装置，在
隔热的柜子中装有盘曲的管道，电动机带动压
缩机，使冷凝剂在管道中循环产生低温。电冰
箱中低温在 0°C 以 F的部分叫作冷冻室，在
0℃以上的部分叫作冷藏室。简称冰箱。

E电波】 dianba I割指无线电波。
E电场】 dianchang ［重传递电荷与电荷间相互
作用的场。电荷周围总有电场存在，同时电场
对场中的其他电荷存在力的作用。参看 149
页“场”③。

E电场线l dianchangxian ~描述电场分布情
况的假想曲线。曲线上各点的切线方向与该
点的电场方向－致，曲线的疏密程度与该处的

电场强度成正比。也叫电力线。
E电唱机】 dianchangjT 圈用电动机做功力，并
使用电唱头和扩音器使唱片放出声音来的机

器。
E电唱头】 dianchangt6u l组拾苦苦苦。

[ rl:J.车l dianch岳［直用电做动）J的公共交通工
具，电能从架空的电源线供给，分为无轨电车
和有一轨电车两种。

E电陈l dianchen I到用电报、电传等陈述（事

由）·谈判一有结果，迅即～。
E电池E dianchi 温把化学能yJ(;光能等变成电

能的装置。如手电筒用的干电池，汽车用的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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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人远卫层 t用的太阳能电池等。

E电传】 dianchu6n O I动）原指通过也传打字
电报机发出电报内现多指用传真机式计算机

传送（文字、图像等）。 81名i 指用传真机或汁

算机传送的文字、图像等。

[rt:i.Hfrl dianchuan ＜方〉圈汽艇。

E也瓷E dianci l割瓷质的屯绝缘材料，具有良

好的绝缘性和机械强度，如瓷绝缘子。
E电磁E dianci IBJ 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

合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

E屯磁波l diancibo I旬在空间传播的周期性变

化的电磁场。无线电波和光线、X 射线、γ射线三三三
等都是波长不同的电磁波。有时特指无线电毒草三
波。 一二

E电磁场】 diancichang 温l 电场和磁场的合称。

变化着的电场和磁场互相依汗，又旦相转化。
E电磁感应】 dianci g凸nying 当导体回路中的

磁通hi:发生变化时，导体两端产生电动势，并
在闭合电路中产生电流的现象。

E电磁炉】 diancilu 函电磁灶。

E电磁炮l diancipao l名］利用电磁力发射炮弹

的装置，主要由能源、加速器和l开关三个部分
组成。炮弹射出的速度快，射程远，命中率高，
安全性和隐蔽性好。

E电磁灶l diancizao [BJ 利用电磁感应引起涡

流加热的灶，具。也叫电磁炉。

E电大E dianda 圈电视大学的简称。

E电刀E diandao 南一种手术刀，利用感应线

圈所产生的感应电流，通过刀锋放电，使刀锋

下的组织瞬时烧结，随后切开。用于止血，可
大大缩短手术时间。

E电导E di and凸o 圈表述导体导电性能的物理

量。导体的电阻越小，电导就越大，数值上等

于电阻的倒数。单位是因门子。

E电灯E di and岳ng ~利用电能发光的灯。

E电灯泡l diandengpao c ～儿）［~］ 0 白炽灯上
用的发光器件，一般呈梨形或球形。参看 23

页1白炽灯1。＠比喻因为在旁边不离开而妨
碍情伯等单独相会的人（含戏iJm意）：识相

点儿，别当～。｜｜也说灯泡儿。
【电动】 diandang l!tSJ 属性词。用电力使机械

运转的：～机｜～玩具。

E电动机l diandongjT 回l 把电能变为机械能的

机器，可分为亘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两种。
也叫马达。

【电动势l diandongshi 圈单位正电荷沿回路

移动一周所做的功，叫作电源的电动势。电源
不输出电流则，电源的电动势等于两极间的电

势差。单位是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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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电镀E diandu i到利用电解作用，在金属等的
表面上均匀地附上薄薄一层别的金属或合金。
可以防止生锈，使外形美观，或增加耐磨、导
电、光反射等性能。

E电饭苦是】 dianfanbao 〈方＞ L'81 电饭锅。

E电饭锅】 d ianfanguo t苞→种利用电能加热、
蒸煮饭菜的烹调用具，具有自动断电、保温等
功能。有的地区叫电饭策。

E电风扇E dianf岳ngshan 虐l 电扇。

E电感】 diangan 圆臼感和互感的统称。

E电信一】 diangao 画用电报、电传等通知或报

三孟蚕豆 告：请速将详情～中央。

叠叠叠Ii （电工】 diangong 圈＠制造、安装、修理各种
电气设备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

人。
E电功率E diangonglu r毡］电流在单位时间所
做的功。单位是瓦特，实用单位是千瓦。

E电灌】 dianguan i动］用电力扬水灌溉：～站。

E电光】 dianguang 圈电能所发的光，多指闪

电的光。

E电函】 dianhan O 画通过电信方式传递信

件。 81名］通过电信方式传递的信件。
E电焊】 dianhan 画用电能加热，使金属工件

焊接在一起。可分为电弧焊、接触焊、电渣焊
等。

E电贺l dianhe 画打电报、发电传等祝贺：～

中国队荣获冠军。

E电荷l dianhe 圈物体或构成物体的质点所
带的正电或负电。异种电荷相吸引，同种电荷
相排斥。单位是库仑o

E电弧】 dianhu 圈 iE负两电极接近到一定距
离时放电所产生的持续的臼色弧光。电弧能
产生高温、强光和某些射线，用于照明、焊接、
炼钢等。

E电化教育l dianhua jiaoyu 利用录音、录像、

广播、影视、幻灯等科学技术设备进行的教育。
简称电教。

E电话l dianhua l量。利用电信号的传输使两

地的人互相交谈的通信方式。＠电话机，主
要由发话器、受话器和线路兰部分组成。＠

用电话装置传递的话：来过两次～ 1 我没有接

到他的～。
E电话会议E dianhua huiyl （不在一个地方的
人）利用电话装置举行的会议。

E电话卡E dianhuaka I萄指打电码付费用的电

话信用卡、磁卡、智能卡等。
E电话亭E dianhuating ［~J 设在路旁或邮电局

内形状像小亭子的公用电话设施。
E电荒E dianhuang 圈指电力供应严重缺乏的

状况。

E电汇l dianhui 圃通过电报办理的汇兑，现~

渐由电子汇款取代。

E电机】 dianjl ~l 产生和应用电能的机器，特指

发电机或电动机。

E电极】 dianji 圈电源或电器上用来接通电流

的地方。
E电教】 dianjiao 圈电化教育的简称：～馆 1～

中心。
Z电解】 dianji岳［副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或熔

融状态的电解质，使阴阳两极发生氧化还原反

应。可用来冶炼或精炼金属，也用来电镀。
E电解质】 dianjiezhi ［组在水溶液中或在熔融

状态下能形成离子，因而能导电的化合物。如

食盐、硫酸、氢氧化纳等。
E电介质】 dianjiezhi 咽不导电的物质，如干燥

的空气、玻璃、云母片、胶木等。在一定的条件
下，有些电介质（如半导体）也可以导电。

E电缆】 dianlan 圈装有绝缘层和保护外皮的

线缆。通常是比较粗的，由多股彼此绝缘的导
线构成。多架在空中或埋设在地F、水底，用

于电信或电力输送。

E电老虎E di an I凸ohu r萄。指凭借于中的权力

谋取私利、刁难用户的电力单位或人员。＠
指耗电量大的设备。

E电离】 dianli 画＠液体、气体的原子或分子

受到粒子撞击、射线照射等作用而变成离子。
＠电解质在溶液中或在熔融状态下形成自由
移动的离子。

(r包离层E dianliceng 函具有电离现象，存在

大量的离子和自由电子，并且能够反射电磁波
的大气层。距地面约 70 500 千米。

E电离平衡】 dianli pingh自ng 弱电解质在溶液
中，电解质分子电离成离子的速率跟离子重新

综合成分子的速率相等时的状态。
E电力E dianli I童电所产生的做功能力，通常指

做动力用的屯。
E电力网】 dianliw凸ng l司电力系统的一部分，

由变电站和输电线路、配电装置等组成。
E电力线l dianlixian 圈。电场线。＠指输

送动｝J用电的导线：～通信。

E电量】 dianliang I包物体所带电荷的多少。

单位是库仑。

E电疗l dianliao r虱物理疗法的→种，利用电

器装置发热或电流刺激治疗疾病。

E电铃】 dianling I组利用电磁铁特性通电后使

铃发出音响信号的装置。

E电流】 dianliu 国＠电荷的定向流动。电流

通过导体会产生热效应、磁效应、化学效应、发



光效应等＇ f} 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
电量。单位是安培。旧称电流强度。

E电流表E dianliub1凸o l~ 安培计。
E电流强度】 dianliu qiangdu 电流②的旧称。
E电炉】 dianlu r名］利用电能产生热量的设备，
可分为电弧电炉、电阻电炉、感应电炉等。用
于取暖、炊事以及工业上加热、烘干、冶炼等。

E电路】 dianl。但］由电源、用电器、导线、电器

元件等连接而成的电流通路。
E电路图E dianlutu r量用规定的符号代表各种
元件、器件装置，表示所组成的电路的｜每1 0 

E电码l dianm凸道JO 指电报通信巾所用的代
表字母、数字、符号等的各种电信号组合。＠
我国用汉字打电报时，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

字，也叫电码。

E电门l dianmen l割开关①的通称。

E电脑】 diannao i＇名l 指电子计算机。
E电脑病毒l diann凸o bingdu 计算机病毒。

E屯能】 dianneng I名］电所具有的做功的能。
单位是焦耳或千瓦时。通常也指电量。

E电能表l diannengbi凸0 ~用来累计所消耗
电能的仪表。因为 1 度电代表的电能为 1 千

瓦时，所以也叫于瓦时表。简称电表。
E电瓶E dianping r名l 指大型蓄电池2 ～车。
E电瓶车E dianpingch岳［包用自身携带的电瓶

f故动力来源的车。
E电气】 dianqi l组电①。
E电气化E d ianq ihua [illJJ 把电力广泛应用到国
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城乡人民生活中，以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E电气石】 dianqishi I~ 矿物，化学成分是含棚
的铝硅酸盐。通常透明，有玻璃光泽，硬度
7 8。其中的上品是宝石，叫碧宝。

E电器l dianqi 画JO 电路I二的负载以及用来
控制、调节或保护电路、电机等的设备，如扬声
器、开关、变阻器、熔断器等。＠指家用电器，
如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

E电热E dianre f归属性词。利用电能加热的：

～杯｜～毯｜～产品。
E电容】 dianr6ng i萄＠导体容纳电衔的能力。
单位是法拉。＠指电容器。

E电容器E dianr6ngqi i~l 电路中用来储存电量
的器件，由两个接近并相互绝缘的导体构成。

E电扇l dianshan 函利用电功机带动r11·片旋

转，使空气流动的装置。夭气炎热时开电扇能
给人以凉爽的感觉。常见的有吊扇、台扇、落

地扇等。
E电商E dianshang 圈。电子商务的简称。＠

从事电子商务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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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 dianshi 国军］无机化合物，化学式 CaC,,

用生石灰和焦炭放在电炉里加热制成，石块
状，灰色，工业上用来制乙：块等。

【电石气l dianshiqi 圈乙：快。

【电势l d iansh i [El 单位正电荷从某一点移到

无穷远时，电场所做的功就是电场中该点的电

势。正电荷越多，电势也越高。单位是伏特。
旧称电位。

【电势差E dianshicha 圈也场或电路中两点之

问电势的差。单位是伏特。通称电压。旧称
电位差。

【电视】 dianshi 圈＠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把豆三E
实物的活动影像和声音变成电信号传送出去，主王三
在接收端把收到的信号变成影像和声音再现三三三

出来的装置。＠用这种装置传送的影像和声

音·看～｜放～。＠指电视机2 一台～。
E电视大学E dianshi daxue 通过电视实施高

等教育的一种教学机构。简称电大。
【电视点播E dianshi dianbo 交互式电视系统

的种应用形式，用户把所雯，点播的电视节目

目录通过上行通道传到节目中心，节目中心根
据用户要求将节目通过 F行通道传到用户所
在的终端。

【电视电话】 dianshi dianhua 可以在电话网上
同时传递双方声音和影像信号的通信方式。

E电视发射塔E dianshi fashe的发射电视信号
的天线，文架结构的形状像塔。简称电视塔。

E电视机】 dianshijl 圈电视接收机的简称。

Z电视接收机】 dianshi ji岳shoujl 接收电视信

号的装置，由接收图像和接收声音的两个部分
合成。简称电视机。

【电视剧E dianshij1；』画为电视台播映而编写、

录制的戏剧。

【电视片JLl dianshipianr ＜口〉圈电视片。
E电视片E dianshipian 1'81 供电视台播映的片

子，内容多为介绍人物、科学知识、地区风貌
等。

【电视塔l dianshit凸回到电视发射塔的简称。
E电视台】 dianshit6i I名］摄制并播映电视节目

的场所和机构。

E电台l diantai 圈。能够发射初接收元线电

信号的装置。由天线、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
等组成。＠广播电台的简称。

【电烫】 diantang 画用电热烫发，使卷曲。
【电梯l diantT I富多层、高层建筑物中用电做
动力的升降机，用来载人或载物。也包括自动

扶梯。参看 1166 页［（ Jj·降机］。
【电筒E diantong 圈子电筒。
[r包头E diant6u ~ 电讯开头的几个字，包括通
讯社名称，发报的地点、日期等，如“新华社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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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电玩］ dianwan ＜方〉［雹指电子游戏，也指电

子游戏机：打～。
E电网E dianw凸ng 圈。用金属线架设的可以

通电的障碍物，多用来防敌或防盗。＠指电
力网。

E电位E dianwei ~电势的旧称。

E电位差】 dianweicha 圈电势差的旧称。
E电文E dianwen ~电报、电传等的文字、内

容：起草～o
E电线】 dianxian 圈传送电力或电信号的导
线，多用铜或铝等制成。有单股的或多股的，
裸露的或用绝缘体套起来的。

E电信】 dianxin I萄利用电话、电报或无线电设

备等传送信息的通信方式。旧称电讯。

E电JflJl dianxing ~ O 使电流通过人的身体，
用来逼供的刑罚。＠用电椅处死犯人的刑

罚。
E电if\J dianxun 圈＠用电话、电报或无线电
设备等传播的消息。＠电信的旧称。

E电压E dianya 圈电势差的通称。

E电压表】 dianyabi凸o 函用来测量电压的仪
表。读数以伏或毫伏为单位的电压表，通常称
为伏特表或毫伏表。

E电眼E dianyan r每电子眼的简称。
E电唁E dianyan I刻打电报、发电传等吊唁。

E电椅E dianyl 圈装有电极的椅子式的刑具。

E电影E dianylng c～儿）［每一种综合艺术，用强
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

真实活动的形象。
E电影剧本l dianylng jub前专门为拍摄电影
写的剧本，分两种，一种是跟一般剧本只稍有
不同、不分场幕的电影文学剧本，另一种是电
影分镜头剧本。

E电影摄影机】 dianylng sheylngjl 拍摄电影

用的机械，有自动连续曝光反输片的机构。简

称摄影机。

E电影院E dianylngyuan ~专供放映电影的
场所。

E电由~］ diany6u 圈电子邮件二的简称。

E电游E diany6u 圈电子游戏的简称。
E电源、E dianyu归国把电能供给电器的装置，

如电池、发电机等。
E电闸E dianzh6 圈指较大型的电源开关。

E电站E dianzhan ~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

等的统称。
E电钟E dianzhong ~利用电力做能源运转的
时钟。

E电子］ dianzl ~构成原子的粒子之一，质量

极小，带负电，在原子中围绕原子核旋转。

E电子版】 dianziban ~指出版物电子形式的

版本，如录有出版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磁

盘、光盘等。
E电子表】 dianzlbi凸o I组装有电子线路的手

表，用微型电池做能源。

E电子出版物E dianzl chubanwu 需要通过计
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阅读、观赏的以光盘、磁
盘等为载体的出版物。

E电子词典】 dianzl cidian 以电子出版物形式

出版的词典。

E电子公告板】 dianzl gonggaoban 互联网t

的电子公共论坛，制知＇；－ff讨论、发布信息、文

件传输、实时聊天儿等服务。

E电子管E dianzlguan I名l 一种电子器件，在密
闭的玻璃管或金属管内，通过利用和控制电子
在真空或稀薄气体中的运动进行工作。可用
米整i辰、检波、放大和振荡等。常见的有二极
管、三极管。

E电子函件E dianzl hanjian 电子邮件。

E电子汇款E dianzl huiku阳通过邮政或银行
系统的综合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汇兑。

E电子货币E dianzl huobi 银行发行的一种具
有消费信用功能的电子磁卡，可以通过计算机
网络系统转账结算、存取现款等。

E电子计算机E dianzl jisuanjl 由电子元器件

及其他设备构成的自动计算装置，能对输入的

数据或信息非常迅速、精确地进行运算和处
理。电子计算机根据工作原理，→般分为数字
式和模拟式两种，广泛应用在工程技术、科学
研究等方面。简称计算机。

E电子垃圾l dianzl lojl 指电子产品的废弃物，
包括废弃的家用电器或计算机、打印机、复印
机、于机等。

E电子流E dianzlliu 画自由电子在空间做定向

运动所形成的电流。
E电子枪】 dianzTqiang 圈示波管、摄像管、电

子束加E装置等器件中产生和聚焦电子束的

电极系统，电子束的方向和强度可以控制，通

常由热阴极、控制电极和若干加速阳极等组

成。
E电子琴】 dianzlqin ［割键盘乐器．采用半导体

集成电路，对乐音信号进行放大，通过扬声器
产生音响。

E电子认ill dianzl renzheng 为保障电子商务
活动的安全，由专门机构发放给交易双方数字
证书，并对数字证书进行审查确认。

E电子商务E dianzl shongwu 通过互联网构拟

的空间和媒体，以数据的形式表达各种信息而

进行的商务活动。简称电商。



E电子书E dianzishu 圈。利用计算机技术将
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记录在磁盘、光盘等
设备中，借助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来读取、

复制或传输的电子出版物。＠专门用来读取

电子出版物的子持阅读器。
E电子束E dianzishu 掏出阴极射线产生的束
状电子流。电子显微镜和电视机等就是利用

电子束形成影像的。
E电子污染】 dianzi wuran 指电子产品所造成

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电磁辐射污染，也包括电
子产品废弃物污染。

E电子显微镜】 dianzi xianw岳ijing 一种显微

镜，使高速电子流通过物体，经过电磁的放大
装置，使物体的影像显现在荧光屏 Lo 放大倍
数一般可达几十万倍。

E电子信箱】 dianzi xinxiang 用户在旦联网设
置的电子邮政系统中所拥有的信息存储空间。
用户使用密码打开电子信箱，进行电子邮件

的收发、编辑等各种操作。也叫电子邮箱。
E电子眼】 dianziyan IE 电视监控摄像器的俗
称：重要交通路口都安装了～。简称电眼。

E电子音乐J dianzi ylnyue 指用电子技术编制
创作出来的音乐。也指用电子乐器演奏的音

乐。
E电子邮件】 dianzT y6ujian 指通过句：联网传
递的邮件，即用户之间通过电子信箱发出或收
到的信息。简称电邮。也叫电子函件。

E电子邮箱J dianzi y6uxiang 电子信箱。
E电子游戏J dianzi y6uxi 利用电子技术进行
的游戏。简称电游。

E电子战E dianzizhan rBJ 在现代战争中，敌我
双方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及一定的电磁环境
中，以电子技术为对抗子段而进行的战争。其
作战能力与火力、机动能力并列，称为“第二打

击能力”。
E电子政务】 dianzi zhengwu 通过互联网构拟

的空间和媒体，以数据的形式表达各种信息而
进行的政务活动。

E电阻E dianzu ［组＠导体对电流通过的阻碍
作用。导体的电阻随长度、截丽大小、温度和

导体成分的不同而改变。单位是欧姆。＠指

电阻器。
E电阻器E dianzuqi i童电路中用来限制电流、
调节电压的器件，日I以分为固定电阻器和可变

电阻器两种。
徊 dian O 旧时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

8 (Dian) I到姓。
另见 1296 页 ti6n0

E徊东E diandang 南旧时徊户称租给他土地

的地主。

电但伺陆站店沾垫 l dia土一巴？巳

E创户E dianhu r司旧时租种某地主土地的农

民称为某地主的徊户。

E徊农l d iann6ng [81 旧时农村中自己不占有

土地，以租种土地为生的农民。

E徊租E dianzu 国徊户交纳给地主的地租。

甸 dian o 古代指郊外的地方。＠甸子
（多用于地名）：桦～（在吉林）｜宽～（在辽

宁）。 o CDian）圈姓。

E甸子E dian·zi ＜方〉函l 放牧的草地。

陆帅又 yon ＜书〉临近哪）：～危 l～
于死亡。

站 dian 古时放时巾的士台子 主
店 dian 圆＠客店：小叫～。＠商二

店·布～｜百货～ l零售～。
U;li东】 diandang IE IR时称商店或旅店的主
入。

E店家】 dianjia I名］＠旧时指旅店、酒馆、饭铺

的主人或管事的人。＠〈方〉店铺。

rn由E dianmian l割商店的门面；铺面：～房｜
两间～｜装潢～。

E店铺】 dianpu I名］各种商店、铺子的统称：那

一带有好几家经营日用品的～。
(I占常E diant6ng IE 商店、饭馆等进行营业的

屋子：～宽敞明亮。

E店小二】 dianxi凸0’ er [81 饭馆、酒馆、客店中

接待顾客的伙计（多见于早期白话）。
E店员】 dianyu6n IE 商店的职工，有时兼指服

务性行业的职工。

沾 dian o ＜书〉白玉上面的斑点：白圭之
～。＠使有污点z ～污｜～辱。

E站辱E dianr心血］使蒙受耻辱：～祖先｜～门
户。

[f占污】 dianwu I到弄脏；使有污点。多用于比

喻：～名声 l～光荣称号。

垫川帅＠［动
（塾）加高、加j旱或平ι或起隔离作用：

～猪圈｜把桌子～高些｜荧衣月民最好在上面～一

块布0 8 ［司填补空缺·正戏还没开滨，先～一
出小戏。 0 [i;!J］暂时替人付钱：我先给你～上，

等你取了款再还我。＠（～儿）瞌］垫子z 靠～

鞋～儿｜凳子上铺了一个用花布缝的～儿。

E垫背E dianbei ＜方＞ 0(1／）圃比喻代人受

过：太冤枉了，这不是拉我～吗！ 8 圈指代人

受过的人z 让一个无辜的人做～，太不应该了。
【垫补】 dian· bu ＜方〉画。钱不够用时暂时
挪用别的款项或借用别人的钱。＠吃点心3
点补。

E垫底J dian;;di c ～儿）睛。在底部放t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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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鱼缸里是用细沙～的。＠先少吃点儿东

西以暂时解饿：你先吃块点心垫垫底儿，等客人
来齐了再吃。＠比喻做基础：有了你以前的
工作～，今后我的工作就好开展了。。比喻位

于最后·这次考试排名次，又是我～。

E垫付J dianfu R边］暂时替人付钱z 由银行～货

款。

E垫话E dianhua O c-11- )C～儿）［司预先打招

日于作为铺垫z 您先给我垫个话儿，赶明儿我当面

跟他细说。＠［望相声演员表演正式节目前所

说的开场白，用以引起观众注意或点出下面正
三三主 式节目的内容。
三三草草 E垫肩J dianjian !BJ O 挑或扛东西的时候放在

肩膀上的垫子，用来减少摩擦，保护衣服和皮

肤。＠衬在t衣肩部的三角形衬士在物，使衣
服穿起来美观。

E垫脚E dian· jiao ＜口〉［包铺垫牲畜棚、固的「

土、碎草等。
E垫脚石】 dia叫的oshi 圈比喻借以向上爬的

人或事物。

E垫圈E dian;; juan l司给牲畜的圈铺垫干士、
碎草等。

E垫圈J dianquan c～儿）［重垫在被连接件与螺

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
E垫上运动E dianshang yundong 指在垫子上
傲的各种运动。如前滚翻、后滚翻、仰卧起坐
等。

E垫支J dianzhl 圈暂时代替支付；垫付。

E垫资】 dianzl E动l 垫付资金：工程由开发商～

建设。

E垫子E dian·zi 阐垫在床、椅子、凳子上或别

的地方的东西：椅～｜草～｜弹簧～｜垫上个～巳

启巾〈书＞ r11刁

锢雀 di an 用金片做成的花朵形的装
（童田）饰品，或木器上和漆器上用螺壳镶

嵌的花纹：金～［螺～l 宝～｜翠～。
另见 1296 页 t ion 。

注主1 … di an 沉淀z ～粉。
1足（搬）
祖土主2 dian 浅的湖泊（多用于地名）：茶～（在

1庐ζ 天津）｜白洋～（在河北）。
E淀粉】 dianf品n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C, H,.,()5 入，是二氧化碳初水在绿色植物细
胞中经光合作用形成的臼色尤定形的物质。
多存在于植物的籽粒、块根和块茎中，是主要
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工业 t应用广泛。

』·rt工 dian ml] 挂念：～记｜老师傅虽然退休了，
ν口但心里总～着厂里的工作。

E惦记E dian·ji rnl]C对人或事物）心里老想着，

放不F心：老人孩子有我照顾，你什么也不要
~ 。

E惦念】 diannian 画惦记．母亲十分～在外地

工作的女儿。

淀 dian ＜书〉玉的颜色

奠1 巾。奠定；建立， ~$I~ £0 8 
CDia的圈姓。

奠2 dian 用祭品向死者致祭：祭～｜～仪

E奠定】 dianding r现使稳闹；使安定：～基础。

【奠都J diandu I现确定首都的地址：～北京。

【奠基E dianF 国奠定建筑物的基础：～石｜举

行～典礼！人民英雄纪念碑是 1949 年 9 月 30
日～的。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人。

E奠基石E dianjlshi 哩！建筑物奠基用的长方形

的石块，上面刻有奠基的年月日等。
E奠酒】 dianji心闯l 祭祀时的一种仪式，把洒洒

在地ro

E奠仪E dianyi l名］指送给丧家用于祭奠的财

物。
日Ttl dian ［：名］＠高大的房屋，特指供奉神佛

月儿或帝王受朝理事的房屋：佛～｜大雄宝

～ l太和～l金奎～。 8 CDian）姓。

殿2 dian 在最后：～后吨。

E殿后】 dianhou ［到行车BJ走在部队的最后，

也泛指处于最后：大部队开始转移，由三连～｜

该队在今年全国足球联赛中排名～。
E殿军E dianjun I画＠行军时走在最后的部

队。＠体育、游艺竞赛中的最末一名，也指竞
赛后入选的最末一名。

E殿i式】 dianshi 圈科举制度中最高）级的考

试，在皇宫内大殿上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
参看 735 页【科举~o

E殿赏】 diant6ng 圈指宫殿、庙宇等高大建筑

物。艺术～。
E殿下】 d的nxia t童对太子或亲王的尊称。现

多用于外交场合。

能向＠髓。＠深蓝，由蓝和紫混合
而成。

E旋额JLl dianker ＜口〉［刽红点旗和蓝点旗的
统称。

E能蓝E dianl6n l组有机染料，深蓝色，用寥蓝

的叶子发酵制成，现多用人工合成，用来染布，
颜色经久不退。通称蓝哉，有的地区叫族青。

E敲青J dianqlng O 圈深蓝。＠〈方〉圈能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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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 dian ＜方〉圈竹席：晒～响粮食等的｜盹l dioobao 圈军事时用的坚固建筑
席子）。 | 物，多用砖、石、钢筋混凝土等建成。

癫 dian 皮肤上长紫斑或白斑的病＝紫～｜｜阳楼l di凸0
白～风。 | 建筑物。

回赴1 dido ＠巨型

［；二：~_I(:i2~S:也7 ] ！用1t. co 0头彤、＠＠於调）在竹木、玉
石、金属等上面刻画 z ～版｜～漆｜～花｜～塑。

刁
dido 0 圈狡猾2 放～｜逞～｜那个人真

～。＠〈方〉圈挑食过分：嘴特别～。＠
CDiool [BJ 姓。

E刁悍】 diaohan F百l 狡猾凶狠：性情～o
E刁横l diaoheng 11!21 狡诈蛮横。
【刁滑l diaohua ：虽狡猾z 为人～。
E刁蛮l diaom6n I用刁钻蛮横2 生性～｜态度

十分～。

E刁民］ diaomin 圈刁滑的人， l~I 时官吏多用

作对不听管束的百姓的蔑称。

E刁难E diaonan 到故意使人为难：百般～o

E刁市ij] diaow6n l蹈狡猜顽罔 z ～之徒。

E刁钻】 diaozuan [Jf.到狡猾；奸诈·～古怪。
口刁 dido 动用嘴夹住（物体部分）：嘴里

’J ～着烟卷！LI 黄鼠狼～走了小鸡。

问 diao r-'JrJZCDiooch叫名，在湖北。

、，囚 一－ diao 凋谢：～零｜岁寒，然后知
。可「口／）松柏之后～也。
E凋败】 diaobai I动］凋谢哀败：草木～｜家业～。

E凋敝】 diaobi I开到＠残缺破败：衣着～｜秋景

～。＠（生活）困苦；（事业）衰败：民生～｜连年

战乱，百业～。

E凋零E diaoling ［量＠（草木）凋i射零落3 万木
～。＠衰落·家道～。

E凋落l diaoluo f现凋谢。
E凋萎】 diaowei r动1] （草木）凋谢枯萎：枝叶～。

E凋谢E diaoxie 圃＠（草木花叶）脱落：百花
～。＠指老年人死：老成～。

招 dido r±l-'K t.t瞅

百 … dido ［哥哺乳动物身体细长，
（：白白）四肢矩，耳朵三角形，昕觉敏锐，

种类较多，有｛j号召、紫号召等。
E雪时·~］ diaoxi6ng I到哺乳动物，身体和四肢
粗短｛象熊，尾巴长，尾毛蓬松，舍身棕黑色。牛‘
活在寒带地区。能爬树，会游泳，性情1:><1 暴，力
气大，吃兔、鹿、松鼠等，反天还捕食佑类。也
叫狼罐。

艺罔 dido 惆句号：明～暗堡。
日i

＠指雕刻艺术或雕刻作品：石～ l 玉～｜浮～。

＠有彩画装饰的 z ～梁画栋。 0 CDioo ）圈

姓。

回扣2 - . dido r雹鸟，嘴呈钩状，视力很

目 （帽）强，腿部有羽毛，是础。种类主三
较多，如金雕、海雕等。 雪主三三

【雕版E diaob凸n ［司主制j板①。

E雕虫小技l d iaoch6ng-x i凸oji 比喻微不足道

的技能（多指文字技巧）。

E雕红漆】 diaoh6ngql ［萄易。红。

E雕花】 diaohua 0 l动｜一种工艺，在木器仁或

房屋的｜韬扇、商户等上头雕刻罔案、花纹z ～

匠。＠圈雕刻l成的图案、花纹。

E啪：锈】 diaojuon ＜书〉［司雕刻。

E稚刻l diaoke O I动］在金属、玉石、骨头或其

他材料 1－刻出形象：精心～。 81名j 雕刻成的

艺术作品 z 这套～巳散失不全。
盯住梁画符】 di凸al i6ng-huadong 指房屋的华

丽的彩绘装饰，常用来形容建筑物富丽堂皇。

盯住漆】 diaoql 画＠特种工艺的一种．在铜胎

或木胎上涂上很多层漆，以红色为主，另有黑

色、彩色等，阴干后雕出各种花纹。＠指雕漆

的器物。北京和扬州｜出产的最著名。｜｜也叫

漆雕。

耐住砌l diaoqi l副雕琢堆砌（文字）：写文章切

忌～。

町的叫 diaoshi 0 I司雕刻并装饰．精•（.＇～｜柱

子上的盘龙～得很生动。＠［名l 雕刻的花纹、

图形装饰：门扇上的～已经残破了。 01动l 指

过分地修饰：她表演适度，不加～，显得很自然。

日在塑】 diaosu O 函l 造型艺术的一种，用竹

木、玉石、金属、石膏、泥土等材料雕刻或塑造

各种艺术形象。＠圈雕塑成的艺术作品。
耐住｛象l diaoxiang [BJ 雕刻的人像，有时也包

括动物的形象。

卧在琢】 diaozhu6 ［司＠雕刻（玉石）：这是用

费翠～成的西瓜。＠过分地修饰（文字）。

应用 diao ［苍］鱼，身体侧扁，背部稍微
四司（锢）凸起，头大，［JI卜，侧线发达o 生活
在海用。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真钢、黄铜、黑钢

等。



三主

300 1 diao • diao I 鸟周吊钓

diao c 勿l么）

企舍 di凸o 同“届”。旧小说中用作骂

马（局）人的话。
另见 955 页门iao 。

周 di凸。因男子阴茎的俗称。

、

diao （为l么）

吊 1 • diao O 画悬挂门前～着
（祷韦） 两盏红灯。＠［划用绳子等系

着向上提或向下放z 把和好的水泥～上去。＠
匾国把球从网上轻轻打到对方难以接到的地

方z 近网轻～｜打～结合。。［司把皮筒子加
面子或里子缝成衣服：～皮袄｜～里！Lo 0 收

回（发出去的证件） : ～销。 0 [l'J 旧时钱币单

位，一般是→千个制钱为一吊。

吊2 _ diao 祭奠死者或对遭到丧事
（＊~）的人家、团体给予慰问·～丧 i

～唁。
E吊膀子E diao bang·zi 〈方〉调情。

E吊车J diaoche ［~起重机的通称。
E吊窗E diaochuang 圈可以向上吊起来的旧

式窗子。
E吊床l diaochuang 圈两端挂起来可以睡人

的用具，多用网状织物、帆布等临时拴在固定

物体上。
E吊带】 diaodai 圈。围绕在腰部或腿上从两

侧垂下来吊住袜子的带子。也叫吊袜带。＠
女式背心、裙装等吊在肩上的细带子：～衫｜～

连衣裙。＠系在物体上起悬挂作用的带子。
E吊灯E diaod岳ng 圈悬空委挂的灯。

E吊顶E diao;;dTng ［~在房间顶部先用木条等
做成龙骨，再在上面吊→层木板或石膏板等，

或钉上苇？自抹一层灰，叫吊顶。
E吊儿郎当E diao • erlangdang ＜门〉圈状态
词。形容仪容不整、作风散漫、态度不严肃等。

E吊杆E diaogan 圈。利用杠杆原理上下吊
运物品的起重工具。＠悬索桥上连接悬索与

桥面的杆件。

E吊诡J diaoguT i理奇异s怪异·文辞～。
E吊环E diaohuan 圈。体操器械的一种，在架
上挂两根绳，下面各有一个环。＠男子竞技体

操项目之一，运动员用于握住吊环做各种动作。
E吊祭E diaoji 圃吊唁祭奠。

E吊脚楼】 diaoji凸o16u l组吊楼①。

E吊扣】 diaokou I司收回并扣留（发出的证件）：

～驾驶执照。

E吊兰J diaolan i到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根肥

厚，茎上有匍甸枝，叶子条形，花小，白色。通
常栽培在室内，供观赏。

E吊楼】 diaol6u 圈。后部用支柱架在水面上

的房屋。也指后部依山着地、前部用支柱架起

的房屋。也叫吊脚楼。＠山区的一种木板房
或竹房子，下面用木桩做支柱，用梯：r-上 F。

Z吊毛】 diaoma。因'5］戏曲中表演突然跌跤的
动作。演员身体向前，头向下，然后腾空一翻．

以背着地。
E吊i吃伐罪E diaomin-fazui 慰问受苦的民众，

讨伐有罪的统治者。
E吊铺J diaopu I重吊起来的简易的铺位。

E吊钱JL】 diao·qianr ＜方〉［名］贴在门椅上镣有

图案或文字的刻纸。

E吊桥】 diaoqiao ［组＠全部或一部分桥面可

以吊起、放下的桥。多用在护城河及军事据点

上。现代在通航的河道上，为f便利船只通
过，也有架吊桥的。＠在t"J上、山谷等处架起
钢索，并把桥面吊在制索上，用这种方式建造
的桥梁叫吊桥。也叫悬索桥。

E吊丧E diao;; sang ［：司到丧家祭奠死者。
E吊嗓子E diao sang· zi 戏曲或歌唱演员在乐
器伴奏下练、嗓子。

E吊扇E diaoshan 圈安装在顶棚仁的电扇。

E吊死鬼l diaosTguT （～儿）［萄。迷信指吊死
的人的鬼魂，也指吊死的人。＠尺蟆的俗称。

E吊桶】 diaotong 函桶梁上拴着绳子或竹竿

的桶，用来从井中打水，或从高处向河中、坑中
打水。

E吊袜带】 diaowadai E 吊带①。
E吊胃口l diao weilφu 0 用好吃的东西引起

人的食欲。＠比喻让人产生欲望或兴趣：他
讲到要紧处故意停下来吊大家的胃口。

E吊线E diao;;xian ［.划瓦工、木工工作时，用线

吊重物形成垂线，借以取直。
E吊销J diaoxiiio 画收回并注销（发出去的证

件）：～护照｜～营业执照。
E吊孝E diao;;xiao I到吊丧。

E吊唁E diaoyan ［司祭奠死者并慰问其家属。
E吊装E diaozhuiing ［量用人工或机械把预制

构件吊起来安装在预定的位置。
E吊子】 diao· zi 同“姚子”。

钓 u diao O 阳钓钩捕鱼或其他
拟的）水生动物： ~ii!. 0 8 比喻用手段
猎取（名利） ：沽名～誉。



E钓饵E d1δ0’岳r ［苟钓鱼时用来引鱼t钩的食

物，也比喻用来引读人的事物：以财色为～o
E钓竿E diaogan ＜～儿）［萄钓鱼或其他水生动
物用的竿子， f端系线，线端有钩。

E钓钩】 diaogou ＜～儿）圈钓鱼的钩儿，也比喻
引诱人的圈套。

E钓具】 diaoju l组钓鱼用具，如钓竿、钓钩等。
E钓鱼】 diaoyu o司用钓饵捕鱼，比喻引诱人上

当：～网站｜骗子网上～，千万不要上当。
寸步」』 diao 古代除草用的一种农具。

杀（藤）
经垃 . . diao 〈书〉深远。

写（需）
E窍远E diaoyu凸n ＜书〉｜嗣（距离）遥远。

、吓回1 diao O 国调动；分派z 对～ i
v司（稠）～职｜～兵遣将i他是新～来的干
部。＠调查z 函～｜内查外～。＠画互换2
～换｜～过儿｜咱们俩～个座位。

、川辛f2 、一 diao IEJ 0 c～JL）腔调：南腔
ν司（拥）北～i这人说话的～儿有点儿特
别。＠（～儿）论调：两个人的意见是一个～。
＠乐曲以什么音做出，就叫作什么调。例如
以 Cf，故也就叫作 C 调，以“上”做出就叫作
“上”字调。＠（～儿）音乐上高低长短配合的
成组的音：这个～很好听。＠指语音上的声
调：～类｜～号。
另见 1299 页 liOOo

E调包】 diao;;bao c～儿）［司暗中用假的换真
的或用坏的换好的z ～计｜他的东西叫人调了

包。也作掉包。
E调兵遣将】 diaoblng-qi凸njiang 调遣兵力、将

领，泛指调配人力。

E调拨】 diaobo I现＠调动拨付（多指物资） : 
～款项 i～小麦种子。＠调遣：人员都听从他

的指挥和～。
另见 1299 页 ti6oboo

E调茬E diaoch6 圈轮作。
E调查E diaoch6 画为r r解情况进行考察
（多指到现场）：～事实真相｜没有～，就没有发

言权（事情还没有～清楚，不能忙着处理。
E调档J diaocdang B国调阅档案。非轩旨招生工
作中把考分达到一定标准的考生档案调出来，

确定是否录取。

E调调E diao•diao C～儿）圈调门儿。
E调动J diaodor旧圈＠更动（位置、用途） :~ 
队伍｜～工作。＠调集动员：～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
E调度E diaodu o 圃管理并安排（_L作、人力、

车辆等）。＠圈做调度工作的人。

钓菜驾调 i diao I 301 I 
E调防E diao11f6ng 面换防。

E调干】 diaogan O 画调动干部。＠圈属性

词。在职干部为学习而调离工作岗位的＝～生。

【调过JL] diaa;; guor ［动l 互相调换位置2 这两

件家具～放才合适｜你跟他调个过儿，你就看得

见台上的人了。也作掉过儿。
E调函E diaoh6n 圈调动工作人员工作的公
函，一般由士级机关或用人单位发出。

【调号E diaohao c～儿）圈＠表示声调的符

号。《汉语拼音方案》的调号，阴平是“－”（白，
阳平是“”’（ω，上声是“ v ”（凸），去声是“飞，，

（凸），轻声无调号（α）。＠音乐 l二指用以确定乐二孟三
曲主音高度的符号。 主主主

【调虎离山E diaohC』－lishan 比喻为了便于乘机

行事，想法子引诱有关的人离开原来的地方。
【调换】 diaohuan I司。彼此互换2 ～位置｜咱

们俩～一下，你上午值班，我下午值班。＠更
换z ～领导班子！这根木料太细，～一根粗

的。｜｜也作掉换。
E调集J diaoji 圈调动使集中＝～军队｜～防汛

器材。
【调卷E diao;;juan 圈提取案卷、考卷＝～复审。
E调如Ll diao;; kanr 同“调侃儿”。

E调侃JL] diao;; kanr ＜方〉阉同行业的人彼此
说行话。也作调坎儿。

E调类E diaolei 固有声调的语言中声调的类

别。古汉语的调类有四个，就是平声、上声、去
声、入声。普通话的调类有四个，为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另外还有轻声，但不是一个独
立的调类。

E调离E diaoli l到调动并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

或单位）．处长已经～，另有任用。
E调令E diaoling 圈调动工作人员工作的命令。

E调门儿J diaomenr ＜门〉圈。歌唱或说话时
音调的高低z 我今天嗓子不好，～定低点儿｜你
说话老是那么大声大气，～放低点儿行不行？＠
指论调z 这几个人的发言都是一个～。

【调派E diaopai 圈调动分派（指人事的安排） : 
～干部加强基层工作。

【调配】 diaopei l噩调动分配：劳动力和工具

～得合理，工作进行就顺利。
另见 1299 页 t的op自 l 。

E调遣J diaoqian 画调派；差遣z ～部队｜听从

上级～。

【调任E diaoren 圃调动职位，担任另一工作＝

～新职。

E调式E diaoshi f8l 乐曲中的几个音根据它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联结成体系，并且有一个主

音，这些音的总和叫作调式。



I 302 I dia口一 di岳 l 调掉锦姚爹时跌

E调头E diao;;t6u 同“掉头”②。

E调头l diao· tou ＜方〉圈。调子。＠语气e
E调研l diaoyan 画调查研究：～员｜开展市场

～｜深入实际～。

E调演E diaov凸n ~从某些地方或文艺团体抽

调演员选定节目集中在一起演出 z 组织全省

戏剧～。
E调用E diaoyong l量调配使用：～物资｜～干部。
E调阅E diaoyue 画提取案卷、文件等进行查

阅 z 未经许可，不得～相关档案。

E调运E diaoyun 圈调拨和运输·～农用物资

主下乡
E调值E diaozhi IBJ 有声调的语言中各调类的

实际读法，即字音的高低升降。两个不同的方
言，声调的分类法（调类）可以相同，每－调类
的实际读法（调值）却可以不同。如北京话的
阴平读高平调，天津话的阴平读低平调。

E调职E diao;; zhi 画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

单位去←工作；调动职务．请求～｜科长已～了。
E调转l diaozhuan O 圈调动转换（工作等） : 

他的～手续已经办好了。＠同“掉转”。
E调子】 diao· zi 圈。一级音的排列次第和相

互关系。＠音乐上高低长短配合成组的音。
＠说话时带的某种情绪：他说话的～很忧郁。
＠指论据tl ：文章只做了文字上的改动，基本～

没有变。

掉1 diao [2\lj] O 落①～眼泪｜被击中的敌
机～在海里了。＠落在后面：～队。＠

遗失；遗漏：钢笔～了｜这篇文章里～了几个

字。。减少；降低z ～价儿｜～膜。＠用在某
些动词后，表示动作的结果2 扔～ 1除～ l抹～ 1
改～坏习气。

掉2 diao O 摇动机尾大川～臂而
去（甩胳膊就走）。＠［剥因 p转：把车头

～过来｜他～过脸来向送行的人一一招呼。＠
同“调1 ”③。

E掉包J diao川boo 同“调包”。

E掉膜E diao;; biao E到（牲畜）由肥变瘦，体重
下降．冬天草料不足，牲畜容易～。

E掉秤E diao11cheng ＜方〉［面折＜sh岳）秤。

E掉J点JLl diao;;d1凸nr 〈口〉庄重落下稀疏的雨

J点儿：～了，快去收衣服吧！
E掉队】 diao;;dui 画。结队行走时落在队伍

的后面：在接连三天的急行军中，没有一个人
～。＠比喻落在客观形势的后边：只有加紧

学习才不致～。
E掉过JLl diao;,;'guor 同“调过儿”。

(:j'卓换J diaohuan 同“调换”。

E掉价J diao;; i ia ＜～儿）圈＠价格降低z 菠菜

～了。＠比喻身份、排场降低。

E掉链子l diao lion· zi 比喻人在做事时出现
差错，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在关键时候，
你可不能～。

(j'J串枪花E diao qianghua 〈方〉耍花招儿。
E掉色l diao;; sh创［盈颜色脱落（多指纺织品
经日H西或水洗后）。

E掉书袋】 diao shudai 讥讽人爱引用古书词

句，卖弄才学。

E掉头E diao;;t6u 圈。（人）转回头：～一看，

果然是他｜他掉过头去，装作没看见。 8 <:ff 、
船等）转成相反的方向 z ～车！胡同太窄，车子
掉不了头。也作调头。

E掉线E diao;;xian ［到（电话、网络等）线路由于

某种原因非正常中断：拨号上网有时候～O
lt丰以轻心】 diaoylqingxin 对某种问题漫不经

心，不当回事。

[t事转】 diaozhu凸n ［动l 改变成相反的方1<1J:~ 
船头。也作调转。

锦叮 diao 见 H 页i辛I锦JL A 0 

（吉目）
绍t 川 diao 卜叫姚子：药～川

(j封E）～儿。
另见 1522 页 y6oo

E姚子E diao· zi 国煎药或烧水用的器具，形状
像比较高的壶，口大有盖，旁边有柄，用沙土或
金属制成。也作吊子。

厂一－~，~（为白了 : 
爹 di岳〈口〉圈父亲＇ ~Ji!\. I 咐。

E爹爹E di岳·die <Js ＞ 圈。父亲， f} 祖父。

时 di岳〈书〉坠落
另见 292 页 di 凸n“脏”。

跌“圈＠摔①：～跤 l～倒了又爬起来
了。＠（物体）落下：水位下～。＠（物

价）下降2 金价～了百分之二。
E跌窑】（跌荡） di岳dang ＜书） llJ2I 0 性格洒脱，
不拘束；放荡不羁。＠音调抑扬顿挫或文章
富于变化·乐曲起伏～｜文笔～有致。

E跌跌撞撞l di岳di岳zhuangzhuang （～的JI用状

态词。形容走路不稳。
E跌份E die;;fen c~ JL) （方〉圈降低身份；丢面

子。

E跌风】 di岳f岳『19 圈（价格等）下跌的情势。
E跌幅E diefu 圈（价格等）下跌的幅度：近期物

价～不大。
E跌价E d勘jia ＜～儿）圈商品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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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跌跤】（跌交） di岳叫iao ［到＠摔跟头．小孩JL

学走路免不了要～！不小心跌了一跤。＠比喻

犯错误或受挫折υ ｜｜有的地区说跌跤丑
E跌落l di岳阳。［剥＠（物体）往下掉。＠（价
格、产量等）下降。

E跌破l di岳罔 l割（价格等rr跌并突破（某一数
值） ：有的邮票已～面值。

E跌势l di岳shi [=E\] C价格等）下跌的趋势·～难

以抑止。
E跌1](] dieshui 回到＠突然H洋的水流。＠水
利E程中指使水流突然F降的台阶。

E跌停板l di岳tingb归国主］见 165 I 页【涨停板）］ 0 

E跌眼镜l di岳 yanjing Cfi ＞ 指事情的结果出乎

意料，令人感到吃惊（多跟“大”连用）：主队意
外失利，令不少行家大～。

E跌足l di岳zu （书〉［动跺脚：～长叹｜～捶胸。

, 
die c 勿l廿）

、l卡 die o 轮流；替换：更～。＠〈书） [ii』屡

）ζ二次：～挫强敌｜～有新发现。＠及②：忙

不～。

E迭出】 diechu 画一次又－次地出现z 花样
～｜名家～o

E这次E diecl 国屡次；不止→次z ～会商 i 影片
中惊险场面～出现。

E迭起E dieqi I亟一次又 A次地兴起、出现z 比

赛高潮～。

垣 die c书〉小土堆：丘～！蚁～（蚂蚁做窝
时堆在穴口的小土堆）。

肤“〈书〉太阳偏西2 日～。
另见 1555 页 yi 。

力7主 • . die 古时丧服上系在头上或腰间
~J:（川土）的麻布带子。
）隧 die ＜书〉小瓜z 绵绵瓜～叫子孙昌

盛）。
二f怡、山 die o 谍报活动。＠从事谍报
羽毛（琛）活动的人：问～｜防～。
E谍报E diebao 圈刺探到的关于敌方军事、政

治、经济等的情报．～员（从事谍报工作的人）｜
～机关。
喋 die 城墙上…形的矮墙z 雄～｜城～。

操“〈书〉折叠
另见 1153 页 s怡。

窒 die ＜书〉队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2 髦
Cmaol～之年。

喋1 怕见3叫酬。

喋2 』 die 见 3(
（樊睫） 另见 1641 页 zh6 。

【喋喋E diedie r回言语烦琐；说r.s·没完没了 z ～

不休口
[n果血］（跺lilL> diexue ＜书〉（亟l 践血，形容杀人

多而血流遍地（喋，借作“牒”：踏；踩）。

啼 die 见 Fo
(rt带）

[tl刷泉l dieni岳〈书〉圆形容山高。

悚“（ ts＞恐惧；害怕

棵拍用叫：～村（在呻。 三室

主E
牒悦。文书或l1E 1'J:，通～｜度～时二

册；书籍：谱～｜史～。

叠 叫一层加
（鲁、罩、曹：）上一层，辑：重

～｜～石为山！层见～出。＠［司l 折叠（衣被、纸

张等）：～衣服｜把信～好装在信封里。＠
(Diel I割姓。

【叠床架犀l diechuang-jiawu 床上架床，屋上

力01萃，形容重复累赘。

【叠翠E diecui 闻1] （吐I峦、林木）青翠重叠：峰峦

～｜层林～。

E叠合】 diehe 1动l 重叠；重合：时针和分针每小

时～一次。
E叠罗汉】 die 1u6han 人J－.架人，重叠成各种形
式，是体操、杂技表演项目之一。

E叠印l dieyin 阉影视片中把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内容不同的画面重叠印在一起，用于表现剧
中人的回忆、幻想，或构成并列形象。

E叠韵E dieyun ['81 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韵腹和

韵尾相同叫叠韵，例如“阑干、千年”。

E叠峭】 diezhang l担重叠的山峰：重峦～。

谍“圈＠川碟子。＠指视盘或光
4宜。

E碟机E ctieF 〈方〉回到视盘机。

E碟片E diepian ＜方〉国影碟；视盘。
E碟子】 di自• zi 圈盛菜蔬或调味品的器皿，比
盘子小，底平而浅。

蝶 “画蝴蝶的简称
（兴睫）

E蝶泳】 di自yang lZI 游泳的一种姿势，也是游

泳运动项目之一，身体俯卧在水面，躯干带动
双腿同时打水，两臂同时划水后提出水面再向

前摆去，因形似蝶飞而得名。

蝶 die 叫耐足。

E跺蹊E di岳xie （书〉圃＠小步走路。＠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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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1 ding 0 成年男子：扣除。如

人口＝添～！～口｜人～。＠称从事某些
l!J尺业的人：园～。。（Ding）圈姓。
丁2 ding 盯干的第四位。参看 421 页

1干支l 0 

T3 ding 卜呻蔬菜、肉类等切成的小
块z 黄瓜～）LI 辣子炒鸡～。

丁4 ding ＜书〉遭逢s碰到～忧｜～兹盛世
另见 1667 页 zh邑ng 。

E丁砌】 dlngba E自→端跟堤岸连接成丁字形
的坝．能改变水流，使河岸不受冲刷。

E丁部E dlngbu 强集部。
E丁村人E Dlngcunren 圈古代人类的一种，生

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化石在 1954 年发现于

山西襄汾县了材。

E丁当E dlngdang 同“叮当”。

E丁点JL] dlngd的nr ＜方〉匾表示极少或极小

（程度比“点儿”深）：一～毛病也没有｜这～事何
必放在心上。

E丁东l dlngdang 同“叮咚”。
E丁冬E dlngdong 同“叮咚”。

E丁艰l dlngjian ＜书〉画了忧。
E丁克E dlngke I!昆属性词。指夫妇都有收入并

且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夫妇｜～家庭｜～一
族。四E DINK ，是 dual income no kids 的

缩写］
E丁零E ding ling 阻自形容铃声或小的金属物

体的撞击声：铜铃～～地响。
E丁零当日郎E ding· lingdanglang 厘R 形容金
属、瓷器等连续撞击声。

E丁宁］ dlngning 见 304 页［OT咛1 。
E丁是丁，卵是Yfl) ding shi di吨， m凸o shi 
mao 形容对事情认真，一点儿不含糊、不马

虎。也作钉是钉，佛是例。

E丁香l dlngxiang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口i·f卵圆形或肾脏形，花紫色或臼色，有静气，

花冠长简状。供观赏。＠常绿乔木，叶子长
椭圆形，花淡红色，果实长球形。生长在热带

地区。花营、根、果实可入药。种子可以榨丁
番汕，用作芳香剂。

[ I忧l dlngyou ＜书〉画遭到父母的丧事。
E丁字尺］ dlngzichl 1名］绘图的用具，多用木料

旦旦塑料制成，形状旱 T形，像 I字。
E丁字钢】 dingzigang i主］见 1468 页i塑钢］ o
[ I字街】 dingziji岳圆形状呈 T 形，像I 宁的
街道。

仔 ding 见附页阳i。

ITT di咱圈＠（蚊子等）用针形口器插入人
-J 或牛马等的皮肤吸取血液：腿上叫蚊子～
了一下。＠追问：跟着我又～了他一句，他说
明天准去，我才放心。

E叮当】 dingdang 阻理形容金属、瓷器、王饰等

撞击的声音：环佩～｜铁马～ l碟子碗碰得叮叮

当当的。也作丁当、可挡。
E叮咚E dingdang 1mEJ形容玉石、金属等撞击

或水滴落下的声音：玉佩～ l泉水～。也作了
冬、丁东。

[OJP宁］（了宁） dlngning 圃反复地嘱咐＝他娘

千～万嘱咐，叫他一路上多加小心。
E叮问］ di『igwen ~追问。

E叮咬】 dingy凸o 画叮①：蚊虫～。

E叮嘱E dingzhu 圈再三嘱咐：老师～他，在新
的环境里仍要继续努力。

可 ding 见下
E王TI当l dingdang 向“叮当”。

E王］玲】 ding ling 想声］形容玉石等撞击的声音z

环佩～。ITT ding 圆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上注视2 轮
-J 到她射击，大家的眼睛都～住了靶心。也
作钉。

E盯防】 dingf6ng 圈球类比赛中指紧跟着不

放松地防守z 重点～对方的前锋。
E盯梢】 ding;; shoo 圈暗中跟在后面（监视人

的行动）。也作钉梢。
回T ding 畹町cw6°nding），地名，在云南。

.J 另见 1308 页 ting 。

钉～ 州。←儿）圈钉子①z 螺丝
予 （旬）～儿。＠画紧跟着不放松z 小李
～位对方的前锋，使他没有得球机会。＠［萄

督促；催问：你常～着他一点儿，免得他忘了。

＠旧间“盯”。
另见 307 页 di吨。



E辛1齿把】 dingchTba 画用大铁钉做的的粗，用
未开碎士块，平整地 Lili。使用时平放在地而
t，用牲畜或拖拉机等牵引。

E♀J锤】 dingchui l名J 钉Cd)ngJ ♀Tf-用的小锤，
锤头一端是方柱形，另 A端扁平，有的中间有
起钉F周的狭缝。

E钉虫草E dlnglu6 画螺i'l<J －种．卵生，先｜自｜锥形。
生活在温带和亚热情的淡水里和陆地上。是

传染血吸虫病的媒介c
['fl帽】 dlngmao i割钉的顶端，是承受锤打戎

旋转的部分。

E钉把】 dingp6 L组用铁钉做芮的祀了，是碎士、
平地等的农具。

E专j梢】 dlng;;shao [<iJ“~r梢”。
E钉是钉，佛是铅Pl ding shi ding ，『n凸o shi 
moo 同“ r是丁，IJJJ是的J”。

E钉鞋】 dingxie ［吕＠旧式雨鞋，用布做帮，用
桐汹汹过，鞋底钉（ding）仁大帽于钉。＠体育
运动上跑鞋和跳鞋的统称。

E钉子E ding· zi 圈＠金属制成的细棍形的物
件
或连接作用，也时用来悬技物品等。＠比喻
难以处置或解决的事物：～户。＠比喻理伏
的人：安插～。

E钉子户】 ding· zihu 圈指出于某种原因在征
用的土地上不肯迁走的住户或单位，也泛指拒
绝配合某项工作而成为障碍的单位或个人。

疗 ding 函疗疮
[Jr疮】 dingchuang [El 中医指发病迅速并有
全身症状的小疮，坚硬而根深，形状像钉。

[rr毒】 dingdu 圈中原指症状严重的疗疮。

盯问。见下 f} CDingl ［刽

E盯哥宇E dingning 圈外耳道内皮脂腺分泌的蜡
状物质，黄色，有湿润耳内细毛和防止昆虫进
入耳内的作用。通称耳垢．俗称耳屎n

町 ding 酬菁帕简称0 ［拉
另见 306 页 di「ig 。

E町Jf!Jl dlngji ［名］把生药浸在酒精黑或把化学
药物溶解在酒精里而成的药剂，如颠茄町、橙
皮町、腆町等。简称町。

革I ding 画补鞋底。

顶（原）

y 

ding c 勿IL)

ding O C～儿）南人体或物体上

最高的部分z 头～｜屋～｜塔～JL o 

钉疗耳J 町早I f9i 止 ding ding I 305 I 

＠［司用头支求：～碗（杂技）。～夭立地！他～

着rEi就走了。＠画）从下l町拱起．种子的嫩芽

把土～起来了。。画l Jtj头或角撞击：～球 l这

头牛时常～人c 0 I动！支撑过1民住．拿杠子～上
门｜列车在前，机车在后面～着走。＠［甜面对

着；迎着＝～风｜～头。＠［司以撞：他听了姑
母的话很不满意，就～了她几句。＠［动］担当；

支挎：活儿重，两个人～不下来。。周相当；

抵：他一个人～两个人。~［司顶辛辛：～名儿｜

不能拿次货～好货。＠［动l 指转让或取得企业

经营权、房层租赁权．～盘｜～进来。＠〈方〉
[1r-] jilj （某个时间）：～下午两点他才吃饭。＠王三三

l重用于某些有顶的东四：一～帽子｜一～帐雪王三
子。＠［画面去；~｛＇，~度最高：～好｜～喜欢唱歌。

E顶:ffl dingban i动］＠（～儿）（一扑）替班：车间

有人病了，他就去～。＠在规定时间内做顶

个劳动力的工作：～劳动。
【顶板】 dingban 匾。矿井内巷道顶上的岩石

层。＠天花板。

【顶包】 ding;; boo [l;!JJ 暗中顶替，指代人受过＝

替肇事者～，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顶层】 dingceng l＇名｜高层建筑物最顶上的一

层，泛指事物最上面的部分2 ～隔热处理。
【顶层设计l dTngceng sheji 工程上指对项目

的各个要素和实施步骤进行统筹规划．泛指从

战略的高度筹划全局·加强改革～和总体规划。
【顶灯l dingd岳ng [El 0 汽车车顶上安装的灯，

灯罩上用文字或颜色标示车辆的用途。＠安

装在天花极上的灯。

E顶点E dingdian 圈。角的两条边的交点；锥
体的尖顶。＠最高点；极点：比赛的激烈程度

达到了～。
E顶端】 dingduan ［苞最高最上的部分＝塔的～o

E顶风］ dingf岳ng0 （！／）［司迎着风z ～冒

雪｜～逆水，船走得更慢了。＠函跟（人、车、船
等）前进方向相反的风。 e c-11一）圈比喻公

然违犯正在大力推行的法令、法规、政策等：
～违纪｜～作案。

E顶峰E dingf岳ng 圈。山的最高处z 登上泰山

～。＠比喻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最高点·攀登
科学的～O

E顶缸】 ding;;gang ＜仁l ) ［司指代人受过或承
担责任。

【顶岗】 dingg凸ng （方〉［到顶班②：～劳动｜～

任教。

【顶杠l dTng;;gang ＜方〉圈争辩．他脾气坏，
爱跟人～。也说顶杠子。

【顶格E dingge c～儿）国书写或排版时，把字

写在或排在横行最左边的一格或直行最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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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06 I ding i 顶町好！

的一格：这行要～书写。
E顶呱呱l dlngguagua （～的）回状态词。形
容最好。也作顶舌。刮。

E顶刮舌。E dlngguagua 间“阪呱呱”。

(l]lj级） dlngji (H2J 属性词。最高级别的；水平最

高的：～品牌｜～餐厅！～球员。
E顶尖】 dlngjian （～儿JO I每顶心z 打掉棉花
的～。＠幅最高最上呈尖形的部分．镀金塔

的～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e 11园属性词。达到

最高水平的：～大学｜～人物。
E顶丰Ll dlngll l剥跪 F，两手伏在地 L用头顶
着所尊敬的人的脚，是佛教徒最高的敬礼z ～

膜拜。
E顶礼膜拜】 dingli-m6bai 形容对人特别崇敬

（多用于贬义）。

E顶梁柱J dingli6ngzhu J割比喻起主要作用的
骨干力量。

E顶楼E dingl6u IBl 楼房的最上面的一层。

E顶门JL】 dlngm自nr IBl 头顶前面的部分：～上

的头发已经脱光了。
E顶命】 ding;;ming I剖抵命。

E顶牛JL) ding;;niur 酬。比喻争持不下或瓦

相冲突：他们两人一谈就顶起牛儿来了｜这两节
课排得～了。＠骨牌的一种玩法，两家或儿家
轮流出牌，点数相间的一头互相移付妄，接不上的

人从手里选）张牌扣下，以终局不扣l牌或所扣
点数最小者为胜。也叫接龙。

E顶盘l dingpan （～儿）［司指主i;下出倒的E厂

或商店，继续生产或营业。

E顶棚】 dingpeng 圈夭棚①。

E顶事】 ding;;shi （～儿）［国能解决问题；有用2

别看他个子小，干起活儿来可～呢｜多穿件夹衣

也还～ l 吃这药顶不了事。
E顶数E ding;;shu （～儿）＠［到充数2 别拿不合
格的产品～。＠固有效力；有用（多用于否定

式）：你说的不～。

E顶替） dingti 画顶名代替；由别的人、物接替
或代替：冒名～｜他没来，我临时～一下。

E顶天l ding;;tian （～儿）画达到极限或极高
的程度，多形容极高：这只花瓶～儿值五百元

钱。
E顶天立地l dingtian-lidi 形容形象高大，气概
雄伟豪迈o

E顶头E dingt6u 画迎面z ～风｜一出胡同，～碰

上了李大妈。
E顶头上司） dingt6u shang • si ＜口〉指直接领
导自己的人或机构。

E顶箱E dlngxiang ［雪立柜上面的小柜。

E顶心E dingxin 圈棉花等作物主茎的顶端。

也叫顶尖。

E顶用】 ding;;y6ng ~回有用；顶事：小牛再养上

一年就～了｜这事需要你去，我去不顶什么用。
E顶账】 ding;; zhang I到抵账。

E顶针） dingzh岳n roil“顶宴”。

(fJiitl l ding• zhen （～儿）［各l 做针线活儿时戴在

手指仨的L具，用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上面

有词’多小窝儿，用来抵休针鼻儿，使针容易穿过

活计而子指不至于受伤。

E顶真】1 dingzhen ＜方〉［限认真 z 大事小事他

都很～o
(TJii真I dingzhen I名］修辞方式，用前面结尾的

i1'Ji吾或句子做 F文的起头，顺序而下，一般由

二〈项或更多项组成。如“门外有条街，街内有
个巷，巷内有座庙”。也作顶针。

E顶职E ding;; zhi I动！顶替他人的职务，特指」

i些单位l!i气王的子女在父母退休时，顶替父母的
编制参加工作。

E顶珠） dingzhO （～儿）函］清朝官吏装在帽顶
正中的饰物，下有金属小座，座上面安一个核
桃大小的圆珠，珠的质料和颜色表示一定品
级。也叫顶子。

(TJi!撞】 dingzhuang ［副用强硬的话反驳别人

（多指对长辈或上级）：他后悔不该～父亲。

E顶子l ding·zi ［各］＠亭子、塔、轿1二等顶 I二的

装饰部分。＠顶珠。＠房顶：挑（ti凸O ）～（拆

修房顶）。
E顶嘴） ding;;zui ＜口〉画顶攘；争辩（多指对
尊长）＝小孩子不要跟大人～。

(ffi罪】 ding;; zui ［动］＠代替别人承担罪责。

＠抵罪z 罚不～。

町 ding 见 917 剧院酬。
另见 305 页 ding"

『目I 1 ding 0 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因形，三
女1忖 足两耳，也有方形网足的。（见下图）＠
〈书〉｛音指王位、帝业：定～ I r叮～。＠〈书〉
大～力｜～言（有分量的言论）。＠〈方〉圈

锅。 8 (Ding) ［割姓。

二－ ~~ 

才：

国鼎

/ 
/ 

方鼎
鼎



鼎2 ding tE~ ；正在：～盛。

E鼎鼎E dingding E画盛大＇ ~，大名。

E鼎沸E dingfei ＜书〉画像水在锅里沸腾一样，
形容喧闹、混乱．人声～｜舆论～o

E鼎革J dingge ＜书〉画除旧布新，指改朝换
代。参看 439 页1革故鼎新l 0 

E鼎力】 dingli ＜书〉圆敬辞，大力（用于请托或
表示感谢时）：多蒙～协助，无任感谢！

E鼎立E ding Ii 圃三方面的势力对立（像鼎的三
足）·赤壁之战决定了魏、蜀、吴三国～的局面。

E鼎盛E dingsheng F回正当兴盛或强壮：～时
期｜春秋～（正当壮年）。

E鼎新E dingxin ＜书〉圈革新z 革故～。

E鼎峙】 dingzhi ＜书〉南三方面对立。鼎有三

足，所以叫鼎峙。

E鼎助】 dingzhu ＜书〉［动］敬辞，鼎力相助（用于

请托或表示感谢时）·此事还望先生～o
E鼎足E dingzu ~鼎的腿，比喻三方面对立的
局势：～而三｜势成～。

飞

ding （为IL)

、寸A ding ＠南］经过研究商讨而立
}J （前） r占约、契约、计划、章程等）：～
婚i～合同。＠画预先约定．预～｜～报纸。
＠改正（文字中的错误） ＇～正｜修～｜校～。。
［割装订：～书机｜用纸～成一个本子。

E订单】（定单l dingdan l萄订购货物的合同、单
据。

E订购J dinggou ！到约定购买（货物等）：～机

票。也作定购。
E订户主定户＞ dinghu 函由于预先约定而得到

定期供应的个人或单位，如报刊的订阅者，牛
奶的用户等。

E订婚】（定婚） ding;;hun 画另女订立婚约。

E订货】（定货J dinghuo O ( 11 J~ 订购产品

或货物：～会！～合同｜订了一批货。＠［名］预
订的产品或货物．～已如期发运。

E订交E dingjiao 画彼此结为朋友。

[il金E dingjTn i名l 预付款。
E订立） dingli 画双方或几方把商定的事项用
书面形式（如条约、合问等）确定下来：～卫生

公约！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了贸易协
定。

E订位】 ding;;wei 画预订座位：餐厅～｜机票
~ 。

E订阅】（定阅＞ dingyue ［噩预先付款订购（报

鼎订订钉定 I ding ding I 307 I 

纸、期刊）。

E订正】 dingzheng 画改正（文字中的错误） ' 
书中的错误都一～了。

订户 ding IJl 3叫酬。
（告J)

钉」 ding ~ 0 把钉子捶打进别的东
（旬）西里；用钉子、螺丝钉等把东西固

定在一定的位置或把分散的东西组合起来z
～钉（ding）子｜～马掌（门上～上两个合页 1 他

用几块木板～了个箱子。＠用针线把带子、

纽扣等缝住·～扣子。
另见 304 页 dTng0 主主＝

E钉钉子E ding ding• zi 比喻做事情看准目标，莘莘三
并能一抓到底2 发扬～精神，切实把工作落到王三三

实处。
定 ding 0 肝静柏：立～l坐～｜心神

不～。＠［副固定；使固定·～影｜～晴 1 手
表坏了，表针～住不动了。－~司决定；使确

定：商～｜～计划｜开会时间～在明天上午。＠
已经确定的；不改变的：～理｜～论｜～局。＠

规定的：～量｜～时｜～期。＠画约定：～酒

席。＠〈书〉圈必定；→定·～可取得胜利。＠
(Ding）圈姓。

E定案】 ding' an 0 （户）［量对案件、方案等
做最后的决定＝拍板～。＠白雪］对案件、方案
等所做的最后决定：这个问题已有～，不要再

讨论了。

E定本J dingben 圈校正后改定的本子。

E定编E dingbian 画确定编制。

【定场白J dingchangbai ~戏曲中角色第一
次出场说的自我介绍的独自。

【定场诗E dingchangshl ［富戏曲中角色第一
次出场开头所念的诗，通常是四句。

E定单J dingdan 见 307 页【订单lo

【定当E dingdang ＜方〉阳停当；妥当·商量～ 1

安排～。

【定点】 dingdian O 画选定或指定在某→处：

～供应｜～跳伞。＠［勤属性词。选定或指定

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涉外～饭店 i该厂是生
产冰箱的～厂。. [lli] 属性词。规定时间的g

～航船｜～作业。

E定调子E ding diao· zi 指事先确定意向或基
本的说法、做法。也说定调儿。

E定鼎E dingding ＜书〉［司相传禹铸九鼎，为古
代传国之宝，保存在王朝建都的地方。后来称

定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

【定都】 ding;;du ［到把首都设在（某地）。

E定夺） dingdu6 画对事情做可否或取舍的决

定．等讨论后再行～。



主

I 3oa I ding I 定

E定额l ding’岳。圆规定数额2 ～管理｜～供

应。＠圆规定的数量．提前完成生产～。
E定岗E ding;; gang 圈确定工作岗位：每个车
问都要～到人。

E定稿E dingg凸00 （／／）圈修改并确定稿

子：全书由主编～ l这本书今年定不了稿。＠
圈修改后确定下来的稿子：年内可以把～交

出版社。
E定格E dingge O c 千）圃影视片的活动画
面突然停止在某一个画面上，叫作定格。泛指

确定在某种状态、格式、标准上2 比赛结果～为
2 比 L8 圈固定不变的格式；一定的规格：

写小说并无～。
E定更l dingg岳『19 圈旧时晚上八点钟左右，打

鼓报告初更开始。
E定购J dinggou O 画国家对某些产品预先确
定价格、数量等，统一收购2 ～棉花。＠同“订

购”。
E定规E dinggul 0 圈→定的规矩，成规2 月底

盘点，已成～。＠〈方〉圈一定（专指主观意
志） ：叫他不要去，他～要去。

E定规E ding•gui ＜方〉圈决定：买发电机的事
已经～好啦。

E定户J dinghu 见 307 页【订户 l 0 

E定滑轮】 dinghualun !Bl 位置固定的滑轮，使

用时轮子转动而整个滑轮不发生位移。使用
这种滑轮能够改变力的方向，但不能省力，也
不能缩短路程。

E定婚•］ ding;;hun 见 307 页1订婚L
E定货E dinghuo 见 307 页【订货1。
E定级】 ding;; ji 画画确定职务级别或商品等级，

转正～｜这批棉花能定儿级？

E定价E din创ia o c 11 ＞ 圆规定价钱：合理

～ l你先定个价吧。＠圆规定的价钱．～便
宜｜降低～。

E定见E dingjian IE 一定的见解或主张。
E定金E dingjln 圈一方当事人为了保证合同
的履行，向对方当事人给付的一定数量的款
项。定金具有担保作用和证明合同成立的作
用。

E定睛E dingjlng 画集中视线：～细看。

E定居E ding;; ju l量在某个地方固定地居住下

来2 回国～｜～北京。
E定居点E dingjudian IEJ 牧民、渔民等定居的

地点。
E定局J dingju O 圈做最后决定·事情还没
～，明天还可以再研究。＠圈确定不移的形
势z 今年丰收已成～。

E定丰Ll dingli 圈彩礼。

E定理E ding Ii 圈已经证明具有正确性、可以作
为原则或规律的命题或公式，如几何定理。

[JE力】 ding Ii 画佛教指法除烦恼、妄想的功

力。泛指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行为的能力．～

十足｜成就学术事业，要有抗拒物质诱惑的～。
E定例】 dingli ［名］沿袭下来经常实行的规矩z

每到星期六我们厂总要放场电影，这差不多成

了～了。

E定量】 dingliang O 国测定物质所含各种成

分的数量z ～分析。＠画规定数量：～供应｜

定质～。＠圆规定的数量：超出～o
E定量分析】 dingliang f岳nxl 分析化学 t测定

某种物质所含各种成分数量多少的方法。
E定律E dinglu r名l 科学上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概

括，反映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一定变化过程
的必然关系，如能量守4恒定律。

E定论】 dinglun t组确定的论断2 此事已有～。
E定名】 ding;; ming 明确定名称；命名（不用于

人）：这个连队被～为爱民模范连。
E定盘里】 dingpanxlng 圈。秤杆上标志起算

点（重量为零）的星儿。＠比喻一定的主张或
主意：他｛故事没有～o

E定评】 dingping 圈确定的评论．这部作品早

有～。

E定期E dingql O 圈定下日期g 婚礼何时举

行，尚未～。＠［砌属性词。有→定周期的；有

一定期限的：～刊物｜～存款｜～召开代表大

会。
E定钱J dingqian 圈购买或租赁时预先给付的

一部分钱，作为成交的保证。
E定亲】 ding;; qln 圈订婚（多指由父母做主

的）。

E定情】 dingqing 圈以赠物、题诗等方式表示

确定爱情关系：～物｜～诗。

E定然E ding ran 圃必定：此事～成功。

E定神E ding;;shen 画＠集中注意力：听见有

人叫我，～一看原来是小李。＠使心神安定：
朱砂有～的作用。

E定时J dingshi O 圈按规定的时间：准时：～

吃药 1起居～。＠圈一定的时间：吃饭要有
~ 。

E定时炸弹E dingshi zhadan O 雷管由计时器
控制的炸弹，能按预定的时间爆炸。＠比喻
潜在的危险。

E定食】 dingshi 函按一定规格配制好的套餐z

～快餐｜韩国～。
E定式E dingshi 圈长期形成的固定的方式或

格式：心理～｜思维～｜创作没有～。也作定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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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定势】 dingshi

“定式”。

0 [:gj 确定的发展态势。＠同 i E定语】 dingyu l每名词前边的表示领属、性质、

E定数】 dingshu l'8J 0 规定的数额。＠迷信
的人指决定事物命运的超自然的力量。

E定说J dingshuo 画确定的说法：这种病的起
因尚无～。

E定损E ding sun l司（由保险公司）确定损失或

损毁程度（以便赔偿）：赶赴事故现场查勘～。

E定仿】 dingwei ＠（一川一）［动j 用仪器对物体所

在的位置进行测量：全球～系统。＠［名l 经测

量后确定的位置。＠（？）［动I JE事物放在适
当的地位并做出某利1评价循名～｜抓好产品

价值～。
E定息l dingxl ~我国私背工商业实行全行、11'.
公私合营后，国家对I；商业者的资产进行核
定，在－定时期内按固定利率每年给付的利

息。
E定弦】 ding;;xian ＜～儿）［司。调整乐器弦的

松紧以校正和固定音高。＠〈方〉比l喻1f定主

意：你先别追问我．我还没～呢。

E定向J dingxiang I量 0 ilJ!U定方向：～台（装有

特种接收设备，能测定被iYlU 电台电波发射方向

的无线电台）。＠指有一定方向：～爆破 l～
招生。

E定向培育E dingxiang p自iy1：，利用一定的生

活环境，促使动植物的遗传性向人们所要求的
方向变化，如提高耐寒性、抗病能力等。

E定，心丸】 dingxlnwan （～儿）~比喻能使思
想、情绪安定下来的言论或行动。

E定型】 ding川<ing ［亟事物的特点逐渐形成并

固定下来。
E定性E dingxing 圈＠测定物质包含哪些成

分及性质，泛指确定事物的性质2 ～分析。＠
( －／，」）对犯有错误或罪行的人，确定其问题的

性质。
E定性分析E dingxing f岳nxl 分析化学上测定
某种物质含有哪些成分的方法。

E定义】 ctingyi 0 I童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
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

说明。＠画下定义。
E定音鼓E dingying心［名J 打击乐器，形状像锅，
用铜制成，在开口的一面蒙皮，装有螺旋，能松
紧鼓面来调整音高。主要用于交响乐队。

E定影E ding11ylng l动l 把显影后感光材料七的
影｛象通过他学方法加以固定。通常在暗室中

进行。
E定于尊】 dingyuylzun 指思想、学术、道德

等以一个最高权威的人作为唯一标准（语本

《史记·秦始皇本纪》）。

数量等的修饰成分。名词、代词、形容词、数量

词等都可以做定语。例如“国家机关”的“国

家”（领属），“新气象”的“新气性质），“三架飞

机”的“二架气数量）。

E定员J dingyuan O I型］规定人数2 ～定编。

＠圈规定的人数，指机关、部队等人员编制的

名额，或车船等规定容纳乘客的数目。
E定阅l dingyue Jl 307 页【订阅1。

E定贝Ul dingze 圈公认的定理或法则；确定不
移的原则。

E定址】 dingzhT 0 I动i 把建筑工程的位置设在三三三

（某地）：轿车总装厂～西郊。＠圈固定的住王三三
址他成年东跑两颊，没有个～。 雪三三

［）£；住E dingzhun O （～儿）圈确定的标准：工
作要有个～，不能各行其是。＠画确定；肯
定：究竟派谁去，现在还没～。＠画J 一定；必
定·你看见了～满意。

E定子E dingzT 园里j 屯动机和发电机中，跟转子

相应而固定在外壳上的部分。
E定罪】 ding;; zui l'llll 审判机关认定某违法行为

符合刑事法律规定的某个罪名。
E定做】 dingzuo 画专为某人或某事制作（物

品）．～生日蛋糕。

定 ding 用于地名：扒在捕。

院 ding 见州州州、900 页糊］。

链… ding ＜书〉未经冶炼铸造的钢铁。
（挺）另见 1308 页 tTngo

脏 ding ＜方〉由股。

破 山 ding 1'81 ］＇；船的石墩：
，可二（可T、祷走） 起～｜下～。
链 u ding 0 饺子＠制块状的金

（旋）属或药物等：金～｜钢～｜万应～。
8 [SJ 用于成链的东西：一～墨。

【链卉1JJ dingji I旬药物粉末制成的硬块，供患者

吞服、研汁内服或外用，如万应绽、紫金健、瞻
酥健等。

E饺子】 ding• zi I写纱链。

［；二：再三五L~工二二：〕

丢 ω 刊遗失；失去钱包～
（！丢）了。～了工作。＠扔：不要随地

～果皮。＠搁置；放：技术～久了就生疏了｜只
有这件事～不开。

E丢丑】 diu;;ch凸u i到丢脸＝他不愿在众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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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丢掉l diOdiao r司＠遗失：不小心把钥匙～
了。～饭碗（失业）。＠抛弃z ～幻想。

E丢份l di011fen c ～儿）〈方） IZIDl 有失身份；丢
人。也说丢份子。

E丢车保帅l diOjO-baoshuai 下象棋时为了保

住帅而舍弃车，比喻为了保住最主要的而牺牲

次耍的。也说舍车保帅。

【丢盔弃甲E diOkul-qij1凸丢掉头盔和铠甲。形

容打败仗后仓皇逃跑的狼狈相。也说丢盔卸
甲。

三三~ （丢盔卸甲E diOkul· xieji凸丢盔弃甲。
三三王军三 E丢脸］ diO;;liiin ［到丧失体面。
三三E E丢面子E diO mian· zi 丢脸。

E丢弃】 diOqi 函扔掉；抛弃·虽是旧衣服，他也
舍不得～。

E丢人l diO;; ren I到丢脸：～现眼。

E丢三落四】 diOsiin-lasi 形容马虎或记忆力不

好而好Chao ）忘事。

E丢失】 diOshl F由］遗失．～行李｜～文件。

E丢于】 diO;;shou I到放开不管．～不干｜这件

事现在已丢不开手了。

E丢眼色】 diO y凸nse 用眼神暗示；使眼色。

E丢卒保车】 diOzu-biiojO 下象棋时为了保住

车而舍弃卒，比喻为f保住主要的而牺牲次要

的。也说舍卒保车。

锯… “圈金属元素，符号 Tm，是
（惩）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质软口用

作 X射线源等。

I _c:f主~g ·~－为i兰2『！

7号→」A dong 0 圈方位词。四个主要
刁飞（束）方向之「太阳升起的一边（跟
“西”相对） ： ～边儿｜～方｜～风｜～城｜城～｜大江
～去。＠主人（古时主位在东，宾位在西）：房
～｜股～｜～家。＠（～儿）南i 东道：我做～，请
你们吃饭。 O CDongll组姓。

E东半球l dongbanqiu IBJ 地球的东半部，通常
从西经 20。起向东到东经 160。止。陆地包括

欧圳

以及南极~ M的大部分。
E东北E dongbei 圈。方位词。东和北之间的
方向。 f} (0凸ngb邑 i ）指我国东北地区，包括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
东部。

E东北抗日联军l Dongb岳l Kang Rl LianjOn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九一八事变
后，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伪满洲国

统治，党领导创建十余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
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

军。简称抗联。

E东边E dong· bian （～儿）~方位词。东①。
E东不拉E dongbula 问“冬不拉”。

E东窗事发】 dongchuang-shifa 传说宋代秦按

曾与妻子在自己家的东窗下定计杀害了岳飞，
后来秦栓得病而死。他妻子请方士做法事，方
士说他看见秦怯在阴间身戴铁栅受苦，秦4会对
他说：“可烦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见于元
代刘→清《钱塘遗事·二·东窗事发》）后来用
“东窗事发”指罪行、阴谋败露。也说东窗事
犯。

E东窗事犯E dangchuang-shifan 东窗事发。

E东！末l dongchuang 圈东晋太尉都鉴派一位

门客到王导家去选女婿。门客回来说：“王家
的年轻人都很好，但是听到有人去选女婿，都
拘谨起来，只有】d位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吃饭

的，直ff！象没听到似的。”都鉴说：“这正是→位好

女婿。”这个人就是王美之。于是把女儿嫁给
他（见于《背书·于一毒草之传》）。网此，后来也称
女婿为东床。

E东倒西歪l dongd凸o-xlwai O 形容行走、坐
立时身体歪斜或摇晃不稳的样子。＠形容物
体杂乱地歪斜或倒下的样子。

E东道E dongdao 圈。东道主＝做～｜略尽～

之谊。＠指请客的事儿或义务：赌个～O
E东道国】 dongdaogu6 圈负责组织、安排国

际会议、比赛等在本国举行的国家。
E东道主】 dongdaazhu 圈请客的主人。

E东方l dongfang ~ O 方位词。~二①：～红，
太阳升。 f} CDongfang＞指亚洲（习惯上也包
括埃及）。 O CDongfang ）姓。

E东非】 Dong F岳I I画非洲东部，包括索马里、

吉布提、厄主特黑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
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和塞舌尔等。

E东风l dongf岳ng 1'81 0 从东方刮来的风，特
指杏风。＠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气势2 ～压倒
西风。

E东风吹马耳E dongfeng chul m凸’岳r 比喻对

别人的话元功于衷。

E东宫l donggong 圈封建时代太子住的地方，

借指太子。
E东郭】 D6nggu6 圈姓。

E东郭先生l Dongguo xian•sheng 明代马中
锡《中LU狼传》中的人物。因救助被人追逐的
中山狼，差点儿被狼吃掉，借指对坏人讲仁慈的
人。

E东汉E Dong Han I苞朝代，公元 25 220 ，自

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起，到献帝（刘协）延康



元年止。建都洛阳。也叫后汉。
E东胡l Dong Hu 圈我国击代民族，居住在今
内蒙古东南－－带。

E东家E dong· jia 圈旧时受人雇用或聘请的人

称他的主人；徊户称租给他土地的地主。
E东晋】 Dong Jin I组朝代，公元 317- 420 ，臼

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起，到恭帝（司马德文）
元熙二年止。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E尔经】 dongjlng I名］本初子午线以东的经度或

经线。参看 685 页【经度）， 686 页1经线llo
E东拉西扯l dongla-xlch岳形容说话没有中心

或条理，士P到哪里说到哪里。

E东鳞西爪】 donglin xlzh凸。一鳞半爪。

E东f Jl Dongmen ［名j 姓。

E东面E dongmian c～儿） [BJ 方位词。东边。
E东南l d6ngn6n 圈。方位同。东和南之fa]

的方－向。 49 (0己nοnδn）指我国东南沿海地

l豆，包括上海、讪：苏、浙江

区o

E东南亚E Dongnan Ya 画、l巨洲东南部，包括

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
加坡、菲律宾、印度尼内亚、东帝汶和文菜等
园。

E东欧:l Dong Ou I祖欧洲东部，包括爱沙尼亚、
拉脱维＼W. 、~－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
瓦等国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E东三省】 Dong San St由lg l组指山海关以东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东山｜起E dongshan-za iq I 东青谢安退职后
在东LI If，故隐七，后米又出任耍职（见于《晋书·
谢安传悦。后米用“东山再起”指失势之后重

新恢复地位。
E东施效童医E dongshl-xiaopin 美女西施病了，

皱着眉头，拨着心 I I ＂同村的丑女人看见了，
觉得姿态很美，也学她的样子，却l付得可怕（见
于《庄子·天运训。后人把这个丑余人称作东
施。“东施效擎”比喻盲目模仿，效果很坏。

E东魏E 06咱 Wei 圈北朝之一，公元 534 550, 
元善见所建，建都邮（今fnJ北临i章）。参看 56

页【北魏l 0 

E东西】 dongxl i名］＠方位词。东边和西边。
＠指从东到西的距离z 这座城～三里。

E东…西…l dong … xi …表爪“这里……那
哩……”的意思：～奔～跑｜～张～望｜～拼～

凑｜～倒～歪｜～涂～抹！～一句，～一句。

E东西E dong·xi I名］＠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拍

象的事物：他买～去了｜雾很大，十几步以外的
～就看不见了｜语言这～，不是随便可以学好

的，非下苦功不可｜咱们写～要用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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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人或动物（多含厌恶或喜爱的感情）：老
～｜笨～｜这小～真可爱。

E东乡族E Dongxiangzu l割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甘肃。
E东亚E Dong Ya 圈 \IE讪｜东部，包括中国、朝

鲜、韩国、蒙古和日本等同。
E东洋】 D6ngy6ng ［盘指日本：～人｜～货。

E东野E Dongy岳 l割姓。

E东满E dongying < f沁园里JO 东海。＠指日

本：留学～。

E东正教l Dongzhengjiao f雹见 16 71 页 i正

教｝。 王三三三
E东周l Dong Zhou 圈朝代，公元前770→←公雪王三
元前 256 ，自用平毛（姬宜臼）迁都洛邑（在今 一→
河南洛阳西）起，到被秦灭亡止。

h 1 dang I名•J 0 冬季：隆～！～眠｜在北京住
。飞－ 了两～。 8 CDong）姓。

元7 2 _... dong 同“咚”。
专（擎） -
E冬奥会】 Dong ’ aohui 圈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世界性冰雪项口运动会。第一届于 1924
年在法国夏蒙尼举行。规定四年一届。 1994

年起，与夏季奥运会以两年为间隔交叉举行。

E冬不-till dangbula 咀哈萨克族的弦乐器，形
状略f象半个梨加 L长柄，－般有两根弦或四根
弦。也作东不拉。

E冬菜】 dangcai 圈。用白菜、芥菜叶等随flltl

成的干菜。＠冬季贮存、食用的蔬菜，如大臼

菜、萝卡等。
E冬藏l dongcang 圈冬季储藏：介绍萝卡～

技术。
E冬虫夏草】 dongch6ng-xiacao 真菌的一种，

奇ft_在鳞翅H昆虫的幼体中，被害的幼虫冬季

钻入1：内电逐渐形成菌核，夏季从菌核或死虫

的身体上长出菌体的繁殖器官来，形状像草，

所以叫冬虫夏草。可入药。简称虫草。
E冬储】 dongch心［司冬季储在2 做好～饲草工

作。
E冬菇l donggu 幽冬季采集的香菇。

E冬瓜E dong·gua ［：苞＠一年生草本植物，茎上
有卷须，能爬蔓，叶子大，开黄花。果实近球形
或圆柱形，表面有毛和白粉，是常见蔬菜。皮
和种子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E冬烘E donghong I黝（思想）迂腐，（知识）浅陋

（含讽刺意） ：～先生｜头脑～。
E冬季E dongji 睛一年的第四季，我国习惯指
立冬到v.年春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卡月、十
月、十二月三个月。参看 1240 页1四季t

【冬节E Dongjie ~指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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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冬令】 dangling I~ O 冬季。＠冬季的气候·
春行～（春天的气候像冬天）。

E冬令营】 donglingying 回冬季开设的供青少
年或集体的成员短期休息、娱乐等的营地，多

设在北方城市。
E冬眠】 d6ngmi6n 阐某些动物性口蛙、龟、蛇、

蝙蝠、和J猾等）在寒冷的冬季休眠。也叫冬

垫。

E冬青E dongqlng 圈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

形，前端尖，花淡紫红色，果实球形，红色。叶、
种子和树皮可入药。

三三三三 E冬笋】 dongsun ~冬季长成或挖出的竹笋。
三三El' 生长在向阳而温暖的地方，肉浅黄色，质嫩可
中二~ 食。

E冬天E dongtion 南冬季。

E冬闲） d6ngxi6n ［；包］指冬季农事较少的时节z
利用～做好室内选种工作。

E冬小麦E dongxi凸omai 圈秋天播种第二年

夏天收割的小麦。

E冬训ill dongxun 画冬季训练：篮球队即将投
入～。

E冬衣E dongyl I组冬季穿的御寒的衣服。
E冬泳J dongy凸ng 画冬季在江河湖海里游泳．

～比赛｜不畏严寒，坚持～。
E冬月】 dongyue IE] 指农历十一月。

E冬运E dongyun 圈运输部门指冬季的运输业

务。
E冬萤E dongzhe l通冬眠。

E冬至J dongzhi 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2 月

21 、 22 或 23 日。这→天太阳经过冬至，点，北

半球白天最短，夜间最长。参看 664 页【节
气1 、 348 页【二十四节气］ o

E冬至，点J dongzhidian ［亘黄道上最南的一

点，冬至这天太阳经过这个位置。
E冬贮E dongzhu 画冬季贮存2 ～大白菜。
E冬装l dongzhuang ~冬季穿的御寒的服
装。

咚 do崎岖声1形容翩翩门等的声音。

L起 . . . dong 崇罗 CD6nglu6 ），地名，在

东（最）广西。
氨 dong ~ 4:体元素，符号 Rno 元色，大

气中含量极少，有放射性。用作 γ 射线

源。

鸦平 dong 肘，嘴细长而侧扁，翅膀
（腾）长而平，献，叫的声音好听。种

类很多，常见的有乌妈、斑鹅等。

rJ，去；－ ·~ dong 见 290 到蜘蛛］Cdidong ）。
虫尔（蝶）

d凸ng c 勿＇／..L)

董 dong O ＜书〉监督管理～理｜～其成
＠董事．校～｜商～。 8 CD6ng) I组姓。

E董事E d凸ngshi 圈由股东选举产生的管理公

司业务活动的人；董事会的成员。

E董事会】 dongshihui 圈某些公司、企业或学

校、团体等的领导机构。

E董事长】 dongshizh凸ng ［雪白董事会或常务

董事会选举产生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dong 圃知道；了解 z ～事 l ～行 J ～英
挂在语｜他的话我听～了。

E懂得】 dong·de 南］知道（意义、做法等）：～规

矩｜你～这句话的意思吗？
E懂行】 donghang illiJ 熟悉某一种业务：向～

的人请教。
[·fi董事】 dong!lshi 晒了解别人的意图或一般

事理·这孩子很～｜他不怎么～。
E懂眼E dongyan ［制懂行；识货 2 请位～的人看

看这幅字画是真是假。

飞

dong （勿＇／..L)

二L m. dong O l到（事物）改
羽（勤、＠铀）变原来位置或脱离静止
状态（跟“静”相对）：流～ l风吹草～｜你坐着别

～。＠圃动作；行动·劳～｜轻举妄～｜一举一

～ l 只要大家～起来，什么事都能办。 b主意’
“f劲”是“劳动”的“动（勤）”的异体字。＠且由J 改

变（事物）原来的位置或样子：搬～｜挪～ i 改

～｜～用｜兴师～众。。画使用；使起作用2 ～
笔｜～手｜～脑筋。＠［司触动（思想感情） :~ 
心｜～怒。＠感动＝～人｜不为亲情所～。＠
〈方〉画吃；喝（多用于否定式）这病不宜～荤

腥 i他向来不～酒。。〈书〉圃动不动；常常：
～辄得咎｜影片一经上滨，观众～以万计。

E动笔】 dong;; bl 画用笔写或四（多指开始写

或i国）；落笔：好久没～了！～之前，先要想一想。

E动兵】 dong;; bing l到出动军队打仗。

E动不动E dong· budong 圃表示很容易产生

某种行动或情况（多指不希望发生的），常跟
“就”连用 2 ～就感冒｜～就发脾气。

E动产】 dongchan 圈可以移动并且其价值不

因移动而受损的财产，指金钱、器物等。

E动车J dongch岳画指自身装有动力装置的轨

道车辆。



E动车组】 dongch岳z心［寄把两节或两节以七动
车（白带动力）与若干节附于中车（不带动力）编

在一起的列车，运行速度比普通列车快。

E动拉cj) dongci l割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存在、

变化的词，如“走、笑、有、在、看一、写、飞、落、保
护、开始、起来、上去”。

E动粗】 dong;;cO ［副采取粗野的举动，虫u打人、

骂人等：有话好好儿说，不要～。

E动荡】 ctongdang O ［；割波浪起伏：湖水～。
＠圈局势

不安 1~、～4的年代。

E动肝火E dong ganhu6 指发脾气；发怒：有话

慢慢说，不要～。
E动感E donggan [81 指绘画、雕刻、文艺作品中
的形象等给人的栩栩如生的感觉：人物塑像
极富～o

E动工】 dong;;gong [Z\!IJ O 开工（指土木工程） : 

～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
施工：这里正在～，车辆不能通过。

E动滑轮】 donghu61un 函位置不固定的滑轮，

使用时整个滑轮发生位移。使用这种滑轮可
以省力。

E动画E donghua r名l 以一定的速度连续播放的

成组画面。
E动画片IL) dδnghuopianr ＜口〉［组动［画片 n

E动画片J donghuapian ~美术片的一种，把
人或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段画成许多画
幅，再用摄影机连续拍摄1ni成。也口I用计算机

处理完成。
E动换】 dong· huan < u > ~型矿J弹；活动：车内
太挤，人都没法儿～了。

E动火l dong;;hu6 (~JL) （口〉阐发怒：什么

事值得这么～｜他一听这话就动起火来。
E动权Ll dongji I名l 推功人从事某种活功的念

头：～好，方法不对头，也会把事儿办坏。

E动静】 dong· jing 圈。动作或说话的声音．
屋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儿～也没有。＠（打听或

侦察的）情况：察看对方的～｜一有～，要马上

报告。
E动J1l dongll l名， 0 使机械做功的各种作用
力，如水力、风）J、电力、畜力等。＠比喻推动
工作、事业等前进和l发展的力量：人民是创造

世界历史的～。

E动最】 dongliong 建｜表示运动物体运动特性

的一种物理－量。动量是一个欠鞋，它的方r«1初

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同，它的大小等］运动物体
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E动乱】 dongluan i动］（社会）骚动变乱：局势

～｜发生了一场～。

动 dong 313 

E动轮】 donglun I盘机夺或其他机械上跟动力

直接相连的轮子。
E功脉l dongmai IBI 0 把心脏中压出来的血

j夜输送到全身各部分的血管。动脉中的血液

含有较多的氧，血色鲜红。＠比喻重要的交

通干线。

E动脉硬化】 dongmai yinghua 病，动脉管壁

增厚，弹性减弱，管腔狭窄，甚至完全堵塞。多

由高血压、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增多等引起。
E动脉粥样硬化】 dongmai zhouyang yinghua 
动脉硬化的－种，大、中动脉内膜出现含胆固

醇等的黄色物质，形成粥样斑块，多由脂肪代二主三三
谢紊乱J申经血管功能失调引起。常导致血栓莘莘三
形成、供血障碍等。 亏三三

E动漫】 dongman ~动画和漫画，特指当代连

环画和动画片。
【动能】 dδngneng 面物体由于机械运动而具

有的能，它的大小等于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

平方乘积的二分之一。

【动能武器】 dangneng w心qi 通过发射能够制

导的高速弹头，以其整体或爆炸碎片击毁目标

的武器。主要用来拦截弹道导弹和攻击军用
卫星。动能武器的一些先进技术，也可用于某
些常规武器。

【动怒l dδng;;nu i司发怒。

【动气l dong;;qi 到生气：病中不宜～｜我从来

没有看见他动过气。

E动迁E dongqian I动； I大！原建筑物拆除或翻建

而J迁移到别处：～户｜这次拓宽马路，要～五百

多户居民。
【动情】 dong;;qing 础。情绪激动：她越说越

～，泪水哗哗直流。＠产生爱慕的感情。
【动人】 dongren ~感动人：～的歌声｜这出戏
演得很～。

【动人心魄】 dongrenxinpo 动人心弦。

【矿J人心弦l dongrenxlnxi6n 激动人心，非常
动人：这是个多么～的场面！也说动人心魄。

【动容E dongr6ng 画脸上出现受感动的表情：

观者无不为之～。

E动身E dong;; sh岳『1 动＇］ f2J 料；出发：行李都打

好了，明天早上就～。

【动子】 dong夕 sh凸u l划。汗始做；做：早点儿

～早点儿完｜大家一齐～。＠肘子接触·展览
品请勿～。＠指打人：两人说着说着就动起

手来了。
【动F动脚】 dongsh凸u-dongji凸0 0 指打人：

有话好说，不要～。＠指挑逗调戏异性·放尊

重一点儿，不许～的。

【动态E dongtai o I名］（事情）变化发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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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科技～！从这些图片里可以看出我国建设

的～。 81组艺术形象表现出的活动神态z 画

中人物，～各异，栩栩如生。＠重l 运动变化状

态，I作的状态：～电流。＠［归属性词。从
运动变化状态考察的：～分析。

E动弹E dong· tan ［到（人、动物或能转动的东
西）活动z 两脚发木，～不得l风车不～了。

E动听l dongtlng I用听起来使人感动或者感

觉有兴趣．娓娓～｜极平常的事儿，让他说起来

就很～。
E动土】 dong11tu 店主l 破土①。

三三主 E动问】 dongwen ［动l 客套话，请问 z 不敢～，您

三三辈辈 是从北京来的吗？
E动窝JL】 dong;; war ＜口〉｛动l 指离开原来位

宦z 发动了半天，汽车也没～！在这个厂一干就
是三十年，始终没～o

E动武E dong;;w心［量使用武力（包括殴打、发

动战争） 0 

E动物E dongwu 圈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

物多以有机物为食料，有神经，有感觉，能运
动。

E动物淀粉E dongwu dionf岳n 糖原。因动物

体内储存的糖原相当于植物体内的淀粉，所以
叫动物淀粉。

E动物学E dongwuxue 圈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动物的形态、生理、生态、分类、分布、进化
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E动物园】 dongwuyuan I司饲养许多种动物
（特别是科学上有价值或当地罕见的动物），供
人观赏的公园。

E动向E dongxiang IEJ 活动或发展的方向：思

想～｜市场～｜侦察敌人的～。
E动销E dongxiao 圈开始销售g 刚过春节，空

调就已～O

E动心】 dong11xln 国］思想、感情发生波动，多
指产生某种动机、欲望等2 见财不～｜经人一

说，他也就动了心了。

E动lflJl dong;; xing 圆动用刑具。

E动眼神经l dongyan-shenjlng 第三对脑神

经，从大脑脚发出，分布在眼球的肌肉上，主管
眼球的运动。

E动摇E dongyao O 画不稳固；不l坚定：意志

坚定，绝不～。＠画使动摇·～军心｜环境再
艰苦也～不了这批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决心。

E动议E dongyi 阁会议中的建议（一般指临时

的）＝紧急～。
E动因E dongyln ［~］动机，原因＝创作～｜贪欲
是她作案的直接～。

E动用E dongyong ~西！使用·～公款｜～武力｜不

得随意～库存粮食。

E动员】 dongyuan 圈。国家把武装力量由和

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
收、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发
动人参加某项活动2 ～报告｜全体～，支援灾区。

E动辄】 dongzhe ＜书〉（直到动不动就：～得咎｜
～恶语相加。

E动辄得咎】 dongzhe-dejiu 动不动就受到责

备或处分。
E动嘴E dong;; zui F动］指说话：别光～，快干

活Jl ! 
E动作E dongzuo O 圈全身或身体的一部分
的活动z 这一节操有四个～｜～敏捷。＠［动］活
动；｛丁动起来z 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

E功作片JL] dongzuopianr ＜口〉函l 动作片。

E动作片I dongzuopion !E>l 功夫片。

V元4 」4 don口。 1动｜（液体或含水分的东
你（谏）西）品冷凝固：不～港｜缸里的水～
了。＠（～儿）［重汤汁等凝结成的半固体z 肉

～儿｜鱼～λ。＠画］受冷或感到冷：今天衣服

穿少了，真～得慌。。［司机体的组织由于温
度过低而受损伤：～害｜我的脚～了 i 白菜要抢

收入窑，不能让它～坏。 8 CDong ） ~J 姓。
E冻疮E dongchuang [E,] 局部皮肤囚受低温损
害rfil成的疮。

［＇＊、豆腐】 dongdou • fu l'Sl 经过冰冻的豆腐。
E冻害E donghoi 圈由于动植物受冻造成的危

窑，如引起机体细胞和组织破坏或死亡等。
E冻结l dongjie 巨型＠液体遇冷凝结；使物体
受冻凝结。＠比喻阻止流动或变动（指人员、
资金等）．～存款。＠比喻暂不执行或发展·
协议～｜～双方关系。

E冻馁】 dongnei ＜书〉［司寒冷饥饿；受冻挨饿z

～而死 l无～之忧。

E冻伤】 dongshang 圈机体的组织由于低温而
引起的损伤。轻的皮肤红肿，灼痛或发痒，重
的皮肤起水癌，最重的引起皮肤、肌肉甚至骨
锵坏死。

E冻土】 dongt凸［萄所含水分冻结成冰的土壤

或疏松的岩石：～区｜～地带。
E冻l叮 dongy心画一种特殊的降水现象，这种
雨从天空落下时是（）℃以下的过降水滴，一落

地就结为冰。
E冻原E dongyuan 圈苔原。

Z冻灾l dongzai 圈阅低温或冰雪、冻雨等原

因造成的灾害。

E冻嫁】 dongzhu ＜方＞ I组冻疮。

伺 Dong 机～剧。
另见 1314 页的门g;1316 页 t凸ng 。

［｛同厨tll dδngju 函｛l~J族戏曲剧种，流行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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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f西等地伽l族聚居的地区。
E伺章主l Dong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贵州、湖南和广西。

桐 dong ＜方〉阻地（棚子地名）麻～（在
广西）｜儒～（在广东）。

另见 1314 •I):( t6门Qo

4公~ . . don口。脊4票；正梁：～梁。＠
伺机楝）量！I Ml~一赂叫一栋。 o coongl 

圈姓。

E栋梁］ dongli6ng 圈房）$的大梁，比喻担负国

家重任的人：～之材｜社会～。

曲同 山 dong 山洞（多用于地名）：吉～
附（并同）坪（运湖南）｜～中（在广西）。

另见 1 31 月贞的ngo

卧去· _ . don!=! I名！蛋白陈的简称。［英
朋飞（腕儿叩；ine]
导EJ dong O c～儿）［重物体中间的穿通的或
1 IH_J 凹入较深的部分．～穴｜山～｜衣服破了一
个～0漏～。＠〈书〉穿透：弹～其腹。＠［盈）
说数字时在某些场合用来代替“（）”。＠深远；
透彻z ～晓｜～察｜～若观火。

另见 1315 员 tong 0 

E洞察】 dongch6 R面i 很清楚地观察·～下惰。
E洞彻J dongche i司透彻地了解．～事理。
E洞穿】 dongchuan ［动＇10 穿透：炸弹～房顶。
＠看穿；看透：～世事。

E洞达】 dongd6 ［到很明白；很了解：～人情世

故。
E洞房J dongf6ng l=Bl 新婚夫妇的房间＇ I词～｜
～花烛。

E洞房花烛】 dongf6ng huazhu 旧时结婚的景
象，新婚之夜，洞房里点花烛。

E洞府】 dongf心 l吾神话中所说的深山中神仙
所住的地方。

E洞见】 dongjian 睛很清楚地见到2 ～肺腑。
E洞见肺腑】 dongj ian-feif心很清楚地看到对

方的内心，形容诚恳坦白。
E洞开E dongkai 自由］（门窗等）大开＇ I'丁户～。
E洞若观火】 dongruδguanhuo 形容看得清楚

明臼。
E洞天】 dongtian I旬道教指神仙居住的地方，

现在多用来指引人入胜的境地：别有～o
E洞天福地】 dongtian-fudi 道教指神仙厨住的

地方，现泛指名山胜境。

E洞悉J dongxi 画很清楚地知道：～内情。
E司司箭】 dongxiao 南l 管乐器。策的一种，用竹
管制成，因不封底而得名。

E洞晓】 dongxi凸o @JI 透彻士也知道；精通 ～音

律｜～其中利弊。

E洞穴E dδngxue I苟地洞或山洞（多指能藏人

或东西的）。
E洞烛其奸J dongzhu qijian 看透对方的阴谋
诡if- 0 

E涧子E dong· zi ＜方〉圈＠冬天培植花草、蔬

菜等的暖房2花儿～ i～货。＠涧穴。
[j同子货E dong· zihuo ＜方〉圈指冬天在暖房

培植的花草或蔬菜。

i~F.:l dong ＠〈书〉恐惧：～恐（恐惧）。＠恐
11 .. .J Pp ，～吓。

另见 1308 页 tong 0 

E恫日rl donghe I动｜威吓（时h Pf(x1a ）唬：不至三三

怕武力～。 雪董孟

嗣 dong O 躯干灿＝～休。＠〈书〉大
肠。

［~网体E dongtT I名，10 躯干，特指牲畜屠宰后，

除去头、尾、四肢、内脏等剩下的部分。＠指人
的躯体。

榈 dong !El LiJ洞、窑洞或矿坑。

j~~- －~？＞~： i为又j …] 

都 dau 圆＠表示总括，除疑问句外，所总
于舌的成分放在“都”前：全家～搞又艺工

作｜他无论干什么～很带劲儿。＠跟“是”字合

用，说明理由、原肉，多含有责备的意思：～是

你磨蹭，要不我也不会迟到｜～是昨天这场雨，

害得我们耽误了一天工。＠表示“甚至”：你

待我比亲姐姐～好｜今天一点儿～不冷｜一动～

不动。＠表示“已经”：饭～凉了，快吃吧。

另见 319 页 duo

睫 dou [llRJ ~斥声（多见于早期盼。

r俞11 dou O c～儿）圈口袋→类的

步巳（ ＊~电）东西：网～儿｜裤「LI 中山服有
四个～儿。＠｛噩做成兜形把东西拢住：小女

孩儿的衣襟里～着三个桶子｜老大娘用手巾～

着几个鸡蛋。＠［司绕z ～抄｜～圈子。许多感

想～上心头。。画招揽z ～售｜～生意。＠

圈承担或包下来：没关系，有问题我～着。＠

圈兜底：把他的丑事全给～出来。＠同“策”。
r-6-t2 dou 同“壳”。

7巳（哼占）
E兜捕】 doubu I动］包抄抓捕：～犯罪嫌疑人。

E兜主J;J douchao 自动］从后面和肉’旁包围攻击。

E兜底E dou;;di c～儿）〈门〉啤10 把剩余部分

都采担下来：经费缺口由政府～。＠把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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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揭露出来（多指隐讳的事）：他的事儿全
让人兜了底了。

E兜底翻】 doudifon 画＠比喻把底细全部揭
露出来·对这起事故的原因要～，彻底查，决不
姑息。＠比喻彻底换掉2 工作要有连续性，不
要换一届领导就～。

E兜兜E dou•dou c～儿）（口〉［割兜肚。
E兜兜裤儿】 dou• doukur [El 小孩儿夏天穿的带
兜肚的小短裤儿。

E兜肚E dou·du [El 贴身护在胸部和腹部的菱
形布制内衣，用带子套在脖子上，左右两角钉

三三三二 带子束在背后。
三辈革 E兜翻E dou ·fan ＜方〉｛础＠翻弄明存的东

西）：老太太又在开箱子～她那点儿绣花的活

计。＠重新提起（旧事旧话）：过去的那些事
别～了。＠揭穿（隐讳的事情）：把他的老底
都给～出来了。

E兜归lJ dou;; f岳ng I刻。（船帆、车篷等）挡住
风＝破机不～。＠坐车、骑马或乘游艇兜圈子
乘凉或游逛：他开着车～去了。

E兜揽l doulan ［到＠招引（顾客）：～生意。＠
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拉z 他就爱～事儿。

E兜签］ d6um6u ［组古代作战时戴的头盔，原
称胃，秦汉以后称兜签。（图见 1706 页“胃”）

E兜圈子】 dou quon•zi O 绕圈JL ：飞机在树林

子上空兜了两个圈子就飞走了。＠比喻不照
直说话2 别跟我～，有话直截了当地说吧。

E兜售E doushou 圈＠到处找人购买（自己子

上的货物）：～存货。＠比喻极力怂恿人接受
某种观点、主张等z ～地方保护主义错误言论。

E兜头盖脸l dout6u-gailian 正对着头和脸z

一盆水～全泼在他身上。也说兜头盖脑。
E兜头盖脑］ d6ut6u-gain凸o 兜头盖脸。

E兜销E douxioo 画兜售①。

E兜子E dou•zi [El 口袋一类的东西：工具～o
E兜嘴E douzul ＜方〉圈。围嘴儿。＠笼嘴。
克山 dou ＜方〉＠圈指某些植物的

（：视）根和靠近根的茎：禾～。 8 11!1 
相当于“棵”或“丛”：一～树｜两～白菜｜三～禾
苗。

宪 dou 画竹、藤、相阳做成的盛东西的
器具z 背～o

E凭子】 dou· zi ＜方〉圈把竹椅子捆在两根竹竿
上做成的交通工具，作用跟轿子相同。

斗

y 

dou （为又）

dou ＠画容量单位，10 升等于 1 斗， 10

斗等于 1 石。＠圈量（li6ng）粮食的器

具，容量是一斗，方形，也有鼓形的，多用木头

或竹子制成。＠（～儿）形状略像斗的东西z

漏～｜风～儿｜烟～。。［组圆形的指纹。＠古

代盛酒的器具。＠二｜－八宿之一。通称南
斗。＠北斗星z ～柄。＠〈书〉同“陡”。＠
CD己u) ［萄姓。

另见 317 页 dou 。

E斗笔】 d凸ubl ［刽→种大型毛笔，笔头安装在一

个斗形部件里，上安笔杆儿。

E斗车l douch岳亟1 工地、矿l又常用的一种运输

工具，车身略像斗，下面有轮，在轨道上移动。

C4~!l] doudan 画大胆（多用作谦辞）：我～说

一句，这件事情您做错了。
E斗方E doufang c～儿） [El 书画所用的方形纸

张，也指一二尺见方的字画。

E斗，方名士】 doufang-mingshi 指以风雅自命

的元聊文人。

E斗拱】（料拱、料拱） doug凸ng 又 dougong [El 

我国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在立柱和横梁
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

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挚的方形木块叫
斗，合称斗拱。

斗拱

[c斗宾l d6u· ji 圈指印，因指纹有斗有笑，所以
把指印叫作斗宾。

E斗，笠］ d6uli ［组遮阳光和雨的帽子，有很宽

的边，用竹箴夹油纸或答竹的叶子等制成。

[3j－篷】 dou• peng 圈。披在肩上的没有袖子

的外衣。＠〈方〉斗笠。

E斗渠l douqu l望由支渠引水到毛渠或灌区的

渠道。
E斗筒E doushoo ＜书〉［重斗和筒都是容量不
大的容器，用于比喻，形容气量狭小或才识短

浅：～之器｜～之辈。

E斗室】 d凸ushi ＜书〉圈指极小的屋子·身居～。

E斗转星移E douzhuan-xlngyi 北斗转向，众星



移位。表示时序变迁，岁月流逝。也说星移斗

转。
E斗子】 dou· zi 自主］＠煤矿里盛煤的器具，也指

家庭中盛煤的铁桶。＠用树条、木板等制成

的盛东西的器具：料～。

阱 dou ＜书〉阳”。

抖 dou 圈。颤动，阴阳浑身直～
＠振动；甩动：～一～马缰绳｜～开被

窝儿。＠（跟“出来”连用）全部倒出；彻底揭露：
把他干的那些丑事都～出来。＠振作；鼓起

（精神）：～起精神往前直赶。＠指人因为有
钱有地位等而得意（多含讥讽意）·他如今当了
官，～起来了。

E抖包袱E dou bc:io • fu 指表演相声、快书等曲
艺节目时把笑料说出来。

E抖颤l d凸uchan 闻发抖；颤抖。
E抖动】 d凸udong ［萄＠颤动：她气得咬紧嘴

唇，身子剧烈～。＠用于振动物体·他～了一
下缰绳，马便向草原飞奔而去。

E抖搂】 dou· lou ＜口〉［甜＠振动二点、被、包袱

等，使附着的东西落下来·把衣服上的雪～干

净。＠全部倒山或说出；揭露z～箱子底JL l把以
前的事全给～出来。＠浪费；胡乱用（财物）：

别把钱～光了，留着办点儿正事。
(t斗擞】 d凸usou Z面］振作：精神～｜～精神。

抖 dou 见下

E料拱J dougong !l 3 1 6 页（ 3j拱l 0 

E料拱】 dougong 见 316 页（斗拱）］ 0 

斜 . Dou 啊’阳的又舌。
斗（斜）
陡 dou O 回坡度很大，近于垂直： ~:Jt] 

山很～，爬上去十分困难。＠陡然：～变 l

～增！～降。
E陡壁】 doubi rEJ 1：象墙咳那样直立的岸或山
崖z ～悬崖。

E陡变J doubian 南］突然改变或变化．面色～｜
天气～o

E陡峻J doujun IMl c地势）高而陡：山崖～。

E陡立E douli I琦｜（山峰、建筑物等）直立。
E陡坡E d凸upo 画和水平面所成角度大的地

面；坡度大的坡。

E陡峭l d凸uqiao I回（山势等）坡度很大，直上

直下．山势～｜这个～的山峰连山羊也上不

去。
E陡然E dour6n [i副突然：～醒悟。

虫斗 dou !.\!, 736 负［（；!l!it l: 

斗问抖抖斜陡虫斗斗 Id己u - dou I 317 

飞

dou （力又）

.:>I dou O 
立卡（｜可、关罔、并阔、并因） 对打2 械
～｜～殴。＠画斗争②2 ～恶霸。＠自由使动

物斗·～鸡！～蛐蛐儿。＠［量比赛争胜2 ～智｜

～嘴｜～不过他。 8 [l;lJJ 往→块儿凑；凑在一

块JL ：～眼｜～才聋儿（使禅头和卵眼接合）｜这件小
袄儿是用各色花布～起来的。＠〈书〉同“逗1 ”。

另见 316 页 d凸u 。 至量三

E斗阔的川凸圈用法术相斗（旧小说中的虚主主
构）．泛指使用计1某，暗中争斗。 中二

E斗富】 doufu 画凭借财富争胜：比阔～。

E斗拱l dougong “斗拱”而ug己ng 的又音。

('f.*l dou;; h岳n ［动］与人较量，看谁更狠、更厉

害g 耍横～｜逞凶～。

E斗鸡】 dou11F 圈。一种游戏，使公鸡相斗。

＠一种游戏，－只脚站立，另→条腿弯曲着，两
手捧住脚，彼此用弯着的腿的膝盖互相冲撞。

E斗鸡眼l doujlyan c～JL) （口〉圈斗眼。

(Sj. ；＼鸟走狗l doujl-z6ug6u 使鸡相斗，版使着狗

跑。多用来指纵绣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也说斗鸡走马。

E斗鸡走马】 doujl-z凸um凸斗鸡走狗。

E斗口齿l dou kouchi ＜方〉斗嘴。
E斗牛】 dou;;niu 画｜我国民间使牛与牛相斗的

一种习俗。西班牙斗牛是一种人跟牛相斗的
娱乐活动。

E斗牛舞’】 douniuw心圈拉丁舞的一种，起源于

法国。 2/4 或 6/8 拍，舞曲为高昂雄壮、鲜明有

}J的西班牙进行曲。舞姿挺拔刚劲。

E斗殴E dou ’。u i动］争斗殴打：打架～。

E斗，牌l dou;; poi r到玩纸牌、骨牌等比输赢。

E斗气】 dou;;qi 圈为意气相争：有话好好儿说，

用不着～O
E斗趣】 dou;;qu 见 319 页【逗趣lL
E斗士E doushi iEl 勇于斗争的人。

E斗心眼儿l dou xinyonr 用心思相斗（含贬

义） 0

E斗眼E douyan c～儿）〈口〉圈患内斜视的眼
睛。也叫斗鸡眼。

E斗争】 douzheng I到＠矛盾的双方互相冲

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z 阶级～ 1 思想～ i 跟
歪风邪气做坚决的～。＠群众用说理、揭发、

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人：开～会。

＠努力奋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

E斗志l douzhi 国战斗的意志＝激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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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E斗智E dou;;zhi 画用智谋争胜。

E斗嘴E dou11 zul c ～儿｝［司。争吵z ～惬气。

＠耍嘴皮子，互相开玩笑：取笑～。
t==: 1 doL」 ＠古一一一一一一

三五代盛食物用 ~~ 
的器具，有点儿像带

高脚的盘。有些

带盖JL。（见右图）

8 CDou）圈姓。

旦2 co祷莹）
dou c～儿）＠画

豆子①②：黄～｜

二一
飞二二一~

三
'ii_ 

绿～｜一斤～儿。＠豆子③：花生～儿｜咖啡～o

E豆瓣儿酱E doubanrjiang 圆大豆或蚕豆发酵

后制成的酱，里面有豆瓣儿。

E豆包】 dδubiio （～儿）阉用豆沙做馅儿的包

子。

E豆饼E daubing 圆大豆榨油后剩下的压成饼

状的渣浮，叫豆饼。可以用来制造大豆胶，也
用作肥料或饲料。

E豆豆苦JLJ douchair 圈碾碎的豆子，用来做糕
点或熬粥等。也叫豆豆吉子。

Z豆跤E douchT 圈食品，把黄豆或黑豆泡透蒸

熟或煮熟，经过发酵而成。有咸淡两种，都可

放在菜里调味，淡豆鼓也可入药。

E豆腐J dou•fu 咱食品，豆浆煮开后加入石膏

或盐卤使凝结成块，压去一部分水分而成。
E豆腐饭】 dou•fufan ＜方〉圈指丧家招待前来

吊唁的亲友吃的饭食（多为素食）。
E豆腐干】 dou • fugan （～儿）圈食品，用布包豆

腐压紧去水，加香料蒸制而成。
E豆腐浆】 dou· fujiang [BJ 豆浆。

E豆腐脑JL) dou· fun凸or 圈食品，豆浆煮开后，

加入石膏而凝结成的半固体。

E豆腐皮J dou· fupi ／萄＠（～儿）煮熟的豆浆表
面上结的薄皮，揭下晾干后供食用。＠〈方〉

千张。

E豆腐乳J dou· fur心圈食品，用小块的豆腐做

坯，经过发酵、胳制而成。也叫腐乳、酱豆腐。
E豆腐衣】 dou•fuyT ＜方〉圈豆腐皮①。

E豆腐渣】 dou• fuzhii ；包制豆浆剩下的渣瘁，

可做饲料。也叫豆渣。
E豆腐渣工程E dou • fuzha gongcheng 比喻质
量很差、极不坚固的建筑工程。

E豆花JLJ douhuar ＜方〉圈食品，豆浆煮开后，
加入盐卤而凝结成的半固体，比豆腐脑儿稍老。

E豆英J doujia 圈豆类的果实。

E豆浆J doujiang 圈食品，黄豆泡透磨成的浆，

加水去渣煮开而成。也叫豆腐浆或豆乳。
E豆角JLl douji凸or ＜口〉［事i 豆英（多指鲜嫩叮

做菜的） c

E豆秸】 douj1岳［主］豆类植物脱粒后剩下的茎o

E豆寇】 doukou LBJ O 多年生草本植物，外形
f象芭蕉，叶子细长，花淡黄色，果实扁球形，种
子像石榴子，有香气。花、果实和种子吁入药。

＠这种植物的果实或种子。
E豆寇年华E doukou-ni6nhu6 唐代杜牧《赠另lj 》

i寺z“媳姆袅袅十三余，豆寇梢头二月初。”后来

称女子十三四岁的年纪为豆葱年华。

E豆绿E doul自 画像青豆那样的绿色。

E豆奶E doun凸 i ［吕以黄豆、牛奶为主要原料制

成的饮品。

E豆莫】 douqi ＜方〉圈豆秸o

E豆青】 douqTng ！贼豆绿。

E豆蓉E d6ur6ng 南］木豆、大豆、豌豆或绿豆，

煮熟阴干后磨成的粉，用来做糕点的馅JL ：～

月饼。

E豆字L】 dour心函10 豆浆。＠〈方〉豆腐乳。

E豆沙E dousha l'81 食品，红小豆、红l.il豆或菜

豆奈、烂捣成泥或干磨成粉，加糖制成，用来做

点心的馅儿＝～包｜～月饼。
E豆豆薯】 doushu 圈。藤本植物，花蝶形，淡紫

色、淡蓝色或白色，块根像甘薯，吁以吃，嫩菜
和种子有毒，小能吃。＠这种植物的块

根。 II 有的地区叫谅薯或地瓜。
E豆芽菜】 douyacai 圈豆芽儿。

E豆芽JL) dδuyar ~蔬菜，用黄豆、黑豆或绿豆

过水发芽而成，芽长二三寸。也叫豆芽菜。
E豆油】 douy6u 圈用大豆榨的泊，是常见的食

用泊。

E豆渣】 douzha I毫豆腐渣。

E豆汁E douzhT 圈＠（～儿）制绿豆粉时剩下来

的汁，发酵后昧酸，可做饮料。＠〈方〉豆浆。

E豆猪】 douzhu 圈体内有囊尾拗寄生的猪。

l河囊尾助为黄豆大小的囊泡，内有白色米粒状

物，所以叫豆猪。食用豆猪肉易感染缘虫病。

也叫米猪。

E豆子】 dou· zi i量。指豆类作物。＠豆类作

物的种子：剥～。＠样子像豆类作物种子的

东西：金～ i狗～（蝉的俗称）。

E豆嘴JLl douzulr I重泡汗的大旦或刚刚露芽

的大豆，做菜用。

平；：：：：亨 1 dou o I量引逗．他正拿着一技红花～

）.哇~ 孩子玩。＠［动］招引：这孩子两只灵活的

大眼睛很～人喜欢。 Oi司逗笑儿．她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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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说爱～的姑娘。＠晴有趣；口I笑：他说话真

～，我肚子都笑疼了。

逗2 dou O 停留＠同“眩’（dou)o

E逗点】 doudian r每逗号。

E逗口良l dougen O c-11 >I划用滑稽有趣的话

引人发笑（多指相声演员）。＠［祖指相声表演

中的主角。

E逗号E douhao 1=81 标点符号（寸，表示句T中

较小的停顿。也叫逗点。

E逗乐JL】 do心11 ler [z西j 引人发笑．人家都快急疯

了，你还有心思～。

E逗留】（逗遛＞ douliu I动］暂时停留：今年春节

在家乡～了一个星期。

E逗闷子］ dou men• zi ＜方＞ JF玩笑。

E逗弄】 dou· nong I刻。号｜运：老人在～孙子
玩。＠作弄；耍笑：～人可不该。

E逗趣】（斗趣l dou11qu c～儿）｛司逗乐儿打趣。

( 逗笑JL] dou;;xiaor I动l 引人发笑。

E逗弓｜】 douyln I动］用言语、行动逗弄对方借以

取乐·～小孩儿玩。

假 dou 见F
（短）

(t立版】 douban 圈木刻水印的旧称。因为是

由若干块版拼凑而成，有如t\i钉，所以叫侄版。

(t立订】 dol」ding ＜书〉＠［吕供陈设的食品。

80动］指堆砌辞藻。

、主、 L dou i吾句中的停顿。古代诵读

以（器）文章，分句和读剧的停顿叫读，
稍长的停顿叫句，后米把“读”写成“逗”。现代

所用逗号就是取这个意义，但分别乍j读的标准

不同。参看 706 页【句读JL
另见 322 页 duo

酸 dou ＜书〉二次酿酒。

胆 dou ＜书〉脖子却。

·『古芋 dou 晴＠夭花。＠局的·种～。＠出
又Il... 天花时或接种疫苗后，皮肤 t：出的豆状痕

E痕商E doumiao !Bl a种用牛症病毒制成的

疫苗，接种到人体 t口I以预防夭花。也叫牛疫

苗。

宣 dou 酌（XTdo叫名，在1阿

窦 OU 0 （书〉孔耐：狗～。＠
（萤）人体某些器官或组织的内部凹入

的部分：鼻旁～。 8 CD凸u ）啤］姓。

i_ ~u c 为义） ] 

我吁 dO [Zj)J] fB指头、棍棒等轻击轻
（~毅）点～ 个点儿｜点～（画家随意

点染）。

都 du o 首都z 建飞机城市崎岖
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城市：～市｜通～大

邑｜瓷～｜煤～。＠［名l 旧时某些地区县与乡之

间的一级行政区划。。 cDoJ I笃姓。
另见 315 页 d6U0

E都城】 dOcheng 圈首都。 主主三
E都督】 du· du ［名j 占时的军事长官。民国:fJJ年三三三
各省也设有都督，兼管民政。

E都会E dOhui i割都市：国际大～。

li'fWrfil dushi 国大城市。

E都市病l dOshibing l名］城市病。

町、;:J dO ＜书〉城门上的台。
l剖（罔）肌 1153 页巾。
尿，＿， dO ＜方〉＠（～叫屁股～

（！启）子。＠（～儿）［刽器物的底部：瓮
～｜碗～底。 81到紧跟（；在后面）：～住追上来

了。

E 录于－） dO•zi ＜方〉圈。屁股。＠蜂或揭子
等的尾部。

未受 dO 0 监督指挥：～战｜～办｜～师｜～率。
仨司 8 (00）啕性。

E督办J dOban O 画督促办理；督察办理：～
粮袜。＠［担担任督办工作的人。

E督查】 ducha l动）监督检查·加强安全生产～。

【肖察】 ducha O 画监督察看：派人前往～。

81名l 担任管察工作的人。

lt'i-察警E duchajlng 南l 对公安机关及人民警

察现场执法、值勤等活动进行监督的警察。
E督促】 ducu fzml 监督催促 2 已经布置了的工

作，应当认真～检查。

E督导】 dOd凸0 Ll动］监管指导：～员｜教育～制

度｜在I自～o
E督抚E du tu l函总督和巡抚，明清两代最高的
地方行政长官。

E督军E dOjOn I苟民国初年一省的最高军事长

官。
E督学】 dOxue l萄教育行政机关中负责视察、

监管学校］作的人员。

(1~战l dOzhan ~司监督作战：亲临前线～0教
练到场～O

E仔阵l dOzhen Ll现在阵地上督战。拔河比赛，
双方领导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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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1 du 院］形容喇叭等的声音：汽车喇叭
～地口向了一声。

嘟2 du 旷叫）向前突出晴：弟弟
听说不让他去，气得～起了嘴。

E嘟噜E du· lu ＜口〉＠直用于连成一簇的东
西·一～葡萄 l 一～钥匙。 8i副 faJ F垂着；聋
拉：～着脸。＠（～儿）强l 连续颤动舌或小舌

发出的声音：打～儿。
E嘟囔E du•nang 国连续不断地自言白话：你

在～什么呀？
【嘟哝E du•nong 画嘟嚷。

, 
du （勿义）

毒 du o 画进入机体跚跚体起化学变
化，破坏体内组织和生理机能的物质：中

～｜～蛇｜～药 i揭子有～。＠圈指对思想意
识有害的事物：流～｜放～。＠圈指计算机

病毒：杀～｜带～软件。＠旦旦毒品：吸～！贩
～。＠南用毒物害死：买药～老鼠。＠画
毒辣；猛烈2 ～打｜～计！他的心肠真～｜七月的
天气，太阳正～。

E毒案E d白’ an 圈涉及毒品犯罪的案件。
E毒草E due凸o I毡有毒的草，比喻对人民、对社

会进步有害的言论和作品。
E毒疮l duchuang 圈攒烂化胶的疮。

E毒刺】 duci 函某些动物或植物体上呈针状的
有毒器官。

E毒打l dud凸画残酷地打；狠狠地打．遭到～｜

他被人～了一顿。
E毒饵】 d白’岳r 圈拌七毒药的食物，用来毒杀

矮虫击、直章虫郎等害虫，也可用来毒杀老鼠等。
E毒犯l dufan 圈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罪犯＝

严厉才7击～o

E毒贩E dufan [l到贩卖毒品的人。

E毒害E duhai o 巨型］用有毒的东西使人受寄：
吸烟对人的～很大｜黄色录像～人们的心灵。

＠圈能毒害人的事物2 清除～o
E毒化】 duhua [l;lj) o 指用毒品（如鸦片等）残害

人民。＠利用教育、文艺等向人民灌输落后、
反动思想。＠使气氛、关系、风尚等变得恶

劣．～社会风气o
E毒i十l duii r毛毒辣的计策2 设下～。

E毒剂l duji I名i 军事上指专门用来毒害人、畜
的化学物质，大多是毒气。

E毒辣E dula rt冒（心肠或手段）狠毒残酷：阴险

～｜手段～。

E毒瘤E duliu r名j 指恶性肿瘤。 F大力气整治腐

败、奢靡等社会～o
E毒谋】 dum6u 1'81 阴险毒辣的计谋。
E毒品】 dupin ［吕指作为嗜好品用的鸦片、吗

啡、海洛因、冰毒等。极易成瘾，危害健康。

E毒气】 duql 函JO 气体态剂。旧称毒瓦斯。
＠泛指有［毒的气体。

E毒蛇E dushe ~有毒的蛇，头部多为三角形，
能分泌毒液，使被咬的人或动物巾毒G 女rr 虫草
蛇、白花蛇等。毒液可供药用。

E毒手】 dushou 圈杀人或伤害人的狠毒手段·

下～｜险遭～o
E毒素】 dusu ~o 某些机体产生的有毒物质，
如Jll!:麻种子中含的毒素，毒蛇的毒腺中所含的
毒素等。有些毒素毒性很强，进入人或动物机
体能使其死亡。＠比喻言论、著作中对思想
意识有腐蚀作用的成分2 封建～o

E毒瓦斯l duw凸sl 画毒气①的旧称。

E毒腺】 duxian 圈动物体内分泌毒素的腺o
E毒枭】 duxiao 圈指贩毒集团的头目。

E毒刑l duxing 圈残酷的肉刑：～拷打。

E毒药】 duyao 圈能危害生物体生理机能并引

起死亡的药物。

E毒液】 duye 画有毒的液体：毒蛇头部的毒腺
分泌～。

E毒瘾E duyin ~吸毒的瘾：戒掉～。
E毒资E duzi 圈买卖毒品的钱z 公安机关破获

一起贩毒案，缴获～近五十万元。

独～ du o 一个：～子！～木桥｜无～
出（凋）有偶。＠［副独自：～揽｜～断专
行。＠年老没有儿子的人：鲸寡孤～。＠圆
唯独：大伙儿都齐了，～有他还没来。＠国与

众不同；独特地2 ～出心裁｜匠心～运。。〈口〉

（则自私，容不得人：这个人真～，他的东西谁

也碰不得。＠ CDu）圈姓。

［~虫霸E duba c~国独自称霸；独占 2 ～一方｜～市
场。

E独自】 dubai 函戏剧、电影中角色独自抒发个
人情感和愿望的话。

E独步】 dubu ＜书〉［垂］＠独自漫步；独自步行．

～江滨。＠指超出同类之七，没有可以相比

的：～文坛。
E独裁E ducai 画独自裁断，多指独揽政权，实

行专制统治·～者｜个人～l～统治。
［~.'HP吕】 duchang 睛一个人演唱歌曲，常用乐

器伴奏。
E独出心裁】 duchu-xinc6i 原指诗文的构思有

独到的地方，后来指想山来的办法气i众不同。

E独处E duchu 圈一个人单独生活；→个人单

独待着。



(JI虫创】 duchuang ：司独自创造；独特地创造：

～精神｜～一格。
E独当一面】 dudang vimian 单独担当 个方

面的任务。
E独到】 dudao l形l 与众不同（多指好的）：～之

处｜～的见解。
E独董E dudon9 1多j 独立董事的简梢。
E独断E duduan ［亟独自决断；专断。
E独断独行】 duduan-duxing 独断专行。
E独断专行】 duduan-zhuanxing 行事专断，不

考虑别人的意见。也说独断独行。
(3.虫夫1 dufu t8J 残暴元道为人民所憎恨的统

治者z ～民贼。
CJ!J!~l ougu 函姓。

E独家1 dujia i名］单独一家·～新闻｜～经营。
E独角戏】（独脚戏） duj1凸oxi 鸣。只有一个角
色的戏。＠见 150 页【唱独角戏］。＠滑稽②o

E独具匠心】 duju-j iangxin 指具有与众不间的

巧妙的构思。
E独具只眼】 duju zhiyan 能看到j别人看不到的
东西，形容眼光敏锐，见解高超。

E独揽E dulan ~副独自把持：～大权。
（~虫力E dull I前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做） :~ 

经营。
E独立E dull o l动］单独地站立z ～山巅的苍
松。＠圃脱离原来所属单位，成为另一单位：

民俗研究室已经～出去了，现在叫民俗研究所。
＠圈属性词。军队在编制上不隶属于高一

级的单位而直接隶属于更高级的单位，如不隶
属于团而直接隶属于师的营叫独立营。。画
一个国家或→个政权不受别的国家或别的政
权的统治而自主地存在：宣布～。＠［割不依
靠他人2 ～生活｜～工作！经济～。

E独立董事E dull dongshi 股票上市公司从公
司外部聘请的具有专业知识和公信力的人员，
主要职能是独主检查和监督本公司的各项工
作。简称独董。

E独立国】 duligu6 画有完整主权的国家。
E独立王国l dull w6nggu6 比喻不服从上级的
指挥和领导，自搞 d套的地区、部门或单位。

E独立自主l duli-zizhu c 国家、民族或政党等）
不受外来力量控制、支配，自己行使主权。

E独龙族】 Dul6ng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云南。

E独轮车】 dulunch岳 IE.I 只有一个车轮的小车，
多用于推着走。

(J虫门E dumen c～儿＞O l＇名l 只供－户人家进出
的门：～独院 l～进出，互不干扰。 f} ［朋属性
词。→人或一家独有的（某种技能或秘诀） : 

独 du L翌巳
～儿绝活儿。

E独苗】 dumi6o c～儿）但］一家或个家族唯
一的后代。也说独商恼。

E独m百il dumi6o·miao c ～儿）［割独苗。
E独木不成林E du mu bu cheng lin 』」棵树不

能成为树林，比喻一个人力量有限，做不成大
事。

E独木难支】 dumu-n6nzhl 一根木头难以支撑

房子，比喻个人的力量难以支撑全局。也说

－木难支。
E独木桥】 dumuqi6o IEJ 用「根木头搭成的

桥，比喻艰难的途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主二

的～。 主主三
E独幕剧E dumuj1马［主］不分幕的小型戏剧，情节三三
→般比较简单紧J奏。

E独辟蹊径E dupi-xljing 自己开辟一条路，比喻
独创一种新风格或者新方法。

E独任制】 durenzhi I主］对于简单的民事案件、

轻微的刑事案件等由→名法官审理并判决的
制度（区别于“合议制勺。

E独善其身E dushan-qishen 《孟子·尽心上》2
“穷则独善其身
身的修养。现在也指只顾自己，缺乏集体精

神。
E独擅胜场】 dushon-shengch凸ng 独揽竞技场
上的胜利，形容技艺高超。

E独身】 dush岳n 0 国指成年人没有结婚z 他

四十多岁了，还仍然～。＠国只身：～前往｜

十几年～在外。

E独生女】 dush岳ngnu l组生育的唯→的女儿。

E独生子】 dushengzi 圈生育的唯→的儿子。

E独生子女】 dusheng-zinu 生育的唯一的儿子
或女儿。

E独树一帜E dushu-vizhi 单独树立起一面旗

帜，指自成一家。

E独特E dute E独有的；特别的：风格～｜～的
见解。

（~虫体】 duti IEl o 单独的形体；个体：～别墅｜
～意识。＠不能拆分为两个或几个偏旁或部

件的汉字结构。参看 525 页【合体J2 。

E独吞E dutun 画独自占有：～家产｜～胜利果

实。

E独舞l duwu 函单人表演的舞蹈。吁以单独
表演，也可以是舞剧或集体舞中的－个部分。

也叫单人舞。

E独行】 duxing ［；动］＠独自走路： ff.再蹒～。＠

按自己的主张去做 z 独断～i～其是。
E独眼龙E duyanl6ng 圈瞎r 只眼的人（含

｝皆iJI'!.，意）。



I 322 I du • du I 独顿读渎槟棋牍说黠懦肚笃

E独一无二】 duv1”wu' er 没有相同的；没有叮

以相比的g 他的棋下得很高明，在全校是～的。

E独院E duyuan ＜～儿）［名l 只有一户人家住的院

子：独门～o

E独占E duzhan ~动］独自占有或占据：～市场｜
～资束。

E独占整头E duzhan-6ot6u 借指居首位或第 4

名。参看 14 页【鳖头JL
E独占资本E duzhan zlb部垄断资本。
E独资l duzl 回到属性词。由一个人或一方单独
拿出资金的：～经营｜～企业。

三三三 E独子l duzi 函独生子。

三三辈辈 E独自】 duzi 画自己一个人s单独地2 ～玩耍｜
二二＝了 就他一人～在家。

E独奏E duzou 国l 由一个人用一种乐器演奏，

如小提琴独奏、钢琴独奏等，有时也用其他乐
器伴奏。
士宵 ，一 du 见 922 页“冒顿”＜Madu ）。
叨月（硕）另见日4 页 duno
毛主 du o 属国看着文字念出声音：自E

E买（葫）～｜宣～｜老师～一句，同学们跟着
～一句。＠［量阅读：看（文章）：～者｜默～｜这

本小说很值得一～。＠［重指t学．他～完高

中，就参加了工作。。（字的）念法；读音：异

～｜“长”字有两～。

另见 319 页 douo

E读本E dub品n 圈。课本（多指语文或文学课

本）。＠帮助学习某一方面知识的书籍：证券
知识～G

E读后感J duhougan IEJ 读过一本书或」篇文

章以后的感想（多指书面的）。
(i卖经E dujlng 画讽诵、阅读儒家经典《五经》

或《十三经》O

Z读秒】 du;;m恼。画围棋比赛中指某方用完

自由支配的时间后，必须在很短时间（ －般为 1
分钟，快棋多为 30 秒）内走一步棋，此时裁判
员开始随时口报所用秒数，如超时则判负：白

方在～声的催促下出现了失误。

E读破】 du闽南同一个字形因意义不同而有

两个或几个读音的时候，不照习惯上最通常的

读音来读，叫作读破。读破的i卖音叫作破i卖，
按照习惯上最通常的读法叫作读如字。女rl“美

好”的“好”读士，声，是读如字，“喜好”的“好”不

读上声而读去声是读破，“好”的去声读音是破

读。
E读破句】 du poju 断句错误，把上－句末了的
字连到卡－句渎，或者把卜一句头上的字连到

上一句读。
E读书E du;;shu 南］＠看着书本，出声地或不

出声地读z ～声 i～笔记｜读了一遍书。＠指

学习功课＝他～很用功。＠指上学z 妈妈去世

那年，我还在～｜他在那个中学读过一年书。
E读书人l dushur自n ；写指知识分子。

E读数】 dushu 1名］仪表、机器上由指针或水银
柱等指出的刻度的数目。

E读物l duwu 圈供阅读的东西，包括书籍、杂
志、报纸等．儿童～｜通俗～！农村～。

E读音】 duyln 圈（宁的）念法：这个字是多音

字，有两个～。

E读者E duzh岳圈阅读书籍、杂志、报纸等读物

的人。

渎1 u ＜书〉轻慢s不也～
一买~ （滇、 ；：｛责） 犯｜亵～｜烦～｜有～清神
（书信套语）。

~2 ~ du ＜书〉沟渠；水道：沟～。
以（jj)
E渎IWJ duzhi 固不尽职在执行任务时犯严重

过失：～罪｜～行为 l 因～而受到处分。

岳哇手 … 。 〈书〉匣子：买～还
4实（捷、 1匮）珠。
4卖… 白棋子：初生之～不如

（幢）
E牧子l du• zi 圈小牛：牛～。

牍 ι du o 古代写字用的木片＠
（脯）文件；书信：文～l案～ l尺～。

、法二－ du ＜书〉怨言。
院（蔬）
赎斗。〈书〉＠翩。＠胖胖

（黯）妄动：～武。
E里主:if':l duw心〈书〉圈滥用武力：穷兵～ l～主

义。

髓 du 见下。

E儒楼E duiOL』〈书〉圈死人的头骨；做楼。

" d心（勿〉〈）

肚 du c～JL）南肚子Cdu·zi), cf:～儿 l 拌～
丝儿。

另见324 页 duo

E肚子】 d心•zi ［~用作食品的动物的胃 z 猪～ l

羊～。
另见 324 贞 du• ZI 。

冶金中 du o 忠实广心一意z ～厚｜～
马（第）志｜情爱甚～。＠（病势）沉重z 危
～！病～。＠〈书〉喇很；甚z ～爱！～好
Chao ）。 0 <Dul I租姓。



E笃爱】 du' ai r司l 深切地爱：～自己的事业。
E笃诚】 ducheng 明诚笃：～之士。
E笃定E duding ＜方〉＠画有把握； F定：三天

完成任务，～没问题。＠睛从容不迫，不慌小

忙：神情～O
E笃厚】 d心hou I形j 忠实厚道。
E笃深】 dush岳n l1f2] （感情）深厚·情谊～。
E笃实】 dushi I归＠忠诚老实：～敦厚。＠实

在z 学问～。
E笃守】 d心shou I司忠实地遵守：～遗教｜～诺

言。

E笃信E duxin ［~J 忠实地信仰：～佛教。
E笃行】 d心xing I动l 忠实地践行：笃学～o
E笃学l d心xue ［司专心好学：～不倦。

E笃志】 d心zhi （书〉［司专心一意z ～经学。
堵 ω 。呐塞：把窟窿～上｜你～轩，

叫别人怎么走哇？＠［用问；憋气：我要不
跟他说说，心里～得慌。＠〈书〉墙：观者如
～。。［董｜用于墙·一～墙。 8 CDuJ 圈姓。

E堵车E d心；； ch岳 f剥 17;1道路狭窄或车辆太多，车

辆无法顺利通行：上下班时间，这个路口经常

。

E堵截1 duiie 画迎面拦截：围追～！～增援的
敌军。

E堵塞l duse I~ 阻塞（洞穴、通道）使不通．公
路被坦于塌下来的山石～了。～工作中的漏洞。

E堵，心】 duxln IH2i 心里憋闷2 想起这件事儿就觉
得怪～的G

E堵嘴E d心；； zui ［；划指不让人说话或使人没法儿

开口·自己做错了事，还想堵人嘴。
赌 ι ω 睛。赌博：～钱｜～场｜聚

（赌）～。＠泛指争输赢打～｜～东
道。

E赌本E d凸b品n ['81 赌博的本钱，比喻从事冒险

活动所凭借的力量。
E赌博l d凸b6 ~副用斗牌、掷色子C sh凸 i • zi J 等
形式，拿财物做注比输赢。政治～（在政治上冒
险争输赢）。

E赌场E du ch凸ng l写专供赌博的场所。
E赌东道E du dongdoo 用做东道请客来打赌。

也说赌东JL o 

E赌风l d心feng I名］赌博的风气：狠刹～。
E赌棍E d心gun r包指赌博成性并以此为生的
人。

E赌局1 duju t组赌博的集会旦立场所：私设～o
E赌具E d心ju r名］赌博的用具，如牌、色手（sh凸 I

• ZI ）等。

E赌气E d心；； qi 画因为不满意或受指责而fl性
（行动）．他一～就走了。

笃堵赌隋主杜 I du - du I 3四｜

E赌钱】 d岛qi6n ~到赌博。

E赌球l d心/lqiu r司以预测球赛结果等进行赌
博。

E赌辛il d心；； shi l现在玉石交易中，交易双方用

还没切开二、无法预知成色好坏的原石做交易。
这种方式风险大，像下赌注」样，所以叫赌

辛io

E赌窝】 d心WO I组赌博窝点．扫荡～。
E赌咒】 d心；； zhou I副对某事做出承诺，并发誓
如果不能做到甘愿遭受报应。

E赌注：l duzhu 圈赌博时所押的财物。

E赌资E duzl ~用米赌博的钱。

睹 … 曲看见：耳闻目～｜有目共～｜
（翻）熟视无～｜～物思人。

飞

du （勿〉〈）

主 du 见 644 页【在主l 0 

杜1 du o 杜梨。＠川圈姓。

杜2 … du 阻塞＇ ~~I～叫
1 ( *lf'1) 
E杜德~l duheng ~到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紫色。
根状茎可入药。也作杜萄。

【杜街】 duheng 同“杜衡”。

【杜鹊】 dujuan 哩。常绿或落叶灌木，叶子椭

因形，花多为红色。供观赏。＠这种植物的

花。｜｜也叫映山红。＠鸟，身体黑灰色，尾巴
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初夏时常昼夜

不停地叫。吃毛虫，是益鸟。多数把卵产在别
的乌巢中。也叫杜字、布谷或子规。

E杜绝E dujue 15画。制Jl:: ；消灭（坏事）：～贪污

和浪费 i～一切漏洞。＠旧时出卖田地房产，

在契约上写明不得回赎叫杜绝。

E杜康l dukang ~相传最早发明酿酒的人，文
学作品中用来指酒。

【杜梨】 duli r直＠落叶乔木，叶子长圆形或菱

形，叶背、叶柄和花序有绒毛，花白色。果实

小，略呈球形，有褐色斑点。可用作嫁接各种

梨树的陆木。＠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棠

梨。

【杜马】 Dum凸［苟原为沙皇｛我同中央和地方咨

议机关的名称。现俄罗斯议会中的下议院也
称“国家杜马”。［俄且yMa]

E杜宁】 duv心画杜鹊（鸟名）。
E杜仲】 duzhong 画落叶乔木，叶子长椭圆形，
花绿白色。用树皮和叶子提取的杜仲胶可做

王三



I 324 I du l 杜肚妒度教锹渡镀蠢

绝缘材料。树皮可入药。
E杜撰E duzhuan 画没有根据地编造；虚构z

这个故事写的是真人真事，不是～的。

肚 du ＜～儿）圈肚子＜du·川
另见 322 页 du 。

E肚带E dudai ~围绕着骤马等的肚子，把鞍子
等紧系在背上的皮带。

E肚量E duliang O 间“度量”。＠圈饭量2 小
伙子～大。

E肚皮E dupi ＜方〉圈腹部g肚子（du• zi ）。

E肚脐E duqi c～儿）圈肚子中间脐带脱落的地

主歪歪三 方。也叫肚脐眼儿。
三三章 E肚脐眼JL) duqiy凸nr 圈肚脐。
二二 E肚子E du• zi 圈。腹①的通称。＠物体困而

凸起像肚子的部分：腿～。

另见322 页 du• zi 0 

妒 ~ du 忌妒z 嫉贤～能。
（提在百）

U户火E duhl』凸［吕指极5强~！！的忌妒心 z ～中烧3

白户忌E duii liibl 忌妒。

度 du o i慢性～量衡。＠表明物质
的有关性质所达到的程度，如硬度、热度、

浓度J显度等。＠画计量单位名称。 a）弧或
角，把圆周分为 360 等份所成的弧叫 1 度弧。
1 度弧所对的圆心角叫 1 度角。 1 度等于 60

分。 b）经度或纬度，如北纬 38 度。 c）电量， 1

度即 1 千瓦小时。 d）眼镜焦度的单位，1 度等

于 0. 01 米＇ 0 。程度z 极～｜知名～｜透明

～l高～的责任感。＠圈限度：劳累过～！以
能熔化为～。＠章程；行为准则z 法～｜制～。
＠圈哲学上指→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

界限。在这个界限内，量的增减不改变事物的

质，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对人对

事宽容的程度 z ～量｜气～。＠人的气质或姿

态z 风～｜态～。＠一定范围内的时间或空
间z 年～｜国～。＠所打算或计较的：英雄把
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外。＠画次2 再～声

明｜一年一～｜这个剧曾两～公演。＠画过
（指时间）：欢～春节 i光阴没有虚～。＠画佛
教道教用语，指使众生从生死烦恼中解脱出
来，到达自在的境界。也指僧尼道士劝人出

家。 4) (Du）圈姓。

另见 337 页 du6"

E度牒E dudie r＝组旧时官府发给和尚、尼姑的证

明身份的文书。

E度假E duiia 画过假日：～村｜去海边～。
E度假.f1】 dujiacun 圈一种供人们旅游度假居
住的场所，多建在风景优美的地方。

E度量E duliang 圈指能宽容人的限度z 他脾

气好，～大，能容人。也作肚量。
E度量衡E duliangheng ['81 计－最长短、容积、轩

重的标准的统称。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容
积，衡是计量轻重。

E度命E duming E富维持生命（多指在困境中）。

E度出E duq心〈书＞ I画。作曲：工于～。＠照

现成的曲调唱。

U支日】 duri ~过日子（多指在困境中）：～如

年（形容日子难熬）。

E度数】 du· shu I萄按度计算的数曰：用电～逐

月增加。

E度汛E duxun 画度过汛期。

教… du ＜书〉败坏
（敦）另见 1555 页 yi 0 

乡土… du 圈金属元素，符号 Db。有
1 （钳）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凸扉 du o 巨型由这→岸到那一岸；通过（江河

ll又等）：横～l远～重洋｜飞～太平洋｜红军强

～大渡河。～过难关。＠画载运过河z ～船｜

请您把我们～过河去。＠渡口（多用于地名）：
茅津～（黄河渡口，在山西）｜深～（新安江渡口，
在安徽）。 0 (Du）函姓。

E渡槽】 ducao 圈跨越山谷、道路、水道的桥梁
式水槽，两端与渠道相接。

E渡船】 duchuan r＝雹载运行人、货物、车辆等横

渡江河、湖泊、海峡的船。
E渡口1 dulφu 圈有船或饺子摆渡的地方。

E渡轮J dulun 亟）载运行人、货物、车辆等横渡
江河、湖泊、海峡的轮船。

E渡头E dut6u r雹渡口。

镀 ι du 画用电解或其他化学方法使
（镀）一种金属帽到别的金属或物体

表面上，形成薄层2 ～金｜～了一层银。

E镀金E du;;jln 画。在器物的表面上镀上一

层薄薄的金子。＠比喻为了取得虚名而到某

种环境去深造或锻炼＝我出国留学可不是为了

。

E镀锡铁E duxlt岭 l组表面镀锡的铁皮，不易生

锈，多用于罐头工业。也叫马口铁。
E镀绊铁l dux/nti岳圈表面镀伴的铁皮，不易

生锈。通称臼铁。

蠢 ctu o 蠢虫①z
c~蛮、 1盔、 1蠢）木～｜书～。＠

蛙蚀z 流水不腐，户枢不～。

E蠢弊E ctubi ＜书〉圈弊病①。
E蠢虫E duch6ng 哩。咬器物的虫子。＠比

喻危害集体利益的坏人z 清除社会～。

E蠢鱼E duvu ~衣鱼。



［：二画面工豆豆二丁］

!:!:!. duan 0 ＜扫〉同“端”。 8 (Dua门）圈

11 IJ 姓。
另见 1718 页 zhuan “专”。

占i.l!1 duan 0 C东西的）头：笔～｜两～｜尖～。

异”可 ＠（事情的）开头：发～｜开～。＠原因；
起因：无～ l f昔～。＠方面g项曰：举其一～｜
变化多～。

占J.1.1.2 duan O 端正：～坐｜品行不～。＠画
耳何可 平举着拿·～饭上菜 l～出两碗茶来。把

问题都～出来讨论讨论。＠［量除撑s剿除z ～
掉匪巢。 0 (Duδ门）圈姓。

E端的】 duandi 0 圆果然；的确（多见于早期

臼话，下同）：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有虎。

＠画究竟z 这人～是谁？＠圈事情的经过3
底细．我一问起，方知～。

E端方E duanfang ＜书〉圈端正g正派z 为人正

直，品行～。
E端架子J duan jia· zi ＜方〉拿架子。
E端节】 Duanjie IBl 0 端午。＠水族的节日。
E端口】 duankou lEI 指计算机用来与外围设备
连接的接口。

E端丽】 duo「iii ~端正秀丽：字体～｜姿容～。

E端量J duan • I iang 画仔细地看；打量：他把
来人仔细～了一番。

E端木J Duanmu 圈姓。
E端倪E duanni ＜书） 0 IBl 事情的眉目；头绪；
边际：略有～｜莫测～｜～渐显。＠画指推测
事物的始末：千变万化，不可～o

E端午】（端五） Duanw心国我国传统节日，农
历五月初五日。相传古代诗人屈原在这夭投
江自杀，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天当作节日，有
吃棕子、赛龙舟等风俗。也叫端阳。

E端线E duanxian I组底线1 ①。

E端详】1 duanxiang IBJ 详情2 听～！说～。

E端详】2 duanxiang ~端庄安详z 容止～｜威
仪～O

E端详】 duan• xiang r现仔细地看z ～了半天，

也没认出是谁。
E端绪E duanxu [81 头绪．几个人商量了半天，
仍然毫无～。

E端砚】 duanyan 圈用广东高要端溪地方出产
的石头制成的砚台，是砚台中的上品。

E端阳】 Duanyang （盘端午。
E端由E duany6u 1：雪原因 z 他把事情的～说了

一遍。

南端短 I duan- d凶「i I 32s I 

E端正J duanzheng O 圃物体不歪斜p物体各

部分保持应有的平衡状态z 五官～！字写得端

端正正。＠［朗正派争正确 z 品行～。＠圃使

端正．～学习态度。
E端庄】 duanzhuang I画端正庄重z 神情～！举

止～。
E端坐E duanzuo 画端正地擎着z ～养神｜～读

书。

" du an （力又与）

kH duiin 0 圈两端之间的距离小咄咄”王三
十二

}'.51.. 相对） 0 ~）指空间＝～刀｜裤子裁～了。 b) 亏＝－

指时问：～期｜夏季昼长夜～。＠圆缺少；欠z

理～｜缺斤～两｜别人都来了，就～他一个人了｜

～你三块钱。＠（～儿）圆缺点：取长补～｜说

长道～i揭～！LI 护～。
E短板l duiinbiin 画原指在箍成木桶的许多块

木板中，影响木桶盛满水的较短的那块木板，
比喻事物的薄弱环节。

E短兵相接E duiinblng-xiangji岳双方用刀剑等

短兵器进行搏斗，比喻面对面地进行针锋相对

的斗争。
E短波E duiinbo 巨型波长 10 100 米（频率

30~3 兆赫）的无线电波。以地波或天波的方

式传播，用于无线电广播和通信等方面。
E短不了】 duiin· buli凸oO 国l 不能缺少z 人～

水。＠圃免不了：我跟他住在一个院子里，每

天出来进去，～要点个头，说句话。
E短长E du凸nchang 圈＠短处和长处z 人各

有～。＠长短②z 他要有个～，全家人怎么承
受得了！＠长短③：不争一时之～O

E短程E duiir、cheng ~属性词。路程短的；距

离小的z ～运输｜～导弹。
E短秤l du凸n;;cheng 画亏秤。

E短池E duiinchi 圈指长 25 米的游泳池，因比

长 50 米的标准游泳池短，所以叫短池。

【短处E duiinchu 圆缺点s 弱点 z 大家各有长

处，各有～，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短促E duiincu ~ （时间）极短 g急促z 生命～｜

声音～｜～的访问。
【短1Tl duiind凸＠画戏曲中武戏表演作战

时，演员穿短衣开打z ～戏｜～武生。＠圈指

短装．一身～。
E短笛E duiindi IBl 管乐器，构造与长笛相同，比
长笛短。

E短工E duangong 圈临时的雇工z 打～！农忙

时要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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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短号E duanhao I量管乐器，和小号的结构相

似而号管较短。
E短见】 du凸njian 圈＠短浅的见解。＠见

1493 页I寻短见l 0 

E短裤E duanku I组裤腿短的裤子（多指裤腿在

膝盖上下的）。

E短款］1 du凸nkuan 阳属性词。款式较短的

（服装） ：～大衣。

E短款】2 dL』凸n;;kuan 画指结账时现金的数额

少于账面的数额。

E短路】 duanlu I到＠电路中电势不同的网点
直接碰接或被阻抗（或电阻）非常小的导体接
通时的情况。发生短路时电流很大，往往损坏
电气设备或引起火灾。＠〈方〉拦路抢劫。

E短跑E duanpao 圈短距离的赛跑。包括男女
100 米、200 米、400 米等。

E短篇E du凸npian 0 圈篇幅短小的作品（多指

小说）：已发表的都是～。＠［勤属性词。篇

幅短小的：～小说。

U豆篇小说E duanpian xi凸oshuo 比较简短的

小说，人物不多，结构紧凑。
E短平快E duan-ping-kuai O 画排球比赛的
一种快攻打法，二传手传出弧度很小的球后，
扣球手迅速跃起拍出高速、平射的球。＠圈
属性词。（企业、工程等）投资少、历时短、收效

快的．～项目｜～产品。

E短评】 duanping 圈简短的评论：时事～。

E短期】 duanql O 圈短时期；短时间：价格在

～内不会上涨。＠翻属性词。时间短的；期

限短的2 ～贷款｜～培训。

E短浅l du凸nq的n E回（对事物的认识和分析）

狭窄而肤浅3 目光～｜见识～｜～之见。

E短欠l duanqian 画欠；欠缺：款项～二十万

JGo 

E短枪】 duanqiang 圈枪简短的火器的统称．
如各种手枪。

E短缺l duanqu岳阎缺乏；不足物资～ 1经费

～！人手～O
U歪日照植物l duanrizhao-zhiwu 需要每天短

于一定时间的光照（一般短于 10 小时）才能开
花的植物。如大豆、玉米等。

E短少E duansh凸o 圆缺少（多指少于定额）：

保存的东西，一件也不～。
U歪视l duanshi 匾。近视。＠眼光短浅：要

纠正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观点。
E短寿l duanshou ~回寿命短。
E短途E duantu It回属性词。路程近的p短距离

的 z ～运输｜～贩运！～汽车。
E短线E duanxian 圈属性词。＠（产品、专业

等）需求是超过供应量的（跟“长线”相对，下

同） ：增加～产品的生产｜扩大～专业的招生名
额。＠较短时间就可产生效益的：～投资。

E短1J'l du凸nxi凸o I颤。短而小：篇幅～。＠
（身躯）矮小．身材～O

E短小精悍l duanxi凸o-jlnghan O 形容人身材

矮小而精明强干。＠形容文章、戏剧l等篇幅
短而有力。

E短信】 du凸nxin 圈。文字简短的信件：写了

封～。＠指短信息。
E短信息】 du凸nxinxl 圈文字简短的信息，特指

用于机通过移动通信网发出，可以显示在对方
子机显示屏上的简短文字、图片等。

E短iJll】 du凸nxun I刻短期培训或训练：～班｜

经过～后就能上岗。

E短讯］ du凸nxun b'5J 0 篇幅简短的通讯报道。
＠台湾地区指短信息。

E短i吾E duanyu I祖词组。

E短暂E du凸nzan I用（时间）短：经过～的休息，

队伍又开拔了｜我跟他只有过～的接触。

E短装l du凸nzhuang r＇名］只穿中装上衣和裤子

而不穿长衣，这样的衣着叫短装：～打扮。

飞

duan （勿〉〈弓）

区凡 duan 0 1111 a）用于长条东西分成的若
·忆儿干部分·两～木头｜一～铁路。 b）表示一

定距离·一～时间 l 一～路。 c）事物的」部分·

一～话｜一～文章。＠圈段位·九～国手。＠

l割工矿企收等的一级行政单位·工～｜机务
～。 0 CDuan)I各l 姓。

E段落】 duanluo 圈（文章、事情）根据内容划分

成的部分：这篇文章～清楚，文字流畅｜我们的
工作到此告一～。

E段位E duanwei f各）围棋、武术、跄拳道等区分

等级的一种方式。如根据围棋棋子技能划分

的等级共分九段，棋艺水平越高，段位越高。
有些网络游戏也以段位来区分玩家水平的高
低。

E段子】 duan· zi 圈。大鼓、相声、评书等曲艺

中可以一次表演完的节目。＠指有某种特殊

意味或内涵的－段话、一段短文等2 黄～（黄色

笑话）。

断… duan O I到（长形的东西）分成
（断）两段或几段：砍～｜割～｜绳子～

了。＠画断绝，隔绝2 ～水｜～电｜～奶｜ι 了
关系｜音讯～了。 Ol型间断g 她每天都来给老

人洗衣、做饭，从没有～过。。画拦截：把对



方的球～了下来。 0i~ 戒除（烟酒） ：～烟｜～
酒。＠且由1] flj断；决定：～语｜诊～ l 独～专行｜
这个案子～得公道。＠〈书＞ [iill』绝对g一定（多

用于否定式）．～无此理｜～不能信。＠
(Ouan) I每姓。

E断案I duan;;an I甜审判l诉讼案件·秉公～。

E断案r du巾’ an 睛！结论①。
E断壁残妇】 duonblcanyuan 见 125 页1残垣

量!Fi壁l 0 

E断编残简】 duonbian canjian 残缺不全的书
本或文章。也说断简残编、断简残篇、残编断
简或残篇断简。

E断层J duanceng O I名l 由于地壳的变动而使
岩层发生断裂，并沿断裂而发生相对11／：移的构
造。 8 ( fl ）［动l 连续性的事业或人员的层次

中断，不相衔接z 人才～o
E断肠E duonchang 圆形容悲伤到极点。
E断炊E duon;; chui I现穷得没米没柴，不能做

饭。
E断代】1 duan;; dai 函。没有后代；断后＇ 0 

＠比喻事业中断旦旦后继无人·加紧培养接班
人，不能让这种绝技～。

E断代r duandai 闻战时代分成段落2 文学史
的～研究。

E断代史E duandaishi 画记述某卢今个朝代或
某一个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如《议书》、《宋
史》等（区别于“通史”）。

E断档E duan;; dang l甜＠指某种商品脱销或
某种物品用完z 顾客需要的日用小百货不能
～。＠指某－方面或某一年龄段的人严重缺

乏z 年画制版人员面临～危机。

E断定】 duondlng 睡下结论：我敢～这事是他
干的｜这场比赛的结果，还难以～。

E断断E duonduan I昌l』绝对（多用于否定式）＝

～使不得！此事～不可。
E断断续续E duanduanxuxu i~ 状态词。时而
中断，时而继续：沿路可以听到～的歌声｜这本
书～写了五年才写成。

E断顿E duan;;dun ＜～儿ll~ 饭食接续不上，吃
了上顿没F顿，多形容生活穷困。

E断根J duan咱岳n （～儿）店主］＠断后＇ ：～绝种。

＠比喻彻底除去：这种顽疾难以～o
E断航E duanhang r动］巾断航行（多指水运） : 
轮船因水枯而～。

E断喝E duanhe 圈急促地大声叫喊：他一声
～，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

E断后J' duan;; hou I司没有子孙延续。
E断后】2 duanhou 圃’平队撤退时，派 4部分人

在后面掩护，叫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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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断'Y-l duanhu ［国）绝对（多用于否定式）．～不

能参加。
E断魂E duanhun ＜书〉［剥灵魂离开肉体，形容
悲伤到极点。

E断简残编l duanj ion canbi归见 327 页i断编

残简t
E断简残篇E duanjian canpian 断编残简。
E断交E duan;; jiao 画）绝交（多指罔家间断绝

外交关系）。

E断井颓垣】 duanjing-tuiyuan 井塌水断，墙壁

拥例，形容破败的景象。

E断句】 duan11 ju ［司古书无标点符号，诵读时三二
根据文义做停顿，或问时在书上按停顿加圈主主
点，叫作断句。这种“句”往往比现在语法所讲三三

的“句’哩。
E断绝E duanjue 画原米有联系的停止联系或

失去联系；原米连贯的不再连贯：～关系 l～来

往｜～交通。
E断粮E duan;; I iang ~割粮食断绝：～绝草（草：

特指喂马的草料）。

E断裂】 duanlie 阐断开；分裂：船身～｜地层

。

E断流J duan;; 1 iu ［到指江河等水流由于在某

一一地段枯竭而中断：久一早不雨，河水～。
E断垄E duan;;long 吕西］条播作物的垄中有些地
段缺苗。

E断路E duanlu 匾。电路断开，电流不能通

过。＠〈方〉拦路抢劫z ～劫财。

E断码E duanm凸（～儿）［割商品的大小号码不

齐全：～鞋降价出售。

E断面】 duanmian I名l 剖面。

E断奶】 duan;;n凸 i ［到婴儿或幼小的哺乳动物

不继续吃母乳，改吃别的食物。
E断片JL) duan;; pianr ＜口〉［动］比喻思维等暂
时中断，接续不上．大脑突然～，一时愣在那儿
了。也作断篇儿。

E断篇JL) duan;; pianr 同“断片儿”。

E断片】 duanpian 画片段．这些回忆是他这一

时期的生活～。
E断七】 duan;;ql l到旧俗，人死后每七天叫一
个“七”，满七个“七”即四十九天时叫“断七”，常
请和尚道士来念经超度亡魂。

E断气l duan;;qi 画停止呼吸；死亡。

E断然E duonran O ［用坚决，果断：～拒绝｜采
取～措施。＠圈出Ir子 2 ～不可｜思路不通，～
写不出好文章来。

E断rl:il duan;; shi f副（商品）因畅销或货源不
足f(I]供不应求，市场上供应中断。

E断送E duansong 圆］丧失；毁灭（生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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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了性命。
E断头台l duant6ut6 i I萄执行斩刑的台，台上

竖立木架，装着可以升降的锁l刀， 18 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用过。现多用于比喻。

E断弦］ duan;; xian rnlj] 指死了妻子（占时以琴

瑟比喻夫妇）：～再续。
E断线风筝］ duanxian f岳ng • zheng t:t 喻一去

不返或不知去向的人或东西。

E断想］ duanxi凸ng ［雪片段的感想：学诗～｜忽

生～O
E断崖式】 duany6shi I黝属性词。（价格、数量

三三三 等）下降呈直线的·利润～下滑。
三三三 E断言E duanyan O ~面］十分肯定地说2 可以
＝二士 ～，这种办法行不通。 8~ 断语2 现在还不能

下这样的～o

E断语】 duany心圈断定的话；结论·妄下～。

E断狱E duanyu ＜书〉圈审理案件·～如神｜老
吏～（七七喻办事熟练）。

E断垣残壁］ duanyuan canbi 见 125 页［残垣

断壁J , 
E断章取义】 duanzhang-q心yi 不顾全篇文章或
谈话的内容，而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孤立地取其

中一段或一句的意思。
E断种］ duan;;zhong 巨型断r后1~ ；§色种。
E断子绝孙E duanzT-juesun 绝了后代（常用作
咒骂的话）。

坡 duan ＜方〉酬面积较大的平坦的地区
（多用于地名）．中～（在福建）｜大～（在江

西）｜他们在～上种稻子。

缎－ duan 缎子：绸～｜卜素～（没
（缎）有花纹的缎子）。

E缎子E duan· zi 圈质地较厚、一面平滑有光

彩的丝织品，是我国的特产之一。

瑕 duan ＜书〉艇的石头

锻 duan 叫树，落叶乔木，花黄色或自
色，果实球形或卵圆形。木材用途很广。

树皮中纤维很多，可用来制绳索、麻袋等。

,J.m, duan O 阐］放在火里烧（中药制法）．～
月：：：＞＜二石膏。＠同“锻”。
E燃烧］ duanshao ［：副把物料加热到低于熔点
的一定温度，使其除去所含结晶水、二氧化碳
或二氧化硫等挥发性物质。如加热石灰石，除
去二氧化碳而成生石灰。

委 duan ＜书〉柄。

锻 川圈锻造， ~tA I ～工｜～接
（锻）

E锻锤E duanchui 圈金属压力加工用的机器，

由动力带动锤头锤打而l产生压力。常见的有

空气锤、蒸汽锤等。
E锻工】 duangong i百＠把金属材料加热到一

定温度，锻造工件或毛坯的工作。＠做这种
工作的技术工人。

E锻件］ duanjian r氨经锻造制成的毛坯或工

件。

E锻炼】 duanlian 匾。指锻造或冶炼。＠通

过体育运动使身体强壮z 体育～｜～身体，保卫

祖国。＠通过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和工作实
践，使觉恬、工作能力等提高。

E锻铁】 duant1岳~熟铁。

E锻压E duanya l动］锻造和冲压的合称。
E锻造E duanzao 画用锤击、加压等方法，使在
可塑状态下的金属材料成为具有一定形状和
尺寸的工件，并提高它的机械性能。

合7告t h』 duan ~插在河水里的竹栅栏，
即re筒）用来阻挡鱼、虾、螃蟹，以便捕捉：
鱼～。

L ~~ .. ~.地~-2.一一_J

堆 duT 0 圃堆积2 粮食～满仓，果子～成
山。＠画用手或工具把东西堆积起来＝

场上的人在～麦秸｜把书～在桌子上。＠（～儿）
南l 堆积成的东西：柴火～｜土～。＠小山（多

用于地名）：澈 i预～（长江瞿塘峡口的巨石，

1958 年整治航道时已炸平J I 双～集（在安

徽）。＠直用于成堆的物或成群的人：一～

黄土｜一～人。
E堆叠E duTdie 圃→层一层地堆起来z 案上～
着大批新书。

E堆房E duT• fong 圈贮藏杂物或货物的房间。

E堆放】 duTfang 画成堆地放置：不要在人行

道上～建筑材料。
E堆肥】 dulfei ~把杂草、济叶、秸杆、骨屑、泥
士、主要尿等堆积起来发酵腐熟后制成的肥料。

肥力持久，多用作基肥。
E堆积】 duTjT 巨型］（事物）成堆地聚集 z 货物～如

山 1工地上～着大批木材和水泥。
E堆集］ duTji ［司成堆地聚在一起；堆积z 案头

～着画轴O

E堆砌E duTql 巨型＠垒积砖石并用泥灰薪合＝
～假山。＠比喻写文章时使用大量华丽而元
用的词语：～辞藻C

E堆笑E duT;;xiao 画面部堆满笑容：满脸～。

E堆找E duTzhan l直供临时寄存货物的地方。

I、自 duT 古时的一种蒸饼，一般认为

L提（销）是今天的馒头或包子。



飞

dui （为义飞）

队… dul 0 阁制站～ l请排好～
（陈）上车。＠［割具有某种性质的集

体2 球～｜舰～｜消防～｜游击～。＠［旬在我国
特指中国少年先锋队：～礼｜～旗｜入～。。
IIIJ 用于成队的人或动物等．一～人马｜一～骆

驼｜一～战机。
〈古〉又同“坠”zhul o 

E队丰Ll dulll 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行的礼，
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 L表示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

E队列l dullie 圈队伍的行列：～训练！～整齐。
E队日】 dulri 函中国少年先锋队举行集体活
动的日子：过～。

E队伍E du)•WU L~ 0 军队．从～上转业回来。
＠有共同职责或特点的集体：干部～｜知识分
子～。＠有组织的群众行列：游行～｜排好～
向前行进。

E队形l dulxing IEl 队伍按定要求排成的行
列形式·～整齐。大雁在高空排成人字～。

E队医E dulyi !Bl 体育运动队或考察队等的专
职医生。

E队友l dulyou I望同一体育运动队、考察队等
队员之间的互称。

E队员E dulyu6n 圈＠团队的成员。＠在我

国特指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对… du) 0 阴答～答｜无言以～o
k到） 0 Iii/JI x.Jf~ ；对付～事不～人！～
症下药｜刀～刀．枪～枪。＠［动。朝着；向着（常
跟“着”）：～着镜子理理头发｜枪口～着敌人。
＠二者相对；彼此相I句：～调 1 ～流｜～立｜～
抗。＠对面的；敌对的·～岸｜～方｜～手 i作
～。＠［量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对子！
把门～上｜～个火儿。＠！到投合；适合：～
劲儿｜～心思｜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脾
气。＠（副把两个东西放在·起互相比较，看

是否符合；对证：～质｜校～｜～表 1～笔迹 l～
号码。＠划调整使合于一定标准：～好照相

机的焦距 1 拿胡琴来～～弦。 d!> lffil 相合； iE
确，正常：你的话很～｜～，就这么办 i数目不～，
还差得多｜神气不～。＠｜动l 掺和l（多指液体）·
茶壶里～点儿开水｜朱砂里～上一点儿藤黄。＠
平均分成两份·～半儿 l ～开纸。＠（～儿） I到

对子z 喜～｜五言～儿。＠（～.IL) I量 xY. ： 一～

鹦鹉 l 一～儿椅子 l 一～模范夫妻。＠［到用法
基本上跟“对于7目 fri] ：～他表示谢意！决不～

队对 l du1 I 3四｜
困难屈服｜你的话～我有启发 i大家～他这件事

很不满意。［孟莲’“对”和“对于”的用法差不多，
{fl:Jl主“对”所保留的功词性较强，因此有些用

“对”的句子不能改用“对于”，如 t：面头两个例
子。 ail CDui) 画姓。

(X>t岸E dui ’ an IBl 一定水域瓦相对着的两岸互

称对岸：武昌的～是汉口和汉阳。
[x>t臼】 dulb6i 圈戏剧、电影中角色之间的对

话。
[/,•j半E duiban C～儿）画各 rLi →半：～分！～利

（与成本相等的利润）。

[x体E duib岳n 画利润或利息跟本钱相等。 二三

[x•t比】 duibl O ［司（两种事物）相对比较．古主主
今～｜新旧～。 OIEI 比例＝双方人数ι是对

四。

E对比度E duibldu r萄指图像各部分之间的明

暗对比程度。

E对比色】 duiblse l割色相性质相反，光度明暗
差别大的颜色。如红与绿、黄与紫、橙与青

等。
E对标E dui;; biao 画对照标杆；向标杆看齐z

～找差距｜～国际先进水平。

E对不起】 dui • buql I动］对人有愧，常用为表示

抱歉的客套话＝～
E对不f：主E dui· buzhu 圃对不起。

E对簿公堂E duibu gangt6ng 在官府公堂上

受审问，后来指在法庭上对质或上法庭打官

司。

ext策l duice 0 ！动］古代应考的人回答皇帝所
问关于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画对付

的策略或办法．商量～。
Cx•f策论l duicelun ［吕见 1 () 1 页i博弈论］ o

[X才茬儿l dui;; char ＜方〉［量吻合，相符：他们
两人说的话根本对不上茬儿。

[x;f P目E duichang ［；现两人或两组歌唱者的对
答式演唱。

Cx>t称E duichen 啤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
线或平面I白］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

一对应关系。如人体、船、飞机的左右两边，在
外观上都是对称的。

Cx.J冲l duichong I到两相抵消．两公司的债务

已经～结清o
Cx·fi咀 dui;;ci (~JL ）［到演员在排练中互相对
台词：她俩正在～走场子。

E对答】 duid6 I动i 回答（问话）：～如流｜问他的
话他～不上来。

E对答如流】 duid6-ruliu 回答问话像流水一样

流畅，形容反应快，u才好。

ex忖Tl duid凸画双方互相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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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待E duidai 圈＠以某种态度或行为加之

于人或事物2 ～朋友要真诚｜要正确～批评。
＠处于相对的情况：高山与平地～，不见高

山，哪见平地？｜工作和休息是互相～的，保证
充分的休息，正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E对得起E dui • deql ［现对人元愧；不辜负 z 只

有学好功课，才～老师。也说对得住。
E对得住l dui•dezhu I量对得起。

E对等E du id岳ng I翻（等级、地位等）相等z 双方
应派～人员进行会谈。

E对调】 duidiao I司互相调换z ～工作｜把你们

三三三 两个的座位～一下。
三辈辈［x寸方E duifang 圈跟行为的主体处于相对地
二一 位的一方．老王结婚了，～是幼儿园的保育员 l

打球要善于抓住～的弱点来进攻。

E对付】 dui • fu 0 [lj!JJ 应付①z 认了一些字，看

信也能～了｜这匹烈马很难～。＠自费1 将就2 旧
衣服扔了可惜，～着穿｜这支笔虽然不太好，～
～也能用。＠〈方〉团团感情相投合（多用于否

定式）：小两口儿最近好像有些不～。
E对歌】 duig岳［盈双方～问一答地唱歌。是一
种民间的歌唱形式，多流行于我国某些少数民

族地区。

[x才工E duigong ~回＠指演员适合表演某个行
当（多指戏曲表演）：他演这个角色很～。＠

（～JL）＜方〉合适；恰当＝你的病吃这个药～。
[X>j"光】 dui;;guang l司＠照相时，调整焦点距

离、光圈大小和曝光时间。＠使用显微镜、望
远镜等光学仪器时，调节光线。

E对过JL) duiguor 画在街道、空地、河流等的
一边称另一边z 我家～就是邮局｜剧院的斜～

有家书店。
E对号l' dui;;hao （～儿）！到＠查对相合的号

数：～入座。＠与有关事物、情况对照，相互
符合2 理论要与现实～！他说的与实际对不上号。

E对号J' duihao c～儿）回表爪正确的符号，用

于批改学生作业或试卷。如

z对号人座E dl』ihao n；』zuo 比喻把有关的人或

事物跟自己对比联系起来，也比喻把某人所做
的事跟规章制度相比，联系起来。

E对话E duihua 圃＠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谈

话（多指小说或戏剧里的人物之间的）：他现

在可以用英语～了｜～要符合人物的性格。＠

两方或几方之间接触、商量或谈判：两国开始
就边界问题进行～｜领导和群众经常～可以加

深彼此的了解。

E对换J du ihuan /2jlj] 相互交换手对调：～座位｜

我跟你～一下，你用我这支笔。
E对火】 dui;;huo c～儿）阉吸烟时借用别人点

燃的烟来点燃自己的烟。
E对家】 duijia 圈＠四人玩牌时坐在自己对面

的一方。＠指说亲时的对方2 本家叔父给他

提亲，说～能力强，人品也好。

E对讲机E duijiangjl 圈可以在一定距离内互

相交谈的通信设备，分为有线电对讲机和无
线电对讲机两种，常用于近距离的联络、指
挥等。

E对奖E dui;;ji凸ng Ill国查对是否中奖。

[x•t焦】 duijiao 画摄影BJ调整焦距，使影像清

晰z 这类相机能自动～，使用非常简便。

[X1接E duiji岳 l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飞行中

的航天器（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等）靠拢后接合
成为→体。＠泛指互相衔接，互相联系起来：

企业与市场～。
[x•t襟】 duijln C～儿）［割中装上衣的二种式样，

两襟相对，纽扣在胸前正巾。

[x>f劲】 duijin （～儿）圈。称心合意；合适z 这

支笔太秃，写起字来不～。＠合得来g相投z
他们俩一向很～。＠正常：最近他的神情有
点儿不～。

[x才局】 duiju 巨型j 下棋。也指球类比赛。

[x1举】 duiju ~主l 指用对偶的方式遣词造句或

在同一场合相对而说，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
来江水绿如蓝”，其中的字词两两相对而出；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往往在上下句中相
对丽’说。

E对决】 duijue 画彼此进行决定最后胜负的比

赛或竞争 z 两支劲旅将在今晚～。

CX•t开l' duikai Ill国（车船等）由两个地点相向
开行。

E对开T duikai O I形）属性词。印刷上指相当

于整张纸的二分之一的（纸）。＠圈对半分
配，即双方各占一半。

[:X>j抗】 duikang I到＠对立起来相持不下z 阶
级～｜不能对同志的批评抱～情绪。＠抵抗：

武装～。
E对抗赛J duikangsai I苞两个或几个技术水平

相近的单位之间组织的单项体育比赛。
E对抗性矛盾】 duikangxing maodun 必须采

取外部冲突形式才能解决的矛盾。

E对空台J duikongtai !El 地面指挥部门对空中

飞机进行指挥引导的电台。
E对口】 duikou IMJ 0 属性词。曲艺、歌唱等的
一种表演方式，两个人交替着说或唱的z ～快
板儿｜～相声（～山歌。＠（～儿）互相联系的两
方在工作内容和性质上相一致z 工作～！专业

～l～协作。＠（眯道）合口 2 这几个菜都不～。
E对口词E duikouci l组曲艺的一种，由两个人



对口朗诵唱词，结合动作表演， 般不用乐器

伴奏。
[x•t口症E duikouju 圈脑痕。

[xt了】 dui ·le 画。表示M意：～，就这么办。
＠表示突然想起某事2 ～，还有件事得跟你

说｜～，别忘了吃药。
[x.J垒】 duilei 盘指两军和i持，也用于下棋、赛

球等两军～｜中国队将子明天与日本队～。

[x•J·擂】 duilei l司比喻旦相对抗，互相竞争。

E对立E duili I到＠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巾的

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亘排斥、相互矛盾、相互斗
争．～面！～物 l ～的统一！不能把工作和学习
～起来看。 8 fj~相抵制！；敌对：～情绪。

E对立面l duilimian l名l 处于矛盾统号体中的

相互依存、相瓦斗争的两个方面。
E对立统一规律】 duili tongyl gullu 唯物辩证
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山 切事物都是对立

的统一，都包含着王子店。矛盾的对立面又统

一，义斗争，并在一定条件 FE相转化，推动着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对恒的统一是有条件的、
暂时的、过渡的，因l而是相对的，对JL的斗争则
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E对联】 duili6n C～儿）圃’叮在纸卜、布上或刻

在竹子上、木头七、柱子上的对偶语句。

[x•t脸］ duil的n （～儿）＠国对过JL ：斜～儿是

家小吃店。＠［副囱对西i：他和老张～儿坐着。
[x才流】 duiliu 动｜热对流的简称。

E对流层】 duiliuceng 阁大气罔中的层，接
近地面，厚度约 H 17 千米，随季节和l纬度而
变化。层内气温随高度的增｝JD rfri f降，经常有
对流现象发生，雨、雪、苞等夭气现象发生在这

一层。

E对路I duilu I财＠合于可要；合于要求·～
产品｜这种货运到山区可不～。＠合适．他觉
得干这个工作挺～。＠合得来：他俩的脾气

禀性都挺～。
E对门】 duimen c～儿）＠［司大门相对：我们家

和他们家～。＠［雹大门相对的房子：别看他
俩位～，平常可很少见面｜我们家～新搬来一家

广东人。

E对而】 duimian O c ～儿＞ 1'8! xt过儿：他家就在
我家～。＠圈正前方：～来了 个人。＠

（～儿） liii!i 面对面：这事儿得他们本人～儿谈。
E对牛弹琴】 duiniu-t6nqin 比喻对不懂迫翔的

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现在也用来讥
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

E对偶】 dui ’ OU 「地修辞方式，用对称的’f:lpj}JD

强语言的效果，如“ F笔千言，离题｝J 吧”、“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参看.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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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才偶婚E dui ，凸uhun 圈原始社会后期群婚(uj

单偶婚过渡的一种婚姻形态。不l司氏族的

对男女结为配偶，一般为男子夜晚在女家留

宿，清晨［呵臼己村庄劳动。没有共｜叶的经济生
活。结合不稳园，子女归母亲。

E对生】 duisheng 国叶序的伞种，茎的每个节

上长两个肘子，彼此相对，如械树、丁香等的时

子。

E对于l duish6u 圈＠竞赛的对方：我们的～

是支素负盛名的球队。＠牛、

土A FE!'J竟赛的对方：棋逢～｜讲拳术，他不是你

的～。王
[x•tTx戈E duish6uxi I旬戏剧或影视剧中两个

主委演员相互配合表演的情节、内容·这两位
影星在多部影片中演过～。

[x才数】 duishu 圈如果旷＝ b （ α〉（）， α手 1 ) ' 

走就叫作以“为底的 b 的对数，记作 logab 二

走。其巾“叫作底数，简称底约叫作真数。
E对台戏】 duit6ixi l割＠两个戏班为了互相竞

争，｜口］时演出的同样的戏。＠见 1 50 页【唱对

台戏JI o 

Cx•t头E duit6u 晴＠正确；合适：方法～，效率

就高。＠正常（多用于＂＇~定式）：他的脸色不
～，恐怕是病了。＠合得来（多用于否定式）：

两个人脾气不～，处不好。

E对"kl dui· tou ~ 0 仇敌；敌对的方而＝死
～｜冤家～。＠对手。

E对外贸易】 duiwai maoyi 本国（或本地区）跟

外国（旦旦外地［：：｛）J1t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
[x•t1床JL] dui ;; weir ［~］ 0 合 H味：这道菜很

～。＠比喻适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多用于否
定式）；我觉得他的话不大～。

E对虾E duixia l割节肢动物，身体长 15 20 

厘米，甲壳薄而透明。第二对触角I二的须很
长。是我国的特产之－，主要产在黄海和渤海
湾中。过去市场上常成对出售，所以叫对虾。

也叫明虾。

[x·t象】 duixiang 1'81 0 行动或思考时作为曰
标的人或事物·革命的～｜研究～。＠特指恋
爱的对方：找～ 11也有～了。

[xtr肖l duixiao 自由］互相抵消 z 力量～｜功过～o

[xt心思】 dui xln • si O 指彼此，心思、想法相

同：她跟姐姐特别～。＠合、F心意；可心．这
身衣服正对她的心思。

[xtH民］ 1 dui;;y凸n <u> I形l 合于一自己的眼光；满

意．几块花布看着都不～。

E对H良r duiyan ＜～儿）〈口） l名iO 患内斜视的

眼睛。＠指店、内斜视的人。



I 332 I dui dOn I 对兑投忍敦雄铐憨徽吨

E对译】 duiyi 圃两种语言互相翻译，也包括方
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

语之间E相翻译：英汉～｜文白～。
E对弈E duiyi ＜书〉画下棋。
E对应】 duiying 0 画一个系统中某一项在性

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跟另一系统中某一项
相当。＠［归属性词。针对某一情况的；与某

一情况相应的z ～措施 l～行动。
E对于】 duiyu Im 引进对象或事物的关系者’：
～公共财产，无论大小，我们都应该爱惜｜大家
～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三 E对仗l duizhang l到（律诗、耕文等）按照字音
雪E主 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
王三［x才照】 duizhao 南＠互相对比参照：俄汉

～｜把译文～原文加以修改。＠（人或事物）相
比；对t~ ： 你拿这个标准～一下自己，看看差距
有多大2

E对折E duizhe 画一半的折扣：打～｜～处理。
[Xt着干E dui· zhegan 画。采取与对方作对

的行动来反对或搞垮对方。＠跟对方做同样

的工作，比着干。

E对阵】 duizhen 画双方’摆开交战的阵势，比喻

在竞赛、竞争中交锋：两军～｜两国排球队五次
～，主队三胜二负。

ext证】 duizheng 画为了证明是否真实而加

以核对2 ～笔迹｜和事实～一下，看看是不是有

不符合的地方。

[x才症E dui;; zheng 圈针对具体病情：～下药。
E对症下药】 duizheng-xiayao 比喻针对具体
情况决定解决问题的办法。

E对质】 duizhi Ill国诉讼关系人在法庭上面对面

互相语问、辩驳，泛指和问题有关联的各方当
面对证，以澄清事实：他如果不承认，我可以跟

他～。
E对峙E duizhi 画相对而立：两山～0两军～
（相持不下）。

E对酌E duizhu6 （扫〉圃相对饮酒：假日与老

友～。
E对子E dui • zi 圈＠对偶的词句2 对～。＠

对联：写～。＠成对的或相对的人或物：结
成互帮互学的～。

兑1 dui 圈＠用旧时首饰器皿向银
楼换取新的。＠凭票据支付或领取现

款z ～付｜汇～。＠掺和（多指液体）：茶水太

浓，再～点儿开水。

兑2 dui 圈＠八卦之一，娜是三，代表沼
泽。参看 16 页【八圭｜斗。 8 CDui）姓o

E兑付l duifu ~凭票据支付现款。
E兑换E duihuan 圈用证券换取现金或用一种

货币换取另一种货币 2 ～现金｜用美元～人民

币。
E兑奖】 dui;;j1凸ng ［副凭中奖的彩票或奖券兑

换奖金或奖品。
E兑现E duixian 圈＠凭票据向银行换取现

款，泛指结算时支付现款：这张支票不能～ l

年终～时，共收入近三万元。＠比喻实现诺
言：答应孩子的事，一定要～。

今JL dui ＠古代兵器，即交（shO), 8 C Dul) 

1」x.. r组贵生。

？汁巾 t dui 〈书〉怨恨：怨～。
但、（恕）

敦（散） ~i 
代盛茶破的器

具。
另见 333

Pi d 〔j门。

稚 ω 白
米用具，用

柱子架起一根
木杠，杠的→端
装一块圆形的
石头，用脚连续 敦
踏另一端，石头
就连续起落，去掉下面石臼中的糙米的皮。简

单的稚只是一个石臼，用样捣米。

镑 ui ＜书〉矛载柄末的平底金属
（算）套。
另见 210 页 chun,

重甜 dui 〈书〉＠怨恨。＠坏；恶：大～o

JU.、

徽叫“停”
（敏）另见 333 页 dOn,

［二三句：（＿~~c;_1：＝；二］

吨← dun l!!I 0 质量或重量单位，符
（瞰）号 t 0 1 吨等于1 （）川千克。＠英

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英因为英吨，美国为

美吨。＠登记吨的简称。＠船舶运输时按货
物的体积计算运费用的单位，根据不同的货物
定出体积换算成吨数的不同标准。 C英 ton]

E吨公里】 dOngonglT lml 货物运输的计量单位，

1 吨货物运输 1 公里为 1 吨公里。

E吨海里E dOnh凸 i IT 画货物海运的汁量单位，1
吨货物运输 1 海里为 1 盹海里。

E吨位E dOnwei ［型。车、船等规定的最大载
重量。船舶的吨位为满载排水量减去空船排



悖敦墩擞嗷嗷墩擞蹲不盹运囤沌炖盹 I dun - dun I 333 I 
水量。＠计算船舶载重量时按船的容积计｜ 戏i虐意）：催肥～。
算，以登记吨为－个吨位。 I ［蹲点】 dOn;;di创（～儿）蝴到某个基层单位，

障 , dun ＜书〉敦厚膺 | 参加实际啡，进行调查研究 2 下乡～｜他在西
’子（嘀） | 村蹲过点，才那里情况很熟悉。
敦 dun O 诚恳： ~Jll~ll'}I I ［叩伽tu 圈。低低地蹲在上身前倾2
（俯首）～请。＠督促：～促0 8 I 他～在草丛里窥视周围的动静。＠蹲守。

coon) ［组姓。
另见 332 页 du）。

E敦促l du门cu ［动l 催促：～尽快解决。
E敦厚】 do门hou 1!121 忠厚：温柔～｜质朴～｜性

情～。
E敦院】 do「imu < ts> ：动］使亲善和i陈：：～邦交。
E敦聘】 du「ipln ［司诚恳地聘请：～您为我研究
院特约研究员。

E敦请】 dunqing ［司诚恳地邀请：～先生与会
共商大事。

E敦实l do门· shi 回粗短而结实：这人长得很
～｜这个坛子真～。
墩 ι dun O 土堆：土～｜挖塘取水，

（头塾）垒土为～。＠（～儿）圈墩子①
树～ I fl ~ !Lo @) （～儿）［名｜墩子②：锦～｜坐
～儿。。 l动l 用拖把擦（地）．把地扫干净了再
～。＠［重用于从生的或几棵合在起的植

物2 一～荆条！这块地栽稻秧三万～。
E墩布E dun bu F每拖把。
E墩子E do门· zi ：萄＠矮rm粗大的整块石头、木

头：菜～（切菜用具）｜坐在石～上。＠矮的圆

柱形的坐具：这个～是用蒲草编的。
撤 dun 忧〉［剥揪住；即zhuai), 3'L?L～住

他的手｜一伸手把他～住。
百告也白、， dun 〈方〉［割去掠雄性家畜家禽
习技（瞰）的生殖器：～牛｜～鸡。
敬 dun 厚而粗大的整块石头：石～

墩… dun O 阳锤击、加压等方法，
（傲）使坯料变短、横断面积增大冷

～｜热～。＠同“嗷”
另见 332 页 du) 。

瞰 ιdun 呵重重地往下放：箱
c ：擎）子里有仪器，不要往地上～。

蹲 dun 圈＠两腿尽量弯曲，像坐的样子，
但臀部不着地2 两人在地头～着谈话｜两

腿都～麻了。＠指待Cdai ）着或闲居：他整天
～在家里不出门。
另见 226 页 cuno

E蹲班E dun;;ban O司留级2 全班学生没有一个
～的 1他去年蹲了一班，没有毕业。

E蹲朦E dun;;biao c～儿）［量多吃好的食物而少

活动，以致肥胖（多指牲畜，用于人时含贬义或

E蹲坑E dunkeng （～儿）〈口〉＠自由］蹲守。＠
E司指排1世粪便。＠圈指蹲着排便的便坑。

E蹲茵】 d0nmi6o Ll现在一定时期内控制施肥

和灌水，进行中耕和l镇压，使幼苗根部下扎，生
长健壮，防止茎叶徒长。

E蹲守】 dOnshou E主］隐蔽在某处守候，多指公王三
安人员隐蔽在暗处等待犯罪嫌疑人等出现以雪主
便抓捕．连夜～，抓获贩毒团伙。

" dun （勿·xr, > 

不 dun 见下

E不子l d心n• zi ＜方〉国＠墩子①。＠特指砖
状的瓷士块，是制造瓷器的原料。

盹 dun 卜叫短时间的睡酌看书看累
-0 了，趴在桌子上打个～儿。

建尹 d巾。且中lt：～批｜～买～
（霆）卖。＠［甜整ttt买进（准备出卖）：

～货｜现～现卖。
[J[船E dunchuan 圈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

船，固定在岸边

客，装卸货物ο

E王Q,Jtt】 dunpl O l司整批地买进或卖出：～大

米。＠国整批（多用于买卖货物）：～买进｜～
出卖。

、

dun （勿x.r,)

囤 dun 圈。用竹箴、荆条、稻草编成的或
用席？自等围成的感粮食的器具：粮食～｜

大～满，小～流。 8 coun）姓。

另见 1334 页 tun 。

..,);t:- dun 见 589 页［ 11昆沌JI o 
1"U 另见 1722 页 Zhuano

屯 山 dun 画＠烹调方法，加水烧开
（号：墩）后用文火久煮使烂熟（多用于肉

类）：清～排骨。＠把东西盛在碗里，再把碗
放在水里加热z ～酒｜～药。

盹 dun r司播种后，用石随子把松士压实2
这块地已经～过一遍。



I 334 I dun - du。｜盹钝盾顿遁据多

E石屯子l dun· zi 国播种覆土以后用来镇压的
石破子。

钝 U dun O 圃不锋利GI-
（钝）相对）：刀～了，要磨一磨ο成败利

～。＠笨拙；不灵活：迟～｜鲁～。 o counl 
［组姓。

E钝角E dunjiao ~大于直角（ 90。）而小于平
角（ 180。）的角。

E钝器E dunqi 圈没有尖或j］的器物，如棍棒、

锤子等，多指用于行凶的。

一盾1 ~~ 0 盾牌。＠凹的东西：金～｜银
三三E F,£-2 dun ［组＠荷兰的旧本位货币。＠越
三三~ I日 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本位货币。

E盾构】 dungou 画一种隧道施工机械，金属外

壳呈圆筒形。在地下推进时，机械上特制的刀

具旋转切削土体，螺旋输送机把土送到传送带
上，挖空的部分很快形成新的隧道结构。

U首牌E dunpai ~o 古代用来防护身体、遮挡

刀箭的武器。＠借指推托的借口。

盾牌

士~1 ·~ dun ＠画稍停2 他～了一下，
切足（颐）又接着往下说。＠闻书法上指
用力使笔着纸而暂不移动：一横的两头都要

～一～。＠（头） PfJ地；（脚）跺地z ～首 l～足。
＠处理；安置：整～｜安～。＠圆立刻；忽然：
～然｜～悟｜～生邪念。＠堕j 用于吃饭、斥责、
劝说、打骂等行为的次数z 天三～饭｜被他说

了一～。 o counl~ 姓。
士~2 ，一 dun 疲乏：因～｜劳～。
嗖人（顿）另见322 页 duo
E顿挫】 duncuo i动］（语i周、音律等）停顿转折z

抑扬～。
E顿号E dunhao 圈标点符号（寸，表示句子内

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主要用在并列的词
或并列的较短的词组中间。

E顿开茅塞】 dunka i-m6ose 见冉冉2 页 1茅塞顿

开l 0 

(ij!Jj然E dunr6n 圈忽然；突然：～醒悟｜登上顶

峰，～觉得周围山头矮了一截。

E顿时l dunshi 圆立刻（多用于叙述过去的事

情）：喜讯传来，人们～欢呼起来。

E顿首】 dunshou ＜书〉圈。磕头2 ～而拜。＠

敬辞，用于书信结尾署名之后。
E顿悟】 dunwu 圈佛教指顿然破除妄念，觉悟

真理。也指忽然领悟。
E顿足f垂舶ul dunzu-chuixiang 见到l7 页1捶胸

顿足1。
平 F.{二 dun ＠逃走：～走｜逃～｜远～。
卫旦（ *j庭）＠隐藏；消失z ～近｜～形｜隐～。
E遁词E dunci ［组因为理屈词穷而故意避开.1E

题的话。也作遁辞。
C屋辞E dunci 同“遁词”。
E遁迹E dunji ＜书〉［到逃避人世；隐居·～潜形！
～空门（出家为僧尼）。

C屋世l dunshi ＜书〉圃避开现实社会而隐居；
避t扎～绝俗。

循 dun ＜书〉阳”
另见 1230 页 shun 。

画？＞＿i为九［） 一 ] 

多 duo O 脑数量大（跟少、寡”相对） : ~ 
年｜～种～样！～才～艺｜～快好省。＠画

超出原有或应有的数目；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

加！（跟“少”相对）：这句话～了一个字｜你的钱
给～了，还你吧。＠过分的；不必要的：～心

～嘴｜～疑。＠画（用在数词或数量词后）表

示有零头：五十～岁 1 两丈～高｜三年～。＠［回

表示相差的程度大．他比我强～了｜这样摆好
看得～。＠圆疑问代词。 a）用在疑问句里，

问程度或数量：他～大年纪？｜员工们的文化

水平有～高？亟叠，大都用于积极性的形容
词，如“大、高、长、远、粗、宽、厚”等等。 b）指某

种程度z 无论山有～高，路有～陡，他总是走在

前面｜有～大劲使～大劲｜走不～远就到了 i这

件行李没～重。 01雷U] 大多；大都z 队里的骨干

～是 80 后年轻人。＠［副用在感叹乍j里，表

示程度很高·你看他老人家～有精神！ I这问
题～难回答呀！ 0 (Ou己）~姓。

E多半E duaban ＜～儿）＠圃超过半数；大半：
同学～到操场上去了，只有少数还在教室里。＠
liiiiJ］大概z 他这会儿还不来，～不来了。 II 也说

多一半。

E多胞胎l duabaota i !Bl fiiJ一胎内三个或三个
以上胎儿巾］－胎出生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

人。
E多宝桶】 duabaoge I量分成许多格子的架子，



用米放毒古玩、工艺品等。也叫多骂：架。
E多宝架l duobiiojia ［司多宇：恼。
E多边l duobian [w.;J 属性词。由 1个或吏多方

面参加的．特指由二三个旦旦更多国家参加的：～

会谈｜～条约｜～贸易。
E多边贸易】 duobian maoyi 王个或三个以 t

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议进行的尚品和劳务交

换。

E多边形】 duobianxing l割同一平面上的三条
或三条以 l的直线所罔成的图形υ

E多才多艺】 du6c6i-du6yi 具有多方面的才

能、技艺。
E多层住宅】 duoceng zhuzh6i 指地面七层数
为4 6 层的住宅建筑，→般不设电梯。

E多愁善感】 du6ch6u-shangiin 形容人感情脆

弱，容易发愁或感伤。
E多此一举l duociylj心做不必要的、多余的事

情：何必～O
E多动症E duodongzheng I名l 注意缺陷障碍的

通称，是一种儿奄轻微脑功能失调的疾病，表
现为注意力不能集＂＇＇异常好动，自我控制能
力差.｛8没有明显的智力障碍。 jlj青春期症状

A般可自行缓解。

E多端】 duoduan I贼多种多样：诡计～o
E多多益善】 du6du6-yishan 越多越好。

E多发l duota l形l 属性词。发生频率较高的·

～病｜事故～地段。

E多方】 duofang O lw.il 属’Vt' 词。多边：～会
议｜～谈判。＠［副表示从多方面：～设法｜～

劝慰。 81副］表示用多种方法：～营救。

E多寡E duogu凸［扫指数量的大小．～不等。
E多阎公司】 du6gu6 gongs！跨国公司。

E多会JL] duohuir < L1 i击中也读 du凸huir><r1>

｛何疑问代词。 fl 么时候；几时。 a）用在疑问

乍J里，问时间．你是～来的？ b）指某－时间或

任何时间·在工作中他～也没叫过苦｜现在还
不敢说定了，～有空～去。

E多极化E duojihua ［：功l 使变为有两个以七的重

心：～发展｜世界～。

E多晶体】 duojlngti I刽由许多单晶体组成的
晶体。原子在整个晶体中不是按照统」的规

则排列的，无一定的外形，其物理’性质在各个

方向都相同。

E多口E duokou i附属性词。群 LJ ：～相声｜～
快板儿。

E多亏】 duokul I动｜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一

种有利因素，澄免了不幸或得到f好处·～你
来了，否则我们要迷路的！这件事～了你的帮

助。

多｜ duδ 巴干些」

E多虑E duolu R西l 过多地11~·1'..· ；过多地忧虑：事
情已有安排，不必～。

E多么E duo·me 0 I·代j 疑问代词。川用在疑问

11］皂， /'ii］程度或数最：洛阳离这里有～远？ b) 
指某种程度：不管风里雨里，～冷，～热，战士

们总是不停地在苦练杀敌本领。＠圆周在二感

叹＇＜ iJ 里，表忌程度很！句：他的品德～高尚！｜国

家培养一个人才是～不容易呀！｜注重l>“多么”
的用法基本I跟“多”＠b）、⑧相同，“多么”主

要用于感叹句。

E多媒体】 duomeitl l=Bl 口J用 rf年算机处理的多

种信息载体的统称，包括文本、卢音、图形、动
画、图像、视频等。 主.

E多米诺骨牌l duominuo g心poi .18 世纪中叶

出现在欧洲的→种用来游戏或赌博的长方形
骨牌。 t巴骨’牌按 4定距离思主起来排成行，只
要碰倒一张，后丽的便会才长碰－51':地相继倒
F。后来把连锁反fSi_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

骨牌放应。 I多米诺，英 domino]

E多由角E duomianji凸o lBJ 过平面外一点／nJ平

面 t的多边形的JJ)!点号｜射线，所有相邻射线所

夹的平副部分围成的立体图形。

E多副手E duomianshou r名｜指擅长多种技能

的人： 11也是建筑行业中的～。
E多面体l duomianti I每四个或四个以仁多边

形所周成的主体。

, 
, ,, 

多面体

E多谋善断E du6m6u shanduan 很有智谋，又

善于决断。
E多幕剧rJ] duomuju ISJ 分作若干幕演出的大

型戏剧，一般比独幕剧人物多，情节复杂。依

照分幕数目的多少，可以分为芝幕剧、四幕剧、

ii撬；剧l等。
E多难兴邦l duonan xlngbang 同家多灾多难，
可以激发人民发愤罔强，战胜困难，使国家兴

盛起米。
E多年生】 du6ni6nsh岳ng I制属情词。（植物）

能连续牛活多年的，如木本柏物和蒲公英、车

前等草本植物都是多仔生的。

E多情】 duoqing i财重感情（多指重爱情）：自

作～｜～的少女。
E多如牛毛E du6runium6o 形容极多。

E多少l duoshiio O i割指数量的大小：～不

主王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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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长短不齐。 81副］或多或少：这句话～有
点儿道理。 81副！稍微：一立秋，天气～有点儿

凉意了。
E多少】 duo• shao l叫疑问代词。＠问数量·

这个衬子有～人家。｜今年收了～粮食？＠表

示不定的数量：我知道～说～｜有～人，准备～
工具。

E多神教】 duoshenjiao 圈信奉众多神灵的；；二

教，如道教（区别于“一神教勺。

E多时】 duoshi l~ 很长时［h］：等候～ 1 ～未见

面。

三三三三 E多事】 duo;;shl l型。做多余的事．不找他他
三主主 也会来的，你不必多那个事了。＠做没有必要
三三言 做的事：他总爱～，惹是非。

E多事之秋E duoshizhlqiu 事故或事变多的时
期，多指动荡不安的政局。

E多输】 duoshu 画相关的多方都受损：妥善
处理地区安全问题，避免出现～的局面。

E多数E duoshu I组较大的数量：绝大～｜少数
服从～｜～代表赞成这个方案。

E多说E duoshuo 圈往多里说；至多：这摞碗
～也就十七八个。

E多糖E duo tang 圈由三个以上的单糖分子组
成的糖，如淀粉、糖原、纤维素等。

E多头】 duot6u O 圈从事商品、有价证券交

易的人，预料货价将涨 ri'Ii买进现货或期货，伺
机卖出，这种做法叫多头（因为买进的货等待
卖出，所以叫“多头”；跟“空头”相对）。参看

871 页I买空卖空1。＠！用属性词。不只一个

方面的 z ～领导｜～政治。
E多词t1 duoxie r动］客套话，表示感谢：～您的

帮助。

E多心】 duo;;xln I司乱起疑心F用不必要的心
思：你别～，他不是冲你说的。

E多样】 duoyang 回国多种样式：～化｜形式～c

E多一半E duoylban c～儿）＠幽多半·任务
已经完成了～。＠画多半：天气闷热，～要下

雨。
E多疑E duoyi i动l 疑虑过多；过分疑心：不必
～｜生性～。

E多义词】 duoyici 圈具有两个或更多意义的
词，如“接”有“连接”（接电线）、“接受气接到一
封信），·‘迎接”（接客人）等义。多义词的意义
之间往往有共同点或某些联系，如“接”的T个

意义都表示“便分散的人或事物合在－起”。
E多音字E duoylnzi I莲l 不止一个读音的字，如
“好”有怡。、 hao 两个读音。

E多赢】 duoying i动中日关的多方都能得益＝互
重～

E多余E duovu o 画］超过需要的数量：他每月

都把～的钱存入银行。＠睛不必要的：把文
章中～的字句删掉｜你这种担心完全是～的o

E多:Jl.J duoyu6n 圃属性词。多样的，不单…－

的：～文化 l～经济｜～经营。
E；多元化】 duoyu6nhua O 画出单一向多样发

展；由统一｜句分散变化：投资～。＠回归指多

样的；不是集中统的·满足读者多层次、～的
精神需要。

【多元论】 duoyu6nlun r萄一种唯心主义的哲

学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多种本原因素构成和决

定的。女11中罔古代的五行说，认为世界是由
金、木、水、火、t五种元素构成的。

E多云1 duoyun 圈气象学仁指中、低云云量占
天空面积 4/10 -7/10 或高云云量占天空面

和“／ 10 10/10 的天空状况。
E多灾多难】 duozai-duonan 形容灾难很多。

E多咱】 duo· zan ＜方〉［倒疑问代词。什么时
f度；几日、JC用法Ji'~“多会JL”相同）．咱们～走？｜

这是～的事？
E多早晚］ duo • zaowan ＜方〉睛疑问代词。
多咱（“多H自”就是由“多早晚”变来的）。

E多嘴】 duo;;zuT I租不该说而说：～多舌［你不

了解情况，别～！

日出 duo ＠〈书〉呵斥：厉声～之。＠圃表
Uf 示惊异。

E咄咄】 duoduo ~表示惊诧或感叹：～怪事 l

～称奇。
【咄咄逼人］ duoduo-blren 形容气势汹汹，盛

气凌人：他说话的口气～，令人十分难堪。

[P出磋】 duojie ＜书〉圈吆喝。

E日出磋立办】 duojie-liban 原指主人 A吩咐，仆

人立刻就办好，现在指马上就办到。

哆 duo 见下。

E哆嗦E duo· suo (Z面因受外界剌激而身体不由

自二主‘地颤动＝冻得直～｜气得浑身～。

剥削。〈方〉叫；击。＠〈书〉肖lj 耐l
!J I涂。＠〈书〉割取。

毅 duo 酬CT6ngdu叫名，在广东。

摄 ~·－ duo O 拾取汲取：～拾＠
（嗷）〈方〉［到刷子拿柑（椅子、凳子

等）。

E拨弄］ duonong ＜方〉画＠收拾；修理：机器
坏了，经他一～就好啦。＠侍弄g照料．家里的
花儿给他～得多好啊！＠播弄；怂恿：受人’～o

E援拾E duoshi ＜将〉［通JO 拾援。＠搜集z ～

旧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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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duo O ＜书〉缝川衣）：宇｜～＠见｜帷 duo 制步行走： ~3't~-il ～方步。
1680 页｛直被1 。 ｜剧又

du6 （勿〉〈古）

夺1 干 du6 0 画强叫：掠～｜巧
（弯）取豪～｜从歹徒手里～过凶器。

强词～理。＠画］争先取到 2 ～冠｜～红旗。＠
胜过；压倒 z 巧～天工｜先声～人。。｛吏失去：
剥～｜被～。＠〈臼〉失去：勿～农时。＠〈书〉
（文字）脱漏： ir. ～。

夺2 十 du6 附：定～｜裁～
（聋）

E夺杯】 du6;;bei r动l 夺取奖杯，特指夺取冠军：

我国排球队在这次邀请赛中～。
E夺标】 du611biao 圈＠夺取锦标，特指夺取
冠军2 这场大赛中数她～呼声最高。＠承包

人或买主所投的标在投标竞争中中Czhong l 
标．这家公司在同其他八家公司的竞争中～。

E夺冠】 du611guan U剥夺取冠军：在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上，我国选手连连～。

E夺金E du6;;jln 圈夺取金牌；获得金奖：运动
健儿奋勇～｜这个项目他夺过两次金。

E夺魁E du611 kui OOJJ 争夺第一，夺取冠军．这个
厂的电视机在全国评比中～。

E夺门而出】 duomen ’自rchu 摆脱阻拦，冲出门

去。
E夺目E du6mu ［周（光彩）耀眼 2 鲜艳～｜放出
～的光辉。

E夺取E du6q心画＠用武力强取：～敌人的阵
地。＠努力争取z ～新的胜利｜～农业丰收。

E夺权】 du6;;qu6n 圈夺取权力（多指夺取政

丰叉） 。

泽 duo 见旧9 页l（凌
丰（｛罩）
时军主 duo 推测~ ；估计2 揣～｜测～ i～德量力。

）：）乙另见324 页 du"
E度德量力E du6de- 一一一一一一二十

-liangli 衡量自己的

品德能否服人，估计

自己的能力能否胜

任。

锋… duo 古
（鲤）代宣布政

教法令时或有战事BJ
用的大铃：木～｜铃
～ l振～。

二

放 du6 ＜忖〉阳。锋

y 

duo c 勿〉〈古）

fl.... 千 duo O l量用于花朵和云彩或

升迁（兴荣）像花和云彩的东西：两～牡丹 l
一～白云｜激起～～浪花。 6 <Du己）直姓。

E朵JL) du6r 0 画花朵：牡丹花开的～多大
呀！ 6 I量朵①。

E朵颐E du6yi ＜书〉圈指鼓动腮颊嚼食东西．王三三
大快～（形容食物鲜美，吃得很满意）， 主主主

毛瓜 ] duo 垛Cduol子：城～！～口。 琶三三

抄仨（提垛）另见 338 页 du凸
E垛蝶】 duδdi自函垛l1 。

【垛口】 duokou 1'81 .iJJx墙上呈凹凸形的短墙。
另见 338 页 duok凸u,

E垛子E duo• zi 圈墙上向外或向上突出的部
分：门～ l城～。

另见 338 页 duo·zi 。

蝶削见15叫！PSI剧。

捶 duo ＜书〉＠坚硬的士。＠土堆。

i凡 u6 画躲避；躲藏z ～雨！～车｜
是未（ ii躲）～债｜明枪和，暗箭难防。
E躲避E du6bi 函。故意离开或隐蔽起来，使
人看不见：这几天他好像有意～我。＠离开

对自己不利的事物·～风雨｜不应该～困难。
E躲藏l du6c6ng 姐把身体隐蔽起来，不让人

看见：他～在门后。
E躲躲闪问】 du6·duosh6nshan 画状态词。形

容有意掩饰或避开事实真相：你谈问题要和
盘托出，不要～。

E躲懒】 du仇1凸n C～儿）圈逃避工作或劳动；偷

懒2 做任何事都不能～。

E躲猫猫】 du凸maomao ＜方〉画捉迷藏。
E躲ill du6rang 画j 躲闪址：3T：一辆救护车急

驰而来，人们纷纷往两边～。
E躲闪l du6shan 画迅速使身体避开．小王～
不及，和他撞了个满怀。

E躲债） dUOFZhai 圃欠债人闲无钱还债等原
因，避开跟债主见面。

弹 削〈书〉下垂：钗横鬓
（辑、嚼）～。

2位凶 duo 〈书〉同“弹”。
若早（辑）
E郁郁】 Du6d0 l包宋时西夏毅宗年号（公元

1057 1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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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 < n.义c)

驮（歇、飞号丈） ~~：l 1~l~ 0~ tu6 o 

E驮子E duο· zi 0 ［毫牲u驮 C tu6 ）着的货物t

把～卸下来，让牲口歇一会儿。＠圈用于牲II

驮Ctu6）着的货物：来了三～货。

秋 duo 〈书〉同啪”。
另见 286 页 di c 

一一－ IJ.rl … LIO ［动l 用 ）） 向下砍：～排骨｜
三主本（：剁）饺子馅儿～得很细｜他把柳条～成
三三－ 了三段。

饱 LIO 见 469 页｛酬。
（铀）

垛 uo 0 时齐地堆
（挠、号称）把晒干的稻草捆好～起

来。＠［每垛 c duo ＞子：麦～｜砖～ i 柴火～。

＠［量l 用于成垛的东西：一～砖 1 两～林秸。
另见 337 页 duo"

E垛口】 duck凸u 圈指曲艺演员将好几句抑韵
的唱词一句紧接一句地唱出来。
另见 337 页 du己k归。

E垛了E duo· zi ［画整齐地堆成的堆：麦秸～。
另见 337 页 du己• ZI 。

拖 uo （书〉＠间＂舵”。如
c＂＇：他）通3号 I " 
另见 1544 页 yi 0 “他”另见 795 页 Ii"

棺 ω 〈书〉同“舵”
’ I u 另见 1338 页 tu6"

出 duo 见 4叫制）｜。

『~＆ duo ［每船、飞机等控制方向的装置z 掌
J:J l.J ～｜升降～｜方向～b

E自E轮】 duolun i割轮船、汽车等的方向盘。

E舵盘l duopan l萄舵轮。

E舵手】 duoshou 圈。掌舵的人。＠比喻把

报方向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

。

堕 duo 肌掠：～落 I ~J1!l I ～入
（堕）海中 D
另见 579 页 huT 。

[llj雪落】 duδ｜回国＠（思想、行为）往坏里变

腐化～。＠沦落；流落（多见于早期白话）：～

风尘。

E堕马l duom凸 〈书〉自由l 从马 t摔下来。

E堕胎】 duo;;tai 画人工流产。

惰 duo 懒（阳”相对）：懒～

E惰性l duoxing r甜。某些物质化学性质不

活泼，不易跟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性质。

＠不想改变生活租工作习惯的倾向（多指消
极落后的人

E惰性气体E duoxing qitl 稀有气体的旧称。

婿削〈书〉同“惰”。

跺 ω 圃用力踏地z ～
（兴跺、：JJ!多） 脚。

E跺脚】 duo;; ji凸o I到脚用力踏地，表示着急、生

气、悔恨等情绪：他懊悔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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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户一一｝～

L 丰
e ＜艺） 1 

即f1 岳。迎合：～附｜～诀｜～世媚俗｜刚直
t' ... .J 不～ l～其所好。＠〈书〉大的丘陵·崇
～。＠〈书〉弯曲的地方：山～。

即f2 E 0 指山东东阿：～胶。＠圈姓。
I” J :11｝见 1 页 δ ； 2 页 •Oo

E阿附】 efu ＜书〉坦布｜逢迎附和：～权贵。
E阿胶E 岳jiiio 函中药七指用驴皮加水熬成的
胶，原产山东东阿，有补 I缸养阴的作用。也叫

驴皮胶。

E阿弥陀佛】 Emitu6f6 ~佛教指西方极乐世界
最大的佛，也译作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信佛
的人用作口头诵念的佛号，表示祈祷或感谢神
灵等意思。［梵凡mitiihha]

E阿诀E 的。［到迎合别人的意思，说好听的话
（含贬义），～奉承｜～逢迎 l～曲从。

姻自见下O

U可娜】岳nu6 〈书〉同“炯娜”。

s. 岳 〈方〉画画排泄（大小便）·～屎｜～尿｜～
II』口l／『’吧』俐。

也可 … E 见下。
那可（并要）
E娴期~l 岳nu6 C旧读昌nu己）［事（姿态）柔软 ifJi美

好：～多姿｜体态～。

, 
e c 古）

、， - 自＠错误：～字｜以～
111.C言化、＠提前i）传～。＠画说诈：～
钱｜～人。

E甘七传】 echu6n 0 i动i 错误地转述·话语几经
～，就变得面目全非。 8 IB! 错误的传说．纯系
～，切勿轻信。

[ift外E echuiin （书〉［割（文字）错误；差销：校
订粗疏，～甚多。

E讨七夺l edu6 〈书） 1'81 i:化脱。

[lft赖E elai 〈方〉 巨型~if七诈①。

[i{t谬l emiu l割错误；差错。

E说脱J etuo l画（文字或语句J－.的）错误和脱

漏。

E说误】自WU l刽（文字、记载）错误：该文记述与

史实不符，～颇多。
盯七i乍l ezha l割。假借某种理由向人强行索

取财物2 ～钱财。＠威胁恫吓z 核～｜政治～。

响自〈书〉＠功响。＠化；教化。

固自见下o

E回子l e·zi I写捕鸟时用来引诱同类鸟的鸟。
也叫圈子（ y6u•zi ）。

俄1 e o ＜书〉时间很短；突然间：～顷｜～
而。 8 c El 函i 姓。 主孟三

俄2 E: 咽指俄罗斯 差

E俄而】 e’er ＜书〉［副表示时间短暂；不久2 ～

日出，光照海上。

E俄尔】岳’岳r ＜书〉［画俄而。

E俄罗斯章主l Elu6sl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俄罗斯联邦

的人数最多的民族。

[f我顷】自qTng ＜书）~很短的时间 z 是非变于

~ 。
E俄延l ey6n （书〉圈拖延；迟延：～岁月。

我自见下

E我高】在hii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针，

花黄绿色。生在水边。
E我术】 ezhu 圈多年生罕本植物，叶子长椭圆

形，根状茎圆柱形或卵形，花黄色。根状茎可

入药。

『1工b. e ＜书〉吟咏：吟～。
’可＂＇另见 967 贞 0;967 页。。

I.¢. . , e 0 ＜书〉高：巍～｜～冠博带。
U眈（我）＠峨眉佳时i ），山名，在四Jil 。
旧作峨崛o

E峨冠博带E eguiin-b6dai 高高的帽子和宽大

的衣带，指古时士大夫的装束。

j我 E 占水名，即今大渡河。

娥 e o 美女：卜｜娇～。＠（在）酬。

E娥眉】自mei I叶“峨眉”。

E娥h'lJil emeiyue 同“峨眉月”。

贼自〈书〉＠望；在＠突然；不久。



I 340 I G 自 ｜饿鹅贼额恶厄扼丰些

饿… 自南金属元素，符号。s。如
（锁）色质硬而脆，是密度最大的金属

元素。用于哥哥催化剂等，饿依合金可做钟表、
仪器的轴承。

鹅 古画家禽，羽毛
（娟、兴建、喂我） 白色或灰色，额部

有橙黄色或黑褐色肉质突起，雄的突起较大。
颈长，嘴扁 1的阔，脚有躁，能游泳，耐寒，吃青

草、谷物、爵i菜、鱼虾等。
E鹅蛋脸J edanli凸n ［＇割指微长而丰满，上部略

圆，下部略尖的面庞。

E鹅黄】自huang 画像小鹅绒毛那样的黄色；嫩

黄。
E鹅卵石］ elu凸nshi ［包直径较大的卵石，大小
多像鹅蛋，所以叫鹤卵石。参看 855 页【卵

三二石lo
三三E主 E鹅毛］ emao ［苞鹅的羽毛。比喻极轻微的东
一一一 西：千里送～，礼轻情意重。

E鹅绒】自r6ng 圈加工过的鹅说Crong）毛，细

软，能保温，可以填装成被褥等。

E鹅行鸭步l exing－γabu 像鹅和鸭子那样走
路，形容行动迟缓。也说鸭步鹅行。

E鹤掌！刘Q] ezh凸ngf岳ng ~中医指子癖。

E鹅掌揪］ ezh凸ngqiu I吕落叶乔木，高可达 40
米，叶子大，形状像鹅掌，花黄绿色，果穗长纺

锤形。生长在我国i丁一四、湖北等地，是珍贵的
；观赏树种。

战岳圈贼于
另见 1550 页 yL

E峨眉l emei 圈＠蚕娥B<J~lfl细而弯，借指美人

细i盯弯的眉毛：蜡齿～（形容女子美貌）。＠
指美人。｜｜也作娥眉。

【娥眉月】自m自1yue 函j 农历月初或月末日才形状

像蚕贼须那样细而弯的月亮。也作娥眉月。
E峨子l e•zi !Bl 昆虫，腹部短而粗，有两对带鳞

片的翅膀。多在夜间活动，常飞向灯光。其中
很多种是农业害虫o

额← e o 圈人的眉毛
（寄自、＠＠咯真） 以上头发以下的部

分，也指某些动物头部大致与此相当的部位。

通称额头。＠牌匾z 匾～｜横～。＠规定的数
目·名～｜定～ l 总～！余～｜空～｜超～ i ～外。
o CE) l每姓。

E额定l edlng ~属性词。规定数目的z ～人

数｜～工资。
E额度1 edu ~规定的数额2 贷款～｜融资～。
E额角1 eji凸0 l'Bl 额的两旁。
E额手称庆］ esh6u-chengqlng 两手在胸前相
握，举到额头，表示庆幸、庆贺。

E额数】自shu !El 规定的数目；定额。

E额头l e• t6u r名］额①的通称。
【额外］ ewai 圃属性词。超出规定数量或范

国的：～负担｜～开支。

I/ 

e c 古）

恶（恶、嗯）吁：；页队 1381 页
w0;1395 页 WLJ0 “略”另见 342 页自“H恶”。

E，恶心】岳•xin 0 国固有要呕吐的感觉：胃里不
舒服，一阵一阵地～。＠画｜厌恶；令人厌恶：
这种丑事，让人～i你别在这几～我 f 。 8 <Ji> 
啤］揭人短处，使难堪：他太抠门儿，得找个机会

～～他。

飞

e （古）

e ＜书） 0 f峭的地
厂（吃？如为险～。＠灾难；困
苦：困～！～运。＠受困 z 海轮～于风浪。

E厄尔尼诺现象】古’岳rninuo xianxiang 指赤
i直附近东太平洋水域大范围海水反常增温、鱼
群大量死亡的现象。每隔几年发生一次，多出

现在圣诞节前后，持续时间长，对全球气候产

生重大影响。［厄尔尼诺，因 El Nino] 
E厄境E ejlng I每苦难的境遇：身处～。
[J岳难】 enan ［雪灾难4年难z 屡遭～ο

E厄运】 eyun I萄园苦的遭遇；不幸的命运：遭
逢种种～。

扼 e o lZlVl 刷刷， ~;t: I ～住喉
切巴（才益）咙。＠把守；控制：～守｜～制。
E扼杀l esha 画＠掐住脖子弄死。＠比喻压

制、摧残使不能存在或发展：～新生事物。
E扼守】 esh凸u 画把守（险耍的地方）：～险关。
E扼腕l ewan （捋〉［盈用一只手握住自己另一
只手的手腕，表示振奋、愤怒、惋惜等情绪：～
叹息。

E扼要l eyao 归抓住要点（多指发言或写文
章）：简明～｜～说明。

E扼制】岳zhi i盈抑制；控制．～心头的怒火｜～

通往内河的航道。
古±： e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C12 Hw o 元色

j巳针状晶体，可做媒染剂。［英 acenaph一
thene] 

日i e rn&J 表示感叹、提醒等：～，你还在这里
／巳啊！｜～，别忘了带钥匙。

另见 342 页 •e 。



E昵逆l eni ［可由于厢的痊李，急促吸气后，声
门突然关闭，发出声育。通称于1日丽JL o 

辄事！巨 e I割牛马等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七
斗~BC辄）的器具。（罔见 1盯｛吨古的车”）
昵自〈书〉＠同“昵”（自）。＠形容鸟鸣声。

主 岳＠臼要＠〈恪〉用白主涂
（主）饰。＠〈为〉［动l 施（肥）。

-I.人自〈书〉美好的样子。

~口
百c e o 很坏的行为；犯罪的事情
i(fF （恶） GI~‘霄’相对）：作～｜罪大～极｜惩
～劝善｜疾～如仇。＠圈凶恶； I又l狠；凶猛：～

狗｜～徒｜～霸｜～骂｜～战！那人长相真～。＠
恶劣；j;,j; ：～习｜～意。
另见 340 页队 1381 页 wO; 13'J5 页 WLJ0

［；恶霸J eba 阁独霸一方，欺压人民的坏人：铲

除～。
E恶报】 ebao l刽佛教指做坏事得到的受惩罚

的报JiiI <Ji'R“善报”相对）。
[J~变E ebian [l;JJ］通常指肿瘤由良性转变成恶

性。
【，恶病质】 ebingzhi l萄 l买学上指人体显著消
瘦、贫血、精神衰颓等全身功能衰竭的现象，多
由癌症和其他严重慢性病引起。

E，恶补】在b心画在短时间内拼命地补充（知识、
营养等）：为考托福～英语。

E恶炒】 echiio L动l i恶意炒作：一条假新闻被网
上～得沸沸扬扬。

E恶臭l echδLI I画难闯的臭气：一股～让人喘
不过气来。

E恶斗】 edou 面］凶猛激烈地争斗：双方～了一

场。
E恶毒J edu 圈（心术、于段、语言）阴险狠毒z

用心～ l～攻击。

E恶感J eg凸门［画不满或仇恨的情绪．产生～｜
我对他从来没有～。

E恶搞】 eg凸o r动l 恶意损害，现多指恶意搞笑，
把正面或严肃的事物丑化、庸俗化．新片播出
后遭人～。

E恶贯满盈l eguan-miinying 作恶极多，已到

末日。

E恶棍】 e9u『1 ［萄凶恶无赖、欺压群众的坏人。

［；＇~果】 egu凸 ~J 坏结果；坏的下场：自食～。
E恶狠狠】 eh岳nh岳n （～的）［归状态词。形容非

常凶狠：～地瞪了他－！R 。

E，恶化E ehua ：刻。向坏的方面变：防止病情
～｜两国关系日趋～。＠使交坏：军备竞赛，～

了国际局势。

昵扼昵垄始恶 l 、
自 巴塑」

E恶疾J eii 函！令人庆恶的、不容易治好的疾病。
【恶浪】自long l~l 来势凶猛的浪头：狂风～l～
掀天。决不能让坏人操纵舆论，掀起～O

E恶劣J elie 庄园很坏·品行～｜手段～！环境～ i
～的作风｜～的天气。

[1*露】自Ju I割产妇分娩后由子宫排出的余血

和浊液。正常情况F，产后 2 3 周完全排尽。
E恶名】 eming I名j 坏名声：蒙受～。

E恶魔】 em6 I苞＠佛教称阻碍佛法及－切善

事的恶神、恶鬼。＠比喻十分凶恶的人。

[J~念l enian ~邪恶的想法·心生～。
［，~气E eqi l名，］ 0 难闯的气味；臭气：～熏人。

＠指受到的欺压、侮辱等：他闷闷不乐，是受

谁的～了？＠指心中的怨恨、不满等＝出了一
口 ~o

E恶人】岳ren ~o 品质恶劣的人；心肠恶毒的主主三

人：～先告状。＠指得罪人的人·你们有意见雪重三
都不提，单单让我做～。

E恶煞l esha l割迷信的人指凶神，也用来比喻
凶恶的人．凶神～。

[i恶少】 eshao l萄品行恶劣，胡作非为的年轻

人z 洋场～。
E恶声】 esh岳ng 圈＠漫骂的话；坏话：君子绝

交，不出～。＠〈书〉坏名声。

E恶声恶气l esh岳ng-eqi 形容语调、态度凶狠。

E恶溢l eshi 圈＠含贬义的溢号。＠指污蔑

的言辞。
E，恶俗】岳SU 0 I名）不好的风俗；陋俗。 8~粗

俗；庸俗2 语言～｜趣味～。

E恶习】自xi I名］坏习惯，多指赌博、吸食毒品等：

沾染～｜痛改～。

E，恶性l exing I固属性词。能产生严重后果的：

～循环｜～肿瘤｜～事故。
E恶性循环l exing xunhuan 若干事物互为因

果，循环不已，越来越坏。

E，恶性肿瘤E exing zhongliu 肿瘤的一种，周围

没有包膜，细胞异常增生，形状、大小很不规则，

与正常组织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能在体内转

移，破坏性很大。癌和肉瘤都属于恶性肿瘤。

［；恶意J evi 1~1 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一句玩
笑．并无～｜不要把人家的一片好心当成～。

［~语】自y心~粗野的言语；志毒的话·秽言
～｜～伤人。

【，恶战l ezhan 0 南非常激烈地战斗：敌我双
方～了一天一夜。这场球赛，两强相遇，必定要

～一场。＠［苞恶仗。
【恶仗】 ezhang l量非常激烈的战斗。
［；恶浊E ezhu6 G用污秽；不干净．空气～。

E，恶作剧】 ezuoju 0 I到捉弄耍笑，使人难堪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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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谁～，在她脸上画了两撇胡子。＠圈

捉弄耍笑、使人难垠的行为2 一场～。

饿… e o l回肚子空想吃东西（跟
（俄）“饱哺对）：饥～ i ～虎扑食｜肚子

很～。＠画画｛吏挨饿z 牲口多拉几趟不要紧，可

别～着它。

E饿饭J e11fan ＜方〉［甜挨饿。
E饿虎扑食】自hu-pushi 形容动作迅速l时猛烈。

也说饿虎扑羊。
E饿虎扑羊E ehu-puyang 饿虎扑食D

E饿拜】 epiao ＜书〉圈饿死的人。

四rl E: 圈＠湖北的别称。＠姓（也有读 Ao
'Jr"' 的）。

E鄂博J ebo r:g1 见 13 页i放包！。

~三 E鄂伦春族】 Elunchunzu 画我国少数民族之

三E 一，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
三三三F E鄂温克族E E:w岳nlφzu 1151 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
I~口 ,… 自〈书〉＠堵塞。 8 11甲j板。
附（阑）另见 15问页 yiSno
、目，舍 A lil T 

市（蒂） e ~, 

[y穹诗J e’岳〈书〉［用形容白：i舌直说：千人之诺

诺，不如士之～（有许多人说顺从奉承的话，

不如有一个人直言不讳）。

揭自〈方〉＠堤坝（多用于地名）：富～制
徽）｜～头（在浙江）。＠灌溉田地的水渠。

共t:- 斗』 岳圈花草事。

号（号）
E等片J epian ［每环列在花的最外面一轮的01

状薄片，一般呈绿色。花草事是由若干尊片组成

的。（图..~,1, 555 页“花”）

遏在阻止g禁止：～止｜响～行云｜怒不可～。

[i量蓝菜】自lancai [SJ →年生草本植物，茎直

立，叶子长椭圆形，花小，白色，角果近圆形，扁
平。全草人药。也叫薪龚CxTml ）。

E遏抑J evi 画压制；抑止2 ～不住胸中的怒火｜

百感交集，难以～。

E遏止E ezhi 画阻止：洪流滚滚，不可～。

E遏制） ezhi ＠：！）］制止；控制：～对方的攻势 J ～

不住的激情。

E遏~ff] ez心国］阻遏：～洪水浸延｜甲队的进攻

被～。

遣自〈书〉遇到
晦岳〈书〉山崖：危岩峭～

，~！！且自惊讶；发愣：～然！惊～。

I亏
［＇［号然】 eran i则形容吃惊：意外的消息传来，
大家都为之～。

凉，西 岳〈书〉鼻梁。

>tJJ~ （旗）
n；：π2 占用＞47 而.，一眼革 L

”心（嗯）也；，~－1)[1, 3~~）＇，古，：工运”。
膀挺 自［割口腔的上壁前部由骨

（酶）和肌肉构成，叫硬膊，后部由结
缔组织和l肌肉构成，叫软11号。

U号裂】自lie I望先天性畸形，常与唇裂同时出
现。患者的腾部部分或全部裂开，饮食不力
便，说话不清楚。

碍 e H：＇！嘉街＜ Ejiai1叫名，在云南

PPI句 古画鸟，背部褐色，头、颈和腹部
手弓（骂自）臼色。性凶猛。在树上或岩4仁
筑巢啕常’在水面J-_ lSfJJ ＇吃鱼类。通称鱼鹰。

丘1nr • __ e ＜ 书） ｝］剑的歹'lo

苦亏（偿）
四ift e Oi名l 某些节肢动物摄取食物
弓民（辍）的器官上～｜下～。＠同“1号”。
百日在 凶恶惊人的；不吉利的2 ～梦｜～耗｜～

旦I且运。
E噩耗】在hao ：割指亲近或敬爱的人死亡的消

忌。
E噩梦】 emeng 圈可怕的梦。

E噩运J eyun l割坏的运气。
E噩兆） ezhao ［画坏的兆头。
口可 自写爬行动物，大的身体

型亏（腾、啧噩）长3 6 米，头扁平，四肢
短，尾巴长，全身有灰褐色的硬皮。善于游泳，

性凶恶，捕食鱼、蛛和鸟类等。种类较多，多生
活在热带和业热带，其中扬子妈是我国的特产。
俗称蚂鱼。

E声号贿E 自xi 画爬行动物．身体长约三四十厘

米，除头部外，外形像镑，背部揭色，腹部带红
色或桶黄色。柄息在山i1li］水边的丛林里，吃昆

虫和小虫等。是我国特产的珍贵动物。
E烤鱼1 evu 圈烤的俗称。
E鲸鱼眼泪J evu vanlei 西方古代传说，鲸鱼吞
食人畜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比喻坏人的
假慈悲。

• e c. 古）

PW. ·e 圈阳在句末，表辰赞叹或惊异的语
70 气：红霞映山崖～！

另见 340 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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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主（仨）｜

敛（嗷）

数（嗷）

效（嗷）

岳又邑l

快来！

画表示招呼．～，你

,,, 
e c 1t) 

在又邑l

么走了？

l国表示诧异：～，他怎

~ v 
e c 廿）

8 又吕l 咽表示｛~认可、不同

意：～，你这话可不对呀！

‘飞

。（ it)

效祷， §又自i l国表示答应或同意：
（候）～，我这就来！卜，就这么办！
另见3 页。i; 4 页凸1 。

; 二叩1与1 ] 

突岳n （方〉圈瘦小

r-a en l=B! 0 恩惠：～德 l ～ j盯以
后t,C＊思）海！他对我有～。＠情义精爱
～爱｜一日夫妻百日～。 0 (En）姓。

E恩爱】旬’ai 帽（夫妻）相亲相爱，有情义．～

夫妻！小两口川十分～。

E，恩、宠】岳nchong ＜书〉圈指帝王对臣下的优
遇和宠幸，泛指受到的宠爱旦旦特别的礼遇：～

有加。

E恩赐E 岳nci 画l 原指帝王给予赏赐，现泛指因

怜悯而i施舍（多含贬义）。

E，恩、德】岳nde ['8] 恩惠。

E恩典】岳ndian O 1'8i 恩惠。＠［动给F恩惠：

恳请大人～o
E恩断义绝】岳nduan-yijue 感情破裂，情义断
绝。多指夫妻离异。

E恩格尔系数E En肘’岳r xishu 统计学中指家

庭食品支出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值。其数
值越小说明生活越富裕，数值越大说明生活水

平越低。因 19 肚纪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钦~恩惠媳斡儿！ 色古「 I 343 

恩格尔（ Ernst Engel)最先提出 f(Jj得名。

E恩惠】岳nhui l租给予的或受到的好处。
E恩将仇报E 岳nj iangch6ubao 用仇恨报答恩

惑。

E恩情E enqing l苞深厚的情义；恩惠．报答～｜

党的～似海深。
E，恩人l enren l名j 对自己有大恩的人回救命～。

【恩师】岳阳hi i名｜称对自己有恩情的师傅或老
~rji o 

E，恩同再造l ent6ngzaizao 形容恩惠极大，直fl
｜叶单：新给予生命。

E，恩遇E 邑nyu （书〉函］指帝王的知遇，泛指受到

的恩惠和知遇：～甚厚。
E恩怨】岳nyuan 圆恩惠和仇恨（多偏指仇恨） ' 
～分明｜不计个人～。

E，恩、洋】岳nze l雹称帝王或官吏给予臣民的恩二三三

惠。王E三
[,181准】 enzhun 画指帝王准许臣民的请求，现 ~ 

也泛指批准（含诙谐意）。

兰古岳n 1'81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o o 元

，白、色晶体，有荧光，是菲的同分异构体。用
米制染料等。［英 anthracene]

、飞

en c i,) 

全回 en ［量（用手）按：～电铃 l～动快门｜一把
1心D 将他～倒在地。
E掘辛IJL] endlngr （口〉画图钉。
E招、于口JL] enkour ([1 ）圈子每扣儿。

[ €ll1B c兰！－－一.... ] 

革命岳ng （书〉马缰绳。

,, 
e「（ Jl) 

儿1 ~ er 0 小孩子婴～｜幼～｜～
（汽咒）童。＠年轻的人（多指青年男

子）：男～｜健～｜～女英雄。＠画儿子·～孙｜

～媳｜生～育女｜妻～老小。。雄性的：～马｜
～狗。

儿2 ~ er 后缀（注音作 r）。＠名词
（咒）脯，主要有 F面几种作用。 a)

表辰小，如：忿：儿、棍儿、窟窿儿、小车儿。 b）表示
训性变化，如：吃儿、盖儿、卷C1uan）儿（动词名

词化）；亮儿、尖儿、零碎儿（形容词名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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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示具体事物抽象化，如．门儿、根儿、

油水 IL o d）区别不同事物，如：白面臼

面儿（海洛因），老家老家儿（父母和家中

其他长辈人＠少数动词的后缀＝玩～｜火
～。参看【儿化］ o

“兄”另见 948 页 Ni"
[JL歌E erg岳［=8] 为儿童创作的、适合儿童唱的

歌谣。

[JL化］ erhua ［副汉语普通话和某些方言中的
一种语音现象，就是后缀“儿”字不自成音节，
而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使前一音节的韵母
成为卷舌韵母。例如“花儿”的发音是 hu巾，

不是 huσ命。

E儿皇帝］ erhucingdi ~］五代时，石敬瑭勾结
契丹，建立后晋，对契丹主自称儿皇帝。后来

三孟二 借指投靠外来势力，取得统治地位的人。
三主E [JL科】 erk岳［童医院中专门为儿童治病的一
＝二＝科。

[) Lli!~］ erlcing !BJ 0 男JL；男子。＠儿子。＠

称士兵或喽l1!j)' ：三千～。
[JL麻E ermci [BJ 小儿麻痹症的简称。

[JL马］ erm凸〈口〉圈公马。

[JL男］ erncin 圈。男子汉：见义勇为的好～。

＠男孩儿：只有一女，别无～。
[JL女］ ernu 圈。子女：把～抚养成人。英雄

的中华～。＠男女：～情长（指过分看重情爱

或与家人之间的感情）。

E儿时E ershi t8J 亲年：～1日事。

E儿孙］ ersun 圈儿子和孙子，泛指后代：～满

堂。
E儿童】 ert6ng 画较幼小的未成年人（年纪比

“少年”小）：～读物 J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E儿童节】在rt6ng J ie !BJ 六一儿童节。
E儿童团】 Ert6ngtucin 南民主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少年儿童组
织。

E儿童文学］ ert6ng wenxue 为少年儿童创作

的文学作品。具有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

和兴趣等特点。

E儿媳妇】 erxi. fu （～JL）圈儿子的妻子。

[JL戏】在rxi 0 蜡像小孩子游戏那样闹着

玩儿，比喻对工作或事情不负责、不认真2 此事

人命关天，不可～。＠［租小孩子做的游戏，比

喻闹着玩儿的或无足轻重的事情：视同～ 1 不
能拿工作任务当～。

E儿子］ er•zi [BJ 男孩子（对父母而言）·二～。

人民的好～。

而自r 如l连接功M容词或词组分句
等。 a）连接i舌意相承的成分·伟大～艰巨

的任务｜战～胜之｜取～代之！我们正从事一个

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必须有最广泛的群
众的参加和支持。 b）连接肯定和否定互相补充

的成分：梳子花的香，浓～不烈，清～不淡｜马克
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
～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c）连接语意相反
的成分，表示转折．如果能集中生产～不集中，

就会影响改进技术、提高生产。 d）连接事理上
前后相因的成分．因困难～畏惧～退却～消极

的人，不会有任何成就。 f}~ 有“到”的意思：

一～再，再～三｜由秋～冬！由南～北。＠［~把
表示时间、方式、目的、原因、依据等的成分连接
到动词上面2 匆匆～来｜挺身～出！为正义～战｜
因公～死｜视情况～定。。 i直插在主语谓语中

间，有“如果”的意思：民族战争～不依靠人民大

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0 CE「）圈姓。
E而后】 erhou l通然后 z 确有把握～动手。

E而今E 自rjin 圈如今。

E而况］ erkuang ［通何况：这么多事情一个人一

天做完是困难的，～他又是新手。豆重’“何况”前
可以加“更、又”，“而况’言可不能加。

E而立】自rli （书〉［名］《论语·为政》：“三十而立。”

指年至二十，学有成就。后来用“而主”指人三
卜岁：年届～！～之年。

E而l=L］自rqi岳理表示进一步，前面往往有“不

但、不仅”等跟它呼应：性情温顺～心地善良｜
｛也不仅会开汽车．～还会修理｜不但战胜了各种
灾害，～获得了丰收。

E而已】自ryi 圃罢了·如此～，岂有他哉｜我只

不过是说说～‘你不必过于认真。
阳 Er 古山名机lJ西永济南

膨吉rO配
A咛。
另见盯5 页 na1 。

洒在r 见川剧涟则。

丰而自r （书〉＠斗笔在拱与拱之间的方形木
块。＠朽木t生的草类。

车而← 4 er （时车：灵～。
（嘀、；!j!Jj%)

腼 er （书〉煮；献。

鹅（瞒） er 见Fo
E鸭鹊】在rmicio l名］鸟，外形像驼鸟 I而稍小，嘴

短而扁，羽毛灰色或褐色。翅膀退化，腿长，有

三趾，善于走，生活在大洋洲草原和开阔的森

林中，吃树叶和野果。［英 emu]



细（蛐） er 
〈书〉鱼苗。

" er ( Jl) 

庐F . 岳「〈书＞ 0 I佣人称代词。
文J\ （雨、兴余） 你：～曹｜非～之过。 81州
指示代词。如此；这样·果～｜不过～～｜何其相

似乃～。 8 t划指示代词。那；这：～日｜～时。

＠阎丽己；罢了．无他，但手熟～。＠形容词

后缀（这类形容词多用作状语）：率～｜卓～不群！

莞～而笑。
E尔曹】岳rcao （书〉啤l 你们这些人。

E尔耳E 缸’岳r ＜书〉如此去f dm1比而已．不过

～｜聊复～O
[;J，格】昌「ge I量i 功和l能量的非法定计量单位，
符ι圣 er吕 ο1 达因的力｛吏物｛本在力的方向 l二
移动 1 ）豆米

1 () ＇焦。［英 erg]

E尔后】岳rhou J遛从此以后：前年在上海见过

一面，～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E尔虞我诈】岳ryu wozha 彼此猜疑，丘相欺骗。

也说尔i'f我虞。
E尔诈我虞】品rzha woyu 见 345 J页［尔虞我诈）。

耳1 岳r 0 ~I 耳朵：～聋眼花｜～闻目睹。
＠形状像耳朵的东同．木～｜银～。＠

位置在两旁的：～房｜～门。 0 CEr>li'Sl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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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尔耳｜ 自「一邑「 I 34s I 

耳2 岳r （叫）百叫了时～｜如
此～。

(Jl:f时申】邑rbaosh岳n （方＞ [gj 比喻暗中通风

报信的人（多含贬义）。

(J手背l erbei 帽听觉不灵：老人身体还硬朗，

就是有点儿～o

E耳边风】 erbianf岳ng 圈耳边吹过的风，比喻

听过后不放在心｝：的话（多指劝告、嘱咐）。也
说耳旁风。

E耳鬓厮磨】 erbin-sim6 两人的耳朵和鬓发Ji

相接触，形容亲密相处（多指小儿女）：青梅竹

马，～。
【耳沉】岳rchen ＜方）~耳背。

E耳手在】邑rchui (~ JL ) I名｜耳朵的→部分，在

T＋轮的下面。（民l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耳聪目明】岳rcong-muming 耳朵听得清楚，王三

眼睛惹得分明。形容头脑清楚，眼光敏锐。 三E
E耳朵】邑r· duo I组听觉器官。人和哺乳动物的

耳朵分为外耳、巾耳、内耳三部分。内耳除管
昕觉外．还管身体的平衡。

E耳朵软】岳r· duo ruan 指没有主见，容易轻信

别人的话：她～，听人家一说；就｛言以为真了。

E耳朵跟JL］岳r·duoy凸nr ＜口） lB1 0 外耳道的
开口，呈圆形。＠为 f戴耳环等装饰品，在耳
乖I扎的孔。

E耳房】岳rfang l'81 跟 j］二房相连的两侧的小屋，

也指厢房两旁的小展。

E耳风】 er• feng ＜力奋〉但］指昕米的不一定可靠

的消息。
[1＋丰d 岳rfu ~能听到美好的音乐、戏曲、曲艺

悖的福分：大饱～。

(J刮良】岳rgen I割＠耳朵的根部。＠耳朵：～

清J争（指听不到烦心的话）。 II illL兑耳根子。
E耳垢】岳rgou 道｜盯防的通称。

(J斗：鼓】岳rgu r割鼓膜。

(1闯d子】 ergua· zi I名J 耳光。

E耳捆＋l 岳rguai • zi <Ji> l名，］ Jf刮子。

E耳光】岳rguang l苞用于打在耳朵附近的部位

叫打耳光。事实给了造谣的人一记响亮的～。
也说耳光子。

E耳郭】岳rguo 月31 外耳的－→部分，主要由软骨

构成，有收集声波的作用。也叫耳廓。（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耳到；1 岳rhuan I萄戴在耳垂上的装饰品，多用

金、银、.＋－石等市lj成。

E耳和Ll 岳rji I苞］受话器。

（~：尖】岳rjian 庄园昕觉敏锐：她～，针掉到地上

都听得见。

E耳于Ll 品rkong liSl 外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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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耳廓l erkuo ['8］耳郭。

E耳｝J] erli 圈昕力：～不济。

E耳轮】 erlun Z 耳郭的边缘，大部分向前卷
曲，下连耳垂。（图见 345 l页“人的耳朵”）

E耳麦】岳rmai 组兼有耳机和麦克风两种功能
的电信装置。

E耳门E 岳rmen 画大门两侧的小门；正门旁边

的小门。

E耳鸣l erming 圈外界并无声音而患者自己

觉得耳朵里有鸣叫的声音。多由中耳、内耳戎
神经系统的疾病号｜起。

E耳膜】岳rm6 ~鼓膜。

E耳日】品rmu 圈。耳朵和眼睛z 掩人～（指以
假象蒙骗别人）。＠指见闻：～所及｜～ 新！

～不广。＠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众多｜安

三童是 插～。
三王军 E耳目一新】岳rmu听xin 昕到的看到的都换 f

样子，感到很新鲜。
[lj:旁风】岳rpangfeng r名l 耳边风。

E耳热l erre 回耳部发热，指极端兴奋或寄牒：

酒酣～｜说到婚事，姑娘顿觉脸红～。

E耳j市目染】岳rru muran 形容昕得多见得多了

之后，元形之中受到影响。
E耳软心活E 岳rruan-xinhu6 耳朵软，心意不定，
指没有主见，容易轻信别人的话。

E耳塞】岳rsai 翅＠小型l受话器，可塞在Tj:中，

常用在收音机和助昕器上。＠可以塞在耳中
的塞子，游泳时用来防止水进入耳内，也口J以

用来减低噪声「扰。
E耳开tl 岳阳h岳ng 圈昕着生疏（跟“耳熟”相对）：

不知谁在说话，听着～。
E耳食】岳阳hi （书〉阉指听到传闻不加审察就

信以为真。

E耳；屎】岳「shT I名l 耳I时的俗称。
E耳饰E 岳rshi I名l 戴在Jf号朵 t的装饰品，如耳

环、耳坠等。
E耳熟E 岳阳hu ：形l 听着熟悉（跟“耳生”相对）：

人我不认识，可名字听着怪～的。

E耳熟能详】岳rshu-nengx iang 昕的次数多 ［，

熟悉得能详尽地说出来。
[:F-l=Jil页】岳rshun O ＜书〉［萄（（论语·为政》·“六↑－
而耳顺。”指年至六卡，听到别人的话，就能深

刻理解其中的意思。后米用“耳顺”指人六1

岁．年逾～｜～之年。＠圈顺耳：这个唱腔’我
听着倒还～。

E耳提面命E 岳rti-mianming 《诗经·大雅·抑》：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意思是不但.＇＇i面告诉

他，而且还贴近耳朵提醒、nr嘱。后来用“耳提
面命”形容恳切地教导。

E耳挖勺JL] erwashaor （方〉［名耳挖子。
[l~挖子】岳rwa•zi I也掏耳垢用的小勺JL o 

[Jj:闻】岳rwen I动l 昕说·～不如目见｜这事略有

～，详细情况不很清楚。
E耳闻J ［］睹l erwen-mud心亲耳听见，亲眼看

见。

E耳蜗】品rwa i司内耳的一部分，在内耳的最前
部，形状像蜗牛壳，内部有淋巴和听神经，是听
觉的感受器。（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Tr~！：］岳r· xing （口〉［名］受f告诫之后，没有

ic在，bt，依然犯 r•司样的毛病，叫作没有耳性
（多指小孩子）。

[1手穴】品rxue r萄人体某一部分有病时，就会

反应在耳郭的 4定部位上，这些部位就是耳针

治疗的刺激点，统称为耳穴。
E耳青】昌ryin ＜方〉［苞昕力·瞧你这～，连我的

声音也听不出来了。
[J:j:诏】岳ry心［动i 凑近期l人耳朵小声说话；咬耳

朵．两个人～了好一阵子。
E耳钊］ erzh岳n ［：名针刺疗法的－种，在耳郭J二

辛1刺呆－Tj:穴，以治疗身体呆，部位的疾患。

[1下坠】岳rzhui （～儿）国主l 耳环（多指带着坠儿

的）。也说耳~A t·o 
[Jf子】昌r· zi 圈器物两旁供人提的部分。
、r-

地二（通）
E迎来】岳rlai

饵（饵）

岳r （书〉近z 遐～驰名（远近闻

名）。

〈书〉［名！近来。

岳rO 糕饼：果～。＠钓鱼时弓｜

鱼｜钩的食物：鱼～｜钓～。＠
〈书〉用东西引诱．～以重利。

[t胖叮岳rliao 圈＠养鱼业仁指鱼的饲料；鱼

饵。＠拌｝二毒药，诱杀害虫、言’兽的食物。

E饵子】岳r• zi 温鱼饵。

再在r 河海，湖名在云南

11甘 甜］丛 849 负国马耳t

导耳（患耳）
玛岳r （书〉用珠子或曰做的耳饰

饵～ 岳r l割金属元素，符号 Ero 是一
（饵）种稀土元素。银灰色，质软，用米

制有色玻璃、磁性材料和超导体等。

、

er C Jl) 

~ er 0 Li到 加后所得的数日。参看

一→ 1219 页【数字］。隆重’“二”和“两＂Ji］法上
的分别，参看 815 页“两”。＠两样：不～价 i 不



～法门 i心无～用。＠不专→：～心｜三心～意。
E二八l erbii ＜书〉圈指十六岁 2 年方～。
E二把刀l erbadiio ＜口〉＠圈称某项工作知

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圃对某项工作知
识不足，技术不高。

E二百五E erbaiw心。〈口〉圈讥称做事莽撞，
有些傻气的人。＠圃做事莽撞，有些傻气：

你可真～，干出这种事来！ 8 ＜方〉圈半瓶醋。
E二板市场】岳rban-shich凸ng 创业极市场的通

称。
E二部制】 erbuzhi l蜀中小学把学生分成两部

轮流在校上课的教学组织形式。
E二重性E erch6ngxing 圈指事物本身所固有

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属性，即一种事物同时具有
两种互相对立的性质。如商品，一方面它有使
用价值，另一方面它有价值。也说两重性。

E二传子l erchu6nsh6u 圈排球比赛中第二次
传球并组织进攻的队员，多比喻在中间起中介
或协调作用的人。

E二次能源】岳r ci nengyu6n 指依靠一次能源
来产生或制取的能源，如水力发电产生的电

能，分馆石油制取的汽油、柴油等。
E二道贩子】 er dao fan• zi 指从商店或别人手
中买进货物，转子倒卖，从中牟利的人（多含贬
义）。

E二日恶英】 er’的Ing 圈一类有毒的含氯有机化
合物，有强烈的致畸和致癌作用。在垃圾焚

烧

程中都可能产生。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饮
食，尤其是受污染的肉类和乳制品。

E二房l erf6ng 圈＠旧时家族中排行第二的

一支。＠小老婆；妾。
E二房东】 erf6ngdong 圈指把租来的房屋转
租给别人而从中取利的人。

E二伏】 erfu [BJ 中伏。
E二副l erfu l组轮船上船员的职务名称，职位
次于大副。参看 240 页【大苗。t

E二锅头E erguot6u li5l 一种较纯的白酒，在蒸
馆时，除去最先出的和最后出的酒，留下来的
就是二锅头。

E三乎l er• hu （方） lllil 0 胆怯；畏缩：他在困
难面前向来不～。＠心里犹疑，不能确定2 你
越说越把我弄～了。＠指望不大：我看这件
事～了，你说呢？ II 也作二忽。

E二忽】岳r•hu 同“二乎”。

E三胡l erhu I苞胡琴的一种，比京胡大，琴筒用
竹木做成，前端稍大，蒙鳞皮或蛇皮，有两根
弦，声音低沉圆润。也叫南胡O

E二花脸l erhuiili凸n I萄架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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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二话】 erhua 圈别的话；不同的意见（指后悔、

抱怨、讲条件等，多用于否定式）：～没说 l～不
提｜尽管吩咐就是了，我决无～。

［＝.黄）（二簧） erhu6ng 圈戏曲声腔之一，用
胡琴伴奏。跟西皮合称皮黄。

E二婚l erhun ＜口〉画再婚（旧时多指妇女再

嫁）。
E二婚头】 erhunt6u I萄指再嫁的妇女（含轻视
意）。也叫二婚儿。

E二进宫l erjingong 0 京剧传统剧目，写明朝
穆宗死后发生的宫廷变故。＠指第二次被拘
留或判刑入狱（含戏谑意）。

E二进市tll 岳rjinzhi I哥一种记数法，采用。和 1

两个数码，逢二进价。如十进制的 2.5 在二进

制中分别记为 10, 101 。二进制广泛应用在计

算机的计算中。 三三
E二郎腿l erl6ngtuT l组坐着的时候把一条腿主E

放在另一条腿上的姿势。

E二老】自rl凸0 [BJ 指年纪大的父母z ～双亲。

E二愣子】 erleng· zi ［名］指鲁莽的人。

E二流l erliu ll121 属性词。不及一流的；第二等

的z ～画家｜～球队。

E二流子】岳「liu·zi c 口语中也i卖自rliO•zi）圈游

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E二毛】 erm6o ＜书〉圈＠花白的头发。＠指

头发花白的老人。

E二门】 ermen 圈（较大的院落等）大门里面的

一道总的门。

E二面角l ermianji凸o 圈从一条直线出发的两
个“半平面”所组成的图形叫二面角，这条直线
叫二面角的棱，两个“半平面”叫二面角的面。

E二拇指l erm心zhT ＜口） [BJ 第二个手指头z食
指。

E二奶l ern凸 i （方〉目亘在－配偶的男人暗地里非

法包养的女人。
E二年生】 erni6nsheng E国属性词。（植物）种
子萌发的当年只长出根和叶子，次年才开花结
实，然后死亡的，如萝卡、冬小麦等植物都是二
年生的。

E二七大罢工】 Er-QT Da Bagong 1923 年京汉

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反帝、反
军阀的政治罢工。 2 月 7 日，军阀吴佩孚在汉
口、长辛店等地镇压罢工工人，造成流血惨案，
所以这次罢工叫二七大罢工。

E二人世界E er ren shiji自指只有夫妻或情侣

二人相处，不受他人干扰的生活：享受～｜老夫
妻俩旅途中重温了～的浪漫生活。

E二人台l errent6i 圈＠流行于内蒙古汉山

西、河北等地的～种曲艺，用笛子、四胡、扬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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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才苦伴奏，由二人对唱对舞。＠由曲艺二人台
发展而成的地方戏曲剧种。

【工人转】 errenzhuan 圈＠流行于黑龙江、占
林、辽宁一带的曲艺，用板胡、琐呐等乐器伴
奏，一般由二人舞照说唱。＠由曲艺二人转
发展而成的地方戏曲剧种。

E二审】 ersh岳n ［写第二审的简称。
E二十八宿］ ershiba XI。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
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A八组，叫作二卡八

宿，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东方苍龙七宿是角
( i i 凸O ）、亢（ kang ）、民（ dT) 、房、心、尾、宾；北

方玄武七宿是斗（ d凸u ）、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委、胃、局 Cm凸口）、毕、紫
( ZI ）、参（ sh邑n) ；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

星、张、翼、移Czh吕nl 。占代印度、波斯、阿拉伯

也有类似我国二十八宿的说法。

三E 仁十四叫岳rshisi ji岳qi 指立春、耐
垫、春分、清明、丰♀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靠自降、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等二十四个
节气。二十四节气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

在农业生产 l二有重要的意义。
E二十四史】 E「shisi ShT 指旧时称为正史的二
十四部纪传体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
书》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

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南史以北史》、《唐书》(I日唐书）、《新唐书》、《五
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宋史以《辽
史以金史》、《元史》、《明史》。

E二十五史］ Ershiwu Shi 二十四史与《新元史》
的合称。

E二手】 ershou （～儿）圈属性词。指间接的；
经人转手得来的或已经使用过再出售的：～

房｜～车｜～资料。
E二手房］ ershoufang 圈购买后再次上市交易

的房产（对开发商手中的商品房而言）。

E二手烟】 ershouyan I盘指被动吸入的由吸烟
者吐出的烟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很大。

E二踢脚】自rtlji凸0 （口〉圈双响（一种爆竹）。

E二维码】 erweim凸［望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工维平面上存储信息的代码标记。一般由黑

白相间的几何图形组成，可用于机器识别，通
过扫描二维码，可获得相关信息。

E三五眼】自rw心yon ＜方〉＠［到称能力差的
人。 49 IMl （人）能力差；（物品）质量差。

E二弦】 erxian [°8］坠琴。

E二线］ erxian 画］＠战争中的第二道防线。＠
比喻不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地位z 退居～。

＠指非直接从事生产、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地

方或岗位：充实一线，紧缩～。

E二二心亦武心）自rxln ＠圈不忠实的念头号异

心：怀有～。＠［归不专心；三心二意。
E二氧化氮l erv凸nghuadan I望无饥化合物，化
学式 N(), o 红棕色气体，有刺激性气味，有
态，氧化性很强，易溶于水。可用来制造高浓

度的硝酸。
E二氧化硅】 erv凸nghuagul I名l ；无机化合物，化

学式 SiC)2 o 自然界中分布很广，沙子、石英、

玛税等都由二氧化硅构成。纯净的二氧化硅
硬度大，熔点高，用来制造光学仪器、玻璃、耐

火材料等。人吸入过茧的二氧化硅粉尘，会导

致硅肺。

E二氧化硫】 ery凸nghualiu 圈元机化合物，化
学式 SC), o 三七色而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用

来制硫酸，也用作漂臼剂和杀菌剂。二氧化硫
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酸性污染物。

E二氧化碳］ eryiinghuatan l'Sl 无机化合物，化

学’式 CC), o 无色无臭的气体，比空气重，空气

中含量约为 0. 04% 。动物呼吸时吸入氧气，
呼出二氧化碳；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放出
氧气，吸入二氧化碳。用来制纯碱、清凉性饮
料等，也用来灭火。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之
－，应控制它的过量排放。旧称碳酸气。

E二一添作五】 er yl tianzuo w心本是珠算除
法的一句门诀，是 1/2 二 0. 5 的意思，借指双

方平分。
E二意】 eryi （书〉圈二，心：决无～。

E二元论］ eryuanl归国－种企图调和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肚界的本原是
精神和物质两个实体。二元论实质上坚持精神
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唯，心的。

E二战】 Erzhon 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
E二纹】在rzhi 圃不一致，两样（多用于否定式） : 

并无～ 1毫无～。
式 er 同‘‘二，，

耳u 自r 古代割耳朵的酷刑。

f耳岳r （书〉停留；置。
I 另见 935 页 Nai 。

-="'‘ h. 自r 0 画“二”的大写。参看
页、（虱） 1219 页i数字t 49 （书〉变节；背
叛z ～臣。

E武臣］ erchen （书〉圈指在前一朝代做 r官，

投降后一朝代又做官的人。
岳飞，心］ erxln 见 348 页【二心t

回 er （书〉口问颊。

ιgp. . " er 古书上指酸枣树。
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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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2‘→比 fa o 画送出 g交付z ～货｜分～｜
友（赘）印～｜～了一封信。＠派出去2 ～
兵。＠圈发射3 ～炮｜百～百中。＠圈产
生；发生：～芽｜～电｜～病｜这一带去年～了大
水。 8~到表达；发表：～布｜～誓｜～言｜～议
论｜在报上～了一篇散文。。扩大；开展：～
展｜～扬｜～育。＠圃因得到大量财物而兴
旺：～家 i暴～户｜他这两年跑买卖可～了。＠
画食物等因发酵或水浸而膨胀z 面～了｜～海
参。＠放散；散开z ～散！挥～｜蒸～。⑩揭
露；打开．～现｜揭～ 1 ～掘。＠画因变化而
显现、散发：～黄｜～潮｜～臭｜～酸。 4B [§ti] 流
露（感情）：～怒｜～笑｜～愁。＠巨型感到ij（多指
不愉快的情况）：～麻｜～痒｜嘴里～苦。＠启
程z 出～｜整装待～｜朝～夕至。＠开始行动z
～起｜奋～｜先～制人。＠引起；启发：～人深
省。＠画颗，用于枪弹、炮弹·一～子弹｜上
百～炮弹。 4D CFa）圈姓。
另见355 页的。

E发案】 fa ’ an 圈发生案件：到～地点进行调
查。

E发榜l fa11b凸ng rntil 考试后公布考试成绩的名
次或被录取者的名单：本市高考首批录取新生
今起～。

E发包l fabao 圈把建筑、加工、订货等任务交
给企业单位或个人承包。

E发报l fa11bao 画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装置把
消息、情报等发给收报人。

E发标E fa11 biao 画招标人向投标人发放标

书。
E发飘E fa;;biao E面施展威风，也指发脾气：他
在比赛中一路～，顺利进入决赛｜我又没得罪
你，冲我发什么枫啊？

【发表】 fab1凸o 圃＠向集体或社会表达（意
见）；宣布，～谈话｜～声明｜代表团成员已经确
定，名单尚未正式～。＠在报刊或互联网上登

载（文章、绘画、歌曲等）：～论文｜他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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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几篇小说。

E发兵E fa;; bing 画派出军队（作战）。
E发病E fa;; bing 画］某种疚病在机体内开始发

生：～率｜秋冬之交容易～。

E发布E ta bu 圈宣布（命令、指示、新闻等） :~ 
通缉令｜～大风降温消息。

E发财E fa;;cai 画＠获得大量钱财z ～致富 i

升官～。＠客套话，用于问人在哪里工作：您

在哪里～呀？
E发颤E fa;;chan 圈颤动：声音～｜发动机出了
故障，汽车开起来直～。

E发车E fa;; ch岳［到（从车站或停放地点）开出
车辆z 每隔五分钟～一次｜首班车早晨五点半
~ 。

E发痴E fa;;chi ＜方〉圃JO 发呆。＠发疯。
E发愁E fa;;ch6L』圈因为没有主意或办法而愁

闷 z 别～，资金问题我想办法解决｜这么一点儿
小事，你发什么愁啊？

E发出】 fachu 阐＠发生（声音、气味等）：～笑

声。＠发布（命令、指示） ：～号召｜～通告。＠主王三三
送出（货物、信件等）；开出（车辆等）。 军三三

E发怵E fa;;chu ＜方〉圈胆怯；畏缩z 初次登台，

心里有点儿～。也作发慌。

E发，！楚E fa11ch1江同“发怵”

E发f左E tada o 圈（事物）已有充分发展； （事
业）兴盛：肌肉～｜四肢～｜工业～｜交通～。＠
圈发迹；显达2 你今后～了，可别忘了老同学

啊！
E发达国家E fada 9u6jia 指经济发达程度高的
国家。

E发呆E ta11dai 圈神情呆滞，或因心思有所专

注而对外界事物完全不注意g 他话也不说， NK

直直地瞪着，坐在那儿～。
E发嗲E fadi凸〈方〉圈撒娇。

E发电l fa;;dian 圈＠产生、发出电力 z 水力
～｜核能～。＠打电报。

E发电机l fadianji 圈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

机器，多由绕有线圈的转子和定子组成。用动
力机器使转子转动就产生电能。

E发动E fadong 画＠使开始：～战争｜～新攻

势。＠使行动起来2 ～群众。＠使机器运
转＝天气太冷，柴油机不容易～。

E发动机】 tadδngji 圈把热能、电能等转换为
机械能的机器，用来带动其他机械工作。如电

动机、蒸汽机、涡轮机、内燃机、风车。
E发抖E fadou 圈由于害怕、生气或受到寒冷

等原因而身体颤动z 吓得～｜冻得直～。
E发端E faduan rntiJ 开始s起头。

E发凡E fafan ＜书〉圈陈述全书或某一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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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起例（说明全书要旨，拟定编撰体例）｜
《修辞学～》。

E发放E fafang 圈。（政府、机构）把钱或物资
等发给需要的人：～贷款｜～救济粮｜～经营许
可证。＠处置；发落（多见于早期白话）。

E发粉E fafen I萄熔粉。

E发奋E fafen o 圈振作起来；奋发：～努力｜
～有为。＠同“发愤”。

E发愤E fa fen 圈决心努力 z ～忘食｜～图强e
也作发奋。

E发愤图强l fafen-tuqiang 下定决心，努力进

取，谋求强盛。
E发疯E ta11f岳ng 圈＠精神受到刺激而发生精
神病的症状。＠比喻说话、f故事出于常情之
外z 你～啦，这么大热天，还穿棉袄！

E发福E ta11tu [1;ll] 客套话，称人发胖（多用于中

年以上的人）：几年不见，您～了。
E发付l tofu ~司打发（多见于早期白话）。
E发绍l fagan I量皮肤或蒙古膜呈现青紫色。由

噩噩E 呼吸或循环系统发生障碍，血液中缺氧引起。
三三三 也叫青紫。

E发糕E fagao 圈用面粉、米粉等发酵做成的

糕，有的还加糖、枣儿、青丝等。
E发稿E ta11g凸o 阐发出稿件。如通讯社发送
电讯稿给报社，编辑部门把书刊、图片等稿件
交给出版部门或印刷厂。

E发光E fa;;guang 圈发出光亮或光芒：星星

在夜空中闪闪～。为祖国建设出一分力，发一
分光。

E发光强度E faguang qiangdu 表示光源发光

强弱的物理量。单位是坎德拉。
E发国难财E fa gu6nanc6i 乘国家危难之机敛

取大量财物。
E发汗E fa;;han 圈（用药物等）使身体出汗。

E发行l fah6ng I面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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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发号施令E fahao-shlling 发布命令；下达指

示（多含贬义）：领导要深入基层，不要只坐在

上面～。
E发狠E ta11h岳n [1\jj] 0 下决心，不顾一切：～读

书 l他一～，三天的任务，两天就完成了。＠恼
怒；动气。

E发横E fa;;heng 5到蛮不讲理地发脾气：有理
讲理，发什么横？

E发花E fa;;hua 画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饿

得两眼～O
E发话E fa;;hua 毒面＠给予口头指示；口头上

提出警告或要求：到底该怎么办，你～吧｜人家
早～啦，不许咱再到这里来。＠气冲冲地说出

话。
E发话器E fahuaqi 画电话机等的一个部件，能
把声音信号变成强弱不同的电流，传到对方的
受话器中再变成声音信号。也叫话筒。

E发还E fahu6n 画把收来的东西还回去（多用

于上对下）：～原主。

E发慌l fa;;huang 画因害怕、着急或虚弱而心

神不定：沉住气，别～。
E发挥E fahul [1;ll] O 把内在的性质或能力表现

出来z ～积极性｜～模范作用｜～技术水平 l ～

炮兵的威力。＠把意思或道理充分表达出来：
～题意｜借题～。

E发昏】 fa;;hun 圆头脑迷糊，不清醒：你～了
吧，怎么书包也不带就来上学了？

E发火】 fa;;hu凸 0 ["llJ 开始燃烧：～点。＠［动］

子弹、炮弹的底火经撞击后火药爆发。＠〈方〉

冒冒（炉灶）生火容易生得旺z 这种炉子费煤而

不～。。〈方〉画失火。＠（～儿）圈发脾气：
有话好好儿说，不要～O

E发急l ta11 ii 画着急：大家等得～。
E发迹E ta11 ji 画指人变得有钱有势：他靠投靠
权贵～。

E发家】 ta11 jia 画使家庭变得富裕z ～致富。

E发贱】 ta11 jian 圈因不自重而做出让人看不

起的举动。

E发酵】（酸酵＞ fa;;jiao 圈。复杂的有机化合

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成比较简单的物质。
发面、酿酒等都是发酵的应用。＠比喻事态
持续发展：事件后续影响仍在～。

E发酵酒E fajiaojiu 圈酿造后不经过蒸馆而’可

以直接饮用的酒，酒精含量较低，如啤酒、黄

酒、葡萄酒等。也叫酿造酒。
E发窘l fajion9 画感到为难；表现出窘态。

E发酒疯】 ta iiuf岳ng 撒酒疯。

E发觉】 fajue 圈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注
意到的事）：火扑灭了以后，他才～自己受了

伤。
E发掘l fajue r;自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z ~ 
古物 l～宝藏。～潜力｜～人才。

E发刊词】 fakanci 圈刊物创刊号上说明本刊
的宗旨

E发棵】 fak岳（～儿）〈方〉圃＠分冀。＠植株
逐渐长大。

E发狂l fa;;ku6ng i量发疯。

E发困E fakun 画感到困倦，想睡觉：今天起得

过早，午饭后一直～。
E发蓝E fa16n 画在钢铁制的器物表面涂上药
物加热，使成一层极薄的氧化膜，蓝色、棕色或

黑色，可以防锈，多用在机械零件和枪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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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发懒】 fol凸n ＜口〉［司因身体且＼＼（；心情不好，懒得
动。

【发愣E fa11leng ＜口〉［动l 发呆。

E发力E fa11 Ii 画集中使出力量z 运动员在离终
点 400 米时开始～。

E发利市l fa lishi ＜方〉＠商店把开门后做成
第－－笔买卖叫作发利市。＠泛指获得利润。

E发亮】 fa;;liang r边发出亮光：东方～ l家具擦

得～o
E发令E faling r却发出命令或口令：～枪｜～开
火。

E发聋振联】 fa16ng-zhenkui 见 1 (i65 贞1振聋

发联lo
E发落】 taluo 画处理；处置（多见于早期白
话）：从轻～o

E发毛E ta ，扩 moo ［量＠害怕；惊慌z 他从没见
过这阵势，心里直～。＠〈方〉发脾气。

E发霉E fa11mei 固有机质滋生霉菌而变质z
天气潮湿，粮食容易～0思想～。

E发蒙E tam缸19 ＜门〉［动］犯糊涂；弄不清楚．一
人一个说法，听得我直～。

E发蒙】 fameng l面旧时指教少年、儿童开始识

字读书2 ～读物。

E发面】 famian o c 11 ）［到使lliI发酵。＠［望

经过发酵的面：～饼。
E发明】 faming 0 画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 : 

～指南针l火药是中国最早～的。＠圈创造
出的新事物或新方法：新～｜四大～。＠〈书〉
画画创造’性地阐发g发挥②：～文义｜本书对《老
子》的哲理颇多～。

E发墨】 fa;;mo [z自］指砚台磨墨易浓z 这种砚石
细腻如玉，～也快。

E发难E fa;;nan 匾。发动反抗或叛乱z 辛亥
革命在武昌首先～。＠〈书〉问难：提问～o

E发焉E fanian 圈。花木、水果等显现出萎
缩：几天没浇水，叶子已经～了。＠表现出精
神不振：他这两天有点儿～，不像往日爱说爱

笑。
E发茶】 fanie ＜方〉画萎靡不振；发藉②。
E发怒E fa;;nu 巨型因愤怒而表现出粗暴的声色

举动。
E发排E tapai 圈把稿件交给排印部门排版。
E发胖l fapc]ng rnJ)J C身体）变胖。
E发配E fop占t 圈＠充军（多见于早期白话i）。
＠比喻把人安排到条件差的地方去工作。

E发脾气E ta pi·qi 因事情不如意而吵闹或骂
人。

E发飘E fapiao 圃感觉轻飘飘的2 这把木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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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头沉得厉害，脚下有点儿～。

E发祟E fapiao 圈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

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

l［交付款凭证。

E发起1 taql r动。倡议（做某件事情）：～人｜

他们～组织一个读书会。＠发动（战役、进攻

等） ：～冲锋｜～反攻。
E发情】 faqing I动］雌性的高等动物卵子成熟前

后，生理上要求交自己·～期。
E发球】 ta;;qiu r动j 球类比赛时，→方把球发出，

使比赛开始或继续。

E发热】 fa;; re 圈。温度增高；产生热量z 恒

星本身发光～。＠体温增高。人的正常体温
在 37°C 左右，直ru查过 37.5°C ，就是发热．是痪

病的一种症状。也叫发烧，有的地区叫寒热。
＠比喻不冷静，不清醒：头脑～。

E发人深思E farenshensl 启发人深刻思考：这

篇报道切中时弊，～。
E发人深省】（发人深醒） farensh岳nxlng 启发

人深榈树1有所觉悟。 主王三
E发韧】 faren ＜书〉画面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三三三
使车前进，泛指新事物或某种局面开始出现：
～之作｜新文学运动～于五四运动。

E发散】 fasan I型＠（光线等）由某一点向四周

散开：凹透镜对光束起～作用｜～性思维。＠
巾医指用发汗的药物把体内的热散出去，以治
疗疾病。

E发丧l fa;;sang i甜＠丧家向亲友等宣告某

人死去。＠办理丧事。

E发开B.>l fa;; sha ＜方〉函中暑Czhong;;shu ）。

E发傻】 fa;; sh凸函。因为某种意外情况出现

而目瞪口呆。＠说傻话或做傻事。

E发烧】 fa;;shao 圈发熬。。

E发烧友E fashaoy凸LI ~对某项事业或活动非

常迷恋专注的人；狂热的爱好者。

E发射】 fashe r司射出（枪弹、炮弹、火箭、电波、
人造卫星等）：～台｜～场｜～塔。

E发身l fash岳n ［现男女到青春期，生殖器官发
育成熟，身体其他各部分也发生变化，逐渐长
成成年人的样子，这种生理变化叫作发身。

E发神经E fa shenjlng 发疯②。

【发生E fa sh岳ng 圈原来没有的事出现了；产

生：～变化｜～事故｜～关系。

E发声l fa;;sh岳ng 圈。发音：～器官。＠指

公开表达意见和要求：理性～。
E发市】 fa;;shi ＜方〉画指商店等一天里第一

次成交；开张②。

E发誓E fa;;shi 圈庄严地说出表示决心的话或

对某事提出保证：指天～｜他们发过誓，要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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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报仇。
E发售】 fashou 圈出售：公开～｜～纪念邮票。
E发抒E foshu rniJJ 表达（意见、感情）·～已见。
E发1.KJ fa矿 shuT 圈闹水灾。

E发送E fosong 圈发出；送出：～文件｜～无线

电信号｜这个火车站每天～旅客在五万人以上。
E发送】 fa• song 画办丧事，特指殡葬。

E发酸E fasuan 画＠食物变酸z 粥～了，不能

吃了。＠要流泪时眼睛、鼻子感到不舒适：看

到感人之处，鼻子一阵～｜两眼～，泪水止不住
流了下来。＠因疾病或疲劳而感到肢体酸痛
无力：站了一天了，两腿～。

E发条E fatiao 圈发动机械的一种装置，将片
状钢条卷紧，手lj用弹性作用逐渐松开时产生动

力，带动齿轮转动。机械钟表和某些玩具里装
有发条。

E发帖J fa11ti岳 rnJj] 在互联网上发表帖子：～说
说物价问题。

E发威】 f凸／／ W岳i I到显示威风z 他从不对部下～

三三~ 动怒。
三三雪 E发文E fawen 0 c~11一）圈发出公文：中央三

个单位联合～。＠圈发出的公文z ～簿（登记
发文的本子）。

E发问E fa wen 圈口头提出问题。
E发物E fawu 圈指富于营养或有刺激性，容易

使疮亦或某些病状发生变化的食物，如羊肉、
鱼虾等。

E发现E faxian 画＠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
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或规律．
～新的基本粒子｜有所～，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发觉：这两天，我～他好像有什么心事。
E发祥E faxiang 画＠〈书〉指发生吉祥的事。

＠兴起；发生：～地｜五四运动～于北京。
E发祥地E faxiangdi 圈原指帝王祖先兴起的
地方，现用来指民族、革命、文化等起源的地

方：黄河流域物产丰富，山河壮丽，是我国古代

文化的～。

E发笑E fax iao rniJJ 笑起来：引人～。
E发泄E faxie 圈尽量发出（情欲或不满情绪

等） ：～兽欲｜～私愤。
E发行】 faxing 画面发出新印制的货币、债券或
新出版的书刊、新制作的电影等。
另见 350 页 foh6ngo

E发虚E faxu 画＠因胆怯或没有把握而感到
心虚。＠（身体）显得虚弱 z 他病刚好，身子还
有些～。

E发券J fa;,>xuan ＜书〉圈修建拱券。
E发喋E faxue ＜方〉圈能引人发笑，可笑。
E发芽E fa11va 圈种子的胚发育长大，突破种

皮而出。

E发烟弹】 fayandan 圈装有发烟剂，发射后可

以形成烟幕的炮弹等。也叫烟幕弹。
E发言】 fayan O c-11 ) I到发表意见（多指在会

议 t-J ，～权 J 积极～｜他已经发过言了。＠［每］
发表的意见（多指在会议上）：他在大会上的～

很中肯。
E发言人】 fayanren 圈代表某一政权机关或

组织发表意见的人．外交部～。

E发炎E fayan 画机体对于微生物、化学药品、
物理性刺激等致病因素所起的复杂反应。发
炎的全身症状是体温增高，白细胞增多，局部
症状是发红、肿胀、发热、疼痛、功能障碍。

E发扬E fayang F动］＠发展和提倡（优良作风、

传统等）：～光大｜～民主｜～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的精神。＠发挥①：～火力，消灭敌人。
E发扬辟厉】 fayang-chuali 指意气昂扬，精神

奋发。也说发扬蹈厉。
E发扬蹈’厉】 fayang-d凸oil 发扬蹲厉。

E发扬光大】 fayang-guangda 发展提倡，使日

益盛大。

E发洋财E fa yangcai 原指在跟外国做买卖等

活动中发财，后指得到意夕卡的财物。

E发疤子E fa yao·zi 患症疾。

E发音E fayin O c-11 ) l到发出语音或乐音，也

泛指发出声音：练习～｜～方法。＠圈发出
的语音：他的～很准。

E发语词J fayuci 圈文言虚词，用于一篇或一

段文章的开头，如“夫、盖、维”。
E发育】 favu 画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结构和
功能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如某些动物
从受精卵逐步变成成熟的个体，某些植物从种
子逐步变成成熟的植株等。

E发源、】 fayuan rniJJ O c河流）开始流出：淮河

～于桐柏山。＠开始发生．诗是从民歌～的。
E发愿J fa;;yuan 画表明心愿或愿望z 起誓～。

E发运】 fayun ［司（货物）运出去 g 装船～ i订货

已经～，不日即可收到。

E发展】 fazhan 圈。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

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事态还在～l社会
～规律。＠扩大（组织、规模等）：～党的组织｜
～轻纺工业。＠为扩大组织而吸收新的成员 z

～新党员｜～工会会员。
E发展权J fazh凸nquan [BJ 指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应该享有并应得到尊重的要求发展、实现发
展及享用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

E发展中国家E fazhan zhong guojio 指尚处

于贫穷落后或不发达状态，正在加快经济发展
的国家。



E发怔E fazheng 圈发呆。
E发踪指示】 fazong zhishi 发纵指示。

E发纵指示】 fazδng zhishi 放出猎狗，指示方
向，要它追捕野兽，泛指指挥、调度。也说发踪

指示。

E发作J fazuo r动］＠（隐伏的事物）突然暴发或
起作用．胃病～｜药性～。＠发脾气·他有些
生气，但当着大家的面不好～。

酸一伯见下
（自费）另见 1川页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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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cc丫）

乏 ta o 缺乏： ~~1 贫～｜不～其人。＠
[MJ 疲倦z 疲～｜解～｜走～了｜人困马～。

＠〈口〉［回能量快消耗完了的；效力将尽的．

～煤！贴～了的膏药。
E乏力】 tali o [1121 身体疲倦，没有力气：浑身～。
＠圈没有能力；能力不足：回天～O

E乏煤】 famei 函燃烧过而没有烧透的煤。
E乏汽】 faqi 睛从蒸汽机、汽轮机等排出的已
经做过功的蒸汽O

E乏善可陈E fashan-k岳出自n 没有什么好的地
方可以称道：此文立意平平，实在～。

E乏术E fashu r司没有办法：缺少办法：进攻
～｜回春～。

E乏味E fawei IMJ 没有趣味；缺少情趣z 语言
～｜这种单调的生活实在～得很。
~产1 ta o 圈砍（树）：～木｜～了几棵树。
lλ4 ＠攻打·征～｜讨～｜北～。 0 (Fa）圈

姓。
in..2 fa ＜书〉自夸2 ～善｜不矜不～（不自大

lλ4 自夸）。
E伐木E famu ~采伐林木：上山～｜～工人。
E伐善E fashan ＜书〉圈夸耀自己的长处。
ta:t … … fa r疆处罚：惩～｜责～｜
i-'J （割、提嚣） 赏～分明｜～他喝酒。
E罚不当罪】 fabudangzui 处罚和所犯的罪行

不相当。指处罚过轻或过重。
E罚单E fadan 画处罚的通知单：交通违规～。
E罚金】 fajin O 画审判机关强制被判刑人在

一定期限内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的刑罚。是一
种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圈被判罚金
后缴纳的钱。

E罚款J fakuan O < -11←）圈行政机关强制违
法者缴纳一定数量的钱，是一种行政处罚。＠
(-II一）自由订合同的一方处罚违反合同的另

发酸乏伐剖华阀统法 I 10 1凸 I 353 I 

J方以一定数量的钱。＠［旬被罚款时缴纳

的钱。
E罚没E famo Ll动］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强制违

法者缴纳 定数额的钱款丰I没收其财物。

E罚球E ta11qiu l到足球、篮球等球类比赛中，一
方队员犯规时，由对方队员执行射门、投篮等

处罚。
E罚则E faze l量有关处罚的规定或条文。

堡1 伯〈方〉圈翻耕过的士比打～｜深耕
晒～。

堡2 伯用于地名， tt~c{E北京）｜落～（在河
北）。

E焦头】 fat6u 圈堡子①。
E堡子E fa· zi ＜方〉＠圈翻耕出来或掘出的土
块。也叫结头。＠量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z

这一～｜那一～。

阀1 … 伯指在某一方面有支配势力
（阀）的人物、家族或集团z 军～｜财

。

、西2 ta 圈管道或机器中调节和控主E

~~ （阙）制流体的流量、压力和流动方向主三
的装置，种类很多，如气阀、水阀、油阀等。也
叫阀门。［英 valve]

E阀门E famen lEJ 阀2 0 

E阀阅E tavL』e ＜书〉［苞＠功勋（“阀”也作“伐”

指功劳，‘6阅涌”指经历）。＠指有功勋的世家。

夜矗川 ta o 筷子z 竹～｜木～ l 皮
（＠丰民）～。 8 CF6）圈姓。

E役子E fa· zi 圈水上行驶的竹排或木排，也有
用牛皮、羊皮、橡胶等制造的。

" ta cζ丫）

、Y+l 筒。画
法呵。据、＠＠？去）体现统治阶
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用国家强制力
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包括法律、法令、

条例、命令、决定等＝合～｜犯～ 1 变～｜军～ 1婚
姻～｜绳之以～｜依～治国。＠（～儿）圈方法；
方式：办～｜用～｜土～｜加～｜这件事没～儿办。
＠标准；模范；可以仿效的：～帖｜～书｜取～

乎上。。仿效；效法：师～｜～其遗志。＠佛
教的道理z 佛～｜现身说～。。法术：作～｜斗
Cdou）～。 0 CF总）［~姓。

法2 日圈指法国z ～语 l～文

护卡3 ta 圈法拉的简称。一个电容器，充以 1
1A 库电量时，电势升高 1 伏，电容就是 1 法。



354 fa 法

E法案E 怡’ an 圈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审查讨论

的关于法律、法令问题的议案。

E法办E f凸ban ［盈依法惩勿 z 逮捕～。

E法宝】 f凸b凸o 圈。佛教用语，指佛说的法，也

指和尚用的衣钵、锡杖等。＠神话中能制服
或杀伤妖魔的宝物。＠比喻用起来特别有效
的工具、方法或经验：群众路线是我们做一切

工作的～。

E法币】 tabi 圈 1935 年以后国民政府发行的

纸币。 1948 年 8 月被金困券代替。

E法不阿贵，绳不挠由E f凸bu ’岳gui, shengbu 
naoqu 法律不偏袒有权势的人，墨线不拐向
弯曲的地方。指法律应公平公正，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E法不责众］ f凸buz自zhong 原指立法不是为了

责罚大多数人，现指众多人违法、违规不会受
到责罚。

E法场】1 f凸chang IEl 僧道做法事的场所；道

场。
三革主 E法场】2 f凸chang IEJ 旧时执行死刑的地方；刑

三三言 场。
E法槌E fachui 圈法官在开庭、休庭或宣布判

决、裁定及维护法庭秩序时用来敲击的槌子。
我国的法槌木制，槌身圆柱形，槌顶镶嵌法徽，
配有方形底座。

E法典l fadian [El 经过整理的比较完备、系统

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如民法典、刑法典。
E法定l fading 圃属性词。由法律、法令所规

定的：～计量单位｜～继承人｜～节假日。
E法定保险E f凸ding baoxian 强制保险。
E法定计量单位】 f凸ding jiliang danwei 由国
家以法令性文件规定强制或允许使用的计量
单位。

E法定继承E f凸ding jicheng 根据法律规定的

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等处理死者遗产。法定
继承人都是和被继承人有婚姻、血缘、扶养等
关系的人。

E法定人数E f凸ding renshu 正式规定的为召

开会议或通过有效决议所必要的人数。

E法度E f凸du [El o 法令制度；法律。＠行为

的准则；规矩＝不合～。

E法古E tag凸圈效法古代、古人z 他的书法～

而不泥古，别具神韵。

E法官E faguan ［苞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
我国的法官分为十二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
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分为大法官、高级法
官、法官。

E法官袍］ f凸guonp6o 圈法官在法庭审判时穿
的袍子。我国的法官袍为散袖口式黑色长袍，

红色前襟配有四颗金黄色的领扣。
E法规E f凸gul ［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
程等的总称。＠法律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的
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E法国梧桐） F凸gua wut6ng 见 1484 页【悬铃

木］。
[1.去号） f凸hao I组法，名。

E法徽E fahul 圈法院的标志。我国法院的法

徽由麦穗、齿轮、华表和天平组成，其中天平寓
意公平和公正。

E法会］ f凸hui 圈佛教讲解佛法和举行宗教仪

式的集会。
E法纪E f凸ji 圈法律和纪律2 遵守～｜目无～。

E法家E F凸1io 强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以
申不害、商棋、韩非为代表，主张法治，反对礼
治，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E法警】 f凸jing 圈司法警察的简称。

E法拉］ f凸10 画 f包容单位，符号 F。这个单位

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而定的o 简称法。

E法兰绒E f凸16nr6ng IEl 正反两面都有绒毛的

毛织品，质地柔软，适宜于做春秋两季的服装。
L法兰，英 flannel]

E法自151 f凸lang 圈＠法同等国的旧本位货币。
＠瑞士等国的本位货币。［法 franc]

E法老E f凸lao IEJ 古代埃及国玉的称号。［希腊
pharaoh] 

E法理E tan 圈＠法律的理论根据。＠〈书〉

法则。＠佛法的义理。。法律和情理：虐待
父母，～难容。

E法力］ f凸Ii 圈佛法的力量，也泛指神奇的力

量2 ～无边。
[i去令E ta ling 圈政权机关所颁布的命令、指
示、决定等的总称。

E法律】 f凸1c. 强＠由立法机关或国家机关和j
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包
括宪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
意志，是阶级统治或阶级专政的工具。＠在
我国，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
律，如民法、刑法g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制定的其他法律或一般法律，如婚姻法、
律师法。

E法律援助E f凸lu yuanzhu 国家对因经济困难
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

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
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开始实行。

E法螺E f凸lua 圈软体动物，多生活在海洋中，



壳圆锥形，壁厚，长约三四十厚米，表面有很多

瘤状突起。磨去尖顶的壳吹起来很响，古代做
佛事时用来做乐器，所以叫法螺。渔船、航船

等也用来做号角。
E法盲E f凸mang 函缺乏法律知识的人。
E法门E f凸men 圈。佛教指修行者入道的门
径，也指佛门。＠泛指门径；方法。

E法名】 f凸ming 圈指出家当僧尼或道士后由

师父另起的名字。
E法器】伯qi 晴和尚、道士等举行宗教仪式时
所用的器物，如钟、鼓、饶、钱、木鱼和瓶、钵、杖

等。
E法权l f凸quan [BJ 法律规定的权利。

E法人E f凸ren 圈法律上指根据法定程序设立，
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财产，参加民事活
动的社会组织，如公司、社团等。法人独立享
有与其业务有关的民事权利，承担相应的民事
义务（区别于“自然人勺。

E法人股E f凸reng心［量企业法人或具有法人资
格的单位、团体以其合法的资产向股份公司投

资形成的股份。

E法师l f凸shi 圈对和尚或道士的尊称。

E法式l f凸shi 圈标准的格式．《营造～》。

E法事E f凸shi 圈指僧道拜忏、打酿等事。
E法书E f凸shu 圈＠有高度艺术性的可以作为
书法典范的字。＠敬辞，称对方写的字。

E法术】 f凸shu 圈迷信指道士、巫婆等用画符、

念咒等手法驱除鬼怪邪祟的本领。
E法中占E f凸tie IBl 供人临摹或欣赏的名家书法
的拓本或印本。

E法庭】 fating 圈。法院所设立的审理诉讼
案件的机构。＠法院审理诉讼案件的地方。

E法统E f凸tong 圈宪法和法律的传统，是统治
权力的法律根据。

E法王E f凸w白ng 用＠佛教对释迦牟尼的尊
称。＠元明两代授予藏传佛教首领的封号。

E法网】 f凸w凸ng IEl 指严密的法律制度：难逃

～｜落入～o
E法西斯E faxisi 圈＠“权标”（拉丁 fasces）的
译音，权标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指

法西斯主义：～暴行。
E法西斯蒂】 f凸xisidi ［苞指法西斯主义的组织
或成员。［意 fascisti ( fascista 的复数刀

E法西斯主义E f凸xisi zhuyi 一种最反动最野
蛮的独裁制度和思想体系。对内实行恐怖统
治，对外实行武力侵略和民族压迫。起源于意
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

E法学E f凸xue [BJ 以法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

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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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法眼】伯yon 圈佛教指能认识到事物真相的

眼力，泛指敏锐深邃的眼力。
E法衣E f凸vi r销和尚、道士等在举行宗教仪式
时穿的衣服。

E法医l f凸yj 圈司法机关中专门负责用法医学

知识进行勘验，做出技术鉴定，为侦查和审理

案件提供证据的人员。
E法医学E f的ixue 画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并

解决法律案件中有关医学的问题（如创伤或死
亡的原因等），为侦查审判案件提供资料和证
据。

E法院E f凸yuan 圈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

关。在我国，人民法院也简称法院。

E法则E faze I翻＠规律；规则：自然～｜运算

～。＠法度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

共产党人的～。＠〈书〉模范；榜样。
E法旨】 f也zhl 圈人以神的名义或借助神的权

威所表达的意旨。
(jt＊帘1JJ tazhi I望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一个国家

的全部法律、法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三圭
和法律监督等。 雪三三

E法治】 f凸zhi 0 圈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

想，主张以法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

画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

E法子】 fa·zi c口语中多读 16 • zi ）圈方法：想
～｜没～。

硅伯见下。

E硅码E f也m凸圈。天平上作为质量标准的物
体，通常为金属块或金属片，可以称量较精确

的质量。＠借指分量、条件：在基层工作的经
历增加了他就业的～。

飞ta （巳丫）

tP- ＝~ ta 头发z 毛～ i 须～｜白～｜假～｜
反（爱）理～。

另见 349 页侣。

E发菜l tacδi I萄藻类植物，丝状，细长，潮湿时

黑绿色，干燥时黑色，很像乱头发。生长在高
原干旱或半干旱地带。

E发际E tail IBl 头部皮肤生长头发的边缘部分z
～高。

E发胶】 tajiao 圈用来固定发型的化妆品。

E发蜡E tala 国用凡士林加香料制成的化妆

品，抹在头发上，使有光泽而不蓬乱。

E发廊E talang 圈美容理发店（多指小型的）。

【发妻E taqi 圈指第一次娶的妻子（古诗“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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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妻”，结发指初成年）。

E发卡】 taq的画妇女用来别头发的卡子。
E发式】 fashi 函头发梳理成的式样。
E发网E faw凸ng 圈妇女罩头发用的网子。

E发小JL] taxi凸or ＜口〉圈＠指小的时候；童
年：我们俩～就在一块儿，别提多熟悉了。＠
指从小在一起玩耍的朋友：咱们俩是～，这么

客气可就生分了。
E发型E faxing 圈发式。
E发指E fazhi 圆头发竖起来，形容非常愤怒z

令人～［为之～。

法斗 f~ 见下
？璀）

E法琅E falang 圈。某些矿物原料烧成的像

袖子的物质。多涂在铜质或银质器物表面，用
来制造景泰蓝、证章、纪念章等。＠指覆盖有
法琅的制品。

E政琅质l falangzhi !El 袖质的旧称。

·fa c • r.::.丫）

峨 •fa ＜方〉圄相当于‘毗番茄要～？｜
夜饭吃过～？

fan cc弓）「

帆 伽＠圈挂在梳杆上
（机、明） 的布篷，利用风力使船前

进＝～楠！一～风顺｜扬～远航。＠〈书〉指帆

船z 征～｜千～竞发。
E帆板】 fonban IEl 0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
员站在有帆的板体上操纵帆杆，变换帆和板体
的重心和位置，借助风力前进。＠帆板运动
用的器材，薄而狭长，有浮力，多用玻璃钢制
成。板体上装有可随意旋转的三角形帆。

E帆布E fan bu 圈用棉纱或亚麻等织成的一种

粗厚的布，用来做帐篷、衣物等。
E帆布床E fonbuchuang 画行军床。
E帆船E fonchuan 圈＠利用风力张帆行驶的

船。＠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利用风帆力量推
动船只在规定距离内比赛航速。比赛项目分
为多种级别。

E饥楷E fonqiang ＜书〉圈船上挂帆的杆子，借

指船只＝～林立。
番1 伽指外国或外族z ～邦｜～茄｜～薯。

与'Jt,..2 fan llll O 种s样z 别有一～天地。＠
’田 用于心思、言语、过程等（数词限于L、

几”）：一～好意｜经过几～风雨｜这～话让他开

了窍。＠回z次；遍：思考一～｜几～周折｜三～
五次 i翻了一～（数量加了－1的。
另见 975 页 pono

E番邦】 fanbang ［富旧时指外国或外族。

E番瓜】 fangua ＜方〉圈南瓜。

E番号】 fanhao IEJ 按照兵种、任务和编制序列

授予部队的名号。

E番茄E fanqie 函＠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

软毛，花黄色。结浆果，球形或扁圆形，红或黄
色，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果实。｜｜也
叫西红柿。

E番石榴］ fanshi • liu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
木，叶子椭圆形，花白色，果实近球形，淡黄色
至粉红色．可以吃。原生长在美洲热带地区。
＠这种植物的果实。

E番薯】 fanshu ＜方〉圈甘薯。

蕃 fan ＜叫“番1”（肌
另见 99 页 b6;359 页 16门。

幡 ~ fan 圈一种窄
c:n普）长的旗子，垂直

悬挂。
E幡JL] fanr 圈旧俗出殡时举

的窄长像幡的东西，多用白纸

剪成。也叫引魂幡。
E幡然】 fanran 圈迅速而彻

J蔽地（改变） ：～改进｜～悔悟。
也作翻然。

、、主 fan ＠篱笆2 ～篱。＠
f由〈书〉屏障z 屏～。＠封 F「
建王朝的属国或属地2 ～囡｜

外～。 O CFon）圈姓。

E藩国E fangu6 圈封建时代
作为宗主国藩属的国家。

E藩篱】 fonli 圈篱笆，比喻界
限或屏障。

E藩屏】 fanping O IEl 屏藩①。＠｛到屏藩②。
E藩属】 fanshu 画封建王朝的属地或属国。

E藩镇】 fanzhen IEJ 唐代中期在边境和重要地
区设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
扩大，兼管民政、财政，形成军人割据，常与朝
廷对抗，历史上叫作藩镇。

翻 伽圈。上下或
c•＂＇养箱、安翻）内外变换位置；歪

倒；反转：推～｜～身｜车～了｜人仰马～。＠为
了寻找而移动上下物体的位置z ～箱倒柜｜从
箱子底下～出来一条旧围巾。＠推翻原来的2

～供｜这桩冤案终于～过来了。＠爬过s越过z
～墙而过｜～山越岭。＠（数量）成倍地增加2

但
剧m耐
啊
商
川
川
师

m川
L 歪主

幡



～番i～了几倍。＠翻译：把德文～成中文。
＠（～儿）〈口〉翻脸：！两～了｜把他惹～了。

“络”另见 359 页的n“络”。

E翻案l fan;; an [JjlJJ 0 推翻原定的判决：为蒙
冤者～。＠泛指推翻原来的处分、结论、评价

等．～文章。
E翻白眼】 fan baiyan ＜～儿）黑眼珠偏斜，露出
较多的Hit白，是愤恨或不满时的表情，有时是

病势危险时的生理现象。
E翻版】 fanban 圈。翻印或复制的版本。＠

比喻照搬、照抄或生硬模仿的行为。

E翻本】 fan;;b岳n （～儿）圈赌博时赢凶已经输

掉的钱。
E翻场l fan;; chang rn!JJ 翻动摊晒在场仁的农作
物，使干得快。

E翻唱l fanchang 画l 仿照原唱歌曲进行演唱：
～外国民歌。

E翻车］1 fan;; ch岳庄重］＠车辆翻覆：发生一起
～事故。＠比喻事情中途受挫或失败。＠

〈方〉翻脸：他脾气不好，说～就～。

E翻车】2 fanche ＜方〉圈水车。
E翻船l fan;; chuan 函。船只翻覆。＠比喻
事情中途受挫或失败z 夺魁呼声最高的北京队
在半决赛中～。

E翻动】 fandong ［面改变原来的位置或样子z
～身子l场上晒的麦子要勤～。

E翻斗】 fand凸u ~指可以翻转的、形状略像斗

的车厢·～车。
E翻番E fan;; fan 画］数量加倍：钻井速度～｜这
个县工农业总产值十年翻了两番（四倍）。

E翻飞】 fanfei I量。忽上忽下来固地飞：一群
蝴蝶在花丛中～0思绪～。＠自上而下地翻
动或飘动z 雪花～o

E翻覆】 fanfu D司。翻①z 车辆～。＠发生巨

大而彻底的变化：天地～。＠来凹翻动身体：
夜间～不成眠。＠〈书〉反复②。

E翻改E fang副［司把旧的衣服拆开另行改做g

～大衣。

E翻盖】 fangai 画把旧的房屋拆除厉重新建

造。
E翻跟头】 fan g岳n•tou 身体向下翻转而后恢复

原状。
E翻个JL] fan;;ger 唾！翻过来；颠倒过来：场上
晒的麦子该～了。

E翻工E fan;;gong ＜方〉南返工。
E翻供E fan;;gang D司推翻自己以前所供认的

i舌。
E翻滚E fangun 圈。上下滚动；翻腾

<font命ig）：白浪～｜乌云～0桩桩往事在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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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回翻身打滚儿；翻转滚动：两个人

扭打起来，满地～。
Z翻黄l fanhuang ~竹黄。也作翻簧。
E翻簧E fanhuang 问“翻黄”。

E翻悔】 fanhul I'量对以前允诺的事后悔而不承

认：这件事原是他亲口答应的，如今却～不认

账了。

E翻检】 fanjian ［噩翻动查看（书籍、文件等）：

～词典｜～资料。
E翻建】 fanjian l越翻盖z ～房屋。

E翻江倒海l fanjiang d凸出ω ＠形容水势浩
大。＠形容力量或声势非常壮大。｜｜也说倒

海翻江。

E翻浆l fan;; i iang ［遇春暖解冻的时候，地面或
道路表面发生不均匀起伏、裂纹并渗出水分和
泥浆。

E翻卷l fanjt』凸n I遇上下翻动：红旗～ i 雪花在

空中～｜船尾～着层层浪花。

E翻刻E fanke I到按照原版重新雕版（印刷） : 
～本｜～重印。 司暨三

E翻来覆去】 fanlai-fuqu o 来回翻身：躺在床雪重重

上～，怎么也睡不着。＠一次又一次；多次重
复：这话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了。

E翻脸】 fan;; Ii伽画对人的态度突然变得不

好．～无情｜～不认人｜两口子从来没翻过脸。
E翻领E fanllng C～儿）圈衣领的一种样式，领

子上部翻转向外，或全部翻转向外，领口敞开
（区别于“立领”） ：～衬衫。

E翻录l fanlu 圃照原样重录磁带、光盘等（多

指不是原出版者重录）。

E翻毛E fan『nao （～儿）［翻属性词。＠毛皮制

品的毛朝外的z ～大衣。＠皮革的反面朝外

的：～皮鞋。
E翻弄E fannong 圈来回翻动：他心不在焉地

～着报纸。

E翻拍E fanpai I到＠以图片、文稿等为对象拍

摄复制：～照片｜～文件。＠以原有的影视作

品为对象重新拍摄＝～经典电影｜以四大名著
为题材的电视剧频频被～。

E翻盘E fan;; pan 圈＠证券市场上指从红盘
变为绿盘，或从绿盘变为红盘。＠比喻彻底

扭转不利局面2 主队最后时刻～，反败为胜。
Z翻皮E fan pi 幽属性词。翻毛①。

E翻篇JLl fan;; pianr ＜口〉圈比喻事情已经过
去或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计较：这件事儿就算～
了，今后谁也不要再提了。

E翻然l fanran 同“幡然”。

E翻砂E fansha O 圈铸工①的通称。＠圈
制造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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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翻晒】 fanshai 画在阳光下翻动物体使吸收

光和热z ～粮食l～被褥。
E翻身E fan;;shen 圈。躺着转动身体。＠比

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户 i～做主。＠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

境：只有进行改革，我厂的生产才能～。。
〈方〉转身；因身。

E翻升l fansheng 画成倍地增长＇ !fu率～。
E翻腾】 fanteng 画。（波浪等）上下滚动：海

水～｜云雾～。＠在空中做翻转身体的动作2
向内～两周半后稳稳落地。

E翻腾E fan· teng 画＠比喻思绪起伏·往事

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翻动·几个柜
子都～到了，也没找着那件衣服。

E翻天l fan;; tian 匾。形容吵闹得很厉害·

吵～1 闹翻了夭。＠比喻重新得势或重新占上

风（含贬义）：不能让坏人～。
E翻天覆地E fantian-fudi O 形容变化巨大而
彻底：农村面貌有了～的变化。＠形容闹得

三三三 很凶·这一 i洞，把家闹得个～。
三三三~ ［翻胃E fanwei E富反胃。

E翻箱倒柜l fanxiang-d凸ogui 形容彻底地翻

检、搜查。也说翻箱倒筐。
E翻箱倒筐】 fanxiang-d凸oqie 翻箱倒柜（筐：

小箱子） 0

E翻新E fanxln 圈。把旧的东西拆了重做（多

指衣服）。＠从旧的变化出新的 z 手法～｜花

样～。
E翻修E fanxiu ［到把旧的房屋、道路等拆除后
就原有规模重建。

E翻译E fanyi O 圈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
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
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

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

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z ～外国小说｜把密码
～出来。＠圈做翻译工作的人：他曾经当过

三年～。

E翻印E fanyin ［司照原样重印书刊、图画等（多
指不是原出版者重印）：版权所有，～必究。

E翻涌E f。nyong 巨型（云、水等）上下滚动；翻腾

(font岳ng）：波涛～0热血～ l思绪～。

E翻阅E fanyue I量翻着看（书籍、文件等）：～

杂志。
E翻越l fanyue 圈越过；跨过z ～山岭｜～障碍

物。
E翻云覆雨】 fanyun-fuy心杜甫《贫交行》诗：“翻

于作云覆于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后来用“翻

云覆雨”比喻反复无常或玩鼻子段。

E翻造E fanzao rz;国拆除旧的重新建造；翻盖。

E翻转E fanzhuan 圃翻滚转动：～画面｜跳水

运动员在空中做～动作。

, 
fan c C4 > 

凡1 , 伽＠平凡＝～庸｜自命
（巩）不～＠宗教和神话中称人世

间t 思～｜下～。 8 CF6n＞圈姓。

凡2 , fan O 圃凡是，~~满十八
（巩）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书〉圈总共：不知～几｜全书～二十
卷。＠〈书〉大概；要略：大～｜发～。
口 3 久 fan ~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

FL c·儿） 的一级，乐谱上用作记音符号，
相当于简谱的“4”。参看 448 页【工尺］ o

E凡尘】 f6nchen 圈佛教、道教或神话中指人

世间；尘世。
E凡夫E tanfu 圈凡人：～俗子。

E凡间E fanjion ~l 指人世间。

Z凡例E fan Ii 圈书前关于该书体例的说明。
UL人】 fanren 圈。平常的人．～琐事。＠
指尘世的人（对“神仙”而言）。

E凡士林E fanshilin ~一种油脂状的石油产
品，半透明，半固念，淡黄色，精炼后成纯白色。
医药上用来制油膏，工业上用作防锈剂和润滑
剂。 t英 vaseline]

UL是】 fanshi 圆总括某个范围内的一切．～

新生的事物都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的。
[JL俗l fansu ［翻平凡庸俗；平常：不同～ l 流
于～O

[}Lui向E fanxi凸ng l组平凡的音乐，泛指平凡的

事物：不同～｜非同～。

[}L心】 fanxln ~ f＇曾道指对尘世的思念、留恋

之心。
E凡庸】 fanyong 圈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多形

容人）：才能～！～之辈。
,)n Fan 圈姓。

l LJ 另见 365 页的门“泛”。

矶山 fan 函某些金属的含水硫酸盐
，几（磐）或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硫酸
盐结合成的含水复盐，如明矶、胆矶、绿矶。

况久H fan 圈金属元素，符号 V＂银白
（饥）色耐，耐腐蚀。用来制造合金

钢等。

烦（燎） fan O 圈烦闷＝～恼｜心～意
乱 l心里有点儿～。＠圃厌烦2 耐

～｜这些话都听～了。＠画使厌烦2 我正忙着



烦墙蕃樊缕珞脯孀锚繁｜ tan 巴？」
呢，你别～我了。。又多又乱z ～杂｜要言不
～。＠画烦劳z 有事相～｜～您给带个信儿。

E烦苛E tank岳〈书〉圈（法令等）繁杂苛细。也

作繁苛O
E顷劳E tanlao 圈敬辞，表示请托：～您顺便
给我们捎个信儿去。

E顷乱E fanlu巾。 l用（心情）烦躁不安z 心里
～极了，不知干什么好。＠同“繁乱”。

E烦闷E fa nm en 嗣（心情）不畅快。
E顷难E fannan 同“繁难”。
E顷恼E fann凸o 圃烦闷苦’脑：自寻～｜不必为
区区小事而～。

E烦请E fanqTng 12\画敬辞，表示请求：～光l施。
E顷扰E fanrao 0 圈搅扰z 他太累了，我实在
不忍心再～他。 8~ 因受搅扰而心烦。

【烦人E fanren ~回使人心烦或庆烦：～的毛毛
雨下起来没完没了。

E顷冗E tan的ng 圈＠（事务）繁杂。＠（文章）
烦琐冗长。｜｜也作繁冗。

E顷神］ fan;; shen ［动］费神 g操心z 孩子淘气，让

告在～ τ 。
E顷琐］ fansuo ~回繁杂琐碎：手续～｜～的考
据。也作繁琐。

E烦琐哲学】 fansuo zhexue O 见 687 页I经
院哲学1。＠指罗列表面现象，拼凑枯燥条
文，使人不得要领的作风和文风。

E顷嚣E fanxiao ＜书〉［回（声音等）哺杂扰人：
～的集市｜～的尘世｜这里～的声音一点儿也听
不到了，只有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E烦心E fanxln O l暨使心烦z 别谈这些～的事
情了。＠〈方〉圆费心；操心＝孩子太淘气，真
让人～。

U页’言E tanyan ＜书〉［旬＠气愤或不满的话：
啧有～ l心无结怨，口无～。＠烦琐的话2 ～碎

辞。也作繁言。
E烦忧E fanyou 圃烦恼忧愁。
E顷杂l tanza 间“繁杂”。
E顷跺］ fanzao ~烦闷急躁·～不安。

墙 fan ＜书〉坟墓。

蕃 fan 叫（草木）茂盛z ～茂｜～昌＠
繁殖z ～息｜～擎。
另见 99 页 b6;356 页 fan"

E蕃息E fanxl ＜书〉画滋生；繁殖z 万物～o
E蕃衍l tanyan 见 360 页【繁衍］ o

樊 fan O ＜书〉篱笆z ～篱。 8 CF6n ）圈
姓。

E樊篱E tan Ii 圈篱笆，比喻对事物的限制2 冲

破旧礼教的～。

E樊笼】 fan16ng 圈关鸟兽的笼子，比喻受束缚

而不自由的境地。
I'~ fnn 旧T

绪（锚）“箱”月五年6 页 tan“翻”。
E绪宇~l fanyuan ＜书＞ o~ 风吹摆动的样子。

81动i 乱取。

瑶伽 〈书〉美玉。

腊 fan 古代祭祀所用的熟肉。

：幡 fan 叫焚烧z ～烧。如～之炙
之。

阳针】 fanzhen 圈火针。

错… fan 古代的一种铲子
（锺）

垂在 fan O 圈繁多；复杂（跟“简”相对）：纷

月号电～｜～杂｜～星｜删～就简｜手续太～。＠繁

殖（牲畜）：自～自养。
另见 1012 页 P6"

E繁本E fanb邑n 圈有多种版本的著作中内容、三三
文字较多的版本；改写成简本或缩写本所根据王三
的原本。

E繁博E tanb6 ~ c引证）多而广泛。
E繁多】 f6ndu6 U园（种类）多；丰富z 花色～i 品
种～｜名目～。

E繁复】 tanfu ~多而复杂：手续～｜～的组织

工作。
E繁花E fanhua IE 繁茂的花；各种各样的花z

～似锦｜万紫千红，～怒放。
E繁花似锦E tanhua-sijTn 各种各样的鲜花盛

开，像锦绣一样绚丽多彩z 五月的公园，绿草如
茵，～0节日期间，首都舞台～。

Z繁华l fanhua U国（城镇、街市）繁荣热闹 z 王

府井是北京～的商业街。

E繁苛E tank岳同“烦苛”。

E繁丽E tanli l量丰富华丽；繁华美丽：辞藻～ l

屋脊装饰～｜～的商业大道。
E繁乱l fanluan 圃（事情）多而杂乱z 头绪～。

也作烦乱。
E繁忙E fanmang I翻事情多，没有空闲：工作

～｜这条铁路一年到头都很～。

E繁茂】 fanmao 躏（草木）繁密茂盛z 花木～｜

枝叶～，苍翠欲滴。
E繁密E fanmi l回多而密z 人口～！～的树林｜

～的鞭炮声。

E繁难l fannan 回复杂困难2 工作～｜遇到了

～的事。也作烦难。
E繁闹E fannao E国繁荣热闹z 昔日偏僻的渔

村，如今已是～的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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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繁荣】 f6nr6ng 0 回（经济或事业）蓬勃发

展；兴旺：经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画使繁荣：～经济 l～文化艺术事业。

E繁冗E f6nrong 同“烦冗”。

E繁辈革l f6nru 〈书＞ Ifill 多而琐碎z 礼仪～。

E繁盛E f6nsheng 匾。繁荣兴盛z 经济～｜～

的商业区。＠繁密茂盛：花草～。
E繁琐E f6nsu6 同“烦琐”。

E繁体E fantT 圈。笔画未经简化的汉字形体

（指已有简化字代替的）：～字。＠指繁体字：
“车”的～是“丰”。

E繁体字】 t6ntTzi 圈已有简化字代替的汉字，
例如“撞”是“礼”的繁体字。参看 637 页【简化

汉字］。

E繁文综节E fanwen-ruj ie 烦琐而不必要的礼
节，也泛指烦琐多余的事项。也说繁文缚礼。

E繁文缚丰Ll fanwen-rulT 繁文缚节。

E繁芜E f6nwu ＜书〉圈（文字等）繁多芜杂：内
容空洞，语言～。

三矗 E繁星E f6nxlng IE] 多而密的星星： ~.~点｜～
三三雪 满夭。

E繁言E f6ny6n 同“烦言”②。

E繁衍］（蕃衍）的ny也n [1;lj] 逐渐增多或增广g 子

孙～｜～生息。
Z繁育E fanyu 圈繁殖培育：～虾苗｜～优良品

种。

E繁杂】 f6nz6 E国（事情）多而杂乱z 内容～｜～

的家务劳动。也作烦杂。
E繁征博引】 fanzh岳ng-b的Tn 形容论证时大量

引用材料。
E繁殖E f6nzhi 圈生物产生新的个体，以传代。

E繁重】 f6nzhong 圃（工作、任务〉多而重g 机
械化取代了～的体力劳动。

革向 -· fan 古代指骨顶鸡。
面写（番属）
躇 tan 叫足：熊～（熊掌）。

繁伯n 古书上指白茜（一种特植物）。

" f凸n C C4) 

反 fan O 圈颠倒的p方向相背的（跟“正”相
对） ：适得其～｜绒衣穿～了。＠（对立面）

转换；翻过来z 易如～掌｜～败为胜｜物极必～。
＠回；还z ～光 l～攻｜～问oO 圈反抗；反对＝
～霸｜～封建｜～腐倡廉｜～法西斯。＠画背叛z

～叛｜官逼民～。＠指反革命、反动派＝镇～｜

有～必肃。＠类推z 举一～三。＠圃反而；

相反地z 他遇到困难，不但没有气馁，～更坚强
起来。＠用在反切后头，表示前两字是注音

用的反切。如“塑，桑故反气参看 362 页【反
切l 0 

E反霸】 tiinba 画＠指反对霸权主义。参看
22 页I霸权主义］。＠指反对地方上或行业中
的恶霸，特指土地改革运动中清算恶霸地主的
罪行。

E反绑】 fiinbiing ［翻两子绑在背后。

E反比】 f凸nbT 圈＠两个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

方面，一方发生变化，另一方随之发生相反的
变化，如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反而逐

渐袁弱，就是反比。＠把→个比的前项作为
后项，后项作为前项，所构成的比和原来的比
互为反比。如9 3和 3:9 互为反比。

E反比例】 f凸nbTli 圈两个量（α 和的，如果其

中的一个量（ω扩大到若干倍，另→个量（ b)
反而缩小到原来的若干分之一，或－个量（ω

缩小到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另一个量（ b ） 反而
扩大到若干倍，这两个量的变化关系叫作反比
例。

E反驳】 fiinb6 ［画说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定别

人跟自己不同的理论或意见。
E反哺E f凸nbu [Z面传说雏乌长大后，衔食喂母

乌，比喻子女长大奉养父母2 ～之情。

E反俱tll f凸nee ＜书〉圈（身体）翻来覆去，形容

睡卧不安：辗转～。
E反差】 f凸ncha ra 0 照片、底片或景物等黑白
对比的差异。＠指人或事物优劣、美丑等方

面对比的差异2 今昔对比，～强烈。

E反常E f凸nch6ng I国跟正常的情况不同＝～现

象｜～心理｜天气～ i态度～。
E反超】 fiinchao 画体育比赛中比分由落后转

为领先叫反超z 中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
频频发动攻势，以 2 比 1 将比分～。

E反衬E fiinchen 国从反面来衬托2 对英雄的

赞美就～着对懦夫的嘲讽。
E反鱼】 fiinchu p到＠偶蹄类的某些动物把粗

粗咀嚼后咽下去的食物再反回到嘴里细细咀

嚼，然后再咽下。＠比喻对过去的事物反复
地追忆、回味。

E反串l fanchuan 圈戏曲演员临时扮演自己
行当以外的角色。

E反唇相讥E f凸nchun-x iangjl 受到指责不服气

而反过来讥诙l对方（语本《汉书·贾谊传》，原作
“反唇而相稽气稽z计较）。

E反倒E fiindao 画反而z 让他走慢点儿，他～加

快了脚步｜好心帮助他，～落下许多埋怨。



E反调E f凸ndiao 圈指相反的观点、言论．唱

~ 。

E反动E f凸ndong O Ifill 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

护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z ～阶级i 思想
～。＠ [Bl 相反的作用：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

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
E反动派l tandongpc]i 圈反对进步、反对革命

事业的集团或分子。

E反对E f凸ndui 圈提出否定的意见；不赞成；不

同意z ～侵略｜～平均主义｜有～的意见没有？
E反对党E f凸nduidang IEJ 某些国家中的在野

党。
E反厄尔尼诺现象】 tan 'e ＇岳rninuo xianxiang 
拉尼娜现象。

E反而E f巾’自r 圆表示跟上文意思相反或出乎

预料和常情z 风不但没停，～越来越大了｜你太
拘礼了，～弄得大家很不自在。

E反方E f凸nfiing 圈指辩论中对某一论断持反
对意见的一方（跟“正方”相对）。

E反讽E f凸nf品ng ［租用反语进行讽刺＝这篇杂
文充满了强烈的～意味。

E反腐E f凸nf心画反对并打击腐败行为：～倡
廉｜对干部进行～教育。

E反腐倡廉E f凸nf心－changli6n 反对腐败，提倡

廉洁。

E反复】 tantu o 圆一遍又一遍F多次重复＝～
思考｜～实践。＠画颠过来倒过去；翻悔z ～

无常｜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不～。＠圈（不
利的情况）重新出现z 这种病容易～。＠圈

重复的情况：斗争往往会有～。
E反感l f凸ngan O 圈反对或不满的情绪2 你

这样说话容易引起他们的～。－~回厌恶；不
满：大家对这种行为很～。

E反戈E f凸ng岳圈掉转兵器的锋芒（进行攻击），

多用于比喻：～一击。
E反戈一击E tang岳－yljl 比喻掉转头来反对自己
原来所属的或拥护的一方。

E反革命】 f凸ngeming 0 圈属性词。与革命
政丰又对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

的z ～活动｜～言论。＠圈反革命分子2 镇压
～，巩固新政权。

E反攻E f凸ngong 画防御的一方对进攻的一方

实行进攻：我军开始～了。
E反躬自问】 f凸ngong-ziwen 反过来问问自己。

也说抚躬自间。

E反顾E f凸ngu 圈＠回头看。＠指犹豫并生

悔意z 义无～。

E反观E f凸nguan 圈反过来看；回过头看z 表面

上看轰轰烈烈，～效果，却未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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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反光l f凸nguiing 0 圈使光线反射：～镜！白

墙～，屋里显得很敞亮。＠圈反射的光线z 雪

地上的～让人睁不开眼。

E反光灯E f凸nguangd岳ng 圈利用反光镜把强

烈的光线反射出去的灯，主要用在舞台或高大
建筑物上。

E反光镜E f凸nguiingjing 圈专门用来反射光线

的镜子。反射光线时，凹面镜有聚光作用，平

面镜和凸面镜能够反映视野以外的事物，

便于观察。
E反函数E f凸nh6nshu IEJ 对于表示 y 依 z 而

变的已知函数 y = f（川来说，表示 z 依 y 而
变的函数工二 g(y）就叫作它的反函数。如

工二百是y二／的反函数。
E反话】 f凸nhua 圈故意说的跟自己真实意思

相反的话。

E反悔l f凸nhui 圃翻悔：一言为定，决不～。

E反击】 f凸njl 圆回击2 ～战 i奋起～。

E反季E f凸nji 圃属性词。反季节。 一←
E反季节E f凸njij ie 圃属性词。不合当前季节主~三

的z ～蔬菜｜～销售。也说反季。 雪三三

E反剪E fanjian 画两手交叉地放在背后或绑
在背后。

E反问E f凸njian 圃原指利用敌人的间谍使敌

人获得虚假的情报，后来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不

团结3 ～计。
E反诸】 f凸njie 画反问。

E反抗l f凸nkang 圈用行动反对；抵抗：～精

神｜～侵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E反客为主E f凸nkeweizhu 客人反过来成为主

人，多用来比喻变被动为主动。
E反恐E f凸nkong lil!lJ 反对并打击恐怖活动2 ～

斗争｜～防暴。
E反口E f凸nk归圈推翻自己原来说的话z 话已

说出，不能～。

E反馈E f凸nkui lil!ll 0 把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中
的一部分能量送回输入电路中，以增强或减弱

输入信号的效应。增强输入信号效应的叫正
反馈；减弱输入信号效应的叫负反馈。正反馈
常用来产生振荡，用来接收微弱信号g负反馈
能稳定放大，减少失真，因而广泛应用于放大

器中。＠医学上指某些生理的或病理的效应
反过来影响引起这种效应的原因。起增强作
用的叫正反馈；起减弱作用的叫负反馈。＠
（信息、反映等）返回 z 市场销售情况的信息不
断～到工厂。

E反粒子E f凸nlizT IEl 正电子、反质子、反中子、

反中微子、反介子、反超子等粒子的统称。反

粒子与所对应的粒子在质量、自旋、平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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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磁矩大小上都相同；如果带电，两者所带电
量相等而符号相反，磁矩和自旋的取向关系也
相反。反粒子与所对应的粒子相遇就发生涅

没而转变为别的粒子。
E反面】 fanmian O c～儿）圈物体上跟正面相

反的一面（跟“正面”相对，下同）：这块缎子正

面儿是蓝地儿黄花儿，～儿全是蓝的。＠圃属性

词。坏的、消极的z ～教员｜～角色。＠圈事
情、问题等的另一面z 不但要看问题的正面，还
要看问题的～。

E反面人物E fanmian r岳nwu 指文学艺术作品

中被否定的人物。
E反目l f凸nmu 画由和睦变为不和睦；翻脸z

夫妻～｜～成仇。

E反扒E f凸np<l 画对扒窃活动进行打击：民警

们忘我地工作在～第一线。
E反派l f凸npai 圈戏剧、影视剧、小说中的坏

人；反面人物。

三…npan 剧时把～封建礼教
E反叛E fan· pan ＜口〉圈叛变的人；背叛者。

E反批评E fan piping 画针对别人的批评做出
反驳，以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多指学术论
争）。

E反扑】 fanpu 画（猛兽、敌人等）被打退后又扑

过来。
E反其道而行之E fan qi dao er xing zhl 采取
跟对方相反的办法行事（语本《史记·淮阴侯列

传》）。
E反气旋E f凸nqixuan 圈直径达数百或近千千

米的空气旋涡。旋涡的中心是高气压区，风从
中心向四周刮。在北半球以顺时针方向旋转，
在南半球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反气旋过境时
天气多晴朗而干燥。

E反潜l f凸nqian IZl!il 对敌潜艇进行搜索、攻击的

战斗行动。
E反潜机l f凸nqianjl IE! 对敌潜艇进行搜索、攻
击的飞机和直升机，装备有声呐设备和反潜鱼

雷、深水炸弹等。

E反切E f凸nqie 固我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
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例如“塑，桑故切
（或桑故反）”。被切字的声母跟反切t字相同
（“塑”字声母跟“桑

字的韵母和声调踉反切下字相间（“塑”字的韵
母和声调跟“故”相同，都是 U 韵母，都是去
声〉。

E反倾销l f凸nqlngxiao IZl!il 进口国对出口国倾

销的进口商品采取高额征税等措施，以保护本

国经济和生产者的利益。
E反求诸己E f凸nqiuzhuji 指从自己方面寻找原

因或对自己提出要求。
E反射E f凸nshe 圈＠光线、声波等从→种介质

到达另一种介质的界面时返回原介质。＠机
体通过神经系统，对于剌激所发生的反应，如
膛孔随光刺激的强弱而改变大小，吃东西时分
泌唾液。参看 1298 页【条件反射1、 376 页

！~七条件反射J.
【反身E f凸nsh旬国转过身子；转身z 见她～要

走，我急忙拦住。

E反噬E f凸nshi ＜书〉圈反咬。

E反手E f凸n;;sh凸u 0 圃反过手来2 ～可得（形

容事情容易办到）。＠啤反子的姿势：～击
球｜～球不好接。＠圈子放到背后：进了屋～

把门拉上。

E反水E f凸n;;shui （方〉圃叛变。

E反思l f凸nsi 阐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

验教训ii ：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
E反诉E f凸nsu 圈在同→诉讼中，被告方对原告
方提起的诉讼（跟“本诉”相对）。

E反锁E f凸nsL』6 圈人在屋里，门由外面锁上g

人在屋外，门由里面锁上。

E反贪l f凸ntan 圈反对并打击贪污行为：～倡

廉。
E反弹】 f凸ntan 画＠压紧的弹簧弹回；运动的
物体遇到障碍物后向相反的方向弹园。＠比

喻价格、行’情回升2 股市～。＠比喻事物改变
发展态势后又回复到原先的态势：学生课业
负担一度减轻，现在又出现～O

E反坦克炮】 f凸ntankep<l。因用穿甲弹射击坦

克和装甲车辆的火炮。
Z反胃E fanw岳l 啤指吃下食物后，胃里不舒

服，恶心甚至呕吐。也说翻胃。

【反问】 fanwen 国＠反过来对提问的人发

问z 等他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完了，我～他一句，
“你说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用疑问语气
表达与字面相反的意义，例如“难道我不想搞

好工作？”
E反诬l f凸nwO ~富不承认对方的揭发指摘，反

过来诬告对方。

E反物质l f凸nwuzhi 圈物理学上指原子核由

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的带负电荷的物质。反
核子（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反原子核，反原子
核和正电子组成反原子，各种反原子组成各种
反物质。

E反响l fanxiang IE! 公众的反应、回响z 她曾

经登台演出，～不一｜此事在报上披露后，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

E反向E f凸『ixiang 圈逆向 z ～行驶。～思维。

E反省E f凸nxing 圈回想自己的思想行动，检查



其中的错误：停职～。
E反咬】 fany凸0 rniJl （被控告的人）诬赖控诉人、
检举人、见证人z ～一口。

E反义词】 fanyici l型意义相反的→组词，如
“高”和“低”、“好”和“坏，，、“成功”和“失败”

E反应E f凸『1yi 『19 0 ［涵机体受到体内或体外的
剌激而引起相应的活动或变化：对方射门太
突然，守门员没有～过来｜有的病人服药后～得

很厉害。＠南］化学反应。＠圈原子核受到

外力作用而发生变化：热核～。＠圈事情所

引起的意见、态度或行动z 他的演说引起了不

同的～。
E反应堆】 f凸『1yingdul 圈核反应堆的简称。

E反映】 f凸nying 画＠物体的形象反着映射到

另一个物体上·美丽的白塔～在湖面上。＠
比喻把客观事物的实质表现出来2 这部小说

～了现实的生活和斗争。＠把情况、意见等告
诉上级或有关部门：把情况～到县里 l他～的

意见值得重视。＠通常指机体接受和回答客
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人的心理（感觉、表
象、观念、概念、情绪、愿望、意志等）是最高级
的反映形式。

E反映论】 f凸nyinglun 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把人的认识理解为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
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社会实践是
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反映过程是

积极的，能动的，辩证发展着的。

E反语】 fanyu 圈反话。

E反照】 fanzhao I到光线反射。也作返照。

E反正】 f凸nzheng rniJJ 0 指重新归于正道：拨
乱～。＠敌方的军队或人员投到己方。

E反正】 fan·zheng 圈＠表示情况虽然不同

而结果并无区别z ～去不去都是一样｜不管你
怎么说，～他不答应。＠表示坚决肯定的语

气：你别着急，～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
E反i正E f凸nzheng O 圈可以驳倒原论证的证
据。＠圈由证明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是不

真实的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是一种间接论
证。＠圈诉讼中当事人为推翻对方主张的
事实而提出的相反事实的证据（跟“本证”相

X才）。

E反证法】 f凸nzhengf凸圈证明论题的一种方

法，先提出和论题中的结论相反的假定，然后
从这个假定中得出和已知条件相矛盾的结果
来，这样就否定了原来的假定而肯定了该论
题。

E反之］ f凸nzhl ［）！与此相反；反过来说或反过

来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

就能顺利发展，～就会遭受挫折。

反返｜ f凸n |;“3 I 
E反制E f凸nzhi 圃对敌对或构成威胁的势力、

举动等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约2 用和平的
力量～战争。

E反转E f凸nzhuan E翻朝相反的方向扭转：股市

行情～。

【反转片E f凸nzhuanpian 圈经曝光、显影、定

影等处理的胶片，物像的明暗、色彩与实物相
同，这种胶片跟一般胶片性质相反，所以叫反
转片。

【反作用E f凸nzuoyong 圈＠承受作用力的物

体对于施力的物体的作用。反作用力和作用
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在同一条直线上。
＠相反的作用2 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只能起～。

E反坐】 fanzuo 圈我国古代指把被诬告的罪
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诬告人身上。

2口 fan ［现回：往～｜遣～ l 流连忘～｜一去不
）.乙：L 复～｜我于 13 日～京。

【返场】 f凸n;;ch凸ng 圈演员演完下场后，应观

众要求，再次上场表演。
【返潮】 f凸n;;chao E面由于空气湿度很大或地盖章主

下水分上升，地面、墙根、粮食、衣物等变得潮王三三
湿。

【返程】 fancheng O 回归程；归途。 8 rniJl 返

回：长假即将结束，旅客纷纷～。
【返防】 f凸n;;fang 圈（军队）回到驻防的地方。

【返岗】 f凸n11gang 画返回工作岗位·工期紧

迫，休假人员务必准时～｜这家企业有四百多名
下岗工人重新～。

【返工E fan;;gong ［：甜因为质量不合要求而重
新加工、制作或施工。

【返归E f凸ngul ［司回返g回归 z ～自然。

【返航］ f凸nhang 画（船、飞机等）驶回或飞回

出发的地方。

【返还E fanhuan 画归还：退还z ～定金。

E返回E f凸nhui 画回 g回到JC原来的地方）：部队
完成任务后～驻地。

【返老还童E f凸nl凸o-hu6nt6ng 由衰老恢复青

春，形容老年入焕发青春。

E返利E fanll O 画返还利润2 彩电每台～五百

元。＠圈返还的利润：商场销售额增加后，能
够从生产厂家拿到更多的～。

E返贫E f凸『1pin 画返回原来的贫困状态：确保

脱贫户不再～。

E屋聘E f凸npin llllll 聘请离休、退休人员回原单
位继续工作。

E返瑛归真】的npu-gulzh岳n 去掉外在的装饰，

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也说归真返瑛。

E返迁E f凸nqian 画从某地迁出后，重又返回原

处居住：拆迁户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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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屋青】 fan;;qing E量指某些植物的幼苗移栽
或越冬后，由黄色转为绿色并恢复生长。

E返俗l f凸n;;su 画还俗。
E屋销E f凸nxioo 画＠把从农村征购来的粮食

再销售到农村：～粮。＠从某个国家或地区
进口原料或元器件等，制成产品后再销售到那
个国家或地区。

E屋修E fanxiu 圈退给原修理者重新修理；退
给出品单位修理2 ～率｜这台彩电，先后～了两

次。
E返照E f凸nzhoo 同“反照”。
E返祖现象l f凸nz心 xianxiang 生物体在进化

过程中已经退化的器官或组织又重新出现的
现象，如个别人全身多毛。

、

fan （巳弓）

xn ta『iO 圃抵触3违犯z ～法｜～规｜～忌

三主主.~u 讳｜众怒难～。＠画侵犯z 进～｜秋毫无
三重 ～ i人不～我，我不～人；人若～我，我必～人｜

井水不～河水。＠罪犯：主～｜盗窃～。＠画

发作；发生（多指错误的或不好的事情） ：～愁｜
～错误 l～脾气｜他的胃病又～了。 8 CFan) 

圈姓。

E犯案E fan;; an 圈指作案后被发觉。

E犯病E fan;; bing 巨型病重新发作z 出院后他很
注意调养，没犯过病。

E犯不上E fan • bushang 圈犯不着z 他不懂事，
跟他计较～O

E犯不着E fan •buzhao 画不值得＝～为这点儿
小事情着急。

E犯愁E fan;;ch6u 圈发愁z 现在吃穿不用～
了！孩子上学问题，真叫我犯了愁。

E犯怵E fan;;chu ＜方〉国胆怯s畏缩z 初上讲
台，她有点儿～｜不管在什么场合，他从没犯过

怵。
E犯得上l fan • deshang 画犯得着z 一点儿小
事，跟孩子发脾气～吗？

E犯得着E ta『i •dezhao 圈值得（多用于反问
句）：为这么点儿小事～再去麻烦人吗？

E犯嘀咕l fan di•gu O 产生疑虑：事情能不能
办成，我有点儿～。＠犹豫不决：去还是不去，

他犯起了嘀咕。
E犯法E fan;;f凸圈违背和触犯法律、法令：知
法～｜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E犯规E fan;;gui 画违犯规则、规定z 比赛中他
有意～｜六号队员犯了规，被罚下场。

E犯讳E fan;;hui 圈＠旧时指不避尊亲或上级

的名讳。＠说出忌讳的事或会引起不愉快的
字眼儿2 这个地方，早晨起来谁要是说“蛇、虎、
鬼”什么的，就被认为是～，不吉利。

(1巴浑】 fan;;hun 圈说话做事不知轻重，不合

情理：我一时～，说话冲撞了您，请您多原谅｜
他犯起浑来，谁的话都不听。

Z犯忌l fan;; ji 画违犯禁忌z 你说的话犯了他

的忌｜过去在船上话里带“翻”字是～。
(JB贱l fan;;jian 圈行为不自重，显得轻贱。

E犯节气l tan jie· qi 指某些慢性病在季节转
换、天气有较大变化时发作g 我这病～，立冬以

后就喘得厉害。
(JB戒l fan;;ji古国违犯戒律。
(JB禁】 fan;; jin 圈违犯禁令。

(JB困】 fan;;kun 圈困倦想睡。

E犯难】 fan;; nan 画感到为难z 这件事叫我犯

了难｜你有什么～的事，可以跟大家说说。

E犯人】 fanren 圈触犯刑律而被法院依法判处
刑罚、正在服刑的人。

E犯傻】 fan;; sh凸〈方〉圈＠做傻事；有糊涂想

法z 你怎么又～了，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发
呆：别人都走了，他还坐在那儿～呢。

(JB上E fan;; shang ~触犯长辈或上级g ～作

乱。
(JB事E fan;; shi !§ID 做犯罪或违纪的事被发觉。

E犯颜E fanyan ＜书〉画冒犯君主或尊长的威

严：～直谏。
E犯疑E fan;;yi 圈起疑心。也说犯疑心。
E犯疑心E fan yixin 犯疑。

E犯罪E fan;;zui 圈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依法
应处以刑罚的事。

E犯罪嫌疑人］ fanzui xi6nyiren 指被公安、检

察机关立案查处而尚未被提起公诉的涉嫌有
犯罪行为的人。

E犯罪学l fanzuixue 圈研究犯罪原因和预防
犯罪的学科。狭义的犯罪学只研究犯罪原因。

饭｝ fan 圈＠煮熟的谷类食品z 稀
（饭）～｜干～｜小米～。＠特指大米饭z

吃～吃馒头都行。＠每天定时吃的食物＝早

～｜中～｜晚～｜一天三顿～。
E饭菜E fancai 圈。饭和菜。＠下饭的菜（对
“酒菜”而言）。

E饭店E fond ion 圈＠较大而设备好的旅馆2

北京～。＠饭馆。
E饭馆E fangu凸n （～儿）画出售饭菜供人食用
的店铺。

E饭盒E fanhe c～儿〉圈用来装饭菜的盒子，用

铝、不锈钢等制成。
E饭局l tanju 圈指聚餐或宴请活动：我中午



有～，不回来吃饭了。

E饭口】 fankou c～儿）圈吃饭的当口JL：一到
～，饭馆里顾客络绎不绝。

E饭粒E fanli c～儿〉函饭的颗粒z 嘴边粘着～｜
碗里还剩几个～儿。

E饭量E fan· liang [SJ ←个人一顿饭能吃的食

物的量z ～小｜～增加。
E饭囊］ fannang IBl 装饭的口袋，比喻没有用

的人：～衣架（比喻庸碌无能的人）。
E饭铺l fanpu c～儿）圆规模较小的饭馆。
E饭食E fan•shi c～儿）圆饭和菜（多就质量而
言） ：这里～不错，花样多。

E饭厅E fantlng 圈专供吃饭用的比较宽敞的
房子。

E饭桶l fantong r组装饭的桶，比喻没有用的

人。
E饭碗E fanwan 函＠盛饭的碗。＠借指职
业z 找～｜铁～｜丢了～。

E饭制 fanzhe ＜方〉圈吃饭的门路；维持生活
的办法。

E饭庄E fanzhuong [BJ 规模较大的饭馆。

E饭桌］ fanzhuo C～儿）圈供吃饭用的桌子。
~＇~ fan O ＜书〉漂
泛（000＂＂＂￥巴、叽）浮z ～舟｜～萍浮
梗｜沉渣～起。 8 rnID 透出；冒出 2 脸上～红l～
出香味儿。＠广泛；一般地2 ～论｜～指。＠
肤浅g不深入z 浮～ l 空～。＠泛滥z 黄～区
（黄河泛滥过的地方）。

“泡”另见 358 页 Fan 。

E泛称E fan ch岳ng 0 圈宽泛地称作g一般叫
作z 车技、口技、走钢丝等技艺～杂技。 81BJ
宽泛的称呼；一般的叫法z 杂技是各种技艺表
演的～。

E泛读E fandu 画泛泛地阅读g一般地阅读（区
别于“精读”）：有些课外书只～就可以了。

E泛泛E fanfan E圈。不深入；浮浅z ～之交｜～
而谈｜～地一说。＠普通g平平常常z ～之才。

E泛化E fanhua 巨型由具体的、个别的扩大为一
般的，比如“先生”也用于称呼女性，就是词义

的泛化。
E泛家浮宅E fanjia-fuzhai 见 402 页I浮家泛

宅］ o
E泛滥l fanlan 画＠江河湖泊的水溢出，四处
流淌z 洪水～l～成灾。＠比喻坏的事物不受
限制地流行z 不能让错误思想和言行自由～。

E泛神论E fanshenlun !Bl －种哲学理论，主张
神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便是神的体现。有
些哲学家曾用泛神论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后来变成企图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唯

些壁翌些」 fδ「1 巴些」
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存在于神之中。

Z泛酸E fan,rsuon 〈方〉自由］指胃酸过多而上
涌。

E泛音】 fanyln !Bl 一个复音中，除去基音（频率
最低的纯音）外，所有其余的纯音叫作泛音。
也叫陪音。

E泛指】 fanzhl 圃＠宽泛地指；～般地指z 他
的发言只是～社会情况，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用某个特定的对象指称总体概念（跟“特指”

相对）：宝剑原指稀有而珍贵的剑，后来～一般
的剑。

E泛舟E fanzhou ＜书〉画坐船游玩z ～西湖。

之日：1 且a fan o ＜书〉模子z 钱～｜铁～。
~11 （羁）＠模范；榜样2 典～｜规～｜示～！
～例。＠范围：～畴｜就～。。〈书〉限制tl ：防
~ 。

范2 Fan 酬。

E范本E fanb岳n 圈可做模范的样本（多指书

画） ：习字～。 盖章三
E范畴E fanch6L』圈＠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雪雪三
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各门科学都有自
己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化合、分解等，是化学的
范畴；商品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等，是政
治经济学的范畴；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
然性和偶然性等，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类型；范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
【范例l fanli 圈可以当作典范的事例：我们一

个团打垮了敌人三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
斗～。

【范JLl fanr ＜口＞ !Bl 风格 g做派（多指好的） :~ 
正｜有～。

E范式E fanshi !Bl 可以作为典范的形式或样

式F模式z 理论～｜论文写作要符合科学～。
E范围E fanwei O IBl 周围界限＝地区～｜工作
～l活动～ l 他们谈话的～很广，涉及政治、科

学、文学等各方面。＠〈书〉圈限制；概括：纵
横四溢，不可～O

E范文E fanwen !Bl 语文教学中作为学习榜样

的文章g 熟读～l讲解～。
E范性E fanxing 圈塑性。

贩 fan O [;!lJ Clllf A）买货；贩卖3 ～
（贩）货l～毒｜～私｜～药材｜从上海～来

一批服装。＠贩卖东西的人z 小～！摊～｜商
~ 。

E贩毒E fandu 圈贩卖毒品。

E贩夫E fanfu !Bl 旧时指小贩z ～走卒（旧时泛

指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E贩黄E fanhuang 圈贩卖黄色书刊、录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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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等。
E贩假E fan;; ji凸画贩卖假冒伪劣产品z 严厉

打击制假～行为O
U反卖】 fanma i rniJl c商人）买进货物再卖出以
获取利润g ～干鲜果品。

E贩私E f古nsi 圈贩卖走私物品g 严厉打击走
私、～活动。

E贩运l fanyun 圈（商人）从甲地买货运到乙

地（出卖） ：～货物｜短途～。
E贩子E fan· zi 圈贩卖东西的人（多含贬义）：

粮食～｜二道～0战争～（蓄意挑起战争，从中牟
利的人或集团）。

贩伽〈方〉＠田地（多用于地名）， ~ffll
周党～（在河南）｜白水～（在湖北）｜葛～（在

浙江）。＠圈用于大片田地：一～田。

梵伯n 0 关于古代印度的：～语｜～文。＠
关于佛教的：～刹。［梵 brahma]

E梵呗E fanbai 睛佛教做法事时念诵经文的声

音：空山～。
E梵刹E fancha !Bl 佛寺。
E梵宫l fangong 圈佛寺。

E梵文l Fanwen IE 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文

字。

娓 fan 叫鸟类下蛋刊。

厂一fang （时）

方 fang O 四个角都是 90°的四边形或
六个面都是方形的六面体：正～｜长～｜～

块字｜这块木头是～的。＠圈乘方z 平～｜立

～ 12 的 3 次～是 8" 8 III a）用于方形的东
西z 一～手帕｜两～腊肉｜三～图章｜儿～石碑。

b）平方或立方的简称，一般指平方米或立方
米z 铺地板十五～｜土石～。。正直z ～正｜端
～。＠固方向 g 东～ l那一～｜四面八～。。
圈方面：我～｜甲～｜对～｜双～｜哪一～有道理

就支持哪一～。＠地方＝远～｜～言｜天各一
～。＠方法：～略｜千～百计 i 教导有～。。
（～儿〕圈药方z 验～｜偏～儿｜照～抓药。＠
〈书〉圃 a）正在；正当：～兴未艾。 b）还；尚 z 来
日～长。 c）方才②：如梦～醒 1年～二十。＠

(Fang）圈姓。

E方案E fang ’ an 圈。工作的计划2 教学～｜
建厂～。＠制定的法式z 汉语拼音～o

E方便E fangbian O 圃便利＝大开～之门｜这
里的交通很～｜把～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

己。＠画使便和u；给予便和lj ：～群众。＠圈

适宜z 这儿说话不～｜～的时候，你给我回个电
话。。 E国婉辞，跟“手头儿”搭配使用，表示有

富余的钱．手头儿不～。＠圃婉辞，指排泄大

小便：车停一会儿，大家可以～～。

E方便面】 fongbianmian !Bl 经烘烤或油炸而
成的面条儿，配有调料，用开水冲泡后就可以

吃。

E方步】 fangbu !Bl 四方步z 踱～｜迈～。

E方才】 fangcai O 圈时间词。不久以前；刚

才：～的情形，他都知道了。＠圃表示时间或
条件关系，跟“才”相同而语气稍重：等到天黑，

他～回来。
E方材E fongcai 圈截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的木
材。也叫方子。

E方程E fangcheng 圈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如
x+1=3,x+l=y+2。也叫方程式。

E方程式】 fangchengshi 圈方程。

E方程式赛车】 fongchengshi saich岳汽车比

赛的一种形式。赛车的长、宽、重以及轮胎直
径等数据都有严格规定，其复杂和精确程度就

像数学方程式一样，因此得名。方程式赛车分
为一、二、三级，其中一级速度最快。

E方尺】 fangchi 量平方尺。

E方寸】 fongcun O III 平方寸。＠〈书〉圈指
人的内心川、绪：～已乱。

【方队】 fongdui 圈方形的队列。

E方法】 fangf凸圈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

问题的门路、程序等z 工作～｜学习～｜思想～。
E方法论l fangf凸lun 圈＠关于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在某一门具体
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

E方方面面E fangfongmianmian t8J 各个方

面．要办好一件事，须要考虑到～的问题。
E方钢l fanggang 圈见 1468 页1型钢1。

E方根l fangg岳n 画一个数的 n 次辛辛 （ n 为大
于 1 的整数）等于 α，这个数就是“的 n 次方
根。如 16 的 4 次方根是＋ 2 和 20 简称

根。

E方技E fangji 圈旧时统称医、卡、星、相之类的

技术。
E方弗IJl fangji 圈中医指根据临床需要，选择
适当药物及其用量，指明制法和用法的规范化
药方。

E方家】1 fangj ia I主l “大方之家”的简称，本义是

深明大道的人，后多指精通某种学问、艺术的

人z 就教于～。

E方家T fangjia !Bl 指医生。中医以方剂治

病，所以称方家z ～医案。

E方将E fangj iang ＜书〉圃正要。



E方巾气】 fangjlnqi 圈指思想、言行迂腐的作
风习气（方巾 z明代书生日常戴的帽子）。

E方今E fangjln ＜书＞ ［~）如今F :fl,\\时 z ～盛世。

E方块字E fangkuaizi 圈一般指汉字，因为每

个汉字占一个方形面积。
E方扉括包义】 Fang La QTyi 北宋末年（公元

1120）方腊领导的江东（今安徽南部和江西东
北部）、两浙（今浙江全省和江苏南部）农民起
义。

E方里E fangli lmJ 平方里。

E方略E fanglue 圈全盘的计划和策略：作战
～｜治国～。

E方面E fangmian 圈相对的或并列的人或事

物中的一方或一部分叫一个方面＝优势是在
我们～，不是在敌人～｜必须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的机械化水平。

E方面军】 f凸ngmianjun 匾。担负一个方面

作战任务的军队的最高一级编组，辖若子集团
军（兵团）或军。＠比喻在某项事业或任务中
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的力量z 青年是国家
建设中的重要～。

E方梢圆凿E fang ru i-yuanzao c“凿”旧读 zuo)

《楚辞·丸跻》z“圆凿而方梢兮，吾固知其钮锯

而难入。”意思是说，方丰牵头和圆卵眼，两下合

不起来。形容格格不入。也说圆凿方柄。
E方胜E fangsheng 圈古代一种首饰，形状是
由两个斜方形一部分重叠相连而成，后也借指

这种形状。
E方始E fangshi 圆方才②z 斟酌再三，～下笔｜
现在种的树，要过几年～见效益。

E方士E fangshi 吕亘古代称从事求仙、炼丹等活

动的人。
E方式E fangshi ~说话｛故事所采取的方法和
形式g 工作～｜批评人要注意～。

E方术E fangshu [BJ 旧时指医、卡、星、相、炼丹

等技术；方技。
E方外J fangwai ＜书〉圈＠中国以外的地方；

异域z ～之国。＠尘世之外：～之人。
E方位E fangwei 圈＠方向。东、南、西、北为

基本方位s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为中间方位。
＠方向和位置2 下着大雨，辨不清～。

E方位词E fangweici 圈名词的附类，是表示

方向或位置的词，分单纯的和合成的两类。单
纯的方位词是“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
北、里、外、中、内、｜海、旁”。合成的方位词由单
纯的方位词用下面的方式构成z a）前边加
“以”或“之”，如“以上、之下”；b）后边加“边、面、
头气如“前边、左面、里头”；c）对举，如“上卜、前

后、里外飞d）其他，如“底下、头里、当中”

方那坊｜ fang I 367 I 

E方向J fangxiang 圈＠指东、南、西、北等：
在山里迷失了～。＠正对的位置g前进的目
标g 军队朝渡口的～行进。

E方向J fang•xiang ＜方〉画情势z 看～做事。

E方向舵E fangxiangduo ~用来控制飞机向
左或向右飞行的片状装置，装在飞机的尾部，
和水平面垂直。

E方向盘】 fangxiangpan 圈汽车、轮船等的操
纵行驶方向的轮状装置。

E方兴未艾］ fangxTng-wei' ai 事物正在兴起、
发展，一时不会终止。

E方言】 fangyan 圈→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

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
言、吴方言等。

E方药E fangyao 函中医药方中用的药，也指

方剂。

E方音E fangyln 画方言的语音，包括：a）方言

所特有的元音、辅音、声调，如作为声母的舌根
鼻音 ng（上海话“牙、我”的声母） ; b）方言与标

准语都有而使用上有分歧的元音、辅音、声调，三三三
女日昆明话把“雨”读如“椅”，西安话把“税”读如主三三
“费”等。

E方圆E fangyuan 圈＠指周围：～左近的人，

他都认识。＠指周围的长度2 ～几十里见不

到一个人影儿o ＠指面积z ～几十亩的草场。
＠方形和圆形g 没有规矩，不成～。

E方丈】 fangzhang III 平方丈。

E方丈E fang•zhang 圈＠佛寺或道观中住持

住的房间。＠寺院的住持。

E方针E fangzh岳n ~为发展某项事业制定的

指导原则：双百～｜教育～。

E方阵J fangzhen 圈＠古代作战时军队排列

的方形阵势。＠方队z 阅兵～。
E方正E fangzheng E国＠成正方形，不偏不歪2

字写得很～。＠正直z 为人～｜～不阿（形容十
分正直，不曲意逢迎）。

E方志E fangzhi 圈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
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
志、府志等。也叫地方志。

E方舟J fangzhou 圈见 965 页I挪亚方舟L

E方桌】 fangzhuo [BJ 桌面是方形的桌子。

E方子】1 fang·zi 圈方材。也作彷子。

E方子］2 fang• zi ＜口〉圈＠药方。＠配方2

②。

那 fang ＠什那cs『iif
8 CFδng）圈姓。

坊问＠里都多用于街巷名）：白纸～
（在北京）。＠店铺g 书～。＠牌坊z 节义

～｜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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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fang fang I 坊芳彷物妨妨防

另见 369 页 f6ngo

E坊本E fangb岳n 圈旧时书坊刻印的书籍的版
本。

E坊间E fangjian 圈街市上（旧时多指书坊） 0
~fang O 香z 芬～｜～草｜～香。＠花卉：
/:I 群～！众～。＠美好的（德行、名声） :~ 
名｜流～百世。＠〈书〉敬辞，用于称跟对方有

关的事物：～邻。 8 (Fang）圈姓。

E芳菲】 fangf岳I （书〉＠圈（花草）芳香而艳

丽z 春草～。＠圈花草：～满园，蝶飞燕舞。
E芳邻】 fang/in ＜书＞ [Bl 0 好邻居。＠敬辞．

称别人的邻居。
E芳龄E fang ling 圈指女子的年龄（一般用于

年轻女子） 0
E芳名E fangming 圈。指女子的名字（一般

用于年轻女子）。＠美好的名声z ～永垂。
E芳年E fang『ii6n [Bl 美好的年华（一般用于年
轻女子） ：正值～。

E芳容E fang rang 圈美好的容貌（一般用于年

轻女子）。

肪短E fangtlng ~具有芳香性的环炬，大多

含有苯环结构。

E芳香】 fangxiang O 函香味（多指花草）：梅

花的～沁人心脾。 8 llf2l 香（多指花草）：莱莉
开白色小花，气味～。

E芳心E fangxln ＜书〉圈指年轻女子的情怀。

E芳馨E fangxln 画芳香①z 桂花盛开，～浓

郁。
由泽］ fangze 圈＠古代妇女润发用的有香
气的泊，泛指香气。＠〈书〉借指妇女的风范、
容貌。
彷 fang O 古书上说的一种树柑可以做

车。＠方柱形的木材。＠〈书〉两根柱
子问起连接作用的方形横木。

E彷子E fang·zi O 同“方子1”。＠〈方〉函棺
材。

仿问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能在沙漠行走
的牛。

钧1 L, fanQ 盹
（纺）属磊素，符

号 Fr。有放射性，自然界

分布极少。

妨2 k' fang O 古
（纺）代盛酒器

皿，青铜制成，方口大腹。
（见右图）＠〈书〉锅一类
的器皿。

妨 fang 见m 页I好
妨］ o

彷

,, 
fang （巳尤）

防 fang O ~防备预～l～涝｜以～万－ I
谨～假冒｜对这种人可得～着点儿。＠防

守；防御2 国～｜边～｜海～｜布～。＠堤；挡水

的构筑物：堤～。。 CF6ng）圈姓。
E防暴】 f6ngbao ~防止暴力或暴动z ～术｜～

警察｜～武器。
E防暴警】 fangbaojTng [Bl 防暴警察的简称。
E防暴警察】 f6ngbao jingch6 防止暴力事件

发生，平息已经发生的突发性暴力事件的武装
警察。简称防暴警。

E防备E fangbei 圈做好准备以应付攻击或避

免受害：～敌人突然袭击｜路上很滑，走路要小

心，～跌倒。
E防不胜防】 f6ngbushengf6ng 要防备的太多，

防备不过来。
E防潮E f6ngch6o 画＠防止潮湿：～纸｜储存
粮食要注意～。＠防备潮水g ～闸门。

E防尘］ f6ngchen 圈防止灰尘污染z 绿化隔离

带可以隔音、～。
E防除E f6ngchu ~预防和消除（害虫等） :~ 
白蚁｜～鼠害。

E防弹l f6ngdan 圃防止子弹射进2 ～服 l～玻

璃。
E防盗E f6ngdao 圈防止坏人进行盗窃s ～门 i

节日期间要注意防火～。

E防盗门E f6ngdaomen 圈一种为防盗而安装

的较坚固的金属门，一般安装在原有的房门外
面。

E防地E f6ngdi 圈（军队）防守的地区或地段。

E防冻】 f6ngdδng 函。防止遭受冻害g 冬贮

大白菜要注意～。＠防止结冰z ～剂。
E防毒】 t6ngdu 圈防止毒物对人畜等的危害：

～面具。
E防毒面具E t6ngdu mianju 戴在头上，保护呼

吸器官、眼睛和面部，免受毒剂、细菌武器和放
射性物质伤害的器具。

E防范E f6ngfan ~防备g戒备：对走私活动必

须严加～。

E防凤］ f6ngf岳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

叶，叶片狭长，开白色小花。根可入药。

E防风林E t6ngf岳nglin [Bl 在于旱多风的地区，

为了调节气候、阻挡风沙而种植的防护林。
E防腐E t6ngf凸圈用药品等抑制微生物的生

长、繁殖，以防止机体腐烂z ～剂。
E防腐剂E f6ngf心ji 圈抑制或阻止微生物在有



机物中生长繁殖的药剂，能防止有机物的腐

烂。如棚砂、甲自主、苯甲酸等。
E防寒E fanghan 圈防御寒冷s防备寒冷的侵

害z 穿件棉衣，可以～｜采取～措施，确保苗木
安全越冬。

E防洪E fang hong 圈防备洪水泛滥成灾2 修
筑堤堪，疏泼河道，～防涝。

E防护E fanghu 圃防备和保护2 这些精密仪器
在运输途中要严加～。

E防护林】 fanghulin 圈为了调节气候，减少
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而营造的林带或大片

森林。
E防化兵】 fanghuabTng 圈＠军队中担负核、
化学、生物武器防护保障与喷火、发烟任务的

兵种。＠这一兵种的士兵。
E防患未然】 fanghu巾，weiran 在事故或灾害

尚未发生时采取预防措施。也说防患于未然。
E防火墙】 fanghuoqiang 圈。用阻燃材料砌
筑的墙，用来防止火势蔓延。也叫风火墙。＠
指在互联网子网与用户设备之间设立的安全
设施，具有识别和筛选能力，可以防止某些未
经授权的或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访问，保证硬件
和软件的安全。

E防空E fangkong 画为防备敌人空袭而采取
各种措施。

E防空洞E fangkongdong 圈。为了防备敌人
空袭而挖掘的供人躲避或储存物品用的洞。
＠比喻可以掩护坏人、坏思想的事物。

E防空壤E fangkonghao 圈为了防备敌人空

袭而挖掘的供人躲避的壤沟。
E防空识别区】 fangkong shibiequ 一个国家
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单方面所划定的空域。目
的在于为军方及早发现、识、别目标和实施空中
拦截行动提供条件。 2013 年，我国宣布设定

东海防空识别区。
E防老J fangl凸0 ~防备年老时供养无着z ～
钱｜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养儿～的旧观念。

E防凌l tangling I§国防止河流解冻的时候冰块

阻塞水道。
E防区E fangqu ~防守的区域。
E防身E fangsh岳n 圈保护自身不受侵害z ～

术。
E防守E fangshou 画。警戒守卫＝～军事重
镇。＠在斗争或比赛中防备和抵御对方进
攻z 这个队不仅～严密，而且能抓住机会快速

反击。

E防暑E fangsh心圈防止受到暑热的侵害；预
防中暑：～茶｜～降温。

E防特'1 tangte 圈防止特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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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防微杜渐l f6ngw岳i-dujian 在错误或坏事萌

芽的时候及时制止，不让它发展（杜s阻塞）。
E防伪E fangw岳i 画防止伪造：～标志！～功

能。

【防卫E f6ngwei 圃防御和保卫：正当～｜加强

～力量。
【防卫过当】 f6ngwei guodang 正当防卫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我国刑
法规定，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减轻或
免除处罚。

【防务】 f6ngwu 圈有关国家安全防御方面的

事务。
【防线l f6ngxian 画由工事连成的防御地带z

钢铁～｜突破敌军～。
E防汛E f6ngxun 画在江河涨水的时期采取措

施，防止泛滥成灾。

E防疫E f6ngyi 圈预防传染病·～针｜～措施。

Z防御E t6ngyu 画抗击敌人的进攻：～战｜不

能消极～，要主动进攻。

E防震E fangzhen 圈。采取一定的措施或安

装某种装置，使建筑物、机器、仪表等减少震动
或免受震动z ～手表。＠防备地震z ～棚。

【防止E f6ngzhi 画预先设法制止（坏事发生）：
～煤气中毒｜～交通事故。

E防治E f6ngzhi 画＠预防和治疗（疾病等） ' 
～结核病。＠预防和治理（灾害等）：～风沙｜
～甥虫。

坊伯ng 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作～｜油
～｜染～｜磨～｜粉～。
另见367 页 long 。

妨伯ng 妨碍， ~.w1何～｜无～｜不～事。

【妨碍】 f6吨’ ai 圈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阻
碍z 大声说话～别人学习｜这个大柜子放在过
道里，～走路。

【妨害】 t6nghai 画有害于z 吸烟～健康｜雨水

过多，会～大豆生长。

肪 fang 见 1仰页I脂肪］

房1 f6咱＠肘子＝一所～｜三间～｜瓦
～｜楼～｜平～。＠房间：卧～｜客～｜书

～｜厨～。＠结构和作用像房子的东西z 蜂

～｜莲～（莲蓬）。＠指家族的分支z 长～｜堂
～｜远～。＠画用于妻子、儿媳妇等：两～儿

媳妇。＠二十八宿之一。 0 <F6ng）圈姓。
房2 伯ng 同‘‘坊”（ 16

【房本E f6『igb岳『l （～儿）圈指房产证。

E房补E f6ngbu」圈国家或集体按规定发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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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住房补贴。也叫房贴。
E房舱l f6ngcang [BJ 轮船上乘客住的小房间。
E房产E fangchan 圈个人或团体保有所有权

的房屋。
E房产主l fangchanzh心圈房主。
E房颤E fangchan 圆心房由正常跳动转为快
而不规则乱颤的症状，是一种常见的4心律失

常。
E房车E fang ch岳圈＠一种汽车，车厢大而长，
像房子。其中配有家具，并有厨卫设备等，能
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多用于长途旅行。＠
〈方〉指豪华的轿车。

E房虫l fangch6ng C～儿）圈指专门从事转手
租赁、倒卖房产以赚取差价的人。

E房贷J tangdai [BJ 以购房为目的，从金融机构

获得的贷款。
E房东J fangd6ng ~出租或出借房屋的人（跟
“房客”相对）。

E房费】 tangtei 函＠房租。＠租住旅店房间
三三 的费用。
三三三三 E房改E tanggai 圈住房制度改革z ～方案 l进

行～C

E房改房J tangga ifang [BJ 住房制度改革中单
位以成本价或标准价出售给所属职工的公有
房屋。

E房管E fangguan 圈房地产管理：～局｜～所l
～人员。

E房基E tangjl 圈房屋的地基：～下沉。
E房间l tangjian ~房子内隔成的各个部分z
这套房子有五个～。

E房卡】 tangk凸~开房间门用的卡片状电子

钥匙（多用于宾馆）。
E房客E tangke ~租房或借房居住的人（跟“房
东”相对） 0

E房契E fangqi 函买卖房屋时所立的契约。
E房钱E fangqian 圈房费。
E房山E fangsh6n [BJ 山墙。

E房市J fangshi ~房地产交易市场。
E房事E fangshl 圈婉辞，指夫妇性交的事。

E房贴l fangti岳圈房补。
E房托JL】 fangtu6r 圈指跟不法房地产商勾
结，伪装成购房者诱使他人在买卖房屋时上当
受骗的人。

E房花E fangtu6 圈棺（ tu6 ）。

E房屋E fangwu 圈房子（总称） 0

E房型E fangxing ~户型。
E房檐E fangyan ＜～儿）回房顶伸出墙外的部
分。

E房源E fangyuan 函（供出售、出租或分配的）

房屋的来源：寻找～。
E房展J fangzhan 圈房地产公司等单位举办的

所售房屋模型、图片等的展览z 看～o
E房主E fangzh凸圈房屋产权的所有者。

E房子E fang• zi [BJ 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
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

房子

E房租】 tangzu 画出租或租用房屋的钱。

筋 u fan口国鱼，外形像蝙鱼而脯，
（筋）银灰色，胸部略平，腹部中央隆起。

生活在淡水中。
E纺鳞】 tangtu 圈鱼，身体略呈困筒形，后部稍

侧扁，头部有骨质板。种类很多，生活在海中。

v 
f凸ng Cζ尤）

仿1 川 f凸ng 0 [§lj] 仿效3效忠～造｜
了傲）～着原样做了一个。＠类似g

像：这两款手机样式相～。 O!BI 依照范本写
的字z 判～｜写了一张～。

仿2 卢 tang 见 3叫仿佛］o

了劈）
E仿刃、.J f凸ngban 画仿照办理：这种做法各地
可以～。

E仿单】 fangdon 圈介绍商品的性质、用途、使

用方法的说明书，多附在商品包装内。

E仿佛】（彷佛、努鬓） f也ngfu 0 圃似乎；好像z

他干起活儿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画像s

类似：他的模样还和十年前相～。
E仿古E fangg心圈模仿古器物或古艺术品z 紫

砂～陶器｜～的唐三彩。
E仿建E f凸ngjian 画模仿定的样式建造z ～

古民居。
E仿冒E f凸ngmao 圈仿造冒充z 不法厂商～名



牌商品。
E仿若l fangruo 圃仿佛；好像：回忆往事，～
隔世。

E仿生建筑】 f凸ngsh岳ng jianzhu 模仿某些生

物的结构和形态而获得所期望的优良性能的
建筑。如模仿蜂巢结构的墙壁，大大减轻了建
筑物的自重；模仿蛋壳结构的屋顶，虽仅几厘

米厚，却能承受风吹雨打和积雪的压力。
E仿生学E f凸ngsh岳ngxue 圈生物学的一个分
支，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功能等，用来改进工
程技术系统。女日模拟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原理，

改善计算机的性能。
E仿宋E f凸ngsong 圈印刷字体的一种，仿照宋
版书上所刻的字体，笔画粗细均匀，有长、方、

扁三体。也叫仿宋体、仿宋字。
E仿效E f凸ngxiao 画模仿（别人的方法、式样
等） ：艺术贵在创新，不能一味～别人。

E仿行】 f凸ngxing 画仿照实行z 这个办法很

好，可以参照～。
E仿影） f凸ngying 圈练习写毛笔字的时候，放
在仿纸下照着写的样字。

E仿造】 f凸ngzao 圈模仿一定的式样制造g 这

些古瓶都是～的。

E仿照） f凸ngzhao 圈按照已有的方法或式样

去做：～办理 i～苏州园林风格修建花园。
E仿真） f凸ngzhiin 0 画指利用模型模仿实际
系统进行实验研究。＠圈属性词。模仿得

逼真的：～手枪。
E仿纸E f凸ngzhi t8l 练习写毛笔字用的纸，多印

有格子。

E仿制】 fangzhi 圈仿造2 ～品。

、叶子 f凸nQ 0 访问 z ～友｜来～｜～贫
l)JC前）！睹。＠调查；寻求：～查｜采～｜
明察暗～。

E访查】 tangcha 圈调查打听；查访：他到处～
这批文物的下落。

E访古） f凸nggu 画寻访古迹：河套～｜～寻幽。

E访旧E f凸ngjiu I可访问故旧、故地z 寻根～。

E访客E f凸ngke 圈＠来访的客人·接待～。
＠指登录豆联网查阅资料或浏览信息的人。

E访求】 tangqiu 画查访寻求：～善本古籍。
E访谈E tang tan 圈访问并交谈：电视～节目｜
登门～。

E访问E f凸ngwen l司。有目的地去探望人并

跟他谈话z ～先进工作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
～了这座英雄的城市。＠指进入计算机网络，

在网站上浏览信息、查阅资料。
E访问学者E fangwen xuez怕在一定时间里
到国外或国内其他教学或研究机构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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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修或其他学术交流活动的学者。
E访寻J fangxun 圈打昕寻找；访求·～失散的
亲人｜～草药和良方。

E访员E f凸ngyuan 画报社外勤记者的旧称。

彷伯ng 见下。
另见 978 页 pang 。

【彷佛J fangtu 见 370 页【仿佛］ o

纺儿 fang O ＠）］把棉、麻、丝砰纤
（，衍）维拧成纱，或把纱捻成线z ～纱｜

～线｜～棉花。＠比绸子稀而轻、薄的丝织品 g
杭～。

E纺车】 fangch岳圈子摇或脚踏的有轮子的纺

纱或纺线工具。
E纺绸】 f凸ngch6u t8l 平纹丝织品，用生丝织

成，质地细软轻薄，适宜做夏季服装。

【纺锤J fangchui t8l 纺纱、纺线工具，是一个中
间粗两头尖的小圆棒，木制或铁制，把棉絮或
棉纱的一端固定在上面，纺锤旋转，就把棉絮
纺成纱，或把纱纺成线。

【纺锤虫E fangchuich6ng 圈蜓。

【纺链】 f凸『1gding 圈纱链。

【纺织） f也ngzhi 画把棉、麻、丝、毛等纤维纺成
纱或线，织成布匹、绸缎、呢绒等：～厂｜～工

艺 l～女工。
E纺织品】 fangzhipin 圈用棉、麻、丝、毛等纤

维经过纺织及其复制加工的产品。包括单纱、
股线、机织物、针织物、编织物、毡毯等。

肪 t6'~g ＜书〉＠明亮。＠起始。

肪 fang 船：画～ l游～｜石～

fang c c:k) 

放 tang O 画解除约束，使自由 2 释～｜～
虎归山｜把俘虏～回去。＠画在一定的

时间停止（学习、工作）：～学｜～工。＠放纵z
～任｜～声高歌｜～言高论。＠晴让牛羊等在

草地上吃草和活动z ～牛 i～羊。＠把人驱逐
到边远的地方＝～逐！流～。＠圈发出：～
枪｜～光｜～冷箭｜玉替花～出阵阵的清香。＠
圃播送；放映：～录音｜～音乐｜电影快～完了。

＠画借钱给人，收取利息：～债｜～款。＠把
钱或物资发给（需要的人）：～赈｜发～。＠圈

点燃：～火｜～爆竹。＠画扩展：～大｜～宽｜
上衣的身长要～一寸。＠（花）开z 怒～｜百花
齐～。~ [Zj!)J 搁置．这件事情不要紧，先～一

～。＠匾国弄倒z 上山～树。＠自由使处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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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位置z 把书～在桌子上。 4Jb ~加进去：
菜里多～点儿酱油。＠匮国控制自己的行动，
采取某种态度，达到某种分寸z ～明白些｜～稳
重些｜脚步～轻些。 Oil c Fang）函姓。

U生包袱E fang bao•fu 比喻解除思想上的负
担。

E放步E fang;; bu 圈迈开大步：～前进。
E放长线，钓大鱼E fang changxian, diao dayu 
比喻f故事从长远考虑，不急于行动，等待有利
时机以获取更大利益。

E放黝E fangchu ＜书〉画放逐；黝免。
E放达E fangda ＜书〉圈言行不受世俗礼法的
拘束z 纵酒～｜～不羁。

E放大E fangda 圃使图像、声音、功能等变大：

～镜｜～器｜～照片。
E放大锢 fangdajlng 圈凸透镜的通称。
E立大器E fangdaq i IBl 能把输入信号的电压
或功率放大的无线电装置，通常由电子管或晶

体管、电源变压器等元件组成。用在通信、广
播、雷达、电视、自动控制等装置中。

E放贷E fangdai 圈发放贷款。

E立胆l fangd凸n ~放开胆量z 你尽管～试验，

大家支持你｜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走进屋里o
E放诞l fangdan ＜书）~行为放纵，言语怪诞·
～不拘 i生性～。

E放荡E fangdang E回放纵，不受约束或行为不

检点 z ～不羁｜生活～。
U立电l fang;; d ian 圈。带电体的电荷消失
而趋于中性。闪电就是自然界的放电现象。
＠电池等释放电能。＠比喻异性间用眼神
传惰。

U&刁E fang;;diao 圈用恶劣的手段或态度为

难人，跟人作对：～撒泼。
E立定E fang;; ding 圈旧俗订婚时，男方给女
方送订婚礼物（定：指金银首饰等订婚礼物）。

E放毒E fang;; du 圈＠投放毒物或施放毒气。

＠比喻散布、宣扬反动言论。

E放飞E fangf岳i 圈＠准许飞机起飞。＠把鸟
撤出去使高飞2 这批信鸽从济南市～，赛程约

500 公里。＠使风筝等升起：～风筝。～希

望。
rn凤J fang;;f岳ng 圈＠使空气流通。＠监

狱里定时放坐牢的人到院子里散步或上厕所
叫放风。＠透露或散布消息z 有人放出风来，
说厂领导要调整。＠〈方〉把风；望风o

E放时 fangg岳画放声歌唱；纵情高歌2 ～一
曲。

白女工.） fang;;gong 圈工人下班＝下午五点钟
工厂～l有些事咱们放了工再研究。

E放虎归山l fangh凸gulshan 纵虎归山。

E放话E fang11 hua 圈发出话（透露出某种目
的、打算）：他放出话要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rn怀】 fanghuai ［盈。纵情s尽情z ～畅饮｜～

大笑。＠放，L' ：妻子的病不见好，让我难以～。
【放还E fanghuan 圈。放回（扣押的人、畜

等）：～人质。＠放到原来的位置2 架上期刊，
阅后～原处。

E放荒l fang;; huong 画＠放火烧山野的革
木。＠不继续耕种土地，任其荒芜：由于缺少

劳动力，村里有些耕地被～了。
E放火E fang;;hu凸画＠有意破坏，引火烧毁

房屋、粮草、森林等。＠比喻煽动或发动骚乱
事件。

E放假】 fang;;jia 圈在规定的日期停止工作或

学习：放了五天假｜国庆节～三天D
E放空】 fang;;kong 画运营的车、船等没有载

人或载货而空着行驶z 做好调度工作，避免车
辆～。

E放空炮】 fang kongpao 比喻说空话，说了不

能兑现2 要说到做到，不能～。
E放空气E fang k6ngqi 指故意制造某种气氛

或散布某种消息（多含贬义）：他早就放出空

气，说先进工作者非他莫属。
E放宽】 fangkuan 画使要求、标准等由严变

宽z ～尺度｜入学年龄限制适当～。
E放款】 fang;;kuan 圈＠（银行或信用合作社

等）把钱借给客户。＠放债。
E放浪E fanglang ＜书〉圈放荡；放纵z 行为～。

E放浪形骸】 fanglang-xinghai 行为放纵，不受

世俗礼法的束缚。
E放冷风E fang l岳ngf岳ng 指散布流言茧语。

E放冷箭l fang l岳ngjian 比喻暗中害人。

E立量】 fang;; 1 iang 圈尽量（吃、喝）：放开量喝

酒｜你～吃吧，有的是。
E放疗E fangliao O 画l 放射疗法的简称。＠

圈用放射疗法治疗，特指治疗恶性肿瘤z 癌肿

切除后又进行～。
[ljf{牧E fang『nu 画把牲畜放到草地等处吃食

和活动。也说牧放。
[ljf{盘E fang;;pan c～儿）圈。指商店减价出

售或增价收买z 本店～30 夭。＠发布房屋等

商品的定价，公开出售或租赁2 楼市～｜委托中

介～。
E放炮E fang;;pao ~ O 使炮弹发射出去。＠
点燃引火线，使爆竹爆炸。＠用火药爆破岩
石、矿石等：～开山。。密闭的物体爆裂z 车
胎～。＠比喻发表激烈抨击的言论2 发言要
慎重，不能乱～。



E放屁l tang;; pi 圈。从胚门排出臭气。＠
比喻说话没有根据、不合情理或毫无作用（骂
人的话）。

E放弃l tangq i @lJJ 丢掉（原有的权利、主张、意

见等）：～阵地｜工作离不开，他只好～了这次

进修的机会。
E放青】 fang;;qlng ［司把牲畜放到青草地上吃

草。
E放情】 fangqing i甜尽情；纵情：～歌唱｜～丘
整（纵情游山玩水）。

E放日青E tang矿qing 画阴雨后转晴：一连下了
五天雨，今天～了。

E放权E fangquan [Zibl 把权力交给下属或 F属

部门：简政～。
E放任E fangren 圈昕其自然，不加约束或干
涉：～白流｜对错误的行为不能～不管。

E放散】 tangsan rnID c烟、气味等）向外散开。
E放哨】 tang;;shao rnID 站岗或巡逻。

院立射E tang she 圈由一点向四外射出：～形｜
太阳～出耀眼的光芒。

E放射病l tangshebing 圈病，由各种射线（如

α 射线、中子流等）破坏人体组织而引起。症
状是发热．恶心，皮肤和勃膜出血，毛发脱落，
白细胞减少等。

E放射疗法E tangshe liaot凸一种治疗方法，利
用 X 射线、γ 射线、高能离子射线等来破坏恶

性肿瘤细胞等并抑制其生长，达到治疗目的。

简称放疗。

E放射形】 fangshexing 圈从中心一点向周围

伸展出去的形状2 ～道路。
E立射性E fangshexing 圈＠某些元素（如锚、
铀等）的不稳定原子核白发地放出射线而衰变

的性质。＠医学上指由一个痛点向周围扩散
的现象。～影响。

E放射性污染】 fangshexing wuran 指人类活

动排放的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各

种放射性元素都是其污染源。
U立射性元素】 tangshexing yuansu 一类元
素，能发出射线而衰变成另一种元素，女口铺、

铀、坏、纺。

E放生E tang;; sh岳ng 圈把捉住的小动物放掉，

特指信佛的人把别人捉住的鱼鸟等买来放掉z

～池。
E放声l fangsh岳『19 I画放开喉咙出声·～痛哭｜
～大笑。

E放手E fang;; shou ［到＠松开握住物体的手z

放开手 i他一～，笔记本就掉了。＠比喻解除

顾虑戎限制．～发动群众。
E放水l fang;; shuT 画指体育比赛中串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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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一方故意输给另一方。

E放肆E fangs i llliJ C言行）轻率任意，毫无顾忌z
说话注意点儿，不要太～。

E放松】 fangsong 圈对肌体、精神等的控制或

注意由紧变松3 ～肌肉 l ～警惕｜～学习，就会
落后。

E放送】 tangsong f7l画播送：～音乐｜～大会实

况录音。
U立下屠刀，立地成佛】 tangxia-tudao, lidi-cheng

ta 原为佛教徒劝人修行的话，后用来比喻作
恶的人只要决心悔改，就会变成好人。

E放血】 tang;;xi品［到＠医学上指用针刺破或

用刀划破人体的特定部位，放出少量血液，以
治疗某种疾病。＠〈方〉使受伤流血，泛指殴打
人（粗俗的话）。＠比喻商家大幅度降价出售
商品，也比喻单位或个人支出或花费大量钱财。

【放心l fang;;xln 圆心情安定，没有忧虑和牵

挂：你只管～，出不了错｜看到一切都安排好
了，他才放了心。

E放行】 fangxing 画（岗哨、海关等）准许通过：
免税～｜绿灯亮了，车辆～。

【放学l tang;;xue 画。学校里一天或半天课

业完毕，学生回家。＠〈方〉指学校里放假。
E放眼l tangy也n ［到放开眼界（观看）：～未来｜

胸怀祖国，～世界｜～望去，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放羊E tang;;yang ["Zl!JJ 0 把羊赶到野外吃草。

＠比喻不加管理，任其自由行动z 自习课要适

当引导，不能放了羊。
【放养】 tangyang 圈。（禽、畜等）在圈

Cjuan）外饲养。＠把鱼虾、白蜡虫、作蚕或
水浮莲、红萍等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放到一

定的地方使它们生长繁殖：～草鱼｜～海带。
＠把某些已经圈养的野生动物重新放到野外
环境中去，使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以原有的生存
方式生活z ～大熊猫。

【放样E tang;;yang c～儿）圈在正式施工或制

造之前，制作建筑物或制成品的模型，作为样

"' 口口。

【放映l tangying 团利用强光装置把图片或影

片上的形象照射在幕上或墙上。一般指电影
放映。

E放映机】 fangyingjl 圈放映电影用的机器，

用强光源透过影片上的形象，经过镜头映在银

幕上。放映机附带光电设备，把影片上的声带
变成声音。

E启立债E tang;;zhai 国借钱给人收取利息。
E放账】 tang;; zhang rnID 放债。

E放赈l tangzhen 南向灾民或贫民发放救济

物资2 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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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立置E fangzhi 富国安放：～不用。
E放逐E f。ngzhu 圈古时把被判罪的人驱逐到

边远地方。

E放~l fangzi ＜书〉圈骄傲放纵，任意胡为。
E放纵E fangzong O 画纵容；不加约束：～不

管。＠固不守规矩；没有礼貌z 骄奢～｜～不
羁。

tei c 巳飞）

飞→ 恼。画（鸟、虫等）鼓动翅膀在
（戒）空中活动z ～蛙｜鸟～了。＠圈利

用动力机械在空中行动：～行｜每天都有飞机～

台北。＠圈在空中飘浮游动z ～云｜～沙走

石｜～雪花了。＠形容极快g ～奔｜～跑｜～涨｜

～驶。＠圈挥发：盖上瓶子吧，免得香味儿～

了 Ii幸脑放久了，都～净了。＠意外的；凭空而

来的：～灾｜～祸｜～语。 0 CF邑 i ）圈姓。

三章叫1 倍ibai 画一种特…，笔町
出一丝丝的白地，像用枯笔写成的样子。也叫
飞白书。

E飞白E f岳ibai 圈修辞手法，指故意运用白字
（别字）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如把“吹毛求疵”
改成“吹毛求屁气把“研究研究”说成“烟酒烟

酒”等。

E飞白书】 f副baishu 圈飞臼1 0 

E飞奔E f岳lb岳『1 画很快地跑：孩子们听说有杂

技表演，都～而来。

E飞镖E f岳ibiao 函。旧式武器，形状像长矛的
头，投掷出去能击伤人。＠一种投掷运动，镖

多用木料制成。比赛时，以在一定时间内掷出
和收囚的飞镖最多者或镖的飞行时间最长者

为优胜。

E飞播】 f岳iba 圈用飞机撤种z ～造林｜～优良

牧草一万多亩。
E飞车l f岳阳怡。画骑车或开车飞快地行驶：

～走壁。＠圈飞快行驶的车3 开～是造成交

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E飞车走壁E f岳『ch岳－zoubi 杂技的→种，演员骑
着自行车，开着摩托车或特制的小汽车，在口
大底小的钢木结构的圆形构筑物内壁上奔驰。

E飞驰E f岳1chi 画（车马）很快地跑：列车～而

过｜骏马在原野上～。
E飞船E f岳1chu6n 圈。指宇宙飞船。＠旧时

指飞艇。
E飞弹l f岳idan 固＠装有自动飞行装置的炸

弹，如导弹。＠流弹。

E飞地E f岳idi 圈＠指位居甲地区而行政上隶

属乙地区的土地。＠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
的领土。

E飞碟】 f岳idie 圈＠指不明飞行物，因早期报

道的不明飞行物形状像圆形碟子，所以叫飞

碟。＠射击用的－种靶，形状像碟，用抛靶机
抛射到空中2 ～射击（一种体育运动比赛项

目）。

E飞渡E f岳idu 圈从水上或空中飞快地越过z

～黄河｜～天险｜乱云～。
E飞短流长E f岳1duan-liuchang 造谣生事，搬弄

是非。也作萤短流长。
E飞娥扑火】恼’告－puhuo 飞娥投火。
E飞娥投火】捕’在拍uhuo 比喻自取灭亡。也
说飞娥扑火。

E飞航式导弹E f副hangshi d凸odan 导弹的一

种，依靠喷气发动机的推力和翼产生的升力飞
行，并利用翼面控制方向飞向目标。巡航导
弹、反舰导弹等多是飞航式导弹。

E飞红l f岳ih6ng 0 庄园状态词。（脸）很红z 她

－时答不上来，急得满脸～。＠圃（脸）很快

变红z 小张～了脸，更加钮愧起来。

E飞鸿】 f岳ih6ng 〈书＞ IE 0 指鸿雁：～踏雪

（指往事留下的痕迹）。＠借指书信：～传情｜
万里～O

E飞黄腾达】 f岳ihu6ng-tengd6 韩愈《符读书城

南》诗：“飞黄腾踏去，不能顾瞻除。”（飞黄z古代
传说中的神马名）后来用“飞黄腾达”指官职、
地位上升得很快。

E飞煌】 f岳1hu6ng 圈能远距离飞行的鲤虫，多

为灰褐色、黄色或绿色，吃禾本科农作物，大面
积成群出现飞鲤能造成严重灾害。

E飞机E f岳iji 圈一种航空器，由机翼、机身、发

动机等构成。种类很多。广泛用在交通运输、
军事、农业等方面。

E飞溅】 f岳ijian 圈向四外溅g 钢花～，铁水奔流。

E飞跨l f岳1kua l到从上空跨过：高架桥～高速

公路。

E飞’tRl f副kuai 圈状态词。＠非常迅速z 渔

船鼓着白帆，～地向远处驶去｜日子过得～，转

眼又是一年。＠非常锋利 z 镰刀磨得～。
E飞来横祸E f岳116i-henghuo 突然发生的意外

灾祸。
E飞灵】 f岳iling （方〉圈＠特别灵活或灵敏：

脑子～。＠特别灵验z 这药治感冒，～。

E飞轮E f岳ilun !El 0 机器上安装的轮辆厚重的
轮子。有储存和释放动能的作用，可使机器旋
转均匀。＠（～儿）自行车后轮上装的传动齿轮。

E飞毛腿E f岳1m6otuT 圈＠指跑得特别快的

腿。＠指跑得特别快的人。



E飞沫l f岳imo ~喷出或溅起的沫子，也专指

随着咳嗽、喷嗖或说话而喷到空气中的唾沫
星儿z 瀑布～四溅！流感等可以通过～传染。

E飞盘E f岳1pan c～儿）［苞一种投掷的玩具，形状
像圆盘子，用塑料制成。

E飞蓬E f岳ipe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柳

叶，边缘锯齿形。夏天开花，花外围淡紫红色，

中心黄色。
E飞瀑E f岳ipu 圈急速泻下的瀑布。

E飞禽E f岳1qin 圈会飞的鸟类，也泛指鸟类：～

走兽。
E飞泉l f岳1quan 圈＠从峭壁仁的泉眼喷出的

泉水。＠喷泉。
E飞人E f岳iren O 画指人悬空进行杂技表演＝

空中～。＠圈指跳得特别高或跑得非常快的

人：女～1世界～o
E飞散E f岳isan E面＠（烟、雾等）在空中飘动着

散开z 一团浓烟在空中～着，由黑色渐渐变成
灰白。＠（鸟等）飞着向四下散开＝麻雀听到
枪声惊慌地～了。

E飞沙走石】 f岳isha-zoushi 沙子飞扬，石块滚

动，形容风很大：骤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
E飞身E f岳ishen ll;b］身体轻快地跳起z ～上马｜

～越过壤沟。
E飞升E f岳ish岳ng 画＠往上升s往上飞。＠旧

时指修炼成功，飞向仙境（迷信）。
E飞逝E f岳ishi 圃（时间等）很快地过去或消失z

时光～！流星～。
E飞鼠E f岳阳怕圈。哺乳动物，形态和习性像
隔鼠而体较小，前后肢之间的薄膜宽大多毛。
＠〈书〉蝙蝠。

E飞速E f岳isu 画非常迅速地2 ～发展｜～前进。
E飞腾E f岳1teng 面迅速飞起；很快地向上升；

飞扬＝烟雾～！烈焰～。

E飞天E 伦比ion 画佛教壁画或石刻中的在空
中飞舞的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提婆有“天”
的意思，所以汉语译为飞夭。

E飞艇E f岳itTng ~一种航空器，没有翼，利用装
着氢气或氮气的气囊所产生的浮力上升，靠发
动机、螺旋桨推动前进。飞行速度比飞机慢。

E飞吻E f岳阳品n ［＞；画先吻自己的子，然后向对方

挥手，表示吻对方。

E飞舞E f岳IWU 画像跳舞似的在空中飞z 雪花

～！蝴蝶在花丛中～。
E飞翔E f岳ixiang 画盘旋地飞，泛指飞z 展翅

～l鸽子在天空～O
E飞行E f岳ixing 圃（飞机、火箭等）在空中航行z

～员｜低空～o
E飞行器E f岳ixingqi 圈能够在空中飞行的器

飞妃非｜ f邑 l I 31s I 

械或装置的统称，包括航空器、航天器、火箭、
导弹等。

E飞行员E f岳1xingyu6n 圈飞机等的驾驶员。

【飞旋E f岳ixu6n 画盘旋地飞s 雄鹰在天空～。
他那爽朗的笑声不时在我耳边～。

E飞檐E f岳1y6n ~我国传统建筑檐部形式，屋
檐特别是屋角的檐部向上翘起。

【飞檐走壁】 f岳iy6n-zoubi 旧小说中形容练武

的人身体轻捷，能在房檐和墙壁上行走如飞。
【飞眼E f岳i;;y凸n （～儿）圈用眼神传情。

【飞扬E f岳iy6ng 闹。向上飘起：彩旗～｜尘土

～。＠形容精神兴奋得意：神采～。｜｜也作
飞跑。

E飞扬跋启E f岳1y6ng-b6hu 骄横放肆。

E飞隔E f岳iy6ng 同“飞扬”。

E飞鱼】 f岳1vu !Bl 鱼，身体长筒形，胸鳝特别发
达．像翅膀，能跃出水面在空中滑翔。生活在
温带和亚热带海洋中。

E飞i吾E teiv心圈没有根据的话z ～流传。也作

［~；~f岳iyue 圃＠飞腾跳跃；腾空跳跃g 麻王三
雀在丛林中～。＠比喻突飞猛进z ～发展。
＠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化。由于事物性质
的不同，飞跃有时通过爆发的方式来实现，有
时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
渐消亡来实现。不同形式的飞跃都是质变。

E飞越E f岳iyue 画飞着从上空越过2 ～大西洋。

[ ts灾E f副zai ~意外的灾难z ～横祸。
E飞贼l f岳izei ~ O 指手脚灵便能很快地登墙

上房的贼。＠指由空中进犯的敌人。
E飞涨E f岳i zhang rnilJ （水势、物价等）很快地往
上涨：连日暴雨，河水～｜价格～。

E飞针走线E f岳izhen-zouxian 形容熟练快速地
做针线活儿。

E飞舟E f岳1zh6u ＜书）~行驶极快的船z 江中

～顺流下。

妃陆皇帝的亮太子、王、侯的妻：～娱｜贵
只～！王～。
U己嫁l f岳1pin 国妃和嫁，泛指皇帝的妾o

E妃色E f岳ise 圈淡红色。

E妃子E f岳i. z i 圈皇帝的妾，地位次于皇后。
非1 陆＠错误（隅”相机是～i 习～成

t" 是｜痛改前～。＠不合于z ～法｜～礼｜～
分（ fen）。＠不以为然；反对s责备z ～难｜～
议｜无可厚～。＠医且不是z 答～所问｜此情此

景～笔墨所能形容。＠前缀。用在一些名词
性成分的前－面，表示不属于某种范围g ～金属 1

～晶体｜～处方药。＠圃不z ～同小可｜～同

寻常。＠圃跟“不可、不成、不行”呼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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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口语中“不可”等有时可以省略）：要想做

出成绩，～下苦功不可｜你不让我去，我～去！
＠〈书〉不好；糟：景况日～。

非2 阳圈指非洲
E非常E f岳阳hang 0 r~ 属性词。异乎寻常的；

中韧未的＝～时期｜～会议。 8 ［画十分；极 3 ～
光荣｜～高兴 i～努力｜他～会说话。

E非常规能源E f岳ichanggul nengyuan 新能

源。

E非处方药E f岳1chufangyao 画不需凭执业医

师处方就可自行购买并按照药品说明书使用

的药品。
E非但］ f岳1dan [i1! 不但：他～能完成自己的任

务，还肯帮助别人｜～我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
E非得】筒id副圈非⑦：干这活儿～胆子大不

行｜棉花长了妨虫，～打药｜这病要想去根儿，～

动手术。

E非典E f岳idian !Bl 非典型肺炎②的简称。
三三~ E非典型肺炎】 f岳idi凸nxing feiyan O 由支原
三三言： 体、衣原体、军团菌和病毒等引起的肺炎，因临

床症状不典型，所以叫作非典型肺炎。＠特
指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
名称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入简称非典。

E非电解质］ f岳1dianji岳zhi 圈在水溶液中或在

熔融状态下不能形成离子，因而不能导电的化

合物。如庶糖、乙醇、甘油等。
E问虫】 f岳idu ＜书〉睡不但：蜜蜂能传花粉，～

无害．而且有益。
E非对抗性矛盾］ f岳iduikangxing maodun 不

需要通过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的矛盾：人民

内部矛盾是～。

E非法E f岳i的~属性词。不合法的．～收入｜
～活动｜～占据｜倒卖文物是～的。

E非凡，］ f岳ifan E回超过一般；不寻常：～的组织

才能 l市场上热闹～。
E非…非…E f岳i …仿l …既不是……又不

是……2 ～亲～故｜～驴～马。
E非分】 f岳ifen 回属性词。＠不守本分；不安

分z ～之想 l 不做～的事。＠不属自己分内

的：～之财。

E非公有制经济E f岳igongy凸uzhi jlngji 各种社

会经济成分中公有制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
在我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
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属于非公有制经济。

E非婚生子女E f岳1hunsh岳ng zinu 没有合法婚
姻天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俗称私生子。

［~！＇··.即…J tei··· ii …不是……就是……z ～

此～彼｜～亲～友｜～打～骂。

E非金属］ f岳阳nshu ［：鲁］一般没有金属光泽和延

展性，不易导电、传热的单质。除澳以外，在常
温下都是气体或固体，如氧、氮、硫、磷等。

E非晶体E f岳ijlngti 回原子、离子或分子不按一

定空间次序排列而成的固体，没有规则的几何
外形，没有固定的熔点，如石蜡、玻璃等。也叫

无定形物。

E问Ll f岳iii 0 画不合礼节；不礼貌：～举动。

＠〈方〉圈指调戏；猥亵（妇女）。

E非驴非马】 f岳ilu-t岳1m凸形容什么也不像，不
成样子。

E非卖品E feimaipin 圈只用于展览、赠送等而

不出卖的物品。
E非命】 f岳1ming 圈遭受意外的灾祸而死亡叫

死于非命。

E非难） f岳1nan 富国指摘和责问：遭到～！他这样一

做是对的，是无可～的。

［~f.农］ f岳in6ng E园属性词。不属于农村或农

业的．～用地。

E非企业法人） f岳iqive f凸r自n 不以营利为目

的，从事非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组织。包括国
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E非亲非故】 f岳1qln f岳igu 既不是亲属或亲戚，

也不是老朋友，指彼此没有什么关系。

E非人E f岳1ren ~国属性词。不属于人应有的：

～待遇1过着～的生活。
E非手术疗法E f岳1sh凸ushu liaof凸保守疗法。

U间明 f岳ite ＜书） ［！！］不但。
E非条件反射］ f岳itiaojian f凸nshe 人和其他动

物生来就具有的比较简单的反射活动。如子
碰着火，就立刻缩回去。也叫无条件反射。

E非同小口iJ] f岳it6ng-xiaok岳形容事情重要或

情况严重，不能轻视。
E非徒】 f岳itu 〈书〉画不仅（常跟“而且”日子应） : 

溺爱子女，～无益，而且有害。
E非物质文化遗产E f岳iwuzhi wenhua yichiin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

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语言、文
学、音乐、舞蹈、神话、礼仪、习惯等。如我国的

昆曲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E才在笑E f岳1xiao i到讥笑：受人～。

E非刑】 f岳1xing !Bl 为逼取口供施行的残酷的

肉体刑罚 z ～拷打｜受尽～折磨。

E非议E f岳1yi 画责备z 无可～。
E非再生资源E f岳izaish岳ng zTyuan 不可更新

资源。

E非政府组织】嗣zhengf心 z凸zhT 除政府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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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外的其他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主要从
事济困扶贫、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公益事业。
在我国称为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E非织造布】 teizhlzaobu 白白无纺布。
E非致命武器】 f岳izhiming wuqi 利用声、光、

电、化学等技术使敌方人员暂时丧失战斗力，
使敌方军事装备、设施瘫痪失效的武器。如次
声武器、噪声武器、致盲武器等。也叫失能武

器。
E非洲饵鱼E F岳1zhou jiyu 鱼，外形跟侧鱼相

似，灰褐色或暗褐色。生活在海水或淡水中，
原产非洲东部。也叫罗非鱼。

菲1 俗i 形容醉如咪浓J～
菲2 f岳l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缸，. H10 o 无

色晶体，有荧光，是葱的同分异构体。用
来制染料、药品等。［英 phenanthrene]

另见 378 页闹。

E菲菲］ f岳if副〈书〉咽。花草茂盛、美丽。＠

花草香气浓郁。
啡伦l 见 7町【咖啡J ,869 页【吗啡1

τt-lf. f岳i 古代指驾在较马两旁的马。
剧卡（雕）
绊 岳l 红色：～红 1深～。

re徘）
E绊红］ f岳ih6ng ［用状态词。鲜红：两颊～｜～

的晚霞。
E绊闻E f岳iwen 函桃色新闻：影坛～。

扉阳门扇户心～。

［$画】 f岳ihua l苟书籍正文前的插图。
E扉页E f岳1ve r苞书刊封面之内印着书名、著

者、出版者等项内容的一页。
才 f岳i （书〉间“飞”。
主虱另见 378 页闹。

E茧短流长E f岳iduan-liuchang 同“飞短流长”。

E茧声E f岳isheng ＜书〉［动］扬名 z ～文坛。

E茧语E f岳1vu 同“飞语”。
~f副〈书〉＠军军：雨雪其～。＠飘扬，

司l三飘散：烟～云敛。
E军军E f岳if岳i （书〉圈（雨、雪）纷飞；（烟、云等）

很盛z 雨雪～ l～细雨！云雾～。
E靠微E f岳阳副〈书〉圃雾气、细雨等弥漫的样

子z 烟雨～。

倒 剧团鱼，身体侧扁而长椰灰黑卡（徘）色，两侧银白略带绿色，没有侧线，
生活在海洋中。是重要的经济鱼类。也叫鲸。

,, 
fei （乙飞）

月巴 tei o 啤含脂肪多（跟‘‘
胖、减肥”外，一般不用于人）：～猪！～肉 | 

马不得夜草不～。－~肥沃（跟“瘦”相对，下

⑧同）：土地很～。＠圈使肥沃：～田粉。。
圈肥料．底～｜绿～！化～｜积～。＠圈收入

多；油水多z ～差｜活儿～。＠［副指由不正当
的收入而富裕·坑了集体，～了自己。＠利
益；好处z 分～｜抄～（捞外快）。＠［用肥大①：

棉袄的袖子太～了。。 CF邑 i ）画姓。
口巴差E f岳阳hoi 南指从中iiJ多得好处的差事。

［~巳肠】 teichang c～儿）圆周作食品的猪的大

肠：熄～｜始～。

U巴腾腾】 teidada （～的）~状态词。形容肥

胖的样子。

U巴大E f自ida 匾。（衣服等）又宽又大＝～的

灯笼裤｜这件褂子很～。＠（生物体或生物体三三三
的某部分）粗大壮实：～的河马 1豌豆角儿很～。三三三三
＠人体的某一脏器或某一部分组织，由于病
变而体和、比正常的大：心脏～！扁桃体～。

［~巴分E teiten 圈肥料中含氮、磷、何等营养元
素的成分，一般用百分数来表示。

【肥厚1 teihou 圈。肥而厚实z ～的手掌 l～的

橡皮树叶子。＠人体的某一脏器或部分组织
由于病变而比正常的大而厚z 左心室～。＠

（土层）肥沃而厚。。多；优厚：油水～｜奖金～。
U巴活JL] teihu6r 圈利润大或报酬多的活JL;

费力少而收入多的工作。

口已力】 teili 圈土壤肥沃的程度：提高土地～。

口巴料E teiliao 圈能供给养分使植物发育生长
的物质。肥料的种类很多，所含养分主要是

氮、磷、钢三种．化学～o

U巴美】 f自im岳1 匾。肥沃：河流两岸是～的土

地。＠肥壮$丰美：～的牛羊｜～的牧草。＠
肥而味美z ～的羊肉。

E肥胖l teipang ~胖：过度～对健康不利。
口巴缺E teiqu岳圈指收入（主要是非法收入）多

的官职。

U巴实l tei·shi 〈口〉匾。肥胖：～的枣红马。
＠脂肪多：这块肉很～。＠富足；有钱＝他家
日子过得挺～。

口巴瘦儿】 feishour 圈。衣服的宽窄2 你看这

件衣裳的～怎么样？＠〈方〉半肥半瘦的肉 z
来半斤～。

U巴水】 teishuI 圈含有养分的水；液体肥料2

～不流外人回（比喻好处不能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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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巴硕E feishuo 圃＠（果实等）又大又饱满。

＠（股体）大而肥胖。

U巴私l feisl 层面用不正当的手段使私人得到好
处z 损公～。

白巴田E feitian o < -11一）圃采用施肥等措施
使土地肥沃z 草木灰可以～。＠圈肥沃的田
地＝～沃土。

U巴头大耳l feit6u-da ’岳r 形容人头部或整个
身体肥胖。

l]l'.l沃E feiwδ~ （土地）含有较多的适合植物
生长的养分、水分z 土壤～。

口巴效E feixiao 圈肥料的效力z ～高｜～持久。

E肥H明 teivu 1用＠肥沃z 土质～。＠肥胖z

身体～。
盯巴育E feiyu 圈育肥。

U巴皂l feizao ~洗涤去污用的化学制品，通
常制成块状。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的锅盐

或饵盐。有的地区叫膜子。
U巴皂剧】 feizaoju 圈某些国家称一种题材轻
松的电视连续剧。因早期常在中间插播肥皂

之类的生活用品广告而得名。
U巴皂泡l feizaop(Jo （～儿）圈肥皂水吹起的
泡，因其瞬息即破，常用来比喻很快就消失的

事物：发财的希望成了～O
U巴壮l feizhuang E国（生物体）肥大而健壮z

禾苗～｜～的牛羊。
凸nm Fei 东漉河，南漉河，西视河，北漉河，水
11可』名，都在安徽。东泪E河古名混水，历史上

有名的漉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排1 伯画腿肚子。

排2 fei ＜书〉际枯萎z 百卉俱～。

E肺肠肌l feich6ngjl l雹腔骨和脐骨后面的一

块肌肉，扁平，在小腿后面形成隆起部分。
E肺骨E feigu 圈小腿外侧的长骨，比腔骨细而
短，有三个棱。（图见 468 页“人的骨锵”）

" f岳i (C飞）

1出阳＠〈书〉新月开始发光2 月～星堕。
ill 8 用于地名：～头（在福建）。
匪1 陆强盗z 盗～｜土～ l～徒｜～酬～。

匪2 陆〈书〉圈和不： $ft_ ir!I ～浅 l ～夷所
思。

E匪帮E f岳ibang 画有组织的匪徒或行为如同

盗匪的反动政治集团 2 法西斯～。

E匪巢E f岳ich6o 圈匪穴。

E匪盗】 f岳idao 圈盗匪。

E匪患E f岳ihuan 函盗匪造成的祸患。

E匪祸l f岳ihuo 圈匪患。

E匪首E feishou 圈盗匪的头子。

E匪徒E f岳itu 圈＠强盗z 财物被～抢劫一空。
＠危害人民的反动派或坏人。

E匪穴E f岳1xue !Bl 敌人、盗匪盘踞的地方z 直

捣～。
E匪夷所思E f岳iyisl』osl 指事物怪异或人的言

行离奇，不是一般人按照常理所能想象的（夷z

平常）。
~-I仨 f岳t 毁谤z ～谤。
}ff::（诽）
E诽谤】 feibang ~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

名誉；诬蔑＝恶意～｜～中伤。

菲恼。古书上指萝问的菜。＠〈书〉
菲薄（多用作谦辞）：～礼｜～酌｜～材。
另见 377 页 f岳 i0

E菲薄E f岳1b6 0 圈微薄（指数量少、质量次） : 
待遇～｜～的礼物。＠画瞧不起：妄自～j～

前人。
E菲敬E f岳ijing （书〉圈谦辞，菲薄的礼物。

E菲仪E f岳iyi （书〉圈谦辞，菲薄的礼物。
E菲酌l f岳izhu6 （书〉圈谦辞，不丰盛的酒饭：

敬备～，恭候光｜恼。

悻伯〈书〉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

E徘恻E f岳ice ＜书〉圆形容内心悲苦z 缠绵～。

荣陆〈书〉辅助。

斐怆i 0 （书〉有睐。 8 (f邑 i）酬。

E斐然】 f岳iron ＜书〉圈。有文采的样子z ～成

章。＠显著2 成绩～｜～可观。

槛陆见下。
E榷子l f岳i·zi ~O 香槛。＠香脏的种子。

三f~ f邑l 古书上指椿象一类的昆虫。
.！：：民另见 377 页闹。

E茧蝶E f品1li6n l望蜂郎。

藉伯见下

［~~翠E f岳阳ui 圈＠鸟，嘴长而直，有蓝色和绿

色的羽毛，飞得很快，生活在水边，吃昆虫、鱼
虾等。种类较多。＠玉石，成分是销和铝的
硅酸盐，绿色、蓝绿色或白色中带绿色斑纹，也

有红色、紫色或元色的，有玻璃光泽，硬度 6
7 ，可做装饰品。



筐陆〈书〉圆形的竹筐。

飞

fei （巳飞）

市副见叫蔽市］。
另见 400 页 tu 。

吠陆响川狂～｜鸡鸣犬～。

E吠形吠声l feixing feish岳ng （（潜犬论·贤难》：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比喻不明察事情的真

伪而盲目附和。也说吠影吠声。
E吠影吠声】 feiying-feish岳ng 吠形吠声。

肺陆圈人和高等动物的呼吸器官。人的
肺在胸腔中，左右各一，和支气管相连。

由心脏出来含有二氧化碳的血液经肺功脉到
肺泡内进行气体交换，变成含有氧气的血液，

经肺静脉流回心脏。也叫肺脏。

支气管

右肺

人的肺

盯市病E feibing 圈肺结核的通称。

气管

支气管

左肺

U市腑1 teitu 圈。肺部，泛指人的内脏z 阵阵
清香沁人～。＠借指内心z ～之言｜感人～。

口市腑之言E feifuzhlyan 发自内心的真诚的

话。

盯市活量E feihu61iang 圈一次尽力吸气后再
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成年男子正常的肺活
量约为 3 500毫升，成年女子正常的肺活量约
为 2 500毫升。

U市结核1 teiiiehe 圈肺部发生的结核病。症
状是低热，盗汗，咳嗽，多痰，消瘦，有时咯血。

通称肺病。
U市癖】 feilao 圈中医指肺结核。

U市泡J teipao t8l 肺的主要组成部分，位置在

最小支气管的末端，略呈半球形，周围有毛

细血管网围绕。血液在肺泡内进行气体交

筐蒂吠肺拂废 I t吕 l 一 tei I 379 I 

换。
盯市气肿】 feiqizhong 圈慢性病，肺组织由于
过度膨胀和充气而弹性减退，症状是咳嗽、气
喘、口唇发生甘等。多由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
哮喘、硅肺和肺结核引起。

U市循环l feixunhuan 圆心脏收缩的时候，右

心室中含有二氧化碳的血液，经过肺动脉流入

肺部，在肺内进行气体交换，排出多余的二氧
化碳，吸收新鲜的氧气，经过肺静脉流入左d心
房，再流入左心室。血液的这种循环叫作肺循
环，也叫小循环。

盯市炎】 feiyan t8l 肺部发炎的病，由细菌、病毒
等引起，种类较多。症状是高热，咳嗽，胸痛，
呼吸困难等。

U制十E teive 圈肺表面深而长的裂沟把左肺

分成两部分，把右肺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叫
一个肺叶。

U市脏】 feizang 圈肺。

拂怕见下。

【狲狲E teitei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猴，头部形

状像狗，毛灰褐色，四肢粗，尾细长。群居，杂
食，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阿拉伯半岛。

废～ h～ 恼＠画不再使用g不
（牍、＠嚷）再继续：～除｜半途而～｜

这个煤窑～了。＠荒芜；衰败＝～园｜～墟。＠
圃没有用的或失去了原来的作用的z ～话 1～

报纸！～钢铁。。圃肢体伤残；使伤残·残～！

～疾（残疾）｜那次事故～了他一条腿。－~废
础。

I废弛E feichi 画（政令、风纪等）因不执行或不

被重视而失去约束作用z 纪律～。
【废除】 feichu 圃取消；废止（法令、制度、条约

等） ：～农奴制｜～不平等条约。
【废黝E feichu 圈。〈书〉罢免；革除（官职）。
＠取消王位或废除特权地位。

E废话E feihua o 圈没有用的话z ～连篇｜少

说～。＠圈说废话：别～，快干你的事去。

【废｜日E teii iu E 属性词。废弃的和陈旧的z

～物资。
【废料E feiliao 圈在制造某种产品过程中剩下

的而对本生产过程没有用的材料：造纸厂的

～可以制造酒精。
E废品】 feipin 圈。不合出厂规格的产品。＠

破的、旧的或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2 ～收

购站。
【废气】 teiqi 圈工业生产或日常生活某一过

程中所排出的对本过程没有用的气体。参看
1122 页【三废］ o



I 3so I 1ei 一 f邑n I 废沸费制痒锁箴分

E废弃1 teiqi E噩抛弃不用：把～的土地变成良
田｜旧的规章制度要一概～。

E废寝忘餐］ feiqTn-wangcan 废寝忘食。

E废寝忘食］ feiqTn-wangshi 顾不得睡觉和吃

饭，形容非常专心努力。也说废寝忘餐。
E废然E f由r白『1 ＜书〉圆形容消极失望的样子：
～而返｜～而叹。

E废人】 feiren 圈＠因残疾而失去工作、生活
能力的人。＠泛指元用的人。＠特指失去’性
功能的男人。

E废水E f古ishuT IEl 工业生产或日常生活某一
过程中所排出的对本过程没有用的水。参看
1122 页I三废l 0 

E废物E feiwu 圈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利用。
E废物】伦i•wu 圈比喻没有用的人（骂人的
话）。

E废墟E feixu 固城市、村庄遭受破坏或灾害后
变成的荒凉地方z 一片～｜大地震后，整个城市
成了～。

E废学E feixu岳画不再继续上学；辍学z 打消
了中途～的念头。

E废渣】 f台izha 圈工业生产或日常生活某一过
程中所排出的对本过程没有用的回态物质。
参看 1122 页【兰废lo

E废止】 feizhT 画取消，不再行使（法令、制度）：
本条令公布后，以前的暂行条例即行～。

E废址1 feizhT ＜书〉圈已经毁坏的建筑物的地
址z 这里是清代县衙门的～。

E废置E feizhi 画认为没有用而搁在一边：这
些材料～不用，太可惜了。
沸伦1 圈沸腾：～油｜扬汤止～｜水～后自

动断电。～天震地（形容声音极响）。
E沸点】 feidian IEl 液体沸腾时的温度。沸点
随外界压力变化而改变，压力低，沸点也低。

E沸反盈天1 teif凸n-yingtian 形容喧哗吵闹，乱

成一团。
E沸沸扬扬E feifeiyangyang 圈状态词。像沸
腾的水一样喧闹，多形容议论纷纷。

E沸泉E feiquan 画温度达到或超过当地水沸
点的泉。

E沸热l feire 画像沸腾的水一样热z ～的南风

。～的心。
（~弗水E feishuT 圈滚水；开水。
E沸腾E feiteng 圈＠液体达到一定温度时急
剧转化为气体，产生大量气泡。＠形容情绪
高涨2 热血～。＠形容喧嚣嘈杂：群情激愤．
人声～。

费斗闹。因费用2 水电～ l 医药～｜
（费）免～｜收～。＠圈花费；耗费：～

心｜消～｜～了半天工夫。＠画用得多；消耗
得多（跟“省”相对）：老式汽车～油｜走山路～
鞋｜孩子穿衣裳真～。。（ Fei ）圈姓。

E费工】 fei11gong l2lID 耗费工夫：加工这种零件

比较～，一小时怕完不了。
E费话E tei;;hua 画耗费言辞，多说话t 一说他
就明白，用不着～｜我费了许多话才把他说服。

E费解】 feiii岳圈（文章的词句、说的话）不好

懂：这篇文章词意隐晦，实在～。
E费劲】 fei11 jin ＜～儿）圈费力：腿脚不好，上楼
～｜费了半天劲，也没有干好。

E费力E fei11 Ii r司耗费力量：～劳心｜他有气喘
病，说话很～o

E费率E teilu IEl 交纳费用的比率。如保险业
的费率指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费用的金额与
保险人承担赔偿金额的比率。

E费难】 fei;;nan ＜方〉圈感到困难，不容易做z
他学过木匠，打个柜子不～。

E费神E fei //sh en l2lID 耗费精神（常用作请托时

的客套话）：这篇稿子您～看看吧。
E费时E feishi l2lID 耗费时间：这座大楼～一年
才建成。

E费事E fei11 shi 圈办事费周折；费工夫2 洗几

件衣服也费不了你多少事｜给同志们烧点儿水
喝，并不～。

E费手脚E fei sh凸uji凸o 费事：真要把这件事做

好，也得费点儿手脚。
E费心】 fei;;xln 圈耗费心神（多用作请托或致

谢时的客套话），您要是见到他，～把这封信交
给他｜这孩子真让人～。

E费用E f岳i•yong 圈花费的钱；开支z 生活～l

这几个月家里～太大。

非 恼古代砍掉脚的酷刑jυ排）
癖 ι 陆见下。

（提痴）
m子］ fei. zi 画皮肤病，暑天皮肤上起的红色
或白色小掺，很刺痒，常由出汀’多、皮肤不清洁
等引起。

镀 4 陆圈金属元素，符号 Fmo 银
（锺）臼色，化学性质活泼，有放射时

人工核反应获得。

簇中陆〈书〉竹席
（霹）

广－ fen c 巳）

分 f岳n 0 圈使整体事物变成几部分或使
连在一起的事物离开（跟“合”相对） : ~ 



裂 i～散 1～离！一个瓜～两半。＠画分配：这
个工作～给你。＠阉辨别：～清是非｜不～皂
白。。分支p部分．～会｜～局｜第三～册。＠
（～儿）圈分数1 ：得～。＠分数0 ：约～！通～。

＠表示数学中的分数：二～之一｜百～之五。
＠十分之一（用于某些计量单位或抽象事
物）：～米｜～升｜九～成绩，一～缺点。 01Il
汁量单位名称。 a）长度， 10 厘等于 1 分， 10
分等于 1 寸。 b）地积， 10 厘等于 1 分， 10 分
等于 1 亩。 c）质量或重量，10 厘等于 1 分，10
分等于 1 钱。 d）货币， 10 分等于 1 角。 e）时
间，60 秒等于 1 分，60 分等于 1 小时。 f) 弧或
角，60 秒等于 1 分，60 分等于 1 度。 g）经度
或纬度，60 秒等于 1 分，60 分等于 1 度。 h)
利率，年利一分按十分之一计算，月利一分按

百分之一计算。 i) （～JL）评定成绩等2 考试得
了一百～l这场球赛双方只差几～。⑩ CF邑n)

圈姓。

另见 386 页 f韧。

E分包E f岳nbao 画＠分片包干JL ；分头负责：

任务～到人。＠承包者把所承包的工程项目
等的一部分再分给他人承包z 工程～o

E分保】 f岳nbao 画再保险。
E分贝】 f岳nbei III 计量声强、电压或功率等相
对大小的单位，符号 dB。它的数值等于声强、
电压或功率比值的常用对数的 10 倍。当选
定一个基准声强、电压或功率时，分贝数也表
示声强、电压或功率的绝对大小。

E分崩离析】 f岳nb岳ng-lixi 形容集团、国家等分

裂瓦解。
E分币】 fenbi 圈指面值是一分、二分、五分的

硬币或纸币。
E分辨】 f岳nbian 圈辨别·～是非｜天下着大雨，

连方向也～不清了。
E分辩E f岳nbian I到辩白：证据俱在，无须～｜他
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想～。

E分别】1 陪同bie 圈离别z 暂时～，不久就能见

面｜他们～了好多年啦。
E分别】2 f岳nbie 0 画辨别：～是非｜～轻重缓

急。＠圈按不同方式；有区别地：～对待 i～

处理。.， liUl 分头；各自：几个人～去做动员工

作｜部队到达前沿，～进入阵地。。固不同；差
别：看不出有什么～。

E分兵E f岳nbing 圃分开或分散兵力．～把守

要隘。

E分布】 f岳nbu 圈散布（在一定的地区内沁人

口～图｜商业网点～得不均匀。
E分餐l f岳neon 圈。不跟大家一起进餐，自己

单另吃z 我因为有病，跟家里人～。＠大家共

分 IE豆n 381 

同进餐时，把菜肴分到各自的碗碟中吃：宴会
采用～式，既方便又卫生。

E分册E f岳nee 圈一部篇幅较大的书，按内容分

成若干本，每－本叫一个分册。
E分成E f岳阳cheng c～儿）圈按成数分钱财、物

品等＝四六～｜三七～。
E分囊】 f岳ncuan ＜书〉［到分开来做饭，指分家

过日子．兄弟～。

E分寸l fen· cun 圈说话或f故事的适当限度：

有～｜没～｜注意说话的～。
E分担】 fendan ［到担负一部分z ～任务｜～责

任。

E分道扬镰E f岳ndao-yangbiao 指分道而行，比

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的前和或各干各的事

情。

E分店E f岳ndian 圈→个商店分设的店：这家

商行去年又开设了两家～。
E分队】 f岳ndui 圈。→般指军队中相当于营

到班－级的组织。＠泛指执行某项任务的由

较少人员组成的单位：抢险人员分成三个～。

E分发E f岳nfa 圈。一个个地发给g ～慰问品。

＠分派（人员到工作岗位）。

E分月巴】 f岳n11 fei l§bl 分取利益（一般指不正当

的）。

E分分钟】 fenf岳nzhong ＜方〉＠圈指极短的

时间．网上转账只是～的事儿！有些问题，过去
可能需要三五天，现在仅用～就能得到处理。

＠圃时刻；随时z 危重病人～都离不开人照

顾。
E分付E f岳n•fu 见到4 页I吩咐1 。
E分赴E f岳nfu 画j 分别去往（不同的地方）：救

援队～灾区各处执行任务｜毕业生们即将～各
自的工作岗位。

E分害。E f岳ng岳圈把整体或有联系的东西分开z

～遗产｜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能
～开。

E分隔E f岳nge ~司在中间隔断z 垒了一道墙，把
一问房子～成两间。

E分工l f岳n;;gong 圈分别从事各种不同而又

互相补充的工作z 社会～｜～合作｜他～抓生
产｜这几件事，咱们分分工吧。

E分公司E f岳ngongsi 圈总公司下属的分支机
构或附属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分管l f岳ngu凸n 画分工管理（某方面工作）：

他～农业！这是老张～的地段。
E分毫E f岳nhao !El 指极少的数量z ～不爽｜不

差～。
E分号】1 f岳nhao 坦l 标点符号（；），表示一句话

中间并列分句之间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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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分号】2 f岳nhao ~分店·本店只此一家，别无

~ 。

E分红E f岳n;;h6ng 画＠指人民公社时期社员

定期分配工分值。＠企业分配盈余或利润：
年终～。＠股f7}0司按股份分配利润。

E分洪） f岳nh6ng 画为了使某些地区不遭受洪
水灾害，在上游适宜地点，把一部分洪水引人

别的地方。
E分化E f岳nhua 圈。性质相同的事物变成性

质不同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变成分裂的事物－
两极～｜有些字，古代本是一个，由于后来加上
了不同的偏旁，就～成几个。＠使分化：～瓦

解｜～敌人。＠在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中，细
胞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构造和功能上，由一

般变为特殊的现象，例如胚胎时期的某些细胞
分化成为肌细胞，另一些细胞分化成为结缔

组织。

E分机E f岳njl 圈需通过总机才能接通电话的
通话装置。

E分家E f岳n11 j ia 圈＠原来在一起生活的亲属

把共有的家产分了，各自成家过活z ～单过。

＠泛指一个整体分开：鞋底和鞋帮分了家。
E分解E f岳nji岳匾。－个整体分成它的各个

组成部分，例如物理学上力的分解，数学上

因式的分解等。＠一种物质经过化学反应
而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其他物质，如碳酸钙
加热分解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排解（纠

纷）；调解 z 难以～｜让他替你们～～。。分化
瓦解z 做好各项工作，促使敌人内部～。＠分

辩；解释：不容他～，就把他拉走了。。解说

（章回小说用语）：且听下回～。
E分界】 f岳njie 0 ( -// ）圈划分界线2 河北省

和辽宁省在山海关～。＠圈划分的界线：赤
道是南半球和北半球的～。

E分界线E f岳njiexian 圈＠划分开地区的界

线2 过了河北河南两省的～，就进入了豫北。

＠泛指不同事物的界限：是非的～不容j昆淆。

E分斤掰两E f岳njT『1-bail1凸ng 形容过分计较小

事。

E分镜头】 f岳njingt6u 圈导演将整个影视片的

内容按景别、摄法、对话、音乐、镜头长度等分
切成许多准备拍摄的镜头，称为分镜头。

E分居E f岳n11 ju 圈。一家人分开生活：他们

夫妻两地～。＠特指夫妻双方保留婚姻关系
而不共同生活。

E分句E ten ju 圈语法上指复句里划分出来的
相当于单句的部分。分句和分句之间一般有
停顿，在书面上用逗号或者分号表示。分句和

分句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常用一些关联词

语（连词、有关联作用的副词或词组）来连接，
如“天晴了，雪也化了”。参看 410 页【复句］ o

E分开】 f岳n11 kai 匾。人或事物不聚在→起z

弟兄两人～已经三年了！这些问题是彼此～而
又联系着的。＠使分开：老赵用手～人群，挤
到台前｜这两件事要～解决。

E分栏】 fen;; Ian 画用线条或空白将书籍、报刊
中的文字等内容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隔开。

E分类】 ten11 lei 圈根据事物的特点分别归类：

图书～法｜把文件～存档。

E分离】 f岳nli 圈＠分开z 理论与实践是不可～

的｜从空气中～出氮气来。＠别离z ～了多年
的兄弟又重逢了。

E分力E f岳nil 圈几个力同时对某物体的作用和

另外一个力对该物体的作用效果相同，这几个
力就是那一个力的分力。

E分列式】 f岳nlieshi ~军队等按照不同的兵种

或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依次走正步、行注

目礼通过检阅台，这种队形叫分列式。
E分裂E f岳nlie 圈＠整体的事物分开：细胞～。

＠使整体的事物分开z ～组织。
E分流】 f岳nliu 圈＠从干流中分出一股或几股

水流注入另外的河流或单独入海。＠（人员、

车辆等）分别向不同的道路、方向流动：人车

～ l消费资金～。＠指行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
精简下来的人员到其他单位工作z 做好机关

干部～安置工作。
E分馆】 ten I iu ［；！）］液体中含有几种沸点不同的
物质时，蒸馆液体，使它所含的成分互相分离z

～石油可以得到汽油、煤油等。
E分挟E f岳『1『nei ＜书〉圈离别；分子。

E分门别类E f岳nmen-bielei 根据事物的特性分

成各种门类：把收集的标本～地摆列起来。
E分米】 f岳nmi c.l 长度单位，1 分米等于 1 米的

1/100 

E分泌J fenmi 圈从生物体的某些细胞、组织
或器官里产生出某种物质。如胃分泌胃液，花

分泌花蜜，病菌分泌i毒素等。
E分娩】 f岳nm1凸n 圈。生小孩儿。＠生幼畜。

E分秒E f岳nmi凸o 圈一分－秒，指极短的时间 2

～必争（一点儿时间也不放松）｜时闯不饶人，～
赛黄金。

E分明】 f岳nming O ［画清楚z 黑白～ l 爱憎～。

＠圆明明g显然z 他～朝你来的方向去的，你
怎么没有看见他？

E分母E f岳nmu 强见 383 页1分数］＇ 0 

E分藤E f岳nnie 圈稻、麦、甘震等植物发育的时

候，在幼苗靠近士壤的茎节上生出分枝。
E分派E f岳npai 画＠分别指定人去完成工作



或任务：～专人负责。＠指定分摊g摊派z 这
次旅游的费用，每个参加的人～三十元。

E分配.］ f岳叩岳l 画＠按一定的标准或规定分

（东西）：～宿舍｜～劳动果实。＠安排5分派：
服从组织～！合理～劳动力。＠经济学上指把
生产资料分给生产单位或把生活资料分给消
费者。分配的方式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E分屏E f岳nping 圈将一个屏幕划分为若干个
小屏幕，以便同时接收不同屏幕所显示的信

息。
E分期E f岳nqT 圈。把连续的过程分成若干时

期或阶段：历史～。＠在时间上分成若干次

（进行） ：～付款｜～休假。
E分歧E f岳nqi 0 ~ （思想、意见、记载等）不一
致；有差别z ～点｜意见～。＠圈思想、意见、

记载等不一致的地方：存在～｜消除～o
E分清l f岳n;;qTng ~分辨清楚：～是非。

E分润E f岳nrun 画分享利益（多指金钱）。
E分散】 f岳nsan 0 G宿散在各处3不集中z ～活

动｜山村的人家住得很～。＠［到使分散z ～注

意力。＠［到散发；分发Z ～传单。
E分设E f岳nshe ~分别设置：局下面～三个

处。
E分身】 fen;; sh岳n ［现抽出时间去照顾其他方

面（多用于否定式）：难以～｜～乏术｜无法～｜

一直想去看看您，可总是分不开身。
E分神】 f岳n;;shen O萄＠分散注意力z 读书要
专心，不要～。＠分出一些心神；费神（常用作
请托时的客套话）：那本书请您～去找一找，我
们等着用。

E分式E f岳阳hi 南有除法运算，而且除式中含

有字母的有理式，如土，了三τ 。
工 0 c 

E分子E f岳n;;shou 圈＠另lj离；分开z 我要往北

走了，咱们在这儿～吧。＠指结束恋爱关系或
夫妻关系：他们两人合不到一起，早分了手。

E分数］＇ f岳nshu 圈评定成绩或胜负时所记的

分儿的数字z 三门功课的平均～是 87 分｜鞍

马，他得的～是 9. 5 分。

E分数】2 fenshu 圈把一个单位分成若干等份，
表示其中的一份或几份的数，是除法的一种书

写形式叫（读作五分之二） ' 2孚（读作二
又七分之三）。在分数中，符号“ ”叫作分数

线，相当于除号；分数线k面的数叫作分子，相

当于被除数，如号中的 2；分数线下面的数叫

作分辱，相当于除数，如÷中的 5 。

分 ten 383 

E分数线】1 f岳nshuxian 圈考生被录取的最低

分数标准2 他的考试成绩超过了本市录取～。
E分数线Y f岳阳huxian f萄见 383 页［分数l2o

E分水岭E f岳nshuillng 圈＠两个流域分界的

山脊或高原。＠比喻不同事物的主要分界。
E分税制E f岳阳huizhi IBl 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范围，按税种、税源将全部
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的制度。

E分说E f岳nshuo 圈分辩（多用在“不容、不由”
等否定词语之后）。

E分摊E f岳ntan 圈分担（费用等） ：聚餐的钱，大

家～O
E分体E f画nti 圃属性词。一个装置分为相对

独立的几部分并可以分开安放的：～空调。
E分庭抗礼】 f岳nting-kangli 原指宾主相见，站

在庭院的两边，相对行礼。现在用来指双方平

起平坐，实力相当，可以抗衡。
E分头］＇ f岳nt6u 圃若干人分几个方面（进行工

作）：～办理 l 大家～去准备。
E分头］＇ f岳nt6u 圈短头发向两边分开梳的式

样。
【分文E f岳nwen 画指很少的钱：～不值｜穷得

身无～。

E分文不取E f岳nwen-buq心一个钱也不要（多

指应得的报酬或应收的费用）：我要是治不好

你的病，～。
【分析E f岳nxT [;Jj] 把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

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
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跟“综合”相对） : 
化学～｜～问题｜～目前国际形势。

【分t币吾】 f岳nxiy凸圈语言学上指词与词间的

语法关系主要不是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而是

靠词序、虚词等来表示的语言。一般认为汉语
是典型的分析语。

E分享E f岳nxi凸ng 民国和别人共同享受（欢乐、幸

福、好处等）：晚会上老师也～着孩子们的欢乐。
E分销E f岳阳iao 圈分散到代理商或销售点销
售。

E分晓E f岳阳汹0 0 圈事情的底细或结果（多

用在“见”后）：究竟谁是冠军，明天就见～。＠

圆明白；清楚z 且看下图，便可～。＠画道理

（多用于否定式）：没～的话。

E分写E f岳阳1岳圈指汉语用拼音字母注音或拼

写时把几个音节分开来写，如“ Tai Shan c泰
山）、m自n wai （门夕卡）”。

E分心】 f岳n;; xin 画面＠分散注意力P不专心：

孩子的功课叫家长～。＠费心z 这件事您多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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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分野E f岳ny岳 l组划分的范围；界限①z 政治

～｜思想～。
E分一杯羹】 f岳nylb岳阳岳ng 《史记·项羽本纪》记

载，楚汉相争时，刘邦的父亲被项羽俘虏，项羽
对刘邦说，若不退兵，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刘
邦说：我与项羽都受命于怀王，约为兄弟，“吾
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我
父亲就是你父亲，一定要煮你父亲，还望分给
我一杯肉汁。翁：父亲；羹：肉？十）。后借指分
享利益。

E分阴】 f岳nyln ＜书〉圈日影移动一分的时间，

指极短的时间2 人生当惜～。

E分忧E f岳n吁。u 圈分担别人的忧虑；帮助别

人解决困难z 为国～。
E分赃】 f岳阳zang r司＠分取赃款、赃物2 坐地

～。＠泛指分取不正当的权利或利益。

(:5)-JJ!~l f岳nze 圈根据，总则制定的各项具体性
条文C

E分账l f岳阳hang 圃按照→定比例分钱财：三

王山…函…时’的长针。
参看 1185 页〔时辛刊。

E分诊］ fenzh岳『1 画］医院或诊所各科由护士把

病历分送给各诊窒或医生z ～台｜～护士。
E分支】 f岳nzhl I旬从一个系统或主体中分出来

的部分2 ～机构。
E分众l f岳nzhong L司根据用户需求差异等情

况划分人群：～化｜精准定位．～营销。
E分子】 f岳nzT !Bl 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

本物质一切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由原子组

成。
E分子Y fenzT ~见 3盯页1分数］＇ 0 

另见 386 页 f自nzi o 

E分子量E f岳nzTliang r萄相对分子质量的通称。
E分子筛l f臼zTshai 圈具有特定晶体结构的

物质（如硅铝酸盐）。这种结构具有千L径均＼

排列整齐的微孔，能有选择地吸附小于孔径的

分子。广泛用于混合物的分离、净化，也用作
催化剂和干燥剂。

E分子式E fenzTshi i组用元素符号表示物质分
子组成的式子，如水的分子式是 H,C），氧的分

子式是（）， 0 

芬 fen O 香气：～芳｜清～＠（时圈
姓。

【芬芳】 fenfang O [fill 香·～的花朵｜气味～。

＠圈香气：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

盼 f岳n 见下

E吩咐］（分付l fen· fu ＜日〉［盈口头指派或命

令；嘱咐：父亲～大哥务必在月底以前赶回来 i
我们俩做什么，请你～。

/;/\. 丁 fen O 多；杂乱：～乱 l～飞。＠
致了（纷）纠纷：排难解～。
E纷呈】 f岳阳heng r司纷纷呈现：色彩～｜戏曲
会演，流派～。

E纷繁】 f岳nf6n 圈多而复杂：头绪～。

E纷飞E f岳nf岳i ［量（雪、花等）多而杂乱地在空中
飘扬z 大雪～｜柳絮～0战火～。

E纷纷】 f岳nf岳n 0 L~ c言论、往下落的东西等）

多而杂乱z 议论～ l 落叶～。＠圃（许多人或
事物）接二连三地z 大家～提出问题。

E纷纷扬扬E f岳nf岳ny6ngy6ng 圈状态词。

（雪、花、叶等）飘洒得多而杂乱2 鹅毛大雪～O

E纷乱】 f岳nluan l财杂乱；混乱z 思绪～ l～的脚
步声。

E纷披l f岳npl ＜书〉圃散乱张开的样子：老树

枝叶～O
E纷扰】 f丽的。圈混乱．内心～｜世事～。

E纷纭】 f岳nyun [fill ＜言论、事情等）多而杂乱2

头绪～｜众说～，莫衷一是。

E纷杂l f岳nz6 圈多丽乱；纷乱：头绪～｜～的

思绪。

E纷争】 f岳阳h岳ng 0 陆］争执，争论：各方代表

～不休。＠［苞纠纷；争端：消除～ 1 引起一场
激烈的～。

E纷至沓来E fenzhi拍16i 纷纷到来；连续不断

地到来：顾客～，应接不暇。

丑L fen 见门 21 页i赛璐酬。
,,.,JJ 另见 90 页 bTn0

氛 －~ fen 气；气象③2 日战～。
（＂＂＊雾）

E氛围】 fenwei ［萄周围的气氛和情调z 人们在

欢乐的～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粉 f岳n 见下。

E粉盼】 fenf岳n （书〉［形l 鸟飞的样子。
1玄 fen < i1＞有香气的木头。

乡t达
八 fen l组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苯环上的
同l.J →个或多个氢原子被注基取代生成的化

合物。〔英 phenol]
E盼歌E f岳ntai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川 H,,(),o 白色或微黄色结晶．它的酒精溶

液在中性或酸性溶液中元色，在碱性溶液中呈

红色。化学分析上用作指示剂。
层后 fen ＠〈书〉雾气；气。＠见 384 页

7-3- “氛”。

E雾雾l f岳nf岳n ＜书〉圈霜’雪等很盛的样子．雨

雪～。



, 
fen c C'-7) 

坟山 fen 圈坟墓z 祖～｜上～｜一座
（墙）～o

E坟地】 fendi ~埋葬死人的地方；坟墓所在的
地方。

E坟墓E fen mu 圈埋葬死人的穴和上面的坟头。
E坟起J fenqi 画画像坟头那样隆起；凸起z 沙丘

~ 。

E坟山】 fenshan ＜方〉圈＠用作坟地的山，泛
指坟地。＠高大的坟头。＠坟墓或坟地后面
的土围子。也叫坟山子。

E坟头E fent6u c～儿）［萄埋葬死人之后在地面
上筑起的土堆，也有用砖石等砌成的。

E坟莹E fenying [El O 坟墓。＠坟地。

汾陆棚，帖，在山西
E汾酒】 fenji心自主］山西汾阳出产的一种白酒。
扮 fen O ＜书〉阿锄”。时圈姓。

弈 fen ＜书〉纷乱z 治丝益～

焚 fen 烧：～香｜玩火自～｜忧心如～。

E焚膏继暑】 fengao-jigui 点燃灯烛来接替日
光照明，形容夜以继日地用功读书或努力工作
（膏．灯油；辱：日；影） 0

E焚化J fenhua ［司烧掉（尸骨、神像、纸钱等） 0
E焚毁E fenhui 画烧坏；烧毁：一场大火～了半
个村子的民房。

E焚琴煮鹤】 fenqin-zh心he 见 1713 页［煮鹤焚

琴1。
E焚烧E fenshao 国烧毁，烧掉。
E焚书坑儒】 f自nshu-kengru 指秦始皇为巩固
统治而焚烧古代典籍、坑杀方士儒生的事件。

E焚香E fen;;xiang 圃＠烧香：～拜佛。＠点

燃香z ～静坐｜～操琴。
注1豆、 L fen 〈书〉水边。
｛页（渍）
额斗 fen 见下。

（殖）
E额猪E fenzhu ＜方） [El 未发情的或阉割过的

猪。

盼 fen 见下
E国古鼠E fenshu 圈哺乳动物，身体灰色，尾短，
眼小，前肢爪长而大，在地下打洞，吃甘薯、花
生、豆类等植物的地下部分，也吃牧草，对农牧
业有害。

坟汾盼弈焚溃貌国企粉 I fen 一 f邑『1 I 38s 

v 
fen c C'-7) 

粉 fen O [El 粉末2 面～｜藕～｜花～｜把绿豆
磨成～。＠圈特指化妆用的粉末2 香～｜

涂脂抹～。＠用淀粉制成的食品：凉～｜～皮。
＠圈特指粉条、粉丝或米粉：绿豆～｜菠菜炒

～。＠画变成粉末z ～碎｜～身碎骨｜石灰放

得太久，已经～了。。〈方） [llJj] 粉刷：墙刚～

过。＠带着白粉的；白色的．～蝶｜～连纸。
＠画粉红：～色｜～牡丹｜这块绸子是～的。

E粉笔E f岳nbi 圈在黑板上写字用的条状物，用
白主．熟石膏粉等加水搅拌，灌入模型后凝固

制成。
E粉肠E f岳nch6ng C～儿）［萄用团粉加少量油

脂、盐、作料等灌入肠衣做熟的副食品。
E粉尘E f岳nchen 圈在燃烧或工业生产等过程
中产生的粉末状的固体颗粒。

E粉和lj) f邑nci 面］痊疮Ccu6chuong）的通称。 三三三

E粉黛E f岳ndai （书〉圈。妇女化妆用的臼粉差三
和青黑色的颜料：不施～。＠借指妇女2 六宫
~ 。

E粉蝶J f岳ndie 圈蝴蝶的一种，翅白色，有黑色

斑点，也有黄色或橙色的。幼虫吃白菜、油菜、
萝卡等蔬菜的叶，是农业害虫。

E粉坊E f岳nf6ng 圈做粉皮、粉条、粉丝等食品
的作坊。

E粉红E f岳nh6ng [l!2J 红和白合成的颜色。
E粉红领J f岳nh6ngling 圈粉领。

E粉J1'!JJ f岳nji I苞散剂。
E粉连纸】 f岳nli6nzhi [El 一种白色的一面光的

纸，比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画上描摹。

E粉领E f岳nling 圈某些国家和地区指从事秘
书、打字等工作的职业妇女。也叫粉红领。

E粉末E f岳nmo （～儿）圈极细的颗粒；细屑：金
属～｜研成～。

E粉墨登场E f岳nmo-d岳ngch凸ng 化装上台演

戏，今多借指登上政治舞台（含讥讽意）。
E粉牌】 fenp6i 圆白色的水牌。
E粉皮】 f品npi C～儿）圈用绿豆、臼薯等的淀粉

制成的片状食品。
E粉扑JL) f岳叩Or 圈扑粉的用具，多用棉质物

制成。
E粉荧】 f岳nqian [El 荧粉加水搅拌而成的糊状

物，供做菜时勾荧用。

E粉墙E f邑nqi6ng 圆白色的墙（多指用自主等
粉刷过的墙）。

E粉砂E f岳阳hii 圈士壤中介于砂与秸土之间
的细颗粒，捏在手中像面粉，细腻而不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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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口生二~ 粉分份扮奋忿债粪

含粉哇！，、的土壤保水能力好，适于种植马铃薯、
花生等。

E粉身碎骨l f岳nsh岳n-suigu』

了某种目的而丧生）。
身体粉碎（多指为

E粉饰l fenshi ~涂饰表面，掩盖污点或缺点2
～门面卜，太平。

E粉刷E fenshua ~用自主等涂抹墙壁等：房
屋～一新。

E粉丝】1 f岳nsl

食品。
~用绿豆等的淀粉制成的线状

E粉丝Y f岳nsl ~量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
这位歌星拥有大批～。 5庭 fans]

E粉碎E f昌nsui O ~状态词。碎得像粉末一
样z 茶杯摔得～。＠画使粉碎z ～矿石。＠
圈使彻底失败或毁灭z ～敌人的进攻。

E粉条E f岳nti6o （～儿）圈用绿豆、自薯等的淀
粉制成的细条状食品。

E粉蒸肉l f品『lZh岳ngrδu 圈米粉肉。

、

fen （ ζi, ) 

分1 fen O 成分g 水～｜盐～｜养～＠职
责、权利等的限度z 本～｜过～｜恰如其～｜

非～之想。＠（～儿）圈情分；情谊z 看在老朋
友的～上，原谅他吧。。旧同“份”。
／飞2 fen 〈书〉料想z 自～。
J.J 另见380 页 feno

E分际J fenji 圈。合适的界限；分寸z 说话做
事严守～。＠地步；程度2 想不到他竟糊涂到
这个～。

E分量E fen• liang 圈重量②：这个南瓜的～不

下二十斤。他这话说得很有～。
E分内E fennei 圈属性词。本分以内的2 关心

学生是教师～的事。
E分外E fenwai O 画超过平常；特别＝～高兴｜
月到中秋～明。＠圈属性词。本分以外的：
他从来不把帮助别人看作～的事。

E分子E fenzl 国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
具有某种特征的人z 知识～｜积极～ l投机～。
另见 384 页 f岳nzl。

份 fen O 整体里的一部分：股～。＠
l.J.J (~JL)IJll a）用于搭配成组的东西：一～儿

饭｜一～儿礼。 b）用于报刊、文件等z 一～《人
民日报到本合同一式两～，双方各执一～。＠
用在“省、县、年、月”后面，表示划分的单位z 省
～｜年～。

〈古〉又同“彬” bT门。

E份额J fen'e ~整体中分占的额数2 我公司
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已占有 30% 的～。

E份JLl fenr ＜口〉圈程度；地步：都闹到这～上
了，他还当没事儿呢。

E份JL饭J fenrfan 圈论份儿卖的饭，分成份儿吃
的饭。

E份JL钱E fenrqi6n ＜方〉圈车份儿。
E份子】 fen· zi 圈＠合伙送礼时各人分摊的
钱z 凑～。＠泛指做礼物的现金2 出～。
扮 f~n 协（Guf岳叫名，在福建

另见 63 页 ben 。

奋斗 fen O flt起劲来振作z 振～｜兴
（窜）～｜勤～。＠摇动；举起z ～臂高

呼｜～笔疾书。＠（同时圈姓。
E奋不顾身E tenbugushen 奋勇直前，不顾生

命。
E奋斗J fendau ~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努力
干z 艰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

E奋发E fen fa 圃精神振作，情绪高涨2 ～有为｜
～向上。

E奋发图强l f岳nfa-tuq i6ng 振作精神，努力自
强。

E奋飞】 tent岳i 圈（鸟）振翅飞翔。

E奋击E f岳njl 圈奋力搏击。

E奋激】 fenjT 圈兴奋激昂；激奋z 情绪～。
E奋进】 fenjin 圃奋勇前进z 催人～。
E奋）Jl tenli 圆充分鼓起劲来：～拼搏｜～抢
救落水儿童。

E奋抉】 tenmei ＜书〉圃指感情激动时把袖子

一甩，准备行动g ～而起。

E奋勉】 fenmian 圈振作努力。
E奋起J tenql 画＠振作起来2 ～直追｜～反

击。＠有力地举起或拿起来z ～铁拳。
E奋然E ten「on 圆形容振奋的样子z ～崛起｜
迎着困难，～前行。

E奋勇E fenyong ~鼓起勇气g ～杀敌。

E奋战E fenzhan 画奋勇战斗z 浴血～。

E奋争E fenzh岳ng 画奋力争取；奋力斗争。

忿1 阳旧时’。

三总2 ten 见 107 页 I不忿1 、 1031 页【气不
元~＇＼忿JL］。
E忿忿E fen fen 见 387 页【愤’愤 l 0 

I#. 中 ten o ＜书〉毁坏；败坏z ～事（把
1页（债）事情摘柄。 o (Fen）圈姓o
主k年』L fen O ~从虹门排泄出来的经
笑（冀）过消化的食物的渣阳：牛～｜
拾～！上～。＠〈书〉施肥＝～地｜～田。＠
〈书〉扫除g ～除（扫除）。

E粪便E tenbian I苞屎和尿。

E粪肥J tenfei ~用人或家畜、鸟类等的粪便
做成的肥料。



E粪宾子】 fenjl·zi 圈盛粪的器具，用荆条、竹箴
等编成，形状像簸宾，有提梁。

E粪坑E fenkeng 圈。积粪便的坑。＠指茅

坑。｜｜也叫粪坑子。

E粪土】 fent心［萄粪便和泥土，比喻不值钱的东
西。

品~ ．」」 fen 因为不满意而感情激动；发
：贝（愤）怒：气～l义～｜公～｜～世嫉俗。

E愤愤］（忿忿） fenfen 回很生气的样子：～不平。
E愤恨E fen hen p动］愤慨痛恨·不正之风，令群

众极为～o

E愤激E fenjl F回愤怒而激动·～的情绪。
E愤慨J fenk凸 i I回气愤不平：无比～｜无耻行
为，令人～。

E愤滋】 fenmen ＜书〉圃气愤；抑郁不平：～之
情，溢于言表。

E愤怒】 fennu llliJ 因极度不满而情绪激动2 ～
的人群1～声讨侵略者的罪行。

E愤青】 fenqlng 圈称对某些现实状况不满，好
发泄怨愤的青年人。

E愤然】 f岳nran 圆形容气愤发怒的样子z ～离

去。
E愤世嫉俗】 fenshi-jisu 对不合理的社会和习
俗表示愤恨憎恶。

牟在 ~ fen IBJ 鱼，身体扁平，呈菱形，尾
贾员（艘）部细长像鞭子，种类很多，有的尾
部有硬刺。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中。

漠 fen ＜书〉水由地面下喷出漫溢

E渎泉J fenquan IBJ 从地层深处喷出地表的水，
含有氮、磷、何等元素，用于灌溉，肥效显著。

L一＿ f些旦五百一工二：1

丰1 f岳阳。丰富；丰满：～盛｜～
（望）收｜工盈｜～衣足食。＠使丰满2

～乳｜～胸。＠高；大：～碑｜～功伟绩。。
(F邑ng）圈姓。

丰2 f岳ng 美好的容貌和姿态咄咄
～韵。

E丰碑］ f岳ngb岳i IE] 高大的石碑，借指不朽的杰

作或伟大的功绩2 历史的～。
E丰采］ f岳ngcai 圈美好的风度神采。
E丰产E f岳ngch凸n rnID 农业上指比一般产量高g

～田 i～经验。
E丰登E f岳ngd岳ng 圈丰收z 五谷～。

E丰富E f岳ngfu 0 ［砌（物质财富、学识经验等）
种类多或数量大z 物产～ l～多彩｜～的知识。

粪愤鳞 i羹丰 I t在n f邑n9 I 387 I 

8 ［到使丰富：开展文体活动，～业余生活｜通

过实践，～工作经验。
E丰富多彩】（丰富多采） f岳ngfu-duoc凸l 内容丰

富，种类多样：～的文体活动。
E丰功伟绩E f岳nggong-w岳iji 伟大的功绩。也

说丰功伟业。
E丰功伟业】 f岳nggong-w岳ive 丰功伟绩。

E丰厚】 f甜ighou E回＠多而厚实z 海狸的皮绒

毛～。＠丰富；数量多，价值高2 收入～｜～的

礼品。

E丰满E fengman 圈。充足：今年好收成，囤

里的粮食都很～。＠（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

胖得匀稍好看z 她比上大学的时候～多了。＠
（鸟类的毛）多而密：羽毛～｜羽翼～。

E丰茂E f岳ngmao 回茂盛；茂密r 树木丛生，百

草～｜大树长出了～的枝叶。

E丰美E fengm岳1 圈多而好z ～的食品｜水草～

的牧场。
【丰年E f岳ngnian IBJ 农作物丰收的年头儿（跟

“歉年”相对）：瑞雪兆～。 王三
E丰沛E f岳ngpei E冒（雨水等）充足。 三三

E丰饶E f岳ngrao ［~富饶z 物产～｜辽阔～的大

平原。

E丰孚LJ t岳ngr心。圃采取手术、服药等方法使

女性的乳房丰满。 8l~ 丰满的乳房。

E丰百司】 tengrun 圈（肌肤等）丰满滋润：两颊

~ 。

E丰瞻E f岳ngshan ＜书〉圃丰富z充足：内容～o

E丰盛E f岳ngsheng lllil 丰富（指物质方面）：物

产～｜～的酒席。

E丰实】 f岳ngshi E国丰满实在；丰富充实z ～厚
重的基础｜作品内容～。

E丰收E f岳ngshou 圈收成好（跟“歉收”相对〉：

～年｜粮食～0文艺创作获得～。
E丰硕】 f岳ngshuo 圃（果实）又多又大（多用于

抽象事物）：～的成果。

E丰沃】 f岳ngwo 圃＠丰饶肥沃z ～的平原。

＠丰富；丰厚＝财力资源～。
E丰胸］ f岳ngxiong O ［量丰辛L①。＠圈丰乳②。
E丰衣足食］ f岳ngyl-zushi 形容生活富裕。

E丰盈】 f岳ngying llliJ 0 （身体）丰满z 体态～。

＠富裕s丰富＝衣食～。
E丰腆】 f岳ngyu 匾。丰盈①z 体态～。＠（土

地）丰美肥沃z ～的牧场。＠丰盛z ～的酒席。

E丰裕E f岳ngyu 圃富裕g富足：生活～。

E丰韵］ f岳ngyun 画美好的风度神韵。

E丰姿E f岳ngzl 圈美好的风度姿态。

E丰足］ f岳ngzu 圃富裕g充足z 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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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f岳ng 0 !Bl 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
lλ~（凤）气流动的现象，是由于气压分布不
均匀而产生的。＠画借风力吹（使东西干燥
或纯净）：～干｜晒干～净。＠借风力吹干的z
～鸡 l～肉。。像风那样快z ～发｜～行。＠风
气g风俗＝蔚然成～｜移～易俗｜不正之～。＠
景象z ～景 1～光。＠态度；姿态＝作～｜～度｜

～采。＠（～儿）IE] 风声；消息：闻～而动 j 刚

听见一点儿～儿就来打听。＠传说的；没有确
实根据的z ～闻｜～言～语。＠指民歌（《诗

经》里的《国风》，是古代十五国的民歌）：采～。

＠中医指→种致病的重要因素或某些疾病z
～莎｜～湿｜羊瘸～｜鹅掌～。 4) CF邑ng) I重姓。

〈古〉又同“讽” f邑ngo

E风暴E f岳ngbao 圈。刮大风而且往往同时

有大雨的天气现象。＠比喻规模大而气势猛
烈的事件或现象：革命的～。

E风暴潮l f岳ngbaochao 圈由海上风暴引起

的海面异常强烈的波动。

三重三 E风标E fengbiao 画风向标。

三壁雪 E风波l fengba 画风浪，多比喻纠纷或乱子：

一场～｜平地～｜政治～。

E风采l f岳ngcai 圈＠风度神采：～动人｜一睹

英雄～。＠文采。
E风餐露宿l f岳ngcan-lusu 形容旅途或野外生
活的艰苦。也说露宿风餐、餐风宿露。

E风操E fengca。因风范操守。

E风潮E fengchao 圈比喻很多人为达到某种目

的而采取的有声势的集体行动2 闹～ l平息～。
E风车E f岳ngch岳圈。以风做动力的机械装

置，可以带动其他机器，用来发电、提水、磨面、
榨油等。＠儿童玩具，装有叶轮，能迎风转动。

Z风组 f岳ngchen !Bl 0 借指旅途的劳累g ～

仆仆 l满面～（旅途劳累的神色）。＠借指纷乱

的社会或漂泊江湖的境况z ～侠士。＠指以
出卖色相为生的处境z 沦落～ l ～女子。＠
〈书〉借指战乱＝～之警。

(JXl.驰电掣l f岳ngchi-dianche 形容像刮风和问

电那样迅速O

(JXl.传E f岳ngchuan 0 圈辗转流传：村里～，

说他要办工厂。＠圈辗转流传的事情z 这是

～，不一定可靠。
E风吹草动E f岳ngchul-caodong 比喻轻微的变
拔。

E风挡E fengd凸ng 圈汽车、飞机等前面挡风的

装置g 飞机～ l～玻璃。

E风刀霜鱼tll fengdao-shuangj ian 寒风像刀子，

霜像剑一样刺人的肌肤，形容气候寒冷。也比
喻恶劣的环境。

E风灯E f岳ngd岳ng !Bl 0 一种手提或悬挂的能
防风雨的油灯。也叫风雨灯。＠〈方〉→种家
庭里悬挂的装饰品，形状像宫灯。

E风笛】 f岳ngdi 圈管乐器，由风囊、吹管和若干

簧管组成，流行于欧洲民间。
E风电】 f岳『igdian 圈。风力发电的简称。＠

风力发电产生的电能。
E风电场】 f岳ngdianch凸ng 圈利用风力发电的

机构。

E风洞】 f岳ngdong IE] 自旨在其中造成一定气流

的装置。用于进行空气动力方面的各种模拟
试验。

[)Xl.4] f岳ngdou c～儿）圈冬季安在窗户上的

通气挡风的东西，多用纸糊成。
E风度E f岳ngdu !Bl 人的举止姿态（多指美好

的） ：有～｜～翩翩。
(JXl.发E f岳ngfa E国原指像风－样迅速，现多指

奋发＝意气～o
E风帆E f岳ngfan IE] 船帆。鼓起生活的～。

[JX\.范E f岳ngfan I望风度；气派z 王先生有大家

～｜不愧名将～。
E风风火火】 f岳ngf岳nghu曲曲 （～的）庄园状态

词。＠形容急急忙忙、冒冒失失的样子z 他～
地闯了进来。＠形容很活跃、有劲头的样子z
～地闯荡天下。

E风风雨雨l f岳ngf岳ngy心川［每l 比喻经历过的

各种1阳佳困苦z 几十年的～磨炼了他的意志。
E风干E f岳nggan 画放在阴凉的地方，让风吹

干－，～腊肉｜木材经过～可以防止腐烂。

E风铺l f岳ngg凸。因手持的风动工具，用压缩

空气推动活塞往复运动，使铺头不断撞击。用
于采矿、筑路等。

E风疙瘩E f岳ngg岳· da 〈方〉团军事麻珍。有的
地区叫鬼凤疙瘩。

(JXl.格l f岳ngge !Bl 0 气度P作风2 ～高 l发扬助

人为乐的高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
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

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艺术～｜民族～。
E风骨】 f岳ngg心回＠指人的气概、品格。＠
（诗文书画）雄健有力的风格。

(JXl.光】 f岳ngguang 画风景g景象：北国～！～

满施CyTnD I 青山绿水～好。
E风光E f岳ng•guang ＜口〉圈光彩②g体面②：

儿子有出息，当妈的也觉得～。
E风害E f岳nghai IE] 大风造成的危害，如引起环

境污染、交通困难、建筑物毁坏、动植物死亡等。
[Jxt寒E tenghan IE] O 冷风和寒气：经常用冷

水擦身可以抵御～。＠中医指因感受冷风寒
气而引起的病，症状是头痛、发热、鼻塞、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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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风华正茂J f岳nghu6-zhengmao

正在最好的时候。
风采和才华

E风耗J f岳nghao 画面j风造成的损耗z 煤厂安
装了喷雾装置，减少了煤炭～。

E风和日丽E f岳nghe-rili 天气晴朗暖和（多用于

E风化）＇ f岳nghua 画风俗，社会公认的道德规

范：有伤～。

春天）。
E风扉E f岳nghu

的器具。

圈用风力来带动的汲水灌田

E风花雪月J f岳nghua-xu的ue 0 原指古典文

学里描写自然景物的四种对象，后借指堆砌辞
藻而内容贫乏的诗文。＠指男女情爱的事z

言情小说以描写～见长。

E风化】2 fenghua 圈。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

雨水冲刷和生物的影响等，地表岩石受到破坏
或发生分解。＠含结晶水的化合物在空气中
失去结晶水。

E风火墙J f岳nghuoqi6ng 圈防火墙①。

E风级E f岳ngji 画风力的等级。一般分为 13

级，速度每秒0.2 米以下的风是 0级风， 32.6

米以上的风是 12 级风。又分为 18 级。见
“风级表”。

E风华】 f岳nghu6 画风采和才华z ～正茂｜～绝

代。

风 级 表

风力 风 速
海面情况

等级 （米／秒）

。 。一－0.2 静。

1 0. 3 1. 5 渔船略觉摇动。

2 1. 6 3. 3 
渔船张帆时，可以随风移

动，每小时 2-3 干米。

3 3.4一－5.4
渔船渐觉簸动，随风移动，

每小时 5 6 干米。

4 5.5一－7.9
渔船满帆时，船身向 侧
｛顷幸品。

5 8.0 10.7 
渔船须缩帆（即收去帆的

一部分）。

6 10.8一－ 13. 8 
渔船须加倍缩帆，并注意
风险。

7 13.9 17.1 
渔船停留港中，在海面上

的渔船应下锚。

8 17.2一－20. 7 
近海的渔船都停靠在港内

不出来。

9 20.8-24.4 机帆船航行困难。

10 24.5一一28.4 机帆船航行很危险。

1 1 28.5一－32.6
机帆船遇到这种风极危

险。

12 大于 32.6 海浪滔天。

地面情况

静，烟直上。

烟能表不风向，树叶略有摇动。

人的脸感觉有风，树叶有微响，

旗子开始飘动。

树叶和很细的树枝摇动不息，旗

子展开。

能吹起地面上的灰尘和纸张，小
树枝摇动。

有叶的小树摇摆，内陆的水面有
小波。

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吁有声，举
伞困难。

全树摇动，迎风步行感觉不便。

折毁小树枝，迎风步行感到阻力

很大。

烟囱顶部和平瓦移动，小房子被
破坏。

陆地上少见。能把树木拔起或

把建筑物摧毁。

陆地上很少见。有则必有严重

灾害。

陆地上绝少见。摧毁力极大。

注z 风级又分为 18 级，其中 12一17 级的风速（米／秒）分别为： 12 级 32. 7 36. 9; 13 级
37.0 41.4;14 级 41. 5 46.1;15 级 46. 2 50. 9; 16 级 51.0 56.0;17 级 56. 1 
61. 2 0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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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风纪E f岳『igji 国作风和纪律：严抓军容～ i整

顿～。
E风纪扣l f岳ngjikau 圈制服、中山装等的领

扣儿。扣上领扣儿显得整齐严肃，所以叫作风

纪扣。

E风景E f岳ngjTng 圈一定地域内由山水、花草、

树木、建筑物以及某些自然现象（如雨、雪）形
成的可供人观赏的景象：～点｜～区｜～宜人｜

秋天的西山，～格外美丽。
E风景画E f岳ngjTnghua 圈以风景做题材的画。

E风景线l f岳ngjTngxian 圈供游览的风景优美

的狭长地带，多泛指某种景观、景象z 街头秧歌

表演已成为都市里一道亮丽的～。
E风镜E fengji ng IEl 挡风沙的防护眼镜，镜片

的四周有棉纱、橡胶或塑料做成的罩子。
E风卷残云E f岳ngjuancanyun 大风吹散残存的

浮云，比喻一下子消灭干净。
E风控E fengkong i噩风险控制，指管理者通过
降低财务损失发生的概率、缩小财务损失程度

来达到控制企业经营风险的目的z 企业要先

做好～，再谋求发展。
E风口E f岳ngk凸u 函山口、街口、巷口等有风的

地方z 身上出汗不要站在～上。
E风口浪尖］ f岳ngkou-langjian 比喻社会斗争
极为激烈、尖锐的地方。

E风浪E f岳nglang 圈＠水面上的风和波浪：

～大，船颠簸得很厉害。＠比喻艰险的遭遇或

斗争的环境：久经～。
[JXl.雷l f岳nglei IEl 狂风和霹雳，比喻气势浩大

而猛烈的冲击力量z 革命的～。
[JXl.力E f岳ngli 圈。风所产生的做功能力，是

自然能源之一，可以用来做发电和转动机器的
动力 z ～发电。＠风的强度，气象上用风级表

示：～三四级。参看389 页【风级］。
E风力发电E f岳ngli fadian 利用风能产生动力
而发电。简称风电。

E风凉E f岳ngliang E固有风而凉爽z 大家坐在～

的地方休息。
E风凉话l f岳nglianghua

语：说～O

IBl 不负责任的冷言冷

[JXl.铃E f岳ngling IEl 0 佛殿、宝塔等檐下悬挂
的铃，风吹时摇动发出声音。＠挂在室内或
车内，摆动时能发出清脆响声的装饰物。

E风流E f岳ngliu ~雪＠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英

俊杰出的2 数～人物，还看今朝。＠指有才学
而不拘礼法z ～才子｜～佣倪。＠指跟男女间
情爱有关的z ～案件｜～韵事。＠轻浮放荡．
～女人。

E风流云营tl f岳ng Ii u-yunsan 形容四散消失。

也说云散风流。
E风马牛不相及】 f岳ng m凸 niu bu xiang ji 《左

传·倍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

风马牛不相及也。”（风2雌雄相引诱）比喻两者

全不相干。
E风中冒】 f岳ngmao 圈。御寒挡风的帽子，后面

较长，披到背上。＠连在皮大衣、棉大衣等上
面的挡风的帽子。＠装在屋面、车顶等通风

口或排风管上，形状像帽子的东西，作用是避

免风倒灌进去。

Z风貌】 f岳ngmao 圈＠风格和面貌·时代～｜

民间艺术的～。＠风采相貌z ～婷婷。＠景

象g 远近～，历历在目。
E风门】 f岳ngmen c～儿）圈冬天在房门外面加
设的挡风的门。也叫风门子。

[JXl.靡l f岳ngmT 圈草木随风而倒，形容事物很

风行2 ～一时｜～世界。
E风魔l f岳ngm6 同“疯魔”。

[JXl.磨l f岳ngmo 圈利用风力转动的磨。

[JXl.能E f岳ngneng 圈归切厅具有的能量。

E风鸟E fengn1凸o 圈极乐鸟。

E风派l f岳『igpai 圈指没有明确的观点，跟着情

势改变态度的一类人：～人物。
E风平浪静】 f岳ngping-langjing 没有风浪，水面

很平静，形容平静无事。
E风起云涌E f岳ngqT钊my6吨。大风起来，乌

云涌现：～，雷电交加。＠形容事物迅速发
展，声势浩大O

Uxt气E f岳ngqi 画社会上或某个集体中流行的

爱好或习惯z 社会～｜不良～。

E风琴l f岳ngqin IEl 键盘乐器，外形是一个长方
木箱，里面排列着铜簧片，上面有键盘，按键就
能压动铜簧片上的开关；下面有踏板，用来鼓
动风箱生风，使铜簧片振动发音。

[JXl.清弊绝E f岳ngqlng bijue 见 74 页［弊绝风

清］ o

E风情E f岳ngqing 圈＠关于风向、风力的情

况。＠〈书〉人的仪表举止。＠〈书〉情怀g意

趣：别有一番～。＠流露出来的男女相爱的

感情（多含贬义）：卖弄～｜～万种。＠指风土
人情：南国～。。景象；情况z 校园～。

E风趣E f岳ngqu 0 圈风味，情趣z 异国～｜盆景

虽好，总觉缺少自然的～。 8 ff回幽默；诙谐；
有趣味：他讲话很～。

E风圈E f岳ngquan C～儿）圈日晕或月晕的通

称。
E风骚］＇ f岳ngsao ＜书〉固＠风指《诗经》中的

《国风》，骚指屈原的《离骚》，后用来泛指文学。

＠在文坛居于领袖地位或在某方面领先叫领



原L骚。

E风骚】2 f岳ngsao 5冒指妇女举止轻侃：卖弄
～｜～的女人。

E风色E f岳ngse 圈。刮风的情况z ～突然变
了，由南往北刮，而且风势渐渐大起来了。＠
比喻情势z 看～｜～不对。

E风沙E f岳ngsha 圈风和被风卷起的沙士：漫

天的～。
E风扇E f岳ngshon 圈热天用来生风取凉的用
具，现指电扇。参看 295 页I电扇1 。

E风尚l f岳ngshong IBl 在一定时期中社会上流

行的风气和习惯z 时代～｜社会～。
E风生水起E f岳ngsh岳ng-shuiqi 页U人水面吹过，

水面掀起波澜。形容事情做得有生气，蓬勃兴
旺2 全民健身活动搞得～。

E凤庐E f岳ngsheng IBl 0 刮风的声音。＠指
传播出来的消息：走漏～｜～越来越紧。

E风声鹤映J f岳ngsh岳ng-heli 前秦符坚领兵进

攻东晋，大败而逃，溃兵听到风声和鹤叫，都疑
心是追兵（见于〈（晋书·谢玄传》）。形容惊慌疑

惧。
E风湿E f岳ngshi ~中医指由风和湿两种病邪

引起的疾病。症状是头痛，发热，小便少，关节
酸痛、不能屈伸等。

E风湿病E f岳ngshTbing IBl 心脏、关节和神经系
统的一种病，多见于寒冷而潮湿的地区。心脏
被侵犯时，心肌发炎，出现显著杂音、心慌、心
跳过快等症状。关节被侵犯时，有局部红肿、

剧痛等症状。

E风蚀l fengshi ［盈地表（如岩石等）被风力逐

渐破坏，这种现象在沙漠地区特别显著。
E风势】 fengshi 圈。风的势头·到了傍晚，～

减弱。＠比喻情势2 探探～再说 l他一看～不
对，拔腿就跑。

E风霜l f岳ngshuang 画风和霜，借指旅途上或

生活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饱经～。

E风水E f岳ng•shui IBJ 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
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民间认为风

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 z 看

～ i～宝地（风水好的地方）。
E风俗E f岳ngsu IBJ 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
节、习惯等的总和O

E风俗画E f岳ngsuhuo 圈用当时社会风俗及日

常生活做题材的绘画。
E风瘫】（疯瘫） f岳ngtan ［动l 瘫痪①。
E风调雨川质E f岳ngtiao-vushun 指风雨适合农

时。
E风头E f岳ngt6u IBl 风的势头。
E风头E f岳ng• tou 遣军。风势②：避避～！看～

风 I t邑ng I 391 I 

行事。＠出头露面，显示个人的表现（含贬

义）：出～｜～十足。
E风土E fengt心圈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
（土地、山川、气候、物产等）和风俗、习惯的总

称z ～人情。
[)XI.味E fengwei ~事物的特色（多指地方色

彩）：～小吃｜家乡～｜江南～｜这首诗颇有民歌
~ 。

[JX1.闻E f岳ngwen 圈由传闻而得知（没有证

实） ：～他要去留学。

E风物E f岳ngwu IEl 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z 北

方～｜八闽～志。
[JXl.>J] f岳ngxi 画风俗习惯2 民间～｜改变落后

的旧～o

E风险E f岳ngxian 回到可能发生的危险：担～｜

冒着～去搞试验。
[)XI.险资金】 f岳ngxian zTjTn 投资者协助具有专

门科技知识而缺乏资金的人创业，并承担其失
败风险而投入的资金，特点是甘冒风险而追求
较高的投资回报。也叫创业资金。 主盖章

E风箱】 f岳ngxiang IBJ 将空气压缩而产生气流雪三

的装置。最常见的一种由木箱、活塞、活门构
成，用来鼓风，使炉火旺盛。

E风向E f岳ngxiong 圈＠风的来向，如从东方

吹来的风叫东风，从西北方吹来的风叫西北

风。＠比喻情势：看～行动。
[JX1.向标E f岳ngxiongbiao IBJ 指示风向的仪

器，一般是安在高杆上的一支铁箭，铁箭可随
风转动，箭头指着风吹来的方向。也叫风标。

E风行E f岳ngxing 圈普遍流行；盛行：～一时｜

～全国。

E风雅E f岳ngy凸〈书〉＠圈《诗经》有《国风》、

《大雅》、《小雅》等部分，后来用风雅泛指诗文

方面的事。＠圃文雅＝举止～。
【风烟E f岳ngyan IBl 0 风和烟雾：～俱净，天
山共色。＠风卷炯尘，借指战火、战乱＝～滚
滚。

E风言风语】 f岳ngyan-f岳ngyu 0 没有根据的

话；恶意中伤的话。＠私下里议论或暗中散

布某种传闻：有些人～，说的话很难听。
E风谣E f岳ngyao 圈古代指民谣或风俗歌谣。

E风衣E f岳ngyT 圈一种挡风的外衣。

E风雨E f岳ngy心圈。风和雨：～无阻｜～大作。

＠比喻艰难困苦的事情z 经～，见世面。
E风雨灯】 f岳ngy心d岳ng IBJ 风灯①。

E风雨飘摇E f岳ngy心－piaoyao 形容形势很不稳

定。
E风雨如晦l f岳ngyu』刑；1hui 《诗经·郑风·风雨》z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意思是说风雨交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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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同黑夜一样昏暗。后用来形容局势动荡
或社会黑暗。

E风雨同舟E f岳ngy心拍ngzhou 比喻共同度过

困难。
E风雨衣］ f岳ngy心yl IBl 一种挡风雨的外衣。

E风源E f岳ngyu6n IBl 0 风的来源：查～，治流
沙。＠产生某种风气的根源。

E风月］ f岳ngyue 圈。风和月，泛指景色·～

清幽。＠指男女情爱的事情2 ～债｜～场。
E风云】 f岳ngyun 圈。风和云：天有不 iV!1 ～。

＠比喻变幻动荡的局势z ～突变。
E风云榜E f岳ngyunbang 圈＠向外公布的某

个领域风云人物的名单＝音乐～｜影视～。＠
指媒体对重大事件的发布平台 2 新闻～。

rn.云人物E f岳ngyun renwu 指在社会上很活

跃，很有影响的人。

E风韵E fengyun 圈＠风度神韵（多用于女

子）：～犹存。＠指诗文书画的风格、韵味z 古

诗～｜～天然。

三重~ rn.灾E f岳ngzai ~J 暴风、台风等造成的灾害。
三雪 E风障E fengzhang 国在菜且苗圃等旁边用

苇子、高粱秤等编成的屏障，用来挡风，保护秧

苗。
E风苦努块］ f岳ngzh岳nkuai 圈等麻莎。
rn.筝］ f岳ng• zheng I写一种玩具，在竹箴等做

的骨架上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
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

rn.致】 fengzhi ＜书〉圈＠美好的容貌和举

止z ～翩翩。＠风味；风趣：别有～。
E风中之烛】恒ngzhongzhlzhu 比喻随时可能

死亡的人或随时可能消亡的事物。
E风烛残年】 f岳ngzhu c6nni6n 像风中的蜡烛

那样随时可能死亡的晚年。

rn.姿E f岳ngzl 画风度姿态·～秀逸｜～绰约。
E风钻］ f岳ngzuan 圈用压缩空气做动力的凿

岩机。
洋一 F岳ng 0 酬，帖，在陕西＠
（汪里）时间ngsh山，地名，在山东。

凸阳 f岳阳见下。
＇｛）叫（澜） ··~ 

E讽讽E f岳ngfeng ＜书〉醒自形容大的水声或

风声。

枫 阳回枫树，落叶乔木，叶子
（榈）通4三裂，边缘锯齿形，秋季变成

红色，花黄褐色。叶、树皮、树脂、果实、根可入
药。也叫枫香。 8 (F岳ng）姓。

E枫香E f岳ngxiang 圈枫树。

E枫杨E f岳ngyang 圈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小

叶长椭圆形，坚果两侧有翘起的翅，木质轻软。

种子可榨泊。也叫柜c ju）柳。

封1 f岳ng 0 ＜书〉疆界＝～疆。＠圈古时
』 帝王把爵位（有时连士地）或称号赐给臣

子：～王｜分～诸侯。 8 CF岳ng）圈姓。

封2 f岳ng 0 南封闭 z 查～｜～河 l 大雪～
』 山｜～住瓶口｜把信～起来｜高速公路因大
雾被～了。＠（～儿）封起来的或用来封东西

的纸包或纸袋：赏～！信～。＠画用于封起
来的东西：一～信｜一～银子。

E封笔E f岳ng;;bi 画指作家、画家、书法家等不

再从事创作活动2 ～之作｜老画家由于健康原
因已正式～。

E封闭E f岳ngbi 画＠严密盖住、关住或堵住

等，使不能通行或随便打开g 大雪～了道路｜用

火漆～瓶口。＠查封：～赌场。

E封闭疗法，】 fengbi 1 iaof凸一种治疗方法，把麻

醉药等注射在身体的病变部位及其周围，达到
止痛、消炎等治疗的目的。

E封存】 f岳ngcun 圈＠封闭起来保存：资料暂

时～起来。＠查封并保存：走私的文物已被
海关～。

E封底E fengdi 啕书刊的背面，跟封面相对的

一面。也叫封四。
E封地E fengdi 圈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君主分
封给诸侯或诸侯再向下分封的土地。

E封顶E f岳ngding I剥＠植株的顶芽停止生长。
＠建筑物顶部建成，表示建筑物结构工程完

成z 大楼已经按期～。＠指限定最高数额2 奖

金不～o

E封冻】 f岳ngdong 圈。（江、河等）水面结冰。

＠土地上冻。
E封堵】 fengd心圈＠封闭堵塞（道路等） :~ 
路口。＠球类比赛中指防守队员拦截进攻队

员，使不能通过。
E封二E f岳ng ’自r 画书刊中指封面的背面。

E封港E f岳ngg凸ng 圈指由于沉船、施工或冰冻

等原因，港口或航道禁止通航。
E封官许愿】 f岳ngguan-xuyuan 为了使别人替

自己卖力而答应给以名利地位。

E封航E f岳nghang [;i!J 0 禁止（飞机、船只）通

航：为确保安全度汛，长江干流已实行～。＠
（机场、航道：禁止通航。

E封河］ f岳ng;;he 圈冰封闭了河面z ～期。

E封火］ f岳ng;;hu凸画把炉火压住，让它燃烧不
旺，但不熄灭。

E封建】 f岳ngjian O 圈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
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

国。我国周代开始有这种制度，其后有些朝代
也曾仿行。欧洲中世纪君主把土地分给亲信



的人，形式跟我国占代封建相似，我国也把它

叫作封建。 8~ 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反
～｜～剥削。＠韧带有封建社会的色彩：头

脑～。

E封建割据】 fengjian g岳＇Ju 封建时代拥有武力

的人占据部分地区，对抗中央政权，各自为歧，
形成分裂对抗的局雨。

E封建社会】 f岳ngjian shehui →种社会形态，

特征是地主占有士地，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全

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
被地主剥夺。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
步，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终身依附

土地，实际上仍无人身自由。保护封建剥削制
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

E封建主】 f臼1gjianzhu 圈封建社会的领主。
E封建主义】 fengj ion zhuyi 种社会制度，它

的基础是地主占有t地，剥削农民。参看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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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封疆】 f岳ngjiang 圈。〈书〉疆界。＠指统

？台－方的官吏或将帅，明清两代指总智、巡抚

等：身任～ i～大吏。

E封禁】 f岳ngjin ［动l i查封；禁止·～了一批黄色
书干rj 。

E封镜E te门gjing E亟指影视片拍摄工作结束。
E封口】 f岳门gk凸LI （～儿）＠（／」）［司封闭张开

的地方（瓶口、信封口等），也指张开的地方（伤
口等）封闭：这封信还没～｜腿七的伤已经～

了。 8 ( －／一） IB!JJ 闭 ll不谈；把话说死不再改

变： f也没～，还可以商量｜人家已经封了口，没

法儿再谈了。＠［名l 信封、封套等可以H起来

的地方·信件的～要粘牢。
E封口费l f岳ngk6ufei 圈为让知情人不讲出实

情而贿赂给他的钱。

E封理E fengll 1组书刊中指封二，有时也兼指

封」O

E封门l f岳ng;;m自n l动！＠在 f I t贴 I封条．禁 l

止开启。＠（～儿）把话说死不再改变，封门

②．几句话他就封了 fl 儿。＠〈方〉旧时死 f

长辈的人家，用白纸把门上的对联或门神像l't

起来。
E封面E fengmian 遇。书刊最外面的一层，

用厚纸、布、皮等做成。＠特指朽刊上ffJ着书

刊名称等内容的第一面。也叫封 A。＠线装

书指书皮!fl.而印着书名和刻书者的名称等的
一页。

E封皮E f岳ngpi 圈＠封面①。＠信封。＠

〈方〉包裹在物品外面的纸等。。〈方〉封条。
E封妻荫子E f岳ngql-yinzT 君主时代功臣的安子

得到封号，子孙世袭官职。

封枫疯｜ f岳ng ｜斗巳

[11三】 f岳「1gs6n 圈书刊l中指封四的前一面，

就是封底反面的那一面。
E封杀E f岳ngsha l动］用封禁或封锁的办法，使

人或事物在某一领域不能存在．一部优秀作

品竟被～。

E封山育林l f岳ngshan yulin 保证树林成长的

一种措施，对长有幼林或可能牛一长林木的山地
在→－定时间里不准放牧、采伐、砍柴等。

E封洋E f岳ngshan I到占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

典，在泰山祭夭称作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祭

地称作神。
E封赏】 f岳ngsh凸ng 0 I到古代帝王把土地、爵

{V.、称号或财物赏赐给巨子z ～群臣。＠圈
指封赏的东两2 领～o

[l't网】 fengsi 函封底。

E封锁】 f岳ngsuo 圃＠（用强制力量）使跟外界

联系断绝·经济～｜～消息。＠（采取军事等
措施）使不能通行：～线｜～边境。

E封套l f岳ngtao tBI 装文件、书刊l等用的套子，
多用比较厚的纸制成。 三重

E封条】 f岳咱们60 圈封闭门户或器物时粘贴的雪三

纸条，上面注明封闭日期并盖有印章。
E封 E f岳ngyl l割封面②。

[fJ斋l f岳ng;;zhai I动rJO 伊斯兰教奉行的－种

斋戒，在伊斯兰教历的九月里白天不进饮食。
也叫把斋。＠天主教的斋戒期，教徒在封斋
期内的特定日期必须守斋。

[1't装】 f岳ngzhuang F面l 把物品密封起来并加

以包装：塑料～o
E封嘴】 f岳ngp zuT I副＠纣口②．先不要～，再

考虑一下。＠使人不说话：他想封住我的嘴，

办不到。

硕l ～ feng 回硫脚（三灿）与炬
，叫（碱）基结合而成的有机化合物。用作
制塑料的原料。［英 sulfone]

疯中 feng O 机销乱；精神失常z
似~（腻）发～。＠冒冒轻也不稳重：那丫
头可～了。＠圈指没有约束地玩耍：她跟孩

子～了一会儿。＠［动l 指农作物生长旺盛，但
是不结果实：～长｜～枝｜这些棉花～了。

E疯癫】（疯颠） f岳ngdian I量疯①。

E疯扳t癫癫E f岳ng • fengdi6ndi6n C～的）圃状
态iriJ。精神失常的样子，常用来形容人言语行

动轻狂二或超出常态。
E疯狗E fengg6u I写患狂犬病的狗。参看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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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疯话E fenghua I哥颠兰倒四的话；不合常理

的活。

E疯狂E f岳ngku6ng I用发疯，形容极其猖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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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敌人的～进攻。
U鼠魔E fengm6 圈＠疯①。＠入迷g入魔z

他们下棋下～了。＠使人迷2 这场足球比赛
几乎～了所有的球迷。｜｜也作风魔。

帧牛病l f岳ngniubing 圈牛海绵状脑病的通
称，是牛的一种传染病。病牛的中枢神经系统
受到侵害，出现狂躁不安，步态不稳，痊孪，心
跳迟缓，极度消瘦等症状，直至死亡。人食用

病牛制品会染病。
帧人院l f岳ngrenyuan 画旧时指专门收治精

神病人的医院。
帧瘫E f岳ngtan 见 391 页I风瘫］ o
U岚长l f岳ngzh凸ng ＜口〉圈＠农作物茎叶生
长过旺，不结果实。＠花卉枝叶长得很旺，不

开花。

帧子E f岳ng• zi 圈患严重精神病的人。

峰山 fen1=1 O 山的突出的尖顶z ～
了奎）峦｜高～｜顶～。＠形状像山峰

的事物： i皮～｜驼～｜单～骆驼。＠画用于骆
三亘孟 驼＝一～骆驼。 0 (F邑ng）圈姓。
三三E E峰巅l f岳ngdian 圈顶峰。

E峰回路转】 f岳nghui luzhuan 形容山峰、道路
迂回曲折。有时也比喻经过挫折后出现转机。

E峰会E f岳nghui [BJ 高峰会议的简称。
E峰峦］ fenglu6n 圈山峰和山峦：～起伏｜～
重叠。

E峰年E f岳ngni6n 画在一定时期内，自然界中

某种活动达到高峰的年度g 太阳活动～。
E峰位］ f画ngwei 圈指最高点的位置z 价格已

经接近历史～。

E峰值E fengzhi [BJ 指最高点的数值：成交量

达到八百亿元的～。

烽 f岳ng 烽火z ～烧

E烽火E fenghu凸圈。古时边防报警点燃的
烟火。＠借指战火或战争z ～连天。

E峰最重E f画ngsui [BJ 古时遇敌人来犯，边防人员

点烟火〔yonhu己）报警，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

放的烟叫煌。

E埠烟l f岳ngyan E烽火：～四起。

牙 f岳ng 古书上指芜菁。
另见 396 页 fengo

药 f岳ng 用于地名 z ～源庄（在河北）。

锋 ι f岳阳＠（刀、剑等）锐利或尖端
（锋）的岳分z 刀～｜笔～｜针～相对。词

～。＠在前列带头的（多指军队）：前～｜先

～。＠锋面z 冷～｜暖～。

E锋铺E f岳ngdi ＜书〉圈刀刃和箭头，泛指兵器，

也借指战争z ～余生。

E锋利E f岳ngli E亘＠（工具、武器等）头尖或刃

薄，容易刺入或切入物体2 ～的匕首。＠（言
论、文笔等）尖锐：谈吐～｜～的目光。

E锋芒】（锋铠） f岳ngm6ng 圈＠刀剑的尖端，
借指攻击的方向 z 斗争的～指向帝国主义。＠

借指显露出来的锐气和才干z ～外露。
E锋芒毕露E f岳ngm6ng-bilu 指锐气和才干全

都表现出来。多形容人气盛逞强。
E锋面E f岳ngmian 圆大气中冷、暖气团之间的

交界面。

E锋线E f岳ngxian [BJ 足球等球类比赛中指前

锋队员的阵容：～组合。

蜂 ~ ~ f岳阳＠圈昆虫，种类
（提蠢、长主主） 1眩，有毒刺，能蛮人，常

群居在一起。＠圈特指蜜蜂z ～箱｜～蜜｜养
了几十箱～。＠用于比喻，形容成群地g ～

起｜～拥｜～聚。
E蜂巢E f岳ngch6o 圈蜂类的窝，特指蜜蜂的

窝。通称蜂窝。
E蜂巢胃E f岳ngch6owei 国网胃。

E蜂毒E f岳ngdu ［每工蜂尾部整针放出的毒液，

微黄色，透明，昧苦而香，可入药。
E蜂房l f岳ngf6ng 圈蜜蜂用分泌的蜂蜡造成的
六角形的巢，是蜜蜂产卵和储藏蜂蜜的地方。

E蜂糕E f岳nggao 圈用发酵的面粉加糖等蒸的

糕，比较松软，切开后断面呈蜂窝状。

E蜂猴E f岳ngh6u 圈懒猴。

E蜂聚E f岳ngju （书〉画像蜂群似的聚在一起。

E蜂蜡E f岳nglδ 圈蜜蜂腹部的蜡腺分泌的蜡
质，黄色固体，是蜜蜂造蜂巢的材料。通称黄

蜡。
E蜂蜜l f岳ngmi [BJ 蜜蜂用采集的花蜜酿成的

就稠液体，黄白色，有甜味，主要成分是葡萄糖
和果糖。是蜜蜂的主要食物，营养丰富，有食
用和药用价值。

E蜂鸟l f岳ngni凸o 画鸟，羽毛艳丽，嘴细长，舌能

自由伸缩，吃花蜜和花上的小昆虫。种类很多，

最小的一种身体比黄蜂还小。生活在南美洲。
E蜂起】 f岳ngqi 画像蜂飞一样成群地起来z 义

军～。

E蜂王E f岳ngw6ng [BJ 蜜蜂中能产卵的雌蜂，

身体在蜂群中最大，腹部很长，翅短小，脚比工

蜂长，后脚上没有花粉篮。在正常情况下，每
一个蜂巢只有一只蜂王。

E蜂王浆E f岳ngw6ngjiar旧圈蜜蜂暖养幼蜂王

的乳状液体。味酸甜，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

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简称王浆。
E蜂窝E f岳ngwo 圈。蜂巢的通称。＠像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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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多孔形状z ～煤（混凝土构件上的～现象。
E蜂窝煤l f岳ngwomei I望煤末掺适量石灰或
秸土加水和匀，用模型压制成的短圆柱形燃

料，有许多上下贯通的孔。
E蜂箱E fengxiang IEJ 用来养蜜蜂的箱子。
E蜂拥］ f岳ngyong 画像蜂群似的拥挤着（走） : 
～而上｜欢呼着的人群向广场～而来。

鄙 f岳ng 0 见下＠（时）圈姓

E鄙都，J Fengdu 圈地名，在重庆。今作丰都o
E鄙都城E F岳ngducheng IEJ 迷信传说指阴间。

,, 
feng （巳L>

、n 一 Feng 圈姓。
4弓（满）另i'1009 页 pingo
二~ feng O I量遇到，遇见：相～｜～场作戏｜
』ξ已千载难～｜每～佳节倍思亲。 8 (F邑ng)

圈姓。
E逢场作戏】 fengchang-zuoxi 原指卖艺的人

遇到合适的演出场地，就开场表演，后来指遇
到机会，偶然玩玩，凑凑热闹。

E釜集E fengji 圈轮到有集市的日子＝黄村是
三、六、九～。

E逢年过节E f自ngnian-guojie 遇到过年过节的

时候＝战士们～总要到敬老院去看望那里的老

人。
E逢凶化吉】 fengxiong-huaji

转化为平安吉祥。
遇到凶险，最终

E釜迎l fengying 自动l 说话和f故事故意迎合别人
的心意（含贬义）：百般～｜阿诀～。

、、组 feng 杨家泽（ Y6ngjiaf岳ng），地名，在
1斗主湖北。

9盆，中 fen口＠［到用针线将原来不在

程（f.'!i) －®或开了口儿的东西连上： ~1!.f 
衣裳｜鞋开了绽要～上｜动过手术，伤口刚～好。

8 <Feng）［事姓。
另见 396 页 f自吨。

E缝补E fengbu 圈缝和补：～衣服｜这件衬衫

缝缝补补穿了好多年。
E缝缝连连E fengfengli6nli6n 
洗洗、～的活儿，她都很内行。

［动j 缝补z 拆拆

E缝合l fenghe 圈外科手术上指用特制的针
和线把伤口缝上。

E缝纫l fen~ren 圈指裁剪制作衣服、鞋帽等。
E缝纫机】 fengrenji 圈做针线活儿的机器，→

般用脚蹬，也有用手摇或用电动机做动力的。
E缝缀】 fengzhui 圈把一个东西缝在另一个东

西上；缝补：手工～ l～破衣服。

f品ng " CCL) 

二 hlf 1 、 f昌ng 用含蓄的话指责或劝告z

uλ~ （辆）讥～｜嘲～｜冷嘲热～。
二 hlf 2 -' f岳ng （书〉背诵g诵读z ～诵｜～

w~ c拥）读｜～经。
E讽刺E f岳ngci 画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

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画｜用话～了他几
句。

E讽谏l f岳ngjian

主进行规劝。
〈书〉画i 用含蓄委婉的话向君

E讽诵E f岳ngsong ＜书〉圈。抑扬顿挫地诵

读·～古诗。＠背诵。
E讽喻】 f岳ngyu E盈修辞方式，用说故事等方式

说明事物的道理z ～诗｜～时事。

里 f岳ng 配车马）翻： ：：~醉。

睡 f岳ng 大声吟诵。

E嗦经l f岳ngjl『19 ［塑（和尚、道士）念经。

飞

CCL) f eng 

凤 feng IEJ O 凤凰z 龙～｜莺～｜百
)X~C凰）鸟朝～。＠悦ng）姓。
[JA.冠l fengguan 圈古代后妃或贵族妇女所戴

的帽子，上面有用贵金属和宝石等做成凤凰形

状的装饰，旧时妇女出嫁也用作礼帽2 ～霞坡。
[!A.凰E fenghuang 圈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

玉，羽毛美丽，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常用来象
征祥瑞O

E凤鳞E fengji 圈僻的一种，体长约 15-20 厘

米，主要吃小的鱼虾等。通称庆L尾鱼。
E风梨E f岳ngli 圈菠萝。
E凤毛麟角l fengmao-linj凶。 比喻稀少而可贵

的人或事物。
[!A.尾鱼E fengw岳iyu 圈凤跻的通称。

[!A.尾竹】 fengw岳izhu 圈竹的一种，轩丛生，

枝细而柔软，叶子密生，披针形。可供观赏。
E凤仙花】 fengxianhua IEJ O →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披针形，花有白、红、粉红、淡黄等颜
色，花和种子可入药。红色的花瓣可用来染指
甲。＠这种植物的花。｜｜俗称指甲花。

[J>(l.H阻 fengyan 圈丹凤眼。

E凤眼莲E fengyanli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

短，叶子卵形，叶柄中下部膨大像葫芦，花淡紫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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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有黄斑。浮生在水面，根垂生在水中。通 I ［奉养】 fengyang 圈侍奉和赌养（父母或其他
称水葫芦。 | 尊亲）～二老。

rn.JI飞l f创gzh凸o 圈用作食品的鸡爪子。

奉 feng O 画给：献给（多指对上级或长
辈），～献｜～上新书一册。＠医国接受（多

指上级或长辈的）：～旨｜～上级命令。＠尊
重z 崇～｜～为圭泉。＠圈信仰：信～｜素～
佛教。＠侍候z ～养｜侍～。。敬辞，用于自
己的举动涉及对方时z ～托｜～陪｜～劝｜～告。
0 CF自ng）［每姓。

E奉安E f由19 ’。n 画旧时称安葬皇帝或父亲，
后来也称安置神佛牌位、画像等z ～大典。

E奉承E f由19• cheng 圈用好听的话恭维人，向

人讨好：～话。

E奉达E fengda 画敬辞，告诉$表达（多用于书

信） ：特此～。
E奉调E f岳ngdiao 画遵照调令（到某地或任某
职） ：～离京｜～土任。

E奉复E f岳ngfu 圈敬辞，回复（多用于书信） : 
谨此～。

E奉告E fenggao ~敬辞，告诉z 无可～｜详情
待我回来后当面～。

E奉公E fenggong 圈奉行公事z 克己～。
E奉公守法E fenggong-sh凸uf凸奉行公事，遵守
法令。

E奉还E fenghuan 圈敬辞，归还：原物～｜所借

之书如数～。

E奉令E feng;;ling 画奉命。
E奉命E feng;;ming 画接受使命；遵守命令E
～出发。

E奉陪E fengpei 画敬辞，陪伴g陪同做某事z
恕不～｜我还有点儿急事，不能～了。

E奉劝l fengquan 圈敬辞，劝告z ～你少喝

点儿酒。
E奉若神明E fengruδshenming 形容对某人或
某事物就像崇拜神灵一样地信奉或尊崇（多含
贬义）。

E奉使l fengshi ＜书〉圈奉命出使g ～西欧。
E奉祀l fengsi ＜书〉圈供奉祭祀z ～祖宗。
E奉送E fengsong 圈敬辞，赠送。
E奉托E fengtuo ［到敬辞，拜托2 这件事只好～
您了。

E奉为圭泉E fengweigu Tn ie 把某些言论或事
物当作准则。参看 490 页i圭泉］。

E奉削 fengxian 画恭敬地交付g呈献2 把青

春～给祖国。

E奉行E fengxing 圈遵照实行z ～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故事。
E奉行故事E f岳ngxing-gushi 按老规矩办事。

E奉迎E fengying 画＠奉承；逢迎z ～上级。

＠敬辞，迎接：他是专程前来～诸位的。

E奉赠E fengzeng ~敬辞，赠送。
E奉子成婚E fengzi chenghun 男女双方因女

方怀孕而结婚。

傣 feng O 傣禄z 薪～。＠（时圈姓。

E傣禄l feng 1 u [=81 封建时代官吏的薪水。

牙 f岳ng 古书上指疏的根。
另见 394 页 f邑吨。

贝冒 feng ＜书〉＠用财物帮助人办丧
自（娼）事z 膊～。＠送给办丧事人家的
东西。

缝（链） feng c～儿）圈。接合的地方z

缭～儿｜无～钢管。＠缝隙z 裂～｜
I丁～JL i 见～插针｜床板有道～。
另见 395 页 f邑吨。

E缝隙】 f岳ngxi 圈裂开或自然露出的狭长的空

处z 从大门的～向外张望。

E缝子】 feng· zi ＜口〉圈缝隙z 墙裂了道～。

, 
f6 (cc:) 

佛 ta 圈 0 CF6 
称修行圆满的人＝立地成～。＠佛教g ~ 

寺｜～家｜～老。＠佛像z 铜～ 1 大殿上塑着三
尊～。＠佛号或佛经：念～｜诵～。
另见 400 页的。

E佛典】 f6dian 圈佛教的经典。

E佛法】 f6f凸圈。佛教的教义。＠佛教徒认

为佛所具有的法力 z ～无边。
E佛光】 f6guang 圈。佛教徒指佛带来的光

明：～普照。＠佛像头上的光辉。＠山区的
一种自然景象，在与太阳相对方向的云层或雾

层上呈现围绕人影的彩色光环，由光线通过云
雾区的小水滴经衍射作用而形成。

E佛号】 f6hao !Bl 佛的名号，特指信佛的人念

的“阿弥陀佛”名号：口诵～。

E佛教E F6jiao 圈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
公元前6世纪 前 5 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

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

迦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至迟于东汉时传入我国。

E佛经E f6jlng ~国佛教的经典。也叫释典。参
看 1199 页【释藏l 0 

E佛鑫】 f6kan 画供奉佛像的小阁子，多用木



头制成。
E佛口蛇心E f6k凸u shexin 
听，心肠却非常狠毒。

比喻嘴上说得好

E佛老】 F6-L凸ol组佛和老子。也指佛教和道教。
E佛门】 f6men ［包指佛教：～弟子｜～规矩｜饭

Cgui) 依～。

E佛事E f6shi 圈指僧尼拜忏的事情z 做～。

E佛手l f6shou 圈。常绿小乔木或灌木，是拘
橡c juyu6n）的变种，叶子长椭圆形，花上部臼
色，下部紫红色。果实黄色，基部圆形，上部分
裂，像手指，有香气，可供观赏，也可入药。＠
这种植物的果实。

E佛手瓜E f6shougua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
茎蔓生，叶子掌状分裂，花黄色，果实像握起来

的拳头，嫩的可做蔬菜。＠这种植物的果实。

E佛寺】 f6si 圈佛教的庙宇。
E佛塔】 tota 温佛教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的建
筑。起源于印度。平面多为方形、八角形，用木、
砖、石等建成。层数一般为单数。也叫宝塔。

E佛头着粪】 f6t6u-zhu6fen 佛的塑像上着了
鸟雀的粪便，比喻好东西t添上不好的东西，
把好东西给糟蹋了（含讥讽意）。

E佛陀E F6tu6 ［直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
简称佛。［梵 buddha]

E佛像E f6xiang 圈。佛陀的像。＠泛指佛！
教供奉的神像。 ! 

E佛学E f6xue 圈指有关佛教及其研究的学 i
问：～院。

E佛牙E f6y6 圈佛教徒指释迦牟尼遗体火化

后留下的牙齿。

[1弗得 f6•ye 圈＠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 l
称，泛称佛教的神。＠清代内臣对皇帝、皇后！
或太上皇、皇太后的尊称。 ! 

E佛珠］ f6zh0 （～儿）函数珠CshuzhO）。 ? 

E佛祖E f6zu 圈佛教徒指佛和开创宗派的祖！

师，也专指释迦牟尼。 | 

fou 

岳阳＠古代
一种大肚子小

口儿的器皿，有陶制
的，也有铜制的。

（见右图）＠古代一
种瓦质的打击乐器。

三R fou O 否定z
口～决 i～认。＠
〈书〉圈表示不同

v 
（巳又）

告

些主至主」 to to 397 

意，相当于口语的“不”。＠〈书〉面用在疑问

句尾表示询问：知其事～？＠“是否、能否、可
否”等表示“是不是、能不能、可不可”等意思g

明日能～出发，尚待最后决定。
另见 995 页 pl 。

E否定E fouding O 圈否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

的真实性（跟“肯定”相对，下同）：全盘～｜～一

切。 8 r1l2l 属性词。表示否认的；反面的z ~ 

判断。
E否决】 foujue 圈否定（议案）：提案被～了。

E否决权E f创juequan 圈＠某些国家的元首、
上议院所享有的推翻已通过的议案或使其延
缓生效的权力。＠在会议中少数否决多数的
权力。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享有

的否决权。

E否认E fouren ~不承认：矢口～｜～事实。

E否则E fouze l道如果不是这样：首先必须把

场地清理好，～无法施工｜看问题必须全面，～

的话，就难免以偏概全。

「二画了岳王二二3

夫 fO 0 丈夫（叫. f山咄咄｜姐
～｜姑～。＠成年男子：匹～ l 一～守关，

万～莫开。＠从事某种体力劳动的人z 渔～｜

农～｜轿～。＠旧时服劳役的人，特指被统治

阶级强迫去做苦工的人：～役｜拉～。＠
CFO）圈姓。

另见 398 页 tu 0 

E犬f自妇随E fOchang-fusui 同“夫唱妇随”。
E夫唱妇随E fOchang-fusui 比喻夫妻互相配
合，行动一致。也形容夫妻和睦。也作夫倡妇

随。

E夫妇］ fOfu 圈夫妻：新婚～。

E夫君E fOjOn 圈古代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E夫妻］ fOql [BJ 丈夫和妻子z 结发～。

E夫妻店E fOqldian 圈由夫妻两人经营的、→
般不用店员的小店。

E夫权】 f0qu6n IBl 指封建社会丈夫支配妻子
的权力。

E夫人】 fO· ren iBJ 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

清时一二品宫的妻子封夫人，后用来尊称一般
人的妻子。

E夫婿E fOxu ＜书〉圈丈夫Czhang•fu）。

E夫役E fOyi 圈。旧时指B~劳役、做苦工的人。

＠旧时指受雇做杂务的人。｜｜也作快役。

E夫子E fOzi 圈。旧时对学者的尊称z 孔～｜

朱～。＠旧时学生称老师（多用于书信）。＠

主三



398 I to - tu I 夫伏映政肤树砍钦款跃附碎痛那孵敷夫市弗伏

旧时妻称夫。。称读古书而思想陈腐的人

（含讥讽意〉：老～｜迂～｜～气。
E夫子自道】 fuzl-zidao 指本意是说别人而事

实上却正说着了自己。

伏叫“夫”（川

映伯见下。

E映哺l funan 型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CJ。无色液体，有特殊气味，用来制药
品，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英 furan]

政 to 见山页阳
肤 ι to o 皮肤z 切～之痛｜体无完

（庸）～。＠表面的z浮浅z ～浅｜～泛。
E肤泛E tut an 圃浮浅空泛2 ～之论。
E肤廓l fukuo ＜书〉圈内容空洞浮泛，不切合
实际。

E肤皮潦草l fupi-liaoc凸o 浮皮潦草。

E肤浅E tuqian ~回（学识）浅以理解）不深：～的
认识｜我对戏曲的了解很～。

E肤色E fuse 画皮肤的颜色。

树 L书〉＠隅。如鼓架的腿。
砍伯＠用于地名： ~~~村叫南）。＠

见 1391 页【献砍l 0 

铁 阳〈书〉侧刀： ~i!Jt 0 

（铁）
E钦领E fuzhi ＜书）~侧刀和侧刀座。
铁2 k. 阳圈金属元素，符号 Fl＂有放

（缺）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款。如

（毅、祷努、非孚）
E款皮E tupi lBl 款子。
E款子E fu· zi 圈通常指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
下的麦皮和碎屑。也叫款皮。

肤句咱们“附”＠碑下的石座：石
～｜龟～。

E肤坐E tuzuo 富国佛教徒盘腿端坐，左脚放在
右腿上，右脚放在左腿上。

即 tu 脚背z ～骨｜～面。

E附骨E tug心圈陌骨和腔骨之间的骨，构成脚
跟和脚面的一部分，由 7块短骨组成。（图见
468 页“人的骨髓”）

E附面E tumian 圈脚面。
E附Jl;!i] fuzhi 圈鸟类的腿以下到趾之间的部
分，通常没有羽毛，表皮角质鳞状。

秤问、麦等植物的花外面包着的硬壳z
内～｜外～。

痛伯〈书〉劳累；疲劳过度。

挪而＠隅，旧地名，在陕西。今改称富
县。＠圈姓。

孵 tu 画鸟类伏在卵L用体温使卵内的胚
胎发育成雏鸟，也指用人工的方法调节温

度和湿度，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育｜～
了一窝小鸡。

E孵化】 tuhua 圈昆虫、鱼类、鸟类或爬行动物

的卵在一定的温度和其他条件下变成幼虫或

幼体。
E孵化器】 tuhuaqi 圈孵化禽蛋的专门设备，比

喻担负培育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加速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以及对传统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任
务的企业。

(ff降育E tuvu c画孵；孵化：刚～出来的小鸡就

会走会啄食。

敷 to o ~ l*J:. ：涂上 z ～粉｜～药＠铺
开g摆开：～设。＠够；足：入不～出。。

CFO）圈姓。

E敷陈】 fuchen ＜书〉圈详细叙述。
E敷料l fuliao 圈外科上用来包扎伤口的纱

布、药棉等。
E敷设E tu she 画＠铺（轨道、管线等）：～电

缆｜～铁路。＠设置（水雷、地雷等）。

E敷衍E tuyan ＜书〉圈叙述并发挥：～经文要
旨。也作敷演。

E敷衍］ fO•y凸n E司＠｛故事不负责或待人不恳

切，只做表面上的应付：～塞责 1～了事｜他～
了我几句。＠勉强维持：手里的钱还够～几

天。

E敷演E tuyan 同“敷衍”CtOy凸川。

,, 
tu （巳义）

夫 t书〉＠团指示代词。那；这z 独不
见～雄娜乎？＠四人称代词c 他z 使～

往而学焉。＠圈 a）用在一句话的开始z ～
战，勇气也。 b）用在一句话的末尾或句中停顿

的地方表示感叹z 人定胜天，信～｜逝者如斯～，
不舍昼夜。

另见 397 页 to"
市怕〈书〉同‘‘献，

弗 tu o ＜书〉圃不2 自愧～虫口 8 CFt'. u ) 
国姓。

/-h.1 tu o 圈身体向前靠在物体上：W~：～
v、 案｜～在桌子上。＠低下去：起～｜此起



彼～。＠隐藏2 潜～ l～击！昼～夜出。。圈
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g伏天z 入～ 1 初～｜三
～天｜每～十夭。＠屈服9低头承认，被迫接
受2 ～诛。＠使屈服；降伏2 降龙～虎。＠

(Fu）圈姓。

J...h..2 tu 画画伏特的简称。 1 安的电流通过电
’ν、 阻为 1 欧的导线时，导线两端的电压是 1

伏。
E伏案E tu ’。n Ill面上身靠在桌子上（读书、写
字）：～写作。

E伏笔E fubT 圈文章里前段为后段埋伏的线
索。

E伏辩l fubian 同“服辩”。
E伏兵E tubing 圈埋伏下来伺机攻击敌人的军

队。
E伏地E tudi ＜方〉圈本地出产或土法制造的z

～小米儿｜～面。
E伏法E tut凸［疆（犯人）被执行死刑z 罪犯已于

昨天～。

E伏击E fujT 画用埋伏的兵力突然袭击：打～｜
～敌人1途中遭到～。

E伏侍】 fu·shi 见400 页I服侍］ o
E伏输E fu!!shu 见 400 页【服输］ o

E伏暑E fushu 圈炎热的伏天。
E伏特E tute 画电压单位，符号 V。这个单位
名称是为纪念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Conte
Alessandro Volta ，也译作伏打）而定的。简
称伏。

E伏特力al tuteiia IBl 俄罗斯的一种传统烈性
酒。波兰、美国、英国、德国等也生产这种酒。
［俄 BOJ(Kll~

E伏天E futian 道指三伏时期，是一年中最热
的时候。参看 1122 页I二伏1。

E伏帖E tuti岳＠圈舒适＝心里很～。＠同“服

帖”①o

E伏贴E tuti岳回贴得紧而平整z 壁纸糊得很
~ 。

E伏表】 FuxT 圈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
说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也叫庭牺。

E伏线l fuxian 函埋下的线索；伏笔。
E伏旧 fuxun 圈在伏天里发生的河水暴涨。

E伏诛E tuzhu』〈书〉［量伏法。
E伏罪】 fu;;zui 见 401 页【服罪］ o

j量 ~ tu o 圈野鸭： ~iii! 雀
（声、；~是）跃。＠同“浮”②。

E觅觅】 fuci 圈古书上指李荠。
E兔趋雀阳 fuqu-quevue 形容人欢欣鼓舞。

扶 tu o IZlVl 用于支持使人、物或自己不倒z
～犁｜～老携幼｜～着栏杆。＠圈用手帮

主主斐芝」 tu 巴~

助躺着或倒下的人坐或立；用手使倒下的东西
竖直z ～苗｜护士～起伤员，给他换药。＠扶
助2 ～贫｜～危济困｜救死～伤。。（ Fu) [BJ 

姓。

E扶病l tubing 画带着病（做某件事）：～出席｜

～工作。

E扶残E fucan 圈扶助残疾人。

E扶持E fuchi Ill国＠搀扶。＠扶助；护持g ～

新办的学校｜老人没有子女，病中全靠街坊邻居
尽心～。

E扶占Ll tu11 F 圃一种迷信活动，一般是在架子
上吊一根棍儿，两个人扶着架子，棍儿就在沙盘
上画出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也作扶寞。

E扶宾E f白II ji 同“扶占L”。

E扶弯E fu;; luan IZlVJ 扶占Lo

E扶贫E fupin ［副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
生产，改变穷困面貌g 做好农村～工作。

E扶桑】1 fusang IBJ O 神话中海外的大树，据
说太阳从这里出来。 8 c Fusang〕传说中东
方海中的古国名，旧时指日本。｜｜也作搏桑。 主主

E扶桑】2 fusang 圈朱檀。 雪三三

E扶手E fushou 圈能让手扶住的东西（如栏杆

顶上的横木）。

E扶疏E fushu ＜书＞~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
致2 枝叶～｜花木～。

E扶梯E futT 圈。有扶手的楼梯。＠〈方〉梯

子。
E扶危济急E fuw岳i-jiji 扶危济困。

E扶危济困E fuw岳i-jikun 扶助处境危急的人，
救济生活困难的人。也说扶危济急、扶危救
困。

E扶危救因】 fuw岳i-jiukun 扶危济困。

E扶养】 tuv凸ng ［萄］养活 z 把孩子～成人。
E扶摇E fuyao ＜书〉＠圆白下而上的旋风。
＠圈盘旋而J：；腾飞：～九万里。

E扶摇直上E fuyao-zhishang 形容地位、名声、
价值等迅速往上升。

E扶掖E tuve ＜书〉画搀扶s扶助。

E扶正E fu;; zheng 画＠扶持正气z ～压邪。

＠旧时指把妾提到正妻的地位。
E扶正怯邪E fuzheng-quxie o 中医指扶持正
气，除去致病因素及其病理损害。＠泛指扶
持正气，除去邪恶：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
～，不搞不正之风。

E扶植】 fuzhi p西］扶助培植：～新生力量。

E扶助E fuzhu 阉帮助z ～老弱｜～困难户。

芙 tu 见下

E芙渠1 tuqu ＜书〉圈荷花。



~ tu ｜芙蒂来佛孚剃拂荷剪服

E芙蓉J fur6ng 圈荷花：出水～。
E芙蓉花E fur6nghua 圈木芙蓉。

E芙蓉石E fur6ngshi 圈一种宝石，淡红色的石
英，可用来做装饰品或雕刻材料。也叫蔷薇石

英。
苛 tu ＜书〉＠草木茂盛＠同“献”。宋朝

书画家米帘，也作米献。
另见 379 页的。

兰主主 fu 见下。
/I、

E未首】 fuyT iBl 古书上指车前（草名）。

佛1 扣叫“拂”③

佛2 0 见 3叫仿佛JI"
（明、剪）另见396 页的。

E佛庚E fuli ＜书〉画违背；违反o

孚 fu ＜书〉使人信服g 深～众望（很使群众
信服）。

三剌 fu ＜书〉用刀砍沾

主主主 4曲 tu o l噩轻轻擦过：春风～面。＠甩
~7P 动；抖：～袖。＠〈书〉违背（别人的意

图） ：～逆｜～意｜～耳（逆耳）。
〈古〉又同“粥” b）。

E拂尘E tuchen iBJ 弹尘土和驱除蚊蝇的用具，
柄的一端扎马尾（m凸yT) 。

E拂拂E tutu 圆形容风轻轻地吹动z 凉风～o
E拂逆E funi 画违背；不顺z 他不敢～老人家的
意旨。

E拂拭E fushi l5bl 摔掉或擦掉（尘土）：拿抹布把

桌椅～了一遍。
E拂晓E fuxi凸o 画时间词。天快亮的时候·～
出发。

E拂袖E fuxiu ＜书〉圃把衣袖一甩（旧时衣袖
较长），表示生气z ～而去。

E拂照E fuxu ＜书） rnlll （风）吹来温暖z 微风～。

E拂意E tuvi l到不合心意s不如意z 稍有～，就

大发雷霆。
寸＋.： fu o ＜书〉同“芋”＜ tu ）。 8 (Fu）［钮姓0
4、自

茹 tu ＜书〉＠杂草太多。肘。

服 fu o 衣H~ ：~裳3 制～｜便～。＠丧服z
ix.. 有～在身。＠穿（衣服）·～丧。＠画吃
（药）：～药｜内～｜每次～三片。＠画担任（职
务）；承当（义务或刑罚）＝～刑｜～兵役。。画
承认；服从； f言Ill[ ：～输｜心～口～｜你有道理，
我算～了你了。＠画使信服：～众｜以理～
人。＠ [§Jj] 适应：不～水土。 (i) (Fu）圈姓。

另见 409 页 tu 。

[)j~~诗J fubian 圈古时指罪犯服罪认罪的供

状。也作伏辩。
E服从】 fuc6ng 画遵照；昕从z ～命令｜少数～
多数l个人利益～集体利益。

c：服毒】 tu11du 画吃毒药（自杀）。

E；服法1 fuf凸［副（犯人）服从判决z 认罪～。

E服老E ful凸0 [RJJ 承认年老，精力不如人（多用

于否定式）：不～。
E服满E fuman 圈服丧期满。

[)JI[判E fupan 圈服从判决z 认罪～｜～息讼。

CllOC气】 tuq; lillll 由衷地信服：表面上认输，心里
并不～O

［服软l fu;;ruan ＜～儿）圈＠服输z 不在困难

面前～。＠认错：向老人服个软儿 i 他知道是
自己错了，可嘴上还不肯～。

［~OC丧E fusang E司长辈或平辈亲属等死后，遵

照礼俗，在一定期间内戴孝。
E眼色E fuse r~ 衣服的样式、颜色：民族～。
U民式】 fushl 圈服装的式样：新潮～。

[IJOC侍】（伏｛寺、服事） fu • shi 圈伺候；照料：～
父母｜他生病的时候同志们轮流来～他。

［，服饰】 fushl 圈衣着和装饰：～淡雅｜华丽的
~ 

E；服输】（伏输） fu;;shu 圈承认失败。

CllOC帖E tuti岳圈＠驯服；顺从z 他能使烈马变

得～。也作伏帖。＠妥当；平妥z 事情都弄得
服服怕帖。

E服务E fuwu 画为集体（或别人）的利益或为

某种事业而工作：～行业｜为人民～｜科学为生
产～｜他在邮局～了三十年。

E；服务器】 fuwuql IEl 在网络环境或分布式处
理环境中，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可分为
访问服务器、文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通信
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等。

E；服务生】 fuwusheng IEJ 旅馆、饭店的服务员

（多指男性）：酒店～。
E服务业1 fuwuve 固国民经济中在流通、生产
生活、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公共需要等领域提

供各种劳务的部门或行业。
E服务员l fuwuyuan IEJ 机关的勤杂人员；旅
馆、饭店等服务行业中招待客人的工作人员。

U民邢Ul fu;;xing 圈服徒刑：正在监狱里～｜服
了两年刑。

盯民药E tu11vao l边吃药。

[IJOC役J tu11v1 画＠服兵役。＠武器装备正
在军备中使用，也指交通工具、设施等正在使
用。＠运动员在专业岗位上服务。＠旧时指
服劳役。



服佛~绞绑拨夜抱果氟俘郭狱被主孚享袱拂蚊浮｜ fu l 咽1 I 

E服膺E fuylng ＜书〉圃（道理、格言等）牢牢记
在心里；衷心信服。

E服用J tuyong ［温 Jllil③＝每天饭后～。

(Jl!il装l fuzhuang 函衣服鞋帽的总称，一般专

指衣服：～商店｜～整齐｜民族～。

[Jliil罪JC伏罪） tu;; zui 国承认自己的罪过z 低

头～。

佛 tu ＜书〉形容忧愁或愤怒～郁｜～然。

Ct弗然E tu『an ＜书〉帽生气的样子z ～作色｜～

不悦。

E佛郁】 tuvu ＜书） [lli) 郁闷气愤。
W Fu 圈姓。
1监、另见 899 页 mio

绞… tu o 古代系印章的丝绳。＠
（~） ＜书〉同啦”Cfu ）。

b曲 ，川 tu ＜书〉大绳，特指牵引灵枢的大
碗（鳞）绳2 执～。
拨 u tu o 古代祭服前面的护膝围

（载）裙，用熟皮做成。＠古代系笠印
的丝绳。

夜怕见下。

E夜苓E fuling t8l 寄生在松树根上的真菌，形

状像甘薯，外皮黑褐色，里面臼色或粉红色。
可入药。
袍叫〈书〉间“霄，＂o 8 用于地名 z ～罕

（在甘肃）。
另见 43 页 boo 。

Pit tu 芝宋C Zhlfu），山名，又岛名，都在山
/I、东。

E果恩】 tusl ['81 O 古代的一种屏风，设在门外。
＠设在屋檐下或窗t防鸟雀来筑巢的网。 II
也作事j思。

氟 tu 圈气体元素，符号 F。淡黄绿色，剧
毒，有强烈的腐蚀性和刺激性。化学性质

非常活泼，与氢直接化合能发生爆炸，许多金
属都能在氟气里燃烧。含氟的塑料和橡胶，具
有特别优良的性能。

E氟利昂1 tuli ’。ng 圈氟氯炕。 C英 freon]
E氟氯1皖】 fuluwan ［＇名l 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含

有氟和氯，常见的有 CCI, F 、 CCI，矶，都是无

色、无昧、无毒的气体，容易液化。通常用作制

冷剂。对大气臭氧层有破坏作用，国际上已规

定控制并逐渐停止氟氯烧的生产和使用。也
叫氟利昂。

俘怕。俘虏①： ~'Ftl 被～。＠俘虏②z
I 战～ i遣～（遣返战俘）。
E俘获E fuhuδ 画俘虏和缴获z ～甚众。

E俘虏E tut心＠画打仗时捉住（敌人）＝～了敌

军师长。＠画打仗时捉住的敌人z 释放～。

郭 tu 古代指城外面围着的大城。

况ll. tu o ＜书〉植在涡。＠〈书〉水在地面下
lV、流。 C) CFu)IB] 姓。

另见 412 页恼。

斗~tu o 古时一种除灾求福的祭祀。＠
1主人〈书〉扫除。

坪 tu 用于地名：南仁～阳津）

芋 tu ＜书〉芦苇轩子里面的薄膜。
另见 1001 页 pi凸0 。

袱 tu ＜书〉房梁。

确 tu 啊，矿物，即萤石，成分是氟化钙。
现作氟石。

蚊 tu 见叫页闹。

J啤 tu o 圈停留在液体表面上（跟“沉”相差
口－对）：～萍｜油～在水上。～云｜脸上～着微三E

笑。＠〈方〉圈在水里游：他能一口气～到对

岸。＠在表面上的＝～土｜～雕。。可移动
的2 ～财。＠暂时的z ～记｜～支。＠圃轻
浮；浮躁2 他人太～，办事不踏实。＠空虚；不

切实：～名｜～夸。＠超过；多余z 人～于事 l
～额。 Ci) CFu) ~］姓。

E浮报E fubao p司i 以少报多；虚报z ～产量。

[7手标E fubiao 圈设置在水面上的标志，用来

指示航道的界限、航行的障碍物和危险地区。
E浮财E fucai 圈指金钱、首饰、粮食、衣服、什
物等动产。

E浮尘l fuchen l割＠附在物体表面的灰尘。
＠大量细小沙尘飘浮在空中，使天空变成土
黄色的天气现象。这些飘浮的沙尘多因沙尘
暴、扬ti;-而引起。

E浮沉E fuchen rniJJ 在水中忽上忽下。与世～

（指跟着世俗走，随波逐流）｜宦海～（旧时比喻
官职升降）。

E浮出水面E fuchO-shuTmian 从水下漂浮到水

面上来，比喻事物显露出来z 被假象掩盖起来
的矛盾逐渐～。

E浮词E fuci 固不切实际的言辞；没有根据的

话2 ～艳句 i满纸～。
E浮屠E fucuo ~副暂时把灵枢停放在地面上，
周围用砖石等砌起来掩盖，以待日后正式安
葬。

E浮荡E tudang o 圃飘荡z 歌声在空中～｜小

船在湖中～。＠（崩轻浮放荡z 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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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浮雕】 fudiao 圈雕塑的一种，在平面上雕出
的凸起的形象。

E浮吊l fudiao 圈起重船的通称。

E浮动l fudong 圈。漂浮移动；流动z 树叶在
水面上～。＠上下变动；不固定．～汇率｜向
上～一级工资。＠动荡；不稳定：物价飞涨，

人心～。

E浮动汇率l fudong huilu 兑换比例不予以固
定，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任其自由涨落的
汇率。

E浮泛】 fufan O ＜书〉圈漂浮在水面上：轻舟
～。＠画流露z 她的脸上～着天真的表情。
81ml 浮浅而不深入的；不切实的g 言辞～｜～

的研究。
E浮光掠影l fuguang-IOeying 像水面的光和掠

过的影子一样，一晃就消逝，形容印象不深刻。
E浮华】 fuhua ~回讲究表面上的华丽或阔气，

不顾实际2 ～的装饰品。

E浮滑E fuhua 圈轻浮油滑z ～习气。

王三三 E浮记1 tuil [§lj] 商店把账目暂时记在水牌上，泛
雪雪 指账目没有切实结算而暂时记上。

E浮家泛宅E fujia-fanzhai 形容长时期在水上

生活，漂泊不定。也说泛家浮宅。
E浮夸E fukua 圈虚夸，不切实z 语言～｜～作

风。

E浮礼JL] fulir （方〉圈虚礼。
E浮力E tun 圈物体在流体中受到的向上托的
力。浮力的大小等于被物体所排开的流体的

重量。

E浮面E fumian c～儿）圈表面2 把～的一层稀

泥铲掉｜他～上装出像没事的样子。
E浮名E fuming 圈虚名 g ～虚誉｜不慕～。
E浮皮E tupi c ～儿） IBl 0 生物体的表皮。＠
物体的表面。

E浮皮潦草】 fupi-liaoc凸o 形容不认真，不仔细。
也说肤皮潦草。

E浮漂l fupioo O 回（工作、学习等）不踏实s
不认真：作风～。＠（～儿）圈鱼漂。

E浮萍】 fuping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浮在水面，

叶子扁平，椭圆形或倒卵形，叶子下面生须根，

花白色。全草人药。
E浮签E fuqian c～儿）圈一端粘在试卷、书册、
文稿上，便于揭去的纸签。

E浮浅】 fuqian l搁浅薄；肤浅：内容～｜他对社

会的认识很～O

E浮桥l fuqiao 圈在并列的船或役子上铺上木
板而成的桥，也指用浮箱代替桥墩而成的桥。

E浮生l tush岳ng 0 圈指短暂虚幻的人生（对
人生的消极看法）：～若梦。 81噩浮在水面

上生长·浮萍～在池塘中。
E浮水l fushui 晴在水里游。

[j:手筒E futong 圈漂浮在水面上的密闭金属

筒，下部用铁锚固定，用来系船或做航标等。

[j:手头JL】 fut6ur ＜方〉圈浮面z 筐里～的一层

苹果，都是大个儿的。
E浮图l tutu 同“浮屠”。
[j：手屠E tutu 圈。佛陀。＠〈书〉和尚。＠佛

塔：七级～。｜｜也作浮图。
E浮土l tutu 圈。地表层的松土。＠器物表

面的灰尘z 掉掉鞋上的～。
E浮现l fuxian 圈＠（过去经历的事情）在脑

子里显现z 往事又～在眼前。＠呈现g显露：
脸上～出笑容。

E浮箱】 fuxiang 圈形状像箱子的器材，中空，
浮力大，架桥时可以在水中代替桥墩使用。

E浮想】 fuxi凸ng 0 圈头脑里涌现的感想＝～
联翩。＠画回想：独对孤灯，～起一幕幕的往

事。
E浮艳】 fuyan E回＠浮华艳丽2 衣饰～。＠辞

章华美而内容贫乏z 词句～。

E浮游】 fuy6u ［：现＠在水中漂浮移动z ～生

物。＠〈书〉漫游z ～四方。
E浮游生物l fuy6u sh岳ngwu 悬浮于水层中个

体很小的生物，行动能力微弱，全受水流支配，

如水母、藻类。

E浮员l fuyuan IBJ 多余的人员·裁汰～。
E浮云l fuyun 圈飘浮的云彩：～蔽日。

E浮躁l fuzao 圈轻浮急躁：性情～。

E浮肿E fuzh凸ng 圈水肿的通称。

E浮子E fu·zi IBJ 鱼漂。

玉手 tu ＜书〉玉的色彩。

藤 tu 见叫明

孚1 tu o ＜书〉小饺子。＠〈方〉［皇l 房屋大
梁上的小梁。也叫梓子。

孚2 tu ＜书〉鼓槌：～鼓相应。

E梓鼓相应E fugu-xiangying 用鼓槌打鼓，鼓就

响起来，比喻相互应和，紧密配合。
E梓子l fu•zi 圈。〈方〉小夜子。＠梓1②。

A济于 tu o 符节z 兵～｜虎～（虎形的兵符）。
1 、j ＠代表事物的标记β己号：～号｜音～。＠
符合（多跟“相”或“不”合用）：两个数目相～｜

他所说的与事实不～。＠［苞道士所画的一种
图形或线条，声称能驱使鬼神、给人带来祸福2

护身～｜画了一张～。 0 (Fu）圈姓。

E符号l fuhao 圈。记号；标记g 标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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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记录语言的～。＠佩戴在身上表明职别、身

份等的标志。
E符号逻辑E fuhao lu6· ii 数理逻辑。

E符合1 tuhe r;司（数量、形状、情节等）栩合：～
事实 1这些产品不～质量标准。

E符节E tujie ~亘古代用作凭证的东西。用竹、
木、玉、铜等制成，刻上文字或图形，分成两半，

使用时将两半相合，用来检验真伪。

E符篆E tulu 圈符④（总称） 0

E符码］ furn凸画符号；标志。
E符咒E fuzhau 喝道教的符和咒语。

甸 tu 见川页I匍匍1

占主巳 Fu 清江，水名，发源于四JI／，流至重庆人

1口嘉陵江Q
袱 tu 包裹、覆盖用的样z 包～。

她 tu “舵喻的又音。

rh百 tu o c～儿）坦布~、呢绒等的宽度．～
m田面l单～ l双～ i 宽～的白布。＠泛指宽度：
～度｜～员｜振～。＠（～儿）量用于布南、呢
绒、图画等z 一～画｜用两～布做一个床单儿。

E幅度E tudu IBl 物体振动或摇摆所展开的宽
度，泛指事物变动的大小z 今年小麦增产的～

较大｜产品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E幅面E fumian 画布吊、呢绒等的宽度：～宽｜
～窄。

E幅员1 fuyuan 圈领土面积（幅z宽度p员 z周
围）：～广大｜～辽阔。

罩 tu ＜书〉捕鸟的网。

［.＼＇严思E fusl 

辐（辐）
轮”）

同“宋恩”。

tu l童车轮中连接车毅和轮辅的
一条条直棍儿。（图见 156 页“车

E辐凑1 fucau 同“辐揍”。

E辐揍E fuc<'>L』〈书）~人或物像车辐集中于车
载一样聚集·车船～。也作辐J奏。

E辐射】 fushe rnID O 从中心向各个方向沿着直

线伸展出去：～形。＠指热辐射。光线、无线
电波等电磁波的传播也叫辐射。

E辐条J futiao 圈辆。也叫车条。

蚌 tu 见下。
E蚌螃】 tuvau IBl 昆虫，若虫生活在水中 1-6

年；成虫有翅两对，常在水面飞行，寿命很短，
只有几小时至一星期左右。种类很多。

鹏 ...... tu 古书上说的像猫头鹰一类的
CR隐）鸟。

在进b ... .. tu 见 370 页【纺鳞］。
贾师（佛）
、一 tu o 画幸福；福气（跟“祸”相对） :~ 
？田利｜享～i造～。＠画旧时妇女行“万福”

争L：～了一～。 8 (Fu）指福建 2 ～桶。＠
(Fu）圈姓。

E福地E tudi 圈。道教指神仙居住的地方＝～
洞天。＠指幸福的地方：身在～不知福。

E福尔马林E tu’岳rm凸lin ［苟 40% 甲醒的水溶

液。常用作浸泡生物标本的防腐剂。［德
Formalin] 

E福分E fu·fen 〈口〉圈福气：有～｜～不浅。
E福将】 fujiang IBl 指运气好、每战总能获胜的
将领，泛指f故事处处如意的人。

E福音E fujin 圆满族称亲王、郡王等的妻子。

E福和rJJ tuli o r寄生活上的利益，特指对职工

生活（食、宿、医疗等）的照顾2 ～费（～事业！为
人民谋～。＠圈使生活上得到利益＝发展生
产，～人民。

E福利彩票E fuli caipiao 国家为筹集社会福利

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所发行的一种有奖证
券。

E福利院E fuliyuan 
童的处所。

画收养孤寡老人、孤残儿

E福气E tu·qi ~指享受幸福生活的命运z 有
～！～大。

E福如东海E furudongh凸1 福气像东海－样无
边无际。用作对人的祝颂（多跟“寿比南山”连
用）。

E福无双至E fuwushuangzhi 幸运的事情不会
连续到来（常跟“祸不单行”连用）。

E福相E tuxiang ~有福气的面相。
E福星］ fuxlng ~象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希
望的人或事物。

E福音E fuyln 圈。基督教徒称耶稣所说的话

及其门徒所传布的教义。＠泛指好消息z 希
望你能带来～。

E福音书E Fuylnshu I盘指基督教《新约全书》中

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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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里面记载传说的耶稣生平事迹和教训I[ 。 i 家属的费用。

E福祉l fuzhT ＜书〉圈福气；幸福。 IC抚养】 f的凸ng ［重］爱护并教养：～子女。
E福至心灵l fuzhi-xlnling 运气来了，心思也显 I c抚育】 tuvu 圈。照料、教育儿童，使健康地
得灵巧了。 | 成长：～孤儿。＠照管动植物，使很好地生

E福州戏】 fuzhouxi IE 闽剧。 | 长：～幼畜｜～森林。
搏 tu 见下。 I E抚掌】 fuzhang 同啦”

lτ岳1 f心。古代加在男子名或字后面的美
E梅桑l fusong 同“扶桑1 ”。 | 忖j 称，如孔丘字仲尼，也称尼甫，后来指人

箴 tu ＜书〉盛箭的用具。 ｜的表字：卜。 f} CF咱也
I ＂辛辛2 tu ＜书〉圈刚刚：惊魂～定｜年～二十。

1一 tu 蝙蝠。 I t-tt 
J半句 I ttl~ t心 〈书〉咀嚼：～咀。

E蝠锁l tufen 1组鱼，身体扁平，略呈菱形，宽约｜川λ

6米，口大，胸鳝呈三角形，头部两侧有一对鳝 I en父咀】 f心j心［动中医指把药物切成片或弄碎，
向前突出，尾细长如鞭。生活在近海。 | 以便煎服。

睽 tu ＜书〉＠楼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捎伯〈书〉拍～手｜～掌
巾。＠同“袱”。｜

献 tu ~古代训肚绣的半青半黑的花纹 I c捎回 fuylng ＜书〉阉酬，表示悲痛：～长
＠〈书〉同“钱”＜ fu ）。 | 叹｜～顿足。

三主主注些 tu 〈书〉＠被单。＠包扎；裹。＠同 I c捎掌E fuzh凸ng （书〉［动拍子：～大笑。也作
三军雪’E走‘袱”。 | 抚掌。

~f心。斧子．板～。＠古代一种兵器z

I/ I fT ～绒。
f u （巳〉〈） I c斧头】 f心 ·t6u 圈斧子。

E斧削E fuxu岳〈书〉［动！斧11二。
~豆、 f心＠〈书〉老年男子：田～｜渔～。 o I c斧锹】 f心vue ＜书〉圈斧和锁，古代兵器，用于
川、〈书〉同“甫1吧。 8 C Fu) ［量姓。 | 斩刑。借指重刑 2 甘冒～以陈。

另见 40（，页 f心。

抚 ι 叫安慰；慰问：～问｜～恤
（棵）＠保护2 ～养！～育。＠轻轻地

按着：～摩。。同“捎”。

E抚爱E f心’ ai 吕西］照料，爱护 z ～儿女。

E抚触E fuchu 画抚摩；触摸：经常～可以促进
婴儿的生长发育。

E抚躬自问】 fugong-ziwen 反躬自问。
E抚今追昔E f心jln-zhulxl 接触当前的事物而恒l

想过去。也说抚今思背。
E抚摸E fumo 画画抚摩。
E抚摩E fum6 巨型用手轻轻按着并未回移动：

妈妈～着女儿的头发。

E抚弄】 funong I量。抚摩摆弄：她轻柔地～着

孩子的小手。＠拨动弹奏：～琴弦 1～了一曲。

Z抚琴E fuqin 〈书〉画面弹琴。
E抚慰E f心wei 画安慰：百般～｜～灾民。

E抚恤E f心XU ［到（国家或组织）对因公受伤或致
残的人员，或因公牺牲以及病故的人员的家属

进行安慰并给以物质帮助。

E抚恤金l f心xujln 圈国家或组织发给因公受

伤或致残的人员，或因公牺牲以及病故人员的

E斧i滥】 fuzao O IE 斧子和凿子。＠画用斧
子和凿子加工，比喻雕琢诗文词句，致使显得
造作，不自然：～痕。

E斧凿痕］ f心zaohen （书〉［刽用斧子和凿子加

工留 F的痕迹，多比喻诗文词句造作而不自然

的地方。

E斧正E f心zhe『19 （书〉画敬辞，用于请人改自

己的文章。也作斧政。
E斧政E fuzheng 同“斧正”。

E斧领l fuzhi ［望古代斩人的刑具，像恻刀（锁z

侧刀座）。

E斧子】 f心• zi 圈砍竹、木等用的金属工具，头

呈模形，装有木柄。
忖t tu o 旧时指官吏办理公事的地方，现在
月~指国家政权机关：官～｜政～。＠旧时官
府收藏文书、财物的地方：～库。＠旧时指大

官、贵族的住宅，现在也指某些国家元首办公

或居住的地方：王～｜元首～｜总统～。＠敬
辞，称对方的家g 贵～。＠唐朝至清朝的行政
区划，比县高一级：开封～｜济南～。 0 CFu) 
圈姓。

〈古〉又同“腑”。



U可城】 f心cheng lEJ 旧时指府一级的行政机构
所在的城市。

E府绸E f心ch6u lEl 平纹棉织品，质地细密平
滑，有光泽，多用来做衬衣。

U可邸】 fudl 圈府第。
E府第3 fudi 圈贵族官僚或大地主的住宅。
E府上E fushang lEJ 敬辞，称对方的家或老家：
改日我一定到～请教1 ：您～是杭州吗？
都怕古亭名，在今河南上蔡。

Ir步T ' f心＠圆头低下（跟
例才（吁厦、问倪）啊”相对）：～首｜～
视｜～冲｜～下身去。＠敬辞，！日时公文书信中
用来称’对方对自己的行动：～允。

“颊”另见 406 页“烦”。“倪”另见 902 页

付iia门。

E俯察） f凸cha ＜书〉圈。向低处看z 仰观～。
＠敬辞，称对方或上级对自己理解z 所陈一
切，尚祈～。

E俯冲】 fuchong I到（飞机等）以高速度和大角
度向下飞z ～轰炸｜老鹰从天空～下来。

E俯伏E f心tu [l@J 趴在地上（多表示屈服或崇
敬） ：～听命。

E俯角E fujiiio 
圈视线在水
平线以下时，
在视线所在的

垂直平面内，
视线与水平线

所成的角叫作
俯角。

E俯就】 f心Jiu
圈＠敬辞，用

J…一－－－－一一一一－

于请对方同意 俯角

担任职务s 经
理一职，尚祈～。＠迁就；将就2 事事～。

E俯瞰】 fukan 圃俯视：～大地。

E俯念】 funian 圈敬辞，称对方或上级体念z
～群情。

E俯拾即是】 fushi-jishi 只要弯下身子来捡，到处
者陆。形容地上的某一类东西、要找的某一类
伊脏、文章中的错别字销良多。也说俯拾皆是。

E俯拾皆是】 f凸sh i-j i岳shi 俯拾即是。

E俯视E fushi 画从高处往下看：站在山上～蜿

蜒的公路。

E俯首】 f心sh创［噩＠低下头：～沉思。＠指

顺从z ～听命。
E俯首帖耳】 tushou-tie ＇岳r 形容非常驯服恭顺

（含贬义）。也作俯首贴耳。

府部俯釜辅｜ tu L丝丝」

E俯首贴耳】 fush凸u-ti岳’岳r 同“俯首帖耳”。

E俯卧】 f心wδ 圆脸朝下躺着：战士一动也不

动地～在地上。
E俯卧撑E f心wocheng ~增强臂力的一种辅助

性体育运动。两手和两前脚掌撑地，身体俯卧，
两臂反复弯曲和撑起，使全身连续平起平落。

E俯仰】 f的凸ng ＜书〉圃低头和抬头，泛指一举

一动：～由人｜随人～。
E俯仰由人E f心协ng-y6uren 指一切受人支配。

E俯仰之间E f心协ngzhljiiin 形容时间很短z

～，船已驶出港口。

E俯允） f的心n 画

敬辞，称对方或上
级允许．承蒙～

所请，不胜感激。

~ f心古代的炊
三位事用具，相当

于现在的锅z 破
～沉舟｜～底抽薪。

E釜底抽薪E f心di-

釜

-ch6uxln 抽去锅底下的柴火，比喻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E釜底游鱼1 fudl-y6uyu 比喻处在极端危险境

地的人。

辅且伯＠辅助（跟“主”相对）：～币 i
（喃）相～而行。＠〈书〉国都附近的地

方：数～。 8 CFu）圈姓。
E辅币E fubi 圈辅助货币的简称。

Z辅粥】 f心bi ＜书＞ I到辅佐z ～大臣。
E辅车相依】 fuch岳－xiiingyl 《左传·倍公五年》2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破之谓

也”（辅：颊骨；车z牙床）。像颊骨和牙床一样
互相依存，形容关系非常密切。

E辅导J tud凸o 圈帮助和指导z ～员｜课外～ 1

～学生学习基础知识。

E辅料E f心liao 国＠对产品生产起辅助作用的

材料z 许多轻工业生产需用的原料和～得靠农
业供应。＠指烹饪中的辅助原材料，如做菜
用的葱、香菜、木耳等。

E辅路） f心1u 圈主路旁边修建的辅助性道路，
一般路面较窄（区别于“主路勺。

E辅酶） f心mei lEl 酶起催化作用所必需的小分
子有机物质，与酶结合疏松，多为维生素或维
生素的衍生物。

E辅食】 f心shi 圈给婴幼儿吃的辅助性食品z

婴儿三个月左右开始添加～。

E辅修E f凸xiu 圆大学生在学习本专业课程以
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第二专业的课程叫辅修。

E辅音E f心yin ~发音时气流通路有阻碍的音，



｜咽6 I 1u - 1u I 辅脯频腑溢腐醺篮椭父

如普通话语音的 b、t,s、m、｜等。也叫子音。 E腐熟l fushu 画不易分解的有机物（如粪尿、

秸轩、落叶、杂草）经过微生物的发酵分解，产
生有效肥分，同时也形成腐殖质。

E辅助l fuzhu o 画从旁帮助2 多加～｜派一个
助手～你工作。＠圈属性词。辅助性的；非

主要的z ～劳动｜～人员。
E辅助货币E fuzhu huδbi 在本位货币之外发

行的起辅助’性作用的小币值货币，如我国单位
为角或分的人民币。简称辅币。

E辅佐E fuzuo 圃协助（多指政治上）。

脯伯＠肉干z 兔～｜鹿～。＠峨果干儿：
桃～｜杏～。
另见 1016 页 pu 。

俨… 伯用于人名，赵孟烦，元朝书画
，．（原）家。

“颊”另见 405 页“俯”。

Ill挂 f心中医把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脱

I~ 叫六腑。
部冬~日溢阳河 c Fuy6ng H白，水名，在河
1~ 北，与涛沱河汇合后叫子牙洞。

日持 f心＠腐烂；变坏z ～朽｜～败｜流水不～。

三三三川匈＠豆腐：～乳。

差主主 E腐败E tubai o 画腐烂①：不要吃～的食物｜
木材涂上油漆，可以防止～。＠圈（思想）陈
旧以行为）堕落z ～分子。 8 ll!2l （制度、组织、
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z 政治～。

Z腐臭E fuchou mill c机体）腐烂后发臭 z 一股难

闻的～气味。

E腐恶E tu'e o 圃腐朽凶恶。 81El 指腐朽凶
恶的势力。

E腐化E fuhua 画＠思想行为变坏（多指过分

贪图享乐）：生活～｜贪污～。＠使腐化堕落；
腐蚀②z 封建余毒～了一些人的灵魂。＠腐
烂①z 那具尸体已经开始～。

E腐旧E tu jiu 圈陈腐；陈旧 z ～思想。
E腐烂l fulan o 圈机体由于微生物的滋生而
破坏z 受伤的地方，肌肉开始～。 8 ll!2l 腐败
②z 生活～｜～的灵魂。＠圃腐败③z 剥削制

度～透顶。

E腐儒E f心ru IEl 迂腐不明事理的读书人。
E腐草Ll fur心函豆腐乳。
E腐生E tush岳ng 圈生物分解有机物或已死的
生物体，并摄取养分以维持生活，如大多数霉

菌、细菌等都以这种方式生活。
E腐蚀E fushi 圈。通过化学作用，使物体逐
渐消损破坏，如铁生锈，氢氧化纳破坏肌肉和
植物纤维z 氢氟酸～性很强，能～玻璃。＠使
人在坏的思想、行为、环境等因素影响下逐渐
变质堕落z 黄色读物会～青少年。

E腐蚀剂E f心shiji 固有腐蚀作用的化学物质，

如氢氧化锅、硝酸。

E腐朽E f心xi心＠圃木料等含有纤维的物质由

于长时期的风吹、雨打或微生物的侵害而破

坏z 埋在地里的木桩都～了。 8~国思想、陈腐、
生活堕落或制度败坏：思想～｜～的生活。

E腐殖质l fuzhizhi IEJ 动植物残体在土壤中经

微生物分解而形成的有机物质。能改善土壤，

增加肥力。

E腐竹l f心zhu IEl 卷紧成条状的干豆腐皮。

睛t叫“釜”。

重怕古
代祭祀

时盛谷物
的器皿，长
方形，有足，
有盖，有耳。

糊伯古
代礼服

上绣的半臼

半黑的花纹。
篮

、

tu ＜巳〉〈）

/. ~、 tu o 父亲z ～子｜老～。＠家族或亲戚
／气中的长辈男子g 祖～｜伯～｜舅～。

另见 404 页 1u 。

［）（爱】 tu’以圈父亲对儿女的爱。

E父辈】 tubei IEl 跟父亲同辈的亲友。

E父本】 tub品『1 圈生物繁殖过程中雄性的亲

f-\':o 
［）（老】 tu1凸o 圈一国或一乡的长者：～兄弟 i
家乡～。

［）（母E furn凸圈父亲和母亲。

U主母官】 furn〔』guon 圈旧时指地方长官（多

指州、县一级的）。

E父女l funu 圈父亲和女儿：～情深。

［）（亲】 fu·qTn 圈有子女的男子，是子女的父

亲O
C主亲节】 FuqTn Jie 圈向父亲表示敬意的节

日。各国父亲节日期不一，多为每年六月的第

三个星期日。

［）（权绪。】 fuqu6nzhi 圈原始公社后期形成的

男子在经济上及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的制

度。由于男子所从事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生活
中逐渐起决定作用，造成氏族内男子地位的上



父协付负｜ f心 I 4啊！

升与女子地位的下降。又由于对偶制婚姻的｜ 水里冲走，比喻希望落空，前功尽弃。也说付
出现，子女的血统关系由确认生母转为确认生｜ 之东流。
父。这样就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 I l付诸~:t?l fuzhu-vTiu 付之一炬。
公社。参看 926 页【母权制lo I l付梓E fuzi 画面古时刻板印书以梓木为上等用

ex:系E fuxi 圈属性词。。在血统上属于父｜ 料，因此把稿件交付刊印叫付梓。

；：甲：～亲属。＠父子相承的g ～家族 l 负（负）且：ff1~~~）｛~ 11~ ；！： : 
ex:兄E fuxiong ~ 0 父亲和哥哥。＠泛指｜ 负担②2 减～｜如释重～。＠依仗；倚靠z ～

家长。 | 隅｜～险固守。＠南遭受：～伤｜～屈。＠享
E父步IJ fuzhi ＜书〉圈父亲的朋友。 | 有z 久～盛名。＠圈亏欠；拖欠：～债。＠
ex:子】 fuzi 圈父亲和儿子z ～团聚。 | 背弃；辜负 2 ～约｜忘恩～义｜有～重托。＠函

、 L tu o 报丧。＠报丧的信。 | 失败（跟“胜”相对）＝胜～！～于客队。⑩圃属
}j' （言卡） | 性词。小于零的（跟“正”相对）·～数 l ～号。
[i卡告E fugao o 画报丧。＠画报丧的通知。｜ ＠圃属件词n 捎得到电子的（跟“IE”相对）－
E外文E fuwen 同“协闻”。 | ～电 l～极。~ CFu）圈姓。
[i卡闯E fuwen I直向亲友报丧的通知，多附有 I c负案E tu ’ an f现作案后被公安机关立案（多
死者的事略。也作协文。 | 指尚未被抓获的）：凶手～在逃。
付1 fu o 交给z 交～｜托～｜～表决｜～诸实 l E负但问归承当（责任、工作、费用

施｜～之一炬｜尽～东流。＠圈给（钱）＝｜ 等）：差旅费由所属单位～。＠［每承受的压
～款｜支～。 8 CFu）圈姓。 | 力或担当的责任、费用等：思想～｜家庭～！减毒草
付2叫“时’。；轻～。主

I E负电E fudian 圈电子所带的电，物体得到多
E付丙l fubing ＜书〉圈（把信件等）用火烧掉·｜ 余电子时带负电。旧称阴电。
阅后～。也说付丙丁。 i E负号E fuhao 圈表示负数的符号（ ）。

E付丙丁E fu bingdlng 付丙（丙丁z火的代称）。 I c负荷E fuhe o ＜书〉画负担①＝不宽～。＠
盯寸出E fuchu liltil 交出（款项、代价等）：～现｜ 圈电力、动力设备在运行中所产生、消耗的功
款｜～辛勤的劳动。 I 率。

［｛柑~l fup6i 圃把稿件交给排印部门排版： I c负极l fuji I到阴极①。
书稿已经～，不日即可与读者见面。 i ［负荆请罪E fujlng-qingzui 战国时，廉颇和商

E付1z:1 fuqi 圈交清（多指款项） ：报费～。 | 相如同在赵国做官。商相如因功大，拜为上
E付托l futuo 圈交给别人办理z ～得人｜胜利｜ 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想侮辱商相如。
地完成了祖国人民～给我们的任务。 | 商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处处退让。后来廉颇

E付现E fuxian 画交付现金：购物一律要～，不｜ 知道了，感到很惭愧，就脱了上衣，背着荆条，
收支票。 | 向商相如请罪，请他责罚（见于《史记·廉颇商

E付型】 fuxing l量稿件完成排版、校对后，制成｜ 相如列传》）。后来用“负荆请罪”表示主动向
版z 书稿已经～，不便再做大的改动。 | 对方承认错误，请求责罚。

E付印E fuyin 圈。稿件交付出版社，准备出 I c负疚1 fujiu ＜书〉画自己觉得抱歉，对不起
版。＠稿件已完成排版校对过程，交付印刷：｜ 人：事情没办好，感到～。
清样签字后，才能～。 i ［负离子】 fulizi 圈带负电荷的离子，如氯离子

E付由~］ f的。u 画交给邮局递送。 i c1－，硝酸根离子N03 等。也叫阴离子。

E付与E fuv心［量交给．将货款～对方。 I E负利率】 tun1u r每低于同期物价上涨幅度的
E付账E fu;; zhang 圃除购货物后，接受服务！ 利率。
后，或在饭馆、茶馆吃喝后，付给应付的钱。 I c负面］ furn ian Ifill 属性词。坏的、消极的；反

E付之东流E fuzhl-dongliu 付诸东流。 | 面（跟“正面”相对）：～效果｜～影响。
E付之一J炬E fuzhl ylju 给它一把火，指全部烧 I c负面清单】 fumian qlngdan 政府列出的禁止
毁。也说付诸一炬。 ! 或限制进入的领域、产业、业务等的清单，清单

E付之一笑l fuzhl-ylxiao 一笑了之，表示毫不（ 以外的都被许可z 建立～制度，减少和规范行
介意。 ! 政审批。

E付诸东流】 fuzhu-dongliu 把东西扔在东流的 I l负能量E funengliang ［豁消极颓废、起负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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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能量z 积聚正能量，消减～。

E负片E fupian 圈经曝光、显影、定影等处理后
的胶片，物像的明暗与实物相反（黑白胶片）或
互为补色（彩色胶片），用来印制正片。通称底
片。

E负气E fuqi 画赌气z ～出走。
E负屈E fliqu 圈遭受委屈或冤屈z ～含冤。

E负伤l fu;;shang 画受伤2 因公～｜他在战争

中负过伤。

E负姻 fushu 圈小于零的数，如－ 3, -+ 
一 0.25 。

E负效应E fuxiaoying 圈指消极的影响或效

果z 人类许多活动给气候造成～。

E负心E fuxln Ill国背弃情义（多指转移爱情） : 
～汉。

E负隅顽抗】（负由国顽抗） fuvu-w6nkang （坏人）

凭借险耍的地势等条件顽固抵抗。

E负约E fuyue 幽违背诺言s失约。
王三三 E负载E fuzai 巨型机械设备以及生理组织等在
雪三 单位时间内所担负的工作量。也指机件及建

筑构件承受的重量。

E负责E fuze o 圃担负责任＝～后勤工作｜这
里的事由你～。＠圃（工作）尽到应尽的责
任；主人真踏实：他对工作很～o

E负增长E fuz岳ngzhang 画指增长率为负值，

即在规模、数量等方面有所减少或下降。

E负债l fuzhai o < 11 ）陪审l 欠人钱财2 ～累
累。＠圈资产负债表的一方，表现营业资金
的来源。参看 1732 页【资产负债表lo

E负重E fuzhong 画＠背上背（ b岳。着沉重的

东西z ～竞走｜～泪渡。＠承担重任z 忍辱～o
E负资产E fuzlchan 圈负债额大于资产总额的
部分。

E负罪E fl；但ui 圃担负罪责；背负罪名 z ～潜逃。

妇… 山 tu o 妇女：～科｜～幼｜
贝 （娟、强）～联。＠已婚的女子z 少
～。＠妻：夫～。

E妇道E fudao ~旧时指妇女应该遵守的行为
准则 z 克尽～｜谨守～。

E妇道E fu·dao 面指妇女z ～人家。
E妇科J tu届国医院中专门治妇女病的一科。
E妇联E fuli6n 圈妇女联合会的简称。

E妇女E funu 圈成年女子的通称．～干部｜劳
动～。

E妇女病J funubing 圈妇女特有的病症，如月
经病、带下等。

E妇女节E Funu Jie 圈见 1121 页｛三八妇女

节1。

E妇女联合会E funu lianhehui 我国和某些国
家的妇女群众性组织。简称妇联。

E妇人E furen 圈已婚的女子。

E妇前J furu 圈妇幼z ～皆知。

E妇幼l fuyou 圈妇女和儿童z ～卫生｜～保健

站。

汉 tu 阳（ Hu队地名，在江苏。

rt~ι ,.. tu o 画附带：～设｜～则｜～
阴阳咐）寄照片一张｜你给我再～上一笔，
让他收到信后就回信。＠画靠近2 ～近｜～在

他的耳朵旁边低声说话。＠依从；依附：～议｜
～庸｜魂不～体。

E附白】 fubai l到附上说明：这部书上卷的插图
说明印错了，拟在下卷里～订正。

E附笔】 fubi 圈书信、文件等写完后另外加上
的话。

E附带】 fuctai o 圃另外有所补充z 不～任何

条件。＠圃顺便：～说一下｜～声明一句。＠
l阳属性词。非主要的z ～产品｜～的劳动 l～

的原因。

Z附耳E f心’品r l到嘴贴近别人的耳边（小声说
话）：～低语｜他们俩～谈了几句。

E附凤攀龙E fufeng-panl6ng 见 975 页【攀龙

附凤1。
E附辜l fugao 圈男子和雄性哺乳动物生殖器

宫的一部分，附于辜丸的后上缘，是盘曲的细

长小管，功用是储存精子。

E附和J fuhe 画（言语、行动）追随别人（多含贬

义） ：随声～。
E附会】（傅会l fuhui 圈把没有关系的事物说
成有关系；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

意义．牵强～｜穿凿～O

E附骥1 fuii r到蚊蝇附在好马的尾巴上，可以远

行千里，比喻依附名人而出名。也说附骥尾。
E附骥尾E fu jiw岳i 附骥。

E附加E fujia [l;!JJ 附带加上；额外加上2 条文后

面～两项说明｜除运费外，还得～手续费。
E附加税E fujiashui 圈根据某一税种应缴纳的

税额，按一定比例加征的税，如城市维护建设
税。

E附加刑E fujiaxing 圈随主刑而附加的刑罚，

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三种（这
几种刑罚也可单独施用）。也叫从刑。

E附加值E fujiazhi 固原料经过深加工后所增

加的价值z 积极出口高～产品。
E附件E tujian 圈。随同主要文件一同制定的

文件。＠随同文件发出的有关的文件或物
品。＠组成机器、器械的某些零件或部件；机



器、器J械成品附带的零件或部件z 汽车～｜新买
的机器没有带～。。医学上指女性内生殖器
子宫以外的部分，包括卵巢和输卵管＝～炎。

E附近E fujin o 圈属性词。靠近某地的z ～

地区｜～居民。＠［雹附近的地方：他家就在
～，几分钟就可以走到。

E附丽】 tun ＜书〉圈依附；附着：无所～ l～权

贵。
E附录E tulu ['81 附在正文后面与正文有关的文

章或参考资料：词典正文后面有五种～。

E附逆E funi [N!] 投靠叛逆集团 z 变节～。

E附设E fushe 圈附带设置：这个图书馆～了

一个读书指导部。
E附属E tush心。回属性词。某一机构所附设

或管辖的（学校、医院等）：～小学｜～工厂。＠
画依附；归属 z 这所医院～于医科大学。

E附属国E fushugu6 1'81 名义上保有一定的主

权，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以某种形式从属于其
他国家的国家。

E附送l fusong 画附带赠送2 在本店购买微波
炉一台，～餐盒一套。

E附小l tuxi凸0 !Bl 附属小学的简称。

E附言】 tuyan 1'81 附带说的话（多写在书信等
的末尾） ：汇款～。

E附议E tuvi 画同意别人的提议，作为共同提

议人：小陈提议选老魏为工会主席，还有两个

入～。

E附庸E tuyong 圈＠古代指附属于大国的小

国，今借指为别的国家所操纵的国家。＠泛

指依附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事物2 语言文字

学在清代还只是经学的～。
E附庸风雅E tuvon哥伦ngy凸为了装点门面而

结交名士，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
E附载l tuzai rnl)] 附带记载：省委的报告后面还

～了三个县委的调查报告。
E附则E tuze 圈附在法规、条约、规则、章程等
后面的补充性条文，一般是关于生效日期、修
改程序等的规定。

E附识J tuzhi 圈附在文章、书刊上的有关记

述：再版～o
E附中E tuzhong 1'81 附属中学的简称。
E附注E fuzhu 圈补充说明或解释正文的文字，

放在篇后或→页的末了，或用括号插在正文中

间。
E附着E fuzhu6 圈较小的物体沾在较大的物

体上z 水珠儿～在窗子的玻璃上｜这种病菌～在
病人使用过的东西上。

E附着力E fuzhu61i 圈两种不同物质接触时，

表面分子间的相互吸引力。水能粘在杯子的

附咐阜服骑赴复｜ tu I 409 

壁上，胶能粘东西，都是附着力的作用。

咐仙见384 页【吩咐1 、m 页I嘱咐l。

阜叫〈书〉土山。＠酌物资）多z 物
～民丰。 8 (Fu）圈姓。

服 tu 画用于中药而~：一～药。
另见 400 页 tu 。

珩叩 tu 古代几匹马共同拉一辆车时，
(J酣）驾辍之外的马叫驹。

UI时马E tum凸圈汉代有‘邬；I马都尉”的官职，后

来皇帝的女婿常做这个官，因此驷马成为皇帝
的女婿的专称。

静 tu o 画到（某处）去z ～会｜～宴｜～京。
川↓＠画在水里游＝～水。＠〈书〉同‘‘i←，，

缸t敌E tudi ＜书〉圈到战场去跟敌人作战。
U!:难E funan 圈＠赶去拯救国家的危难z 战

士们舍身～，奋勇杀敌。＠指就义：在烈士～
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

E赴任E furen 画官员到某地或某单位去担任

职务：离京～。 主E
U!:死E fusi 画去死，多指为正义事业献出生雪主
命z 慷慨～。
缸t汤蹈火E futang-d凸出u凸跳进滚水，踏着烈
火，比喻不避艰险，奋不顾身：为了人民的利
益，～，在所不辞。

U!:宴E tuyan 国国去参加宴会。
U!:约E fuyu岳画去和约会的人见面。

复1 匹叫重复z ～写｜～制。＠繁
（在复） 复： ~~ii～叶｜～音词。

复2ι 仙＠转过去或转回来2 反～ l
（彼）往～。＠回答s答复：～信｜敬

～｜电～。＠恢复2 光～ l收～ l～原｜～婚。。
报复g ～仇。＠再；又：～发！～苏｜死灰～燃 i
无以～加 l一去不～返。 0 (Fu）圈姓。

E复本E tub岳n 1'81 收藏的同一种书刊不止一部
或文件不止一份时，第→部或第一份以外的称
为复本。

E复本位制E tub邑nweizhi 一国同时用黄金和
白银做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E复辟】 tubi ［到失位的君主复位，泛指被推翻
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复
活。

E复查E fucha E副再一次检查＝～账目｜上次透
视发现肺部有阴影，今天去～。

E复仇J tu;;ch6u 画报仇＝～雪耻。

E复出E fuchu 画不再担任职务或停止社会活

动的人又出来担任职务或参加社会活动（多指
名人）。

E复聪~l tucong 画耳朵失聪后又恢复昕力z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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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治疗，右耳已经～。 | 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判决，需要由最高人民
E复电E tudian o c -11一〉圃回电①。＠圈｜ 法院核准；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

回电②。 | 决定，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等。
E复读】 tudu 函中小学毕业生因未能考取高 I （复会E tu;;hui 圈中途停止的会议恢复开会：

一级的学校而在原一级学校重新学习，以待来 l 会议休会十天后将于明日～。
年再考：～生｜高考～班。 I （复婚E tu11hun 圈离婚的男女恢复婚姻关系：

E复发E tut a 圈（患过的病）再次发作。 | 在亲友们的劝说下，他们～了。

E复返J tutan 画再回来z 一去不～｜这次离家， I （复活】 tuhu6 圃＠死了又活过来，多用于比

不知何时才能～？ ! 喻z 经过修理，报废的车床又～了。＠使复活z
E复方J tutang IBl o 中医指由两个或两个以｜ 反对～军国主义。

上成方配成的方子：～丹参片。＠西医指成 I （复活节E Fuhu6 Jie 圈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
药中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药品的z ～氢氧化｜ 的节日，是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

铝片（胃舒平）。 | 日。
E复分解E tut岳nji岳圈两种化合物经过化学反； E复检】 tujian 画复查z 这批产品的质量需要
应互相交换成分而生成两种另外的化合物，如｜ ～。

氯化销和硝酸银反应生成硝酸例和氯化银。 I （复建E tujian 南］＠按照原样重新建设·永定
E复辅音1 tut凸yin 画同一音节内连续出现的｜ 门城楼～工程全部完成。＠恢复建立、设立z
两个或多个辅音所组成的序列，如俄语 KHHra I 该校新闻系是停办多年后～的。

（书）中的阻，英语 spring（春天）中的 spr 等。 I （复交】 tujiao 圃＠恢复交谊。＠特指恢复

主主 E复岗E fLI-'l'9凸ng ［；副（下岗或离岗人员）恢复原｜ 外交关系。
三三言 来的工作岗位z ～通知。 I (1'l:I日E tu11iiu ~ o 恢复陈旧的习俗、观念、制

E复工】 fu;Jgong l盈停工或罢工后恢复工作。 | 度等。＠恢复原来的样子·～如初。
E复古E tu9凸圃恢复古代的制度、风尚、观念 I （复句】 tuiu IBl 语法上指能分成两个或两个以
等：学习古代文化，不是为了～，而是古为今｜ 上相当于单句的分句的句子，如·“梅花才落，
用。 I 杏花又开了，，、“河不深’可是水太冷”、

E复归E fUgl」I 僵画回复到（某种状态）＝暴风雨过｜ 下－雨，我们上西山去”这三个复句各包含两个
后，湖面～平静。 | 分句。同一复句里的分句，说的是有关系的

E复果E tugu凸圈聚花果。 | 事。一个复句只有一个句终语词，不同于连续
E复函】 tuhan o c-11一）圈回复信件：望尽快｜ 的几个单句。参看 382 页1分句l 0 

～。＠回回复的信件：～已收到。 I （复刊E tu矿 kan 圈（报刊）停刊后恢复刊行。
E复航】 tuhang I到＠（飞机、船只）恢复航行： I （复课】 tu11ke 画停课或罢课后恢复上课。
受空难影响停飞的客机已经～。＠（机场、航 I （复垦1 tu1φn L动l 对因挖掘、塌陷等造成破坏的
道）恢复通航。 | 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它恢复到可以垦殖或可

E复合E tu he 画合在→起；结合起来z ～词｜～｜ 供利用的状态。
元音｜～材料。 I Z复利】 tuli 圈计算利息的一种方法，把前期的

E复合材料l fuhe cailiao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利息和本金加在一起算作本金，逐期滚动计算
物理、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组合成的材料。比｜ 利息（区别于“单利’勺。
单一材料性能优越，应用范围广。 I （复明E fuming 圆眼失明后又恢复视力 s 白内

E复合词J tuheci 圈见 523 页I合成词1。 | 障患者，有的可以经过手术～。
E复合量词E tuhe liangci 表示复合单位的量 I （复命】 fuming 画执行命令后向发出命令或
词，如“架次、人次、秒立方米、吨公里”等。 | 指示的上级汇报z 大使回国～。

E复合元音J tuhe yuanyln 同一音节内音质发 I （复牌】 tup6i E边指某种被停牌的证券恢复交
生变化的元音。发音过程中，舌位会发生变｜ 易。
化，快速而平滑地从一个目标位置移动到下一 I （复国 tupan 圈。按原先的走法，把下完的
目标位置，如普通话语音中的。l 、 ei 、 αo 、 OU 、 i 棋再摆一遍。＠证券市场停盘后重新恢复交
uαl 、 uei等。｜易。

E复核E tuhe rnm o 审查核对z 把报告里面的数 I （复评J tuping 圈再一次评议或评选：重大项

字～一下。＠法律规定某些司法行为需要或｜ 目需要经过～才能报有关部门审批。
可以由上一级司法机关再次审核的程序。例 I （复赛E tusai 圈体育等竞赛中初赛后决赛前



进行的比赛。

E复审】 tush品n 圃再一次审查·稿子初审已
过，有待～。

E复生】 tush岳ng ~复活①。
E复市】 fushi 画商店、集市等罢市或停业一段

时间后恢复营业。
E复试l fushi 画有些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
叫作初试，初试通过后的第二次叫作复试。

E复述l fushu 阐＠把别人说过的话或自己说
过的话重说一遍。＠语文教学上指学生把读

物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是教学方法之

E复数E tushu I组某些语言中由词的形态变化
等表示的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量。例如
英语里 book （书，单数）指一本书，books （书，

复数）指两本或两本以上的书。
E复苏J fusu 圃＠生物体或离体的器官、组织、
或细胞等在生理机能极度减缓后又恢复正常

的生命活动s苏醒过来：死而～。大地～，麦苗

返青。＠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继萧条之后
的一个阶段，其特征是生产逐渐恢复，市场渐

趋活跃，物价回升，利润增加等：经济～O

E复谈】 futon 巨型恢复商谈或谈判。

E复通】 futong 闻（中断的交通线路）恢复通

车；（阻塞的管道）恢复通畅＝山体垮塌堵塞的
路段抢修后～l 医院为她做了输卵管～手术。

E复位】 tu川Nei 画＠回复到原来的位置，医

学上特指脱位的骨关节回复到原来的部位z

脱臼的肩关节～良好。＠失去统治地位的君
主重新掌权。

E复胃l fuwei 圈反鱼动物的胃，一般由瘤胃、

网胃、瓣胃、皱胃组成。
E复习l fuxi 巨型］重复学习学过的东西，使巩固：
～功课｜～提纲。

E复现E fuxian 圃再一次出现；重现：看着这

些老照片，一件件往事～在眼前。
E复线】 fuxian E旦有两组或两组以上轨道的铁

道或电车道，相对方向的车辆可以同时通行
（区别于“单线”）。

E复写】 fl：“ l岳画把复写纸夹在两张或几张纸
之间书写，一次可以写出若干份。

E复写纸E fuxiezhl 回一种涂着蜡质颜料供复

写或打字用的纸。

E复信】（覆｛言） fuxin O c -11 ）［到答复来信：

及时～！收到读者来信后，就立即复了信。＠
圈答复的信：信寄出很久了，还没有收到～。

E复兴E fuxing ［量。衰落后再兴盛起来：民族
～1文艺～。＠使复兴：～国家｜～农业。

E复姓E fuxing !Bl 不止一个字的姓，如欧阳、司

复 tu 4唯4

马等。

E复学E fu;;xue 画休学或退学后再上学。
E复盐l fuyan 圈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简单盐类

结合成的化合物，能溶于水。如明矶。
E复眼E fuyan 圈甲壳类、昆虫类等节肢动物

的视觉器官，由许多六角形的小眼构成，例如
蚂蚁一个复眼由 50 个小眼构成。复眼能分
辨物体的形状、大小，也能分辨颜色。

E复业E tuve Ill国＠恢复本业。＠商店停业后
恢复营业：饭店停业整顿，年后～。

E复日十E tuve 圈一个叶柄上生有两片或两片

以上小叶的叶子，形状很多，如羽状的、掌状
的。

E复议E tuvi 圈。对已做决定的事再做一次

讨论：事关大局，厂领导还要～。＠法律上指
做出裁决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根据有关机关
或人员的申请，重新审查已做出的裁决2 进行
行政～。

E复音】 fuyin IBJ 由许多纯音组成的声音。一
般乐器发出的声音都是复音。 主革

E复音词E fuyinci IEJ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去蚕

的词。如“葡萄、服务、革命、共产党”等。
E复印E fuyin 圈照原样重印，特指用复印机重

印．～资料｜～了十份设计图纸。
E复印机E fuyinjj 圈利用某些导体对光有敏感
反应的特性和静电特性，将文件、图片等照原
样重印在纸上的机器。

E复元E fu;;yuan 同“复原”①。

E复员l fu;;yuan l遇。武装力量和一切经济、

政治、文化等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军人因服役期满或战争结束等原因而退出

现役2 ～军人｜～回乡｜他去年从部队复了员。
E复原E fu;;yuan ［面＠病后恢复健康：身体已
经～。也作复元。＠恢复原状：被破坏的壁

画已无法～。

E复因E fuyuan 圈日食或月食的过程中，月球
阴影和太阳困面或地球阴影和月球圆面第二
次外切时的位置关系，也指发生这种位置关系
的时刻。复圆是日食或月食过程的结束。参
看 1188 页I食相1 。

E复杂E fuza l归（事物的种类、头绪等）多而杂

（跟“简单”相对） ：～的局面｜问题很～。
E复杂劳动E fuza laodong 需要经过专门训

练，具有一定技术才能胜任的劳动（跟“简单劳
动”相对）。

E复制 fuzhe 见 414 页［覆辙1。

E复诊】 fuzh昌n 圈病人经过初诊后再来看病z
医生要我下星期去～。

E复事a tu矿 zhi ［剥离职、解职或降职后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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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职务。

E复和tll fuzhi 圈依照原件制作成同样的z ～
品｜～又件｜这里陈列的兵马俑都是～的。

E复种l fuzhong 圈。在同一块耕地仁，一年
播种两次或两次以上：扩大～面积。＠再次
接种（同一种疫苗）：乙肝疫苗一般应在三至四

年后～。

E复转E fuzhuan 画（军人）复员和转业g ～军

人。
E复壮E fuzhuang ［司恢复品种的原有优良特

性并提高种子的生活力：提纯～ i 某些春播作
物进行冬播可以使种子～。

号’z tu r却在水里游：～水｜～过河去。
7ν、另见 401 页 tu 0 

[l供水】 fushuI lllllJ 在水里游z ～过河。
与LJ.. tu o 古代的一种祭祀，后死者附祭于祖
1'1~ 庙。＠〈书〉合葬。
百111 tu o 圃属性词。居第二位的；辅助的
国'J （跟“正、主”相对）：～主席｜～班长！～食
品。＠辅助的职务，担任辅助职务的人2 团

～｜二～。＠附带的：～业｜～作用。＠符合3
名～其实｜名不～实。 0 CFu）圈姓。
副2 tu 画 a）用于成套的东西z 一～对联｜

'J 一～手套｜一～象棋｜全～武装。 b）用于
面部表情、人的样子等：一～笑脸｜一～庄严的
面孔 l装出一～正人君子的样子。 c）用于嗓音：

天生一～好嗓子。
E副本E tub岳n 圈。著作原稿以外的誉录本z
《永乐大典》～。＠藏书中 A种书有数本，一本
为正本，其余的为副本。＠文件正本以外的

其他本子：照会的～。

E副标题】 fubiaoti 函加在文章、新闻等主标
题旁边或下面作为补充说明的标题。也叫副
题。

E副产品l fuchanpTn l组制造某种物品时附带
产生的物品，如炼焦的副产品是苯、惠、茶等。
也叫副产物。

E副产物】 fuch凸nwu 圈副产品。

E副词E fuci 圈修饰或限制动词和形容词，表
示范围、程度等，而一般不能修饰或限制名词
的词，如“都、只、再三、屡次、很、更、越、也、还、

不、竟然、居然”等。
E副高E fugao IBl 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如
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编审、副主任医师、高级
工程师等。

E副哥姐 tug岳圈指某些分节歌曲各段歌词中
相同的部分，一般在每段歌词的末尾，女日《国际

歌》中自“这是最后的斗争”起的部分。
E副官E fuguan 圈旧时军队中办理行政事务

的军官。
E副虹】 fuh6ng 函霓。
E副交感神经］ fujiaogan-shenjlng 自主神经系

统的一部分，上部从中脑和延髓发出，下部从
脊髓的最下部（慨部）发出，分布在体内各器宫
里。作用跟交感神经相反，有抑制和减缓心脏

收缩，使膛孔缩小、肠蠕动加强等作用。
E副教授】 fujiaoshou 啕高等学校教师的专业
职称，职别次于教授。参看 652 页【教授l 0 

E副和rJl fukan 画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学术论
文等的专页或专栏。

E副科E tuk岳圈所学课程中的次要科目：学校

设置课程不能重主科，轻～。
E副品】 fupln 圈质量没达到标准要求的产品。

E副热带】 furedai 圈亚热带。

E副神经E fushenjlng IEJ 第十一对脑神经，从
延髓发出，分布在颈部和胸部的肌肉中。主管

日因部和肩部肌肉的运动。

E副食】 fushi 圈指下饭的鱼肉蔬菜等＝～品 1

～店。
E副手E tush凸u 圈助于；帮子。

E副题E tuti 圈副标题。
E副项】 fuxiang 圈主要项目以外的次要项目：

双杠是他的主项，吊环是他的～。
E副性征E fuxingzh岳ng 圈人和动物发育到一

定阶段表现出来的与性别有关的特征。如男

子长胡须、喉结突出、声调低；女子乳房发育、
声调高等。也叫第二性征。

E副修】 fuxiu 圈主修以外，附带学习（某门课

程或专业） ：～课。

E副研E fuyan 圈副研究员的简称。
E副研究员】 fuy6njiuyu6n 圈科研机构中研究

人员的专业职称，职别在研究员之下。简称副
研。参看 1507 页I研究员］ o

E副业J tuve 圈主要职业以外，附带经营的事
业，如农民从事的编席、采集药材等。

E画。页E tuve IBl 书籍正文前后附加的书页。
E副汹箱】 fuy6uxiang [BJ 装在飞机体外的油

箱，装有备用燃油，以在必要时增加飞机航程，

燃油用完或遇紧急情况时可抛弃。

E副职】 fuzhi IEJ 副的职位．～干部｜担任～。
E副作用E fuzuoyδng IEJ 随着主要作用而附带

发生的不好的作用：这种药没有～。

.i..tt . . tu 见下。

顺（蟆）
E锁撒E tub凸n 圈寓言中说的一种好负重物的
小虫（见于唐柳宗元《颇撇传妙。

赋1 … tu c上对下）交给z ～予。
（赋）



赋2 （赋）
重税。

tu o 旧时指农业税：田～1～
税。＠〈书〉征收（赋税）：～以

赋3 … tu o 我国古代文体，脑于汉
（赋）魏六朝，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

体，通常用来写景叙事，也有以较短的篇幅抒

情说理的。＠［副作（诗、词）：～诗一首。
E赋税l fushui 函田赋和各种捐税的总称。

E赋闲】 fuxian 画晋代潘岳辞官家居，做《闲居

赋》，后来因称没有职业在家闲着为赋闲。
E赋性】 fuxing 圈天性：～月1强｜～聪颖。

E赋役E 1uv1 IEl 赋税和德役。
E赋有】 tuv凸u 画画具有（某种性格、气质等）：劳
动人民～忠厚质朴的性格。

E赋予E tuv心 [;!j] 交给（重大任务、使命等）：这

是历史～我们的重任。

傅1 仙＠〈书〉辅助；教导：～之以德义。＠
负责教导或传授技艺的人z 师～。＠

CFu）圈姓（也有俗写作付的）。

傅2 tu ＜书〉＠附着（ zhu6) ;:!JO上z 皮之不
存，毛将安～？＠涂抹；捺z ～粉。

E傅粉】 tu11t岳n ＜书〉啤捺粉。
E傅会E fuhui 见 408 页1附会l 0 

E解L摆】 fuk岳b凸i~用来证明地球自转运动

的天文仪器，一根长十几或几十米的金属丝，
一端系一个重球，另一端悬挂在支架上。由于
地球自转，在北半球，摆动所形成的扇状面按
顺时针方向旋转；在南半球则按逆时针方向旋

转。因法国物理学家傅科CL芒。n Foucault) 
发明而得名。
富 fο ＠圈财产多（跟官6‘贫、穷嘲

裕｜～有 l ～d户｜农村～了。＠使变富z ～
国强兵｜～民政策。＠资源；财产：～源｜财～。
＠丰富；多z ～饶｜～于养分。 0 <Fu)[EJ 姓。

E富富有余】 fufu-vouvu 形容物品等非常充
裕，除满足需要外，还有富余。

E富贵】 fugui E固有钱又有地位；富裕而显贵z
荣华～｜～人家。

E富贵病E fuguibing 圈俗称某些需要长期休
养和滋补调理的慢性病。

E富国】 fugu6 O [;!j] 使国家富足z ～裕民｜～
强兵。＠圈富足的国家：由于盛产石油，这个

国家很快由穷国变成了～。
E富含E fuhan [;!j] 大量含有（某种物质）：新鲜
蔬菜～维生素 C。

E富豪E fuh6o 圈指有钱又有权势的人。
E富集E tuji 画自然界中，某种物质由于本身趋
向集中或其他物质被移走而逐渐形成相对高

的含量，如某些污染物质通过食物链集中到某

赋傅富腹 tu 413 

种生物体内。

E富矿E fukuang 画品位较高的矿石或矿体。

E富勒烯E tu1岳xi 圈碳的同素异形体，由 60 个

碳原子构成，结构为球形三十二面体。因该结
构是受建筑学家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的球形薄壳结构启发提出，所以叫富勒烯。掺
杂有饵、圳、饱的富勒烯有超导性。

E富丽】 tun E回宏伟美丽z ～堂皇 l陈设豪华～o

E富民】 furnin 圃使人民富足3 富国～｜～政

策。
E富农E fun6ng 圈旧时农村中以剥削雇佣劳

动（兼放高利贷或出租部分土地）为主要生活

来源的人。一般占有土地和比较优良的生产
工具以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收入主
要由剥削而来。

E富婆E tup6 圈拥有大量财产的妇女。

E富强E fuqian9 圃（国家）富足而强盛z 繁荣

～ l 国家～，人民安乐。

E富饶】 furao E国物产多；财富多z ～之国｜～

的长江流域。
E富商】 fushang 圈钱财多的商人：～大贾。

E富实E fu• shi ＜口〉圃（家产、资财）富足s富

裕z 家业～。
E富庶E fushu E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E富态】 fu·tai ＜口〉圃婉辞，身体胖（多指成年

人） ：这人长得很～。

E富翁】 fuw岳ng 圈拥有大量财产的男人。

E富营养化E fuyingy凸nghua 圃指湖泊、水库、

河口、海湾等流动缓慢的水域里，生物营养物
质（如氮、磷〉不断积累，含量过多。富营养化
使藻类等水生生物大量繁殖，水质污染，水体
变色，鱼虾死亡。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是
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

E富有E tuv凸u 0 圈拥有大量的财产z ～的商

人。＠圈充分地具有（多指积极方面λ ～生

命力｜～代表性。
E富于J tuvu WJl 充分具有2 ～想象力｜～创新
精神。

E富余E fu·vu 圈足够而有剩余z ～人员｜～了

一些钱｜这里抽水机有～，可以支援你们两台。
E富裕E tuvu o 圈（财物）富足充裕2 日子过得

挺～｜农民一天天地～起来。 f} [;!j] 使富裕z 发

展生产，～人民。
E富源E fuyu6n [El 自然资源，如森林、矿产等。

E富足E fuzu 圃丰富充足z 过着～的日子。

腹 tu o 圈躯干的一部分。人的腹在胸的
下面，动物的腹在胸的后面。通称肚子

Cdu·zi ）。（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指内

心：～案｜～议。＠指鼎、瓶子等器物的中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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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tu 腹钳缚赠腹镀覆霞

凸出的部分＝壶～｜瓶～。

E腹案E tu ’。n lBl 0 内心考虑的方案z 他初步
有了个～。＠指已经拟定而尚未公开的方

案：这是他们经过半年研究得出的～。
E腹背受盯 fubei-shcn』di 前面和后面都受到

敌人的攻击。
E腹地E tudi 圈靠近中心的地区g内地z 经济发
展从沿海向～扩展。

E腹才在E tut岳1 〈书〉圈腹诽。
E腹诽E tut岳i （书〉圈嘴里虽然不说，心里认为

不对。也说腹非。
E腹稿E tug凸o 圈已毡智、好但还没写出的文稿。

E腹股沟E fugu』gou 画大腿和腹部相连的部
分。也叫鼠蹊。

E腹面E fumian 圈动物身上胸部、腹部的那一
面。

【腹膜l fum6 圈腹腔内包着胃肠等脏器的薄
膜，由结缔组织构成。

E腹鳝E tuqi 圈鱼类腹部的绪，左右各一，是转
换方向和支持身体平衡的器官。（图见 1027

页“鳝’’）

E腹腔l fuqiang 圈体腔的一部分，上部有踊和
胸腔隔开，下部是骨盆，前部和两侧是腹壁，后
部是脊椎和腰部肌肉。胃、肠、膜、肾、肝、脾等
器官都在腹腔内。

E腹1)(] fushuT 圈腹腔内因病积聚的液体，心

脏病、肾炎、肝硬化等疾病都能引起腹水。
E腹泻E fuxie ［量指排便次数增多，大便稀薄或
呈水状，有的带版血，常兼有腹痛。多由于肠

道感染，消化功能障碍而引起。
E腹心l fuxln ＜书〉圈。比喻要害或中心部
分z ～之患。＠指极亲近的人；心腹z 言听计
从，倚为～。＠指真诚的心意z 敢布～｜～相

照。
E腹议E tuvi ＜书〉画嘴上没说出，心里有看法。
E腹足类】 fuzulei lBl 软体动物的一类，头部有

眼和触角，腹部有扁平肉质的足，多数有螺旋
形的壳。如螺、蜗牛等。

Jt.J_J. L ” tu 古书上指卿鱼：酒辙之～。
纳吉（制）
缚山 tu o 画捆绑z 束～｜作茧自～｜

（川｝）手无～鸡之力｜双手被绳子～住。
8 (Fu) ［富姓。

膊… tu ＜书〉膊赠： ~ftl～金。
（膊）

E赠仪E tuvi ＜书〉圈向办丧事的人家送的礼。
E赠赠E fuzeng ＜书〉圈赠送财物给办丧事的

人家。

蟆 f~ 见下。

E搜蛇E tu she 圈毒蛇的一种，头部呈三角形，

身体灰褐色，有斑纹。生活在山野和岛上，捕

食鼠、蛙、鸟、撕赐等小动物。

镀 ι tu 圈鲍①
（艘）

E镀鱼E tuvu 圈鲍①的俗称。

覆叫盖住2 ～盖l被～｜天～地载。＠底
朝上翻过来g歪倒＝颠～｜前车之～，后车之

鉴。＠灭亡＝～灭｜～亡。。同“复2”①②。

E覆被E tubei 圈覆盖②＝森林～约占全省面积
的二分之一。

E覆巢无完卵】 fu chao WU wan lu凸n 鸟窝翻

落下来不会有完好的鸟蛋，比喻整体覆灭，个
体不能幸免。

E覆车之鉴】 fuch岳zhljian

鉴ll 0 

见 1040 页I前车之

E覆盖】 tugai o 画遮盖z 积雪～着地面。＠
国指地面上的植物，对于土壤有保护作用．没

有～，水土容易流失。

E覆盖面l fugaimian 圈＠覆盖的面积z 森林
的～日益减少。＠泛指涉及或影响到的范围z
扩大法制教育的～。

E覆灭E fumie mill 全部被消灭·全军～。
E覆没E furnδ 画＠〈书〉（船）翻而沉没。＠

（军队）被消灭。＠〈书〉沦陷①。
E覆盆之冤E fupenzhlyuan 形容元处申诉的冤

枉（覆盆：翻过来放着的盆子，里面阳光照不

到）。

E覆盆子E fupenzT 圈＠落叶灌木，羽状复叶，

小叶卵形或椭圆形，花生在茎的顶上，白色，总

状花序。果实红色，可以吃，也可入药。＠这

种植物的果实。
E覆水难收E fushuT-nanshou fitl< dao）在地上
的水无法再收回，比喻已成事实的事难以挽回

（多用于夫妻离异）。
E覆亡l fuwang I到灭亡。
E覆信E fuxin 见 411 页【复信1。
E覆辙】（复辙l fuzhe 圈翻过车的道路，比喻曾

经失败的做法：重蹈～。

穰扣书〉香的： ~:Tlll 0 

E穰穰E tutu ＜书〉圆形容香气很浓。
E穰郁E tuvu ＜书〉圈形容香气浓厚z 芬芳～i
花朵散发着～的香气。



夹~伽日甲咖胳夏嘎轧辛L恭嘎噶生 I ga 9凸 I 41s I 

的咀嚼声（多叠用）：～～地嚼着萝 h

g 
ga c 《丫丁二二1

夹∞旧（夹）主见ω。页 jia:626 页 j i6 。
E夹肢窝E ga·zhiwo 同“胳肢窝” c ga·zhi-
w凸）。

音 ga 见下。

［＊晃JLl galar ＜方〉圈。角落z 墙～。＠狭
窄偏僻的地方z 山～｜背～。

仿H ga 见下。
另见 623 页 l io: 1055 页 qie"

E伽马刀】 gamadao 圈利用伽马射线代替手
术刀进行手术的医疗装置。以钻 60 作为能
源，将多束伽马射线聚焦在病灶上立体定向放
射，以摧毁病灶。主要用来治疗脑血管畸形和

颅内肿瘤等。〔伽马，希腊字母 γ 的音译］
E伽马射线E goma shexian 放射性元素的原
子放出的射线，是波长极短的电磁波，穿透力

比爱克斯射线更强。工业上用来探伤，医学上
用来消毒、治疗肿瘤等。通常写作 Y 射线。

日用 go 见下。
1’另见 1409 页 xi Ci" 

E日甲H甲E gaga 同“嘎嘎”c9aga ＞。

咖 go 见下。
另见 720 页闹。

E咖4厘l goli 圈用胡椒、姜黄、番椒、茵香、陈皮
等的粉末制成的调味品，昧香而辣，色黄。［英
curry] 

胳 go 见下。
另见 438 页 g邑； 440 页肘。

E胳肢窝E go·zhiwo ＜口〉圈腋窝。也作夹股

窝。
夏 go 夏纳CGona），法国悦。

另见 626 页 ji00

嘎 。因形容短促而响亮的声
（呗聂）音2 汽车～的一声刹住了。
另见415 页 g6;416 页 g凸。

E嘎巴E gaba 匮用＠形容树枝等折断的声音：

～一声，棍子折Cshe）成两截儿。＠形容清脆

E嘎巴l ga•ba 〈方〉圈翁的东西干后附着在器

物上z 饭粒都～在锅底上了。

E嘎已JLl ga· bar ＜方〉圈附着在器物上的干
了的粥、糊糊等：衣裳上还有粥～。

E嘎R崩脆E gab岳ngcui ＜方〉幽状态词。＠形容

很脆。＠形容直截了当；干脆：说话办事～。
E嘎嘎E gaga 匮雪形容鸭子、大雁等叫的声音。

也作H甲H甲。

另见 415 页。6·gα 。

E嘎渣JL] ga • zhar ＜方〉圈。痴。＠食物粘
在锅上的部分或烤焦、烤黄的硬皮。

E嘎吱】 gazhl l!V.611可形容物件受压力而发出的

声音（多叠用）：他挑着行李，扁担压得～～地

响。

, 
ga C 《丫）

轧（草L)
～完了。

g6 ＜方〉画＠挤：人～人。＠

结交：～朋友。＠核算；查对：账

另见 1501 页 ya, 1641 页 zh6o

辈 g6 圈金属元素，符号 Gd＂是一辈Le章L）种稀土元素。银白色，磁性强，低辈
温时具有超导性。用于微波技术，也用在核反
应堆中做中子吸收jflj 0 

袋 g6 见下

Z恭恭E g6·ga （～儿）圈→种儿童玩具，两头
尖，中间大。也作嘎嘎Cga·ga＞。也叫朱儿。

嘎 = g6 见下。
（兴H晏）另见 415 页 go:416 页 g凸。

E嘎调E gadiao ~京剧唱腔里，用特别拔高的
音唱某个字，唱出的音叫嘎调。

E嘎嘎】 ga·ga 同“恭恭”。
另见 415 页 gaga 。

噶 g6 见下。

E噶伦E galun 画原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
E噶厦E gaxia l雪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四人
组成。 1959 年 3 月后解散。

v v 
ga C 《丫）

笠 g凸同“晖’响。

[3:古E g凸• gu ＜方〉圈（人的脾气、东西的质



主

416 巴兰旦L」 笠杂嘎尬该眩核亥咳贼改

量、事情的结局等）不好z 性子～O
E笠子E ga•zi 同“嘎子”。

杂 g凸〈方〉圃小z ～娃｜斗。

嘎 .~ Q凸〈方〉圈＠乖僻3脾气不好：
（呗姜）主人～得很，不好说话。＠调皮：

～小子。
另见 415 页 go ;415 页 ga 。

E嘎子E g凸· zi ＜方〉圈调皮的人（有时用来称

小孩儿，含喜爱意）。也作生子。

、

ga （《丫）

尬 ga 见 422 页1尴尬lo

gai ＜《另）

斗去‘1 giii 圈。 a）按次序等应当轮

以（该）肖波’情理应当他……来做） : 
下面～你发言了！这一回～我了吧？｜这个工作

～老张来担任。面噩，有时带“着”（•zhe）：今
天晚上该着你值班了。 b）理应如此，毫不委

屈（多单用）：活～i～！谁叫他淘气来着。＠
助动词。 a）应当z 应～｜～说的一定要说｜你累

了，～休息一下了｜～两天干的活儿，一天就干完
了 i十五斤分三份儿，每份儿～是五斤。 b）表示

根据情理或经验推测应当如此：天一凉，就～

加衣服了｜再不浇水，花都～焉了。匾叠，用在
感叹句中兼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如＝我们的责
任该有多重啊！｜要是水泵今天就运到，该多

么好哇！
圈欠＝～账｜我～他两百块该2 （该）吉J

辛去‘3 goi E翌指示代词。指上文说过
以（该）画人或事物（多用于公文）：～生
品学兼优｜～地交通便利。

圣先"4 giii 〈书〉同“贼”。

以（该γ
E该博E g凸ib6 同“贩博”。

E该当J goidong 圃应当＝大伙儿的事，我～出

力。
E该欠E goiqian 圈借别人的财物没有还g短

欠z 我量入为出，从来不～别人的。
E该死E 回国〈口〉圃表示厌恶、愤恨或埋怨＝

～的猫叼走一条鱼 l真～，我又把钥匙落c 1a）在

家里了。

E该着E gaizhao 画指命运注定，不可避免2 刚

出门就摔了一跤，～我倒霉。
仔去r giii ＜书〉＠靠近台阶下边的地方。＠
l织级强。＠田间的埠。
核1 giii 11&1 古代指一万万。

.... 失了2 giii 核下CGaixia），古地名在今安徽灵

冉灭 璧东南。项羽在这里被围失败。
E核心】 giiixln ~战场的中心（多见于旧小

说）：困在～。

亥 giii ＜书〉草根。

咳 giii 〈书〉兼备；完备。

阳先r giii 书〉＠完备3全z 言简意～。

9次（胶）马兼；包括；概括2 举一～百。
[I)!主博E 9aib6 ＜书〉圃渊博。也作该博。

[I)!主括J gaikuo ＜书〉＠圃概括①。＠圃概

括②。

" gai (<IJj)

发 9凸iO 圈改变；更改z ～口 1 ～名换姓｜
～朝换代｜儿年之间，家乡完全～了样子

了。＠画修改z ～稿｜～文章｜这扇门太大，得

往小里～一～。＠圈改正z ～邪归正｜有错误

一定要～。 OCG凸 i ）圈姓。

E改版E g凸i11 ban rnJjJ O 调整、改变出版物的版
面内容、风格、出版周期等。＠广播电台、电视
台调整、改变栏目或节目的安排：外语节目全

面～。＠泛指对商品的款式、功能等做出调

整、更新z 这款手机～以后很时尚。
E改扮E g凸1ban 画改换装束，打扮成另外的模

样z 为了侦察敌情，他～成一个走街串巷的算
命先生。

E改编）＇ g凸ibiiin 圃根据原著重写（体裁往往

与原著不同）：这部电影是由同名小说～摄制

的。
E改编】2 g凸ibiiin rnJjJ 改变原来的编制（多指军

队） ：把原来的三个师～成两个师。
E改变E g凸ibian 圈。事物发生显著的差别：

山区面貌大有～｜随着政治、经济关系的～，人
和人的关系也～了。＠改换；更动：～样式｜～

口气｜～计划 i～战略。
E改产） g凸i;;chan 画不再生产原来产品而生
产别的产品；转产。

E改朝换代） g凸ichao-huandai 旧的朝代为新

的朝代所代替，泛指政权更替。



E改窜l g凸icuan 阉窜改。

E改道】 g凸i11dao r画。改变行走的路线2 此处
翻修公路，车辆必须～行驶。＠（河流）改变经

过的路线：黄河～o
E改点】 gai;;di伯国更改原定的时间：列车～

iE行o
E改订E g凸iding ［到修订（书籍文字、规章制度

等）：～计划。
E改动E g凸idong 画变动（文字、项目、次序等）：
这篇文章我只～了个别词句｜这学期的课程没
有大～。

E改恶从善】 g凸l ’ e-c6ngshan 改掉恶的、坏的，
归向善的、好的。指不再做坏事，决心做好人。

E改革E g副ge 圈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

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z 技术～｜～经济
管理体制。

E改革开放】惧ige kaifang 改革主要指给济体
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主要指国内市场
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是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

E改观E gaiguan 圈改变原来的样子，出现新

的面曰：这一带防风林长起来后，生态环境就
会大大～。

E改过E g凸iguo [llfi] 改正过失或错误：～自新｜
勇于～。

E改行】 g凸i;;h6ng 画放弃原来的行业，从事新
的行业：他一辈子没改过行｜张大夫已经～当
老师了。

E改换E g凸ihuan 圈改掉原来的，换成另外的·
～门庭｜～生活方式｜这句话不好懂，最好～一
个说法。

E改换门庭】 gaihuan-menting 0 改变门第出

身，提高社会地位。＠投靠新的主人或势力，
以图维持、发展。

E改悔E g凸ihuT ［到认识错误，加以改正：不知
~ 。

E改嫁l g凸i11iia 画妇女离婚后或丈夫死后再
跟别人结婚。

E改建E g创jian 晴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使适合于新的需要（多指厂矿、建筑物等）。

E改瞧E g凸ijiao ~旧时称改嫁。
E改进lg凸ijin ［司改变旧有情况，使有所进步．

～工作 1操作方法有待～。
E改刊E g凸i;; kan I到刊物改变原来的版面、内

容、风格、出版周期等z ～启事。
E改口E gai11 kou 圈。改变自己原来说话的

内容或语气：他发觉自己说错了，于是连忙～。
＠改变称呼·叫惯了姐姐，如今要～叫嫂子，

真有点儿别扭o

改 gai 417 

E改良E gaili6ng 圈。去掉事物的个别缺点，

使更适合要求：～土壤｜～品种。＠改善。
E改良主义E g凸ili6ng zh的1 反对从根本上推

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原有社会制度的
基础上加以改善的思想。

E改判】 g凸ipan 函。上级法院依法更改原审
法院所做的判决。＠竞赛或考试中更改原来
所做的评判。

E改期E g也i;;ql 圈改变预定的日期：会议～举

行。
E改旗易V】 g凸iqi-yizhi 国家或军队更换旗子，

指改变政权性质或投向某一方：我国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的邪路。
E改日lg凸i ri 画改天：～登门拜访。

E改容】 g凸ir6『lg 圈。改换面容：～手术。丢

失的轿车被～后销往外地。＠改变神色；动

容2 她的悲惨经历使闻者无不～。

E改色E g凸ise 画＠改变原有的颜色：秋末冬

初，林木～。＠改变神色z 面不～O
E改善E g凸ishan ~面改变原有情况使好一些z

～生活 l～投资环境｜劳动条件日益～。
E改天E g凸itian 圃以后的某一天（指距离说话

时不很远的一天）：～见｜今天我还有别的事，三二
咱们～再谈吧。 莹莹三

E改天换地E g凸itian-huandi 指从根本上改造专三

大自然，也比喻巨大变革。
E改头换面E g凸it6u-huanmian 比喻只改形式，

不变内容（含贬义）。

E改弦更张E g凸ixi6n-g岳ngzhong 琴声不和谐，

换了琴弦，重新安上，比喻改革制度或变更做

法。
E改弦易辙】 g凸ixi6n-yizhe 改换琴弦，变更行

车道路，比喻改变计划或做法。
E改线E g凸i;;xian ［司改变公共交通、电话等的

线路z 本路汽车自 10 月 1 日起～行驶。
E改邪归正】 g凸ixi自由gulzheng 不再做坏事，走

上正路。

E改写lg凸ixi岳圈＠修改z 论文在吸收别人意

见的基础上，～了一次。＠根据原著重写z 把
这篇小说～成剧本。～人生。

E改型l gaixing 画改换型号；改变类型g ～换

代｜汽车～。
E改选l g凸ixuan 圈当选人任期届满或在任期

中由于其他原因而重新选举z ～工会委员。
E改样】 gai;;yang c～儿）圈改变原来的式样或

模样；变样：几年没见，您还没～儿。
E改易E g凸iyi 画改动；更换z ～文章标题。
E改兀E g凸iyu6n ~君主、王朝改换年号，每一

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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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巴主二旦U 改胶丐旬皑钙盖溉概

E改造E g凸izao ~ 0 就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

或变更，使适合需要：～低产田。＠从根本上
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劳动能～世界。

E改辙】 g凸i;; zhe E量比喻改变办法：老办法行

不通，只能～。

E改正E g凸izheng

缺点｜～错别字。

圈把错误的改为正确的z ～

E改制E g凸izhi 圈改变政治、经济等制度2 企业

～后效率大大提高。

E改装E g凸izhuang 国＠改变装束：她这一
～，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改变包装：商品

～。＠改变原来的装置：为了保证安全，已经

将高压保险器～过了。
E改锥l g凸izhuT 圈螺丝刀。
E改组］ g凸iz心圈改变原来的组织或更换原有

的人员 z ～内阁｜按照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对

领导班子成员进行～。
E改嘴E g凸i;; zuT （口〉圈改口。
回去. g凸l 〈书〉颊上的肌肉。

用λ 另见 506 页仙。

gai 

丐（＂＂句、匈）
丐。＠给；施与。

飞

(<9j)

9ai ＜书〉＠乞求z ～

命（乞求饶命）。＠乞

但 gai 。见 418 页‘？＠用于人名，姬
ιd 旬，东周敬王。

W由 一 9ai ＜方〉圈＠斜靠：梯子～在
己（瞪）马上。～牌头（倚仗别人的面子或
势力）。＠站立2 ～着不如坐着。
钙 gai 圈金属元素，符号 Cao 银

（钙） ~色，化学性质活泼。钙是生物体
的重要组成元素，钙的化合物在建筑工程和医
药上用途很广。

E钙化E gaihua 画机体的组织由于钙盐的沉
着而变硬。如肺结核的病灶经过钙化而痊愈。
当些 1 U 伞 口ai o c～儿）圈器物上部有遮
孟（董）古作用的东西：锅～｜茶壶～儿。
膝～｜天灵～。＠（～儿）圈动物背部的甲壳z
螃蟹～儿｜乌龟～儿。＠古时把伞叫盖（现在方
言还有把伞叫雨盖的）＝华～（古代车上像伞的
篷子）。＠画由上而下地遮掩s蒙上z 遮～｜～
盖儿｜～被子 l撒种后～上一层土。丑事想～也
～不住。－~面由上而下按压（印），～钢印｜～
图章。＠圈超过；压倒：他的嗓门儿很大，把

别人的声音都～下去了｜他的竞选演说非常精

彩，～过了其他参选人。＠〈方〉圈盖帽JL②z

他一连踢进三个球，～了！＠圈建筑（房屋） : 

翻～｜宿舍～好了。。 IBl 辛劳①。＠圈捞②。
4D (Gai）圈姓。
斗在2 」L gai ＜书〉＠圆大概z 此书之

孟（董）飞行～在刚2 年。＠画承上
文申说理由或原因：屈平之作《离骚》，～自怨
生也。
另见 442 页 G益。

E盖菜E gaicai 圈芥菜的一种，叶子大，表面多

皱纹，叶脉显著，是常见蔬菜。参看 671 页I芥

菜1。
E盖饭E gaifan 画一种论份儿吃的饭，用碗盘
等盛米饭后在上面加菜而成。也叫盖浇饭。

E盖棺论定】 gaiguan-lunding 指一个人的是非

功过到死后做出结论。

E盖火E gai· huo IBl 盖在炉口上压火的铁器，
圆形，中凸，顶端有小孔。

E盖浇饭E gaij iaofan IBl 盖饭。

E盖帘】 gailian c～儿）圈用细袜秸等做成的圆

形用具，多用来盖在缸、盆等上面或放置食品。
E盖帽JL] gai;;maor O 圈篮球运动防守技术
之一，指防守队员跳起，打掉进攻队员在头的

上部出手投篮时的球。＠〈方〉圆形容极好z
手艺真不错，盖了帽儿了。

E盖然性E gairanxing IBJ 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

的性质。
E盖世l gaishi 圈（才能、功绩等）高出当代之

上z ～无双｜英名～。
E盖世太保E Gaishitaib凸o 圈法西斯德国的

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希特勒曾用它在德国国
内及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恐怖屠杀。也译作
盖斯塔波。［德 Gestapo，是 Geheime Staat
spolizei （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

E盖头】 gai·tou IEJ 旧式婚礼新娘蒙在头上遮
位脸的红绸布。

E盖碗E gaiwan c～儿）圈带盖儿的茶碗z ～茶l

细瓷～。
E盖销E gaixiao 圈用邮戳盖在邮票上，表示不
能再次当作邮资凭证。

E盖子E gai ·zi 圈＠器物上部有遮蔽作用的东

西z 一不小心，把茶杯～打碎了。＠动物背部
的甲壳。

溉 9ai ＜书〉灌油2 灌～。

概1 … gai o 大略g 梗～｜大～｜～
（嗓） 况｜～耍。＠概括3总、括z～言

之｜以偏～全。＠团一律z 货物出门，～不退

换。



概2 • 酬。气度神情：气～。＠
（祷栗） 〈书〉景象；状况z 胜～（优美的

景色）。

E概查l gaicha 画画概略地调查或勘查z 国土资
源～。

E概观E gaiguan 圈概括的观察s概况（多用于

书名）：市场～｜《红学～》。
E概况】 gaikuang ~大概的情况2 生活～ l敦

煌历史～。
E概括l gaikuo o l量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
在一起；总括：各小组的办法虽然都不一样，但
～起来不外两种。－~回简单扼要·他把剧本
的故事向大家～地说了一遍。

E概览l gδ！｜凸n 鹰］概观（多用于手册一类的书

名） ：《上海～》。
E概率】 gailu 圈某种事件在同一条件下可能
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表示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

量叫作概率。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鸡蛋孵
出的小鸡是雌性或雄性的概率都是 1/20 旧
称几率CJflu）、或然率。

E概略】 gailoe o 圆大概情况：这只是整个故
事的～，详细情节可以看原书。＠圈简单扼
要，大致．～介绍｜～说明。

E概论l gailun ~概括的论述（多用于书名） : 
《地质学～》｜《中国文学～》。

E概貌l gaimao ~大概的状况g 沿海城市～｜
地形～。

E概莫能外】 gai 『nonengwai 一概不能超出这

个范围；一概不能例外：这是共同的道理，古今

中外，～。
E概念】 gainian I重忠、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

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
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

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自
马、白纸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
出“白”的概念。

E概念车l gainianch岳圈展示设计理念而尚未

投产的汽车。汽车制造厂将根据公众反映来
决定生产方向。

E概念化】 gainianhua 画指文艺创作中缺乏
具体深刻的描写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用抽象概

念代替人物的个性．要克服文艺创作中的～倾

向。

E概述E gaishu 吕西大略地叙述：当事人～了事
态的发展过程。

E概数】 gaishu 画大概的数目。或者用几、多、

来、左右、上下等来表示，如几年、三斤多米、十
来天、一百步左右、四十岁上下s或者拿数词连
用来表示，如三五个、一两天、七八十人。

概磁干 I gai - gan I 419 I 
E概说E gaishu6 圈概括的叙述（多用于书名

或文章标题）：《客家文化～》。

E概算E gaisuan O 圈大概地计算；估算。＠
画编制预算以前对收支指标所提出的大概数
字，预算就是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经过进一

步的详细计算而编制出来的。
E概要E gaiyao 圈重要内容的大概（多用于书

名）：《中国文学史～》。
跋 gai o ＜方〉画冒牌图矶时“皑”

仁二 gan c 伺）

干1 g6n 0 古代指盾牌3 ～戈＠（伽
圈姓。

干2 g6n 0 ＜书〉冒犯～犯。＠牵连赫
及：～连｜～涉｜相～。＠〈书〉追求（职

位、傣禄等），～禄。

干3 gan ＜书〉水边：江～ l河～。

干4 g6n 夭干：～支。

干SC＂＇~、哇L、乾） g6n 0 !Im 没三吾

有水分或水分三三

很少（跟“湿”相对） ：～燥｜～柴｜油漆未～ i衣服

晾～了。＠不用水的2 ～洗 l ～馅法。＠
（～儿）［割力u工制成的干的食品：饼～｜葡萄

～儿 l豆腐～儿｜把萝卡晒成～儿。。晴空虚；

空无所有z 外强中～l钱都花～了。＠只具形
式的：～笑｜～号Chao）。＠圃属性词。指拜

认的（亲属关系）：～妈｜～儿子。＠圃徒然；

白 z ～着急 l～瞪眼 l ～打霄，不下雨。＠〈方〉
阴形容说话太直太粗（不委婉）：你说话别那
么～。。〈方〉圃当面说气话或抱怨的话使

人难堪z 我又～了他一顿。＠〈方〉圈慢待；
置之不理：主人走了，把咱们～起来了。
另见 426 页 gan。“乾”另见 1043 页

qia门。

E干碍E g6n' ai ＜书〉画关涉；牵连；妨碍。
E干巴l g6n· ba 〈口〉圈。失去水分而收缩或

变硬：枣儿都晒～了。＠缺少脂肪，皮肤干燥：

人老了，皮肤就变得～了。＠（文辞等）枯燥，
不生动z 话说得～乏味。

E干巴巴】 g6nb6b6 （～的）庄园状态词。＠干

燥（含厌恶意）．过去～的沙荒地，如今变成了
米粮川。＠（语言文字）内容不生动，不丰富2
文章写得～的，读着引不起兴趣。

E干自】 g6nb6i 圈用葡萄原汁制成的没有甜



I 420 I gan I 干

昧的臼葡萄酒。参看 420 页【干酒1。
E干板E ganban 圈表面涂有感光药膜的玻璃
片，用于照相。也叫硬片。

E干杯】 gan11b岳i 画喝尽杯中的酒（用于劝别

人喝酒或表示庆祝的场合）：咱俩干了这一杯｜

为客人们的健康而～。
E干贝J ganb岳i 画用扇贝、江眺等的肉柱（即闭

壳肌）晒干而成的食品。

E干瘪E ganbi岳圈＠干而收缩，不丰满：墙上

挂着一串串辣椒，风吹日晒，都已经～了｜别看

他是个～老头儿，力气可大着呢。＠（文辞等）

内容贫乏，枯燥无味：语言～o
E干冰E ganblng 喧固态的二氧化碳，白色，半
透明，外观像冰。在常温常压下不经液化直接
变成气体，产生低温。用作冷冻剂、灭火剂，也

用于人工降雨。
E干菜E gancai ~晒干或晾干的蔬菜。
E干革E gone凸o 圈晒干的草，有时特指晒干的

谷草。
E干柴烈火E ganchai-liehuo 比喻一触即发的
形势，也比喻情欲正盛的男女。

E干城l gancheng ＜书〉圈盾牌和城墙，比喻

二二 捍卫国家的将士。
重重E E干脆l gancui 0 圈直截了当；爽快：说话～
三三言 利落。＠圃索性z 那人不讲理，～别理他。

E干打霄，不下雨E gan d凸｜自＇ ·bu xia yu 比喻
只有声势，没有实际行动。

E干打垒E gand凸l岳I ~0 一种简易的筑墙方
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教土穷实。＠
用干打垒方法筑墙所盖的房。

E干瞪眼E gandengyan 形容在一旁着急而又
无能为力。

E干电池E gandianchi ~电池的一种，因其电
解液用淀粉糊固定，不能流动，所以叫干电池。

参看 293 页1电池］。
E干犯E ganfan 圃触犯；侵犯：～国法。
E干饭l ganfan 圈＠做熟后不带汤的米饭。

＠见 172 页I吃干饭］ o
E干肥.J ganfei 圈把人的粪尿跟泥土掺在一起
晒干而成的肥料。

E干粉E ganf岳n ~干的粉条或粉丝。
E干戈l gang岳固盾牌和戈，泛指武器，多借指
战争z ～四起｜大动～｜化～为玉吊。

E干胞回ng凸圈指公司无偿赠送的股份。

E干果l ganguo 圈＠单果的一大类，包括英
果、坚果、颖果、沓葵果、翅果、葫果、瘦果。通
常指外有硬壳丽水分少的果实，如栗子、棒子、
核桃。＠晒干了的水果，如柿饼。

E干旱J ganhan 圃（气候、土壤）因降水不足而

干燥：～地区｜天气～。

E干号E ganhao 画不落泪地大声哭叫。也作

干嚎。
E干嚎J ganhao 同“干号”。

E干澜】 ganhe 圈（河道、池塘等）没有水。
E干红】 ganh6ng ~用葡萄原汁制成的没有甜

昧的红葡萄酒。参看 420 页｛干酒］ o
E于花J ganhua 圈利用干燥剂等使鲜花迅速

脱水而制成的花。这种花吁以较长时间保持
鲜花原有的色泽和形态。

E干货】 ganhuδ 吕~o 指晒干、风干
品等。＠比喻实在的、有价值的内容z 这篇文

章有～，很值得一读。
[F急】 ganji 圆心里着急而没有办法。也说

干着急。
E干将E ganjiang 圈古代宝剑名，常跟“镇娜”

并说，泛指宝剑。
另见 426 页 9凸njiang 。

E干结】 ganjie E富含液体少，发硬z 大使～。

E干净】 ganjing Ifill 0 没有尘土、杂质等z 孩子
们都穿得干干净净的。＠形容说话、动作不拖

泥带水z 笔下～｜办事～利落。＠形容一，点儿
不剩：打扫～｜消灭～。

E干酒】 ganjiu 圈没有甜味的酒。如干臼、干
红、干啤。“干”是英语 dry 的直译。

E干咳E ganke 画只咳嗽，没有痰。

E干渴l gank画画口干想喝水：～难耐。

E干枯E ganku 固。草木由于衰老或缺乏营

养、水分等而失去生机：一夜大风，地上落满
了～的树叶。＠皮肤因缺少脂肪或水分而干

燥。＠干泪：～的古井。
E干酷】 ganlao 圈牛奶等发酵、凝固制成的食

品。
E干冷】 ganl岳ng Ifill 状态词。（天气）干燥而寒

冷z 刮了一夜西北风，～～的。
["f丰Ll ganlT L富用钱代替礼品送的礼。
E干连E ganlian 圈牵连。
E干粮】 gan·liang 圈预先做好的供外出食用

的干的主食，如炒米、炒面、馒头、烙饼等。有
的地区也指在家食用的干的面食，如馒头、烙

饼等。
E干裂E ganlie 圈因干燥而裂开：土地～ l嘴唇

～｜在北方，竹器容易～。
E干馆E ganliu 圈把固体燃料和空气隔绝，加
热使分解，如煤干馆后分解成焦炭、焦汹和煤

气。
E于啤E ganpi ~ 啤酒的一种，特点是低糖、低
热量，口味清爽。参看 420 页【干酒lo

E干亲l ganqln ~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



而结成的亲戚，如干爹、干娘。
E干扰l ganr凸o 画＠扰乱；打扰·他正在备
课，我不便去～他。＠某些电磁振荡对无线电
设备正常接收信号造成妨碍。主要由接收设
备附近的电气装置引起。日光、磁暴等天文、
气象上的变化也会引起干扰。

E干扰素】 gem的osu [BJ 人和动物的某些细胞
受病毒感染或诱导剂作用后分泌的一种物质，
能抑制病毒繁殖，并有抑制肿瘤、治疗肝炎等
作用。

E干涩E ganse rlliJ O ＜！惑觉）又干又涩，不润泽z
眼睛～！～的嘴唇。＠（声音）沙哑，不圆润z 嗓
音～。＠（文笔）涩滞，不流畅2 ～乏味的文章。
＠（表情、动作）生硬，不自然z ～地一笑。

E干涉】 ganshe I司＠过问或制止，多指不应

该管硬管＝互不～内政。＠〈书〉关涉；关联：

二者了无～。

E干尸l ganshl 

尸体。

圈外形完整没有腐烂的于瘪

E干手机】 gansh凸ujl 圈能送出热风吹干手上
水分的电器，多安装在洗手间墙上。

E干瘦】 ganshou E回状态词。瘦而干瘪。

E干爽】 ganshuang E团干燥清爽：天气～｜到
处都是雨水，找不到～的地方。

E干松E gan•song ＜方） [lliJ 干燥松散z 躺在～
的草堆上晒太阳。

E干洗E ganxi rnJ] 用汽油或其他溶剂去掉衣服

上的污垢（区别于“水洗勺。
E干系E gan·xi IEl 牵涉到责任或能引起纠纷的
关系g ～重大｜脱不掉～。

E干笑】 ganxiao 圈不想笑而勉强装着笑。
E干薪】 ganxln 圈挂名不工作而领取的薪金。
E干渴l ganye ＜书〉画有所企图或要求而求见

（显达的人） 0

E干预】（干与） ganyu 
涉隐私，不便～o

rnJ] 过问（别人的事）：事

E干哆】 gan•yue ＜口〉圈要呕吐又吐不出来·
他一闯到汽油味就～。

E于燥E ganzao 圈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g 沙

漠地带气候很～。

E干政l ganzheng ＜书〉圈干预政事·宦官～。
E干支】 ganzhl 圈天干和地支的合称。拿十
干的“甲、丙、戊、庚、=f::”和十二支的“子、寅、辰、
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葵”和十
二支的“丑，yp、巳、未、西、亥”相配，共配成六十

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
使用。干支最初是用来纪日的，后来多用来纪
年，现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纪。

E干租l ganzu l量一种租赁方式，在租赁设备、

干甘 gan 421 

交通工具等时，不自己备操纵、维修人员（跟“湿
租”相对）。

甘 gem O Mt ；甜美町”相对）：～泉｜～
露｜苦尽～来。＠闻］自愿；乐意．～愿｜～

做老黄牛！不～失败。 8 (Gan）圈姓。
E甘拜下只1J ganbai-xiafeng 佩服别人，自认不

如：您的棋实在高明，我只有～。
E甘草E gone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紫色，

英果褐色。根和根状茎有甜味，可入药。
E甘当l gandang 画。情愿、充当（某种角色） : 

～无名英雄。＠情愿承当（某种责任或处罚）．

～重任｜～重罚。
E甘居】 ganju 画情愿处在（较低的地位） :~ 

人下｜～中游。
E甘苦】 ganl心圈＠借指美好的处境和艰苦

的处境·同～，共患难。＠在工作或经历中体

会到的滋味，多偏指苦的一丽：没有搞过这种

工作，就不知道其中的～。
【甘蓝】 ganlan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宽而厚，一般蓝绿色，表面有蜡质，花

黄白色。＠特指结球甘蓝。变种很多，如紫
甘蓝、花椰菜、茎蓝等，是常见蔬菜。

E甘霖】 ganlin 圈指久旱以后所下的雨。

E甘露l ganlu 圈甜美的露水。

【甘美E ganm岳l 圈（味道）甜美。

E甘泉】 ganquan 圈甜美的泉水。

E甘薯l ganshu 圈。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

物，蔓细长，匍甸地面。块根皮色发红或发白，
肉黄色或白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淀粉、糖
和酒精。＠这种植物的块根。｜｜通称红薯或
自薯，在不同地区有番薯、山药、芋头、山芋、地
瓜、红苔（shoo）等名称。

E甘甜E gantian 回甜2 ～可口。

E甘昧l ganwei ＜书〉＠自美味。＠画感觉
味美2 食不～o

E甘心E ganxln ［菌。愿意：～做一辈子山村教
师。＠称心满意＝不拿到金牌决不～。

E甘心情愿E ganxln-qingyuan 心甘情愿。

E甘休E ganxiu 圈情愿罢休；罢手＝善罢～｜试

验不成功，决不～o
E甘油E gany6u 画有机化合物，成分是丙三

醇，无色透明的液体，秸稠似糖浆，有甜味，能
吸收水分。用来制造化妆品、硝化甘油和糖果
等。医药上用来配制外用药。

E甘于E 9anyu 圃甘心于；情愿z ～吃苦。

Z甘愿l ganyuan 圆心甘情愿．～受罚。
E甘），＼！；】 gon•zhe [El 0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
物，半l'"l牡形，有节，表皮光滑，黄绿色或紫色。

茎含糖分多，是主要的制糖原料。＠这种植

主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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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茎。
E甘之如怡E ganzhl叫1yi 感到像糖一样甜，形

容甘愿承受艰难、痛苦。

E甘紫菜l ganzicai ~紫菜的一种，烹调上多

用作汤料。
忏 gan ＜书〉干扰。

开 gan 见前页【琅开］。

杆 gan C ~JL）圈杆子仙叫旗～1地
上竖着一根～儿。
另见 423 页 gano

E杆塔E gent凸圈架设电线用的支柱的统称。
一般用木材、钢筋混凝土或钢铁制成，有单杆、
双杆、A 形杆、铁塔等。

E杆子E gan·zi IBJ 0 有一定用途的细长的木
头或类似的东西（多直立在地上，上端较细） : 
电线～。＠〈方〉指结伙抢劫的土匪．拉～。
另见 423 页 gan·zi 。

肝 gan 圈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
人的肝在腹腔内右上部，分为两叶。主要

功能是分泌胆汁，储藏糖原，调节蛋白质、脂肪

一一 和糖类的新陈代谢等，还有解毒和凝血作用。
三噩噩 也叫肝脏。（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统”）
三三三~ [jjf.肠E ganchang ［直肝和肠，借指内心：～欲

裂｜痛断～O
[ljf肠寸断E gancha『19-cunduan 形容非常悲

痛。

E肝胆】 gandan 圈＠指真诚的心：～相照。

＠指勇气、血性2 ～过人。
[jjf胆相照E gand凸n-xiangzhao 指以真心相

见。

U于火】 ganhu凸圈＠中医指由肝的功能亢进
而引起的火气，症状是头晕、易怒、口苦、吐血

等。＠指容易急躁的情绪；怒气z 动～｜～旺。
U刊商涂地E gann凸o-tudi 原指在战乱中惨死，

后指牺牲生命。
盯于气l ganqi 圈＠中医指有两胁胀痛、呕吐、
腹泻等症状的病。＠指容易发怒的心理状

态

[}jfJLl ganr 圈指供食用的猪、牛、羊等动物的

肝脏。
[}jf JL颤E ganrchan ＜方〉圈非常害怕。

U于糖l gi.intang IBl 糖原。因肝脏内储藏最

多，所以叫肝糖。
[jjf炎E ganyan 圈肝脏发炎的病，多由细菌、
病毒等感染或磷、碑等药物中毒引起。常见的
是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型。

E肝硬变E ganyingbian 圈肝硬化。

E肝硬化E gi.inyinghua 圈病，肝脏因慢性病变

（如病毒性肝炎、酒精中毒、血吸虫病〉而引起
纤维组织增生，质地变硬。初期没有明显症
状，严重时食欲不振，消瘦，右上腹部胀痛，脾
大，腹水等。也叫肝硬变。

口干脏】 ganzang 圈肝。

增 gan ＜书〉盛东西的陶器。

E柑柄l gi.ingu6 圈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器

皿，一般用数土、石墨等耐火材料制成。化学
实验用的柑塌，用瓷士、铅或镰等材料制成。

昔 gan 圈阳的简称。

肝 gan 见下

E石干石】 ganshi 圈采矿时采出的或混入矿石中
的其他石块，特指煤里夹杂的石块，不易燃

烧。

E干子】 gan·zi 〈口〉啤l 肝石。

沿 gan 泪水

E泪脚】 ganji凸0 （方〉圈泪水。

E泪水】 gan • shu i IBl 倒掉的残汤、剩饭菜和淘
米、洗刷锅碗等用过的水。有的地区叫泊脚、

湖水。

柑 gan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开白色小
花，果实球形稍扁，果肉多汁，味道甜酸，有

的微苦，果皮粗糙，成熟后橙黄色，也有绿色
的。种类很多，如芦柑、招柑、蜜柑等。果皮、
叶子、种子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有的地区叫柑子。

E柑椅l ganju 圈果树的一类，指柑、楠、袖、橙

等。
E柑子】 gan·zi ＜方〉圈柑。

虾 gan 啪冒犯；触犯。
另见 512 页 ha门。

竿 gan 川圈竿子钓～｜立～见影｜百
尺～头，更进一步。

E竿子l gan·zi I蜀竹竿，截取竹子的主干而成。

所 gan 固酸畔的简称

、丘芷 gan 圈府积，中医指小儿面黄肌瘦、腹
7口部膨大的病，多由饮食没有节制或腹内有

寄生虫引起。

尴 qi.in 旧
（尴、 1尴） <>~ 

U尴尬E ganga E国＠处境困难，不好处理＝他

觉得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实在～。＠（神

色、态度）不自然z 表情～。



混 gan ＜书〉干燥。

" gan (<l1)

轩 gan 同“帘’①。
另见 514 页 hon 。

杆 … 9凸n 0 的L）圈器物的像棍子
（普捍）的细长部分（包括中空的）：钢笔

~ JL I 秤～｜枪～｜烟袋的～儿裂了。＠画用于

有杆的器物2 一～秤｜一～枪。
另见422 页 gon 。

E杆秤】 gancheng IEl 秤的一种，秤杆一般用
木头制成，杆上有秤星。称物品时，移动秤锤，
秤杆平衡之后，从秤星上可以知道物体的重
量。

E杆菌E g凸njun IEl 细菌的一类，杆状或近似杆
状，大多单独存在，分布广泛，种类很多，如大
肠杆菌、炭瘟杆菌等。

E杆子】 g凸n • zi I望杆（g凸n）①z 枪～｜笔～。
另见422 页。an•zi 。

干 4 9凸n （～呻杆子z 烟～｜麦
（祷草）～儿｜麻～儿｜向日葵的～儿很直。

E丰干子E g凸n•zi l~ 某些植物的茎：高粱～。

赶且 gan O 附：你追我～ l 学先
（超）进，～先进。＠画加快行动，使不

误时间：～路｜～活儿 i～任务｜他骑着车飞快地
往厂里～。＠巨型去g到（某处）：～集｜～考｜～

庙会。 ornm 驾驭z ～驴｜～大车。＠圈驱
逐＝～苍蝇。＠圃遇到（某种情况h碰 1:（某
个时机）：～上一场雨｜～巧。＠〈口〉团等到
（某个时候）·～明儿｜～放了假再回家。＠
CG凸n）圈姓。

E赶不及E gan· buji 画来不及2 船七点开，动身
晚了就～了。

E赶场E g凸n;;chang ＜方〉｛亟赶集。
E赶场lg凸n11 chang Ill国（演员）在一个地方演出

完毕赶紧到另一个地方去演出。
E赶超lg凸nchao 圃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

E赶潮流E gan chaoliu 比喻追随社会时尚，做
适应形势的事。

E赶车lg凸n;;ch岳圈驾驭牲畜拉的车。
E赶得及E gan·deji Wj] 来得及z 马上就动身，还

~ 。

E赶点E gan;;dian 圈。（车、船等）晚，点后加快
速度，争取正点到达。也泛指赶时间。＠

（～儿）指赶时机：你真会～儿，饭刚做好你就回

能抒杆轩赶 I gon g凸n I 423 

来了｜你真赶上点儿啦，正缺你一个呢。

E赶赴l ganfu 画赶到（某处）去z ～现场。

E赶王E gan;;gong 圈为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

而加快工作、工程进度：日夜～｜赶几天工。

E赶海E g凸n;;h凸 i ＜方〉圈趁退潮时到海滩去捕

捉、拾取各种海洋生物z ～人。
E赶汗E gan;;han 〈方〉毒面发汗。

E赶集］ g凸n;; ji 圈到集市上买卖货物。

E赶脚l gan;;ji凸o 圈赶着驴或骤子供人雇用z

农闲的时候就去～｜他赶过几年脚。
E赶街E g凸n11 ji岳〈方〉画赶集。

【赶紧】 ganjin 圆抓紧时机，毫不拖延：他病得

不轻，要～送医院。
E赶尽杀绝E g凸njin-shajL尼泊灭净尽，形容对

人狠毒，不留余地。
E赶考】 g凸nkao I刮去参加考试。

E赶快】 gankuai 圃抓住时机，加快速度z 时间

不早了，我们～走吧。
【赶浪头l g凸『1 lang ·tau 比喻紧紧追随时尚，
做适应当前形势的事（多含贬义）。

E赶路】 g凸n11 lu I到为了早到目的地加快速度2

今天好好儿睡一觉，明天一早起来～｜赶了一天
路，走得人困马乏。 「

E赶忙】 ganmang I画赶紧；连忙：趁熄灯前～主主主
把日记写完。 毛三量

（；赶庙会l gan miaohui 到庙会上去买卖货物

或游玩。
（；赶明儿】 ganmingr ＜口〉圈等到明天，泛指以

后；将来z ～我长大了，也要当医生。也说赶

明儿个。

E赶前不赶后E g凸n qian bu gan hou 指抓紧

时间，不拖延。

E赶巧】 g凸nqi凸0 （～儿）圃碰巧；恰好2 上午我

去找他，～在路上碰见。
E赶热闹E gan r岳 •noo （～儿）到热闹的地方去

玩：他最不喜欢～，见人多的地方就躲着。

E赶上】 gan11 • shang 圈。追上；跟上z ～并超
过世界先进水平。＠能跟某人或事物相比：

饭菜这么丰盛，都～过年了。＠来得及：快
点儿走还能～开会｜离开车只有十分钟，怕赶不
上了。＠遇到z 现在我们算～好时候了。

E赶时髦l gan shimao 指迎合当时最流行的

风尚。

E赶趟JL] g凸n;;tangr ＜口〉随时间上赶得上：

不必今天就动身，明天一早儿去也～｜再不走可
就赶不上趟儿了。

E赶士于E g凸n;;xu 〈方〉圈赶集。

E赶鸭子上架E gan ya·zi shang jia 比喻迫使

｛故能力所不及的事情2 我不会唱，你偏叫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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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也说打鸭子上架。

E赶早E g凸nzoo （～儿〉画趁早g赶紧：～把货
脱手｜还是～儿走”巴，要不就来不及了。
在在 g凸n 〈书〉箭杆（g凸刑。
口l

敢 gan O 有勇气南胆量z 勇～｜果～＠
圈助动词。表示有胆量做某种事情：～

作～为｜～想、～说、～干。＠圈助动词。表
示有把握做某种判断z 我不～说他究竟哪一天

来。＠〈书〉谦辞，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
问｜～请 l～烦。＠〈方〉圃莫非；怕是g敢是。
(!)CG凸n）圈姓。

E敢保lg凸nb凸0 ~量管保：要是让小王参赛，～

能赢｜你放心吧，～出不了差错。

E敢不是】 g凸nbu·shi ＜方〉圃敢是。

E敢情E gan·qing ＜方〉圃＠表示发现原来没
有发现的情况z 哟！～夜里下了大雪啦。＠

表示情理明显，不必怀疑z 办个托儿所吗？那

～好！

E敢是l gan·shi ＜方〉圃莫非；大概是 z 这不像

是去李庄的道儿，～走错了吧？也说敢不是。
E敢死队】 gansidui f组为完成最艰巨、最危险

E三三 的任务由不怕死的人组成的队伍z 突围～ l抢
主主险～。
三三言 E敢为人先E g凸nweirenxian 有勇气做别人没

有做过的事z ～，犬胆改革。
E敢于E ganyu 匾固有决心，有勇气（去做或去争

取） ：～挑重担。

后按 gan O 医E 觉得：身体偶～不适｜他对打
♀Ill~ 麻将不～兴趣。＠感动g ～人肺腑｜深有

所～。＠对别人的好意怀着谢意z ～谢｜～
恩 1～激。＠中医指感受风寒：外～内伤。＠
感觉g情感g感想：美～｜好～｜自豪～｜亲切之

～｜观～｜百～交集。＠受外界某种因素影响
而发生变化z ～光｜～应。

E惑触E g凸nchu !El 跟外界事物接触而引起的

思想情绪＝他对此事很有～｜旧地重游，～万
端。

U卖戴E g凸『idai 圈感激而拥护（用于对上级）。
E惑到l gandao 画觉得：从他的话里我～事情

有点儿不妙。
E惑动E g凸ndδng 0 圃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

的影响而激动，引起同情或向慕z 看到战士舍
身救人的英勇行为，群众深受～。＠圈使感

动g 他的话～了在座的人。
E惑恩E g凸n；；岳n 圈对别人所给的恩惠表示感
激＝～不尽｜～图报。

E惑恩戴德E g巾’岳n-daide 对别人所给的恩德

表示感激。

E感恩节E G仙’岳n Jie 圈美国、加拿大等国感
谢上帝恩赐丰收的全国性节日，美国定于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加拿大定于每年 10 月
的第二个星期一。

E感恩图报E gan’岳n-tubao 感激他人对自己所
施的恩惠而设法报答。

E感发】 ganfa 画有所感触，受到激发2 ～人

心，净化心灵｜旧地重游，一时～，欣然赋诗一
首。

E感奋E g凸nfen rnJ)] 因感动、感激而兴奋或奋

发：胜利的喜讯使人们～不已。
E感愤l g凸nfen 画有所感触而愤慨。

E感官l g凸nguan [El 感觉器官的简称。
E感光E gan;;guang 且l 照相胶片等受光的照

射引起物理或化学变化。
E感光片E g凸nguangpian 圈表面涂有感光药

膜的塑料片、玻璃片等。
E感光纸E ganguangzhi 圈表面涂有感光药膜

的纸，如放大纸、印相纸、晒图纸等。
E感化E g凸nhua ~重用行动影响或善意劝导，使

人的思想、行为逐渐向好的方面变化z ～失足
者。

E感怀】 ganhuai 画有所感触而产生某种情

怀z ～诗 l～身世｜节日～｜～长征精神。
E感激l g凸njl 画因对为一的好意或帮助而感动

并产生谢意z ～涕零｜非常～你给我的帮助。
E感激涕零l g凸njl-tiling 因感激而流泪，形容非
常感激。

E感觉】 g凸njue O 圈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在
人脑中引起的直接反映，如苹果作用于我们的
感官时，通过视觉可以感到它的颜色，通过味
觉可以感到它的味道。感觉是最简单的心理
过程，是形成各种复杂心理过程的基础。＠

圈觉得①z 一场秋雨过后就～有点儿冷了。＠

量国觉得②z 他～工作还顺利。
~觉器官E g凸njue qiguan 感受客观事物刺
激的器官，如皮肤、眼睛、耳朵等。简称感官。

E感觉神经】 g凸njue shenjlng 传入神经。

E感慨E gankai 画有所感触而慨叹：～万端。
E感慨系之】 g凸nkai-xizhl 感慨的心情联系着
某件事，指对某件事有所感触而不禁慨叹。

E惑抗E g凸nkang 圈电路中电感对交流电的阻
碍作用。单位是欧姆。

E感晴lg凸nkui （书〉画有所感触而叹息：人事
沧桑，～不已。

E感’愧l g凸nkui 画既感激又惭’愧：～交加。
E感冒】 g凸nmao 0 圈传染病，病原体是病毒，

在身体过度疲劳、着凉、抵抗力降低时容易引
起。症状是咽喉发干、鼻塞、咳嗽、打喷嗖、头



痛、发热等。 8 lll!JJ 患这种病。｜｜也叫伤风。
＠〈口〉圈感兴趣（多用于否定式）：他对打牌
从来就不～。

E感念】 g凸nnian r到因感激或感动而思念：～
不忘。

E感俯tl g凸npei 阉感动佩服·衷心～。
E感情E ganqing 圈。对外界刺激的比较强烈

的心理反应：动～｜～流露。＠对人或事物关
切、喜爱的心情2 联络～｜他对农村产生了深厚

的～。
E感情用事） g凸nqing yongshi 不冷静考虑，凭
个人好恶或一时的感情冲动处理事情。

E感染E g凸nran 圈＠病原体侵入机体，在机体
内生长繁殖引起病变，受到传染＝伤口～了｜身

体不好，容易～流行性感冒。＠通过语言或行
为引起别人相同的思想感情：～力｜欢乐的气
氛～了每一个人。

E感人E g凸nren 圈感动人2 ～至深！情节生动
~ 。

E感人肺腑】 ganrenfeif心使人内心深受感动：

言辞恳切，～o
E感纫E ganren 〈书〉巨型感激（多用于书信）。
E感伤l ga『1shang 庄园因有所感触而悲伤：一
阵～，涝然泪下。

E感世E g凸nshi ［型对不正的世风、世事有所感

慨z 他的诗文多为～之作。

E感受E g凸nshou 0 画受到（影响）；接受：～
风寒｜～到集体的温暖。＠国接触外界事物
得到的影响；体会：生活～｜看到经济特区全面

迅速的发展，～很深。
E感叹】 g凸ntan 画有所感触而叹息。
E感叹词】 gantanci ［每叹词。

E惑叹号】 gantanhao 圈叹号的旧称。
E感叹句E g凸ntanju 圈带有浓厚感情的句子，
如“哎哟1”“好哇！”“哟！你也来］＇ ！”在书面

上，感叹句末尾用叹号。
E感同身受】 gant6ngshenshou 原指感激的心

情如同亲身受到对方的恩惠一样（多用来代替
别人表示谢意），现多指虽未亲身经历，但感受
就同亲身经历过一样。

E感悟） g凸nwu 画有所感触而领悟：在奋斗中

～到人生的真谛。
E感想E g凸nxiang ［＇每由接触外界事物而引起
的思想反应：看了这封信，你有什么～？

E感谢E g凸nx ie lll!JJ 用言语行动表示感激：～

信｜再三～｜我很～他的热情帮助。
（！惑性） ganxing ［黝属性词。指属于感觉、知
觉等心理活动的（跟“理性”相对） ：～认识。

E感性认识】 ganxing ren•shi 通过感觉器官对

感激橄拼鲸｜ 9凸n I 42s I 

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

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

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要认

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必须把感性
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参看 800 页I理性认

识l 0 

E感言E g凸ny6n [El 表达感想的话：获奖～｜建

厂三十五周年～o

E感应E g凸nying E型＠某些物体或电磁装置受
到电场或磁场的作用而发生电磁状态的变化，

叫作感应。＠因受外界影响而引起相应的感

情或动作：心理～｜某些动物对外界的刺激～
特别灵敏。

E感应电流】 ganying dianliu 由于电磁感应
而在导体中产生的电流。如发电机中产生的

电。
E感召E ganzhao ［虱感化和召唤：～力。
E感知E g凸nzhl O 撞到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

在人脑中的反映，比感觉复杂、完整。＠［虱感
觉z 已能～腹中胎儿在动。

激 gan 滋浦CG凸npu），地名，在浙江。

岳甜f gan 见下。

E附 ganl~~ 圈＠向木，羽状复叶，小王三
叶长椭圆形，花白色，果实长椭圆形，网端稍

尖，绿色，可以吃，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
实。有的地区叫青果。＠油橄榄的通称。

E橄榄绿E g凸nlanlu ~像橄榄果实那样的青绿

色。
E橄榄球） g凸nl凸n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

一，球场类似足球场，比赛分两队，每队十一人
（或十五人、七人），球可以用脚踢，用手传，也
可以抱球奔跑。有英式和美式两种，规则和记
分法有所不同。＠橄榄球运动使用的球，用

皮革制成，形状像橄榄。
E刷览泊E ganl凸ny6u 圈用油橄榄的果实榨的

油，供食用，也可用作医药工业的原料。
E橄榄枝E g凸nl凸nzhl 圈油橄榄的枝叶，西方用

作和平的象征。
拼 gan 圈＠用棍棒来回碾（使东西延展变

平、变薄或变得细碎）：～面｜～毡子 i～饺
子皮儿｜把盐～一～。＠〈方〉来回细擦3 先用
水把玻璃擦净，然后再～一过JL o 

E拼面杖E g凸nmianzhang ［苞擒面用的木棍儿。

E辩毡E gan;;zhan B赳＠用羊毛、驼毛等辩制

成毡子。＠蓬松的绒毛、头发等结成片状z 皮
袄～了｜头发都～了，快梳一梳吧。
撼 u gan !El 鱼，身体长而大，近圆筒

（憾）异，青黄色，吻尖，尾鳝侣。性凶



426 I gan - gang I 干肝细淦骨T咨赣冈江扛

猛，捕食其他鱼类，对淡水养殖业有害。也叫 事物的道理，只能用“为什么”或“怎么”，不能
用“干什么”或“干吗气如z 蜘蛛的丝为什么不
能织布？｜西瓜怎么长得这么大？

黄钻Czua的。

、

gan ＜《与）

干1 …＿ .. gan O 事物的主体
（斡、。斡）注重要部分E 树～｜骨

～。＠指干部：调～i～校。

干2 _..,. gan O 时（事）：实～｜～
（斡）活儿｜埋头卜。＠能干；有能

力的：～练｜～才。＠圈担任；从事：他～过
厂长。＠〈方〉圈事情变坏；糟：要～｜～了．

钥匙忘在屋里了。
另见 419 页 gano

E干部E ganbu IBl O 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
中的公职人员（士兵、勤杂人员除外）。＠指

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工

会～｜科室～。
E干部学校E ganbu xu缸iao 培养、训练干部的

学校。简称干校。
E干才E gancai 回到＠办事的才能：这个人还
有点儿～。＠有办事才能的人z 这位副经理是

三三重量 公关方面的～。
三三雪 E干道E ganda。因行车的主要道路。

E干掉E gan11diao ＜口〉圈铲除对肖灭。
E干活JLl gan;;hu6r 圆从事体力劳动，泛指做
事、工作z 帮妈妈多干些活儿｜都下班了，他还在
办公室里忙着～。

E干架E gan;;jia ＜方〉圈打架；吵架。
E干将E ganjiang 函能干的或敢干的人z 得为
～｜一员～。
另见 420 页 ganjiang 。

E干劲E ganjin c～儿）圈｛故事的劲头：～儿十
足｜鼓足～，力争上游。

E干警E ganjing 圈公安、检察、法院部门中T

部和警察的合称。

E干练E ganlian E 又有才能又有经验z 他的
确是一个精明～的人才。

E干流l ganliu 画同一水系内全部支流所汇入

的河流。也叫主流。

E干吗］ ganm6 ＜口〉回疑问代词。干什么：
您～说这些话？｜你问这件事～？

E干渠E ganqu 圈从水源引水的渠道。

E干群E ganqun [BJ 干部和群众g 改善～关系。
E干啥】 gansha ＜口〉圆疑问代词。干什么：
你找我～？

E于什么E gan shen•me 询问原因或目的g 你

～不早说呀？｜他老说这些～？匮噩’询问客观

E干事】 gan· shi 圈专门负责某项具体事务的
人员，如宣传干事、人事干事等。

E干细胞E gonxibao 圈。一类具有自我复制
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分为胚胎干细胞
和成体干细胞。＠特指造血干细胞（一种能

分化为各种血细胞的原始细胞）。
E干线l ganxion IBJ 交通线、电线、输送管（水

管、输油管之类）等的主要路线（跟“支线”相
X才）。

E干校】 ganxiao 圈干部学校的简称。
E于休所l ganxiusL』6 I蜀干部休息调养的处
所，现多指为军队离退休干部集中安排的居住

处所。

E干仗E gan11 zhang ＜方〉［司打架；吵架。

肝 gan ＜书〉天色晚；晚上z 宵衣～食。

bl-ι … gan 稍微带红的黑色。
;:l:j （钳γ
E结青E ganqlng 圈黑里透红的颜色。也说绚

紫o
E绍紫】 gonzi E回结青。

淦 Gan O 胁，水名，在江西。＠圈姓。

于 gan ＜书〉＠小腿。＠肋骨。

立~ gan 草草井沟 CGanjTnggou ），地名，在重

军于庆。

赣 Gan O 赣江，水
（赣、辑、常） 名，在江西。＠圈

江西的别称。
〈古〉又同“贡”go吨。

E赣剧l ganju 圈江西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飞
阳腔发展而来，流行于上饶、景德镇等地区。

E赣语】 ganyu 圈汉语方言之一，分布在江西
中部、北部一带。

c 豆面g(«f[了 1 

冈 gang O 较低而平的山脊z 山
lλJC 罔）～｜景阳～。 8 (Gang）［望姓。
E冈陵E gangling 圈山冈和丘陵。
E冈峦E gangluan 圈连绵的山冈：～起伏。

江 Gang 酬。

扛 gang O ＜书〉用两手举（重
（担）如），~力能～鼎。＠〈方） ［到抬东



西。
另见 731 页 k6ng0

刚1 gang O 圈硬5坚强α四”相
~ （刚）对）：～强｜～直！他的性情太～。

8 CGang）圈姓。
刚2 ~II gang 圃＠恰好：不大不小，

（同川）～合适。＠表示勉强达到某种
程度；仅仅z 清早出发的时候天还很黑，～能看
出前面人的背包。＠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在
不久以前：他～从上海回来｜那时弟弟～学会
走路。＠用在复句里，后面用“就”字呼应，表
示两件事紧接着：～过立春，天气就异乎寻常
地热了起来。

E刚像自用】 gangbi-ziyong 倔强固执，臼以为

是（傻2乖僻，执拗）。

E刚才l gangc6i 圈时间词。指刚过去不久的
时间：他把～的事儿忘了 l～他在车间劳动，这
会儿开会去了。

E冈lj度l gangdu 圈工程上指机械、构件等在受

到外力时抵抗变形的能力。
E刚凤】 gangfeng 同“里风”。

E刚刚E ganggang 国刚2 ：不多不少，～一杯｜
箱子不大，～装下衣服和书籍｜他～走，你快去
追吧！

E刚好E ganghao 0 回正合11!! ：这双鞋f也穿着

不大不小，～。＠圆恰巧;JI；工1j ：他们两个人

～编在一个小组里 l～大叔要到北京去，信就托

他捎去吧。
E网。健E gangjian 圃（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

有力 z 画风～质朴。

E刚介l gangjie ＜书〉圈刚强正直。

E刚劲】 gangjing ［霸（姿态、风格等）挺拔有力 2
笔力～i松树伸出～的树枝。

E刚烈~l gangli岳 Ifill 刚强有气节z 禀性～。
E刚毛E gangm6。因人或动物体上长的硬毛，
如人的鼻毛A丘蚓表皮上的细毛。

E刚强E gangq i6ng Ifill C性格、意志）坚强，不怕
困难或不屈服于恶势力 z ～不屈。

E刚巧l gangq的O [Jr』恰巧；正凑巧2 你算赶上

了，今天～有车进城。
E刚韧E gangren 回＠（材料）坚硬有韧性z 制
品～耐磨。＠刚强有韧性：～的性格。

E刚柔相济】 gangr6u-xiangji 刚强的和柔和的
互相补充，使恰到好处。

E刚体l gangti ~物理学上指任何情况下各点
之间距离都保持不变，即形状和大小始终不变

的物体。
E刚性】 gangxing O 固坚强的性格；刚强的特

性（跟“柔性”相对，下同）：一个男子汉应该有

刚搁杠岗胚纲 1 9δng I 421 I 

～。＠［霸属性词。坚硬不易变化的：～物

体。 8 Ifill 属性词。不能改变或通融的z ～指

标｜～需求。

E刚毅E gangyi 圈刚强坚毅z 性格～｜～的神

色。
E刚玉E gangyu I萄矿物，成分是三氧化工铝，

桶状或柱状晶体，有玻璃光泽，硬度 9，仅次于

金刚石。红色透明的叫红宝石，其他颜色的叫
蓝宝石，是贵重的装饰品。刚玉可用作精密仪

器的轴承，也用作研磨材料。

E刚正E gangzheng 回刚强正直：为人～。
E刚正不阿】 gangzh命ig-bu’岳刚强正直，不阿

诀奉迎。

E刚直l gongzhi E回刚正z ～不阿。

搁… gang ＜书〉同‘‘r
（搁）

杠 gang ＜书〉肘。＠旗杆
另见 429 页 gango

L.L』 gan口同“冈”①。

冈（南）另正ω页 9凸即制页 gang。
脏 ~~g 阁脏门和脏管的统称～裂｜脱

U工道l gangdao 圈脏管。

U工管】 gangguan 圈直肠末端通旺门的部分。
周围有JlI门括约肌围绕。也叫虹道。

(Jlifll gangmen 圈直肠末端的口儿，粪便从

这里排出体外。

纲 ,_ gang O 提网的总绳，比喻事物
（娴）最主要的部分（多指文件或言论） : 

～目｜～领｜大～｜提～挚领｜～举目张。＠画

生物学中把同一门的生物按照彼此相似的特
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纲，如苔辞植物门
分为苔纲和薛纲，脊椎动物亚门分为鱼纲、鸟
纲、哺乳纲等。纲以下为目。＠旧时成批运

输货物的组织＝盐～｜花石～。
E纲常】 gangch6ng 圈三纲五常的简称。

E纲纪l gangji ＜书〉画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

法纪z ～有序｜～废弛。
E纲举目张E gangju-muzhang 纲是网上的大

绳子，目是网上的眼，提起大绳子来，一个个网
眼就都张开了。比喻做事抓住主要的环节，带
动次要的环节。也形容文章条理分明。

E纲领E gangling 圈＠政府、政党、社团根据

自己在一定时期内的任务而规定的奋斗目标
和行动步骤z 政治～。＠泛指起指导作用的

原则：～性文件。
E纲目】 gangmu ~大纲和细目 z 拟定调查～l

《本草～》。



主重重

428 gang ｜纲桐盲工红钢缸

E纲要E gangyao 圈＠提纲2 他把问题写成
～，准备在会议上提出讨论。＠概要（多用于

书名或文件名）：《农业发展～》。

桐… gang 见 10叫隅。
（榈） - -

怔 gang ＜书〉石桥。

红 gang
（查工）

〈书〉油灯。

钢… gang 圈铁和碳的合金，销量
（铜）小于 2% ，并含有少量的锤、硅、

硫、磷等元素。强度高、韧性好，是重要的工业

材料。
另见 430 页 gango

E钢板E gang ban 圈。板状的钢材。＠刻写
蜡纸时垫在下面的钢制长方形板，上面有细密

的纹理。
E钢包】 gangbao 圈盛钢水的钢制容器，内砌

耐火砖，钢水由底部的口流出，进行浇铸。
E钢销JLl gangbengr ＜口〉圈指金属辅币。也

说钢锁子。
E钢笔E gang bi 圈笔头用金属制成的笔。一
种是用笔尖蘸墨水写字，也叫蘸水钢笔。另一

种有贮存墨水的装置，写字时墨水流到笔尖，
也叫自来水笔。

E钢材E gangcai 圈钢键或钢坯经过轧制后的

成品，如钢丝、钢板、钢管、型钢等。
E钢镀E gangding 圈把熔化的钢水注入模型，

经冷凝而成的块状物。是制造各种钢材的原
料。

E钢管E gangguan 圈管状的钢材。

E钢轨E ganggui ~用来铺设轨道的钢条，横

断面形状像“工”字。也叫铁轨。
E钢花E ganghua 圈指飞溅的钢水。
E钢化E ganghua 圈把玻璃加热至接近软化时
急速均匀冷却，以增加硬度。

E钢筋l gangjln 圈钢筋混凝土中所用的钢条。
按横断面形状不同可分为圆钢筋、方钢筋等，
按表面形状不同可分为光钢筋、竹节钢筋、螺

纹钢筋等。
E钢筋混凝土l gangjln hunningt心用钢筋做骨
架的混凝土。钢筋可以承受拉力，增加机械强
度。广泛应用在士建工程上。

E钢筋铁骨E gangjln-ti句心像钢铁一样结实的

筋骨，形容人体格健壮或意志坚强：侦察兵练
就了一副～。

E制精E gangjlng 

锅。也叫钢种。

E钢口E gang•kou 

圈指制造日用器皿的铝2 ～

（～儿）圈指刀、剑等刃部的

质量：这把菜刀～儿不错。
E钢盔l gangkul 圈士兵、消防队员等戴的帽

子，金属制成，用来保护头部。
E钢坯l gangpl IEJ 用钢链轧制成的半成品，形

状比较简单，供继续轧制型钢、钢板、线材
等。

E钢瓶E gangping 圈贮存高压氧气、煤气、液
化石油气等的钢制瓶状容器。

E钢琴E gangqin 圈键盘乐器，内部装有许多

钢丝弦和包有绒毡的木槌，一按键就能带动木
槌敲打钢丝弦而发出声音。

E钢砂E gangsha ~J 0 金刚砂。＠泛指各种

磨料。
E钢水l gangshui 圈液体状态的钢。钢水一

般都铸成钢链，也可以直接浇铸成铸件。

E钢丝E gangs! ~用细圆钢拉制成的线状成

品，粗细不等，是制造弹簧、钢丝绳、钢丝网等

的材料。

E钢丝锯l gangslju 圈锯的一种，形状像弓，锯

条用钢丝制成，上面有细齿，用来在工件上锯
出楼空的图案。有的地区叫镀弓子（ sou
gong·zi ）。

E钢丝绳E gangslsheng 圈用几根钢丝绞成

一股，再由几股绞成的绳，多用作起重的绳

索。
E钢铁E gangti岳＠圈钢和铁的合称，有时专

指钢。＠圈属性词。坚强的；坚固的 2 ～战士 l

～长城｜～堡垒。
E钢印E gangyin IEl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
部门使用的硬印，盖在公文、证件上面，可以

使印文在纸面上凸起。也指用钢印盖出的印
痕。

E钢渣l gangzha IEJ 浮在钢水上面的渣淳，是

钢内杂质氧化而成的氧化物。
E钢纸E gangzhi 圈用浓氯化钵溶液处理过的
特种纸，机械强度很高，耐磨，耐热，耐腐蚀，多
用作电绝缘材料，也用来制机械零件、垫片等。

也叫硬化纸、纸钢。
E钢种】 gangzhong 圈钢精。

缸 gang O 卜儿）圈盛东西的器
（！航）物，一般底小时，有陶、瓷、搪

瓷、玻璃等各种质料的z 水～｜一口～！小鱼
～儿。＠缸瓦z ～砖｜～盆。＠圆形状像缸

的器物z 汽～｜四个～的发动机。

E缸管l gangguan 圈陶管的通称。
E缸盆E gang pen 圈缸瓦制成的盆。
E缸瓦E gangwa 圆周沙子、陶土等混合而成

的一种质料，制成器物时外面多涂上袖，缸、缸
盆等就是用缸瓦制造的。



E缸砖l gangzhuan IBl 用陶土烧制成的砖，黄
色或赤褐色，是耐高温、耐磨和耐侵蚀的建筑
材料。

Z缸子】 gang·zi ~喝水或盛东西等用的器物，
形状像罐JL：茶～｜糖～｜玻璃～。

里 gang 0 见下。 8CG叫圈姓。

E呈凤J gangf岳ng 圈道家称天空极高处的风，
现在有时用来指强烈的风。也作刚风。
埋 gang 理城屯CGongc怡ngtu时，地名，

在山东。

v 
gang （《尤）

仨且 ... 俑ng 圈＠（～儿〉岗子①z 黄土
怀JC 罔）二儿：＠（～儿）岗子②z 眉毛脱光
了，只剩下两道肉～儿。＠岗位①z岗哨z 站

～ 1 门～｜设了两道～。＠职Urg岗位②z 在～｜
～龄。 8 CGang）姓。

另见 427 页 gong;430 页 gango

E岗地.］ g凸ngdi 圈坡度较平缓的丘陵地带上
的旱田。

E岗警E g凸ngjing 圈在岗哨上执勤的警察。
E岗龄3 g凸ngling 圈工人或职员在某个岗位上
的工作年数z ～津贴。

E岗楼l gangl61』圈确堡的一种，上有枪眼，可
以居高临下，从内向外睬望或射击。

E岗卡】 gangqi凸圈为收税或警备而设置的检

查站或岗哨。
E岗哨l gangshao 圈＠站岗放哨的处所。＠

站岗放哨的人。
E岗亭E g凸ngting IBl 为军警站岗而设置的亭

子。

E岗位E gangwei 圈＠军警守卫的处所。＠

泛指职位：坚守工作～。
E岗子E g凸ng•zi 圈＠不高的山或高起的土坡g
土～。＠平面上凸起的长道2 胸口上肿起一
道～。

航 g凸ng 0 ＜书〉同“航”。＠圈云南德宏
傣语地区过去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

也用来称乡一级的头人。
航 t gang ＜书〉含盐分多的沼泽。

（立） - -
泣lb. gang O IBJ 港湾z 军～｜～口｜不冻～。
~8 圈航空港2 飞机离～。＠江河的支
流，多用于河流名，如江山港、常山港（都在浙
江）。 O CGang）圈指香港z ～币 i～人治～｜

～澳同胞。＠〈口〉圃形容具有香港地方的

缸里埋岗航航港杠 I gong gang I 429 I 

特色：打扮得真～。 0 CGang）圈姓。
E港币lg凸ngbi 圈香港地区通行的货币，以元
为单位。

E港埠E g凸ngbt:』圈港口 g码头：国际～O

E港汉E gang cha 圈河汉子z ～纵横。

E港口lg凸ngk凸LI ~在河、海等的岸边设有码
头，便于船只停泊、旅客上下和货物装卸的地
方。有的港口兼有航空设备。

E港湾E g凸ngwan 圈便于船只停泊的海湾，一

般有防风、防浪设备。
E港务E g凸ngwu IEJ 港口管理工作。

E港纸E g凸ngzhi ＜方〉圈港币。

、

gang c 《尤）

杠 r_-.- gang 0 圈较粗的棍子： Jj( fl 
（梧）～｜用～撬起石头。＠画体操器

械，有单杠、双杠、高低杠等＝下～要稳。＠机
床上的棍状零件：丝～。＠圈出殡时抬送灵

枢的工具z ～夫｜一副～。＠（～儿） IBJ 粗的直
线z 他看过的书都打了不少红～｜中尉军衔的
标志是一～两星。＠圈把不通的文字或错宇平二

用直线划去或标出 z 他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在主主三
稿子上～了许多杠子。＠（～儿）圈借指一定雪童

的标准z 这次涨工资定了三条～。
另见 427 页 ga吨。

E杠房E gang fang 圈旧时称出租殡葬用具和

代为安排仪仗鼓乐等的铺子。
E杠夫E gangfu 圈旧时称殡葬时抬运灵枢的
人。

E杠杆l ganggan IEl O 简单机械，是一个在力
的作用下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杆。绕着转动

的固定点叫支点，动力的作用点叫动力点，阻
力的作用点叫阻力点。改变三点的两段距离
的比率，可以改变力的大小。如剪刀（支点在
中间）、侧刀（阻力点在中间）、银子（动力点在
中间）等就属于这一类。＠比喻起平衡或调
控作用的事物或力量＝经济～｜发挥金融机构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杠杠E gang·gang （～儿）圈＠杠①2 在纸上

画了一条～。＠杠⑦z 这条法规就是判断合
法交易与非法交易的～｜这次工资调整，规定了
几条～。

E杠铃E gangling IEJ 举重器械，在横杠的两端

安上圆盘形的金属片，金属片最重的 50 公斤，
最轻的0.25公斤。金属片外加卡箍，以防止滑

出。锻炼或比赛时，可以根据体力调节重量。
E杠头l' gangtou ＜方〉圈杠夫的头领。



I 430 I gang - goo I 杠岗烽钢簧慧泉高

E杠头T gangt6u ＜方〉圈指爱抬杠（争辩）的

人。
E杠子l gang·zi IBJ 0 较粗的棍子。＠杠②z盘

～。＠杠⑤：老师把写错了的字都打上～。
L.lJ nnnn 旧 1主

冈（岗）另见42宁主叫仰页9问。
E岗尖l gangjian c～儿）〈方〉圃状态词。形容

极满s ～的一车土｜手里端着～一碗米饭。
E岗口儿甜E gangkourtian ＜方〉回状态词。形

容极甜z 哈密瓜～。

烽 gang ＜方〉＠山冈（多用于地名）：浮亭
～（地名，在浙江）｜枯牛～（山名，在安徽）。

＠狭长的高地；土岗子（多用于地名）：大～｜
吊～（都在福建）。

钢一 gan口圈＠把刀放在布、皮石
（锢） ；；等上面磨，使它快些：～刀布｜

把刀～一～。＠在刀口上加上点儿钢，重新打
造，使更锋利2 侧刀该～了。
另见 428 页 gang 。

第 gang 室的叫凸叫名剧南。

茜肇 gang ＜方〉圃傻；愣②2 ～头～

一想（慧）旷
主主主 另见 1726 页 zhuango
量言 E慧大l gangda ＜方〉圈傻瓜。

E慧头E gangt6u ＜方〉圈指又傻又愣的人。

C二 goo c 《么）

泉占干 goo O ＜书〉水边的
了旱、养旱） 远地z 汉～｜江～。＠

CGao）圈姓。

τ运干 goo O 圃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
11=1.J （跟“低”相对，下④⑤同）：～楼大厦｜这里
地势很～。＠圈高度z 身～｜书桌～八「厘
米。 81Bl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从底部到顶

部（顶点或平行线）的垂直距离。。目国在一般
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的z ～速度｜体温～｜见解

比别人～。 0 lllil 等级在上的z ～等 1～年级｜

哥哥比我～一班。＠敬辞，用于称别人的事
物z ～见｜～论。＠酸根或化合物中比标准酸

根多含一个氧原子的 z ～锺酸仰。 8 (Gao) 

圈姓。

E高矮】 goo＇凸 i （～儿） IBl 高度：这两棵白杨差

不多一样的～o

E高昂E goo’。ng 0 圃高高地扬起z 骑兵队伍
骑着雄健的战马，～着头通过了广场。 8 lllil 
（声音、情绪〉高 z 士气～｜广场上的歌声愈来愈

～。＠圃昂贵z 价格～。

E高傲E goo’ 00 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人g

极其骄傲·神态～｜～自大。

E高倍l gaobei 圈属性词。倍数大的：～望远
镜。

E高拨子】 gaobo·zi 圈徽剧主要腔调之一。京

剧、委剧等剧种也用高拨子。简称拨子。
E离不成，低不就:l goo bu cheng' di bu jiu 高
而合意的，做不了或得不到；做得了、能得到
的，又认为低而不合意，不肯做或不肯要（多用
于选择工作或选择配偶）。

E高不可攀】 gaobuk岳pan 高得没法儿攀登，多

指难以达到或攀附。
E高才生l gaoc6ish岳ng 圈指成绩优异的学

生。也作高材生。
E高材生E gaoc6isheng 同“高才生”。

E高参E gaocan 圈＠高级参谋。＠泛指善于

为人出主意的人。

E高层l gaoceng O 圈高的层次z 他住在～，

我住在低层。＠圈属性词。（楼房等〉层数

多的：～住宅｜～建筑。－~园属性词。级别

高的：～职务｜～领导｜～人士。。圈指高
级别的人物或部门：～动态！两国～有所接

触。
E高层住宅E gaoceng zhuzhai 指地面上层数
为 10 层或 10 层以上的住宅建筑。

E高产E gaoch凸n 0 圈属性词。产量高的2 ～

作物。＠圈高的产量z 创～｜战高温，夺～。

E高超E gaochao 画好得超过一般水平：见解

～｜技术～。

E高潮】 gaochao 画＠在潮的一个涨落周期
内，水面上升的最高潮位。＠比喻事物高度
发展的阶段。＠小说、戏剧、影视情节中矛盾
发展的顶点。

E高程E gaocheng 圈从某个基准面起算的某
点的高度，如从平均海平面起算的山的高度，
从某个测量点所在的平面起算的建筑物的高

度。

E高大】 gaoda lllil O 又高又大z ～的建筑｜身

材～。＠（年岁）大（多见于早期白话）：老夫
年纪～。

E高档E gaodang 圈属性词。质量好，价格较

高的（商品） ：～家具｜～服装。

E高等l good岳ng ~回属性词。＠比较高深的＝

～数学。＠高级①2 ～学校。
E高等动物l good岳ng dongwu 在动物学中，

一般指身体结构复杂、组织和器官分化显著并
具有脊椎的动物。狭义的高等动物专指哺乳

动物。



E高等教育】 gaodeng j iaoyu 在中等教育的基
础上，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的教育。
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有大学、专门学院等。简
称高教。

E高等学校】 gaod岳ng xuexiao 大学、专门学
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统称。简称高校。

E高等植物】 gaod岳ng zhiwu 指个体发育过程
中具有胚胎期的植物，包括苔葬类、族类和种
子植物。一般有茎、叶的分化和由多细胞构成

的生殖器官。
E高低】 gaodl O 圈高度：朗诵时，声音的～要
掌握好｜因为离得远，估不出山崖的～。＠国
高下：两个人的技术水平差不多，很难分出～。
＠圈分寸（指说话或做事）：不知～。＠圈

无论如何z 嘴都说破了，老王～不答应。＠
〈方〉圃到底；终究：这本书找了好几天，～让

我找到了。

E高低杠J gaodlgang 圈。女子体操器械的
一种，用两根横杠一高一低平行地装置在铁制
或木制的架上构成。＠女子竞技体操项目之
一，运动员在高低杠上做各种动作。

E高地】 gaodl 圈地势高的地方，军事上特指

地势较高能够俯视、控制四周的地方：无名～。
E高调】 gaodiao c～儿）＠［组高的调门儿，借指
脱离实际的议论或说了而不去实践的漂亮话：
唱～。＠幽急进而张扬：他做事太～。

E高度】 gaodu O I萄高低的程度；从地面或基
准面向上到某处的距离；从物体的底部到顶端

的距离．飞行的～｜这座山的～是4 200米。＠
［园属性词。程度很高的：～的劳动热情｜～评

价他的业绩 l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圈
属性词。浓度高的2 ～酒 l～农药。

E高端】 gaoduan O 回属性词。等级、档次、
价位等在同类中较高的z ～技术｜～产品。＠

圈指高层官员或负责人2 ～会议｜～访问。

E高额E gao’在圈属性词。数额较高的：～利
润｜～奖学金。

E高尔夫球】 gao ’岳rfuqiu ~ 0 球类运动之
一，用棒杆击球，使通过障碍进入小圆洞，以击
球杆数最少的为胜。＠这种运动使用的球，
用橡胶类合成材料制成，比网球小。［高尔夫，
英 golf]

E高发】 gaofa E亘属性词。发生频率高的z 胃
癌～地区！交通事故～地段。

E高仿J gao的ng 圈属性词。模仿水平相当高

的z ～古代瓷器。也说高仿真。
E高仿真J gaof凸ngzhen ~归属性词。高仿。
E高分子E gaofenz I [BJ 高分子化合物的简称。

E高分子化合物J gaof岳nzl huahewu 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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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一类，分子量高达数千以至数百万。如
蛋白质、淀粉、纤维素、塑料、橡胶等。简称高
分子。也叫大分子化合物。

E高风亮节J gaofeng-liangjie 高尚的品格，坚

贞的节操z ～，举世同仰。

E高峰E gaof岳ng 圈。高的山峰： 1960 年 5

月 25 日我国登山队胜利地登上了世界第一
～珠穆朗玛峰。＠比喻事物发展的最高点：
上下班～时间路上比较拥挤。＠｛昔指领导人

员中的最高层：～会议。
E高峰会议E gaofeng huiyi 指高级领导人的会

议。简称峰会。
E高干】 gaogan IBl 高级干部：～子弟｜～病

房。

E高高在上E gaogao zaishang 形容领导者不
深入实际，脱离群众。

E高明 gaog岳圈放声歌唱：～一曲。

E高歌猛进J gaog岳－m岳ngjln 放声歌唱，勇猛前

进，形容行进中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E离阁E gaoge 哩。高大的楼阂。＠放置书

籍、器物的高架子：置之～｜束之～。

E高跟E gaog岳n C～JL）明属性词。鞋后跟部分

特别高的 z ～鞋。

E高估E gaogu 画过高估计z 不要～个人的作主主

用。

E高官厚禄】 gaoguan-houlu 官位高，薪傣多。

E高管E gaoguan 圈高级管理人员，通常指参

与决策的企业管理者。
E高贵E gaogui 圃＠达到高度道德水平的z

～品质。＠极为贵重：服饰～。＠指地位高、

生活优越的z ～人物。
E高寒】 gaohan 圈属性词。地势高而寒冷的z

～地带。
E高胡E gaohu 圈高音二胡，一般用钢丝弦。

E高级E gaoji 圆。属性词。（阶段、级别等）具

有较高程度的：～神经中枢｜～干部｜～人民法
院。＠（质量、水平等）超过一般的2 ～商品｜
这种毛料很～。

E高级小学E gaoji xi凸oxue 我国实施的后一

阶段的初等教育的学校。简称高小。
E高级中学E gaoji zhongxue 我国实施的后一
阶段的中等教育的学校。简称高中。

E高甲戏】 gooji凸xi [BJ 福建地方戏曲剧种之

一，流行于该省泉州、厦门、漳州和台湾等地
区。也叫戈甲戏、九角戏。

E高价E gaojia 圈较高的价格z ～商品｜～出

售｜～收购古画。
E高架路E 9aoi ialu !El 架在地面上空的道路，
供机动车辆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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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高架桥E gaojiaqiao 圈修建在地面或道路上
空的形状像桥的路段，供机动车辆行驶，能够
避免道路平面交叉，从而提高交通运输能力。

E高见E gaojian 圈高明的见解（多用于称对方

的见解）：不知您有何～？

E高教l gaojiao 圈高等教育的简称。

E高洁】 gaojie 回高尚纯洁：品行～｜～的情

怀。
E高精尖l gaojlngj ian 圈属性词。指高级、精

密、尖端的：～技术｜～设备。
E高就：l gaojiu 圈指人离开原来的职位就任较

高的职位，也用作敬辞 z 另有～｜这几年在哪里
（、，？

E高举】 gooju 墨画高高地举起z ～火把！他～着

奖杯向观众致意。

E高峻l gaojun ~ c山势、地势等）高而陡。
E高看l gaokan 画！看重g重视。

E高亢E gaokang 圈＠（声音）高而洪亮：～的

歌声。＠（地势）高：～地。＠〈书〉高傲．神
态～

E高考E gook凸o 圈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考试z

参加～。
三三三 E高科技l gook时圈指高新技术。
三三~［高空］ gaokong 圈距地面较高的空间z ～飞

行｜～作业。

E高丽E Gaoli IEl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公元
918 1392），即王氏高丽。我国习惯上多沿

用来指称朝鲜或关于朝鲜的：～人｜～参｜～纸。

E高丽纸E gaolizhT 圈用桑树皮制造的白色绵
纸，质地坚韧，多用来糊窗户。

E高和iJl gaoli 函特别高的利息或利润z ～盘
剥｜牟取～。

E高利贷l gaolidai 圈索取特别高的利息的贷
款2 放～。

E高粱E gao• liang IEl 0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和玉米相似，但较窄，因锥花序，生在茎的顶
端，籽实有红、褐、黄、自等颜色。品种很多，籽
实供食用外，还可酿酒和制淀粉。＠这种植
物的籽实。｜｜也叫蜀泰，有的地区叫称称、桃
泰。

E高粱米］ gao•liangmT IEJ 去了壳的高粱籽实。
E高龄］ gaoling O 圈敬辞，称老人的年龄（多
指七八十岁以上）：他已经到了八十多岁的～，

精神还很健旺。－~园属性词。年龄较大的
（就一般标准来说）：～孕妇。

E高岭士3 gaolingt心圈较纯净的翁士，主要成
分是铝和硅的氧化物。多为白色或灰白色粉
末，可塑性好，辈古结力强，耐高温，用于制造瓷

器和耐火材料等。因最早发现于江西景德镇
高岭，所以叫高岭士。

E高炉l gaolu 国从铁矿石提炼生铁的熔炼炉，
直立圆筒形，内壁用耐火材料砌成。由顶上的
开口装料（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等），铁水从靠
近炉底的口流出。

E高论】 gaolun IEJ 见解高明的言论（多用于称

对方发表的意见）。

E高迈E gaomai 〈书＞ ［咽＠（年纪）大g 老迈。

＠高超非凡；超逸：风神～。

E高慢l gaoman 圈高傲；傲慢z 态度～，目中

无人。

E高帽子l gaomao•zi 圈指恭维的话：戴～。
也说高帽儿。

E高r11 gaomen 圈高大的门，借指显贵的人
家：～大户｜～望族。

E高锺酸例E gaom品ngsuanji凸圈无机化合

物，化学式 KMnC），。暗紫红色或黑色的
细长结晶，稀溶液紫红色，医药上用作消

毒剂。
E高妙E gaomiao [ml 高明巧妙：技艺～｜画法

~ 。
E高明】 gao『ning 0 [mi （见解、技能）高超2 主

意～｜医术～。＠圈高明的人s 另请～。
E高难E gaonan ［塑属性词。（技巧上）要求高，

难度大的z 他练的这套自由体操有许多～动
作。

E高能】 gaoneng 圈属性词。具有很高能量

的·～粒子｜～食品。

E高攀E gaop{Jn 巨型。指跟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的人交朋友或结成亲戚（多用于客套话“不敢

高攀”等）。＠比喻数量等向上升2 国际油价
持续～。

E高朋满座l gaopeng-manzuo 高贵的宾客坐

满了席位，形容来宾很多。
E高票E gaopiao IEJ 高额的票数（多指赞成
票） ：～当选。

E高频E gaopin O 圃属性词。频率高的3 ～

词。＠画一般指射频。＠型无线电频段中
指 3→30 兆赫的频率。

E离聘l gaopin 画按高于原有职务、级别聘用：

低职～｜实行破格～。

E高企E gaoq T [ll!)] （价格、数值等）居高不下g 房

价～O
E高气压区l gaoqiyaqu 圈中心气压比周围高

的区域。高气压区内空气往往下沉，天气多晴

朗。

E高腔】 gaoq iang IEJ 戏曲声腔之一，由飞阳腔
与各地民间曲调结合而成，音调高亢，唱法、伴



奏乐器和飞阳腔相同，有湘剧高腔、J＂剧高腔
等。

E高强E g凸oqiang 幅（武艺）高超z 武功～｜本
领～o

E高烧】 gaoqiao 圈民间舞蹈，表演者踩着有
踏脚装置的木棍，边走边表演。俗称踩高烧。
也指表演高烧用的木棍。

E高清】 gaoqlng E回属性词。清晰度高的·数
字～电视。

E高热】 gaore 国人的体温在39℃以上叫高

热。也叫高烧。
E高人】 gaoren 圈。学术、技能、地位高的人。

＠〈书〉高士。
E高人一等】 gaorenyldeng 比别人高出→等z
自视～的人往往是浅薄无知的人。

E高僧】 goos岳ng 圈精通佛理、道行高深的和

尚。
E高山病】 gaoshanbing ~登上空气稀薄的高
山或高原地区因缺氧而引起的病理状态。一
般健康人在海拔 3 000 米以上有头痛、头晕、
恶心、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时四肢
麻木甚至昏迷。也叫高山反应。

E高山反应E gaoshan fanying 高山病。
E高山滑雪E gaoshan huaxu昌滑雪运动项目
之一。在海拔 1 （）（）（）米以上的高山 t进行，主
要分速度系列和技术系列两部分。

E高山景行】 gaoshan-jingxing 《诗经·小雅·车

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 z比喻高尚的
品德；景行：比喻光明正大的行为，一说“行”读
hang，景行指大路；止2语助词），后来用“高山
景行”指崇高的德行。

E高山流水］ gaoshan-liushui 《吕氏春秋·本

味》：“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
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 2‘善哉乎鼓琴，巍
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
又曰 2 ‘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
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

复为鼓琴者”（少选z少顷）。后来用“高山流
水”指知音难遇或乐曲高妙。

E高山族E Gaoshanzu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台湾地区。

E高尚E gaoshang E回＠道德水平高z ～的情
操！行为～。＠有意义的，不是低级趣味的 z
～的娱乐。

E高烧E gaoshao 圈高热。
E高射机枪E gaosh岳，jlqiang 机枪的一种，装有

特种枪架和瞄准器，主要用于射击低空飞行的

敌机和空降兵，对空有效射程约 2 000 米。
E高射炮E gaoshepao ~地面上或舰艇上防
空用的火炮，用于射击飞机、空降兵和其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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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标。

E高深E gaosh岳n [1i2J 水平高，程度深（多指学

问、技术） ＇莫测～｜～的理论。
E高升E gaosheng ［司职务升高·步步～。

E高师］ gaoshl 圈高等师范学校的简称，包括

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
等。

E高士l gaoshi ＜书〉圈志趣、品行高尚的人，
多指隐士。

E高视阔步J gaoshi-kuobu 形容气概不凡或态
度傲慢。

E高于】 gaoshou （～儿）圈技能特别高明的人z

象棋～｜他在外科手术上是有名的～。
E高寿E gaoshou O Ifill 长寿。 8 IBl 敬辞，用

于问老人的年纪＝老大爷～啦？
E高耸】 gaosong 画高而直地耸立：～入云｜

～的纪念碑。
E高速E gaosu Ifill 属性词。高速度的：～发展｜

～公路。

E高速公路】 gaosu gonglu 专供汽车高速行驶
的公路。道路平直，全线封闭，中间设有隔离
带，双向有四条或六条车道，与其他道路相交
时采用立体交叉方式。 主＝

E高速铁路】 gaosu ti岳1u 符合较高标准，列车王三

能以 200 千米／小时以上的速度高速运行的妻三
铁路。简称高铁。

E高抬贵手E gaotai-guishou 客套话，多用于

请求对方饶恕或通融。
E高谈阔论E gaotan-kuolun 漫无边际地大发

议论（多含贬义）：越是一知半解的人，往往越
是喜欢～。

E高碳】 gaotan Ifill 属性词。温室气体（以二氧

化碳为主）排放量较高的。
E高汤J gaotang 圈煮肉或鸡鸭等的清汤，也

指一般的清汤。
E高堂】 gaotang 圈＠高大的厅堂。＠〈书〉

指父母。

E高挑.JLl gaoti凸or （口〉圃（身材）瘦长z ～身

材｜～的个子。
E高铁E gaot险函高速铁路的简称。
E高头大马E gaot6u-dam凸＠体形高大的马2

骑着～。＠形容人身材高大z 老李长得～的。
E高徒l gaotu IBJ 水平高的徒弟，泛指有成就

的学生z 严师出～o
E高危l gaowei E国属性词。发生某种不良情

况的危险性高的z 冠心病～人群。
E高位］ gaowei 圈。〈书〉显贵的职位：～厚
禄。＠（肢体）靠上的部位2 ～截肢。

E高温］ gaow岳n 圈较高的温度。在不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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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所指的具体数值不同，例如在某些技术上
指几千摄氏度以上，在一般工作场所指 32 摄

氏度以上。
E高屋建专瓦l gaowu-jianling 在房顶上用瓶子

往下倒水（语本《史记·高祖本纪》。建：倾倒：
领z 盛水的瓶子），形容居高临下的形势。

E高下】 g。oxia 圈上下；优劣（用于比较双方

的水平） ：两个人的本领难分～。
E高消费E gaoxiaofei 画画高额消费；高档消费：
～群体。

E高小】 gaoxi凸o 圈高级小学的简称。
E高校E gaoxiao 圈高等学校的简称。

E高效E gaoxiao 回属性词。效能高的；效率
高的z ～杀虫剂。

E高新技术】 gaoxTn-jishu 指处于当代科学技术

前沿，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新兴技术，如信
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纳米技术
等。

E高薪l gaoxTn [BJ 高额的薪金：～聘请。
E高兴】 gaoxing 0 圃愉快而兴奋z 听说你要
来，我们全家都很～。＠圈带着愉快的情绪
去做某件事g喜欢：他就是～看电影，对看戏不

重感兴趣。
E高血压E gaoxueya I写成人的动脉血压持续
超过 18. 7/12 千帕（140/90 毫米求柱）时叫

作高血压。有两种类型，一种叫症状性高血
压，由某些疾病引起；另一种叫原发性高血压，
由大脑皮质功能紊乱引起。通常把后者称为
高血压病。

E高压E gaoya o 圈较高的压强。 81Bl 较高
的电压。＠圈收缩压的通称。。圈属性
词。残酷迫害的；极度压制的z ～政策｜～手段。

E高压电E gaoyadian 圈工业上指电压在
3 000 11 000伏的电流。通常指电压在 380

伏以上的电流。
E高压釜E gaovatu 圈加压釜。
E高压锅E gaoyaguo 圈锅盖装有胶圈的密封

锅，多用铝合金、不锈钢制成。加热时锅内气
压升高，食物熟得快。也用于消毒等。也叫压

力锅。
E高压脊E gaoyaji 固气象学上指从高气压区
延伸出来的脊形区域。高压脊内气流下沉，天

气一般晴好。
E高压线E gaoyaxian [BJ 输送高压电流的导线

。纪律～不能触碰。
E高雅E gaoy凸圈高尚，不粗俗z 格调～｜谈吐

~ 。

E高扬E gaoyang 画＠高高升起或举起＝旗帜
～0士气～。＠高度发扬2 ～见义勇为的精

神。
E高原l gaoyuan 南海拔较高、地形起伏较小

的大片平地，一般海拔在 500 米以上。

E高远】 gaoyu凸n 庄园高而深远：～的蓝天｜志向

~ 。

E高云l gaoyun [BJ 云底离地面（中纬度地区〉

5 13 千米的云。能透出云后蓝天和太阳的

光辉。

E高燥】 gaozao U回（地势）高而干燥。
E高瞻远瞩E gaozhan-yuanzhu 形容眼光远

大。
E高涨】 gaozh凸ng 0 画（水位、物价等）急剧

上升z 河水～。＠回（士气、情绪等）旺盛；饱

满．热情～！士气～o
E高招JLl gaozhaor 圈高明的招数，泛指好办
法、好主意z 出～｜就这两下子，没有什么～。

也作高着儿。
E高着JLl gaozhaor O [BJ 下棋时下出的高明
的着数。＠同“高招儿”。

E高枕而卧】 gaozh品n'erwo 垫高了枕头睡觉，

形容不加警惕。
E高枕无忧E gaozh品n-wuyou 垫高了枕头睡

觉，无所忧虑，指平安无事，不用担忧。
【高校JL] gaozhTr [BJ 比喻高的职位或职位高

的人z 攀～｜巴～。
E高知E gaozhT [BJ 高级知识分子的简称。

E高职E gaozhi 圈＠高级职称；高级职务。＠
指高等llJ电业教育。＠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简

称。
E高中E gaozhong 圈高级中学的简称。

E高姿态E gaozTtai 圈指处理问题时对己严、

待人宽的态度：他的～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E高足E gaozu 圈敬辞，称呼别人的学生。

E高祖】 gaoz心圈＠高祖父。＠〈书〉指始祖

或远祖。
E高祖父E 9aozutu 圈曾祖父的父亲。
E高祖母E gaoz凸m凸 [BJ 曾祖父的母亲。

主 goo c～儿）羔子z 羊～｜～皮胁。

J ‘、、
E羔皮l gaopi 圈小羊、小鹿等的毛皮。
E羔羊J gaoyang 圈小羊，多比喻天真、纯洁或
弱小的人＝替罪的～。

E羔子E gao·zi 圈小羊，也指某些动物的崽子z

兔～。

棒山 goo 见 667 页隅。
（！＊靠）

辜 goo 见下。

E辜丸E goo wan 圈男子和某些雄性哺乳动物



膏篱糕囊果摘编摘筒铺稿 I goo- g凸口｜ 435 

生殖器的一部分，在阴囊内，椭圆形，能产生精
子。也叫精巢。
膏 goo 0 脂肪s油： ~:kl 春雨如～＜） ~A~

民～。＠很稠的糊状物：～药 i 梨～l 牙
～｜雪花～。＠〈书〉肥沃z ～壤｜～膜。

另见 437 页 goo"
E膏育】 goohuang IBJ 见 96 页【病人膏盲］。

E膏火】 goohu凸〈书〉圈灯火（膏z 灯油），借
指夜间工作的费用（多指求学的费用）。

E膏Jf!J】 gooji 圈中医指膏状制剂，用水或植物
汹将药物煎熬浓缩而成，分为内服和外用两
类。

E膏粱】 gooliang 画肥肉和细粮，泛指美昧的

饭菜g ～子弟（指富贵人家的子弟）。
E膏血】 gooxue 圈（人的）脂肪和血液，借指用
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 z 国家财产是人民的～。

E膏药】 goo•yao IBl 一种中药外用药，用植物
油加药熬炼成膏，涂在布、纸或皮的一面，可以
较长时间地贴在患处，用来治疮痛、消肿痛等。

E膏腆】 goovu ＜书） lllil 肥沃 z ～之地。
E膏泽J gooze ＜书〉＠圈滋润作物的及时雨。

＠圈比喻给予恩惠：～后人。

E膏子E gao·zi 圈熬成浓汁服用或列敷的药物。
篱 goo 圈。撑船的竹竿或木杆。＠

CGoo）贵生。

E篱头】 gao·tou c方〉［写篱①。

E筒子E gao·zi ＜方〉圈。篱①。＠晒衣服用

的杆子。

业格血 QOO 圈。用米粉、面粉等制
蒂＊co在去） i的食品，种类很多，如年糕、
蜂糕、蛋糕等。 8 <Gao）姓。

E糕饼】 gaobing ＜方〉噶糕点。
E糕点E gaodi凸n !Bl 糕和点心（总称）。
E糕干E goo•gan 固守种代乳品，主要用米粉

和糖等制成。
囊 goo ＜书〉＠收藏盔甲弓矢的器具。＠

储藏。

II 

gao （《么）

＠〈书〉明亮：～日。 8 CGao ）~ 果 gao
姓。

E呆呆J gaog凸0 （书〉回（太阳）很明亮的样

子：～出日 J秋阳～。

七言f g凸o 画＠做；干；从事z ～生产｜～工作｜
：』归』～建设。＠设法获得；弄2 ～点儿水来 l～
材料。

E搞掂】 gao11 dian 〈方〉圈搞定。原为粤语，

传入北方话地区后多说搞定。
E摘定】 g凸o;;ding 圈把事情办妥；把问题解决
好z 这件事很快就可以～。

E摘怪） g凸oguai rn!iJ 做出怪样来逗乐JL ：～小

品！上课时不要～。
E搞鬼） g凸o;;gui 圈暗中使用诡计或做子脚z

不怕他～｜你又搞什么鬼？
E搞活】 g凸ohu6 圈采取措施使事物有活力 2

解放思想，～经济。

E摘笑E g凸oxiao O (-11一）圈制造笑料，逗人
发笑：不要采取庸俗手法～ l 一味～的节目，效
果不会好。＠圆滑稽可笑z 这个相声大～了。

b亩· 牛~ g凸o 古代的一种自绢。
~I （~高）
E缩素E g凸osu ＜书〉圆白衣服，指丧服。

主古 」4 9凸o 干枯：枯～。

饷（震）
E搞木】 g凸omu 圈枯稿的树干2 形如～。
E恼木死灰】 g凸omu-sihul 枯搞的树干和火灭

后的冷灰，比喻心情冷淡，对一切事情元动于
衷。

冒 g凸0 （书〉臼
另见 522 页 hao“自告”。

铺吟 9凸0 圈刨士用的工具z 鹤嘴～｜
（俑）一把～。
另见 522 页 Hao 。

E锅头E g凸o· tou I萄铺。

字古1 斗A goo ＜书〉谷类植物的茎：～
向俨禀）荐。
芋市2 击， g凸。因（～JL）稿子：手～｜拟
饷（寞） 二 l定～｜～纸 i 打个～儿 l心里
也没有个～JL（心中无数）。

E稿本E g凸ob岳n ［望著作的底稿。
E稿酬］ g凸och6u 圈稿费。

E稿费】 g凸ofei 画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
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等的时候付给作者的

报酬。
E稿件E g凸ojian 圈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等称作
者交来的文稿或书稿。

E稿荐E g凸ojian i童稻草、麦秸等编成的垫子，

用来铺床。

E稿源E g凸oyu6n 圈稿件的来源。

E稿约） g凸OYl』岳圈报刊的编辑部向投稿人说

明报刊的性质、欢迎哪些稿件以及其他注意事
项的告白，一般写成条文，登载在报刊上。

E稿纸） g凸ozhi 圈供写稿用的纸，多印有一行

行的直线或小方格JL o 

E稿子E gao•zi ~ 0 诗文、图画等的草稿z 写

～。＠写成的诗文：这篇～是谁写的？＠心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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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计划；谱⑤：心里还没个准～。
奠 g凸0 酬。凸叫n叫名，在河北。

、

gao （《么）

.&.. goo O 把事情向人陈述、解说z ～诉｜～

仁3 知｜广～｜报～｜通～｜忠～。＠画向国家
行政司法机关检举、控诉＝～状｜到法院去～
他。＠为了某事而请求：～假｜～贷。。表
明 z ～辞｜自～奋勇。＠画宣布或表示某种
情况的实现：～成｜～罄｜～一段落｜事情已～
结束。 0 CGao）圈姓。

E告白E 9aobai o IBl c机关、团体或个人）对公
众的声明或启事。＠圃说明g表白 z 向朋友
～自己的忧虑。

E告败l gaobai 圈宣告失败＝计划～！比赛结
果主队以 2 比 3～。

E告便E gao;;bian 圈婉辞，向人表示自己将要
离开一会儿（多指上厕所）。

E告别E gao11bie 画＠离别；分子（一般要打个
招呼或说句话）：～亲友｜他把信交给了队长，
就匆匆～了。＠辞行z 动身的那天清早，我特
地去向他～。＠和死者最后诀别，表示哀悼。

E告病E gaobing ＜书〉圈＠称说有病z 农夫终
日劳苦而未尝～。＠旧时官吏以生病为由请
求辞职，后泛指因病请假2 ～回乡。

E告成E gaocheng 圈（较重要的工作）宣告完

成＝大功～。
E告吹l gaochul ＜口〉自由（事情、交情等）宣告
失败或破裂z 项目～｜谈判～｜婚事～。

E告辞E gaoci 圈（向主人）辞别z 我怕耽误他
的时间，谈了一会儿就～了。

E告贷E gaoda i rnlll 请求别人借钱给自己 2 四处
～｜～无门（没处借钱）。

E告地状E goo dizhuang 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

在纸上铺在街头或用粉笔写在地上，向人乞求
钱财或其他帮助。

E告发E gaofa 画向司法机关、政府或组织检

举揭发z 写信～他的违法行为。
E告负E gaofu 富国（体育比赛等）失败2 甲队以

。比 3～ o

E告急E goo 11 ji rnllJ 报告情况紧急并请求援救
（多指战事、灾害等）：前线～｜灾区～ l～电报。

E告假l gao11 jia rnlll 请假2 这几天他因病～｜他
家里有事，想告两天假。

E告捷E gao11 j ie l1lliJ O c作战、比赛等）取得胜
利z 初战～。＠报告得胜的消息：向司令部～。

E告竭l gδojie 画指财物、矿藏等用尽或消耗

完：库存～l该地区矿藏由于长期开采，今已～Q
E告诫】（告戒） gaojie 画警告劝诫（多用于上

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再三～！谆谆～。
E告借l 9aojie 画请求别人借钱物给自己 z 多
方～。

E告警l gaojTng 画报告发生紧急情况，请求加

强戒备或援助z ～电话。

E告绝E gaojue 画宣告绝迹：匪患～。
E告竣】 gaojun 圈宣告事情完毕（多指较大的

工程）：铁路隧道工程已全部～。
E告劳】 gaolao rnllJ 向别人表示自己的劳苦z 不

敢～。
E告老E gao11lao 画旧时官吏年老请求辞职，

后泛指年老退休g ～还乡。

E告密】 gao11mi 圈向有关部门告发旁人的私
下言论或活动（多含贬义）。

E告破】 goop<) Ill国宣告破获：特大凶杀案～。
E告罄l gaoqing 圈指财物用完或货物售完z

存粮～O
E告缺E gaoqu岳

抗旱物资～。

圈指物品、货物等出现短缺z

E告饶E gao;;rao 圈求饶z 求情～c
E告胜E gaosheng 圆（体育比赛等）获胜z 中
国队首战～。

E告示E gao·shi 圈。布告：安民～。＠旧时

指标语：红绿～。
E告送】 gao·song ＜方〉画告诉；告知g 这事儿
我没～她。也作告诵。

E告诵E gao•song 同“告送”。

E告诉l gaosu l到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g ～到法院。

E告诉】 goo· su l1l!ll 说给人，使人知道：请你～
他，今天晚上七点钟开会。

E告退】 gaotu i rnllJ 0 在集会中要求先离去2
我有点儿事，先～了。＠从集体中退出 3 老队
员已先后挂拍～。＠旧时指自请辞去职位2

年老～。
E告慰E gaowei 圈表示安慰；使感到安慰：把
文集早日印出来，以～死者在天之灵。

E告语E gaoy心〈书〉画告诉Cgao· su），互相

～l无可～。
E告枕头状l goo zh品n • touzhuang 
夫说别人的坏话，叫告枕头状。

妻子向丈

E告知】 gaozhl E到告诉使知道：把通信地址～
在京的同学。

E告终E gaozhong 圈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失败而～。
E告状E gao;;zhuang 圈。（当事人）请求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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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审理某一案件。＠向某人的上级或长辈 l E 小土丘。
诉说自己或别人受到这个人的欺负或不公正 i E吃节E g岳· jie ＜方〉＠圈稻、麦、高梁、竹子等

的待遇：就这点儿小事，干吗到处’～？ | 茎上分枝长叫的地方。＠画用T长条形东
E告罪E gaozui lll!lJ 请罪，也用作谦辞z 登门～｜｜ 囚的一段：这根棍子断成三～了。
来晚了，向大家～。 I ［吃贼lg岳 ·jiu ＜方〉圈蹲2 老羊信～在门前石

A士11 Gao i吕姓。 | 凳上听广播。
口P I ［吃捞】 ge· lao ＜方〉［苞角落（也用于地名）：炕
2片气扫l gao O ＜书〉告诉（用于上对下）。｜ ～｜周家～（在陕西）。
下自（言告）＠古代一种告诫性的文章。• I ［时十】 ge·加n ＜方〉圈指某些植物校梗上的
帝王对臣子的命令：～封。 | 刺儿·枣～。

E话封E gaofeng 画封建王朝对官员及其先 I b.乒‘… 面见下。
代、妻室授予爵位或称号。 ｜，乙（花）头见山页 he 。

[i告命E gaoming ~ 0 帝王对臣子的命令。 I ［笼统E g岳•da 同“疙瘩”②，多用于纱、线、织物
＠封建时代指受过封号的妇女（多见于早期｜ 等：线～｜包袱～。

白话）。 ｜、世工 g岳见下。
在冲· . . ~00 ~金属元素，符号 Zro 银 I 77, 
时（结）示色，质硬，熔点高，耐腐蚀o 用来 I ［~1 g岳• ba ＜方〉时：如。
制合金、闪光粉等，也用作真空中的除气剂，紧 i E疙回 ge·da 同“疙瘩”。
密压制的纯错用作核由显堆的铀棒外套。 I E疙瘩l ge·da 0 ~皮肤上突起的或肌肉上

E错石l gaoshi 圈矿物，化学成分是硅酸错，元｜ 结成的硬块。＠圈小球形或块状的东西：面
色，含杂质时呈黄、绿、橙、褐、红等颜色，有像｜ ～｜芥菜～｜线结成～了。也作绝地＠圈比
金刚石的光泽，硬度 7 H，是提制错的主要原｜ 喻不易解决的问题：心上的～早去掉了｜解开
料，蚓来制造耐火材料，其中的上品是宝石。｜ 他们俩人中问的～。＠〈方＞ 1111 用于球形或一
答 goo 东答杯 CD己 aob邑 l

CXTg凸ob岳 i ），岛名，都在福建。 | 麻烦’另4扭。 II t包作疙瘟、吃挝。 辈辈
膏 gao 画＠在轴承或机器等经常转动发｜脏栩如e叫叫〈口〉圈状态

生摩擦的部分加润滑油 z ～车｜在轴上～｜ 词。不平滑；不顺利 z 路上净是石头子儿，～的，
点儿油。＠把毛笔蘸上墨，在砚台边上探匀：｜ 不好走｜这事情～的，办得很不顺手。也说疙里
～笔｜～墨。 | 疙瘩。
另见 435 页 gδDo

r二：二更些主）一一」

戈 g岳＠古代兵器，横刃，用
青铜或铁制成，装有长柄。

8CG邑）圈姓。

E戈tl'..l g岳bi ［重俄罗斯等国的辅
助货币。 C俄 Korrei\Ka]

E戈壁E gebi 圈指地面几乎被粗
沙、砾石所覆盖，植物稀少的荒

漠地带。 C蒙J
E戈甲戏】 g岳jiaxi ~高甲戏。

t户 g岳见下。
lι』另见 1552 页 yi 0 

[f乞佬族E G岳laozu 圈我国少数

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

士名 ge 见下。
E吃槌E g岳•da 0 同“疙瘩”。＠

戈

E疙里疙瘩E g岳· I ig岳da c～的）〈口〉圃状态词。

疙疙瘩瘩。

咯 g岳见下。
另见 721 页陆； 840 页•lo;862 页 luo 。

E咯瞪lg岳d岳ng 阻雪形容皮鞋踏地或物体撞

击等声音：从楼梯上传来了～～的皮靴声｜听
说厂里出了事儿，我心里～一下子，腿都软了。
也作格登。

E咯咯l g岳g岳医用。形容笑声：她～地笑了

起来。＠形容咬牙声：牙齿咬得～响。＠形
容机枪的射击声。＠形容某些鸟的叫声。｜｜
也作格格。

E咯吱E g岳zhT 阻理形容竹、木等器物受挤压发

出的声音（多叠用）：扁担压得～～地直响。
且，占2’ ni> 旧 7主

'ijt（铭）另见孙女•le 0 

E馅值l g岳•zha 圈食品，用豆面做成饼形，切

成块炸着吃或炒菜吃z 绿豆～。

格 g岳见下。
另见 440 页肘。



I 438 I 侨 ｜格哥胳鸽裕搁割

E格登E g创岳ng 同“咯略”。

E格格E g句岳向“咯咯”。

另见 440 页肘•ge 。

百r: g岳 l望＠哥哥：大～｜二～。＠亲戚中

l=fJ 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表～。＠
称呼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男子（含亲热意）：

李二～。 OCG邑）姓。

E哥哥lg岳•ge 圈。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

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同族同辈而
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叔伯～｜远房～o

E哥老会E G岳的ohui 圈帮会的一种，清末在长
江流域各地活动，成员多数是城乡游民。最初
具有反清意识，后来分化为不同支派，常为反
动势力所利用。

E哥们JL] g岳· menr （口〉圈。弟兄们：他们家
～好几个呢。＠称同辈的朋友（带亲热的口
气）：他和我是～，我俩好得无话不说。｜｜也说
哥儿们Cg邑r• men）。

E哥JL] g岳『〈口〉［萄弟弟和哥哥（包括本人）：你
们～几个？｜～俩都是运动员。

E哥儿们lg岳r•men 〈口） IEl 哥们儿。

胳 咱旧
（党）舰4正页 go; 440 页 geo

主问问i 圈胳膊
E胳膊E g岳• bo IEl 肩膀以下子腕以上的部分。

E胳膊拧不过大腿E g岳· bo ning bu ·guo datui 
比喻弱小的敌不过强大的。也说胳膊扭不过大
腿。

E胳膊腕子】侨·bowan·zi ＜口〉圈子腕子。也
叫胳膊腕儿。

E胳膊肘儿朝外拐】 g岳. bozhour ch6o wai 凹凸l

比喻不向着自家人而向着外人。也说胳膊肘儿
往外拐、胳膊肘儿向外拐。

E胳膊肘子E g岳·bozhou•zi ＜口〉圈肘。也叫
胳膊肘儿。
β自 h臼 g画画鸽子z 信～。
口弓（假） ~ 
E鸽派E g岳pai 圈指主张以温和、开明的手段处

理政治、外交等问题的派别（跟“鹰派”相对）。

E鸽子E g岳•zi 圈鸟，翅膀大，善于飞行，品种很

多，羽毛有白色、灰色、酱紫色等，以谷类植物
的种子为食物，有的可以用来传递书信。常用
作和平的象征。

E鸽子树E g岳·zishu 圈洪桐（ gi5ngt6ng）。

格 g岳见下

E裕梢E g岳· bei 圈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被成
的厚片，多用来制布鞋。

搁… 面画＠使处于一定的位置把
（拥）马子～在屋子里。＠加进去：豆

浆里～点儿糖。＠搁置2 这件事～一～再办
吧｜都是紧急任务，一样也～不下。
另见 440 页 geo

E搁笔l g岳bi 圈停笔，指写作、绘画等不再进
行。

【搁浅l ge;;qian 圈＠（船只）进入水浅的地

方，不能行驶。＠比喻事情遭到阻碍，不能进

行．谈判～O

E搁置l g岳zhi 画放下；停止进行：事情重要，不

能～。

害。侨们用刀截断2 ～腕｜～麦子＠
分割；舍弃：～地｜～爱。

E割爱E 肘’ai 圈放弃心爱的东西：忍痛～｜本
期版面大挤，这篇只好～了。

E割除E g岳chu 圃割掉；除去z ～肿瘤。

E割地E g岛di 圈割让领士z ～求和。

E割断E g岳duan 圈截断；切断＝～绳索。历史
无法～。

E割鸡焉用牛刀】 g岳 F yon yong niudao 杀个

1号何必用宰牛的刀，比喻做小事情不值得用大
的力量。也说杀鸡焉用牛刀。

E割接】 g岳＇］ i岳圈一个电信系统转入另一个电
信系统或一个电信系统扩容后业务的交割接

续。
E割炬】 g岳＇Ju IEl 割枪。
E割据】 g岳，iu 画一国之内，拥有武力的人占据

部分地区，形成分裂对抗的局面．封建～｜～称
雄。

眶。礼】 g岳Ii IEJ 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一种仪式，

把男性教徒的生殖器包皮割去少许。犹太教

在婴儿初生时举行，伊斯兰教在童年举行。

E割裂】 g岳lie 画把不应当分割的东西分割开

（多指抽象的事物）。

E割弃】 g岳qi 画害。除并抛弃；舍弃＝与主题无

关的情节，就应～。
E割枪】 g岳qiang I重气割用的带活门的工具，

形状略像枪，前端有喷嘴。也叫割炬。

E害悦耳目rang 圈因战败或受侵略，被迫把一
部分领土让给外国。

E割肉E ge11rou 画比喻赔钱卖出（多用于证券

交易）：股票现在～，得赔 30% 。

E割舍】 g岳sh岳圃舍弃；舍去．难以～旧情。

E割腕】 g岳wan E量把手腕部位的血管剖开自

杀。
E割席】 g岳xi （书〉圈三国时管宁跟华散同学，
合坐一张席读书，后来管宁鄙视华散的为人，

把席割开分坐（见于《1世说新语·德行》）。后世

指跟朋友绝交。
E割线】 gexian I望通过圆周或其他曲线上任



意两点的直线。
百眩， 肘。（～儿）圈歌曲 z 民～｜山
司火（丁哥）～川唱一个～儿。＠唱：～者 l
高～一曲。

E歌本E g岳b品n C～儿）圈专门辑录歌曲的书，也
指专用来抄录歌曲的本子。

E歌唱】 g岳cha『19 ［到＠唱（歌） ：～家｜尽情～。
＠用唱歌、朗诵等形式颂扬：～祖国的繁荣富
强。

E歌词E g岳ci 圈歌曲中的词。

E歌带l g岳dai 圈录有歌曲的磁带。
E歌功颂德】 g岳gong-songde 歌颂功绩和恩德

（多用于贬义）。

E歌喉E g岳h6u 圈指唱歌人的嗓子，也指唱的

声音2 ～婉转。
E歌剧l g岳iu 圈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而
以歌唱为主的戏剧。

E歌诀E g岳jue ［翻为了便于记诵，按事物的内容
要点编成的韵文或元韵的整齐句子；口诀z 汤
头～（用汤药成方中的药名编成的口诀）。

E歌迷l g岳mi 圈＠喜欢昕歌曲或唱歌而入迷
的人。＠指对某位歌星十分喜爱或崇拜的
人。

E歌女E g岳nu 画在舞厅、酒吧、夜总会等场所
以歌唱为业的女子。

E歌片JL] g岳pionr 圈印有歌曲的纸页。
E歌谱l g岳p心圈歌曲的谱子。

E歌偶E g岳qu IEl 鸟，身体大小和麻雀相似，叫
的声音好听。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红点额和蓝

点颊。
E歌曲E g岳q心 IEl f共人歌唱的作品，是诗歌和音

乐的结合。
E歌声】 g岳sheng [BJ 唱歌的声音：欢乐的～｜～
四起。

E歌手lg岳sh凸u 圈擅长歌唱的人z 赛歌会上，

～如云。

E歌颂E g岳song l通用诗歌颂扬，泛指用言语文

字等赞美z ～祖国的大好河山。

E歌坛E g岳tan 圈指歌唱界z ～新秀。
E歌厅E g岳ting IEl 营业性的供人演唱歌曲的场
所。

E歌舞】 g岳WU 圈唱歌和跳舞z ～团｜表演～ 1～

升平。
E歌舞伎l g岳w凸ji 强日本戏剧的一种，表演时
演员不歌唱，只有动作和说白，另有人在音乐
伴奏下配合演员的动作在旁边或后台歌唱。

E歌舞剧lg岳w心iu 圈兼有歌唱和舞蹈的戏剧。
E歌舞升平】 g岳W心－sh岳ngping 唱歌跳舞，庆祝

太平。多形容太平盛世，有时也指粉饰太平。

歌饵革暮阁 I g邑← Q岳 I 439 I 
E歌舞厅E g岳响心ting 圈营业性的供人唱歌跳

舞的场所。
E歌星E g臼Ing 画有名的歌唱演员。

E歌谣E g岳帅。圈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

的韵语，如民歌、民谣、儿歌等。

E歌吟E g的in 画歌咏。
E歌咏】 g岳忡ng 画歌唱；吟咏：～队｜～比赛。

E歌子E g岳· zi ＜方〉圈歌曲：嘴里哼着～。
E歌仔戏lg岳zTxi IEl 台湾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由当地民谣山歌发展而成。流行于台湾地区
和福建萝江（九龙江）一带。福建称之为萝剧。

锦 晴圆金属元素，符号 Cn。有放
（饵）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 
ge c 《古）

革 ge o 图去了毛并且加过工的兽皮2 皮
～｜制～。＠改变：～新｜变～。＠开除；

撤除（职务）：开～｜～职。。 CG岳）圈姓。
另见 609 页 ji 。

E革出】 gechu l1l!ll 开除出去：～教门。

E革除】 gechu 画＠铲除；去掉：～陋习。＠
开除3撤职：～公职。 王三三

E革故鼎新】 gegu dTngxln 去掉旧的，建立新主主
的。多指改朝换代或重大变革。

E革履1 ge1u 画皮鞋：西装～。
E革面洗心E gemian-xTxln 见 1405 页【洗心革

面L
E革命】 gaming O c -11一）圈被压迫阶级用暴
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
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
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

的发展。 8~固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是
最～的阶级。＠圈根本改革2 思想～ l技术
～｜产业～。

E革命家1 ge『ningjia 圈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

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z 鲁迅是伟大的

思想家和～。
E革新E gexin 画革除旧的，创造新的z 技术
～｜～变法。

E革职l ge;;zhi 圈撤职：～查办｜他上个月被
革了职。

客 g~ 见下。
E客葱E geco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野生，茎
细，叶子长椭圆形，花白色。茎叶可以吃，也可
入药。

r'A1 -- ge O ＜书〉小门。＠ CG邑） [BJ 
I简（罔）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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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ge 阁格高胳搁葛

“阁”另见 440 页“阁”； 523 页怕“合”；

530 页 h邑“阁”。

．、刀，自H 国口、 ge o 风景区或庭
』经到／目目 ＠一0 －＂＇长白白飞
Iτ叮叮甜、 ｜合j ） 园里的一种建筑
物，四方形、六角形或八角形，一般两层，周围

开窗，多建筑在高处，可以凭高远望·亭台楼
～。＠旧时指女子的住屋：闺～｜出～。＠指

内阁z 组～。＠〈书〉放东西的架子：束之高

～。 0CG且）圈姓。
“阁”另见 439 页“i鸿飞523 页怕“合”；

530 页 h岳“阁”。

[I饲僚】 geliao 圈阅员。

E阁楼E g自16u 圈在较高的房间内上部架起的

一层矮小的楼。

E阁下】 9exia 圈敬辞，称对方，从前书函中常

用，今多用于外交场合：大使～｜首相～。
E阁员】 geyuan 圈内阁的成员。

E阁子】 ge·zi 圈＠小的木板房子z 板～。＠
〈方〉阁楼。

格1 g岳。～叶子：叫把字写在
～儿里｜四～儿的书架。＠规格；格式：～

律！合～ l别具一～。＠品质；风度：品～｜人
～1风～｜性～。＠〈书〉阻碍s限制：～于成
例｜～～不入。＠画某些语言中名词（有的包
括代词、形容词）的语法范畴，用词尾变化来表
示它和别的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例如俄语的名
词、代词、形容词都有六个格。。（Ge）圈姓。

格2 ge ＜书〉推究＝～物

格3 ge 打z ～斗｜～杀。
另见 437 页 g吕。

E格调】 gediao ~o 指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
的艺术特点的综合表现：～高雅。＠〈书〉指
人的风格或品格。

E格斗E gedδu 圈紧张激烈地搏斗：白刃～。

E格格l ge·ge 圆满族对公主和皇族女儿的称
呼。
另见 438 页 ge肘。

E格格不入l gege-buru 有抵触，不投合。

E格局E geju 圈结构和格式g 经济迅速发展，不
断打破旧～，形成新～｜这篇文章写得很乱，简

直没个～。
E格里历】 9ern1 ~公历，因 1582 年罗马教皇
格里高里（Gregorius）十三世修改而得名。

E格林尼治时间】 Gelinnizhi shijian 世界时。
〔格林尼治，旧译作格林威治，英 Greenwich]

E格鲁派E g自l心poi 圈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

E格律l gelu 圈诗、赋、词、曲等关于字数、句

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则。
E格杀勿论】 gesha-wulun 指把行凶、拒捕或违

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不以杀人论罪。

E格式】民· shi 圈一定的规格式样：公文～｜

书信～。
E格式化】 geshihua 圈。把同类事物处理成

相同的规格、式样g 文学创作不能～。＠计算
机等对磁盘进行使用前的预处理，以便存入数

据。

E格外E gewai 圃＠表示超过寻常z 久别重

逢，大家～亲热｜国庆节的天安门，显得～庄严

而美丽。＠额外；另外：卡车装不下，～找了一
辆大车。

E格物】 9ewu

失口。

〈书〉圈推究事物的道理z ～致

E格物致知l gewu-zhizhl 
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推究事物的原理法

E格言】 geyan ~含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话，

一般较为精练，如“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

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E格致E gezhi ＜书〉函格物致知的略语。清朝
末年讲西学的人用来做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
的总称。

Z格子】 ge·zi 圈隔成的方形字栏或框子2 打

～｜～布。
二日干肘。高津CG邑jln ），古水名，在今河北、

1-'N 山东。＠胶高CJiaog白，殷末周初人。
另见 806 页 Ii 。

胳 ge 见下。
另见 415 页 ga;438 页 9岳。

E胳肢】 ge·zhi ＜方〉［现在别人身上抓挠，使发

痒。

缸bl 'HH ge 禁受；承受。
f陶（搁）另见制页肘。
E搁不住】 ge·buzhu 圈禁受不住：丝织品～揉

搓。
E搁得住l ge·dezhu 
西，～你这么使吗？

画禁受得住z 再结实的东

葛 ge 圈＠多年生藤本植物，叶子为三片
小叶组成的复叶，小叶菱形或盾形，花紫

红色，英果上有黄色细毛。根肥大，叫葛根，可
制淀粉，也可入药。茎皮可制葛布。 iii称葛
麻。＠用丝做经，棉线或麻线等做纬织成的
纺织品，表面有明显的横向条纹。

另见 442 页 G吕。

E葛布】 gebu 圈用葛的纤维织成的布，可以做
夏季服装等。

E葛麻E gema ~葛①的通称。
E葛藤】 9eten9 ~葛的藤蔓，缠绕树木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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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纠缠不清的关系。

血~1 9e ~l 蛤曲和l、文蛤等双壳类软体动物。
!I\口
『ltA2 ge 见【蛤蛤］ o
!I\口另见 505 页 ha 。

E蛤阶E 9eiie !Bl 爬行动物．外形像壁虎而大，
头大，背部灰色而有红色斑点。吃蚊、蝇等小

虫。可入药。
E蛤的111 ge· Ii 圈。软体动物，长约 3 厘米，壳
卵圆形．淡褐色，边缘紫色。生活在浅海底。
＠文蛤的通称。
态R主盆『~ Ge [81 姓。
审足（镇）另见m页怡

~ 隔 g岳圈＠遮断♂阻隔一问屋
（；隔）主两问 1 ～着一重山｜～河相望。

＠间隔；距离：～两天再去｜相～很远。
E隔岸观火lg岳’ an-guanhuo 比喻见人有危难

不援助而采取看热闹的态度。

E隔壁1 gebi ~左右相毗连的屋子或人家z 左

～！去～串门。
E隔断】 ge;;duan 画阻隔；使断绝z 高山大河

隔不断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往来。
E隔断E ge·duan 圈用来把屋子空间分隔开的

起遮挡作用的东西，如板壁、隔扇等。
E隔房l gef6ng r；琐屑性词。指家族中不是同

一支的z ～兄弟。
E隔行E g自hang 圈指行业不相同：～不隔理 i I 

～如隔山。

E隔阂】 gehe ~彼此情意沟通的障碍；思想上

的距离：感情～i 消除～。
E隔间】 gejian 圈房子中用板壁等分隔成的房

间。
E隔绝E gejue lZ画隔断（阱duan），音信～｜与
世～｜降低温度和～空气是灭火的根本方法。

E隔离E geli 匾。不让聚在一起，使断绝往来。
＠把患传染病的人、畜和健康的人、畜分开，

避免接触，～病房 l病毒性肝炎患者需要～。
E隔离带E 9e1idai r每起隔离作用的地带，如交

通隔离带、防火隔离带等。
E隔膜E gem6 0 r名j 隔阂z 两人之间有～。＠

E冒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多年不通消息，

彼此间～起来。＠固不通晓；外行．我对这

种技术实在～。

E隔墙有耳E geq i6ng-vou ’ er 指说秘密的事会

有人偷听。
E隔热】 ge11 re ［到隔绝热的传播：房顶大薄，不

~ 。
E隔 H】 ge「i l7lDl 隔一天：夜校～上i果。

E隔三岔五】 gesan-chaw心每隔不久；时常：她

～回娘家看看。也作隔三差五。
E隔三差五l gesan-chaw心同“隔三岔五”。
E隔I I J] g臼hon ~ 属性词。指同父异母的（兄

弟姐妹）：～兄弟。
E隔扇】 ge·shan 圈在房屋内部起隔开作用的

一扇一扇的木板墙，上部一般做成窗格子，糊
纸或装玻璃。也作桶扇。

E隔世l geshi 画］隔了一世：恍如～｜回念前尘，

有如～。
E隔心E gexln 圈彼此心里有隔阂；不投合E 咱
俩不～，有什么事你别瞒我。

E隔靴搔痒】 gexue-saoyang 比喻说话作文等
不中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E隔夜l ge11ve o韧隔一夜2 ～的茶不能喝。
E隔音E ge;;yln ~噩隔绝声音的传播：双层玻璃
～效果好。

E隔音符号E geyln fuhao 《汉语拼音方案》所规

定的符号（勺，必要时放在 0、 0 、 e 前头，使音
节的界限清楚，如：“激昂 F’6门9”、“定额
ding ＇画”。

』主丑f ge ＜方〉沙地（多用于地名）：青草～（在
叮叮安徽）。

H画 ge ＜～儿）圈。胃里的气体从嘴里出来
口3 日才发出的声音（多在吃饱后）。＠踊痊三孟
孪，吸气后声门突然关闭而发出的一种特殊彗童
声音。 )) 

涌 G岳阳，响，在江苏。

-f.盲目＠房屋中有窗格子的门或隔扇 z ～
’111.J 门。＠分层放置器物的架子z ～子｜多宝

。

E桶门E gemen ~旧式建筑中的一种比较讲
究的门，上部做成窗格子，糊纸或装玻璃，对开
或中间对开、两边单开。

E桶扇E ge· shan 同“隔扇”。

掰 ge ＜方〉画用力抱

E掰惧】 geju ＜方〉圈插惧。

脯 ge 商人或哺乳动物胸腔和腹腔之间的
膜状肌肉。收缩时胸腔扩大．松弛时胸腔

缩小。旧称脑膜或横隔膜。
U隔膜E g岳m6 强踊的旧称。

路 ge 见 4叫骨儒Ji 0 

锅～ ge 圈金属元素，符号 Cd＂银白
（锅）色，质软，延展性强，锅的化合物有

毒。用来制合金、光电管和核反应堆的中子吸

收棒等，也用于电镀。

辖 岳见~53 页i棚。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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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古）

.A. Q岳见 1737 页【自个儿t

1、（锢）主见442 页。台。
A g岳。画容量单位，10 勺等于 1 合， 10

口合等于 1 升。＠圈量粮食的器具，容量
是 1 合，方形或因筒形，多用木头或竹筒制成。
另见 523 页怡。

各 9邑∞圈特别（含贬义）：这人真～。
另见 443 页肘。

为民 g岳〈书〉嘉；快意。
口I

胸前〈书〉大船。

盖 G岳酬。
（董）另见时页 901 。

葛时酬。
另见 440 页 geo

、

二二 ge （《古）

主主 A._1 ' 同a ge 0 [Ill a）用于没有
／「 Cf固、长筒） 专用量词的名词（有些
名词除了用专用量词之外也能用“个”） ：三～

苹果｜一～理想｜两～星期｜五～学校。 b）用于

约数的前面，使句子显得语气轻松、随便z 哥儿
俩也不过差～两三岁！一天走～百十里，不在话

下。 c）用于带宾语的动词后面，有表示动量的

作用（原来不能用“个”的地方也用“个”）：见～
面儿，说～话儿。 cl）用于动词和补语的中间，使
补语略带宾语的性质（有时跟“得”连用）：吃～

饱i玩JL～痛快｜笑～不停｜雨下～不停｜猜了～
八九不离十｜扫得～干干净净。＠单独的2 ～

人｜～体。
A._2 』~ g岳。量词“些”的后
／｜、“固、嘀）缀：那些～花儿 i这么些
～书哪看得完｜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方〉加在“昨儿、今JL、明儿”等时间词后面，跟

“某日里”的意思相近。

另见 442 页肘。

E个案】肘’an 圈个别的、特殊的案件或事例：

做～处理。
E个别E 9ebie o 国单个儿；各个z ～辅导｜～处
理。＠回极少数；少有z 这种情况极其～。

E个唱E gechang 圈个人演唱会。

E个股E geg凸圈指某一只股票：～行情。

E个例】 9en 圈个别的、特殊的事例：此类造假

现象，绝非～。

z个JLl ger 圈＠身体或物体的大小：他是个
大～｜棉桃的～真不小。＠指一个个的人或

物z 挨～握手问好｜买鸡蛋论斤不论～。＠

〈方〉够条件的人；有能力较量的对手：跟我摔
跤，你还不是～。

E个儿TI!；个JLl gerdingger O →个顶得上一个，
形容每个都能顶事z 突击队员们都是～的壮劳

力。＠每→个；个个（用于褒义），我们的队员

～都是好样儿的。

E个人E g岳ren 画＠一个人（跟“集体”相对） : 
～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领导同～负责相结

合。＠自称，我（在正式场合发表意见时用）：

～认为这个办法是非常合理的。
E个人数字助理］ geren shuzi zhuli 一种子持
式电子设备，具有计算机的某些功能，可以用
来管理个人信息（如通讯录、计划等），也可以

上网浏览、收发电子邮件等。一般不配备键
盘。俗称掌上电脑。

E个人所得税】 geren su凸deshui 国家对个人

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所得依法征收
的税。

E个人间四 geren wenti 需要个人面对和解

决的特殊问题，多指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

都快四十岁了，～还没解决。
E个人主义］ geren zhuyi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

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
及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
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

违背的。
E个体E geti ~ o 单个儿的人或生物。泛指单
个儿事物。＠指个体户。

E个体户】 getihu 圈个体经营的农民或工商业
者。

E个体经济E geti flngji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
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E个体所有制】 geti suoyouzhi 生产资料和产

品归个体劳动者所有的制度。参看 1443 页

1小生产者l 0 

E个头JLl get6ur ~身材或物体的大小z 这种

柿子～特别大。

E个位E gewei 圈十进制计数的基础的一位。
个位以上有十位、百位等，以下有十分位、百分

位等。
E个’性E gexing ~ 0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
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固定的特性z
～强｜这个人很有～。＠事物的特性，即矛盾



的特殊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
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E个展E g岳zh凸n 圈个人作品（多为书法

雕塑等）展览ο

E个中J gezhong ＜书〉［雹其中：～滋味。
E个子J ge·zi 圈＠指人的身材，也指动物身
体的大小：高～｜矮～｜这只猫～大。＠指某
些捆在一起的条状农作物：谷～｜麦～｜高粱

各 g岳阳指示代词表示不止→个（指
某→范围内的所有个体）：～方｜～界｜～

国｜～位来宾。 8 [JI] 表示不止一人同做某事
或不止→物同有某种属性：～领风骚｜双方～

执一词｜左右两侧～有一门｜三种办法～有优点
和缺点。 OCG的画姓。

另见 442 页 g岳。

E各奔东西E geben-dongxl 各自走向不同的地

方，多指分子或离别z 他们俩最终还是解除婚
约，～了｜毕业后，同学们～。

E各别E 9ebi岳阳＠各不相同；有分别：对于本
质上不同的事物，应该～对待，不应该混为一
谈。＠〈方〉别致；新奇·这个台灯式样很～。
＠特别（含贬义）：这个人真～，为这点儿小事
生那么大的气。

E各持己见E gechi-jlj ion 
或见解c

E各得其所】 gede-qisuo

到合适的安顿。

各自怪持自己的意见

每一个人或事物都得

E各个】 9ege o 晴指示代词。每个；所有的那

些个：～厂矿（～方面。＠圆逐个：～击破。
E各尽其职l gejin-qizhi 各司其职。
E各就各位J gejiu-gewei 各自到各自的位置

或岗位上。 I 

E各色J 9ese 阴＠属性词。各种各样的·～

货物，一应俱全。＠〈方〉性格特别，难以相
处z 这个人真～，跟谁都说不到一块JI. 。

E各式各样E geshi-geyan9 许多不同的式样或

方式。
E各抒己见E geshu-jTj ion 
或见解。

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

E各司其事l gesl-qishi 各司其职。
E各司其l!PJ gesl-qizhi 各自管好、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司：执掌，主管）。也说各尽其职、各
司其事。

E各行其是E gexing-qishi 
对的去做。

各自按照自己以为

E各有千秋E geyou叩ionqiu

价值；各有所长；各有特色o

各有各的存在的

E各执→i司1 gezhi-ylci 各人坚持各人的说法，

个各屹略铭给 I ge g吕 i I 443 

不肯相让2 辩论会上，双方～，谁也不服谁。

E各自】 gezi I国人称代词。各人自己；各个方
面自己的一方z 既要～努力，也要彼此帮助｜工
作中出了问题，不能只责怪对方，要～多做自我

批评。
E各自为政l gezi-weizheng 按照各自的主张做

事，不互相配合；不顾全局，各摘自己的一套。

蛇 ge 见下

E蛇虫~iJ ge16ng I刽皖郎。

E蛇蚤］ ge•zao ＜口〉圈跳蚤。

路 ge ＜口〉酬着峭的东西觉得不舒服
或受到损伤：～牙 l～脚 l褥子没铺平，躺在

上面～得难受。
另见 863 页 IU00

E珞窝JL] ge;; wor （方〉圈指鸡鸭等的蛋因受
挤压或碰撞而蛋壳稍有破损2 ～鸡蛋。

E格硬E ge·ying ＜方〉＠圈讨厌；腻味z 心里

～得慌。＠画使讨厌；使腻味：这种事儿特别

～人。

络 u ge 圈金属元素，符号。。银灰
（络）色耐展性，耐腐蚀。用来制特

种钢等，镀在别种金属上可以防锈。

gei （《飞）

’ … g岳iO 画使对方得到某些东西
珩（给）或某种遭遇：叔叔～他一支笔｜杭
州～我的印象很好｜党～我们勇气和力量 l我们
～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81剥叫；让。 a）表
示使对方做某件事2 农场拨出一块地来～他们

做试验。 b）表示容许对方做某种动作＝那封
信他收着不～看。＠圆用在动词后面，表示

交与，付出：送～他｜贡献～祖国。厦盏’动词
本身有给予意义的，后面可以用“给”，也可以
不用“给”；本身没有给予意义的，后面必须用
“给”，如：还（给）他一本书｜送（给）我一支笔｜

捎给他一个包袱！留给你钥匙。。因为
Cwei ）②2 他～我们当翻译｜医生～他们看病。
＠因引进动作的对象，跟“向”相同：小朋友
～老师行礼。＠团表示某种遭遇g被z 羊～

狼吃了｜树～炮弹打断了。＠因引进动作的
受害者z 我把刀子～他弄丢了！没几天他就把
书房～我翻了个乱七八糟。＠圃用于祈使

句，加强祈使语气2 你～我滚开！｜快：～我把门
关上？＠［国直接用在表示被动、处置等意思

的句子的谓语动词前面，以加强语气z 裤腿都

叫露水～湿透了｜弟弟把花瓶～打了 l我记性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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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19昌 i g邑nl 给根

好，保不住就～忘了。
另见 613 页 jY。

E给力lg昌iii 0 ( －／／一） [;!j] 给以力量；~古以支

持g 只要政策～，新能源汽车一定能够发展起
来。＠画出力；尽力 z 抢险救灾中，解放军最
～。 8 [l!2］带劲儿：这场球太～了。

E给脸lg昌111lian 圃给面子。
E给面子E g昌i mian•zi 照顾情面，使人面子上

过得去z 你们俩是老同学，你总得给他点儿面

子。也说给脸。
E给以】 g邑i;;yT 画给①z 职工有困难，应当～帮
助｜对于劳动竞赛中优胜的单位或个人，应该～

适当的奖励。暖意’“给以”后面只说所给的事
物（并且多为抽象事物），不说接受的人。要是
说出接受的人，“给以”就要改成“给气职工有
困难时，应当给他帮助｜对于劳动竞赛中优胜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他们适当的奖励。

9些工豆F土二二二J

根 g岳n 0 卜咀高等植物的营养器官，
能够把植物固定在土地上，吸收土壤里的

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养分，有的根还能贮藏养
料。＠圈比喻子孙后代＝这孩子是他们家的

～。＠（～儿）物体的下部或某部分和其他东
西连着的地方·耳～｜舌～！墙～｜～基｜～底。
＠（～儿）函事物的本源；人的出身底细＝祸
～｜寻～｜从～儿上解决问题｜知～知底。＠根
本地P彻底2 ～究｜～治｜～绝。＠依据；作为
根本z ～据｜无～之谈。＠（～儿）~用于细长

的东西2 两～筷子｜一～无缝钢管。＠圈方根
的简称。＠画一元方程的解。＠画化学上
指带电荷的原子团 z 续～ i硫酸～。 4D (G岳n)

圈姓。
E根本］ g岳nb岳n 0 圈事物的根源或最重要的

部分＝应当从～上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
E国属性词。主要的；重要的 z ～原因｜不要回

避最～的问题。＠匾』本来F从来g 这话我～没
说过。＠圆从头到尾g始终导全然（多用于否

定式）：他～就没想到这些问题！我～就不赞成
这种做法。＠圆彻底：问题已经～解决。

E根本法E g岳nb岳nf凸圈指国家的宪法，因为其

他的法律都要根据它来制定。
E根除E g岳nchu 圈彻底铲除：～陋习｜～火灾

隐患。
E根底E g岳ndT 圈＠基础．他的古文～很好。

＠底细2 追问～｜探听～。
E根雕E g昌ndiao IBJ 在树根上进行雕刻的艺

术，也指用树根雕刻成的工艺品。
E根号l g岳nhao 圈方根的符号（.f）。

E根基】 g岳njl 圈＠基础·建筑房屋一定要把
～打好。＠比喻家底：咱们家～差，花钱可不

能那样大手大脚。
E根脚E g岳n• jioo 圈＠建筑物的地下部分g 这

座房子的～很牢靠。＠指出身、来历i多见于

早期白话）。
E根究】 g岳njiu ~戴彻底追究：～事故责任。

E根据】醉nju O 画作为论断的前提或言行基
础的事物z 说话要有～。＠圈以某种事物为

依据：财政支出必须～节约的原则。＠团表
示以某种事物作为结论的前提或语言行动的
基础：～气象台的预报，明天要下雨｜～大家的
意见，把计划修改一下。

E根据地l g岳njudi 圈据以长期进行武装斗争

的地方，特指我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E根绝】 g岳njue 圈彻底消灭z ～虫害｜～浪费

现象。
E根瘤］ g画nliu 型生长在豆类植物根部的球状

小瘤，由根瘤菌侵入根部形成。

E根毛E genmao 圈密生在根的尖端的细毛，
是根吸收水分和养料的主要部分。

E根苗E genmiao 圈＠植物的根和最初破土

长出的部分。＠事物的来自和根源、z 听我细

说～。＠指传宗接代的子孙z 他是这家留下
的唯一～。

E根深抵困】 g岳nsh岳n-dTgu 根深蒂固。

E根深蒂固】 g岳nsh岳n-digu 比喻基础稳固，不

容易动摇：一些人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也说

根深抵固。

E根深叶茂E g岳nshen-yemao 树根扎得深，树

叶就长得茂盛。比喻事物根基深厚，就能兴旺
发达。

E根式E g岳nshi 圈含有开方运算的代数式，如

Ta<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n 为奇数时，“为一
切实数， n 为偶数时， α注的，其中 a 叫作被

开方数， n 叫作根指数。
E根系l g岳nxi 圈一个植株全部的根的总称，通
常分为直根系和须根系两类。

E根由E g岳ny6u 圈来历；缘故g 细问～。

E根源l g岳nyuan O 圈使事物产生的根本原

因 z 寻找事故的～。＠圈起源①2 经济危机

～于资本主义制度。
E根植lg岳nzhi [;!j] 扎根，多用于比喻：只有～
于生活，艺术才会有生命力。

E根治E g岳nzhi 画彻底治好（指灾害、疾病） : 
～黄河｜～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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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根状茎E g岳nzhuangjlng ［昌地下茎的一种，
一般是长形，横着生长在地下，外形像根，有
节，没有根冠而有顶芽。如莲、芦苇等的地下

茎。

E根子】 gen·zi ＜口〉圈。根①。＠根③④。

跟脚。川L）圈脚的后部或鞋袜的后
部目脚后～｜高～儿鞋。 8 rnlll 在后面紧接

着向同一方向行动2 他跑得再快，我也～得上

。～上形势。＠［到指嫁给某人z 他要是不好
好儿工作，我就不～他。。圆引进动作的对
象。 a）同：有事要～群众商量。 b）向 2 你这主

意好，快～大家说说。＠因引进比较或比拟
的对象；同：高山上的气压～平地上不一样｜他
的脾气从小就～他爸爸非常相像｜脸白得～纸

一样。 0~ 表示并列关系；和：车上装的是
机器～材料｜他的胳膊～大腿都受了伤。

[JI民班I g岳n矿ban R萄随同某－劳动集体或学

习集体（劳动或学习）：～干活儿｜～听课。

E跟班Y g岳nban （～儿）（雹旧时跟随在官员身

边供使唤的人。也叫跟班儿的。

E跟包E genbao ＜～儿）＠圈旧时戏曲行业指
专为某个演员管理服装及做其他杂务，现泛指

被雇用而跟随在某人身边，为其做杂务。＠
画指做这种事情的人。

E跟差】 genchai [BJ JI＆班2 0 

E跟从】 genc6ng 画跟随z 只要你领头干，我一

定～你。
[JI＆斗】 gen· dou ＜方〉圈跟头。
【跟风l genf岳ng 圈指追随某种风气或潮流z

～炒作l不要盲目～。

E跟脚E genjiao ＜方〉＠画（孩子）跟随大人，

不肯离开。＠圃（鞋）大小合适，便于走路。

＠（～儿）圈随即（限用于行走之类的动作） : 
你刚走．他～儿也出去了。

E跟进l g岳njin ~I 0 跟随着前进。＠指跟随
着做同样的事情：这家超市出台几种便民措施
后，其他超市纷纷～效法。

E跟屁虫】 g岳npich6ng （～儿）圈指老跟在别人

背后的人（含厌恶意）。

[if＆前E g岳nqi6n ［苞＠（～儿）身边；附近：请你
到我～来｜她坐在窗户～的床上。＠临近的时

间＝春节～。
E跟前E gen· qi an IBl 身体的近旁（专指有元儿

女说）：他～只有一个女儿。
E跟梢E gen;; shoo 画盯梢。

E跟子E g岳nsh凸u （～儿）〈方〉画。随手：他一

进屋子，～就把门关上。＠随即：他接到电话，
～儿搭上汽车走了。

E跟随】 g岳阳ui 圈跟②：他从小就～着爸爸到

山里采药。

E跟趟JL] g岳n;;tangr ＜方〉睛。赶上－般人

的水平2 他学习跟上趟儿了！他的认识有点儿跟
不上趟儿。＠来得及2 吃完饭再去看电影也

E跟帖E g岳nti岳。（一户〉圈在互联网上跟随他

人发表帖子z 要注意文明～。 8 ［罩在互联网
上跟随他人发表的帖子．这篇报道引来了许多

[JI＆头】 g由•tou ~ 0 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的

动作：栽～。＠身体向下弯曲而翻转的动作：
翻～。

E跟着E gen·zhe O 圈跟②。＠圃紧接着：听
完报告～就讨论。

E跟踪】 9岳nzong 画紧紧跟在后面（追赶、监视

等） ：～追击｜～采访。

,, 
gen (<17 ) 

日目； gen （～儿）〈方〉＠圆滑稽；有趣2 这段
I-'- 相声真～JL I 这孩子笑的样子有点儿～儿。
＠圈滑稽有趣的语言或动作：逗～。

'I/ 

gen (<17 ) 

良 gen ＜方〉匾。（食物〉坚韧而不脆z 发
～｜～萝卡不好吃。＠（’性子）直以说话）生

硬3 这个人真～！ I话说得太～？
另见 445 页 9削。

飞

gen (<17 ) 

亘（＊~~ ：~且：＝~~：上）延续不
E亘古l geng心〈书〉圈整个古代2 ～以来｜～至
今（从古到今）／～未有。
良 g古n 圈＠八卦之），卦形是三，

山。参看 16 页I八卦］ o 8 (Gen）姓。

真

更

另见445 页。岛。

gen 见 880 页【毛夜lo

geng <<L)

gang O 改变3改换z 变～ l～改！～衣｜

～名改姓｜除旧～新。 81IJ 旧时－夜分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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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更，每更大约两小时：打～｜三～半夜。＠｜目主阱吨。圈天干的第七位。参看 421
〈书〉经历：少不～事。 I IJ飞页【干支］ o 8 年龄3 年～｜同～。＠
另见 447 页 geng 。 I CG制。） [;SI 姓。

E更次E g臼gel 圈指夜间一更长的时间：睡了 I c庚齿】 g岳ngchi （书〉函年庚；年龄。
约有一个～。 I c庚日】肘ngri 圈用干支来纪日时，有天干第

E更迭】 gengdie 圃轮流更替z 人事～｜朝代｜ 七位“庚”字的日子。夏至兰庚数伏，就是指夏
| 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初伏。

E定E gengding 圈改订z ～法律｜～规章制｜阳时E gengti岳圈八字帖。
度。 ｜主t m忏 g岳咱＠（刻用犁把田里的土翻

E更动E g岳ngdong 圈改动；变更z 比赛日程有

所～｜这部书再版时，作者在章节上做了一些～O

E更番E g岳ngfan 圃轮流替换＝～守护。

E更夫E g岳ngfu IE 旧时打更巡夜的人。

a!改E 伊ngg凸l 圃改换g改动：～时间｜～登

录名称与密码｜班机中途遇雾，临时～航线。

E更鼓l gengg心圈旧时报更所用的鼓。

E更换E g岳nghuan 圈变换；替换z ～位置｜～衣

裳！～值班人员｜展览馆里的展品不断～。

E更阑E g岳『1glcin ＜书〉圈更深；夜深：～人静。

E更名E gengming l1ll!l 更换名字或名称z ～改

姓。
E更年期E g岳ngnicinql 圈人由成年期向老年

期过渡的一个时期。通常女子在 45-55 岁，

卵巢功能运渐减退，月经终Ji:. P男子在 55 65 

岁，辜丸功能逐渐退化，精子生成减少。
E更仆难数】 g岳ngpu-ncinsh心花费了更换几拨

侍者的时间，还是数不完，形容人或事物很多
（更仆2更换久立的侍者，指时间拖延得很长）。

E更深E g岳ng钳制圈指半夜以后；夜深z ～人

静｜～夜静。
E生】 g岳ngsh岳ng 圈＠重新得到生命，比喻

复兴z 自力～。＠再生③：～布。

E更始l gengshi ＜书〉画除去旧的，建立新的；
重新起头：与民～。

E更替E g岳ngti 画画更换；替换g 季节～｜人员～。

E更新lg岳ngxln 圈。旧的去了，新的来到；除

去旧的，换成新的：万象～｜～设备｜～武器。
＠森林经过采伐、火灾或破坏后重新长起来。

E衣E gengyi 画＠换衣服。＠〈书〉婉辞，

指上厕所。
E更衣室l g岳ngyishi 圈专供更换衣服的房间。

E更易E gengyi ＜书〉圈更改；改动＝～习俗 l 此

稿已屡经～。
E更张】 gengzhang E司调节琴弦，比喻变更或

改革。参看 417 页I改弦更张li 0 

E更正E g岳ngzheng 圈改正已发表的谈话或文

章中有关内容或字句上的错误．～启事｜那篇
讲话要～几个字。

｜布tC 祷阱）松： ~EBI ～种！春～ i 深～细作。
＠比喻从事某种劳动：笔～｜舌～。

E耕畜】 g岳ngchu I章用来耕地的牲畜，主要是

牛、马、骤子等。
E耕地E g岳ngdi 0 C -11 ）堕］用犁把田地里的

土翻松。＠圈种植农作物的土地z ～面积｜

不能随意占用～。

E耕读E g岳ngdu 画指既从事农业劳动又读书
或教学 z ～小学｜～教师。

E耕牛】 g岳ngniu 圈耕地用的牛。
E耕云播雨E gengyun-boy凸指控制降雨，调节

气候，多用于比喻·为文艺园地百花盛开而～。
E耕耘l gengyun 画＠耕地和除草，泛指农田

耕作。＠比喻辛勤地从事研究、创作等工作：
先生直到晚年仍～不辍，写出了又一部力作。

E耕种E g岳ngzhong 圈耕地和种植z 开春了，

农民都忙着～。
E耕作】 g岳ngzuo 画用各种方法处理士壤的表

层，使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包括耕、和、锄
等。
吏 g问格吏CGeg叫，地名；由侣ui

9邑ng），地名。都在广西。［壮1
3田 Geng 泼水，古水名，即今还乡河，在河

1只、二北。
庚中 9岳ng 0 ＜书〉继续，连续： ~f#: 。

（厦） 8 CG吕叩圈姓。
E庚续】 g岳ngxu ＜书〉南］继续 z ～旧好。

乡恒（姻、：他：纽） :;;o （方〉画粗
E细索l g岳ngsu凸〈方〉函粗的绳索。

鹏斗 9岳ng 见 127 页I酬。
（脯）

羹 g岳ng IE 通常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
状食物2 肉～｜豆腐～｜鸡蛋～。

E羹匙】 g岳ngchi ［~］匙子g汤匙。

v II 

geng c< L)

埂 9坷。（～儿）国埂子：田～儿。＠地
势高起的长条地方：再往前走，就是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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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用泥土筑成的堤防：～堪！堤；～。
E埂子E geng· zi 圈田地里稍稍高起的分界线，
像狭窄的小路：地～。

ffiv geng o ＜书〉光明。＠耿直。
品v、＜G吕ng）圈姓。

@ 

E耿耿l gengg岳ng E园＠明亮：～星河。＠形

容忠诚：～丹心｜忠心～。＠形容有心事g ～
不寐｜～于怀。

E耿耿于怀】 gengg岳ngyuhuai 事情（多为令人
牵挂的或不愉快的）在心里，难以排解。

E耿介E g品『1gi ie ＜书＞~正直，不同于流俗z 性
情～｜～之士。

E耿直】（梗直、领直） g岳ngzhi 圃（性格）正直；
直爽z 他是个～人，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更 9eng ~o 食物堵塞鹏不能下咽z 慢
点儿吃，别～着。＠因感情激动等原因喉

咙阻塞发不出声音：～咽 l他心里一酸，喉咙～
得说不出话来。

E哽塞】 gengse 画哽②2 她才说了两个字，话
便～在嗓子眼儿里了。

E哽噎l gengy岳圈＠食物堵住食管，难以下

咽。＠哽咽。

E哽咽E gengve 
作梗咽。

自费］哭时不能痛快地出声。也

绥（领） g岳ng 〈书〉汲水用的绳子。

E绞短汲深】 g昌『1gdu凸『1-jish岳n 吊桶的绳子很

短，却要打很深的井里的水，比喻能力薄弱，任
务重大，难以胜任（多用作谦辞）。

梗 geng O 川L）函某些植物的校或茎：
花～｜高粱～儿。 8~ 挺直：～着脖子。

＠直爽。＠〈书〉顽固z 顽～。＠阻塞s妨
碍z ～塞 1作～O

E梗概E genggai 画大略的内容：故事～。
E梗塞】肘ngse 匾。阻塞。＠局部血管堵
塞，血流停I卡。

E梗死E gengsi 画组织因缺血而坏死，多发生

于心、肾、肺、脑等器官＝心肌～o
E梗咽E g岳ngye 同“哽咽”。
E梗直］ gengzhi 见 447 页［耿直l 0 

E梗阻】 gengzu 圈＠阻塞z 道路～ 1 山 Jll ～。
＠拦挡 z 横加～。

-rx! aena 门I, 100 

绍取到） i！己？~n；~）。
另见 691 页 jingo

页【脖颈儿］

暗 g晶ng 石硝叫品n叫名，在广东。

镀（艇、较）
g岳ng 0 （书〉鱼骨头z

如～在喉。 8 [Zilj] （鱼骨头

等）卡在喉咙里。＠〈书〉正直。
E便直】 g品ngzhi 见 447 页【耿直1。

、

geng (<L)

更 geng [iJ] 0 更加 z 刮了一夜北风，天～冷
了！～好地工作｜这样做～能解决问题。＠

〈书〉再；又 E ～上一层楼。
另见 445 页侨吨。

E更加E gengjia 画表示程度上又深了一层或
者数量上进一步增加或减少：公家的书，应该

～爱护 l天色渐亮，晨星～稀少了。
E更其E gengqi ＜书〉国更加。
E更上一层楼l geng shang yl ceng 16u 唐王
之涣《登鹤雀楼》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后来用“更上一层楼”比喻再提高一步z 今
年力争生产～。

榈（ ~:f:fli) geng 
〈书〉道路。

时直（哺豆） geng 
〈书〉晒（多用于人名）。

仁 g画画刀砍ρ一寸

工1 gong OI人和工人阶级：矿～｜钳～｜
瓦～｜技～｜女～ l～农联盟。＠国工作；

生产劳动＝做～｜上～｜加～｜勤～俭学｜省料又

省～。＠工－程：动～｜竣～。＠工业z 化～
（化学工业）！～交系统。＠指工程师：高～（高
级工程师）｜王～。＠圈一个工人或农民一个
劳动日的工作z 砌这道墙要六个～。＠（～儿）
技术和技术修养．唱～｜做～。＠长于g善于：
～诗善画。。精工＇） ；精致：～巧！～稳。＠
<Gangl 圈姓。

工2 gong 固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
乐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

“3”。参看【工尺lo
E工本】 gongb岳n 圈制造物品所用的成本z ～

费｜不惜～。
E工笔E gong bi 啤］国画的一种画法，用笔工整，

注重细部的描绘（区别于“写意”）。
E工兵E gongblng 固工程兵的旧称。
E工残E gongcan [El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造成的
残疾。

E工厂E gong ch凸ng 圈直接进行工业生产活动

的单位，通常包括不同的车间。
E工场l gongch凸ng ti'军手工业者集合在→起生

产的场所。

主



｜础 I gong I 工

E工潮E gongchao 圈工人为实现某种要求或

表示抗议而掀起的风潮。

E工尺】 gongch岳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各个

音的总称，也是乐谱上各个记音符号的总称。

符号各个时代不同，现在通用的是z合、四、一、
上、尺、工、凡、六、五、乙。

E工程】 gongcheng 圈。土木建筑或其他生
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

工作，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

工程、水利工程等，也指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
＠泛指某项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
作z 菜篮子～（指解决城镇蔬菜、副食供应问题

的规划和措施）。

E工程兵E gongchengbTng 圈＠担任复杂的
工程保障任务的兵种。执行构筑工事、架桥、
筑路、伪装、设置和排除障碍物等工程任务。

＠这一兵种的士兵。｜｜旧称工兵。
E工程师］ gongchengshT 圈技术干部的职务

名称之一。能够独立完成某一专门技术任务 i
的设计、施工工作的专门人员。 ; 

E工程院E gongchengyuan 圈工程技术界最

高荣誉性、咨询性的学术机构，由院士组成，下
设若干学部。主要职责是对国家重要工程科

噩噩 学技术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
三三w ［工地E gongdi 圈进行建筑、开发、生产等工作

的现场。

E工读E gongdu O 画用本人劳动的收入来供

自己读书z ～生。＠圈指工读教育z ～学校。
E工读教育E gongdu jiaovu 对有较轻违法犯
罪行为的青少年进行改造、挽救的教育。

E工段］ gongduan 圈＠建筑、交通、水利等工
程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划分的施工组织。＠工

厂车间内按生产过程划分的生产组织，由若干
生产班组组成。

E工房】 g6ngf6ng ＜方〉圈＠指由国家或集体
建造分配给职工或居民居住的房屋；职工宿
舍。＠工棚。

E工分E g6ngf岳n 圈某些集体经济组织计算个

人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
E工蜂E g6ngf岳ng 画蜜蜂中生殖器官发育不

完全的雌蜂，身体小，深黄灰色，翅膀长，善于
飞行，有毒刺，腹部有分泌蜡质的蜡腺，两只后

脚上有花粉篮。工蜂担任修筑蜂巢，采集花粉
和花蜜，哺养幼虫和蜂王等工作，不能传种。

E工夫E gong•fu c～儿）［霉。时间（指占用的
时间）．他三天～就学会了游泳。＠空闲时

间z 明天有～再来玩儿吧！＠〈方〉时候z 我当
闺女那～，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E工夫茶】 gong· fucha ~亘福建、广东一带的一

种饮茶风尚，茶具小巧精致，湖茶、饮茶有一定
的秤序、礼仪 z 喝～。也作功夫茶。

E工会】 gonghui ~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

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中叶的英国，后各国相继

建立。一般分为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两大类。
E工价l gongj ia IBJ 指建筑或制作某种物品用

于人工方面的费用（多用于制订计划或计算成
本时）。

E工架E gongjia 同“功架”。

E工间l gongj ion IBJ 工作时间内规定的休息时

问：～操。
E工间操】 gongj ioncao 圈机关和企业中的工

作人员每天在工间集体做的体操。
E工件E gongjian 画作为工作对象的零部件，
多指在机械加工过程中的零部件。也叫制件、

作件。
E工匠E gongjiang 圈手艺工人。

E工匠精神E gongjiang jTngshen 指工匠对自

己做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完
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

E工交】 gongjiao 圈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合

称：～系统。
E工具l gongju IBl O 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
的器具，如锯、刨、犁、锄。＠比喻用以达到目
的的事物．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

E工具书E gongjushu 函专为读者查考字形、

字音、字义、词义、字句出处和各种事实等而编

寨的书籍，如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年
鉴、百科全书等。

E工卡l gongk凸圈工作时佩戴的表示身份的

卡片式标志。

E工楷】 gongIφi 函工整的楷书。

E工科】 gongk岳圈教学上对有关工程学科的

统称。

E工矿E gongkuang IBJ 工业和矿业的合称：～

企业。
E工力l gongli O 同“功力”②。＠圈指完成
某项工作所需要的人力。

E工料E gongliao 圈＠人工和材料（多用于制

订计划或计算成本时）。＠指工程所需的材
料：购买～o

E工龄】 gangling 圈工人或职员的工作年数。

E工农联盟E gong-n6ng lianmeng 工人阶级

和劳动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联
合。在我国，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
重要保证，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E工棚E gongpeng 圈上地上临时搭起来供E

作或住宿用的简便房屋。

E工期E gongqT 圈工程的期限2 延长～｜～定



为一年9
E工钱E g6ng·q1加强＠做零活儿的报酬：做
条裤子要多少～？＠〈口〉工资。

E工巧E gongqiao 周细致，精巧（多用于工艺
品或诗文、书画）：陕北剪纸～纤细，乡土气息浓
郁。

E工区l gongqu 圈某些工矿企业部门的基层

生产单位。
E工人E gongren 南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
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多指体力劳动者）。

E工人阶级】 gongren ji岳ji 不占有任何生产资
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所形成的阶级，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
产力，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具有高度的组织

性、纪律性和彻底的革命性。
E工日E gongrl 画一个劳动者工作一天为一个
工日。

E工伤E gongshang 圈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受到
的意外伤害2 ～事故。

E工伤保险E gongshang b凸oxi凸『1 社会保险的

一种。劳动者因工作而致伤残
病后，由国家和社会给予补偿’以减免其所遭
受的损失。

E工商业E gongshangye 圈工业和商业的合

称。
E工时E gongshi 圈工人工作一小时为一个工
时，是工业上计算工人劳动量的时间单位。

E工事E gongshi 圈保障军队发扬火力和隐蔽

安全的建筑物，如地堡、笙嚎、交通嚎、掩蔽部
等。

E工头l g6ngt6u （～儿）圈＠资本家雇用来监

督工人劳动的人。＠指指挥、带领工人劳动

的人。
E工亡E gongwang 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意外

死亡。

E工委E gongw岳i ［吕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直属
机关～。

E工稳E gongw阳晒工整而妥帖（多指诗文） : 
造句～ i对仗～O

E工细】 gongxl 圈精巧细致2 雕刻～。

E工效3 gongxiao 冒雪工作效率：提高～。
E工薪】回ngxln ~工资。
E工薪阶层l gongxln l崎ceng 指有稳定的工作

并以工资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阶层。
E；王薪族E gongxlnzu 圈工薪阶层。

E工休E gongxiu 回＠指工作一阶段后休息z

～日｜那天正好我～｜全体司机放弃～运送旅

客。＠指工间休息 z 利用～时间做广播体操。
E工序l gongxu IE 组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各段

工 I gong I “ 9 I 
加E，也指各段加工的先后次序。材料经过各
道工序，加工成成品。

E工业l gongye 圈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

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
的生产事业。

E工业产权E gongye chanquan 对法律所确认

的新技术和经济管理成果享有的权利，主要包
括专利权、商析根等，是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
“工业”在此泛指工业、农业、商业、科技等国民
经济各部门。

E工业革命】 gongye geming 产业革命:Do

[I:业国】 gongy句u6 I写现代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E工业化E gongy也hua Q量使现代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E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E gongyepln chuchang 
jiage zhlshu 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

出厂价格的变动趋势、变动程度的经济指数。
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也是制定相关

经济政策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英文
缩写为 PPio

E工蚁E gongyi 圈生殖器官不发达的蚂蚁，在

群体中数量占绝对优势。参看 1550 页“蚁”。

E工艺E gongyi ［萄＠将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主主

成产品的工作、方法、技术等：～复杂｜～精细。王三
＠手工艺：民间～｜～师。

E工艺流程l gongyi liucheng 工业品生产中，

从原采↓到制成成品的各项工作程序。简称流
程。

E工艺美术l gongyi m岳1shu 指工艺品的造型
设计和装饰性美术。

E工艺品l g6ngyipln 圈工艺产品，→般指手工
艺品。

E工役l gongyi IE 旧时给机关、学校或宫僚、绅

士人家做杂事的人。

E工友E gongyou ~ O 机关、学校的勤杂人
员。＠旧时称工人，也用于工人之间的互称。

E工于】 gongyu 圈长于；善于z ～心计l他～工
笔花鸟。

E工余】 gongyu ~l 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z ～

时间 l他利用～学习英语。

(I整l gongzheng F回细致整齐；不潦草g 字

写得～极了。

E工致】 gongzhi 圃精巧细致z 这一枝梅花画

得很～。

E工种】 gongzhong lSJ 工矿企业中按生产劳

动的性质和任务而划分的工作种类，如钳工、
车工、铸工等。

E工装E g6ngzhuong ［童工作服。



L翌~ gong ｜工弓公

E工资E gongzl 圈作为劳动报酬按期付给劳
动者的货币或实物。

E工字钢E g6ngz1gang 圈见 1468 页1型钢］ o
E工作E gongzuδ ＠画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

也泛指机器、工具受人操纵而发挥生产作用2

积极～｜开始～｜铲土机正在～。＠圈职业z

找～｜～没有贵贱之分。＠圈业务；任务：～
量｜宣传～！工会～｜科学研究～。

E工作餐l gongzuocan 函单位为上班职工提
供的饭菜，也指开会等公务活动时所吃的饭
菜。

E工作服l gongzuδtu !El 为工作需要而特制的

服装。
E工作面E gongzuomian !El 0 直接开采矿石
或岩石的工作地点，随着采掘进度而移动。＠
零件上进行机械加工的部位。

E工作母机E gongzuo m印机床。
E工作日E gongzuori 圈。一天中按规定做工

作的时间：一个～一般为八个小时。＠按规
定应该工作的日子：星期一至星期五是～，星

期六和星期天是休息日。
E工作站E gongzuozhan !El 0 为进行某项工
作而设立的机构z 征兵～｜救灾～。＠计算机
网络中作为分享网络资源的一个访问端点的
计算机。

E工作证E gongzuozheng 圈表示一个人在某

单位工作的证件。
E工作组l g6ngzuδz心圈＠为某项特定工作
临时组建的组织，一般由上级单位派往下级单
位＝抗旱～。＠计算机网络上指被相同的局
域网连接起来的、具有相同功能的用户组成的
小组。

弓 gong 0 圈射箭或发弹丸的器械，在近
似弧形的有弹性的木条（弓背）两端之间

系着坚韧的弦，拉开弦后，猛然放手，借弦和弓
背的弹力把箭或弹丸射出 z ～箭｜弹Cdan）～｜

左右开～｜一张～。＠（～儿）弓子z 弹棉花的
绷～儿。OIEJ 丈量地亩的器具，用木头制成，
形状略像弓，两端的距离是 5 尺。也叫步弓。
＠圈旧时丈量地亩的计算单位，1 弓等于 5

尺。＠圈使弯曲 z ～背卜，着腰！～着腿坐着。
0 (Gong）圈姓。

E弓子l gong· zi !El 形状或作用像弓的东西：

胡琴～｜三轮车上的车～。

／飞、1 gong O 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跟“私”相
ιA 对）：～款｜～物｜～事公办。＠共同的；
大家承认的 z ～分母｜～议｜～约。＠属于国

际间的z ～海 1～制｜～历。。使公开z ～布｜
～之于世。＠公平；公l : ～买～卖｜秉～办

理。＠公事s公务：办～！～余｜因～出差。＠
CGong）~姓。

／飞J gong O 封建五等爵位的第一等2 ～
ι二、 爵 i～侯！王～大臣。＠对上了年纪的男
子的尊称z 诸～｜张～。＠丈夫的父亲；公公2
～婆。＠庄园属性词。（禽兽）雄性的（跟“母”

相对） ：～羊 l这只小鸡是～的。
E公安l gong ’ an 画＠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秩

序、公共财产、公民权利等）的治安z ～局｜～人
员。＠指公安人员．一位老～。

E公案】 gong ’ an 圈＠指官吏审理案件时用

的桌子。＠指疑难案件，泛指有纠纷的或离

奇的事情z 一桩～｜～小说。
E公办】 gongban E 属性词。由政府创办、管

理的z ～学校｜～企业。
E公报E gongbao !El O 公开发表的关于重大
会议的决议、国际谈判的进展、国际协议的成

立、军事行动的进行等的正式文告：新闻～｜联

合～。＠由政府编印的刊物，专门登载法律、
法令、决议、命令、条约、协定及其他官方文件。

E公报私仇J g6ngbao-slch6u 借公事来报个人

的仇。也说宫报私仇。
E公比E g6ngbl IE] 等比级数中任意→项与它

的前一项的比永远相等，这一相等的比叫作
1 1 

公比。如在等比级数 1 ＋一＋一＋
2 4 8 

＋……中，÷为公比。
(0布】 gongbu 画（法律、命令、文告、通知事

项等〉公开发布，使大家知道：～于众 l～新条
例｜食堂的账目每月～一次。

E公厕】 gongce 函公共厕所。

（／~差l gongcha 圈。等差级数中任意一项
与它的前→项的差永远相等，这一相等的差叫
作公差。如在等差级数 2 + 5 + 8 + 11+14 
＋……中，3 为公差。＠机器制造业中，对加

工的机械或零件的尺寸许可的误差。

E公差E gongchai !El O 1临时派遣去做的公务s

出～。＠旧时在衙门里当差的人。
E公产】 gongchan !El 公共财产z 侵吞～。

E公车］ g6ngch岳圈属于公家的车（通常指汽

车）。
E公称l gongcheng 圈机器性能、图纸尺寸等

的规格或标准。
E公尺】 g6ngchl 画公帘l长度单位，米的旧称。

E公出】 gongchu 画因办理公事而外出：我要

～一个月，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E公畜l gongchu 画雄性牲畜，畜牧业上通常
指留种用的。



E公道E gongdao 圈公正的道理z 主持～｜～
自在人心。

E公道E gong·d口0 It回公平手合理＝说句～话｜办
事～｜价钱～。

［＇~德J gongde 圈公共道德．讲～｜社会～o
E公敌E gongdi 固共同的敌人：人民～。
［＇~爹E g6ngdi岳〈方〉圈公公①。
E公断】 gongduan 画＠由非当事人居中裁
断2 听候众人～。＠秉公裁断·执法部门自会
~ 。

E公法】 g6ngf凸圈＠指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法
律，如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区别于“私法勺。
＠指调整国际关系的准则z 遵守国际～。

E公房E gong fang 圈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
的房屋。

E公费E gongfei 圈由国家或团体供给的费用：

～医疗｜～留学O

(0分E gongf岳n lltl 0 公制长度单位，厘米的
旧称。＠公制质量或重量单位，克的旧称。

E公愤E gong fen 圈公众的愤怒情绪z 激起～。

E公干E gonggan O 田公事：有何～？＠［到

办理公事：外出～｜来京～。
E公告E gonggao O 画通告①z 以上通令，～
全体公民周知。＠固政府或机关团体等向公

众发出的通告。

E公告板E gonggaoban ~用来发布公告的板
子，特指电子公告板。

E公公J gong·gong 圈。丈夫的父亲。＠〈方〉
祖父。＠〈方〉外祖父。＠尊称年老的男子z

文lj～｜老～。＠对太监的称呼（多见于早期白
话）。

E公共J gonggong 回属性词。属于社会的；公

有公用的3 ～卫生！～汽车｜～场所｜爱护～财
产。

E公共关系E gonggong guon·xi 指团体、企业
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简称公关。

E公共积累】 gonggong Fl岳l 公积金。
(0共汽车】 gonggong qich岳有固定的路线和

停车站、供乘客乘坐的汽车。
E公关】 g6ngguan 团公共关系的简称：～

部门｜～小姐（从事公关工作的女职员）。
E公馆E gongguan ！每旧时指官员、富人的住

宅。
E公同E gonggu6 ［萄欧洲｜封建时代的诸侯国
家，以公爵为国家元首。现代某些主权国家也

以公因为名，如摩纳哥公国。
E公海】 gonghai 圈各国都可使用的不受任何
国家权力支配的海域。

(0害E gonghai 啕＠各种污染源对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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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泛指对公众有害

的事物z 赌博是一大～。
E公函E g凸nghan 圈平行及不相隶属的部门问

的来往公文，也泛指公家的函件。
[0~1 gonghui 画同业公会的简称。

E公积金】 g6ngjljln 圈＠生产单位从收益中

提取的用作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为公共福
利事业积累的长期性专项资金，如住房公积

金。

E公祭E gongji ［到公共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
奠，向死者表示哀悼：～死难烈士。

E公家E g6ng•jia ＜口〉函l 指国家、机关、企业、
团体（区别于“私人”）：不能把～的东西据为已

有。
(0假J gongjia 圈公家规定或上级批准的假

期O
(0交E gon创iao 圈公共交通2 ～车辆｜～事

业。
［＇~教人员】 gong-jiao r白nvuan 对政府机关

工作人员和学校教职员的合称。

E公斤l gongjln 画千克。

E公举】 gongj心圈共同推举z ～代表。

［＇~决E go呻ju⑤圈共同决定z 全民～｜这件事干

须经大家讨论～。 三雪
E公开E gongkai O 固不加隐蔽的；面对大家专三

的（跟“秘密”相对）：～活动。 8 [\!j] 使秘密的

成为公开的 z 这件事暂时不能～。
E公开赛】 gongkaisai ~不限制参加人员身

份，职业或业余选手均可参加的比赛，如网球
公开赛。但有的公开赛对参赛选手的资格有
一定要求。

E公开信E gongkaixin 圈写给个人或集体，但
作者认为有使公众知道的必要，因而公开发表
的信。

E公筷E gongkuai 圆多人就餐时为卫生起见

而备的公用的筷子，用来把菜夹到个人的碗、
碟里。

E公款E gongku创圈属于国家或集体的钱。

E公厘E gongli ［量公制长度单位，毫米的旧称。

(0里J gongll 画千米。

E公理E gong Ii 圈。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
的检验，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命题，如：如果A=
B,B = C ，贝lj A= C。＠社会上多数人公认
的正确道理。

E公历】 gong Ii 南阳历的一种，是现在国际通

用的历法。通常所说的阳历即指公历。一年
365 天，分为十A二个月

二月为大月，每月 31 天，四、六、九、 t－一→月为

小月，每月 30 天’二月是 28 天。因地球绕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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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一周实际为 365 天 5 小时 48 分 46 秒（太

阳年），所以每 400 年中有 97 个闰年，闰年在
二月末加一天，全年是 366 夭。闰年的计算
法是g公元年数能够用 4 整除的是闰年（如
1960 年），能够用 100 整除的是平年（如 1900
年），能够用 100 整除也能用 400 整除的是闰

年（如 2000 年）。纪元是从传说的耶稣生年
算起。也叫格里历。

E公立E gongll ~园属性词。政府设立的2 ～学

校。
E公例l gongli IEl 一般的规律。
E公良E Gongli6ng 圈姓。

E公粮l gongli6ng 圈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生产
单位每年缴纳给国家的作为农业税的粮食。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已全面取消农业税，

不再缴纳公粮。

E公了E gongliao 圃双方发生纠纷，通过主管
部门或司法程序了结（跟“私了归相对）。

E公路E gongh汪国市区以外的可以通行各种
车辆的宽阔平坦的道路。

E公论l gonglun 圈公众的评论s公正的评论＝

尊重～｜是非自有～。

二士 E公孟l Gongmeng 圈姓。
重重三 E公民E gongmin 圈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
三雪 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相

应义务的人。在我国，公民与国民含义相同。
E公民权E gongminqu6n 圈公民根据宪法和
法律规定所享有的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最基本的权利。

E公母俩E gong·muli凸〈方〉圈夫妻二人z 老
～的感情可真好。

E公募E gong mu 圈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大众发

售证券等募集（资金）：～基金。
E公墓E gong mu 型有人管理的公共坟地。

也嘿J gongp<li 国由国家派遣z ～留学。
E圣罗Ul gongpan lNlJ O 公开宣判，法院在群众
大会上依法对刑事被告人宣读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公众评判。
E公平l gongping ~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
袒哪一方面z ～合理｜～交易｜裁判～。

E公平秤］ gongpingcheng IEJ 市场管理部门、
商业单位设置的供顾客检验所购商品分量是
否准确的标准秤。

E公婆E g6ngp6 IEl 0 丈夫的父亲和母亲；公
公和婆婆。＠〈方〉指夫妻，夫妻两人叫两公

婆。
E公仆E gongpu 画为公众服务的人z 人民～。

E公顷E gongqTng 圈地积单位，1 公顷等于 1

万平方米，合 15 市亩。

E公权l g6ngqu6n 固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

总称，如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等．防止滥用

～。也说公权力。

E公权力E g6ngqu6nli IEl 公权。

E公然E g6ngr6n 画公开地；毫无顾忌地g ～作

弊 l～撕毁协议。
E公认E gongren rn:国大家一致认为或承认：他

的敬业精神是大家～的。

E公社E gong she 圈＠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
生产、共同消费的一种结合形式，如氏族公社
等。在阶级社会中也保持了很长一个时期。
＠欧洲历史上的城市自治机关，如法国、意大
利等国早期的公社。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初

级形式。＠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如法

国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我国 1927 年的广州
公社。＠特指人民公社。

E公审E gong sh岳n 圈我国人民法院公开审判
案件的一种方式，在群众参加下审判有重大社
会意义的案件。

E公升l gongsh岳ng 圈公制容量单位，升的旧

称。
E公使］ gongshT 圈由一国派驻在另一国的次

于大使一级的外交代表，全称是特命全权公
使。

E公示E gongshi 画公布，让公众了解并向公

众征求意见z 实行干部任前～制度。
E公式E gongshi 圈＠用数学符号或文字表示

各个数量之间的关系的式子，具有普遍性，适
合于同类关系的所有问题。如圆面积公式是

S ＝ π·R＇ ，长方形面积公式是面积＝长X宽。

＠泛指可以应用于同类事物的方式、方法。
E公式化】 gongshihua [NJ] 0 指文艺创作中套
用某种刻板格式来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

＠指不针对具体情况而死板地根据某种固定
方式处理问题。

E公事E gongshi IEJ 0 公家的事；集体的事（区
别于“私事”）＝～公办｜先办～，后办私事。＠
〈方〉指公文：每天上午看～。

E公事公办J gongshi-gongban 公家的事按照

公家的制度办理。泛指按规矩办事，不讲私
情。

E公输E Gongshu 圈姓。

E公署E gong sh凸圈官员办公的处所（用作政

府机关名）：行政～。
E公司E gongs I 圈依法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从事生产或服务性业务的
经济实体。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E公司制E gongslzhi IEJ 以公司作为企业组织
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E公私E gongs I 函公家和私人z ～兼顾 1 ～合
营。

E公私合营E gongs! haying 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一种形式，分为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
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

E公诉】 gongsu ~刑事诉讼的→种方式，由检
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认为确有犯罪行为、应负刑
事责任的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区别于“自诉勺。

E公诉人l gongsuren 圈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

公诉的检察官。
E公孙】 Gongsun 圈姓。
E公孙树］ gongsunshu IBJ 银杏①。
E公所1 gongsuo 圈＠旧时区、乡、村行政机

构办公的地方2 区～｜乡～｜村～。＠旧时同
业或同乡组织办公的地方z 布业～。

E公摊.］ gongtan ~大家平均分摊（费用、资金

等）：电费由三家～。
E公堂1 gongtang 圈＠旧时指官吏审理案件
的地方，后也指法庭z 私设～｜对簿～。＠
〈方〉指祠堂。

E公帮】 g6ngt凸ng ＜书） IBl 公款2 靡费～。
E公投E g凸ngt6u 圈由公众投票决定重大事宜。
E公推l gongtul ~国共同推举（某人担任某种职
务或做某事）：大家～他当代表。

E公文】 g6ngwen 圈机关相互往来联系事务

的文件：～袋｜～要求简明扼要。
E公务E gongwu IBl 关于国家的事务；公家的
事务z 办理～｜～人员 1～繁忙。

E公务卡E gongwulφ 圈财政预算公务卡的简
称，指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
于日常公务支出的银行卡。

E公务员E gongwuyuan 圈＠政府机关的工
作人员。＠旧时稍机关、团体中做勤杂工作的

人员。
[0物】 gongwu IBJ 属于公家的东西z 爱护～o
E公心E gongxln 圈＠公正之心z 秉持～｜处
以～。＠为公众利益着想的心意z 他这样做
是出于～。

E公信力E gongxinli 圈使公众信任的力量z 提
高政府部门的～O

[0休E gongxiu 圈节日、假日等集体休假z ～
日｜近两天他～在家。

E公序良俗］ gongxu-1 iangsu 指社会所具备的
良好的公共秩序和道德风尚。

E公演E gongyan 圈公开演出：这出新戏将于
近期～O

E公羊E Gongyang 圈姓。

E公冶l Gongy岳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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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么咄】 gongyi 巨型大家在－起评议2 自报～

（本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意见，然后大家评议）。
E公益E gongyi 圈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

等群众福利事业）：热心～。

E公益金E gongyijln 固企业从收益中按规定

的比率提出的用于职工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
事业的资金。我国于 2006 年起已不再提取

公益金。
E公意E gongyi ［每公众的意愿。

E公营E gongying 圃属性词。由国家或集体

经营的2 ～企业。
E公映E gongying 圈（影片）公开放映＝这部影

片即将～O
E公用E gongy也ng 画公共使用；共同使用 2 ～

电话｜～事业 l 两家～一个厨房。
E公用事业E gongy。ng shiye 城市和乡镇中供

居民使用的通信、电力、自来水、天然气和煤

气、公共交通等企业的统称。
E公有l gongyou 圈全民或集体所有s ～制｜

～财产。
E公有制E gongyouzhi 圈生产资料归公共所

有的制度。现在我国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即社
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E么马余E gongvu IE 办公时间以外的时间z ～主主
以写字、画画儿作为消遣。 二→

E公寓E gongyu 固＠分户居住的多层或高层

建筑，有若干成套的单户独用的房间，设备较
好。＠旧时一种租期较长、房租论月计算的
宿舍，住宿的人多是学生。

E公元E gongyuan 圈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

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
那一年算起。我国从 1949 年正式规定采用
公元纪年，同时继续保留使用农历。

E公园E gongyuan 圈供公众游览休息的园林。

E公约E gongyu岳匾。条约的一种名称。一

般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缔结的某些政治
性的或关于某一专门问题的条约。＠机关、
团体或街道居民内部拟订的共同遵守的章程 z
文明～（环境保护～。

E公允E gongy归国公平恰当z 持论～。
E么Y责E gongzhai 圈国家和政府部门向公民

或外国借的债。
E么Y责券E gongzhaiquan 画公债债权人取本

息的证券。
E公章E gongzhang 圈机关、团体等使用的印

章（区别于“私章勺。

E公正E gongzheng 圃公平正直，没有偏私2
为人～｜～的评价。

E公证E gongzheng 画被授以权力的机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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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 英雄的～。＠指佛教徒行善、诵经念佛、为死
某一法律行为或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文件确｜ 者做佛事及道士打酿等活动2 做～。
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 I ［功底】 gongdi 圈基本功的底子g ～扎实｜他

E公知E gongzhl 圈公众普遍知道z ～常识 i ～｜ 的书法有着深厚的～。
技术｜社会～｜凡已被公认～的缩略语可直接使 I ［功夫l gong·fu ~ 0 本领；造诣z 他的诗～

用。 | 很深｜这个杂技演员真有～。＠指武术g 中国
E公职E gongzhi 圈指国家机关或公共企业、｜ ～。＠（做事）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z 下～｜苦
事业单位中的正式职务：开除～｜～人员。 | ～。

E公制E gongzhi ~国际公制的简称。 I ［功夫茶】 gong•fucha 同“工夫茶”。
E公众】 gongzhong ~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大 I ［功夫片JL] gong•fupianr ＜口〉圈功夫片。
众2 ～领袖！～利益。 I ［功夫片】 gong·fupian 圈以武打为主的故事

E与众人物E gongzhong renwu 知名度较高、｜ 片。也叫武打片、动作片。
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人物，如政治、经济界重 I ［功过E gongguo l1Sl 功劳和过失z ～自有公

要人士和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 | 论。
E公诸同好E gongzhut6nghao 把自己喜爱的 I ［功耗】 gonghao 圈功率的损耗，指设备、器件
东西拿出来给有同样爱好的人共同欣赏、享受。｜ 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

E公主l gongzh凸圈君主的女儿。 I ［功绩】 gongji 圈功劳和业绩z ～卓著｜不可磨

E公助l gongzhu 圈＠共同资助z 社会～。＠｜ 灭的～。
公家资助z 这是一座民办～的学校。 I ［功架E gongjia 圈戏曲演员表演时的身段和

E公转l gongzhuan 画一个天体绕着另一个天｜ 姿势。也作工架。
体转动叫作公转。如太阳系的行星绕着太阳 i ［功课】 gongke r萄＠学生按照规定学习的知
转动，行星的卫星绕着行星转动。地球绕太阳｜ 识、技能：他每门～都很好。＠指教师给学生
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365 天 6 小时 9 分 10 秒｜ 布置的作业：做完～再看电视。＠泛指做某
（恒星年）；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27 I 项事情之前所做的必要的准备工作z 采访前，
天 7 小时 43 分 11. 5 秒。 | 他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做足了～。＠指佛教主

E公子E gongzi 圈古代称诸侯的儿子，后称官｜ 徒每日按时诵经念佛等的修炼事项。
僚的儿子，也用来尊称别人的儿子。 I I：功亏一笑】 gongkulylkui 伪古文《尚书·旅

E公子哥JL] gongziger t8l 原称官僚或有钱人｜ 葵》z “为liJ九例，功亏一笑。”堆九例高的土山，
家不知人情世故的子弟，后泛指娇生惯养的年｜ 只差－筐土而不能完成。比喻一件大事只差
轻男子。 | 最后一点儿人力物力而不能成功（含’惋惜意）。

E公子王孙】 gongzi w6ngsun 旧时泛指贵族、 I ［功劳E gonglao 圈对事业的贡献z 汗马～。
官僚的子弟。 I E功力l gongli ［萄＠功效z 草药的～不能忽

对I gong O 圈功劳（跟‘四对）：立～｜记｜ 视。＠功夫和力量：他的字苍劲洒脱，颇见～o
7.J 一大～。＠成效和表现成效的事情（多指｜ 也作工力。
较大的）：教育之～｜～亏一簧｜大～告成｜好大 I ［功利E gong Ii 圈。功效和利益z ～显著。＠

喜～。＠技术和技术修养：唱～｜～架｜基本｜ 功名利禄＝追求～。
～。＠圈一个力使物体沿力的方向通过一 I ［功利主义】 g6ngl1 zh心yi 主张以实际功效或

段距离，这个力就对物体做了功。 | 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
E功败垂成E gongbaichuicheng 快要成功的时 i E功令】 gong ling 圈旧时指法令。
候遭到失败（含惋惜意）。 I ［功率E gonglu 圈功跟完成这些功所用时间

E功臣E gong ch en 固有功劳的臣子，泛指对某｜ 的比，即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单位是瓦特。
项事业有显著功劳的人：航天事业的～。 I ［功名E gongming 圈功业和名声；封建时代指

E功成不居E gongcheng-buju 立了功而不把功｜ 科举称号或官职名位：博取～｜～利禄｜革除
劳归于自己（语本《老子》二章）。 | ～。

E功成名就l gongcheng-mingjiu 功业建立了， I ［功能】 gongneng 圈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
名声也有了。也说功成名立、功成名遂。 | 利的作用s效能：～齐全｜这种药物～显著。

E功成名立］ gongcheng-mingli 功成名就。 I ［功能团E g6ngnengtu6n t8l 官能团。

E功成名遂E gongcheng-m ingsu i 功成名就。 I ［功效E gongxiao 圈功能g效率z 立见～。

E功德E gongde 圈。功劳和恩德z 歌颂人民 I ［功勋l gongxun 圈重大的贡献，特殊的功劳z



～卓著 1立下不朽～。

E功~il'l gongye r画功勋事业z 建立～。
E功用］ gongyong ~功能g用途。

E功罪E gongzui 圈功劳和罪过。
叮A gong 见 964 页［女红］。
至LC红）另见凹页 h凸ng 。
攻 gong 0 时打；进攻（即守”相对）：围

～｜～城｜白色～能守｜～下敌人的桥头堡。
f.) ［量对别人的过失、错误进行指责或对别人

的议论进行驳斥：群起而～之｜～其一点，不及

其余。. rnID 致力研究；学习：专～｜一门心思
～外语。。（Gong) ［苞姓。

E攻城略地］ gongcheng-IOedi 攻占城池，夺取
土地。

E攻错E gongcuo ＜书〉画《诗经·小雅·鹤鸣》2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又：“它山之石，可以攻

玉。”（错z 磨刀石；攻z治；它，后多写作他）后来
用“攻错”比喻拿别人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短处。

E攻打E gongd凸画为占领敌方阵地或据点而

进攻。
E攻读E gongdu r噩努力读书或钻研某一门学
问：～博士学位｜～中医经典。

E攻关E gongguan E到攻打关口，比喻努力突破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难点：刻苦钻研，立志～！
对于重点科研项目，要组织有关人员协作～。

E攻击E gongjl 画＠进攻：发动～！～敌人阵

地。＠恶意指责：进行人身～。
E攻击机】 gongjlfl 圈强击机。
E攻歼E gongjian 圈攻击并歼灭．～被围之敌。
E攻坚E gongjian 圈。攻打敌人的坚固防御

工事z ～战。＠比喻努力解决某项任务中最
困难的问题。

E攻坚战】 gongj ianzhan 圈攻击敌人坚固阵
地的战斗。开通隧道是修路任务中的～。

E攻i干E gongjie ＜书〉画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
私而加以攻击（多指因个人或派系利害矛盾） 0

E攻克E gongk古画攻下（敌人的据点），也用于

比喻：～堡垒｜～设计难点。
E攻擂E gong;;lei l量指由雷台赛中向擂主挑战。

E攻略E gonglue O ＜书＞ rnID 攻打掠取。＠圈
开展工作或发展事业的谋略、策略：市场～o

E攻破E gongpo r司打破g攻下：～防线。
E攻其不备l gongqibubei 趁敌人没有防备的

时候进攻。

E攻取E gongqu ［画攻打并夺取2 ～据点。
E攻势E gongshi ~向敌方进攻的行动或态势z

冬季～｜采取～0足球场上，客队的～非常猛烈。
E攻守同盟E g6ng-sh6u t6ngmeng O 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在战争时对其他国家采

功红攻郑供｜ gong ｜箱s I 
取联合进攻或防御而结成的同盟。＠指共同
作案的人为了应付追查或审讯而事先约定共

同隐瞒、互不揭发的行为。

E攻无不克E gongwubuke 只要攻打，没有打不

下来的，形容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也比喻能
力高1虽，办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E攻陷l gongxian 圈攻下；攻占（多用于被敌

方攻下〉：县城被敌军～。

E攻心E g6ngxln 圈。从精神上或心理上瓦解

对方z ～战术。＠俗称因悲痛、愤怒而神志昏
迷对‘怒气攻心”，因浑身溃烂或烧伤而发生生

命危险为“毒气攻心”或“火气攻心”。
E攻占】 g。ngzhan 圈攻击并占领：～敌人的

据点｜这座城市已被我军～。

＋刊T Gong 圈姓。
／、t-'

I占』· gong O 圃供给；供应z ～电 i～气 l～不
厉、应求｜～孩子上学。＠画指按期拿出钱款

还贷z ～房｜～车。＠指按期还贷所提供的钱
款2 车～｜月～。＠圈提供某种利用的条件

（全合对方利用）：～读者参考 l～旅客休息。＠
(Gong）圈姓。

另见 459 页 go吨。

E供不应求】 gongbu问仙供应的东西不能主
满足需求。

E供稿E gongg凸。国提供稿件：本版诗文、照

片均由运动会宣传组～。
E供给E g6ngji 画把生活中必需的物资、钱财、
资料等给需要的人使用：免费～学习资料！发

展经济，保障～。
E供给侧E gongjice 圈指国民经济中供给的一

方z ～结构性改革。
E供给制】 g6ngjizhi [El 按大致相同的标准直
接供给生活资料的分配制度。

E供求l gongqiu 圈供给和需求（多指商品） : 
～关系｜拓宽流通渠道，使～平衡。

E供求率.J gongqiulu 圈社会总商品量与社会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之间的比率。它是商品
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

E供销】 gongxiao 圈供应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以及销售各种产品的商业性活动：～合同 i～
部门。

E供销合作社l gongxiao hezuoshe 为满足农

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
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
供销社。

E供销社E gongxiaoshe ~供销合做士的简称。
肝捕l gongxO 圈供求z 避免～脱节。

E供养E gongy凸ng 画供给生活所需s瞻养或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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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与酒筹交叉错杂，形容许多人相聚饮酒的热

闹场面。

\I 

g凸ng C< XL)

巩－ gong O 巩固＠（叫）圈
（主主） 姓。

E巩固E gonggu o 固坚固；不易动摇（多用于
抽象的事物）：基础～｜政权～。＠画］使坚固：
～国防卜’工农联盟。

E巩膜】 g6ngm6 圈眼球最外层的纤维膜，臼

色，很坚韧，前面与角膜相连，有保护眼球内部
组织的作用。（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二在三 gong 圈＠金属元素，符号 Hg。银白

咒κ 色液体，内聚力强，蒸气有剧毒，化学性
质不活泼，能溶解许多种金属。用来制药品、

温度计、气压计等。通称水银。 8 c Gong) 

姓。

E柔灯】 g凸ngd岳ng ~灯的一种，把宋填充在真
空玻璃管或石英玻璃管内，通电后，示蒸气放
电而发出强光。多用于摄影、晒图和街道照明

等。也叫水银灯。

E录澳红】 g凸ngxiuh6ng 圈有机化合物，蓝绿

色或赤褐色的小片或颗粒。水溶液红色，医药
上用作消毒防腐剂，通称红药水。

也悴1 gong O 两手相合，臂的前部上举 z ～
Y可手。＠环绕z ～卫｜众星～月｜四山环～

的大湖。＠闯］肢体弯曲成弧形：～肩缩背｜
黑猫～了～腰。。成弧形的建筑物，也指建筑

物成弧形的部分：～式门楼 l桥～｜连～坝。＠
(Gong）圈姓。

也J-1.2 gong 函。用身体撞动别的东西或拨
~7' 开土等物体：用身子～开了大门｜猪用嘴

～地｜一个小孩儿从人群里～出去了。＠植物
生长，从土里向外钻或顶：苗儿～出土了。

E拱抱E g凸『1gbao 南（山峦）环绕；环抱·群峰

~ 。
E拱璧】 gongbi ＜书〉圆大璧，泛指珍宝：他把

这些藏书视如～o

E拱火】 gong;;hu凸（～儿）〈方〉圈用言行促使

人发火或使火气更大：他已经烦得够受的，你
就别再～了。

E拱门E gong men i盘上端呈弧形的门，也指门

口由弧线相交或由其他对称曲线构成的门。

E拱棚l g凸ngpeng 圈顶部呈弧形、上面覆盖塑
料薄膜的棚，用于冬季培育花木、蔬菜、秧苗

等。

巩求拱洪拱烘共 I g己ng - gong I 457 I 

E拱桥l gδngqiao 函中部高起、桥洞呈弧形的

桥：石～。

E拱lJJ g凸ngrang 画拱手相让：劳动成果怎能

～他人？

E拱手】 gong;;shou 画两手在胸前相抱，表示

恭敬 z ～相迎｜～道别。

E拱卫】 g凸ngwei 画环绕在周围保卫着：辽东

半岛和山东半岛像两个巨人，紧紧环抱着渤海，

同时也～着首都北京。

E拱券】 gongxuan ~桥梁、门窗等建筑物上筑

成弧形的部分。也作拱碴。也叫券（xuan）。

E拱哥宣E gongxuan 同“拱券”

垄H‘ g凸『lg （书〉一种玉。
代y、

E洪桐】 gongt6ng ~落叶乔木，树体高大，叶

子卵形，花开时两个苞片张开，样子像飞翔的

自鸽，核果长椭圆形。是珍贵的观赏树种。也

叫鸽子树。

忐悴 gong 见 316 页【斗拱Jc料拱）。
·v、

J:.j.ιgong 用于地名：～池（在山西）。
v、

飞

gong c< XL>

斗占A gong 0 相同的；共同具有的：～性i～

7＂通。＠共同具有或承受：同甘苦，～患难。
＠圈在一起；一齐2 ～鸣｜和平～处｜同舟～

济｜～进晚餐。。画一共；总计2 这两个集子

～收小说十二篇｜全书～十卷。＠指共产党：
中～。 0 (Go吨，也有i卖 Gong 的）~姓。

〈古〉又同“恭”g己ng g 又同“供”g己ng 。

E共产党l gongchiind凸ng 圈无产阶级的政

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

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指导思想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目的是斗贞导无产阶级和其他一

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

权，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 7 月。

E共产国际E Gongchiin Gu6ji 第三国际。

E共产主义E gongchiin zh心yi 0 指无产阶级

的整个思想体系。参看 735 页【科学社会主

义1。＠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它在发展
t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

段是共产主义。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指共产

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高度发



458 I gong l 共贡

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

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分配原则是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E共产主义青年团E gongchan zh心yi qlngni6n
tu6n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

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
有力助手，它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为共产主义
事业而奋斗。简称共青团。

【共处E g陆咱ch心［司相处；共同存在z ～－ ~I

和平～O

E共存E gongcun 圈共同存在。

C毛度l gongdu 圈共同度过：～佳节。
E共j~］ gongfan O 圈共同犯罪。＠圈参与
共同犯罪的人。

E共管E gongguiin 富国共同管理：齐抓～｜军民

共建～文明社区。
E共和E gδnghe 圈。历史上称西周从厉王失
政到宣王执政之间的十四年为共和。共和元

年为公元前 841 年。＠共和制。

E共和国E g6nghegu6 ~实施共和政体的国

家。
E共和制E gonghezhi 固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

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E毛话E gonghua 画在一起谈论：～美好的未
来。

E共计E gongji f姐＠合起来计算 z 几项支出～
三千万元。＠共同it-议；共议z ～大事。

E共价键:l gongjiajian 圈一般指两个原子通
过形成共用电子对产生的化学键。

E共建E gongjian 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或

组织共同建设：开展军民～活动。
E毛居E gongju 画＠共同居住。＠同时存在

（多指抽象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因一定的条

件～于一个统一体中。
E共聚E gon创。圈＠共同聚集在一起：与会
代表～北京。＠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体聚合

成高分子化合物。如了二烯和苯乙烯聚合成
丁苯橡胶。

E共克日寸艰E gong ke-shi j ion 共同克服当前的
困难：面对特大灾害，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E毛勉E gongmian 画共同努力；共同勉励z 提

出这一希望，并与你～。
E共鸣E gongming 圈。物体因共振而发声，

如两个频率相同的音叉靠近，其中一个振动发
声时，另一个也会发声。＠由别人的某种情
绪引起相同的情绪z 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染
了读者，引起了他们的～。

C是栖E gδngql 画偏利共生的旧称。

E毛青团E gongqlngtu归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简称。
E共生】 gongsh岳ng 圈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

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
叫作共生。如白蚁肠内的鞭毛虫帮助臼蚁消
化木材纤维，自蚁给鞭毛虫提供养料，如果分

离，二者都不能独立生存。
E共时】 gongshi ~属性词。指历史发展中同

一时代的（跟“历时”相对） ：语言的～研究。

C毛访U gongshi 函共同的认识z 经过多次讨
论，双方消除了分歧，达成～｜对国家前途的～

使他们成为挚友。

E共事】 gong;;shi 画在一起工作z 我和他～多

年，对他比较了解。
E毛通E gong tong 圃属性词。＠通行于或适

用于各方面的：～的道理。＠共同①z 这三
篇习作有一个～的毛病。

E共同】 g6ngt6ng 0 圈属性词。属于大家

的；彼此都具有的：～点｜～语言｜搞好经济建

设是全国人民的～心愿。＠画大家一起

（做）：～努力。
C毛同市场E g6ngt6ng shich凸ng 若干国家为

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组成的相互合作的
统一市场。

C主·同体】 g6ngt6ngti 圈＠人们在共同条件

下结成的集体z 人类命运～。＠由若干国家

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
E共同语E g6ngt6ngy心圈民族内部共同使用

的语言。通常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地
区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的

共同语是普通话。

【共同语言】 g6ngt6ng y凸γ6n 指相同的思想、

认识和生活情趣等z 他俩缺乏～，难以长期在

一起生活。
E共享】 gongxi凸ng 画共同享有；共同享用z

资源～l～软件｜～改革成果。
E共性l g6ngxing ~指不同事物所共同具有
的普遍性质z 各种地方戏都有其个性，但作为
戏曲又有其～。

E共议E gδngyl 画共同商议：～国是。

E共赢l gongying 画（各方）共同得益z 各方加

强合作，寻求～。

E共振E gδngzhen 画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

体，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

E共总E gongz凸ng 画一共；总共2 这几笔账～

多少？
二已~. gong O 古代臣民或属国把物品
贝（贡）献给朝廷z ～奉｜～米｜～酒。＠
贡品 z 进～。＠封建时代称选拔（人才〉，荐给
朝廷：～生 l～院。。 CG凸ng）圈姓。



E贡缎E gδngduan ~纹路像缎子的棉织品，光
滑，有亮光，多用来做被面。早期为贡品，所以

叫贡缎。

E贡奉】 gongfeng 画向朝廷或官府贡献物品：
进贡。

E贡赋l gongfu 圈贡税。
E贡品】 gongpin 圈古代臣民戎属国献给帝王
的物品。

E贡生E gong sh岳『ig I量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
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

E贡税l gongshui ~I 古代臣民向皇室缴纳的
金钱、实物等；赋税。也叫贡赋。

E贡献E gongxian O 圈拿出物资、力量、经验
等献给国家或公众：为祖国～自已的一切。＠
圈对国家或公众所做的有益的事：他们为国
家做出了新的～。

E贡院E go门gyuan 圈科举时代举行乡试或会
试的场所o

i平ι1 gong O 画把香烛等放在神佛或先辈
17亏的像（或牌位）前面表示敬奉；祭祀时摆
设祭品 z ～果｜遗像前～着鲜花。＠陈列的表
示虔敬的东西；供品：蜜～l上～0

+J.2 gong O 画受审者陈述案情＝～认｜～
17可 出作案同伙。＠圈口供；f共词：录～｜问
不出～来。
另见 455 页 gongo

E供案E gong ’ an I萄供桌：雕花～o
E供称E gongcheng 画供述。

E供词】 gongci 圈受审者所陈述的或所写的

与案情有关的话。
E供奉】 gongfeng O 圃敬奉；供养z ～神佛｜
～父母。＠圈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的人z 内

廷～o

E供品l gongpin ~J 供奉神佛、祖宗用的瓜果

酒食等。
E供认E gongren 圈受审讯者承认所做的事

情z ～不讳。
E供事E gong;;shi 画担任职务；履行职责。

E供述E gongshu !§bl 受审讯者陈述（犯罪事实

等）。
E供养E gδngyang 圆周供品祭祀（神佛和祖
先）。
另见 455 页 9己ngy凸ngo

E供职E gong11zhi 画担任职务z 在海关～三十
年。

E供状E gongzhuang 圈指书面的供词。
E供桌】 gongzhuo 圈陈设供品的桌子。
『$主二二A gong H贡环 c Gongbu ＞，柬埔寨

－贝（啧）地名。今作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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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二二豆豆豆豆二丁

勾1 gou O 画用笔画出钩形符号，表示删
除或截取z ～销 l把这篇文章里最精彩的

对话～出来。＠国（腰或子）弯曲成钩形z ～

着腰｜～着手。＠画画出形象的边缘s描画：

用铅笔～一个轮廓。。画用灰、水泥等涂抹
砖石建筑物的缝：～墙缝。＠［司调和使秸：
～荧。＠圈招引污I ' ～引｜～魂｜这件事～起
了我的回忆。＠勾结：～搭！～通。＠（G己u)

圈姓。

勾2 gou 我国古代称不明直角三角形中
较短的直角边。
另见 461 页。OU0

E勾搭】 gou·da 圈弓｜诱或互相串通做不正当

的事z ～在一起做坏事 l几个人整天勾勾搭搭

的，不知要干什么。
E勾兑】 goudui 画把不同的酒适量混合，并添

加调味酒，进行配制·～工艺。
E勾股形E goug以ing I刽我国古代称直角三角

形。

E勾画】（勾划＞ gouhua 画勾勒描绘；用简短的主主
文字描写z ～脸谱｜这篇游记～了桂林的秀丽三三三
山水。

E勾魂】 gou;1hun ＜～儿）画招引灵魂离开肉体

（迷信）。比喻事物吸引人，使心神不定：看他

那坐立不安的样子，像是被勾了魂似的。
E勾魂摄魄】 gouhun-shepo 形容事物具有强

烈的吸引力，使人心神摇荡，不能自制。
E勾稽】 goujl 同“钩稽”。

E勾结E goujie 国为了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暗中

互相串通、结合：暗中～｜～官府。
E勾栏E goulan 圈宋元时称演出杂刷、百戏的

场所，后来指妓院。也作勾阑。
E勾阑E goulan 同“勾栏”。

E勾勒E goule 圈。用线条画出轮廓z双钩。

＠用简单的笔墨描写事物的大致情况：这部
小说善于～场面，渲染气氛。

E勾连】（勾联） goulian 函。勾结g 暗中～｜他

们～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牵涉；牵连＝一
人做事一人当，绝不～别人。

E勾脸E gδu;;lian （～儿）画在脸上画脸谱。
E勾留】 gouliu 圈逗留。

E勾描l goumic'Jo 圈勾勒描绘：用细线条把景

物的轮廓～出来。
E勾荧l gou;;qian I到做菜做汤时加上交粉或

其他淀粉使汁变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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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勾通E goutong 圈暗中串通；勾结。

E勾销E gouxiao 画l取消p抹掉z 一笔～。
E勾心斗角l gouxln-douji凸o 同“钩心斗角”。

E勾乙E gouy'i 画在报刊书籍的某些词句两端，

画上形状像“乙”的记号（L巧，表示要抄录下来，

作为资料。
E勾引E g6uy'in 国＠勾结某种势力，或引诱人

做不正当的事：他被坏人～，变成了一个小

偷儿。＠弓｜动；招引 z 他的话～起我对往事的

回忆。

E勾针E g6uzh岳n 同“钩针”。

乍Tl gou 高句丽侣。ogoul认古脯，古国
t-1.J 名。也作高句骗。又用于人名，春秋时
越国国王勾践也作句践。

句2 gou 〈书〉同叫ω
另见461 页 gou; 706 页 juo

何 g6u 见下。

E何倭E g6u· 16u （口〉圈脊背向前弯曲。
[f句倭病】 g6ul6ubing 圈病，患者多为婴幼儿，

由缺乏维生素 D，肠道吸收钙、磷的能力降低

等引起。症状是头大，鸡胸，驼背，两腿弯曲，
腹部膨大，发育迟缓。也叫软骨病。

、必； 、·~ g6l』圈＠人工挖掘的水道或工
问（潜）马暗～｜交通～。＠（～儿）浅槽；
和沟类似的洼处z 瓦～ l地面上轧了一道～。
＠（～JL）一般的水道z 山～｜小河～儿。

E沟渎E goudu ＜书〉圈沟渠。
E沟沟坎坎E g6ug6u~凸nkan !Bl 比喻遇到的种

种困难或障碍。

E沟整E go uh岳圈山沟①z ～纵横。
E沟笙E gouqian 圈壤沟。

E沟渠E gouqu 画为灌溉或排水而挖的水道的

统称。
E沟通E g6ut6ng 圈使两方能通连：～思想｜～

中西文化｜～南北的长江大桥。

E沟油E gouxu ＜书〉圈水道s沟渠。

E沟沿E gouyan （～儿）圈沟渠的边沿。

拘 g6u 见下。
另见 461 页 gou;705 页 juo

E拘捕E gouju 圈积CzhT) 。

钩 gou O 川圈钩子
（钩、钩）①z 秤～儿｜钓鱼～儿 i用铁

丝窝一个～儿。＠（～儿）[BJ 汉字的笔画，附在
横、竖等笔画的末端，成钩形，形状是“ j 、→、

L 、 L，，。＠（～儿）圈钩形符号，形状是

一般用米标示内容正确的文字、算式或合格的

事物，旧时也用作勾乙或删除的符号。。画
使用钩子或钩状物搭、挂或探取z ～位高校儿

采桑叶｜把掉在井里头的东西～上来｜杂技演员
用脚～位绳索倒挂在空中。＠探求：～沉！～

玄。。圃用带钩的针编织z ～一个针线包。
＠画缝纫方法，用针粗缝z ～贴边。＠圈说
数字时在某些场合用来代替呵”。（！） CGδu) 

圈姓。

E钩沉】 g6uchen 画探索深奥的道理或散失的

内容：《古小说～》。
E钩秤l goucheng 圈杆秤的一种，装有铁钩，

用来挂所称物品。
E钩虫E g6uch6ng 圈寄生虫，成虫线形，很小，

乳白色或淡红色，口部有钩，寄生在人的小肠

内。虫卵随粪便排出体外。幼虫丝状，钻入人
的皮肤，最后进入小肠，吸人血，能引起丘彦、

贫血等。
E钩稽】 g6ujl （书〉圈＠查考：～文坛故实。

＠核算。｜｜也作勾稽。
E钩心斗角E g6uxin-douj i凸o 原指宫室结构精
巧工致，后用来指各用心机，互相排挤。也作
勾心斗角。

E钩玄3 g6uxu6n （书〉圈探求精深的道理：～

提耍。

E钩针l g6uzh岳n C～儿）画编织、花边等用的带
钩的针。也作勾针。

E钩织E g6uzhi 画用钩针编织·～围巾｜传统

手工～0～故事。
E钩子】 g6u• zi 啤＠悬挂东西或探取东西的

用具，形状弯曲 2 火～。＠形状像钩子的东
西z 揭子的～有毒。

＆但… g6u 0 ＜书〉刀剑等柄上所缠的
主庆（侬）绳。 O CGou）圈姓。
篝 gou ＜书〉笼叫）。

E篝火E g6uhu凸圈原指用笼子罩着的火，现借

指在空旷处或野外架木柴、树校燃烧的火堆z
营火会上燃起熊熊的～。

睛 g6u 见下。

E精精】 g6ub岳l 画活塞的旧称。

" gou c 《叉）

苟 G凸u 酬。

兰主1 gou O 随便：一笔不～｜不～言笑。＠
1口姑且z ～安｜～全。 f)CG凸LI）画姓。
1主主2 g凸LI （书＞ a! 假使；如果z ～无民，何以

i口有君？



E苟安E gou’归国只顾眼前，暂且偷安：～一

时。
E苟存l goucun ＜书〉圈苟且生存。
E苟合】 gouhe ＜书〉圈。苟且迎合z 君子正道
直行，绝不～于世。＠不正当地结合（指男女

间）。

E苟活E g6uhu6 圈苟且图生存z 忍辱～。

E苟简】 goujian ＜书〉圈苟且简略；草率简陋。
E苟旦E gouqi岳圈。只顾眼前，得过且过2 ～

偷安。＠敷衍了事；马虎＝因循～｜他做翻译，
一字一句都不敢～。＠不正当的（多指男女关

系）。

E苟全l gauqu6n ［噩苟且保全（生命）：～性命。

E苟同E g6ut6ng ＜书〉圈随便地同意z 未敢

~ 。

E苟延残喘］ g6uy6n-c6nchu凸n 勉强拖延一口

没断的气，比喻勉强维持生存。
峭 gou 附CG6ul6u），山名，衡山主峰，也

指衡rJJ ，在湖南。

狗 gou 圈哺乳动物，嗅觉和听觉都很灵
敏，舌长而薄，可散热，毛有黄、白、黑等颜

色。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种类很多，有的
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
也叫犬。

E狗宝E gδub凸0 ［萄狗的胃、胆囊、肾、膀脱中的

结石，可人药。
E狗吃屎E g凸uchishi 圈身体向前跌倒的姿势
（含嘲笑意）：掉了个～。

E狗胆包天】 goud凸n-baotian 指人胆大妄为

（骂人的话） 0
E狗苟蝇营】 g凸ugou-yingying 见 1573 页【蝇

营狗苟］。
E狗猩］ gouhuan l望哺乳动物，毛一般灰色，腹
部和四肢黑色，头部有三条白色纵纹。趾端有f

长而锐利的爪，善于掘士，穴居在山野，昼伏夜
出。脂肪炼的猩泊用来治疗烫伤等n

E狗急跳墙E g6uji-tiaoqi6ng 比喻走投无路时

不顾一切地行动。
E狗皮膏药E g6upi goo•yao 药膏涂在小块狗

皮上的一种膏药，疗效比一般膏药好。旧时走
江湖的人常假造这种膏药来骗取钱财，因而用

来比喻骗人的货色。
E狗屁E g6upi 函指毫无可取的话或文章等
（骂人的话）＝～不通｜～文章｜还新产品呢，～！

E狗屎堆E g凸ushidui ~比喻令人深恶痛绝的

人（骂人的话）。
E狗头军师E g6ut6u junshi 指爱给人出主意而
主意并不高明的人。

E狗腿子］ g6utui • zi （口〉圈指给有势力的坏

苟陶狗萄拘街勾句构 lg凸u go叫“1 I 

人奔走帮凶的人（骂人的话）。
E狗尾草E g凸uw岳ICOO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细长，花序圆柱形，德有毛，像狗的尾巴。也

叫秀（y己U）。
E狗尾续貌E gouw岳i-xudiao 比喻拿不好的东

西接到好的东西后面，显得好坏不相称（多指

文学作品）。
E狗熊］ g6uxi6ng 圈＠黑熊。＠称怯懦无用

的人s 谁英雄，谁～，咱比比！
E狗血淋头】 g6uxue-lint6u 狗血喷头。

E狗血喷头】 g6uxue-p岳nt6u 形容骂得很凶，像

在对方头上喷了狗血一样。也说狗血淋头。
E狗咬狗E g6uy凸og6u 比喻坏人之间互相倾
轧、争斗。

E狗仔队E g6uzaidui ＜方〉啤指跟踪名人以获
取独特新闻（多为个人隐私）的记者们。

E狗仗人势］ QOL』zhangrenshi 指依仗他人的势
力欺负人（骂人的话）。

E狗嘴吐不出象泪 g6uzui t心 ·bu chu xiangy6 
比喻坏人嘴里说不出好话来。也说狗嘴长不

出象牙。

着… g凸u （书〉年老梢。
（法雹）

拘 g6u 见下。
另见 460 页 got」； 705 页 iu 。

E拘祀E g6uqT 圈落叶灌木，叶子卵形或披针

形，花淡紫色。果实叫拘祀子（g己uqizD ，红色

浆果，圆形或椭圆形。果实和根皮可入药。
在金 g6u （方〉圈竹制的捕鱼器具，口小，鱼
'r:tJ 进去出不来。

勾

飞

gou c 《叉）

gou O 同“够”（多见于早期臼话）。＠

CGou）圈姓。
另见 459 页 gδLJ0

E勾当E gou•dang 圈事情，今多指坏事情：罪

恶～｜从事走私～。
句 gou ＜书〉同“勾＂C gou ）。

另见 460 页 gou; 706 页 iu 。

岳必舍1 OU ＠构造P组
税j （槽、＠＠祷播） 合z ~ 图 1 ～词。
＠结成（用于抽象事物）：虚～｜～怨。＠〈书〉

指文艺作品z 佳～（佳作）。 OCG凸u）圈姓。
」~.h2 • .. gou 圈构树，落叶乔木，叶子
刊（槽）胁，叶子和茎上有硬毛，花淡
绿色，雌雄异株。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
原料。也叫椿或载。

E构成］ goucheng O 圆形成；造成：眼镜由镜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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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和镜架～｜违法情节轻微，还没有～犯罪。＠
函结构①·研究所目前的人员～不太合理。

E构词法】 goucif画画由词素构成词的方式。

E构架】 goujia O 圈建筑物的框架，泛指事物
的组织结构 z 木～｜艺术～。 8 l1iJj] 构建：～新
理论体系。

E构件l goujian 圈。组成机械内部构造的单
元，可以是一个零件，也可以是由若干零件构
成的刚体。＠组成建筑物某一结构的单元，

如梁、柱。

E构建】 goujian E型建立（多用于抽象事物）：
～新的学科体系。

E构拟E QOL』『1T 圈。构思设计：～城市新蓝图。
＠语言学上指根据对一种语言的几种方言或
几种亲属语言的书面文献或现存语言的某些
成分形式加以分析比较，推演出一个语言的古
老形式，以展现语言的早期状态：～上古音。

E构思ll gousl 毒面写文章或制作艺术品时运用

心思：～精巧｜艺术～｜～一篇小说。
E构图l gδutu 画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

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起来，构
成协调的完整的画面。

＝二二 E构陷E gδuxian ［刻定计陷害，使别人落下罪
主E 名。
三三三雪 E构想l gouxiang O l量构思l：～巧妙。＠画

形成的想法z 提出体制改革的～。

E构象E gouxiang 圈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由于
碳原子上结合的原子（或原子团）的相对位置
改变而产生的不同的空间排列方式。

E构型E gouxing 圈。共价键化合物分子中
各原子在空间的相对排列关系。＠事物的结

构样式z 建筑物～别致。

E构怨E gouyuan 画结怨。
E构造l gδuzao 0 圈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
组织和相互关系：人体～｜地层的～｜句子的
～。＠画建造z ～房屋。

E构造地震E gouzao dizhen 地震的一种，由地

层发生断层而引起。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很
大。世界上 90% 以上的地震属于构造地震。

E构置E gouzhi I组建构；设置2 ～防线 l～故事

情节。
E构筑E gouzhu 画＠建造；修筑z ～工事。＠
构建z ～理论框架。

E构筑物】 gouzhuwu 圈特种工程结构的通
称，指一般不直接在里面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
的工程建筑，如水塔、烟囱等。

r.tf.-t H左b gou E司买z 采～｜认～公债｜去书

贼J （腊）主～书。
E购并］ QOL』bing 擅自并购。

E购买】 gourn凸l 圈买z ～年货｜～车票。
E购买力】 gourn凸 i Ii 圈＠指个人或机关团体

购买商品和支付生活费用的能力。＠指单位

货币购买商品的能力。
E购销E gouxiao 圈商业上的购进和销售z ～

两旺。

E购置E gouzhi 画购买（长期使用的器物） :~ 
图书资料｜为了扩大生产，这家工厂～了一批新

设备。
E购置税E gouzhishui 圈国家对购置某些商品

（如房产、车辆等）征收的税。
、川兰、 A gou ＜书〉＠耻辱。＠怒骂；辱

νjj（韬）马＝～病。
E诣病E goubing ＜书） rnJj] 指责 z 为世～。

E垢骂】 gouma ＜书〉画辱骂。
斗E工 goL』＠〈书〉污秽；肮脏z 蓬头～面。＠

号口脏东西：油～l牙～｜泥～。＠〈书〉耻辱z
含～忍辱。

E垢污】 gouwu IEJ 污垢。
也口 gou 〈书〉＠同“造” Cg凸u ）。＠善；美

11口好。
菁 gou ＜书〉＠交错堆积木材＠宫室的

深处。

够 ~· gou O 圈数量上司以满足需
（绸）虱钱～不～？｜老觉得时间不～

用｜这首歌我听多少遍也听不～。＠［量达到
某一标准或某种程度·～格｜～条件｜绳子～不

～长？＠画表示程度高2 天气～冷的｜这椅子

～结实的。＠画（用手等）伸向不易达到的地
方去接触或拿取．～不着｜～得着C

E够本】 gou11b品n C～儿）圈。买卖不赔不赚5
赌博不输不赢。＠泛指得失相当。

E够格】 9ou11ge c～儿）画符合一定的标准或
条件：他体力差，参加抢险不～。

E够交情】 gou jiao•qing O 指交情很深。＠够
朋友。

E够劲JLl goujinr ＜口〉回＠扣，负的分量极重z

一头骤子拉这么多煤，真～。＠程度极高 g 这

辣椒辣得真～。
E够朋友】 gou p岳ng•you 能尽朋友的情分。

E够呛E gouqiang ＜口〉！用十分厉害；够受的：

累得～。也作够傲。
E够俄l gouqi6ng 同“够呛”。

E够瞧的E gouq iao ·de ＜口〉［形］十分厉害；够受
的2 天热得真～，庄稼都晒焉了｜这个人脾气越

来越大，真～。
E够受的E g6ush6u ·de < 1-l > I割达到或超过人
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含有使人受不了的意

思z 干了一天活儿，累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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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够味JLl gouwei r ＜口〉帽＠味道足，让人满
意：这道水煮鱼真～。＠功力达到相当高的
水平；意味深长；耐人寻味·这两句他唱得挺
~ 。

E够意思lgδu yi • si ＜口〉＠达到相当的水平
（多用来表示赞赏）：这篇评论说得头头是道，
真～。＠够朋友；够交情：他能抽空陪你一
天，就～的了！他这样做，有点儿不～。

道 gou 时目遇。

载1 gou ＜书〉张满哨。

载2 gou ＜书〉同“够”

E载中E gouzhong ＜书〉圈箭能射及的范围，

比喻牢笼、圈套＝入我～。

锥 gou ＜书〉野鸡叫。

嬉 gou ＜书〉＠结为婚姻：婚～（两家结
亲）。＠交好z ～和。＠交配：交～。

E娟和E gouhe [7j!j] 交战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
状态。也指一国之内交战团体达成和平协议，

结束战争。
翻 gou ＜书〉遇见2 罕～叫遇

（椒） i）。

gu （《义）

古 gO 圈估计测： 1民
收多少粮食。

另见 470 页 9心。

E估测E guce 圈估计，预测2 ～房地产业走势。
E估产E go,, chan 画预先估计农作物等的产

量。
( f古堆JLl gu;;dulr ＜口〉［司估计成堆商品的数
量或价格。

E估计E 9uii 画根据某些情况，对事物的性质、
数量、变化等做大概的推断：～他今天会来 i最
近几天～不会下雨。

E估价J gujia 阑 0 （－／／一）估计商品的价格g

请给这件古董估个价吧。＠对人或事物给以
评价：对历史人物的～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

境。
E估量l gu• liang 画估计z 难以～的损失。

E估摸E gu•mo ＜口〉画估计：我～着他会来。

E估算l gusuan 国大致推算2 ～产量。

月支札书〉同“苑”①。

咕 gu 厘图形容母鸡鹏等的叫声。

E咕咚J gudong 阻理形容重东西落下或大口

喝水吞咽的声音z 大石头～一声掉到水里去
了｜他拿起啤酒瓶，对着嘴～～地喝了几口。

E咕嘟】 gudu 阻声］形容液体沸腾

大口喝水吞H因的声音＝锅里的粥～～口向｜泉水

～～地往外冒｜小刘端起一碗水，～～地喝了下

去。
E咕嘟E gu•du ＜方〉画JO 长时间煮z 把海带～
烂了再吃。＠（嘴〉喊着z鼓起：他生气了，～着
嘴半天不说话。

(P古叽E guil 匮雪形容水受压力而向外排出的

声音z f也在雨地里走着，脚底下～～地直响。
也作咕嘟。

(P古叽E gu· ji 国小声交谈或自言自语：他们俩

交头接耳地～了半天｜他一边想心事，一边～。
也作咕嘟。

E咕H即】 gufi 同“咕叽”CgOjD 。
Z咕则l gu· ii 同“咕叽气。口. j i ）。

(P古隆】 gulong 匮雪形容雷声、大车声等z 雷

声～～，由远而近。
E咕噜】 9010 阪宵形容水流动或东西滚动的声

音：他端起一杯水～一口就喝完了｜石头～～
滚下去了。

E咕噜E gu• lu 画咕哝。

(P古哝E gu ·nong Ill面小声说话（多指自言自

语，并带不满情绪）， 1也低着头嘴里不知～些
什么。

Pll\ go 见下。
／民另见 473 页 gua;474 页。咱。

E呱呱E 9090 ＜书〉理理形容小儿哭声：～而
泣。

另见 473 页 guagua 。

E呱呱坠地E gugu-zhuidi 指婴儿出生。

沽1 于〈书〉＠买＝～酒。＠卖z 待价而

沽2 Gu 圈天津的别称

E沽名l guming 画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谋
取名誉2 ～钓誉｜～之作。

孤 gu o 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的 ＇ ~JL。＠
孤儿·托～｜遗～。＠单独s孤单z ～雁 i

～岛｜～城｜～掌难鸣。＠封建王侯的自称。

(1Jll傲E gu ’ 00 圈孤僻高傲z ～不群。
E孤本E gub岳n 圈指某书仅有一份在世间流传

的版本，也指仅存的一份未刊子稿或原物己
亡、仅存的一份拓本。

E孤雌生殖E guci-sh岳ngzhi 单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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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孤单E gOdan I黝＠单身元靠，感到寂寞：～
一人｜她离开家乡后生活很～。＠（力量）单

薄：势力～。
E孤胆E gOdan E回属性词。单独跟许多敌人英

勇作战的 z ～英雄。
E孤岛E gud凸0 ［望＠远离大陆和其他岛屿的
岛。＠比喻孤立存在的事物或孤立无援的地
方s 我军重重包围下的山城已成一个～。

E孤独E gudu R荫独自一个；孤单．～的老人｜儿
女都出国了，他感到很～。

E孤独症】 guduzheng 固自闭症。

E孤JLJ gu ’自r ~o 死了父亲的儿童：～寡
母。＠失去父母的儿童z ～院。

E孤芳自赏】 gufang-z ishang 自命清高，自我
欣赏。

E孤负】 9otu 见 465 页I辜负1。

E孤高E gugao ＜书〉回高傲，不合群：性情～。

E孤寡l gug曲。圈孤儿和寡妇z 老弱～。＠
圃孤独2 ～老人｜家里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

E孤拐E gO•guai （方〉圈。额骨。＠脚掌两
旁突出的部分。＠脚腕子两旁突出的部分。

E孤寂E guji ~孤独寂寞：～难耐 l他一个人留
＝二二 在家里，感到十分～。
三军E E孤家寡人E gujia-guaren 古代君主自己谦称
三三言 为孤或寡人（“孤家”多见于戏曲），现在用“孤

家寡人’有脱离群众、孤立无助的人。

E孤军E gujun 画孤立无援的军队：～作战｜～

深入。

E孤苦E guku ~回孤单元靠，生活困苦：～伶订｜
～无依｜～的老人。

E孤苦伶仔】（孤苦零丁） guku-lingdlng 形容孤

独困苦，无依无靠。

E孤老E gOI凸o o~ 孤独而年老。＠固孤独
而年老的人z 瞻养～。

E孤立E guli o 画同其他事物不相联系·湖心
有个～的小岛｜这个事件不是～的。＠画不
能得到同情和援助2 ～无援。＠画使得不到

同情和援助：～敌人。

【孤立语】 9onvo ~词根语。
E孤零零】 gulingling C～的）~状态词。形容
孤单，无依无靠或没有陪衬z 家里只剩下他～

一个人｜山脚下有一问～的小草房。
E孤陋寡闻J gulou gu凸wen 知识浅陋，见闻不

广。

E孤僻E gupi 圈（性格）怪僻，不合群：性情～o
E孤身E gush岳n 圈属性词。孤单一人（多指没

有亲属或亲属不在身边）＇～老人｜父母早年去
世，只剩下他～一人。

E孤孀l gushuang 圈寡妇。

E孤行】 guxing 画不顾别人反对而独自行事z

～已见｜一意～。
E孤掌难鸣J guzh凸ng-nanming 一个巴掌难以

拍响，比喻力量单薄，难以成事。
E孤证E guzheng ~单一的证据或例证。
E孤注一掷E guzhu听zhi 把所有的钱一下投作
赌注，企图最后得胜，比喻在危急时把全部力
量拿出来冒一次险。

姑1 gO 0 圈姑母：大～！二表～＠
丈夫的姐妹：大～子｜小～子。＠〈书〉

丈夫的母亲：翁～。＠出家修行或从事迷信

职业的妇女：尼～｜三～六婆。 0 (GO）圈姓。

姑2 gO 吨剧；暂且：～叫。

U古表E gubi凸o 圃属性词。→家的父亲和另

一家的母亲是兄妹或姐弟亲戚关系的（区别于
“姨表”）：～亲｜～兄弟｜～姐妹。

U古夫E gu•fu ~姑父。
E姑父E gO•fu ~姑母的丈夫。
U古姑E gO•gu 圈姑母。

E姑舅】 gujiu ~国属性词。姑表：～兄弟｜～姐

妹。
E姑宽】 gukuan 圈姑息宽容：从严查处，决不

~ 。

E姑老爷】 gOI凸o•ye 圈岳家对女婿的尊称。

E姑姥姥】 gOI凸o•lao ~母亲的姑母。

E姑姥爷】 gOI凸o•ye 圈母亲的姑父。

E姑妈】 guma ＜口〉圈姑母（指己婚的）。

E姑母J gurr咱圈父亲的姐妹。

U古奶奶E gun凸 i • nai 圈＠父亲的姑母。＠
〈口〉娘家称已经出嫁的女儿。＠〈口〉称泼

辣、厉害的女子（含戏谑意），也用于这类女子

的自称。

U古娘E guniang 〈方〉圈。姑母。＠丈夫的
姐妹。

E姑娘E gO· niang 圈。未婚的女子。＠〈口〉
女儿。

U古娘JL) gO•niangr ＜方〉圈对妓女的称呼。

E姑婆E gup6 ＜方〉圈＠丈夫的姑母。＠父
亲的姑母。

E姑且E guqi岳圃表示暂时地z 此事～搁起！我

这里有台旧洗衣机，你～用着。

E姑嫂E gus凸0 ~女子和她的弟兄的妻子的合

称（嫂兼指弟媳）。

E姑妄听之J guwangtlngzhl 姑且昕昕（不必信

以为真）。
【姑妄言之E guwangyanzhl 姑日说说（对于自

己不能深信不疑的事情，说给别人时常用此语
以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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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姑息E guxl 圃无原则地宽容：决不能～贪污

腐化的人。

E姑，息养女fl gOxl-yangjian 由于元原则地宽容

而助长坏人坏事。

E姑爷E gOye [EJ 父亲的姑父。

E姑爷】 gu·ve ＜口〉圈岳家称女婿。

E姑爷爷】 guye·ve 国父亲的姑父。
E姑丈l guzhang 圈姑父。

E姑子】 gO•zi ＜口〉圈尼姑。

钻（帖） gO 见下。
E轴铲】 gO•lu 同“粘辘”。

E轴辘E gO•lu 0 （口〉圈车轮。＠画滚动：
珠子～到桌子底下去了。｜｜也作轴铲、载辘。

辄） gO ＜书〉大骨。
（瓢）】

骨 gO 见下
另见 467 页 gu 。

E骨朵JL] gO • duor （口〉圈没有开放的花朵z

花～。

E骨碌碌E gOIOIO C～的）圈状态词。形容很快

地转动z 他眼睛～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E骨碌】 gO•lu 圈滚动z 皮球在地上～ l他一～

从床上爬起来。
鸪 go 见 1 () 1 页I甜川61 唰

（捣）高1。
辰 go ＜书〉一种大的酬。

蔬 gO 0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池沼
里，花单性，紫红色。嫩茎的基部经黑粉

菌寄生后膨大，做蔬菜吃，叫菱白。＠旧同

“菇”①。

菇 gO 0 蘑菇香～ i 冬～＠（ω圈
姓。

姑 gO 见 587 页酬~，844 页隅。
另见469 页肘。

哥 gO 见下

E菁美E goto 圈骨朵儿。

E奋葵果］ gOtOgL』凸圈果实的→种，由一个心
皮构成，子房只有一个室，成熟时，果皮仅在一
面裂开，如苟药、八角茵香的果实。

辜叫罪无～｜死有余～。如〉背
弃；违背．～负！～恩、背义。 0 CGO）圈

姓。

E辜负】（孤负） gOfu l量对不住（另rj人的好意、期

望或帮助）：不～您的期望。
酣 gO ＜书〉＠薄酒；清酒＠买（酒）。＠

卖（酒）。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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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毅辘E gu•lu 同“粘辘”。

箍 go o 町竹箴或
金属条捆紧；用带子

之类勒住：用铁环～木桶｜ 一－一一一

他头上～着条毛巾。＠（～儿）圈紧紧套在东
西外而的圈儿 z 柱子上围了六七道金～｜左胳膊

上戴着红～儿。

v v 
gu C<><)

古 ω ＠古代（跟“今”相对）：远～｜厚今薄
～。＠回经历多年的：～画｜～城｜～墓｜

这座庙～得很。＠具有古代风格的＝～拙｜～
朴。。真挚纯朴z 人心不～。＠古体诗z 五
～ l 七～。 0 CGu）［组姓。 主王三

E古奥E g心’∞［跑古老深奥，难于理解（多指诗毛雪三

文）＝行文～。
E古板】 g心ban 圈（思想、作风）固执守旧；（表情

等）呆板少变化：为人～｜脾气～｜一副～的面
孔。

E古恙。E gucha l'Bl 古老的寺庙。
E古代】 9udai 圈＠过去距离现代较远的时

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 19 世纪中叶以
前。＠特指奴隶社会时代（有时也包括原始
公社时代）。

E古道热肠】 glidao咋ch6ng 指待人真挚、热情。

E古典E gudian o 圈典故。＠圈属性词。

古代流传下来的在一定时期认为正宗或典范
的2 ～哲学 1～政治经济学。

E古典文学E g阔的n wenxue 古代优秀的、典
范的文学作品，也泛指古代的文学作品。

E古典主义l gudian zh心yi 欧洲｜文学艺术上的
一个流派，盛行于 17 世纪后期，延续到 18 世
纪。主要特点是模仿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
式，尊重传统，崇尚理性，要求均衡、简洁，表现
出反封建专制和宗教权威的精神。

E占董】（骨董） gildδng r~o 古代留传下来的

器物，可供了解古代文化参考。＠比喻过时
的东西或顽固守旧的人。

E古都】 gudO 圈古代的都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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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古尔邦节】 G心’邑rbong j ie IEl 伊斯兰教重要
节目之一，在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这一

夭，伊斯兰教f言徒要宰牛、羊
叫宰牲节0 ［古尔邦，阿拉伯 qurban，意为

“献牲”］

E古方E gutang c～儿）圈古代传下来的药方。

E古风】 gut岳ng 圈。古代的风俗习惯，多指质

朴的生活作风z ～犹存。＠古体诗。
E古怪E g心guai 圃跟一般情况很不相同，使人

觉得诧异的；稀奇罕见的z 脾气～｜样子～。

E古国E g心gu6 圈历史悠久的国家。

E古话E g心hua 圈流传下来的古人的话。

E古籍】 guji ~古书。
E古迹E g心ji IEl 古代的遗迹，多指古代留存下

来的建筑物或遗址：名胜～。

E古｜日J gujiu E亘古老陈旧 z ～建筑。
E古来E g心1ai 圃自古以来。

E古兰经】 G心lanjlng 圈伊斯兰教的经典。［古
兰，也译作可兰，阿拉伯 Qur ’ an，意为“诵

读”］

E古老l g心l凸o 回经历了久远年代的：～的风
俗｜～的民族。

三三E E古朴l g心p心圈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z 建筑风

主矗格～典雅｜轨制～。
土二~ （古琴l g心qin 圈我国很古就有的一种弦乐器，

用梧桐等木料做成，有五根弦，后来增加为七

根，沿用到现代。也叫七弦琴。

E古人l gur岳n 圈＠古代的人。＠人类学上
指介于猿人与新人之间的人类。生活在距今
约 20 万年至 4万年前。

E古色古香E guse-guxiang 形容富于古雅的色

彩或情调。
E古生物】 gushengwu 圈地球上曾生存过而
现已大部灭绝的古代生物。古生物的遗体、遗
物和遗迹有少数变成化石保存下来，如三叶
虫、猛码、粪化石、恐龙脚印等。

E古诗E gushl IEJ 0 古体诗。＠泛指古代诗
歌。

E古书】 gushu 圈古代的书籍或著作。
E古体诗】 g心tishi [EJ 唐代以来指区别于近体

诗（律诗、绝句）的一种诗体，有四言、五言、六
言、七言等形式，句数没有限制，每句的字数也
可以不齐，平仄和用韵都比较自由。也叫古诗
或古风。

E古铜色】 gut6ngse 画像古代铜器的深褐色。
E古玩l g心wan ［苞古代留传下来的可供玩赏

的器物。
E古往今来E g心w凸ng-jinlai 从古代到现在z 他

记得许多～的故事。

E古文l g心wen 圈＠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的统
称（一般不包括“骄文勺。＠汉代通行隶书，因

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作古文，特指许慎《说文
解字》垦的古文。

E古文字】 guwenzi 圈古代的文字。在我国多
指古代传下的篆文体系的文字，特指秦以前的
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

E古物l g心WU 圈古代的器物。
E古昔E guxi ＜书〉圈古时候。
E古稀E guxi 圈指人七十岁（语本杜甫《曲江》
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年近～O

E古训｜｜】 g心xun IEl 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可以作
为准则的话。

E古雅E g心忡自亘古朴雅致（多指器物或诗文） : 
这套瓷器很～。

E古谚E guyan 圈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如“只
要功夫深，铁样磨成针”。

E古音E g凸yin IEl 0 泛指古代的语音。＠专
指周秦时期的语音。参看 674 页【今音］ o

E古语】 guy心圈＠古代的词语z 书中个别～
加了注释。＠古话．～说，满招损，谦受益。

E古远E g的uan 圈年代久远：～的民俗。
E古筝J guzh岳ng 圈弦乐器，术制，长形。唐宋

时有十三根弦，后增至十六根，现发展到二十

五根弦。也叫筝。
E古装】 guzhuong 圈古代式样的服装（跟“时
装”相对）．～戏。

E古拙】 g心zhuo ~亘古朴少修饰z 这幅画气韵
～，大概出自名家之手｜这个石刻形式～，看来
年代很久远了。

夕。 1 g凸＠两山或两块高地中间的狭长而有
1二r 出口的地带（特别是当中有水道的）：万
丈深～。 8 CGu）圈姓。

/A"2 A 中H g心＠谷类作物：百～｜五～
仕（较）杂粮。＠谷子（粟）：～草 l～
穗儿。＠〈方〉［萄稻或稻谷。
另见 1603 页 yu 。

E谷草E guc凸o 圈＠谷子（粟）脱粒后的轩，可

做饲料。＠〈方〉稻草。

E谷底】 9udi IEl 比喻下降到的最低点z 产品销
售量大幅度下降，目前已跌至～。

E谷地】 9udi IEl 地面上向一定方向倾斜的低洼
地，多呈长条形。如山谷、河谷。

E谷类作物E g心lei zuδWU 稻、麦、谷子、高梁、

玉米等作物的统称。通称谷物。
E谷物E g凸WU 巨型。谷类作物的籽实。＠谷
类作物的通称。

E谷闹E 9uvu IEl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4 月 19 、

20 或 21 日。参看 664 页1节气1、348 页［二
十四节气1。



E谷子】 g心·z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
叶子条状披针形，有毛，穗状圆锥花序，籽实圆
形或椭圆形，脱壳后叫小米，是我国北方的粮

食作物。＠谷子的没有去壳的籽实。 II 也叫
粟，有的地区叫粟子。＠〈方〉稻的没有去壳
的籽实。

1日∞〈书〉水流的样子。

E汩汩】 g心gu 阻理形容水流动的声音：水车转

动了，河水～地流入田里。

E汩没】 g心mo （书） rnID 埋没。

、－←＿，＿. g心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
lp （站）字或方言字义：切1［～！解～。
股1 gu o 圆大腿（图见 1 1叫“人的身

体”）＠圈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职能

划分的单位（级别一般比科低）：总务～｜人事

～。＠（～儿）圈绳线等的组成部分：三～儿

绳｜把线捻成～儿。。（～儿）（组集合资金的一
份或一笔财物平均分自己的一份2 ～份｜分～｜按
～均分，每～五百元。＠圈指股票：炒～｜绩

优～｜垃圾～。＠（～儿）圈 a）用于成条的东

西z 一～线｜一～泉水｜上山有两～道。 b）用于

气体、气味、力气等z 一～热气｜一～香味｜一～
劲儿。 c）用于成批的人（多含贬义）：两～土匪｜

一～敌军。
口fL2 g心我国古代称不等腰直角三角形中较

此儿长的直角边。
E股本Jg曲曲圈股份公司用发行股票方式组
成的资本。也指其他合伙经营的工商企业的

资本或资金。
E股东E g心dong 圈股份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有
权分享公司收益并对公司债务负责。也指其

他合伙经营的工商企业的投资人。
E股东大会J gudong dahul 股份有限公司的最
高权力机构。由该公司的股东组成。主要职
权是z选举董事、监事，审批、决定经营方针、红
利分配、变更公司章程等重大事宜。

E股东会E gudonghui I写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力机构。
E股匪］ g心f品l l组成批的土匪。

E股份】（股分＞ gufen 圈＠股份公司或其他合
伙经营的企业的资本单位。＠投入消费合作

社的资金的单位。
E股份公司J gufen gongsT 实行股份制的公司。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指股份有限公司。
E股份有限公司】 gufen youxian gongsT 企业

的→种组织形式。公司的全部资本分为等额
股份，股东以所持股份为限刘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刘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谷汩访股骨｜ 9心 l “ 7 I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E股份和tll gutenzhi 圈以投资入股或认购股票

的方式联合起来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按股份
多少进行收入分配。

U童般E gugong ＜书〉圈大腿和胳膊，比喻左
右辅助得力的人。

Z股骨E g闯心理~］大腿中的长骨，是全身最长的

骨，上端跟髓骨相连，下端跟腔骨相连。（图见
468 页“人的骨儒”）

口量海E g曲创 l昌指变化不定并充满风险的股

票市场：～沉浮。

E股价E 9uiia 圈股票的价格。

E股金E gujTn 自］投入股份制企业或消费合作
社中的股份资金。

口量利】 g心 Ii 圈股息和红利。

E股迷E g心mi I写喜欢炒股而入迷的人。

E股民E gum in 圈指从事股票交易的个人投资
者。

E股票】 gupiao 圈股份公司用来表示股份的
证券。

E股票价格指数Jg心piao jiage zhTshu 为反映

股票市场总体价格的波动和走势而编制的股价
统计指标。它是股市的重要参数，也是反映宏－二
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之一。简称酣旨。 王E

E股评】 guping 圈对股市行惰的分析和评论：三三三

晚间～O
E股权】 guquan 回＠股东对所投资的股份公

司所享有的权益。＠股东认购新股的权利。

E股市E gushi 圈＠买卖股票的市场：香港～。

＠指股票的行市：～暴跌。

E；股息、E g心xi IBl 股份公司按照股份的数量分给
各股东的利润。是股利的一部分。

E股癖Jg心xuan 画皮肤病，病原体是真菌，发

生在腹股沟、会阴、且工门周围和臀部。症状是

出现红斑，刺痒，严重时廉烂。

E股友J guyou 圈在炒股中结交的朋友，也用
作股民之间的互称。

E股灾J guzoi 啤］指因股市行情大跌而造成的

严重损失。
E股指J guzhT 圈股票价格指数的简称。

E股指期货E guzhT qlhuo 股票价格指数期货。
是指以股票价格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

合约。交易双方通过对股票指数价格变动趋
势的预测，在合约到期后，按事先约定的价格，
通过现金结算差价进行交割。

E股子E g心 •zi ［冒股1 ⑥。

，旦， gu o 函骨头①·～粉 l～质。＠比喻
日在物体内部支撑的架子：飞机龙～｜钢～
水泥。＠指品质g气概z ～气｜媚～｜侠～。



主

468 gu L! 
另见 465 页 gOo

E骨刺l g凸ci 画骨头上增生的针状物，通常引
起疼痛或其他神经系统症状。

E骨雕E gudiao ~在兽骨上雕刻j形象、花纹的
艺术，也指用兽骨雕刻成的工艺品。

E骨顶鸡，］ gudingji ~鸟，体形较大，头颈黑色，
额部有白色角质骨顶，羽毛黑灰色，腹部羽色较
浅，群栖在河流、沼泽地带，善于游泳，并能潜
水，吃植物嫩叶和昆虫、小鱼等。也叫白骨顶。

E骨盟 gud凸ng 见 465 页I古董lo
E骨朵E gudu凸圈古代兵器，用铁或硬木制成，

像长棍子，顶端瓜形。后来只用作仪仗，叫金瓜。、
E骨感E g凸gan O 圈指人瘦削，脂肪很少而骨

头突出，给人的一种身材棱角分明的感觉g 她

身材纤细，很有～。＠回身材瘦削，棱角分
明 z有骨感z 她是一位很～的女孩儿。

E骨干E gugan 匾。长骨的中央部分，两端跟
骨冒后相连，里面是髓腔。（图见“骨头”）＠比

喻在总体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或事物z ～分子 l

～企业｜业务～。
E骨髓E g凸ge 国人和动物体内或体表坚硬的
组织。分两种，人和高等动物的骨锵在体内，
由许多块骨头组成，叫内骨髓g节肢动物、软体
动物体外的硬壳以及某些脊椎动物（如鱼、龟
等）体表的鳞、甲等叫外骨髓。通常说的骨锵
指内骨悟。

颅

E骨髓用Ll g均在ji 固由细长圆柱形细胞组成的

肌肉，细胞 t横列着许多明暗相间的条纹。骨

锵肌的两端附着在骨锵上，它的活动受人的意

志支配。也叫横纹肌。旧称随意肌。
E骨镀E g凸g岳ng （书〉＠圈鱼骨头2 ～在喉。

＠圃耿直z ～之气｜～之臣。

E骨顿在喉E gug岳吨，zaih6u 鱼骨头卡在喉咙

里，比喻心里有话没说出来，非常难受z ～，不

吐不快。

E骨能E g心h6u IEl 馁。（图见“骨头”）

E骨灰E guhui 圈动物骨头烧成的灰。特指人

的尸体焚化后骨锵烧成的灰。

E骨架E g心iia 圈骨头架子，比喻在物体内部支

撑的架子：这种猪的～大，而且瘦肉率很高｜工

地上耸立着房屋的～。

E骨节E g心iie 圈骨头的关节。

E骨库E g凸ku 圈医院中储存供移植用的骨头

的设备。

E骨力lg心Ii 圈。雄健的笔力：这副对联写得

很有～，功夫很深。＠刚强不屈的气概。
E骨龄l guling 圈骨筋年龄。用 X 射线透视

手腕部，根据骨儒的钙化程度，可以推测少年

儿童的年龄和发育情况。

E骨膜E g心m6 IEl 骨头表面的一层薄膜，由结

缔组织构成，很坚韧，含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O

E骨牌E g心p6i 圈牌类娱乐用具，每副三十二

张，用骨头、竹子或乌木等制成，上面刻着以不

同方式排列的从两个到十二个点子。

E骨牌效应E gup6i xiaoying 见 335 页 I多米

诺骨牌lo

E骨盆E g心pen IEJ 人和哺乳动物骨儒的一部

分，由镜骨、慨骨和尾骨组成，形状像盆，有支

撑脊柱和保护膀脱、女性子富等脏器的作用。
（图见 468 页“人的骨憾”）

E骨气E g凸qi 圈。刚强不屈的气概z 他是个有

～的人，宁死也不向恶势力低头。＠书法所表

现的雄健的气势＝他的字写得很有～。

E骨肉l gurou IEJ 0 指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z

～之情｜～团聚｜亲生～。＠比喻紧密相连，不

可分割的关系z 子弟兵与人民～相连。

E骨殖E gu•shi 圈尸骨。

E骨瘦如柴】（骨瘦如纺） gushouruch6i 

常瘦（多用于人）。

形容非

E骨髓E gusui ~骨头空腔中柔软像胶的物质。

（图见“骨头”）

E骨痛热E g心tong re IEl 登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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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虫叫蛊，用来放在食物里害人。

E蛊惑E g心huo 巨型毒害使迷惑＝～人心。
鹊 M g凸〈书〉射箭的目标s箭靶子＝中

（齿）～。
另见 551 页 huo

E鹊的E gudi ＜书〉圈＠箭靶子的中心；练习射
击的目标z 三发连中～。＠目的。

惰（销产见下。

E骨头】 g心•tou 圈。人
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
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

织，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

磷酸钙。根据形状的不

同，分为长骨、短骨、扁骨

等。＠指人的品质：懒
～｜硬～。＠〈方〉比喻
话里暗含的不满、讽刺等

意思z 话里有～。

E骨头架子E g心 ·tou jia·zi 
＠人或高等动物的骨倍。

＠比喻极瘦的人。

儒且
宵

、
E
E
E

，
E
E
E
J

骨髓

骨干

骨冒后

骨头E骨头节儿］ g心· toujier 
〈方〉圈骨节。

E骨血E guxue I重骨肉①（多指子女等后代） : 

她确是这对夫妇的亲～。

E骨折1 9uzhe 圃由于外伤或骨组织的病变，
骨头折断、变成碎块或发生裂纹。

E骨子】 gu·zi ~东西里面起支撑作用的架子z

伞～｜扇～｜钢条扎成的～。

E骨子里】 gu·zilT ~指内心或实质上z 他表面

上不动声色，～却早有打算。

枯 ω 枯牛
E特牛］ g心niu 圈公牛。

肪 ω 用于地名 z 宋～（在阳

tEEt q心＠商人（古时啧”指坐商，

员（贾）“商”指行商）：商～｜书～。＠做
买卖z 多财善～。＠〈书〉买z ～马。＠〈书〉

招致；招引：～祸。＠〈书〉卖z 余勇可～。
另见 627 页 J险。

E贾祸E g凸huo ＜书〉圈招来祸害＝骄贪～。
E贾人】 g心ren （书〉圈做买卖的人。

时 ω 〈方〉圈瞪大眼睛（标不满）。

曾 ω 〈书〉＠捕鱼的网。＠用网捕鱼。

钻 u gu 圈金属元素，符号 Coo 银白
（钻）孟。用来制合金和瓷器轴料等，医

学上用放射性钻（钻－60）治疗恶性肿瘤。

E钻锦J 9umu ＜书〉圈费斗。

数 g心〈书〉公羊。
（嗤） " 

姑 gu 见打1 页阳、7叫【刷刷刷。
另见465 页 gO 。

蛊 心古代传说把许多毒虫放在器
（蛊）皿里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

E馆饱E guduo IBl 古时一种面制食品。

鼓 ~ 吨的L）圈打击乐器，多为
（顿）圆筒形或扁圆形，中间空，一面或

两面蒙着皮革z 腰～｜手～｜花～。＠形状、声
音、作用像鼓的东两＝石～｜蛙～｜耳～。＠使
某些乐器或东西发出声音g敲z ～琴｜～掌。＠

用风箱等扇（风）：～风。＠画发动；振奋g ~ 
动｜～励｜～舞｜～起勇气。＠画凸起；胀大z
他～着嘴半天没出声｜额上的青筋都～起来了。
＠圆形容凸起的程度高z 钱包很～｜口袋装
得～～的。 8 <Gu）圈姓。

E鼓包E g心000 （～儿）0 （－／／一）圈物体或身体

上鼓起疙瘩z 他的脸上鼓了一个包儿。＠圈
物体或身体上的凸起物z 头上碰了个～O

E支吹E gu』chul 国＠宣传提倡z ～革命。＠主王三
吹唬2 老在别人面前～自己。 三三三三

E鼓捣E g凸•dao （方〉画＠反复摆弄＝他一边
同我谈话，一边～收音机。＠挑拨号设法支使z
一定是他～你去干的。

E支点E gudi凸n （～儿）圈＠打鼓时的音响节

奏。＠戏曲中的鼓板的节奏，用来指挥其他
乐器。｜｜也说鼓点子。

E鼓动E g凸dong 国＠扇动＝小鸟～翅膀。＠

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行动
起来z 宣传～｜经他一～，不少人都去学习电脑
了。

E鼓风机E 9ut岳ngjl [BJ 产生气流的机械，常见
的是在蜗牛状的外壳里装着叶轮，用于各种炉
灶的送风，建筑物和矿井的通风、排气等。

自主鼓囊囊E g心•gunangnang （～的）圃状态

词。形容口袋、包裹等填塞得凸起的样子s 背
包装得～的。

E鼓惑E g心huδ 画鼓动使迷惑；鼓动诱惑z ～人
们闹事。

瞰角］ g心jiao 圈古代军队中用来发出号令的
战鼓和号角 z ～齐鸣。

E鼓劲E gu11 jin c～儿）圈鼓动情绪，使振作起
来z 互相～。

E切齿＇］ g心Ii 圈激发g勉励z 车间主任～大家努

力完成增产指标｜大家的赞扬给了他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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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鼓楼E g心16u 圈旧时城市中设置大鼓的楼，楼

内按时敲鼓报告时辰。
E鼓膜］ g心m6 [BJ 外耳和中耳之间的薄膜，由

纤维组织构成，椭圆形，半透明。内表面与昕

小骨相连，外界的声波震动鼓膜，使听小骨发
生振动。（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主弄E gu•nong ＜口〉圈摆弄：这孩子就喜欢

～积木。
E鼓气E g凸qi 圃＠鼓舞士气；鼓劲：加油～｜给

同伴～。＠〈方〉赌气；生气＝她还在为那件事
～呢。

E鼓儿词E gurci 画大鼓的唱词。

E主师E gushT 圈戏曲乐队中敲击板鼓的人。
演奏中用鼓点儿统一节拍，指挥各种乐器的演

奏。
E鼓手】 gush凸u IE] 乐队中打鼓的人。
E鼓书】 gushu 画大鼓（曲艺的一种）。

股舞】 guw心。画使振作起来，增强信心或
勇气z ～人心｜～士气。＠圈兴奋；振作：令
人～｜欢欣～。

服乐］ g的ue 圈敲鼓声和奏乐声：～齐鸣｜～

喧天。

三三三 E支口呆］ g心zoo i司古代指出战时擂鼓呐喊，以
重 壮声势，今泛指幌～一时。

股掌J gu;;zh凸ng 圈拍子，多表示高兴、赞成

或欢迎：当贵宾们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

E鼓胀】 g心zhang O 圃凸起；胀起z 手背上暴

出几条～的青筋。＠圈中医指由水、气、痕
血、寄生虫等原因引起的腹部膨胀的病。也作
服胀。

载一∞函车轮的叫分，有圆孔，
（鼓）古以翩。（图见 156 页“车轮”）
另见 465 页 QU0

精 g心见下

E槽梢】 guduo ＜方〉圈木头块s树根墩子。

毅剧时忡。

根剖又 i ia ＜书〉福。

后t白 q心口l

百马（情）知5日页 hu 。
E鹊鹅E guzhou [BJ 古书上说的一种鸟。
兰剪L g心。〈书〉善；好z ～旦（吉利的日子），
习武＠〈书〉傣禄。＠见 466 页“谷2 ”。＠

(Gu）圈姓。

E毅梁l Guliang 圈姓。

蓝 gu 见下

E篮子】 g心 •zi 圈烹饪用具，周围陡直的深锅，

一般用沙土烧制，也有铁制的：沙～｜瓷～。

股 ω 鼓胀＇；： I 气～
E服胀】 guzhang 同“鼓胀”②。

警 g心〈书＞ 0 Hf!酷斗。＠指没有识
别能力的z ～说（不达事理的言论）。

E警言E guyan ＜书〉圈没有根据或不合情理的

话（多用作谦辞） ：～鱼议。

堕 j书〉＠盐池。＠不坚固。＠停止。

注笔n. G心＠古水名，在今河南。＠激水
”汉 CGushuT)，地名，在湖南。今作谷水。

、

gu C<><)

估 gu 见Fo
另见 463 页 QUo

E估衣】 gu·vi 圈出售的旧衣服或原加↓较次、加

工较粗的新衣服：～铺。

固1 gu o 结实；牢固z 稳～｜加～ l 本～枝
荣。＠坚硬：～体｜凝～。＠坚决地；坚

定地：～辞｜～请｜～守。。使坚固 z ～本 l～
防。＠〈书〉鄙陋：～陋。＠向“脑”2 ～疾｜～

习。＠（Gu）圈姓。

固2 9u 啪＠圆本来原来：～有｜～当
如此｜～所愿也。＠国重固然：坐车～可，

坐船亦无不可。

E固本培元E guben-peiyuan 巩固基础，培养元

气，比喻从根本上巩固和加强。
E回本强基J guben-qiangjT 见 104S 页1强基因

本l 0 

E固步自封】 gubu-zif岳ng 同“故步自封”。

Z固辞】 guci ＜书〉固坚决推辞2 ～不就。
E固氮E gudan 画土壤中的某些微生物把空气
中的氮转变为植物可以吸收和利用的氨或其
他含氮有机物。

E固定J guding 圆＠不变动或不移动（跟“流

动”相对〉．～职业 i～资产｜客源相对～。＠使
固定：把聘任制～下来。

E固定电话】 guding dianhua 固定在一处使用

的电话｛对“移动电话”而言）。简称固话。也
叫座机。

E固定汇率】 guding huilu 兑换比例基本稳定，
在限定的幅度内波动的汇率。

E固定价格l guding i iag岳不变价格。
E固定资产】 guding zTchan 单位价值在规定

限额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能作为劳动



资料或其他用途的财产，例如厂矿、企业、机

关、学校中的房屋、机器、运输设备、家具、图书
等（跟“流动资产”相对）。

E固定资金】 gliding zljln 企业用于购置机器设
备、运输工具和其他耐用器材以及修建厂房’、
职工住宅等的资金（跟“流动资金”相对）。按
用途可分为生产固定资金和非生产固定资金。

E固化】 g1；如ua 圃＠使（液体等）凝固z ～剂。
＠使固定；变固定（多用于抽象事物）：～双方

合作关系｜防止观念～｜突破利益～的藩篱，使

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

E固话】 guhua 圈固定电话的简称。

E国陋E gulou ＜书） ［~见闻不广。
E固然E guran 画＠表示承认某个事实，引起

下文转折：这样办～稳当，但是太费事。＠表
示承认甲事实，也不否认乙事实：意见对，～应
该接受，就是不对也可作为参考。

E固若金汤E guruojlntang 形容城池或阵地坚
团，不易攻破（金：指金属造的城；汤z指灌满滚

水的护城才可）。
E固沙l gusha ~动］使流沙固定不再移动z ～造

林！～植物。
E固守E gush凸u 画＠坚决地守卫：～阵地｜据
险～。＠主观固执地遵循：～成法。

E固态E gutai 圈物质的固体状态，是物质存在
的一种形态。

E固体】 gutT 画有一定体积和一定形状，质地
比较坚硬的物体。在常温下，钢、铁、岩石、木

材、玻璃等都是固体。
E固习】 g1汪xi 同“癌习”

E固有E g山γ凸u l归属性词。本来有的；不是外
来的z ～文化。

E固技1.l gu·zhi E国（性情或态度）古板执着，不
肯变通z 性情～。

E固执己见E guzhi-Fi ion 顽固坚持自己的意
见，不肯改变。
放1 gu o 事情；事故：如｜卜。＠缘

故；原因 z 无～缺勤｜不知何～。＠圃故
意；有意：～作镇静｜明知～犯。。［！！所以 3因
此2 因大雨，～未如期启程。 8 <Gu）圈姓。

故2 gu o 原来的；从前的；旧的：～址｜～
乡｜依然～我。＠朋友；友情z 亲～｜沾亲

带～。＠画面（人）死亡2 病～｜染病身～｜父母
早～。

E故步自封E gubu-zif岳ng 比喻安于现状，不求
进步（故步z走老步子；封z 限制住）。也作固步

自封。
E故常E guchang ＜书〉圈惯例;I日例：习为～｜

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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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故此E gucT I!! 因此；所以：今天天气不好，登

山活动～作罢。

E故道E gudao ［窍。从前走过的道路；老路。
＠水流改道后的l日河道．黄河～O

E故地】 gudi 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重游。

E故都E gudu l翻过去的国都。

E故而E gu’在r E重因而；所以：听说老人家身体
欠安，～特来看望。

E故宫E gugong ［重旧王朝的宫殿，特指北京的
明清故宫。

E故国l gugu6 ＜书〉圈＠历史悠久的国家。
＠祖国。＠故乡。

E故伎E guii 同“故技”。
E故技l g1与ji 圈老花招儿；老手法．～重演。也

作故伎O
E故交l gujiao 圈老朋友．～新知。

E故旧E guiiu ＜书〉啤故友②（总称）·亲戚～。

E故居】 guju ~曾经居住过的房子：鲁迅～。
E故里】 gun 圈故乡，老家z 荣归～。
E故弄玄虚E gunong-xuanxu 故意玩弄使人迷

惑的花招儿。

E故去E guqu 圈死去（多指长辈）：父亲～快三

年了。 二二

E故人E guren 圈＠老朋友；故友②：过访～。王王三
＠死去的人·不料一别之后，竟成～。 毫三三

E故杀】 gusha 画故意杀害（区别于“误杀”）。

E故实】 gushi ~ O 以往的有历史意义的事
实。＠出处；典故。

E故世E gushi 圈去世。
E故事E gushi 圈旧日的行事制度；例行的事z

虚应～｜奉行～。
E故事E gu. shi 圈。真实的或虚构的用作讲
述对象的事情，有连贯性，富吸引力，能感染

人z 神话～｜民间～｜讲～。＠文艺作品中用

来体现主题的情节：～性。
E故事片JL] gu·shipianr ＜口〉圈故事片。
E故事片E gu·shipian 圈表演故事的影片。

E故书E gushu 圈＠古书。＠旧书。
E故态】 gutai 圈旧日的情况或态度。

E故态复萌E gutai-fumeng 旧日的习气或老毛

病重新出现。
E故士1 gutu 圈故乡：怀念～｜～难离。

E故我E guw凸圈旧日的我：依然～O

E故习E guxi I苞旧习＝一改～。
E故乡E guxiang 画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

方；家乡；老家。

E故意E guvi o 画有意识地（那样做），他～把
声音提高，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撞了你并不是
～的。＠［到法律上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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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侵害他人或危害社会的后果，而仍然希望

或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存在伤害对方的～o
E故友l guyau 圈。死去了的朋友。＠旧日

的朋友；老朋友：～重逢。
E故园l guyuan 圈故乡 z ～风物依旧。

E故障E guzhang 圈（机械、仪器等）发生的障

碍或毛病：排除～o

E故知E guzhl ＜书〉圈老朋友；故友②。
E故址3 guzhT IBJ 旧址。

E故纸堆l guzhTdul IBJ 指数量很多并且十分陈

旧的书籍、资料等。
E故智l guzhi ＜书〉圈以前用过的计谋：袭用
前人～。

~~版 gu o 转过头看看2 环～｜四～｜
（膜）相～一笑。＠画注意；照管z 兼

～｜事太多，～不过来。＠拜访：三～茅庐。＠
商店或服务行业指人前来购买东西或要求服
务z 光～｜惠～｜～客。＠珍惜；顾念：～恋 l奋

不～身。＠〈书） IJ! 但是。＠〈书〉撞到反而c

flt CGu）圈姓。
U硕此失彼l gucT-shlbi 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E顾及E guii 画照顾J'U：注意到2 无暇～｜既要
＝二二 ～生产，又要～职工生活。
主主主主顺忌】 guii 圈恐怕对人或对事情不利而有顾
三言虑：无所～。

U硕家E 9u11iia 圈顾念家庭，多指照管家务等：
他总是出差，顾不了家。

E顾客E guke IBl 商店或服务行业称来买东西

或要求服务的人：～至上。

U硕怜】 gulian 圃顾念爱怜：我这样做全是为
了～他O

U颜脸E 9u11 lian ＜口〉画l 顾惜脸面z 不～ l都到
这份儿上了，你还顾什么脸。

U页恋】 gulian 圈顾念；留恋：～老小｜～子女o
U硕虑】 guliJ O 撞到恐怕对自己、对别人或对事
情不利而不敢照自己本意说话或行动。＠圈
因担心对自己、对别人或对事情不利而产生的

顾忌和忧虑：打消～｜～重重。

U顷名，思义E guming-slyi 看到名称，就联想到

它的意义： ) ii 剧，～，就是流行于四川一带的地
方戏。

U硕念】 gunian 画］惦念；顾及·多承您老人家
这样～我们 O

U硕盼E gupan 圈向两旁或周围看来看去 z 左
右～。

U硕盼自雄l gupan-zixi6ng 形容自以为了不

起。
U硕全】 guquan 圃顾及，使不受损害：～大局｜
～面子。

E顾问E guwen 圈有某方面的专门知识，供个

人或机关团体咨询的人：法律～。
U硕惜l guxl 圈。顾全爱情．～身体。＠照
顾怜惜．大家都很～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JliJ!绣】 guxiu 圈指沿用明代顾氏绣法制成的

刺绣，所绣花鸟人物形象逼真。

U硕影自怜】 guyTng-zilian 望着自己的影子，自

己怜惜自己，形容孤独失意的样子。也指自我
欣赏。

E硕主】 guzhu 画顾客。

捆 ω 堤（多用于地名）：青～集 l 龙～（都在
山东）。

岳仕 gu 古代木制的手铐：桓～。
/r口

圄 gu 四周陡峭，顶上较平的山（多用于地
名） ：孟良～｜抱槟～（都在山东）。

站外气 gu ＜书〉＠绑在牛角上使牛不得顶人的
丁口横木。＠养牛马的圈。uan ）。
雇 叫＠画出钱让人给自己
（”推）做事z ～用 l ～保姆。＠画

出钱使别人用车、船等给自己服务z ～车｜～
船。 8 CGu）圈姓。

E雇工l gugong o c-11一）圃雇用工人。＠圈
受雇用的工人。＠圈指雇农。

E雇农l gun6ng 南旧时农村中的长工、月工、

零工等。没有或只有极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
具，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E雇请E guqTng ［塑出钱请人替自己做事：～厨
师。

【雇凶】 guxiong 圈出钱雇用凶手2 ～杀人。
【雇佣】 guyang 圈用货币购买劳动力。
E雇佣兵l guyongblng 圈按雇佣兵役制服役

的士兵。
E雇佣兵役制E guyong blngyizhi 某些国家施
行的一种招募士兵的制度，形式上是士兵自愿
应募，实质上是雇佣。

E雇佣观点】 guyong guandi归工作中缺乏主
人翁思想而采取的拿一分钱干－分活儿的消

极态度。
E雇佣劳动E guyong laodong 受雇于资本家
的工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夺了
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迫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

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E雇用】 guyong 画出钱让人为自己做事·～

临时工。
E雇员】 guyuan ［组受雇用的职员或编制以外
的临时工作人员。

E雇主E guzhu r苞雇用雇工或车船等的人。

锢－ gu o 熔化金属堵塞喃器物
（锢）函缝隙）。＠〈书〉禁锢z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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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锢漏】 gu• lou 同咽露”。 | 做食品的西瓜子、南瓜子等。＠指葵花子。
E锢露E gu· lou 画画用熔化的金属堵塞金属器 l U瓦子脸】 guazTli凸n 画指微长而窄，上部略
物的漏洞 z ～锅。也作锢漏。 | 圆，下部略尖的面庞。

、主主 gu 经久难治愈的；长期养成不易克服 I nrrr gua 见下。
7阻l 的：～疾｜～习｜～癖。 l 吵』也另见 463 页 g0;474 页 gu凸。

U亩弊E gρbi IE 长期存在、不易消除的弊病。 . （~瓜贴l guada 间“呱嗒”Cguada）。
E痛疾E guji IE 经久难治愈的病z 医学越来越 I c呱隧E gua•do 同“呱嗒”Cguδ·dα）。
发达，很多所谓～都能治好。 I E呱嗒E guada 阻理形容清脆、短促的撞击声2

U面癖E g凶pi 圈长期养成的不易改掉的癖好。 | 地是冻硬的，走起来～～地响。也作呱赂。

E痛习】 guxi 圈长期养成的不易改掉的习惯。 l E呱嗒l gua· da ＜方〉圈＠因不高兴而板起

也作固习。 | （脸），～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说话（含贬
鱼回 u 1'81 鱼，体侧扁，长 30 厘米左｜ 义）：乱～一阵。｜｜也作呱啦。
....-He锢）右，口小。生活在河流湖泊中，吃 I c呱嗒板JL] g阶dabiinr 圈。演唱快板儿等
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 | 打拍子用的器具，由两块大竹板或若干块小

仁：二：豆豆些工：二j

瓜 guii 圈＠蔓生植物，叶子像子掌，花多
是黄色，果实可以吃。种类很多，如西瓜、

南瓜、冬瓜、黄瓜等。＠这种植物的果实。＠

CGua）姓。

cm. ｛~l guada i ＜书〉圈春秋时齐襄公叫连称
和管至父两个人去戍守葵丘地方，那时正当瓜
熟的季节，就对他们说，明年吃瓜的时候叫人
来接替（见于《左传·庄公八年衍。后来把任
期已满换人接替叫作瓜代。

cm.分l guiif岳n 画像切瓜→样地分割或分配：
～领土｜～钱财｜～资源。

E瓜葛】 guage 圈瓜和葛都是蔓生的植物，能

缠绕或攀附在别的物体上，比喻辗转相连的社
会关系，也泛指两件事情互相牵连的关系 z 他

与此事没有～o
U民农］ guan6ng 强以种瓜为主的农民。
cm.皮帽E guapimao c～儿）圈像半个西瓜皮

形状的旧式便帽，一般用六块黑缎子或绒布连
缀制成u

cm.片E guapian I望绿茶的一种。产于安徽六

安、霍山一带。

E瓜期J guaql ＜书〉圈指任职期满换人接替的

日期。参看 473 页【瓜ftl 。
E瓜熟蒂落J guashu-diluo l:t 喻条件成熟了，

事情自然会成功。
cm.回李下J guatian-lixia 占诗《君子行》：“瓜
回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经过瓜旧，不弯下身

来提鞋，免得人家怀疑摘瓜3走过李树下面，
不举起手来整理帽子，免得人家怀疑摘李
子。后用“瓜回李下”泛指容易引起嫌疑的

地方。

U民子E guazi （～儿）圈＠瓜的种子，特指炒熟

竹板用绳连接而成。＠〈方〉跟拉板儿Cta·lo-
b凸nr ）。

E呱呱l guiiguii 醒自形容鸭子、青蛙等的响亮

的叫声。
另见 463 页 gCigCi 。

E呱呱叫J guaguaj iao ＜口〉形容极好2 他象棋

下得～。也作刮刮叫。

E呱H即】 guii• ji 0 ~形容鼓掌等的声音。＠
医E指鼓掌z 欢迎小王唱个歌，大家给他～～。 三三三
舌。1 guii 圈＠用刀等贴着物体的表面移主

~ 动，把物体表面上的某些东西去掉或取三三

下来：～胡子 l～锅｜～下一层皮。＠在物体
表面上涂抹（多用于糊糊一类稠东西λ ～精

子。＠搜刮（财物）。

刮2 guii 圆明）吹2 又～起风来u （盹）了！
E刮鼻子E gua bi·zi O 用食指刮对方的鼻子，
表示处罚对方（多用在玩牌游戏日才）。＠刮自
己的鼻子，表示使对方感到羞牒或难为情。＠
〈方〉指训斥或斥责：他让连长狠狠地刮了顿

鼻子。
E刮刀l guadao 圈子工工具．条形．横剖而有
扁平形、半圆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主要用
来刮去工件表面的微量金属，提高工件的外形
精度，降低粗糙度。

E刮地皮】 guii dipi 比喻搜刮民财。
E刮宫E gua/'gong 画把子宫口扩大，用特制

的医疗器械去掉胚胎或子宫的内膜。舌。宫手
术多用于人工流产。

E刮骨疗毒E guagu-liaodu 关羽胳膊上曾中毒
箭，让人剖开伤口把深入骨头的毒素用刀刮除
（见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比喻为了根

除宿弊，不惧风险，不惜代价：我们要以～的勇
气全面深化改革。

E刮刮叫E guaguajiao 同“呱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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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刮脸J gua;; lion 圈用剃刀等把脸上的胡须｜ 清汤～水。＠妇女死了丈夫z 守～｜～居。
和汗毛刮掉。 I ［寡不敌众l guabudizhong 人少的→方抵挡

E刮脸皮】 gua lianpi ＜方〉用手指头在脸上划，｜ 不住人多的一方。

表示对方不知羞耻。 I E寡淡】凹凸don 匾。（味道）不浓2 菜味～。
E刮目l guamu rnJll 指彻底改变眼光z 令人～ I I ＠没有趣味；缺少情趣：兴味～。
～相看。 I E寡妇】 gu凸·fu 圈死了丈夫的女人。

E刮目相待E guamu-xiangdai 刮目相看。 I ［寡合E 9uahe ＜书〉圃不易跟人合得来：性情
E刮目相看E guamu二xiangkan 用新的眼光来｜ 孤僻，落落～。

看待。也说刮目相待。 I I：寡欢l gu凸huan 圆缺少欢乐，不高兴z 郁郁
E刮费'Pl gua;; sha ［疆民间治疗某些疾病的方｜ ～。

法，用铜钱等物蘸水或油刮患者的胸、背等处， I ［寡酒】 gu凸Ji心圈喝酒不就菜或元人陪伴叫吃
使局部皮肤充血，减轻内部炎症。 | 寡酒。

E刮舌子】 guashe·zi ~刮除舌面污垢的用具。 I ［寡居E gu凸ju 圈守寡z ～多年。

苦 g国见下。 l 即鲜耻】 Ql』凸Ha叫nchT 不廉洁，不知羞
｜耻。

E苦萎】 gual6u 同“括楼”。 I ［寡母l gu凸m心圈守寡的母亲：孤儿～。
肌 gua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s N, o元｜时】叫ng 圆缺乏情义精。

色晶体，容易潮解。用来制磺胶类药物和 I ［寡人】 gu凸ren ~亘古代君主的自称。
染料等。［英 guanidine] I E寡头l guat6u 圈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
梧 gua O 古书上撒（川。＠〈书〉｜ 巨头：金融～。

箭末扣弦处。 I ［寡头政治】 gu凸t6u zhengzhi 由少数统治者
另见 767 页 kuo 。 I 操纵→切的政治制度，如古代罗马的贵族政

E括楼】 gual6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上有！ 权。

重重E 卷须，叶子心脏形，花白色，果实卵圆形，黄色， I ［寡昧E gu凸wei 圃没有滋味；缺乏意味：茶饭
圣王三E 种子椭圆形。茎、叶、种子和块根可入药，块根｜ ～｜他的讲话索然～。

人药叫夭花粉。＠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 I ［寡言】 gu凸回n 圈很少说话号不爱说话z 沉
苦萎。 | 默～i憨厚～｜～少语。
骗 gua 古｛－＼：：指酬的黄马。

（躏） ~ 

会’… gua ＜书〉紫青色的绞（丝带。
纳（细γ
鹊－~ gua 见 7叫树。

（稳）
副 gua ＜书〉

、d

gu凸（《〉〈丫）

PJ11 gu凸见 769 页【拉呱儿］ o
／风另见 463 页 g0;473 页 QUOo

雨。 gu凸圈。割肉离骨，指封建时
~（刚）代的凌迟刑z 千刀万～。＠尖锐
的东西划破：手上～了一个口子。

E芮U蹭l gl』凸ceng 圈物体表面被硬物划破或擦

伤（多用于汽车）：路上车辆拥挤，很容易互相

～l 倒车时车尾被树干～，留下一处划痕。

寡 gua O 少；缺少圳、多’相对）＝～欢｜
～言｜～不敌众｜孤陋～阂。＠淡而无味z

、

gua ＜《〉〈丫）

卦 gua IEl 古代的占卡符号，后也指迷信占
I 卡活动所用的器具．占～！打～求签。

E卦辞E guaci 圈解说卦象或卦义的文辞。

E卦象E guaxiang 圈通过八卦或八八六十四

卦显示的象征自然现象或人事变化的形象，占

卡时据此推断吉凶，预示未来。

、4气 口叫a ＜书〉＠欺骗。＠牵累；贻

i:±c言主） ~：～误。
E洼误E guawu ＜书〉圈被别人牵连而受到处

分或损害。也作墨误。

挂山血餐巾 gua O 圈借助于绳
（替卦、＠圭）子、钩子、钉子等使物

体附着于某处的一点、或几点：～钟 l把大衣～

在衣架上l墙上～着一幅世界地图。一轮明月
～在天上。＠圈（案件等）悬而未决；搁置：这

个案子还～着呢｜一时不好处理的问题先～起

来。＠画把话筒放回电话机上使电路断开2

电话先不要～，等我查一下。。圈指交换机



接通电话，也指打电话：请你～总务科 i给防汛
指挥部～个电话。＠圈钩z 钉子把衣服～住

了。＠［重（内心〉牵挂z 他总是～着家里的事。

＠画（物体表面）蒙上；糊着：衣服上～了一

层尘土｜瓦器外面～一层利子。脸上～着笑。＠
圈登记·～失｜～一个号。＠［量多用于成套
或成串的东西：一～四轮大车 l 十多～鞭炮。

E挂碍E gu白’ ai 画牵挂；牵掣：心中无所～o
E挂表J guab的0 （方〉圈怀表。

E挂不住】 gua • buzhu ＜方〉［副因感到羞辱而
沉不住气．他受到一点儿批评就～了。

E挂彩J gua;; cai ~I 0 悬挂彩绸，表示庆贺z

披红～。＠指作战负伤流血：在战斗中，几个
战士挂了彩。也说挂花。

E挂车】 guach岳函由机车或汽车牵引而本身

没有动力装置的车辆。

E挂齿】 guachT I姐说起；提起（常用作客套话）：

这点小事，何足～o
E挂锄J gua11chu 自由］指一年的锄地工作结束。
E挂单】1 guadan 巨型（游方和尚）到庙里投宿。

E挂单r guadan 圈指金融市场交易中，投资
者决定买卖时，通过电话、计算机等向交易系
统发出买卖指令。

E挂挡】 gua11d凸ng E主］把汽车、拖拉机等的操
纵杆从空挡的位置扳到一定的位置，使变速器

中的相关齿轮啃合在→起，以行驶并获得相应
的速度。

E挂斗】 guad归自亘拖在汽车、拖拉机等后边装

货的车辆，一般较小，没有动力装置。
E挂钩E guagou O C 甘一）圃用钩把两节车厢
连接起来。 8 ( ／／一）［量比喻建立某种联系 2

企业直接跟原料产地～｜这两个单位早就挂起
钧来了。＠圈用来吊起重物或把车厢等连接
起来的钩：吊车～l火车～。

E桂冠J guaguan ＜书〉圈挂起官帽，指辞去官
职z ～归隐。

E挂果E gua11 guo [l;t)] c果树）结果实2 三年成

林，五年～｜这片苹果树今年第一次挂了果。
E挂号】 gua11hao 「划。为r确定次序并便于
查核而编号登记．看病要先～。＠重要信件
和印刷品付邮时由邮局登记编号，给收据，
叫挂号。挂号邮件如有遗失，由邮局负责追

查。
E挂花】 gua;;hua I司＠（树木）开花：正是梨树

～的时候，远远望去一片雪白。＠挂彩②：排
长～了，班长代替指挥｜他腿上挂过两次花。

E挂怀J guahu6i 圈挂念；挂心：区区小事，不

必～。
E挂幌子】 gua hu凸ng • zi ＜方〉。在商店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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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表示所售货物的标志或象征营业的记号，
如颜料店挂漆成五色的小棍，饭铺挂然篱。＠
比喻某种迹象显露在外面＝他刚才准是喝了
酒，脸上都～了（指脸红）。

E挂火E guahu凸（～儿）〈方〉［到发怒：生气z 有
话慢慢说，别～。

E挂机J gua11F 阐将话筒放回电话机上使电路
断开。

E挂记Jgua·jl ［甜挂念；惦记：你安心在外面工

作，家里的事用不着～。

E挂甲E guaji凸圈挂起盔甲，指军人退役z ～归

田。女排几位老队员先后～离队。
E挂件】 guajian c～儿）圈＠挂在墙壁上、脖子

上或其他物体上的装饰品 z 金～ i玉石～ l手机

～l汽车～。＠挂在主要物体上的附属品：警
察腰带上的～。

E挂镜线】 guajingxian 函钉在室内四周墙壁

｝二部的水平木条，用来悬挂镜框、画幅等。也
叫画镜线。

E投靠J guakao 圈机构或组织从属或依附于

另一机构或组织 2 旅游协会～在旅游局。
E挂落】 gualao 圈见 172 页1吃挂落］ o

E挂累】 gual岳l 圈牵挂；连累z 没有任何～｜受

此事～的人很多。 妻辜主
E掉1万E guali r吕挂在椅上用的月历。 毛三三

E挂镰E gua11 lian 日西］指→年中最后→茬庄稼
的收割l工作结束。

E挂零E gualing c～儿）画整数外还有少量零

数：他看样子顶多四十～儿。

E挂漏E gualou ［司投→漏万的略语z ～之处，

在所难免。

E挂虑E gl』alo 阐挂念，不放心：出差在外，十分
～家里的孩子。

E挂面J guamian ~特制的面条儿，线状或带
状，因悬挂晾干得名。

E挂名】 gua11ming C～儿）圈担空头名义，不做
实际工作z ～充数｜他这个顾问不过是挂个名。

E挂念E guanian 圃因想念而放心不下：母亲
十分～在外地念书的儿子。

E挂拍E guapai 画＠指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等运动员结束运动生涯，不再参加正规训练和

比赛。＠指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比赛结束：
全国少年乒乓球赛～。

E挂牌.J gua;;p6i 圈。指医生、律师等正式开

业：他行医多年，在上海和北京都挂过牌。＠
指某些单位正式成立或开始营业2 公司将在

年底～营业。＠指股票等在证券市场上市。

＠体育主管部门公布要求转换所属职业体育
组织的人员名单叫挂牌。＠（～儿）医生、售货



476 I gua- gu凸 i I 挂缝里褂乖捆拐

员、服务员等工作时胸前佩戴印有姓名、号码
等的标牌z ～服务｜～上岗。

E挂屏E guaping C～儿）国贴在带框的木板上

或者镶在镜框里悬挂的屏条。
E挂牵E guaq ian l7'W 挂念；牵挂O

［！£欠E guaqian 民国除账。
E挂失E gua;;shl E勤］遗失票据或证件等时，到

原发的机关去登记，声明作废。

E挂饰E guashi 圈挂件①。

E挂帅E gua;;shuai l7'W 掌帅印，当元帅，泛指居

于领导、统帅地位z 厂长～抓环保工作。

E挂锁E guδsuo 圈一种用时挂在屈戌儿的环

孔中的锁。

E挂毯E guatan 圈壁毯。

E挂图E 9uatu 圈挂起来看的大幅地图、图表

或图画z 地理教学～。
E挂孝E gua;;xiao 画戴孝。

E挂心E guaxln 圈牵挂在心上；挂念：他～家
里，恨不得马上赶回去。

E挂靴E guaxue ~指足球、滑冰、田径等运动
员结束运动生涯，不再参加正规训练和比

赛。
E挂羊头，卖狗肉】 gua y6ngt6u' mai gourou 
比喻用好的名义做幌子，实际「做坏事n

E挂一漏万E guayl岭uwan 形容列举不全，遗

漏很多。
［！£账l gua;; zhang 画面除账。
E挂耳Rl guazhi 画＠临时担任某种职务（以进

行锻炼）：这位作家～副县长，深入生活搜集创

作素材。＠保留原职务（下放到基层单位工

作）＝～下放。
E挂钟l guazhong 画挂在墙上的时钟。

E挂轴E guazhou c～儿）圈装棱成轴可以悬挂

的字画。
- gua ＜书〉绊住z阻碍。
结（，往γ
里 gua ＜书〉同“挂’＇＠ o

E墨误E guawu 同“连误”。

与聋i Ql』a c～JL）褂子z 短～儿｜小～儿（短的）！大
’阴 ～儿（长的）｜马～儿。

E褂子E gua·zi 函中式的单上衣。

厂－ guai （《义劳）

二~1 guoi 圃＠（小孩儿〉不闹g听话z 小宝很
;fl~ ’ ～，阿姨都喜欢他。＠伶俐g机警z 这孩
子嘴～｜上了一次当，他也学得～多了。

乖2 guai ＜书〉＠违反；背离z ～违｜有～人
，一 情。＠（性情、行为）不正常：～庆｜～谬。

E乖外E guaichu凸n ＜书〉［圈。荒谬；错误o @ 
不顺遂：命途～。

E乖乖E guaiguai O c～儿的）圈顺从；听话：

孩子们都～儿地坐着听阿姨讲故事。＠圈对
小孩儿的爱称。

E乖乖E guai•guai E表示惊讶或赞叹：～，外
边真冷！｜～，这艘船真大！

【乖塞E guaiji凸n ＜书〉圈（命运）不好：时运～。

E乖觉E guaijue 圈机警；！＼~敏：～伶俐｜小松鼠

～得很，听到响声就跑了。

E乖剌E guaila ＜书〉圈违背常情3乖庚z 措置

。

E乖庚】 guaili ＜书〉圃（性情、言语、行为）别扭，

不合情理z 性情～｜语多～。
E乖谬E guaimiu 回荒谬反常：这人性情怪僻，

行动多有～难解之处。

E乖僻E guaipi E回怪僻；乖庚z 性情～。
E乖巧E guaiq1凸o 圃＠（言行等）合人心意；讨

人喜欢2 为人～。＠机灵2 ～伶俐 l又顽皮又
～的孩子。

E乖违E guaiwei ＜书〉圈＠错乱反常z 寒暑

～。＠违背；背离。＠离另IJ ；分离。
E乖张】 guaizhang 圃＠怪僻，不讲情理z 脾

气～｜行为～。＠〈书〉不顺2 命运～。

捆时 guai 又 gu6 ~用巴掌打2 ～了
（擂）他一记耳光。

" gu凸 i (<><1Jj)

拐1 血 gu凸i 0 l7'W 转变方川人
（＠明）工进胡同里去了 i前面不能通

行，～回来吧！＠〈方〉弯曲处；角 z 墙～｜、

～。＠匾画瘸z 他一～一～地走了过来。＠
圈下肢患病或有残疾的人走路拄的棍子，上

端有短横木便于放在腋下拄着走。＠圈说数

字时在某些场合用来代替“7”。

拐2 gu凸t 明拐骗2 诱～｜～款酬。

E拐棒E gu凸ibang c～儿）[BJ 弯曲的棍子。
E拐脖JL] gu凸ibor l8l 弯成直角的铁皮烟筒，用
来连接两节烟筒，使互相垂直。

E拐带E gu凸idai 画用欺骗子段把妇女或小

孩儿携带远走z ～人口。

E拐点E gu凸idi凸n [BJ 0 高等数学上指曲线上

凸与下凹的分界点。＠经济学上指某种经济
数值持续向高后转低或持续向低后转高的转



折点：经济运行出现回升～。
E拐棍E guaigun c～儿）~走路时拄的棍子，于
拿的一头多是弯曲的。

E拐角E guaiji凸0 （～儿）圈拐弯儿的地方2 那个
小商店就在胡同的～。

E拐卖］ gu凸imai 圈拐骗并卖掉（人）：～妇女｜

～人口。

E拐骗E guaipian ~到用欺骗子段弄走（人或财

物）：～儿童｜～钱财。
E拐弯］ guaiwan c～儿）0 （－／／一）画行路转方

向 z 拐了三道弯儿｜车辆～要慢行。 8 ( －／／一）
圈比喻转变认识或想法：她的思想一时拐不

过弯儿来。＠圈拐角。
E拐弯抹角E gu凸iwiin-moji归＠沿着弯弯曲

曲的路走。＠形容路弯弯曲曲。＠形容说
话、写文章不直截了当。

E拐枣E gu凸iz凸0 IEl 权棋Czhlju ）。

E拐杖】 gu凸izhang 圈拐棍。

E拐子】＇ gu凸 i •zi 圈。恍子。＠拐1 ④。＠

〈口〉腿脚瘸的人。
E拐子Y guai·zi IEl 拐骗人口、财物的人。

、

guai c< X.1/J)

央 guai 时经忱十四卦的一个卦名。

应\Z , •. guai O 圃奇怪z ～事｜～相 i
l空（誉’旺）工笑 l～样儿。＠觉得奇怪z 大
惊小～。＠雷国责备；怨z 不能～他，只～我没
说清楚。。〈口〉画很；非常：～不好意思的｜
箱子提着～费劲的。＠圈妖怪g怪异的人或
事物z 鬼～｜京城一～。 0 CGuai）国姓。

E怪不得E guai·bu•de 0 画不能责备；别见
怪2 昨天下了那么大的雨，他没有赶到，也～
他。＠圆表示明白了原因，对某种情况就不
再觉得奇怪：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这么闷

热。
E怪才E guaicai 圈才能奇特怪异、跟一般人不

同的人z 计算机～｜音乐～。
E怪诞E guaidan E国荒诞离奇；古怪z ～不经

（不经：不合常理）｜关于外星人的～传说。
E怪道J guai•dao ＜方〉圈怪不得；难怪z 她是
我过去的学生，～觉得眼熟。

E怪话J guaihua IEJ 怪诞的话，也指元原则的
牢骚或议论z ～连篇｜不要背后说～。

E怪满E guaijue ＜书）~怪异荒诞。
E怪里怪气E guai • liguaiqi E园状态词。（形状、
装束、声音等）奇特，跟一般的不同（含贬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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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上的媒婆总是那么～的。
E怪模怪样】 guaimu-guaiyang （～儿的）形态
奇怪＝她这身打扮土不土，洋不洋，～的U

E怪癖J guaipl 圈古怪的癖好。

E怪僻E guaipi 圃古怪：性情～。

E怪圈E guaiquan 圈指难以摆脱的某种怪现

象（多指恶性循环的）：有些地区总跳不出“越
穷越多生孩子，越多生孩子越穷”的～。

E怪声怪调】 guaish岳ng guaidiao 怪声怪气。

E怪声怪气E guaish岳ng-guaiqi （～的）（说话、

唱歌等）声音、语气或腔调古怪难听。也说怪
声怪调。

E怪事E guaishi 圈奇怪的事情g 咄咄～。

E怪胎E guaitai ~发育不正常、形状怪异的胎
儿，多用于比喻。

E怪味JLl guaiweir 圈＠不正常的味道或气

味JL：饭菜有了～，不能吃了。＠不同于平常
的味道g ～鸡｜～豆。

E怪物E guai•wu 圈＠神话中奇形怪状的妖

魔，泛指奇异的东西。＠称性情非常古怪的
人。

E怪相E guaixiang ~ O 怪异的相貌g 长着一

副～。＠滑稽的面部表情＝出～｜做～。
E怪象E guaixiang 圈不正常的现象z 社会～。

E怪异E guaiyi O 圈奇异＝行为～｜～的声音

引起了我的警觉。＠巨型奇异反常的现象z ～

丛生。
E怪怨E guaiyuan 圈责怪埋怨g 自己没搞好，

不要～别人。

E怪罪E guaizui 圈责备z埋怨z 这事不要～他｜

要是上面～下来怎么办？

I guan （以弓）

关 guan O 酬开着的物
（阔、立国）体合拢z ～窗户｜把抽屉～

上。＠画自使机器等停止运转3使电气装置

结束工作状态＝～机｜～灯l～电视。＠自由放
在里面不让出来：鸟儿～在笼子里 l监狱是～

犯人的。＠医国（企业等）倒闭s歇业．有一年，
镇上～了好几家店铺。＠圈古代在交通险

要或边境出入的地方设置的守卫处所＝～口｜

～防｜山海～｜嘉峪～。不让残次品混过～去。
＠城门外附近的地区z 城～｜北～｜～厢。＠
门问 z 门插～儿｜斩～落锁。＠画货物出口和

进口查验收税的地方＝海～ l～税。－~比
喻重要的转折点或不容易度过的→段时间z

难～｜只要突破这一～，就好办了。＠起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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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作用的部分·机～｜～节｜～键。＠［范牵

连；关系．至～重要 i 此事与他无～ J ～你什么
事？＠国发放或领取（工资）：～饷。＠
(Guan）圈姓。

E关爱l guan ’。i ［到关怀爱护z ～他人。
【关隘l guan’。i （书〉圈险要的关口。
E关碍l gua门’ ai 圈妨碍；阻碍2 这次事故对公
司信誉大有～。

E关闭l guanbi 匾。关①：门窗都紧紧～着〈〉
～机场。＠企业、商店、学校等歇业或停办 2
～了几家污染严重的工厂。

E关东l Guandong 固指山海关以东一带地

区，泛指东北各省z 闯～。
E关东糖E guandongtang 圈一种麦芽糖，用

麦芽和米或杂粮制成，白色或带黄色。因最初

在关东地区生产而得名。

E关防l guonfang 咽。防止泄露机密的措

施z ～严密。＠旧时政府机关或军队用的印
信，多为长方形。＠〈书〉有驻军防守的关口

要塞。

E关乎E guanhu 圈关系到；涉及＝调整物价是

～人民生活的大事。
三三三 E关怀E guanhuai [ij)JJ ＜上对下）关心z ～备至｜

矗主 亲切～｜～青年人的成长。
室主雪 E关权ll guan;;jl 画＠使机器等停止工作。＠

指影视片等拍摄工作结束：该片预计5 月上旬
~ 。

E关键l guanjian O I富门 I习或功能类似门问

的东西。＠［萄比喻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对

事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摸清情况是解决问题
的～｜办好学校～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朋

最关紧要的：～问题l～时刻。
E关键词】 guanjianci 阁。指能体现一篇文

章或－部著作的中心概念的词语。＠指检索
资料时所查内容中必须有的词语。

E关节l guanjie r名，JO 骨头与骨头之间相连接
的地方，可以活动，如肩关节、膝关节。＠起

关键性作用的环节：这是问题～的所在｜认真

分析，找出～。＠指暗中行贿勾通官员的事·

打～｜暗通～。
E关节炎】 guanjieyan E 关节发炎的病。症
状是关节红肿疼痛，有时体温增高，严重的能
使关节变形或脱位。

E关紧E guanjTn ＜方〉［回要紧。

E关口l guankou f刽＠来往必须经过的处所：

把守～。＠关键地方；关头。
E天里E Guanli ~关内。
E关联］（关连） guanlian E量事物相互之间发生

牵连和影响2 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互相～互

相依存的｜这可是～着生命安全的大事。
E关联访j】 guanlianci 圈在语句中起关联作用

的词语。如“因为……所以……”、“一方
面·…··另一方面·…··勺‘总而言之”等。

E关门I guanmen O < -11←）巨型关上门，比喻
不愿容纳：～主义。 fl ( II ）阉指停业。＠

( II ）圃比喻把话说死，没有商量余地。＠

圈属性词。指最后的：～之作｜～弟子。

E关门E guanmen 圈关口上的门。

E关内E Guannei r割指山海关以西或嘉峪关以

东一带地区。
E关卡E guanqi凸圈。为收税或警备在交通要

道设立的检查站、岗哨。＠比喻人为设置的

困难或阻碍。

E关切E guanqie r动i 关心＝感谢各位对我的～ 1

对他的处境深表～。
E关塞】 guansai ~关口和要塞。

E关山】 guanshan I苞关口和山岳：～迢递（形

容路途遥远）。

E关涉l guanshe 画关联；牵涉：他与此案并无

~ 。

E关税】 guanshui E旦国家对进出口商品所征
收的税。

E关税壁垒】 guanshui bil岳l 指为限制外国某
些商品输入而采取的对其征收高额关税的措

施。
E关说】 guanshuo ＜书〉画代人陈说；从中给
人说好话。

E关头l guant6u I包起决定作用的时机或转折

点：紧要～｜危急～。
E关外】 Guanwai ［旬指山海关以东或嘉峪关

以两句甲带地区。

E关系】 guan· xi ＠圈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

豆影响的状态．正确处理科学技术普及和提高

的～｜这个电门跟那盏灯没有～。－~人和
人或人和事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拉～ 1
～户｜夫妻～！军民～｜社会～。＠圈对有关事

物的影H向或重要

有、有”连用）：这一点很有～｜没有～，f费理修

理照样儿能用 o 0 I孟泛指原因、条件等：由于

时间～，暂时谈到这里。 0~ 表明有某种组

织关系的证件：随身带上团的～。＠［盈关
联；牵涉：石油是～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

E关系户】 guan· xihu 圈指在工作或其他方面

有联系，彼此关照，给对方提供方便和好处的

单位或个人。

E关系网E guanxiw凸ng f8〕人或单位之间组成

的网状关系群体，特指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

利而形成的网状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E关衔】 guanxian 圈区别海关工作人员等级

的称号。如海关总监、海关副总监、关务监督、
关务督察、关务督办、关务员等。

E关厢】 guanxiang 圈城门外大街和附近的地
区。

E关饷l guan;; xi凸ng ［司军队发饷，泛指发工

资。也指领饷或领工资。
E关心l guanxin ［面（把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
重视和爱护z ～群众生活｜这是厂里的大事，希

望大家多～。
E关押l guanya rnPJ 把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关起

来，限制行动自由 2 ～犯人。

E关于E guanyu fill 引进关涉的对象：～扶贫
工作，上级已经做了指示｜他读了几本～政治经

济学的书｜今天在厂里开了一个会，是～环境保

护方面的。室主’（ 1 ）表示关涉，用“关于”不用
“对于”，如：关于织女星，民间有个美丽的传
说。指出对象，用“对于”不用“关于”，如：对于
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进行研究分析。兼有两种
情况的可以用“关于”，也可以用“对于”，如．关
于（对于）订立公约，大家都很赞成。（ 2 ）“关
于”有提示性质，用“关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可
以单独做文章的题目，如z 关于人生观｜关于
杂文。用“对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只有跟名词
组成偏正词组，才能做题目，如：对于提高教
学质量的几点意见。

E关张】 guan11 zhang [2l!JJ 指商店等停止营业或
倒闭。

E关照】 guanzhao ［量。关心照顾z 我走后，这
里的工作请你多多～。＠照应＝文章的结尾
要与前面相～。＠口头通知·你～食堂一声，

给开会的人留饭。
E关中l Guanzhang [El 指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E关注l guanzhu 巨型关心重视z 多蒙～｜这篇报

道引起了各界人士的～。
E关子】 guan·zi 圈小说、戏剧、评书情节中最
紧要、最吸引人的地方，比喻事情的关键。参
看 872 页［卖关子lo

现一日uan O 看z ～看｜～潮（观赏涨
（翻）如l走马～花｜坐井～夭。＠景象

或样子：奇～｜改～。＠对事物的认识或看

法＝乐～｜悲～｜世界～。
另见 483 页 guano

E观测l guance 画＠观察并测量；（天文、地理、

气象、方向等）：～风力。＠观察并测度（情
况） ：～敌情。

E见察E guancha 画画仔细察看（事物或现象） : 
～地形｜～动静l～问题。

E观察家E guanchaj ia [El 政治评论家。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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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报刊上重要政治评论文章作者的署名。
E观察哨E guanchashao ［组观察敌情的哨兵
或哨所。也叫隙望哨。

E观察所】 guanchasuo [El 军队作战时，为观察

战场而设置的场所，通常设在隐蔽而又视野开
阔的地点。

E观察员l guanchayuan 圈＠观察并报告情

况的人员。＠特指一个国家派遣的列席国际
会议的外交代表，依照国际惯例，观察员只有
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E观点E guandian 圈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

或采取的态度：政治～｜生物学～｜纯技术～。
E观风E guan11f岳ng 圈观察动静以相机行事或

告警；望风。
E观感E guangan 圈看到事物以后所产生的印

象和感想．代表们畅谈访问农村的～l就自己
～所及，写些通讯。

E观光E guanguang ［到参观外国或外地的景

物、建设等：～客｜有不少外宾前来桂林～｜他

陪同我们在上海各处～了一番。
E观光电梯E guanguang dianti 轿厢壁一侧或
多侧用透明材料做成，乘坐时可以观赏外面景
物的电梯。

E观光农业】 guanguang n6ngye 旅游农业。 主王三三

（＇｛见看l guankan 南特意地看；参观；观察z ～三三三
景物｜～动静｜～足球比赛。

E观览】 guanlan 圈＠观看：～画展｜报纸装订

成册，便于～。＠参观游览：～市容。

E观中Ll guanli i割（应邀）参观典礼z ～台｜国

庆～。
E观摩】 guanm6 圃观看学习，多指观看彼此

的成绩，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演出 l～教学。
E观念】 guannian 圈。思想意识：破除旧的

传统～。＠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
形象（有时指表象）。

E观念形态】 guannian xingtai 意识形态。
E观赏】 guanshang 啤观看欣赏z ～热带花

卉｜～杂技表演。

E观赏鱼】 guanshangyu 圈形状奇异，颜色美

丽，可供观赏的鱼，如金鱼和热带产的许多小
鱼。

E观赏植物】 guansh凸ng zhiwu 专门培植来供

观赏的植物，一般都有美丽的花或形态比较奇

异。

【观世音】 Guanshiyin [El 佛教菩萨之一，佛教

徒认为是救苦救难之神。唐代避唐太宗李世
民讳改称观音。也叫观自在、观音大士。

E观望E guanwang l到＠怀着犹豫的心情观

看事物的发展变化z 徘徊～｜他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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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张望：四下～。
E观象台E guanxiangt6i 圈观测天文、气象、地
磁、地震等现象的机构，按其任务的不同，现已
分别采用天文台、气象台、地磁台、地震台等名
称。

E观音】 Guanyln 圈观世音。

E观音大士E Guanylndashi 圈观世音。

E观音粉J guanylnf前圈观音士。

E观音土J guanylnt心 IEl 一种白色的翁土。

E观瞻】 guanzhan O ＜书＞ I量观看；瞻望。＠
圈具体的景象和景象给人的印象；外观和对

外观发生的反应：以壮～｜有碍～。

E观战E guanzhan 圈。从旁观看战争、战斗．
自己不参加。＠指体育比赛时从旁观看助

兴。
E观照J guanzhao 圆原为美学术语，现也指仔
细观察，审视：～传统文化｜～现实，正视生活。

E观止］ guanzhT ＜书〉圈看到这里就可以不再

看别的了，称赞所看到的事物好到极点：叹为

～。参看 1270 页【叹为观止 l 0 

E观众】 guanzhong 圈看表演、比赛或看电影、

电视的人z 演出结束，～起立鼓掌｜电视～。
E观自在E Guanzizai 圈观世音。

会（＞ 川 guan 见下。
....-u （揄）另见 858 页 luno
E纶巾】 guanjln 圈古代配有青丝带的头巾目

羽扇～。

官1 guan 0 IEl 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
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员｜

武～｜做～｜外交～｜～复原职。＠指属于政府
的或公家的＝～印 1～办｜～费。＠公共的g公
用的：～道i～话。。（Guan）圈姓。

官2 guan 器官z 五～｜感～

E官办J guanban E回属性词。政府开办或经营
的：～企业。

E宫报私仇J guanbao-slch6u 公报私仇。

E官本位E guanb品nwei 圈指以官职及其权力
作为标准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能力的价值观
念。

E官兵】 guanbing 圈＠军官和士兵z 正确处
理～关系。＠旧时指政府的军队。

E官差】 guanchai 圈。官府的公务：出～。
＠官府的差役。

E官场E guanch凸ng IEl 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

围（多含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
轧等特点〉。

E宫f自~J guand凸0 0 圈党政机关或其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儿）圈

指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的党政机关或其工作人

员。
E官邸】 guandT 画由公家提供的高级官员的

住所（区别于“私邸”）：首相～O

E官方】 guanfang 固政府方面：～消息｜～人

士｜～评论｜他的发言不代表～。
E官费】 guanfei 圈旧时指由政府供给的费用：

～生｜～留学。
E官府E guanf心圈。旧时稍咛7政机关，特指地

方上的。＠旧时称封建官吏。
E官官相护】 guanguan-x ianghu 当官的人相

互包庇、袒护。也说官官相卫。
E官官相卫】 guanguan-xiangwei 官官相护。

E官话E guanhua IEJ 0 普通话的旧称。作为
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北方话也统称官
话。＠官腔。

E官宦E guanhuan ＜书〉圈泛指做官的人2 ～

人家。
E官家E guanjia 圈＠指官府或朝廷。＠古代

对皇帝的称呼。＠旧时称官吏。
E官价E guanj ia IEJ 指政府规定的价格。

E官阶E guanji岳圈官员的等级。

E官爵J guanjue 圈官职爵位。

E官吏］ guanli IEJ 旧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

E官僚J guanli6o 画＠官吏。＠指官僚主义：

耍～。

E官僚主义E guanli6o zh心yi 指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

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E官僚资本】 guanli6o zib副官僚资产阶级所

拥有的资本。
E官僚资本主义E guanli6o zib前泊的i 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

E官僚资产阶级］ guanli6o zichan ji岳Ji 半封建
半殖民地国家里，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势

力，掌握国家政权，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买办

性的资产阶级。

E官了】 guanli凸o 画公了。

E官媒E guanmei 圈官方办的或具有官方认证

背景的媒体。

E官迷E guanmi 圈指一心想做官的人。
E官名】 guanming 圈。旧时称在乳名以外起

的正式名字。＠官衔。
E官自131 guanneng 圈机体器官的功能，例如视

觉是眼睛的官能。
E官能团E guannengtuan 画有机化合物分子

中能够决定化合物主要化学性质的原子或原

子团。如双键、三键、起基、竣基等。也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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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严或正大的样子。

E冠〉心病】 guanxlnbing 圈冠状动脉性心脏
病，因冠状动脉硬化、供血不足等引起。症状
是心绞痛、心律失常、胸闷、憋气等，严重时发
生心肌梗死。

E冠状动岛主l guanzhuang-dongmai 供给心脏

血液的动脉，起于主动脉，分左右两条，环绕在
心脏的表面，形状像王冠。（图见 1453 页“人
的，心”）

C远子E guan·zi 画鸟类头上红色的肉质突起：

鸡～。
矜仰n ＜书〉＠同“擂，。＠同“冻”。

另见 677 页 jTn;1058 页 qi门。

主宰 guan 古书上指水葱一类的植物。
:::ru 另见 481 页 guan; 1348 页 wan 。
信 guan C~JL)O 农村中专管饲养某些家

畜的人员：羊～儿｜猪～儿。＠旧时某些行
业中被雇用专做某种活计的人z 堂～！L I 磨～儿
（磨面的人）。

寇 guan 固有机化合物，针状晶体，浅黄
色，可看作是六个苯环组成的环峰。

棺 guan 棺材：～木｜盖～悦。

Z棺材】 guan· cai 圈装残死者的东西，一般用主主
木材制成。 雪主三

E棺材瓢子E guan•cai rang· zi 〈口〉称年老体＝二二

弱快要死的人（含诅咒或厌恶意）。

E棺丰享E guanguo 函棺和棒，泛指棺材。
E棺木l guanmu 圈棺材。

、I重旨 guan 〈书〉病s痛苦2 恫Ctong）～在抱0
3飞
AIJJI ，.~ guan 无妻或丧妻的z ～寡孤独｜
彭~（棘）～居。
E鲸夫E guanfu 圈元委或丧妻的人。

E鲸寡孤独E guan-gu也.9o-du 泛指没有或丧失
劳动力而又无依无靠的人。

团。

E官气E guanqi 画官僚主义的作风：～十足。
E官腔E guonqiong 圈旧时称官场中的门面

话，今指利用规章、手续等来敷衍推托或责备

的话：打～。
E官人E guonren lEJ 0 ＜书〉有官职的人。＠
对一般男子的尊称（多见于早期白话，下同）。
＠妻子称呼丈夫。

E’宫纱】 guansha t割浙江杭州、绍兴一带产的
一种丝织品，经线用生丝，纬线用熟丝织成，质
薄而轻，可做夏衣。旧时多贡内廷，所以叫官

纱
E官商E guanshang 圈＠旧时指官办商业，也
指从事这种商、！Jr的人。＠现指有官僚作风的

国有商业部门或这些部门的人员。

E官书l guanshu !Bl 旧时由官方编修或刊行的
书。

E官署E guansh心〈书〉圈官厅。
E官司E guan·si I直指诉讼z 打～0笔墨～（书
面上的争辩）。

E官厅l guantlng I望旧时称政府机关。
E官网l gl』凸nw凸ng !Bl 官方办的网站，也指正

式得到授权的网站。
E官位E guonwei IEJ 官员的职位g官职。

E官衔E guanxian ＠自官员的职位名称。
E官样文章l guanyang wenzhang 徒具形式、
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

E官瘾E guonyTn IEJ 当官的欲望、兴趣（含贬

义）：有～｜过把～。
E官员E guiinyuan IEJ 经过任命的、担任一定职
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外交～ 1地方～｜～问责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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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官佐l guanzu凸圈 l日时指军官。
红~ guan O 帽子，古代指礼帽或较庄重场
｝~ 合戴的帽子：皇～｜桂～｜衣～整齐｜怒发

冲～。＠形状像帽子或在顶上的东西z 鸡～｜
树～。 f) (Guan）圈姓。

另见 483 页 guan"

E冠盖E guangai 圈古代官吏的帽子和车盖，

借指官吏z ～相望 l～云集。
E冠冕l guanmian O 圈古代帝王、官员戴的
帽子。＠圃冠冕堂皇；体面②：尽说些～话

有什么用？
E冠冕堂皇】 guanmian拍nghuang 形容表面

v I/ 

guan （《义与）

主主 guan 东莞＜Donggu凸时，地名，在广东0
7日另见 481 页 guan; 1348 页 w胁。
馆 guan O 招待宾客居住

（馆、销）的房屋宾～｜旅～｜～舍i
楼堂～所。＠→个国家在另一国家办理外交
的人员常驻的处所z 使～｜领事～。＠（～儿）
某些服务性商店的名称：理发～｜照相～｜饭
～儿。＠收藏陈列文献、文物或进行文体等活
动的场所：博物～｜天文～｜文化～｜图书～｜展
览～｜体育～。＠旧时指塾师教书的地方z 坐



主主

482 guan ｜馆琼辖笼宿管

～｜家～o
E馆藏E guancang O 画图书馆、博物馆等收

藏z ～中外书刊七十万册。＠固图书馆、博
物馆等收藏的图书、器物等。

E馆子】 guan•zi I雪卖酒饭的店铺z 下～ i 吃～
（到馆子里吃东西）。

瑶 guan 古代乐器，用玉制成，六孔，翩。

辖 L书〉包在大车毅
（韩、 1馆）头上的铁套。

在主 guan ＠见 482 页“管”。 8 CGuan）圈
y百姓。

后 gu/Jn 〈书〉＠疲劳。＠病。

存在 guan O c～儿）圈管
世宫d W凭） 子： 钢～｜竹～｜水～｜气
～儿。＠吹奏的乐器：黑～｜～弦乐。＠形状

像管的电器件：电子～｜晶体～。＠置用于

细长圆筒形的东西：一～毛笔｜两～牙膏。＠

圈管理；看管；照管z ～账｜～图书！谁～仓

库？｜她能同时～十台机器｜老人病了不能没人
～。＠圈管辖＝这个省～着几十个县。＠画

管束教导：～孩子。＠圃担任（工作）：我～

宣传，你～文体。。画过问：～闲事｜这事我
们不能不～。＠画保证；负责供给z ～保｜不
好～换｜～吃～住。 4D fill a）作用跟“把”相近，
专跟“叫”配合＝他长得又矮又胖，大家都～他
叫小胖子。 b）（方〉作用跟“向”相近2 ～他借

钱｜～我要东西。＠〈方〉画不管；无论·～他
是谁，该批评就得批评。＠〈方〉圈关涉；牵
涉z 他不愿来，～我什么事？ 4D C Gu凸n ）圈

姓。
E管保E gu凸nb凸o 画完全有把握z保证：～有

效｜水和肥足了，～能多打粮食。
E管材】 guancai 圈管状的材料，如钢管、陶管
等。

E管道E gu凸ndao 圈＠用金属或其他材料制

成的管子，用来输送或排除流体（如水蒸气、天
然气、石油、水等）。＠途径；渠道②2 协商～
中断。

E管道运输E gu凸ndao yunshu 一种运输方式，

使用大型管道输送石油、天然气和某些固体
（如煤）浆料等。密闭性好，成本低，运量大，适
用于单向的远距离连续输送。

E管段E guanduan 圈分段管理的地段：这一

～的治安状况良好。
E管风琴E guanfengqin [jS] 键盘乐器，用几组

音高不同的管子构成，由风箱压缩空气通过管
子而发出声音。

E管护l guanhu 画管理保护，使不受损害z 采

取有效措施，～好森林资源。

E管家E gu凸njia 圈＠旧时称呼为地主、官僚

等管理家产和日常事务的地位较高的仆人z
女～。＠现在指为集体管理财物或日常生活
的人：大家都说食堂管理员是群众的好～。

E管家婆】 guanjiap6 圈＠旧时称呼为地主、

官僚等管理家务的地位较高的女仆。＠主
妇。

E管见l Ql』凸njian 国谦辞，浅陋的见识（像从管

子里看东西，看到的范围很小）：略陈～O
E管教I Ql』凸njiao ＜方〉画管保。

E管教l' gu凸njiao O 圈约束教导：严加～。

＠圈管和j并教育z ～所｜解除～。＠圈指负
责管制、教育的人员。

E管界E gu凸njie 圈。管辖的地区z 马路那边

不属我派出所的～。＠管辖地区的边界。
E管井E gu凸njing 函用机械开凿、装上钢管或

铸铁管等而通到深层地下水的井。

E管控E guankong 画管理控制：管制 z 严加～。

E管窥】 guankuT ＜书〉圈从管子里看东西，比

喻所见片面：～所及。

E管窥蠢测E guankuT-lice 从竹管里看天，用瓢

来量海水，比喻眼光狭窄，见坝、短浅。
E管理E guanll 圈＠负责某项工作使顺利进
行：～财务｜～国家大事。＠保管和料理z ～

图书｜公园～处。＠照管并约束（人或动物） : 
～罪犯｜～牲口。

E管片】 guanpian c～儿）圈分片管理的地段z

雨季前本～的房屋检修工作已全部完成。
E管区E guanqu 圈管辖的区域。

E管事E gu凸nshi 0 ( －／／一）画负责管理事务。
＠（～儿） ( --fl一）圈管用：这个药很～儿，保你

吃了见好。 OIEI 旧时称在企业单位或有钱人
家里管总务的人。

E管束】 gu凸nshu 圃加以约束，使不越轨2 严

力口～O

E管辖E gu凸nxi6 画管理；统辖（人员、事务、区

域、案件等）：～范围｜直辖市由国务院直接～。
E管弦乐l guanxianyue 圈用管乐器、弦乐器

和打击乐器配合演奏的音乐。
E管线E guanxian IEJ 各种管道和电线、电缆等
的合称2 铺设～。

E管押E guanya [lllj] 临时拘押。

E管涌】 Ql」凸nyong 圈堤坝渗水严重时，细沙

随7j(带出，形成孔穴而集中涌水，叫作管涌。
管涌会引起堤坝下陷，出现溃口，使洪水泛

滥。
E管用l guan;;yong 圈有效；起作用z 这种眼



管鳝 ffi 卵观贯冠攒滔惯 I guan guan I 将3 I 

药水儿挺～｜学普通话光听不～，必须常讲多练。
E管乐器E guanyueqi IE 指由于管中空气振动
而发音的乐器，如筒、王膏、号等。

E管制E guanzhi ［到＠强制管理2 ～灯火｜交通
～。＠对犯罪分子不进行关押但施行强制管

束、限制其一定行动自由的刑罚，是我国刑法
规定的一种主刑。

E管中窥豹l guanzhong-kulbao 通过竹管的小

孔来看豹，只看到豹身上的一块斑纹（语出《世
说新语·方正》）。比喻只见到事物的一小部
分。有时跟“可见一斑”连用，比喻从观察到的
部分，可以推测全貌。

E管子l guan·zi 圈圆而细长中间空的东西：自
来水～。

E管自E guanzi ＜方〉圃＠径自 z 他水也没喝
一口，～回家去了。＠只管；只顾z 让他们去
商量吧，我们～干。

A怯 ι~ guan 圈鱼，身体圆筒形，长
贾职责管） 30 60 厘米，银白色，鳞小，吃小
鱼和浮游生物等。生活在淡水中。

guan （《义与）

岳阳n 0 ＜书〉同啧”①一⑤。＠
CGuan）圈姓。yµ guon ＜书〉形容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
子。

观一 guan 圈。道教的庙宇：道～ l
见（戳） 白云～。 8 CGuan）姓。

另见 479 页 guano

主G _ quan O 穿；贯通z 如雷～耳！学

员（贯）工古今。＠连贯2 鱼～而入｜累累
如～珠。＠画旧时的制钱，用绳子穿上，每一

千个叫→贯z 万～家私。＠世代居住的地方z

籍～｜乡～。＠〈书〉事例；成例：一仍旧～。
Cl) CGuan）圈姓。

E贯彻E guanche ［司彻底实现或体现（方针、政

策、精神、方法等）：～始终｜～中央的指示精

神。

E贯穿E guanchuan 圈＠穿过；连通·这条公
路～本省十几个县。＠贯串①2 团结协作的
精神～在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

E贯串l guanchuan 圈＠从头到尾穿过一个

或一系列事物z 这部小说的各篇各章都～着一
个基本主题。＠连贯z 这篇文章前后的意思

～不起来。

E贯口l guanlφu 圈曲艺表演中的一种技巧，
以很快的速度歌唱、背诵。吕词或连续叙述许多

事物。一般在不换气或不明显地换气的情况
下进行。

E贯通E guantong 圃＠（学术、思想等方面）全

部透彻地了解2 融会～｜～中西医学。＠连

接；沟通：上下～ i 武汉长江大桥修成后，京广
铁路就全线～了。

E贯注］ guanzhu 圈＠（精神、精力）集中 g 把

精力～在工作上｜他全神～地听着。＠（语意、
语气）连贯；贯穿＝这两句是一气～下来的。

仨王三 guan O ＜书〉把帽子戴在头上（古代男
儿主缸子二十岁举行冠礼，表示已成年）：未～

（不到二十岁）。＠画在前面加上某种名号或
文字．县名前～上省名。＠居第一位：～军｜
名～全球。＠指冠军＝夺～｜三连～〔连续三次

获得冠军〉。 8 CGuan）圈姓。

另见 481 页 guano

E冠军E guanjun IE 体育运动等竞赛中的第一

名。
E冠军赛E guanjunsai ~锦标赛。
E冠名】 guan;; ming ［到在某种事物前面加上
某个名号。

E冠名权E guanmingquan 圈在某种事物前面

加上自己名号的权利＝一家知名企业取得本次二三三
赛事的～。 妻霎三

E冠县E Guan Xian IE 地名，在山东。 专三三三

岳卧 ，且 guan ＜方〉圈＠扔呻z ～手榴
f员（提）弹｜把棉袄～在床上。＠握住东西
的一端而摔另一端z ～稻。＠跌；使跌z 他～
了一跤 I iJ、张抱住他的腰，又把他～倒了。

E攒跤】 guan;;jiao ＜方〉画摔跤。

E攒纱帽l guon shamao ＜方〉指因气愤或不
满而辞职。

泊 guan ＜书〉沸。

,f.E岳，… guan 圈＠习以为常，积久成

员（憬） tt：习惯．我劳动～了，不干活儿就
不舒服。＠纵容（子女等）养成不良习惯或作
风：娇生～养｜不能～着孩子。

E陵常】 guanchang O 圈属性词。习以为常

的；成了习4惯的2 从那～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

是个熟练的水手。＠圄经常z ～出门的人，知

道旅途上的许多不便。＠［苞平常；平时．他恢
复了～的镇定。

E惯犯E guanfan 函经常犯罪而屡教不改的罪

1日。
E惯匪】 guonf副圈经常抢劫、行凶的匪徒。

E惯技E guanji 圈经常使用的手段（含贬义） 0

E惯家E guanjia 圈指惯于做某种事情的人s老

手（多含贬义）。



｜彷4 I guan - guang I 惯裸盟灌璀熔鹤罐光

E惯例E guanli 圈＠一向的做法；常规z 打破

～｜因循～｜国际～。＠司法上指法律没有明

文规定，但过去曾经施行、可以仿照办理的做
法或事实。

E惯窃E guanqie 画惯偷。

E惯偷l guantou 画经常盗窃的人。
E惯由 guanxing 圈物体保持自身原有运动

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如行驶的机车刹车后

不马上停止前进，静止的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
不变位置，都是由于惯性的作用。

E惯用E guanyong 圈惯于使用；经常运用：～

语｜～伎俩。
E惯用语】 guanyongy心圈熟语的一种，常以
口语色彩较浓的固定词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
思，多用其比喻意义，如“开夜车、扯后腿、卖关
子”等。

E惯于E guanyu 圈对于某种情况习以为常z

渔村里的人都～海上生活。
E惯赈U guanzei 圈惯偷。

E惯纵l guanzong ~娇惯纵容z 对孩子可不

能～。

裸 guan 古代酌酒制的祭礼。

盟 guan ＜书〉＠洗（子、脸）：～洗。时
手洗脸用的器皿O

E盟漱E guanshu ~洗脸漱口 g ～室。

E盟洗l guanxi ~洗手洗脸z ～室｜～用具。

灌 guan O 圈浇灌溉： ~~I引水～叫
麦地里～水。＠圈倒进去或装进去（多

指液体、气体或颗粒状物体）：～了一瓶热水｜
风雪呼呼地～进门来｜那响亮的声音直往他耳
朵里～。 8 [§ti] 强制别人喝：～药｜～酒。＠

画画指录音＝～唱片。 8 CGuan）圈姓。
E灌肠E guan11 chang 圈为了清洗肠道、治疗
疾病等扣k、液体药物等从旺门灌到肠内。

E灌肠E guan•chang ~食品，原来是用肠衣塞
肉末和淀粉，现在多用淀粉制成，吃时切成片，

用油煎熟，放上蒜汁等。
E灌顶E guanding 画佛教的一种仪式，凡弟子
入门或继承阁梨位的，须先经师父用水或眼酬
灌洒头顶。

E灌溉E guangai [§ti] 把水输送到田地里z ～渠｜

～农田。
E灌浆E guan11 i iang 咽。为了使建筑物坚固，
把灰浆浇灌到砌起来的砖块或石块之间的空

隙中。＠谷类作物开花受精后，茎、叶的营养
物质输送到籽实里去。胚乳逐渐发育成浆液
状。＠通常指痛彦中的液体变成版，多见于
天花或接种的牛症。

E灌篮E guan;;lan 圈在篮板前快速跃起，把篮
球用力向下投入篮阁。

E灌录E guanlu 圈录和tl（唱片、磁带）。
E灌米汤】 guan mi•tang 比喻用甜言蜜语奉承
人、迷惑人。

E灌木E guanmu 圈矮小而丛生，没有明显主

干的木本植物，如荆、玫瑰、莱莉等。
E灌区l guanqu IE 指某一水利灌溉工程的受
益区域：韶山～。

E灌输E guanshu 画＠把流水引导到需要水

的地方。＠输送（思想、知识等）：～爱国主义
思想 l～文化科学知识。

E灌水l guan;;shui 圈给田地浇水或向容器等

里面注水，借指在互联网上发表没有实际内容
的帖子。

E灌音】 guan;;yln 圈录音。

E灌制】 guanzhi ~用录音设备录制g ～唱片｜

～教学磁带。

E灌注E guanzhu 圃浇进；注入：把铁水～到砂

型里，凝固后就成了铸件。她把心血全都～在
孩子的身上。

E灌装E guanzhuang 圈把液体、气体、粉末、颗
粒等装入容器里。

璀灿古书上指一种玉。
』＇~茵 guan O 古代祭祀用的火炬。＠〈书〉报
户R 警的烽火：～烽未熄。
苗I句品中 guan ~雪鸟，外形像白鹤，嘴长而
鹤（榻）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生活
在水边，吃鱼、虾等。种类很多，如白鹤、黑鹤。

罐 guan 圈＠（～儿）罐
（祷罐、 1馈） 二：瓦～｜水～儿｜煤气

～。＠煤矿装煤用的斗车。
E罐车E guanch岳圈主要用来装运液体物品的

专用货车，车体通常有一个圆筒形的罐子。
E罐笼E guan16ng 圈矿井里的升降机，用于运

送人员、矿石、材料等。

E罐头E guan•tou 圈＠〈方〉罐子。＠指罐头
食品，是加工后装在密封的铁皮罐子或玻璃瓶
里的食品，可以存放较长的时间。

E罐子E guan•zi 固盛流体、谷物等的器皿，一
般口较大，过去多为陶瓷器，现在也有用金属、

塑料等制成的2 空～｜两～水。

guang c 《义尤）

主IL guang O 画通常指照在物体上，使人
...I l.J 能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如太阳光、灯光、
月光，以及看不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等。也叫



光波、光线。＠景物：风～ l 春～明媚。＠光
彩g荣誉：～荣｜增～。＠指好处沾～｜叨～！
借～。＠敬辞，表示光荣．用于对方来I临 g ～

l监｜～顾。＠光大；使显耀2 ～前裕后｜～宗耀

祖。＠明亮z ～明｜～泽。＠回光滑，光溜：
磨～l这种纸很～。。回一点儿不剩；全没有
了；完了z 精～｜用～ l把敌人消灭～。＠［到

（身体）露着：～膀子｜～着身子。＠圆只；单：
任务这么重，～靠你们两个人恐怕不行。＠

CGuong）圈姓。

E光斑l guangbon IEl 太阳表面上特别明亮的
斑状物，是太阳活动比较剧烈的部分。

E光板JL] guongbanr 圈＠磨掉了毛的皮衣服
或皮褥子。＠指没有牵Lt花纹和字的铜圈。

E光笔E guiingbi IEl 计算机的一种输入装置，

与显示器配合使用。对光敏感，外形像笔，多
用传输线与主机相连。用光笔可以在屏幕上
进行绘图、写字等操作。

E光标E guiingbiiio IEl 在计算机显示器屏幕上

指示当前操作位置的标志。是由若干光点组

成的符号，常见的有“｜、民、中、φ、I”等。
C毛波】 guiingbii 圈光①。因为光是电磁波的
→种，所以叫光波。

εt彩］（光采） guongcai O 晦颜色和光泽；光

辉：大放～｜橱窗里面摆着～夺目的各色丝绸。
＠圈光荣：他被评上杰出青年，全厂都很～。

U臼二照人】 guongc凸i-zhaoren 形容人或事物

十分美好，或艺术成就辉煌，令人注目、敬仰。
lJ't灿灿］ guongcancan C～的）圃状态词。形

容光亮耀眼z ～的太阳。

E光赤】 guiingchi 圈（身体）露着：～着身子。

E光宠】 guangchong ＜书） IEl （赐给的）荣耀或
恩惠。

E光大J guiingda [§lj] 使显赫盛大2 ～门据｜发
扬～。

E光刀］ guongdoo 圈指激光刀、伽马刀等。
E光导纤维］ guongd凸o-xianwei →种能够导光

的纤维。用玻璃或塑料制成。光线在纤维中
可以反复折射，弯曲传导，并能改变像的形状。
用于医疗器械、电子光学仪器、光通信线路等
方面。简称光纤。

E光电池E guangdianchi 圈利用光的照射产

生电能的器件，用光电效应强的物质如牺、氧
化铜等制成。

E光电子E guongdianzl 圈物质受光照射时发
射的电子。

E光雕E guongdioo 画一种使用光电，配合玻
璃灯饰，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

lJ't碟］ guongdie 圈光盘。

主 I guong I 箱s I 

lJ't度】 guongdu I组天文学上指天体的发光能

力。由亮到暗可把恒星分为 7 级，即超巨星、
亮巨星、F星、亚巨星、矮星、亚矮星、自矮星u

E光风雾月E guongf岳ng-jiyue 雨过天晴时风清

月明的景象，比喻开阔的胸襟和坦白的心地，
也比喻太平清明的政治局面。也说雾月光风。

lJ't伏效应］ gL』ongfu xiaoying 非均匀半导体

（如 PN结）在一定波长的光照射下产生电势
差或电动势的效应。利用光伏效应可以制造
光电池等。

lJ't复J guongfu 国恢复（已亡的国家刘收回

（失去的领土） ：～旧物 J～河山。
E光杆JL] guongganr 圈。指花叶尽落的草木

或没有叶子衬托的花朵z 高粱被雹子打得成了

～｜～牡丹。＠比喻孤独的人或失去群众、没

有助手的领导＝他家只剩下他一个～｜～司令。
lJ'tm页J guanggu 圈敬辞，称客人来到，商家多

用来欢迎顾客：欢迎～本店。
ε℃怪陆离E guongguai-luli 形容现象奇异、色

彩繁杂。
E光棍E guanggun 圈＠地痞；流氓。＠〈方〉

指识时务的人：～不吃眼前亏。

酌仨棍Jt) guonggunr IEl 没有妻子的成年人g单

身汉 z 打～o

E光合作用l guonghe-zL』oyong 光化学反应的

一类，如绿色植物的叶绿素在光的照射下把水
和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质并放出氧气的过程。

lJ't华】 guonghu6 圆明亮的光辉2 日月～。

lJ't滑E guonghu6 ~回物体表面平滑；不粗糙2
皮肤～｜大理石的桌面很～。

lJ't化学反应E guonghuaxue-fanying 物质由

于光的照射而产生化学反应，包括光合作用和
光解作用两类。也叫光化作用。

E光化学烟雾］ guonghuaxu各而nw：』烟雳的一

神，是废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和碳氢化合物经紫
外线照射起化学反应形成的。光化学烟雾危
害人的健康和动植物的生长。

E光化作用］ guonghua-zuoy。ng 光化学反应。

E光环】 guanghu6n IEl O 某些行星周围明亮
的环状物，由冰和铁等构成，如土星、天王星等
都有数量不等的光环。＠发光的环子z 霓虹
灯组成了象征奥运会的五彩～。＠特指神像
或圣像头部周围的环形光辉；灵光②。＠比

喻荣誉z 冠军～｜明星～｜摆脱父辈的～。
lJ't辉］ guonghul O 圈问烁耀眼的光z 太阳

的～0毛泽东思想的～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

路。 4l> ~光明；灿烂：～前程。雷锋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lJ't火E guong;;huo ＜方〉｛到发怒z恼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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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焦度J guangj iaodu 圈透镜焦距的倒数。

规定凸透镜的光焦度为正，凹透镜的光焦度为
负。

C毛洁】 guangji自圆光亮而洁净：在灯光照耀
下，平滑的大理石地面显得格外～。

E光洁度E guangj iedu IEJ 粗糙度的旧称。
E光解作用E guangj ie-zu的。ng 光化学反应的

一类，物质由于光的作用而分解的过程。如照
相材料在可见光的照射下感光，腆化氢在紫外

线的照射下分解成氢和殃。
E光景E guangjing O 圈风光景物：好一派草

原～。＠［每境况；状况；情景：他家的～还不

辛苦｜我们俩初次见面的～，我还记得很清楚。＠
圈表示大约的时间或数量（用在表时间或数

量的词语后面）：半夜～起了风i里面有十几个

小孩子，大都只有五六岁～。＠〈方〉圃看样
子，表示推测·今天大闷热，～是要下雨。

[7't控J guang kong llliJ 属性词。用光控制的目

～开关｜路灯～器。
[7't缆E gL』anglan 圈由许多根经过技术处理

的光导纤维组合而成的线缆，用来传输光信
号。

三肮亮J guangliang O llliJ 明亮～的窗子｜这
套家具油漆得挺～。＠圈亮光：山洞里一

点儿～也没有。
E光量子E guangliongzi 圈光子。

[7't疗E guangli6o 圈物理疗法的一种，利用可

见光或红外线、紫外线、激光等治疗疾病。
[7't临E guanglin ~敬辞，称宾客来到：敬请
～1欢迎～指导。

[7't溜E guang•liu 〈口〉庄园光滑；滑溜：鹅卵石

的表面很～o
[7't溜溜】 guangliuliu C～的）圃状态词。＠

形容光滑的样子：她走在～的冰上有点儿害

怕。＠形容地面、物体、身体上没有遮盖的样
子z 院子里种上点儿花儿，省得～的不好看｜孩子

们脱得～的在河里洗澡。
[7't芒E guangm6ng 圈向四面放射的强烈光

线z ～万丈｜～四射。
[7't明l guangming 0 圈亮光：黑暗中闪出

一线～。＠圆明亮：这条街上的路灯，一个个
都像通体～的水晶球。＠圈正义的或有希望

的2 ～大道｜前途～。＠圈（胸襟）坦白，没有
私心z ～正大｜～磊落｜心地～。

[7't明磊落E guangming l部luo 形容胸怀坦白，

没有私心。
E光明正大E guangming-zhengda 形容襟怀坦

臼，行为正派。也说正大光明。
ε恼~l guangneng 圈光所具有的能。

[7't年］ guangni6n III 天文学上的一种距离单

位，符号 1.孔。光在真空中 1 年内走过的路程
为 1 光年，约等于 94 605 亿千米。

E光盘I guangp6n 圈用激光束记录和读取信

息的圆盘形存储载体，分为可擦写型、一写多
读型和只读型三类。也叫光碟。

E光盘】＇ guangp6n 画吃光盘子中的食物z ～

行动！孩子食欲好，顿顿都～。
E光盘刻录机】 guangpan keluF 利用激光技

术，能够在可读写光盘上写人数据的专用设

备。通常用于保存大量的不再更改的文件和
数据，也可制作母盘，供大批量生产只读光盘

用。简称刻录机o

[7't盘驱动器J guangp6n qudongqi 计算机中

使光盘运转的驱动器。简称光驱。
[7't盘行动E guangp6n xingdδng 倡导珍惜粮
食反对浪费，吃光盘子中食物的行动。

E光谱】 guangp心圈复色光通过棱镜或光栅

后，分解成的单色光按波长大小排成的光带。

日光的光谱是红、橙、黄、绿、蓝、族、紫七色。

E光气E guangqi f割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C)Cl，。无色气体，有剧毒，容易引起窒息。

可以制染料、塑料等。
E光前裕后］ guangqi6n呐hou 给前人增光，为

后代造福（多用米称颂别人的功业）。

E光球】 guangqiu 圈太阳大气的最里层，太

阳的光大部分从这里发出，肉眼看到的太阳

就是这一层，太阳黑子和光斑等也都出现在

这里。
E光驱J guangqu 喝光盘驱动器的简称。

[7't圈］ guangquan C～儿）圈摄影机、照相机

等光学仪器的镜头中改变通光孔径的大小、调
节进入光量的装置。

E光荣］ guangr6ng O 圈公认为值得尊敬和

称赞的：～之家｜～牺牲｜他～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圈荣誉：～归于祖国。

ε℃荣榜E guangr6ngb凸ng 画表扬先进人物

的榜，榜上列出姓名，有时加上照片和先进事

迹。
[l'til可】 guangrun llliJ 光滑润泽（多指皮肤）。

E光栅】 guangshan IEJ 能产生衍射现象的光学

元件，光线透过它或被它反射时就形成光谱，
→般用玻璃或金属制成，上面刻有很密的平行
细纹。

E光闪闪】 guangsh凸nshiin C～的）圈状态词。

形容光亮闪烁z ～的珍珠。

[7't束】 guangshu 圈呈束状的光线，如探照灯

的光。

[7't速】 guangsu 圈光波传播的速度，在真空



光搅咣沈就杭税脱广 I guang guang I 487 I 

中每秒约 30 万千米，在空气中也与这个数值

相近。
[:J't天化日E guangtian-huari 指大家看得很清

楚的地方：～之下，竟敢胡作非为。
ε毛通量E guangtongliang [BJ 单位时间内通
过某一面积的光的量（以引起人视力明暗感觉
的强弱为标准测量）。单位是流明。

E光头】 guangt6u O ( 11 ）圆头上不戴帽子z

他不习惯戴帽子，一年四季总光着头。＠圈
剃光的头；没有头发的头；秃头o

E光秃秃】 guangtutu ＜～的） IH2l 状态词。形容
没有草木、树叶、毛发等盖着的样子z 冬天叶子
全掉了，只剩下～的树枝。

E光网E guangw凸ng [BJ 用光纤传输的网络z

～城市。
E光污染E guangwuran ［直指超量或杂乱的光
辐射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多指眩光、电焊弧光
等对人的视力和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E光纤】 guangxian [BJ 光导纤维的简称：～通

信 1～电缆。
E光鲜E guangxian ＜方〉圆。明亮鲜艳；整洁

漂亮：衣着～。＠光彩；光荣z 总想把事情办
得～体面一点儿。

E光线】 guangxian 国光①。因为一般情况下
光沿直线传播，所以叫光线。

E光绪E Guangxu 圈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渐）
年号（公元 1875 1908 ）。

E光学E guangxue [BJ 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光的本性，光的发射、传播和接收规律，以及光
跟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等。

E光学玻璃E guangxue bo· Ii 用来制造光学仪
器的高级玻璃，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照相
机、摄影机、望远镜、显微镜等的镜头都是用光
学玻璃制成的。

Z光艳E guangyan 嗣鲜明艳丽。

E光焰E guangyan [BJ 光芒；光辉：～耀目。
ε℃洋l guangy6ng ＜方〉圈银圆。
εt耀J guangyao O 圈光辉①z ～夺目。＠

IH2l 荣耀：立功是～的事。＠圈使显耀g光大g
～门庭。·~动］光辉照耀，多用于比喻z ～史
册。

E光阴E guangyln 圈。时间：～似箭｜青年时
代的～是最宝贵的。＠〈方〉日子③。

E光源、E guangyu6n [BJ 发光（通常指可见光）的

物体，如太阳、灯、火等。
E光泽E guangze 圈物体表面反射出来的亮
光z 脸盘儿红润而有～。

E光照E guangzhao rnm 0 光线照射，是生物生
长和发育的必要条件之一。＠光辉照耀，多

用于比喻z ～人间。
E光照度E guangzhaodu 画物体单位面积上
所得到的光的量，用来表明物体被照亮的程

度。单位是勒克斯。简称照度。
E光柱E guangzhu ［每光束z 探照灯的～划破夜

空。
[:J't子E guangzl 圈构成光的粒子，静止质量

为零，具有一定的能量。光子的能量随着光的

波长而变化，波长越短，能量越大。也叫光量

子。
[:J't宗耀祖E guangzong vaozu 指为祖先、宗

族增添光彩。
扣I左 guang O ＜书〉田间小路。＠用于地
吃Ju 名：上～（在北京）。

咣 guang 帽］形容撞击震动的声音：～的
一声，关上了大门。

E咣当l guangdang [Jt;J;声］形容撞击震动的声

音：水桶碰得～～响。

也k guang 治沈 CH6「iguang ），地名，在广
:,1 l.J 东。

就 guang ＜书〉一种玉（多用于人名）

也fl guang 见下。 二三三
'IJ l.J 另见 488 页 Ql」ang 。 霎辜矗

E中光＋自~l guangl6ng 圈。常绿乔木，羽状复叶三三三
丛生在茎端。肉穗花序，果实倒困锥形，有辣

味。生长在热带地区。花序的汁液j]J制砂糖，
茎中的髓可制淀粉，叶柄的纤维可制绳。＠
这种植物的果实。

就 ι guang 古代指车厢底部的胁。

（靴）
胧 guang 0 见下。＠见阴页［膀脱1

E脱氨酸E guang ’。nsuan 睛含有二硫键
( s s ）的氨基酸，广泛存在于毛、发、骨、

角中。

I/ 

guang c 《〉〈尤）

广1 十 凹凸ng 0 圈（面积、范围）宽阔
（贯）（跟“录”相对）， ~;!hi 地～人稀｜

～为流传｜这首歌流行很～。＠多2 兵多将～｜

大庭～众。＠扩大；扩充．推～。

广2 ～ Guang O 指广东或广州2 ～
（庚）货。西广西简称广只限于

“两广”（广东和广西）。＠圈姓。
另见 6 页。no

E广播E guangbo O 圃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射



三.

488 guang 一 guang I 广矿恍逛

无线电波，播送节目。有线电播送节目也叫广
播。＠圈指广播电台或有线电播送的节目：

听～。＠〈书〉圃广泛传扬：诗名～。

E广播操】 gu凸ngbocao IEJ 广播体操。
E广播电台E gu凸ngbo diantai 用无线电波向

外播送新闻、报刊文章、科学常识和文艺等节
目的机构。简称电台。

E广播剧】 guangboju IEJ 专供广播电台播送的

戏剧。
E广播体操E guangbo tTcao 通过广播等指挥
做的健身体操，一般有音乐配合。也叫广播

操。

E广博】 guangb6

识） ：知识～o

圈范围大，方面多（多指学

E广场］ guangchang 圈＠面积广阔的场地，

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天安门～。＠指大

型商场，商务中心z 购物～。

E广场舞】 guangchangw心圈群众自发组织

的用来健身、娱乐的集体舞，动作简单，参与者
广泛（以中老年人为主）。因舞蹈场地多在广
场而得名。

E广大】凹凸ngda 圈。（面积、空间）宽阔：～

地区｜～流域｜宇宙～无边。＠（范围）广泛，

（规模）巨大：建立～的统一战线｜《四库全书》
卷峡～。＠（人数）众多：～群众｜～顾客｜～读

者。
E广东拧橡E Guiingdong ningmeng 
E广东戏】 gu凸ngdongxi 圈粤剧。

橡橡。

E广东音乐E Gu凸ngdong yTnyue 主要流行于

广东一带的民间音乐。演奏时以高胡、扬琴等
弦乐器为主，配以笛子、洞策等。

E广度】 gu凸ngdu [j亘（事物）广狭的程度z 向生

产的深度和～进军。
E广而告之E guang ’ ergaozhT 

众都知道。

广泛宣传，使公

E广泛E guangfan 回涉及的方面广，范围大；

普遍＝内容～｜题材～｜～征求群众意见。

E广告】 guiinggao 圈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
容或文娱体育节目的一种宣传方式，一般通过
报刊、电视、广播、网络、招贴等形式进行。

E广货］ guanghuo 圈广东出产的百货。

E广角镜I gl』凸ngji凸ojing IEl 0 广角镜头。＠
比喻使视角范围广的事物z 这部百科全书是

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
E广角镜头］ guiingj iiio才ingt6u 镜头的一种，视
角比一般镜头广而焦距短，常用于拍摄面积很
大的景物。

E广开言路］ gu凸ngkai-yanlu

众创造发表意见的条件。

尽量给下属和群

E广阔E guangkuo 

地｜～的平原。

圈广大宽阔z 视野～｜～天

E广袤E gu凸ngmao ＜书〉＠圈土地的长和宽
（东西的长度叫“广”，南北的长度叫“袤”） : 
～千里。＠圈广阔；宽广z 蔚蓝的天空，～无

际。

E广漠E gl』凸ngmo ~国广大空旷z ～的沙滩上，

留着潮水退去后的痕迹。
E广土众民E gu凸ngt心－zhongmin 广阔的土地

和众多的人民。
E广绣］ guangxiu 

粤绣。

［萄广东出产的刺绣。也叫

E广义E guangyi 圈范围较宽的定义（跟“狭义”

相对）：～的杂文也可以包括小品文在内。
U』域网】 guangyuwang IEJ 指由若干局域网

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络。一般分布在方圆数十
公里至数千公里的区域范围内。

E广远E gu凸ngyuan 圈广阔辽远；广大深远g

川泽～｜影响～。

E广种薄收】 guangzhong-b6shou 农业上一种

粗放的经营方式，大面积播种，单位面积产量
较低。

E广州起义】 Gu凸ngzhou QTyi 中国共产党为

了挽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于 1927

年 12 月 1 1 日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领导

人有张太富、叶挺、叶剑英等。起义部队经过
英勇奋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
工农民主政权一一广州公社。后在敌人反扑

下失败。

矿中 gu凸ng
！（猎）

〈书〉粗野：粗～｜～悍。

E矿悍E guanghan ［翻粗野强悍。

、

guang （《〉〈尤）

岳王IL guang 0 ~把线绕在梳子上2 把线～
’νU 上。＠（～儿）在梳子或拐子上绕好后取

下来的成阁的线：线～儿。＠（～儿） IJll 用于

线2 一～线。
另见 487 页 guango

E恍子E guang·zi 圈竹木制成的绕线器具。形
状略像“工”字，两头横木短，中间直木长。

3位 guang 圈外出散步g闲游；游览 z 闲～ 1
，也主～大街｜～了一回颐和园。

E逛荡］ guang•dang 圈闲逛；游荡（含贬义）。

E逛灯E guang;;d岳ng ~指农历正月十五日前

后，夜晚上街观赏花灯。
E逛游E guang•you 画闲逛。



些巳组主2__]

IJ=t ~－ gu1 o 返回：～国华侨！无家可
.!J-=I （踹）二。＠还给归还：物～原主。＠
投靠；依附：～顺｜～依。＠暗自趋向或集中于

一个地方：殊途同～｜千条河流～大海｜把性质

相同的问题～为一类。＠团由（谁负责）：一
切杂事都～这一组管。＠圈属于（谁所有） : 
功劳～大家 l这些东西～你。＠毒国用在相同
的动词、形容词或名词之间，表示尽管如此，但
并未引起相应的结果z 批评～批评，奖金一分
也没少给｜我们俩好～好，但我也不能偏向他｜
兄弟～兄弟，账目要分明。＠珠算中一位除数

的除法。。 CGuDI重姓。
E归案l gul;;an 画隐藏或逃走的犯罪嫌疑人
或罪犯被逮捕、押解或弓｜渡到有关司法机关，
以便审讯结案：将凶手捉拿～。

E归并E gulbing E剥＠把这个并到那个里头；
并人z 撤销第三组，把人～到第一组和第二组。
＠合在一起；归拢z 把三笔账～起来，一共是
五千五百元。

E归程l gulcheng [El 返回的路程：漂泊多年的
游子，终于踏上了～。

Ul3除E gulchu IEl 珠算中两位或两位以上除

数的除法。
E归档l gul!,'dang [ll国把公文、资料等分类保存

起来。
E归队］ gul!,'dUi 圈＠回到原来所在的队伍。
＠比喻回到原来所从事的行业或专业：他是
学冶金的，毕业后做了多年行政工作，现在～
了。

E归附E guffu 圈原来不属于这一方面的投到

这一方面来。
E归根l gulg臼圈比喻客居他乡的人最终返

回本乡 z 叶落～｜认祖～。

E归根到底E gulgen-daodT 归根结底。
E归根结底】（归根结抵） gulgen-jiedT 归结到根

本上：～，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
不可违抗的。也说归根结蒂、归根到底。

E归根结蒂l gulg酌，iiedi 归根结底。

E归公】 gul;;gong 圈交给公家z 一切缴获要
~ 。

E归功E gulgong 圈把功劳归于（某个人或集
体） ：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于党的正确领导。

E归还E gulhuan 圈把钱或物还给原主：借图
书馆的书要按时～｜捡到东西要～失主。

E归回E gulhui 画返回；回到2 ～祖国。

归 QUI 489 

E归结】 guljie O 圃总括而求得结论z 原因很

复杂，～起来不外三个方面。 81El 结局z 这件
事儿总算有了 个～。

【归咎E guljiu 圃归罪z 把错误都～于客观原

因是不对的。

【归口E gul;; lφu 圈＠按性质分类划归有关

部门 z ～管理。＠指回到原来所从事的行业

或专业：他下放到农村十年，～以后感到专业

荒疏了许多。
【归来E gullai ~从别处回到原来的地方：海
外～。

【归类E gul;; I岳I ［到把性质或特征相同、相似的

事物归并到一个类别中：商品～｜把资料归归
类。

【归里包堆E gul·libaodul ＜方〉总计；拢共z 家

里～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
【归拢E gullong 圈把分散着的东西聚集到一

起z ～农具｜把桌上的书～～。
E归谬法E gulmiuf凸画为了反驳一个错误的

论题，先假设这个论题是正确的，由此推论而

得出荒谬的、明显错误的结果，从而证明原先
的论题是错误的，这样的论证方法，叫作归谬

法。参看 363 页i反证法1 。 三三三
E归纳E gulna 圈。归拢并使有条理（多用于主重三
抽象事物）．大家提的意见，～起来主要就是这＝二

三点。＠一种推理方法，由一系列具体的事
实概括出一般原理（跟“演绎”相对）。

E归宁E gulning 〈书〉毒面回娘家看望父母。

E归期E gulql [El 返回的日期：～未定。

E归齐E gulqi （方〉圃＠到底g结果z 他张罗了

好几天，～还是没去成。＠拢共z 连去带回，～
不到一个星期。

【归侨l gulqiao 圈归国的侨民。

【归属l gulshu 画属于；划定从属关系z 无所

～｜～未定｜网络中心～院部管辖。
E归顺E gulshun [llID 归附顺从；向敌对势力屈

服。

【归宿J gulsu [El 人或事物最终的着落2 人生

的～｜导河，开湖，让千山万擎的溪流有了～。

U王天】 gul;;tian ［~婉辞，指人死。

【归回】 gultian ＜书〉圈指退职回乡 z 解甲～！

告老～o
U二1途E gultu 圈返回的路途。

Ul3位E gul;;wei E面返回到原来的或应有的位

置：政府职能～｜房价合理～。
【归西E gul;;xl 圈婉辞，指人死（西z西天）。

【归降E gulxiang 圈归顺投降：率众～。

Ul3向E gulxiang 圃向某一方面靠拢（多指政



I 4佣｜ gul ｜归圭龟妨规

治上的倾向沁人心～。

E归心E gulxln O 函回家的念头：～似箭。＠
〈书〉圆心悦诚服而归附＝四海～o

E归心似箭E gulxln-sijian 形容想回家或返回

原地的心情十分急切。
E归省l gulxing （书〉圈回家探亲。
E归依l gulyl 0 同“版依”（ gulyl）。＠〈书〉

医国投靠；依附：无所～。
E归阴E gul;;yln 圈婉辞，指死亡（阴 z阴间）。

E归隐E gulyin （书〉圈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
～故园。

E归于E gulyu 画＠属于（多用于抽象事物）：

光荣～祖国。＠趋向；趋于z 经过讨论，大家
的意见已经～一致了。

[I}］葬E gulzang 0租把尸体或骨灰运团故乡埋

葬：将骨灰～故里。
E归着E gul•zhe （口〉国归置。
E归真］ gulzh副 o~佛教、伊斯兰教指人死。

＠见 363 页【返瑛归真1。
E归真返瑛E gulzhen-f凸npu 见 363 页【返瑛归

真1。
E归整］ gulzh岳ng E动l 归置z ～家什。
[I)］置E gul叶li 蝴整理（散乱的东西）；收拾：把

东西～～，马上就要动身了。

E归总E gulz凸ng 0 ［司把分散的归并到一处z

把各小组报的数字～一下。＠画总共z 什么
大队人马，～才十几个人！

E归罪E gulzui 画把罪过归于（某个人或集

体）：～于他人。

圭1 gul ~古代帝王诸侯举
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上

尖下方。（见右图）＠指圭表＝
～泉。 8 CGul) 圈姓。

圭2 gul rmJ 古代容量单位，一
升的十万分之一。

E圭表］ gulbi凸o 圈＠我国古代

天文仪器，是在石座上平放着一

个尺（圭），南北两端各立一个标
杆（表）。根据日影的长短可以
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长短。

＠借指准则：奉儒家经典为～。
E圭角E gulji凸0 （书〉圈圭的棱

角，借指锋芒，也指迹象2 初露

～｜不露～。

自费

圭

E圭泉］ gulnie ＜书〉圈＠指圭表①。＠借指

准则或法度：奉为～。
龟（ gu I ~ IJli:l1酬，身体长圆而扇，

（草草）背部隆起，有坚硬的壳，四脚，趾
有躁，头、尾巴和四肢都能缩入甲壳内。多生活

在水边，吃植物或小动物。种类很多，常见的有
乌龟。
另见 718 页 jOn; 1072 页 q iQo 

E龟板E gulban ~龟甲，中医用作药材。
E龟肤】 guffO 圈碑的龟形底座。

E龟甲】 gulj1凸圈乌龟的硬壳，古人用它来占

卡。殷代占卡用的龟甲遗存至今，上面刻着有
关占卡的记载。参看 626 页【甲骨文］ o

E龟鉴E guljian ~指可做借鉴的事物（龟g 占
扣用的龟甲；鉴＝镜子）。

E龟镜E guljing 圈龟鉴。

E龟缩E gulsuo 画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里那

样躲藏在里面不出来：敌军～在确堡里。
E龟头E gult6u 圈阴茎前端膨大的部分。

E龟足l gulzu ~甲壳类动物，身体外形像龟的
脚，有石灰质的壳，足能从壳口伸出捕取食物。
生活在海边的岩石缝里。也叫石蝴（sh ij i白。

妨〕 川 Gui 0 妨水河CGulshui
（娓、 1妈） He），水名，在北京。 8~

姓。

斗＠＠规（规 渠 gul 0 画圆形的工
"JS. 、 统 ）具2 圆～｜两脚～。＠
规则；成例：校～｜草除陋～。＠劝告：～劝 l
～勉。＠谋划J；打主意．～划！～定。＠
C Gull ［吕姓。

E规避E gulbi 画设法避开；躲避·临场～｜～实
质性问题。

E规程l gulcheng 圈对某种政策、制度等所做

的分章分条的规定：操作～。
E规定】 guiding 0 画对事物的数量、质量或

方式、方法等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z ～产品
的质量标准｜不得超过～的日期｜社会经济的性

质，不仅～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了革命的

动力。＠圈所规定的内容：关于下岗职工的
安排问题，上级已经有了新的～。

E规定动作】 guiding dongzuo O 某些体育项
目（如剧£7j(、体操等）比赛时，规定运动员必须

做的整套或单个儿的动作。＠泛指某项工作
中必须完成的任务或程序。

E规范E gulfan O ~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
标准z 语音～｜道德～。＠圈合乎规范：这个

词的用法不～。＠圈使合乎规范2 用新的社

会道德来～人们的行为。
UJll.范化】 gulfanhua 民国使合于一定的标准2

语言～｜行业服务要～。
E规费l gulfei 圈国家有关部门为提供某项服

务而按规定收取的费用。

C见复l gulfu ＜书〉圈谋划恢复（失地、制度
等） ：～旧土｜～秩序。



UR.格E gulge 圈＠产品质量的标准，如限定
的大小、轻重、精密度、性能等z 产品合乎～。
＠泛指规定的要求或条件：接待来宾的～很

高。
E拙UJ gulhua Or萄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
计划z 制订～｜十年～。＠圈做规划·兴修水
利问题，应当全面～。

E规谏E guljian ＜书〉圈忠言劝诫（上级或长
辈）；规劝。

E规诫】（规戒） guljie ＜书〉圆规劝告诫（下级

或晚辈） 0
U;JI!.矩］ gul•jL』＠回画圆形和方形的两种主

具，借指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老～（立～j
守～｜按～办事。＠回合乎标准或常理；（行

为）端正老实：字写得很～｜～人。
OJI!.律E gullu o 圈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
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
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

发展。也叫法则。 8~固有规律：他的作息时
间不太～。

E规模E gulm6 画（事业、机构、工程、运动等）

所具有的格局、形式或范围 z 初具～l～宏大。
OJI!.劝E gulquan 画郑重地劝告，使改正错误＝
多次～，他仍无悔改之意。

E规行矩步］ gulxing-j心bu o 形容举动合乎规
矩，毫不苟且。＠比喻墨守成规，不知变通。

E规约】 gulyu岳＠圈经过相互协议规定下来
的共同遵守的条款：竞赛～｜履行～。 8~
限制，约束：用理智～言行。

E规则E gulze O 圈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
守的制度或章程：交通～ i 书刊借阅～｜饭店
管理～。＠圆规律；法则：自然～｜造字～。
＠圈（在形状、结构或分布上）合乎一定的方

式；整齐z ～四边形 i这条河流的水道原来很
不～。

E规章E gulzhiing 圈＠规则章程：～制度。
＠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其职
权范围内制定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E规整］ gulzh品ng 0 ll!2l 合乎一定的规格；规矩
整齐z 形制～｜规规整整的四合院。＠画整理

使规矩整齐z 把书柜里的书好好儿～～。
E规正E gulzheng O ＜书〉圆规劝，使改lE；匡

正：互相～！～风俗。＠［翻规整：他们围坐成

一个不很～的圆圈。
E规和1J) gulzhi IBl 0 规则；制度。＠（建筑物
的）规模形和tl ：天安门虽经多次修缮，但～未

变。

规邹版闺注硅庞瑰｜ guT I 491 I 

邹创＠古地名，后础上邦，在今甘肃天
水；又分出下邹，在今陕西渭南。＠圈

姓。

版 guT 见下。

【饭依］ gulyl 画原指佛教的人教仪式，后泛指

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也作
归依O

R在I -- 口ul 0 ＜书〉上圆下方的小门。
｜萄（国）夺闺房z 深～｜～门。
【闺范】 gulfan 圈。封建时代指妇女所应遵

守的道德规范。＠指女子的风范z 举止端庄，
有大家～。

E闺房E guTfang ~旧时称女子居住的内室。
【闺阁E gulge 画阁房。
u闺阀］ gull心『1 睛旧时指妇女居住的地方。

E闺门E gl』Imen 圈闺房的门，也借指闺房。

E闺密］ guTmi IBl 闺中密友，是女性对亲密女友

的称呼。现多作闺蜜。
【闺蜜】 gulmi 同“闰密”。

【闺女E guT ·no 圈。没有结婚的女子。＠〈口〉
女儿。

【闺秀E gulxiu 圈旧时称富贵人家的女儿2 大

家～。
硅 guT 0 ＜书〉阳吧。＠（川圈主

姓。

硅 gul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缸。黑灰色品
体或粉末，自然界分布极广，普通的沙子就

是不纯的二氧化硅。硅有单向导电性，是重要
的半导体材料，也可用来制合金等。旧称砂。

【硅肺J gulfei IBJ 职业病，由长期吸入含二氧

化硅的灰尘引起，症状是呼吸短促，胸口发闷

或疼痛，咳嗽，体力减弱，常并发肺结核。旧称
砂肺。

【硅钢】 guTgiing 圈含硅量高于0.4%的合金

钢。旧称砂钢。

【硅谷E gulg凸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圣克

拉拉谷的电子I..illt.中心，因生产电子工业基本
材料硅片及地处谷地而得名。常用来借指高
新技术工业园区。

【硅化J gulhua 国l 通常指古代生物遗体因其
中某些成分被二氧化硅所置换而逐渐变硬。

鹿 ω 古山名，在今河南洛阳西
另见 1366 页 w岛。

瑰中 gul ＜书〉＠一种陋的石头。
（噪）＠珍奇＇ ~ m1 I ~:ff 。

【瑰宝】 gulb凸o 画特别珍贵的东西：敦煌壁画

是我国古代艺术中的～。

【瑰丽】 gulli E固异常美丽：～的江边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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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瑰奇］ guTqi E国瑰丽奇异2 ～的黄山云海。 | 常用木头或特制的钢筋混凝土制成，用来固定
E瑰伟l guTw岳i 同“瑰琦”。 | 钢轨的位置，并将火车的压力传到道床和路基

E瑰琦E gl」Tw岳i 〈书＞ 1H210C品质）奇特。＠｜ 上。
（文辞）华丽。｜｜也作瑰伟。 ｜叶之 gul ＜书〉＠放东西的架子。＠
阳启 gL州四奇。 ｜反（嚷）放置；保存z ～藏。
蛙（健） :'x如Z ｜匾（匮） gul 匣子2 票～。

I~ gui 〈书〉＠乖庚。＠奇异。＠偶然z ～

V巴得～失o
锤形，鳞细而圆，有些生活
在海洋中，有些生活在淡
水中，是重要的食用鱼类。
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大麻
哈鱼e
另见 1450 页 xi 岳。

营一 guT 古代陶制
（霄）或铜制的一种

炊事器具，三足（多为空

心），有柄和嘴儿。

\I 

gul （《〉〈飞）

心-k gul m泉，从侧面喷出的泉。

三完…川芒伫， gul 见 631 页［奸究lo

蕾

轨~· gul 0 路轨①3 钢～｜铁～。＠
t;/LC轨）轨道①：出～｜无～电车。＠比喻
办法、规矩、秩序等z 常～｜越～｜步入正～。。
〈书〉依照；遵循s ～于法令。

E轨道l guldao 圈＠用钢轨铺成的供火车、有

轨电车等行驶的路线。＠天体在宇宙间运行
的路线。也叫轨迹。＠物体运动的路线，多
指有一定规则的，如原子内电子的运动和人造
卫星的运行都有→定的轨道。＠比喻应遵循

的规则、程序z 生产已经走上～。
E轨道衡E guldaoheng 画铁路上使用的铺有

轨道的地秤O

E轨道交通l guldao ji6ot6ng 指利用轨道车辆
运送乘客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
轨、市郊铁路、有轨电车以及磁浮列车等。

E轨度E guldu ＜书〉圈法度g 不循～。

E轨范E gulfan 圈行为所遵循的标准。

E轨迹E gulji 圈。一个点在空间移动，它所通
过的全部路径叫作这个点的轨迹。＠轨道
②。＠比喻人生经历的或事物发展的道路：

这些诗篇记录了诗人一生的～i 汉字发展的～。
E轨辙E guTzhe 圈车轮行过留下来的痕迹。比

喻已往曾有人走过的道路或做过的事情。
E轨枕l guTzh品n ~垫在钢轨下面的结构物，通

立在‘山 guT 0 欺诈；奸猾．～诈｜～计。
l1巴（蔬）＠〈书〉奇异：～形｜～怪｜～异。
E诡ml guibian 圈＠外表上、形式上好像是
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规律，
做出似是而非的推论。＠元理狡辩2 违反了

交通法规，就不要再～了。
E诡称l gulch岳ng rnlll 用虚假的言辞对他人说：

那家伙～自己是公安人员。

E诡诞】 guidan 圈虚妄荒诞：～不经。

E诡怪l guTguai 圈奇异怪诞z 行事～。

E诡计E guiji ~狡诈的计策：～多端。
E诡诵E guijue ＜书〉圃＠奇异多变。＠离奇
古怪z 言语～。＠诡诈：为人～o

E诡秘E guimi 圈（行动、态度等）隐秘不易捉
摸z 行踪～o

E诡奇E guiqi E固诡异z ～难测｜情节～。

E诡异E guiyi E园奇异z奇特g 故事～有趣。

E诡诈E guizha IH2J 狡诈z ～异常｜阴险～。

↓色•~~ gui ＜书〉残缺，毁坏：～垣。
J旭（；；脆）
鬼 gui 0 圈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

魂。＠对人的憎称或蔑称：烟～｜讨厌
～｜吝啬～ l吸血～。＠躲躲闪闪；不光明：～

头～脑i～～祟祟。＠固不可告人的打算或勾
当：捣～｜心里有～。＠回属性词。恶劣的；

糟糕的：～天气｜～主意｜～名堂｜这～地方连
棵草都不长。。〈口〉圈机灵（多指小孩儿或

动物）＝这孩子～得很！＠对人的昵称（多用
于小孩儿）：小～｜机灵～儿。＠二十八宿之一。

E鬼把戏】 guib凸xi 圈＠阴险的手段或计策。

＠暗中捉弄人的手段。
E鬼才l guic6i ~指某种特殊的才能，也指有
某种特殊才能的人g 文坛～。

E鬼点子E guidian•zi 函坏主意；巧妙的或古怪

的主意。

E鬼风疙瘩E gulf岳ngg岳•d口〈方〉圈尊麻痰。

E鬼斧神工E gulfιsheng6ng 形容建筑、雕塑

等技艺的精巧。也说神工鬼斧。

E鬼怪E guTguai 圈鬼和妖怪：妖魔～。
E鬼丽符】 guihuafu O 圈比喻随意涂抹、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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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妮葵般辱篡柜只判刽；块贵

主主

同“主革”，见于金文。

柜… gui 圈＠（～儿）收藏衣物排
（植）轴的器具，方形或长方形，一般

为木制或铁制 2 衣～｜碗～儿｜橱～｜保险～。＠
柜房，也指商店z 现款都交了～了。
另见 704 页 iu 。

E柜橱E guichu 圈橱柜①②。

E柜房l guifang 圈商店、旅店等的账房。

E柜上］ gui• shang 圈指柜房．也指店铺。

E柜台l guitai 圈＠商店等售货营业用的装
置，式样像柜而长，用木料、金属或玻璃板制

成。＠金融机构等服务部门对外办理业务的
工作台z 银行～。

E柜员E guiyu归国柜台工作人员（多指金融
机构的）。

E柜员机E guiyuanjl 固指自动柜员机。

E柜子E gui•zi IE] 柜①。

S Gui~ 姓。
3尺另见 696 页 j i凸吨。
岁。… gui ＜书〉刺伤；割

(|) 
刽（割） gui 

E刽子手l gui•zish凸u 圈。旧时执行死刑的

人。＠比喻屠杀人民的人。

』Ht Gui 圈姓。
M、另见 1086 页 qu岳。

贵卢 gui 0 圃价格高；价值大（跟
（贯）“贱”相对，下④同）：绸缎比棉布

～｜春雨～如油。＠评价高z值得珍视或重视z

宝～ l可～。＠圈以某种情况为可贵g 人～

有自知之明｜锻炼身体，～在坚持。＠地位优
越z ～族｜～妇人｜达官～人。＠敬辞，用于称

gu1 

一ζ＝二三二二－＝：....：：.＝..；.二二三二

ζ＝＝＝二二二三二ιι~ι二二J辛斗

篮

、

（《〉〈飞）

段 gui

暑 gu~ 0 
〈书〉日

影，借指时

光z 余～｜焚
膏继～。＠
古代用来观
测日影以定
时刻的仪器。

重 gui 古
代盛食

物的器具，多为圆形，两耳。

〈书〉割断。

难认的字迹。 81El 比喻虚伪的话g骗人的伎
俩。－~面比喻胡乱涂写或胡扯z 写作业认真
点儿，别在这儿～｜别听他～。

E鬼话］ guihua 画不真实的话号谎话：～连篇。
E鬼魂E guihun 圈死人的灵魂（迷信）。
E鬼1昆】 guihun 圈。糊里糊涂地生活z 在外
～多年，什么也没学到。＠过不正当的生活z

两人整天在一起～。
E鬼火E guihuo 圈磷火的俗称。
E鬼精灵］ guijlngling 0 圈鬼怪；精怪：传说
深山里有～。＠圈指机灵而又有些狡猾的

人g 这孩子打小儿就是个～，做买卖肯定不会吃
亏。－~机灵而狡猾：她那么～，怎么会听信
你的谎言！｜｜也说鬼灵精。

E鬼哭狼嚎】（鬼哭狼曝） gu iku-langhao 
声哭叫，声音凄厉（含贬义）。

E鬼脸l guilian C～儿）圈＠用厚纸等做成的假
面具，是一种玩具，多按照戏曲中的脸谱制作。
＠故意做出来的滑稽的面部表情z 扮～｜他把
舌头一伸，做了个～儿。

E鬼灵精】 guilingjlng 见 493 页【鬼精灵］。

E鬼魅E guimei ＜书〉圈鬼怪。
E鬼门关E guimenguan 圈迷信传说中的阴间
与阳间交界的关口，比喻凶险的地方。

E鬼迷心窍E guTmixlnqiao 指受迷惑，犯糊涂s

我真是～，把坏人当成了好人。

E鬼神E guishen IEl 鬼怪和神灵z 不信～｜～莫
测（形容极其神奇奥妙）。

E鬼使神差l guishi-shenchai 好像鬼神暗中差
使一样，形容意外地发生某种巧合的事或不由
自主地做出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也说神差鬼
使、神使鬼差。

E鬼祟E guisui O 圈偷偷摸摸s不光明正大z
行为～｜有人鬼鬼祟祟地向里张望。＠圈鬼怪。

E鬼胎E guit凸i 圈指不可告人的念头：心怀～。
E鬼剃头E guitit6u [BJ 斑秃的俗称。
E鬼头鬼脑E guit6u-guin凸o 形容行为鬼祟o

E鬼物】 guiwu [BJ 鬼$鬼怪。

E鬼雄E guixi6ng （书〉圈鬼中的雄杰，用于称
颂壮烈死去的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E鬼贼l guiyu IBl 鬼怪z ～伎俩。
E鬼贼伎俩l guiyu-jili凸ng 指阴险害人的卑劣

手段。

E鬼子］ gui•zi [BJ 对外国侵略者的僧称。

妮 W 见下。

E脆姻E guihua ＜书〉圆形容女子娴静美好。
类 W 圈天干的第十位。参看 421 页

I干支1。

形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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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对方有关的事物z ～姓｜～国｜高抬～手。 0 I c桂竹］ guizhu 庄重竹子的一种，轩高大，坚韧致
(Gull 固饼。 | 密，用作建筑材料，也可制器物。生长在黄河

E贵宾］ Ql』ibln 圈尊贵的客人。 I 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E贵声己E gulf岳i 固地位高的妃子。 I ［桂子E guizl ＜书） IBl 桂花z ～飘香。

E贵干E guigan 函敬辞，问人要做什么z 有何｜忐！：＞. .LA QUf iBJ 圆柏。
~? 呻云（槽）另见 585 页 hui 0 

E贵庚】 Ql』ig啤ng 圈敬辞，问人年龄。 ｜在~ gui 见下。

E贵贱E guijian O 圈价钱的高低z 管它～，只｜二巳
要看中了，就买了来。＠圈地位的高低2 无论 I ［笠竹］ gL山hu ~古书上说的一种竹子。
～，都以礼相待。＠〈口〉圃表示无论如何：｜醋号 gui 圈两膝弯曲，使→个或两个膝盖着
他嫌太远，～不肯去。 /W巳地z 下～｜～拜｜～在地上。

E贵金属E guijlnshu 圈通常指在自然界含量 I ［跪拜E guibai 圈旧时一种礼节，跪在地上磕
较少，不易开采，因而价格昂贵的金属，包括｜ 头。
金、银和铅族元素甸、铐剧、俄、钱、铅）。 I ［跪射E guishe 圈射击训练和比赛的一种姿

E贵客l guike 圈尊贵的客人：～临门。 | 势，一条腿跪在地上射击。
颐气】 ~L』i·
～天成｜装；扮得～十足。＠圃气度高贵或富｜

| 活在溪流中。
贵2 穿上这身衣服显得很～。 | ．巴牟I It.昭 gui 圈鲸鱼，体侧扁，背部隆起，

由人］ guiren 圈。尊贵的人＝达官～｜～眼｜颗（嫩）黄绿色，全身有黑色斑点，口大，鳞
高。＠古代皇宫中女宫名。 I ,, - -

| 片细小。性凶猛，吃鱼、虾等。生活在淡水中，
E贵姓E guixing 回敬辞，问人姓氏。 | | 是我国的特产。有的地区叫花费即鱼。
E贵却 guiyang 圈敬辞，称对方的病。 ' 

主自E川g 圆价值叫得酬： ~1X.. 
器｜～物品。

E贵胃E guizhau ＜书〉圈贵族的后代。
E贵子E guizl IBJ 敬辞，称人的儿子（多含祝福

意）：喜生～O
E贵族E guizu l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现代
君主国家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享有特权。

在 gui 0 肉桂：～皮。＠桂花2 金～。＠
月桂树z ～冠。＠桂皮树。

桂2 Gui 0 桂江，拙，在广西。＠圈广西
的别称。＠圈姓。

E桂冠］ guiguan 圆月桂树叶编的帽子，古代

希腊人授予杰出的诗人或竞技的优胜者。后
来欧洲习俗以桂冠为光荣的称号。现在也用

来指竞赛中的冠军 g 我国选手夺得锦标赛～。

E桂花E guihua 圈。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
椭圆形，花小，白色或暗黄色，有特殊的香气，

核果卵圆形。花供观赏，也可做香料。＠这

种植物的花。｜｜也叫木樨。

E桂剧E guiju 圈广西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

流行子广西汉族说北方话的地区。
E桂皮E guipi ~ 0 桂皮树，常绿乔木，叶子卵
形，花黄色，果实黑色。树皮可人药或做香料。
＠桂皮树的皮。＠肉桂树的皮，可入药，也可

做香料或制桂油。
E桂圆E guiyuan 画龙眼。

I/ 

gun c< xi,)

交 _._.... gun 古代君王等的礼眠～服｜（嚷）二冕。
E褒服E 9unfu 圈天子的礼服。
E褒交E g心ngun ＜书〉圈连续不断；众多o
E交褒诸公l gung心n-zhugong 称众多居高位

而无所作为的官僚O

E交冕】 gunmian 强交服和冕疏。

b曰 g心『l 0 ＜书〉织成的带子。＠
，昆（系昆）〈书〉绳。＠幽缝纫方法，沿着衣
服等的边缘缝上布条、带子等，形成圆棱形的

边z ～边 i用红练子在领口上～一道边儿。
E绵边】 g心nbian （～儿）鹰在衣服、布鞋等的边

缘特别缝制的一种困棱形的边儿。也作滚边。

辐斗 。心n 圈机器上能滚动的圆柱形
（事昆）圳牛＝～轴。

E银子E gun·zi ＜口〉画辐。
范志 gun O 圈滚动；翻转g 荷叶上
浓（嗨）～着亮晶晶的水珠儿。＠画走
开；离开（含斥责意）：～开｜你给我～！＠圈

（液体）翻腾，特指受热沸腾＝锅里水～了。＠
圈表示程度深，特别：～热｜～烫 l～圆。＠圈

使滚动；使在滚动中沾上（东西）：～元宵 l～雪
球。利～利。＠同“缎”③。 o (Gun）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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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滚边E g心nbian 同“缎边”。

E滚齿机E gunchljl ~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
工齿轮、涡轮和花键轴等的齿形。加工时．工
件和滚刀做相对滚动，滚刀一面旋转，一面推

进切削。

E滚存】 g凸ncun 画簿记用语，指逐日累计的权、

存。
E滚蛋】 gun;;dan 画离开；走开（斥责或骂人的

话）。
E滚刀肉］ g凸ndaorou ＜方〉［萄比喻不通情理、

胡搅蛮缠的人。

E滚动E gun dong 画＠－个物体（多为球形或
圆柱形）在另→物体上接触面不断改变地移
动A口车轮在地 t的运动。＠逐步积累扩展；

不断地周转：～发展｜资金～。＠一轮接一

轮、连续不断地进行：～播出。
E滚翻］ gunfan !El 一种体操动作，全身向前、
向后或向侧翻转：前～｜后～。

E滚肥】 g〔』『if自i E回状态、词。非常肥（多指动

物）：这头猪喂得～～的。
E滚沸l gunfei 圈（液体）沸腾翻滚：一锅～的
汤。～的感情。

【滚瓜烂熟］ gungua-lanshu 形容读书或背书流

利纯熟。
E滚瓜溜圆］ g凸ngua-liuyu6n 滚圆，多形容牲畜

肥壮C

E滚滚】 gung心n ［归＠形容急速地滚动或翻
腾z 车轮～｜大江～东去｜狂风卷起了～的黄

沙。＠形容连续不断z 雷声～｜财源～。
E滚开】1 g心nkai rn!JJ 走开；离开（斥责人的话） 0

E滚开E g心nkai U塑液体温度高，达到沸点以

上·一壶～的水。
E滚雷］ g心nlei 圈。声音连续不断的雷。＠

从高处滚放的能延时爆炸的地富。

E滚轮E g心nlun 圈运动器械的→种，由若干铁
棍平行连接两个大小相同的铁环制成。人在
轮里子攀脚蹬，使环滚动。旧称虎伏。

E滚木E gunmu 国古代作战时从高处推下以

打击敌人的大木头z ～稽石。

E滚热E g心nre 回状态词。非常热（多指饮食
或体温）：喝一杯～的茶 l f也额头～，可能是发
烧了。

E滚石上山］ g心nshi-shangshan 比喻迎难而

上、坚持不懈才能成功，不然就会前功尽弃。
E滚水E gunshuT ~正在开着的或刚开过的水z
用～冲藕粉。

E滚烫E guntang ~国状态词。滚热。
E滚梯E gunti 圈自动扶梯的通称。

E滚筒E g心ntong 圈机器上能转动的圆筒形机

件：～洗衣机。

E滚雪球E gun xt』岳qiu 在雪地t玩的一种游
戏，滚动成团的雪，使体积越来越大，也用于比

喻：这家商场的发展资金，不是靠贷款，全靠自

己～。

E滚圆］ gunyuan 圈状态词。非常圆2 腰身～

的母牛｜两只眼睛睁得～～的。

E滚珠E g心nihu （～儿）圈钢制的圆珠形零件。

在夜一 g心n 0 碟子z 石～｜铁～。＠
（嗦）［现用碟子轧＇ ~：±{Ji, I ～压。

E碟子】 g心n•zi 圆圆柱形的碾轧器具，多用石

头做成，也有铁制的，用来轧场（ ch6门g）、修路
等。

lt.-ri … G心n 古人名，传说是禹的
陈、（麟、、嗡）父亲。

飞

gun c< X'-7)

棍 gun O 卜儿）圈棍子z 木～｜铁～！小
～儿。＠无赖；坏人：恶～｜赌～l讼～。

E棍棒E gunbang ［亩。棍子（总称λ ＠器械

体操用具。
E棍子E g肿z i ［司用树枝、竹子截成的长条形王三三
东西，也有用金属制成的。 三二

c=guo （以古） 二J

过（遇） ~u:s~号9此
旷 gu6 ＜书〉拉开弓弦。

(5庚、 1璜）
芮（同） Guo 圈姓。

塌 gu6 见 422页叫
（榈）

郭 guo 0 古代在城的外围力阳一道城
墙：城～ l东～。＠物体周围的边或框z

耳～。 8 (Gu的圈姓。

i Guo 涡河，水名，发源于河南，流芮（涡）至安徽人淮河。
另见 1377 页 W00

哼 Guo 酬，山名啤阳问叫，地名。
都在山西。

睹 gu6 声音脚，使人厌烦＇ ~'J'l<I ～耳。

E席耳E gu6’岳r （方＞ Ifill （声音）嘈杂刺耳。
E聪噪E guozao ＜方〉圈声音杂乱；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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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 !JUO 0 圈炊事用具，圆形中凹，
（锅）主用铁、铝等制成2 铁～｜砂～｜钢

精～！一口～。＠某些装液体加热用的器具：

～炉｜火～。＠（～JL）锅子~：烟袋～儿。

E锅巴E guoba 圈＠娴饭时紧贴着锅的焦了
的一层饭。＠米粟加作料等烘制成的一种食

品：三鲜～。
E锅饼E guo•bing 圈一种较便较大较厚的烙

t并O

E锅底】 guodi 圈指火锅的汤料。 4般用动植

物油、食盐、葱、姜、辣椒、花椒等调味品加工而

成。也iJLJ或料。
E锅伙】 guo· huo （～儿＞ fB 旧时单身工人、小
贩等临时组成的集体食宿处，设备简陋。

E锅盔］ guokul 圆周烙、烤方法制成的饼。

E锅炉E gualu l苞产生水蒸气或热水的装置，由
盛水的钢制容器和烧火的装置构成。产生的
水蒸气用来取暖或发动蒸汽机、汽轮机。

E锅台l guotai I组灶上面放东西的平面部分，

也泛指灶·围着～转。
E锅贴JLl guoti岳r 圈在锅或铛（ ch邑ng ）上加

少量的油和水煎熟的饺子。
E锅烟子】 guoyan·zi 圈锅底上的烟子，可做黑

雪E 色颜料。
三三三雪 E锅庄E guozhuang 圈藏族的民间舞蹈。在

节日；或农闲时跳，男女围成圆圈，自右而左，边
歌边舞。有些彝族地区也流行这种舞蹈。

E锅子E guo·zi 圈＠〈方〉锅①。＠某些器物

上像锅的部分：烟袋～。＠火锅：涮～。

蝠… guo 见下
（圃）

E姻蝠JL] guo•guor 啤］昆虫，身体绿色或褐色，
腹部大，翅膀短，善于跳跃，吃植物的嫩叶和

花。雄的前翅有发音器，能发出清脆的声音。

, 
guo （《〉〈古）

国 gu6 0 函国家z ～内！
（圈、立国） 祖～｜外～｜保家卫～。＠

代表或象征国家的：～徽｜～旗！～花。＠在

一国内最好的：～手 l～色。。指本国的，特
指我国的：～产｜～术｜～画｜～药。 8 CGu6) 
画姓。

E国宝E gu6b凸o 圈。国家的宝物2 传世～。

＠比喻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这些老艺术
家都是我们的～。

E国本］ gu6b画画立国的根本。

E国标］ gu6biao 函＠国家标准，有时也指国

际标准。＠指国际标准交谊舞。

E国另I）】 gu6bie 圈指所属的国家z 请把姓名、

～、职业等项内容填写清楚。

E国宾】 gu6bln 南应本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

的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E国柄］ gu6bing ＜书〉南国家大权。

E国策］ gu6ce 圈国家的基本政策。

E国产E gu6chiin ~国属性词。本国生产的．～
片｜～汽车。

E国耻］ gu6chi I重因外国的侵略而使国家蒙

受的耻辱，如割地、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洗雪
~ 。

E国仇E gu6ch6u r组因国家受到侵略而产生的

仇恨z ～家恨。

E国粹E gu6cui ［雹指我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
国画、京剧堪称～O

E国道】 gu6dao 周由国家统一规划修筑和管

理的干线公路，一般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E国都1 gu6du 圈首都。

E国度】 gu6du 圈指国家（多就国家区域而

言）：他们来自不同的～。

E国法】 gu6f凸固国家的法纪＝～难容。

E国防E gu6f6ng 画一个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

领土主权，防备外来侵略，而拥有的人力、物力，
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设施z 巩固～｜～建设。

E国防军］ gu6f6ngjun i萄保卫国家的正规军。

E国父E gu6fu 圈尊称为创建国家建立特殊功

勋的领导人。

E园歌E gu6g岳圈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国
的歌曲。我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儿

E国格E gu6ge f＇萄指国家的体固和尊严（多体
现在涉外活动中）。

E国故】1 guagu 固我国固有的文化（多指语言

文字、文学、历史等）：整理～。
E国故］2 gl』ogu ＜书〉圈国家遭受的灾荒、瘟
疫、战争等重大变故。

E国号1 gu6hao 圈国家的称号，如汉、唐、宋、
元、明等。

E国花］ gu6hua I望国家把本国人民喜爱的花
作为国家的象征，这种花叫作国花。

E国画’ gu6hua 固我国传统的绘画。
E国徽E gu6hui IEl 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
国的标志。我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
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E国会E gu6hui 圈议会。

E国会制E gu6huizhi 圈议会制。
E国魂E gu6hun 圈指一个国家国民的特有的

精神。
E国货E gu6huo 圈本国制造的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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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籍E gu6ji 圈。指个人具有的属于某个国 I （国际象棋J gu6ji xiangqi 棋类运动的一种，
家的身份。＠指飞机、船只等属于某个国家 黑白棋子各十六个，分成六种，一玉、一后、两
的关系：一架中国～的大型客机即将起飞。 | 象、两车、两马、八兵。棋盘为正方形，由六卡

E国计民生） gu6ji-minsh岳ng 国家经济和人民｜ 四个黑白小方格相间排列而成。两人对下，按
生活。 | 规则移动棋了士，将Cjiang）死对方的王为胜。

E国际E gu6ji 0 附属性词。因与国之间的； I l国际音标J gu6ji ylnbiao 国际语音学会制定
世界各国之间的：～协定（～关系。＠圈指｜ 的标音符号。初稿在 1888 年发表，后来经过
世界或世界各国：～惯例 l 与～接轨｜我国在～｜ 不断的修改，内容逐渐完备，各种语言常用的
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 音都有适当的符号。形式以拉丁字母的小楷

E国际标准】 gu6ji biaozhun 国际相关机构对｜ 为主，加以补充。在各种音标系统中，是通行
产品和服务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如国际标｜ 范围较广的一种。
准化组织（ IS（））制定的 ISC) 9000 系列标准 I l国际主义E gu6ji zhuyi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

就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国际标准。 | 元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和政治原则，是国际共产
E国际标准交谊舞】 gu6ji biaozh归 jiaoyiw心！ 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基于全世界无产
体育舞蹈。 I 阶级所具有的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它要求

E国际裁判】 gu6ji caipan 经国际体育运动组｜ 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和剥削、
织批准，具有在国际体育运动竞赛中担任裁判 l 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
资格的裁判员。 | 持，相互援助。

E国际单位制l gu6ji danweizh）一种计量制 I l国际纵队E gu6ji zangdui 指 1936 1939 年
度，国际计量大会 1960 年通过采用。长度的 l 西班牙内战期间，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
单位米，质量的单位千克（公斤），电流的单位｜ 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
安培，时间的单位秒，热力学温度的单位开尔｜ 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后泛指为
文，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和发光强度的单位坎 l 反对侵略，不同国籍的人志愿组成的军队。
德拉，是基本单位；由基本单位推导出来的单 I l国家】 gu6j油画＠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二三
位叫导出单位，如面积的单位平方米，速度的｜ 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主主
单位米／秒等。国际符号是 SIO I 初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 -- 

E国际儿童节J Gu6ji Ert6ng J ie 六→儿童节。｜ 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指一个
E国际法】 gu6jif凸固国际公法的简称。 | 国家的整个区域：蒙古国是个内陆～。
E国际妇女节】 Gu6ji Fun6 Jie 三八妇女节。 I E国家标准J gu6jia biaozhun 国家主管部门
E国际歌】 Gu6ji G岳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重要的工农业产
曲。法国鲍狄埃（Eugene Pottier）作词，狄盖｜ 品、工程建设质量和各种计量单位等的技术要
特（ Pierre Degeyter）配曲。 I 求所制定的技术规范。

E国际公法】 gu6ji gongf凸调整各国之间的政 I l国家裁判E gu6jia caipan 国家级裁判员，是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准则的总｜ 经我国体育运动组织批准的最高一级裁判员
称。它的渊源是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机！ 的称号。
构的决议。当前国际公法主要有：领土法、海 I l国家公园E gu6jia gongyuan 国家为保护自
洋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条约法、外层｜ 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的原始状态，为进行科
空间法、战争法等。通常简称国际法。 I 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同时供公众参观旅游而划

E国际公制J gu6ji gangzhi 米制。简称公制。 | 出的大面积场所。
E国际惯例】 gu6ji guanll 在国际交往中逐渐 I l国家机关J gu6jia jlguan O 行使国家权力、
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和先例，是国际法的主要 l 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
渊源之一。 | 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等。

E国际劳动节E Gu6ji Laodδng Jie 见 1389 页｜ 如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地方各

【五一劳动节lo I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
E国际日期变更线E gu6ji riql biang岳ngxian I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也叫政权机关。＠

日界线的旧称。 I 特指中央一级国家行政机关。
E国际私法） gu6ji sl伯国家处理和调整涉及 I l国家赔偿】 gu6jia peichang 国家机关及其工

外国公民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则的总称。这｜ 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而造成损
种关系一般是由于对外贸易和本国人同外国！ 害，由国家对受害者给予的赔偿。包括行政赔
人往来而产生的。 ! 偿和刑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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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家税l gu6jiashui 圈按照税法规定出国家
税务部门征收管理和支配，或由地方征收后划

归国家所有的税种，是国家财政的固定收入。

简称国税。也叫中央税。

E国家所有制E gu6jia su凸vouzhi 生产资料归

国家所有的制度，它的性质因社会制度的不同

而不同。在我国，国家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
所有制。

E国脚E gu6ji凸o ~I 指＇A:iZ\;国家足球队的运动员。

E国教l gu6jiao I理某些国家明文规定的本国
所信仰的正统宗教。

E国界】 gu6jie ['81 相邻国家领土之间的分界

线·戈~定～。
E困境E gu6jing 圈＠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领

土范围。＠指国家的边境：～线｜偷越～｜～

检查站。

E国剧J gu6ju I苔l 指一个国家的广为流行的传
统剧种，如我国的京剧。

E国君】 gu6jun 圈君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国库】 gu6ku 圈金库的通称。

E国库券E gu6kuquan [BJ 国家银行为调节国

库收入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
三二 E国力E gu61i 圈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

王三 技术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综合～｜增强～｜～
=== 强大。

E国立E gu61i 阴属性词。由国家设立的（用于

学校、医院等） ：～大学。

E国脉E gu6mai 固国家的命脉：文化乃～所

系。
E国门l gu6men 圈＠〈书〉国都的城门。＠

指边境z 拒敌于～之外｜产品走出～，打入国际
市场。

E国民l gu6min 圈具有某国国籍的人是这个

国家的国民。
E国民待遇】 gu6min daiyu 一国对在本国境内

的外国人（自然人或法人）给予和本国人同等
的民事权利的待遇。包括财产所有权、转让

权、财产继承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诉讼
权等。一般不包括政治权利。

E国民党］ gu6mindang 圈 1912 年 8 月，孙中

山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合并统－共和党、
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党派组建的资产

阶级政党。 1914 年 7 月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19 年 10 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

党。 1927 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国

民党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
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1949 年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台湾。

E国民经济】 gu6min jlngji 一个国家的生产、

流通

和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部门’虫日工业、农业、建筑
）监、交通运输业、商俨业等，也包括文化、教育、科

学研究、医药卫生等非生产部门。
E国民生产总古ll gu6min shengchan zongzhi 

一定时期内 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所生产的
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额。英文
缩写为 GNP。

E国民收入E gu6min shouru 一个国家国民经

济各个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
的总和。就是从→个时期内的社会总产品的

价值中，减去生产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后剩余的部分。

E国难】 gu6nan l萄国家的危难，特指由外国侵

略造成的国家灾难：～当头｜共赴～。

E国内生产总值E gu6nei shengchan zongzhi 
一定时期内→国居民在本国范围内所生产的
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额。英文
缩写为 Gf)P 。

E国破家亡】 gu6po-j iaw6ng 国家破败，家人离

散。形容战乱时期的凄惨景象。

E国戚E gu6qi [BJ 帝王的外戚：皇亲～。

E国旗E gu6qi 圈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国
的旗帜。我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E国企l gu6qT I各］国有企业的简称：～改革。

E国情E gu6qing l组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
指一个国家某 A时期的基本4情况和特点：适

合～｜熟悉～。

E国庆l gu6qing 画开国纪念日。我国国庆是
10 月 1 日。

E国球E gu6qiu t萄指在一个国家广泛开展、水

平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球类运动，如乒乓

球被称为中国的国球。
E国人E gu6ren l盘指本国的人。

E国丧］ gu6sang [BJ 封建时代皇帝、皇后、太上

皇、太后的丧事叫国丧；现代国家元首的丧事，

以及某些在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遇难

的人的丧事也叫国丧。

E国色】 gu6se ＜书〉画在一国内容貌最美的女

子．天姿～。

E国色天香E gu6se-tianxiang 原是赞美牡丹

的话，后常用来称赞美女。也说天香国色。
E国殇l gu6shang ＜书〉［望为国牺牲的人。

E国史］ gu6shT [BJ 0 一国或一个朝代的历史。
＠古代的史官。

E国势E gu6shi ~ 0 国力：～强大｜～蒸蒸日

上。＠国家的形势2 ～危殆。



E国事］ gu6shi 圈。国家大事：关心～。＠
国家之间的事务：～访问。

E国事访问】 gu6shi fangwen 一国元首或政
府首脑接受他国邀请而进行的正式访问。

E国是E gu6shi ＜书〉固国家大计1 共商～。
E国手］ gu6shou 圈精通某种技能（如医道、棋
艺等）在圈内数第一流的人，也指入选国家队
的选手。

E国书】 gu6shu ~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或公
使）时，由国家元首写给驻在国元首的文书。
大使（或公使）只有在向所驻国呈递国书以后，
才能得到国际法所赋予的地位。

E国术］ gu6shu IEJ 指我国传统的武术。
E国税］ gu凸shui ~国家税的简称。
E国泰民安】 gu6tai-min'an 国家太平，人民生
活安定。

E国帮】 gu6t凸ng （书〉［雹国家的公款·盗用

～｜虚耗～O
E国体】 gu6ti tsl 0 表明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
体制，是由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来决定
的。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体面。

E国统区l gu6tongqu 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称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地区。

E国士E gu6t心亟l 国家的领土。
E国王】 gu6w6ng l萄古代某些国家的统治者；
现代某些君主制国家的元首。

E国威】 gu6w岳I I吾国家的声威z 大振～。
E国文E gu6wen ~O 本国的文字，旧时指汉

语汉文。＠旧时指中小学等的语文课。

E国务E gu6wu t富国家的事务；国事：～会议。
E国务卿E gu6wuqlng 圈＠民国初年协助大
总统处理国务的人。＠美国国务院的领导
人，由总统任命。

E国务委员】 gu6wu w岳iyuan 我国国务院组

成人员，相当于副总理。
E国务院E gu6w的uan 圈＠我国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也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
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国
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

负责并报告工作。＠民国初年的内阁，以国
务总理为首。＠美国政府中主管外交兼管部

分内政的部门，主管者称国务卿。

E国学E gu6xue IEl 0 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
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
学等。＠古代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

子监。

国捆幅油脂破｜ 9uo I 499 I 
E国宴E gu6yan IEJ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招

待国宾或在重要节日招待各界人士而举行的
隆重宴会。

E国药］ gu6y。。函中药。
E国医E gu6yl 圈中医。

E国音E g川的In 圈旧时指国家审定的汉语标
准音。

E国营］ gu6ying ~国属性词。国家投资经营
的z ～农场｜～企业。

E国有E gu的OU 圈国家所有 g ～化｜～企业｜土
地～｜铁路～。

E国有股］ gu的oug心圈由政府或代表政府的
机构投资购买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在我国，也
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以国有资产经评估

后入股的股份。
E国有经济E gu6yoL』 jln创i 生产资料归国家所
有的经济形式。在我国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经济。
E国有企业E gu的创 qive 指我国的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家占有并控制全部或
大部分资产的企业。原来由国家直接经营管
理，称为国营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
权和经营权开始分离，国家原则上不参与直接
经营，改称为国有企业。简称国企。 王三三

E固有资产】 gu6you zlchan 归国家所有的资雪孽
产，包括资金、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各种自然

资源等。
E国语E gu6仙圈。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
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旧时
指中小学等的语文课。

E国乐E gu6yue 圈指我国传统的音乐。

E国运E gu6yun 固国家的命运 z ～昌隆。
E国葬E gu6zang f组以国家名义为有特殊功勋
的人举行的葬礼。

E国贼l gu6zei 圈危害国家或出卖国家主权
的败类。

E国债l gu6zha i IEJ 国家所欠的债务。

E国子监E gu6zijian 固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的
教育管理机关，有的朝代兼为最高学府。

捆－ gu6 “捆W 的又音。
（扭） = 

帽 , gu6 见 673 页1巾剧。
（隅）

~＇RI gu6 北i国 CB吕 igu们，地名，在江
J圆。因）苏。
1国 gu6 圈膝部的后面。腿弯曲时
四（腼）』国部形成一个窝，叫姻窝。（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勺

iii.岳 Gu6 0 周朝国名。西搅在今陕西宝鸡
U旭东，后来迁到河南陕县东南。东草草在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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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州西北。北披在今河南陕县、山西平陆一
带。＠圈姓。

首或」 gu6 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
（祷或）耳计数献功。也指上述情况割

下的左耳。
满 gu6 ＜书〉回水流声 z 溪水～～。

v 
gu凸（《〉〈古）

果血斗 guo O 川圈果实①2 ～
（’祷栗）核｜水～｜开花结～｜这种梨，～

大皮薄，口感也非常好。＠事情的结局；结果
（跟“因”相对）：成～｜前因后～。＠果断 z ～

敢。＠圃果然①2 ～不出所料。 01!! 果然
②2 ～能如此，定有长进。 0 CGu己） IBl 姓。

E果报E gu凸bao 圈因果报应，是起源于佛教的

一种宿命论z ～不爽。
E果不其然E guδ•buqiran 果然（强调不出所

料）：我早说要下雨，～，下了吧！也说果不然。
E果不然E guo·buran 圃果不其然。
E果茶E 凹凸cha IBJ 用山植、胡萝卡、西红柿、草
莓等制成的果肉型果汁饮料。

E果丹皮l guodanpi IBJ 一种用于、鲜山橙或制
作山植脯、苹果脯等的下脚料为原料和i成的食

品。
E果冻E Ql』凸dong c～儿）圈用水果的汁和糖加

工制成的半固体食品。
E果断l guoduan E固有决断；不犹豫2 采取～

措施！他处理问题很～。
E果饵lg峙’岳r ＜书〉圈糖果点心（总称）。

E果脯E guof心 IBl 用桃、杏、梨、枣等水果加糖或

蜜制成的食品的统称。
E果腹J guofu ＜书） ＆！］吃饱肚子z 食不～。
E果干JLl guoganr 圈水果经晾晒或烘干而制
成的食品的统称。

E果敢E guogan E园勇敢并有决断z ～地发起
了冲锋｜他的指挥还不够～。

眼酱】 guojiang 圈用水果加糖、果胶制成的

糊状食品。也叫果子酱。
E果胶E gu凸jiao 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元定形
胶状，是植物细胞间质（细胞和细胞之间的物
质）的重要成分，在果实和花中含量丰富。是
制造果酱、果冻等的原料。

E果酒E 凹凸jiu 画用水果发酵制成的酒。也叫
果子酒。

E果决E gu凸，jue E国果敢坚决z 办事～。
眼篮】凹凸Ian 圈装着各种水果的篮子，多有

精美包装，用作礼物。
E果料JL] 凹凸liaor 画加在甜点心上的青丝、红

丝、松仁、瓜子仁、葡萄干儿等物品的统称。
E果绿J 9uolu 圈浅绿色。
E果木】 gu凸mu IBl 果树：～园。

E果木园】凹凸muyuan 圈果园。

E果农】 gu凸n6ng 函以栽培果树，从事果品生

产为主的农民。
E果盘E gu凸pan c～儿）圈专用于盛放果品的盘

子，也指装在盘子里的瓜果。
E果皮E guopi 圈植物果实的皮，分内果皮、中

果皮和外果皮三层，一般所指的是外果皮。
E果品E gu凸pin 圈水果和干果的总称＝～店｜

干鲜～O

E靶Ll guor ＜方） IBl 鸡蛋z 卧～｜甩～（把去壳
的鸡蛋搅匀后撒在汤里）。

E果然E guoran ～＠画表示事实与所说或所料
相符：～名不虚传｜他说要下雪，～下雪了。＠

E亘假设事实与所说或所料相符2 你～爱她，就

该帮助她。
E果肉】 guorou lEJ 水果可以吃的部分，一般是

中果皮，如桃儿的果肉就是核和外层薄皮之间

的部分。
E果实E guoshi 圈。植物体的一部分，花受精
后，子房逐渐长大，成为果实。可分为真果、假

果，也可分为单果、复果、聚合果。有些果实可
供食用。＠比喻经过斗争或劳动得到的胜利

品或收获z 劳动～。
E果树E gu凸shu 圈果实主要供食用的树木，如

桃树、苹果树等。
E果穗E guosui 圈指某些植物价日玉米、高粱）

的聚集在一起的果实。
曰苟苦E gl』otang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12 0，。是直在糖的组成物质，白色结晶，味
甜。水果和蜂蜜中含有果糖。

E果园E Ql』的uan 圈种植果树的园地。
E果真E gu凸zh岳n 0 圃果然①z 这一次劳动竞

赛二组～夺到了红旗。＠庄重果然②z ～是这

样，那就好办了。
E果汁E guozhl C～儿）圈用鲜果的汁水制成的

饮料。
E果校J guozhl 圈＠果树上结果实的枝。＠
棉花植株上结棉铃的校。

日王子E gu凸•zi 0 圈指可以吃的果实。＠同
“保子”。

E果子酱】 gu凸•zijiang 圈果酱。

E果子酒E guo·zijiu 圈果酒。

E果子狸E guo•zili IBJ 花面狸。

E果子露E guo·zilu IBJ 在蒸馆水中加入果汁制



成的饮料。

悚（保） g崎 保子。

E保子E gu凸•zi [El 0 一种油炸的面食。＠〈方〉

旧式点心的统称。 II 也作果子。

棕 … gub 古代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
了梆）种：棺～。

蝶 gu凸见下

E蝶赢E guoluo 圈一种寄生蜂。参看 917 页

［虫冥虫号］。
裹 gu凸＠翩（用纸布或其他片状物）缠

绕；包扎：包～｜～腿｜用绷带把伤口～好。
－~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把人或物夹杂在别
的人或物里面：土匪逃跑时～走了村子里的几

个人。＠〈方〉圈吸（奶）：小孩儿一生下来就
会～奶。 0 CGu凸）圈姓。

E裹脚】 guo11 ji凸o I噩旧时→种陋习，用长布条
把女孩子的脚紧紧地缠住，为使脚纤小，而造
成脚骨畸形。

E裹脚E gu凸• jiao 圈旧时妇女裹脚用的长布

条。也叫裹脚布。

【裹脚布E gu凸j i凸obu 圈裹脚Cgu己· j iao）。

E裹乱J gu凸11 luan ＜方〉画加入其中扰乱；搅
扰：爸爸正在写文章，别去～。

E裹!Ml guo· tui 圈缠在裤子外边小腿部分的
布条，旧时士兵行军时多打裹腿。也叫绑腿。

E裹胁】 guoxie 画用胁迫手段使人跟从（做坏

事）。
E裹挟E gu以ie 圈＠（风、流水等）把别的东西

卷入，便随着移动：河水～着泥沙，滚滚东流。
＠（形势、潮流等）把人卷进去，迫使其采取某
种态度。

E裹于Ll gu凸za 圃包扎：～伤口。
E裹足不前】 gu凸zu-buqi6n 缠上裹脚的布准备
远行，却又停步不进，多指有所顾虑（裹足＝古
人远行时为防止把脚磨破常用布裹脚）。
棵 gu凸圈用米粉等制成的食品，种类很

多，如清明棵（南方清明节应时的一种食
品）、韭菜棵等。

guo c 《〉〈古）

Lι－ guo O ~从一个地点或时间移
tlC遇）虱另一个地点或时间；经过某个
空间或时间：～来｜～去｜～河｜～桥｜～年｜～

节｜日子～得越来越好。＠画从甲方转移到

乙方·～户｜～账。＠画使经过（某种处理）＝

悚梓蝶裹棵过 I guo guo I 501 I 

～罗 l～筛子｜～滤｜～淋｜～磅｜～秤卜，油肉！～

～数儿。。毒面用眼看或用脑子回忆：～目 l把

昨天的事在脑子里～了一遍。＠画超过（某

个范围和限度）＝～分｜～期｜～犹不及｜树长得
～了房。＠〈口〉圈过分P过火：他这样说未

免太～了。＠画过于z ～热｜用力～猛｜时间
～长。＠分子结构中有过氧基（－0-0一）

结构的2 ～硫酸根 CSOs ) I ～氧化氢
( H, C），）。＠〈书〉探望；拜访：～访。＠
〈方〉阉去世·老太太～了好几天了。＠［雹

过失（跟“功”相对）：～错｜记～｜勇于改～。＠

〈方〉画传染：这个病～人。

过、一 ·口ω 画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迪）丘，表示经过z 走～广场｜把他～

了桥。＠用在动词后，表示掉转方向：翻～一
页｜他回～头看了看。＠用在动词或形容词

后，表示超过或胜过3 我比不～你｜今年收成要
好～去年。
过…→ •guo 画＠用在动词后，表示完

（迪） ，；，吃～饭再走 i杏花和碧桃都已
经开～了。＠用在动词后，表示某种行为或变

化曾经发生，但并未继续到现在z 他去年来～
北京！我们吃～亏，上～当，有了经验了。
另见 495 页 Gu己。

E过半E guoban 圈超过总数或总量的半＝

时间～，任务～。

E过磅E guo11bang 圈用磅秤称。
E过不去】 guδ· buqu 圈。有阻碍，通不过2

大桥正在修理，这里～。＠为难：他成心跟你
～。＠过意不去；抱歉z 让他白跑一趟，我心
里真有点儿～。

E过场E guochang O 画戏曲中角色上场后，

不多停留，就穿过舞台从另一侧下场。－~
戏剧中用来贯串前后情节的简短表演。

E过程E guocheng 函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
经过的程序＝认识～｜生产～｜到了新地方要有
一个适应的～。

E过秤E guo;;cheng l噩用秤称2 这筐苹果还没

~ 。
E过从.l guoc6ng ＜书〉圈来往；交往g 两人～

甚密。

E过错l guocuo 圈过失g错误②。
E过当l guodang 圈超过适当的数量或限度z
药剂用量～｜防卫～。

E过道E guadao c～儿）圈。新式房子由大门
通向各房间的走道。＠旧式房子连通各个院
子的走道，特指大门所在的一间或半间屋子。

E过得去E guδ·dequ 画＠无阻碍，通得过＝这
条胡同儿很宽，汽车～。＠（生活）不很困难z

主



回2 I 9uδ ｜过

现在他家的日子还算～。＠说得过去z 准备
一些茶点招待客人，也就～了。＠过意得去

（多用于反问句）：看把您累成这个样子，叫我
心里怎么～呢？

E茸电E guδ；； dian 圈电流通过（身体）；触电o

E过冬l guo;;dong 画度过冬天z 穿件薄毛衣

过得了冬吗？｜大雁每年都来这儿～。
E过度l guodu E园超过适当的限度：～疲劳｜～
兴奋｜悲伤～。

E过渡E guδdu [!Jlj] 事物由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

逐渐发展变化而转入另一个阶段或另一种状

态z ～时期｜～地带。
ru:渡内阁E guodu neige 看守内阁。

E二I渡政府E guδdu zheng仙过渡内阁。

E过房l guofang 〈方〉画面过继。
E过访E guof凸ng ＜书〉圈访问。

E过分E guo;;fen E园（说话、做事）超过一定的

程度或限度 z ～谦虚，就显得虚伪了｜这幅画虽
然画得不够好，但你把它说得一文不值，也未免

～了。

C到11 guofu ~双方交易，由中人经子交付
钱或货物。

E过关l guo;;guan 圈通过关口，多比喻经审

核．达到要求而获得通过或认可＝过技术关｜蒙
- 混～｜产品质量不达标就过不了关。

E过关斩将E guoguan-zh凸njiang 比喻竞赛中
战胜对手，进入下一轮比赛，也比喻在前进中
克服困难。

E立河拆桥E guohιchaiqiao 比喻达到目的以

后，就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E过河卒子E guo he zu•zi 中国象棋规则中，
卒子过了界河之后只能向前走或横着走，不

能后退。比喻身不由己、没有退路的人。也

比喻处境改变后能力增强的人z ～当车（ j iJ) 

使。
E过后E guohou 圈＠往后z 这件事暂且这么
决定，有什么问题，～再说。＠后来：我先去通

知了他，～才来通知你的。

E过户l guo;;hu ~房产、车辆、记名有价证券
等在买卖、继承或赠予时，依照法定于续更换

所有者姓名＝房子已经过完了户。

E过话l guo;;hua c~ JL) （方〉画＠交谈：我们
俩不太熟，只见面打个招呼，没有过过话儿。＠

f专话：请你替我过个话儿，就说明天我不去找他
了。

E二t活E guohu6 圃生活；过日子：那时，一家人
就靠父亲做工～。

E过火l' guo;;huo c～儿）圈（说话、做事）超过

适当的分寸或限度：这话说得有点儿～。

E过火Y guohu凸圈（发生火灾时）被火烧过：
～面积｜这场火灾林场～七百余亩。

E过激E guojT 圈过于激烈：～的言论｜行为～。

E过季E guo11 ji 圃（服装、用品等）过了适用的

季节：服装～打折销售。
E过继】 guoji 圈把自己的儿子给没有儿子的
兄弟、堂兄弟或亲戚做儿子；没有儿子的人以
兄弟、堂兄弟或亲戚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

E过家伙E guo jia·huo 打出手::Do
E过家家E guδiiajia c～儿）一种儿童游戏，几个
儿童分别扮演家庭成员，模仿家庭生活的情
景。

E过奖E guoii凸ng 圃谦辞，过分地表扬或夸奖
（用于对方赞扬自己时） ：您～了，我不过做了

该做的事。
E过街老鼠】 guoji岳 l凸osh心比喻人人痛恨的坏

人坏事。
E过街楼】 guoji岳16u 圈跨在街道或胡同上的

楼，底下可以通行。
E主街天桥E guoji岳 tianqiao 为了行人横过马

路而在马路上空架设的桥。
E过节E guo11 jie 圈。在节日进行庆祝等活

动。＠指过了节日 z 这件事等过了节再说。

E过节JLl guoj ier ＜方〉圈。待人接物时所应
重视的礼节或程序。＠嫌隙z 你们之间的～，

你也有不是的地方。
E过境l guo;;jing 圈通过国境或地区管界z ～

手续｜台风～o

E过客E guδke IEl 过路的客人；旅客。
E过来l guo;; • lai 圈从另一个地点向说话人
（或叙述的对象）所在地来2 车来了，赶快～
吧！｜那边有只小船～了。

E过来】 11 • guo11 • lai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
词后，表示来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捷报从四面
八方飞～｜敌人几次三番想冲过桥来，都叫我们

给打退了。＠用在动词后，表示正面对着说话
人·他转过脸来，我才认出是位老同学。＠用

在动词后，表示回到原来的、正常的状态：醒

～了｜觉悟～了｜他真固执，简直劝不～ 1爬到山

顶，大家都累得喘不过气来。＠用在动词后，

表示时间、能力、数量充分（多跟“得”或“不”连

用） ：活儿不多，我一个人干得～｜这几天我忙不

~ 。

E过来人】 guo·lai 「自n 圈对某事曾经有过亲身

经历和体验的人：你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

理。

E过劳E guolao 画过于劳累z ～症 l 经常熬夜

容易导致～。
E过劳死l guolaosT ~因过度劳累而致死：工



作和学习压力大是导致～的主要原因。

E过丰LJ guo;;ff 圈旧俗，结婚前男家把彩礼送
往女家。

E过量E guo11 liang 圃超过限量：饮酒～｜～施

肥对作物生长不利。
E过淋E guolin r;;w 过滤＝把煎好的药用纱布～

一下。
E过录E guolu 画把一个本子 t的文字抄写到
另一个本子上：从流水账～到总账上｜把这三
种批注用不同颜色的笔～到一个本子上。

E过路E guolu r可途中经过某个地方：我是个

～的，对这儿的情况不了解σ
E过路财神】 guolu c6ishen 比喻暂时经于大
量钱财而没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

E过虑E 9uolu I'司忧虑不必忧虑的事．你～了，
情况没那么严重。

E过滤E 9uolu ~主］使流体通过滤纸或其他多孔
材料，把所含的固体颗粒或有害成分分离出
去z 把水～干净。～有害信息。

E过滤嘴】 guoluzui c～儿）强l 一种起过滤作用
的烟嘴儿，用泡沫塑料等材料制成，安在香烟的

一头。也指带过滤嘴的香烟。
E过罗E gu6;;1u6 ［到用罗筛。
E过门J guo;;men c～儿）［量女子出嫁到男家：

月4～的新媳妇儿。

E过门儿】 guomenr [BJ H吕段或歌曲的前后或中

间，由器乐单独演奏的部分，具有承前启后的

作用。
E过敏E guomin O 国］机体对某些药物或外界
剌激的感受性不正常地增高的现象：药物～ l
花粉～。＠画过于敏感：你不要太～，没人议

论你。
E过目E guo;; mu 画看一遍（多用来表示审

核）：名单已经排好，请过一下目。
E过目成诵】 guomu-chengsong 看了一遍就
能背诵出来，形容记忆力强。

E过年E guo;;ni6n 画画＠在新年或春节期间进
行庆祝等活动。＠指过了新年或过了春节：
这事不急，等过了年再说。

E过年J guo· 「ii6n < IJ ＞圈时间词。明年：这

孩子～该上学了。
E过期J guo;;ql 画超过期限＝当月有效，～作
废。

E过气E guo;;qi 圈（名人、明星等）过r当红之

时，失去了原有的人气2 ～明星｜他十年前走
红，如今已经～了。

E过谦E guoqian 圃过分谦虚（指推让）：这个
会由你来主持最合适，不必～了。

E王去E guoqu 圈时间词。现在以前的时期

过 I guo I so3 I 
（区别于“现在、将来”）：～的工作只不过像万
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E过去E gua11 ·qu 圈。离开或经过说话人（或

叙述的对象）所在地向另一个地点去g 你在这

里等着，我～看看｜门口刚～一辆汽车。＠婉
辞，死亡（后面多加“了’勺：他祖父昨天夜里～

了｜听说老人是前天～的。

E过去J 11·guo11 • qu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

词后，表示离开或经过自己所在的地方z 我对
准了球门一脚把球踢～｜老乡又送～几床被子
给战士们盖。＠用在动词后，表示反面对着说

话人：我把信封翻～，细看邮戳上的日子。＠
用在动词后，表示失去原来的、正常的状态z
病人晕～了。＠用在动词后，表示通过：蒙混

不～了。＠用在形容词后，表示超过（多跟

气导”或“不”连用）：鸡蛋还能硬得过石头去？｜
天气再热，也热不过乡亲们的心去。

E过去时E guoqushi [BJ 语法中指动词所指动

作发生在过去的→种时态。反腐只有进行时，
没有～。

E过JL] guor ＜方〉［量遍：这衣服洗了三～了！我
把书温了好几～。

E过热E guore 团回事物发展的势头猛，超过了

应有的限度：经济发展～。 享主E

E过人J guoren 圈＠超过一般人：聪明～｜他三雪

在危难中表现出了～的胆略。 8 ( // ）足球、

篮球运动指带着球避开对方球员前进z 带球
～｜连过三人。

【过日子】 guo ri·zi 生活；过活·小两口儿和和

美美地～O
E过筛子】 guo shai·zi O 使粮食、矿砂等通过
筛子，进行挑选。＠比喻选择：先把该解决的
问题过一下筛子。

E过山车J guoshanch岳 [BJ 游乐场中的种惊

险、剌激的大型娱乐设备，一组车依靠惯性沿
上下起伏的轨道高速滑行。

E过晌】 guosh凸ng ＜方〉国过午。

U立甚J guoshen ＜书〉回过分；夸大（多指说
话）：言之～｜～其词。

E过弟tll guosheng 画面。数量远远超过限度，

剩余过多．精力～。＠供给远远超过需要或
市场购买力：营养～｜生产～。

E过失E guoshl 圈。因疏忽而犯的错误。＠

刑法上指应预见却没有预见而发生的危害社
会的结果；民法上指应注意却没有注意而造成
的损害他人的结果。

E过s-tJ guo;;shi O 圈过了规定的时间：～不
候。＠圃过去流行现在已经不流行：陈旧不

合时宜2 他戴着一顶～的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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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过世E guo;;shi 画去世。

E过手E guo;; sh凸u 圈经手办理（钱财等）＝他

～的款项，从未出过差错。

E过数】 guo;;shu c～儿）圈清点数目：这是货

款，你过一下数。
E过堂E guo;;t6ng 圈旧时指诉讼当事人到公

堂上受审问。

E过堂凤J guot6ngf岳『19 （～儿） IEl 通过穿堂儿、
过道或相对的门窗的风。也说穿堂风。

E过天E guotian ＜方〉圃改夭。
E过厅E guδting r每旧式房屋中，前后开门，可

以由中间通过的厅堂。
E过头l guo;;t6u （～儿〉圈超过限度；过分．不

说～话，不做～事 l他对自己的估计有点儿～。
E过屠门而大嚼】 guo tumen er do jue 比喻
心中羡慕而不能如愿以偿，只好用不实际的办

法安慰自己（屠门：肉铺）。

E过往E guowang O 画来去：～客商｜今天赶
集，路土～的人很多。＠画来往；交往：他们

俩是老同学，～甚密。＠画过去（gu凸qu）；以

往z ～的时光。
E过望】 guowong ~超过自己原来的希望：

二二二 大喜～。
噩噩~（过问E guowen 圈参与其事；参加意见，表示
三孟言 关心：～生产情况｜水泥堆在外面无人～。

E主午E guow心函中午以后z 上午他不在家，
请你～再来吧。

E立细】 guoxi 圈十分仔细z ～检查一遍｜要～

地做工作。

E过心】 guoxln ＜方〉＠圈往心里去；在意：我

直话直说，你别～。＠庄园知心z 咱俩是～的朋

友，有什么话不能说？

E过眼E guδ；； yi'm [lib] 过目。

E过眼烟云】 guoyiin-yanyun 过眼云烟。

E过眼云烟】 guoyiin-yunyan 比喻很快就消失

的事物。也说过眼烟云。
E过夜E guo11 ye [lll)] O 度过一夜（多指在外住

宿）：在工地～。＠隔夜z 不喝～茶。
E过意不去】 9uo vi bu qu 心中不安（抱歉）：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也说不过意。
E过瘾】 guo;;yTn 圈满足某种特别深的癖好，

泛指满足爱好：这段唱腔优美，听起来真～。
E过硬l guo;;ying ~禁受得起严格的考验或
检验：过得硬｜技术～｜～本领。

E过犹不及E guoy6ubuji 事情办得过火，就跟

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
E过于l guovu ［副表示程度或数量过分；太＝
～劳累｜～迁就｜～乐观｜～繁复。

E过逾E guδ·vu ＜方〉圈过分；过甚z 凡事别太

～了。

E过誉】 guovu l'lbl 过分称赞：您如此～，倒叫我

惶恐了｜人们称赞他是人民的公仆，并非～。

E过载】 guozoi 圈。超载；超负荷。＠把一

个运输工具上装载的东西卸下来，装到另一个

运输工具上。也作过俄。

E过俄】 guozoi 同“过载”②。

E过账】 guδr zhong 国过去指商业上把账目

由甲账转入乙账，现在簿记上指把传票、单据

记在总账上或把日记账转登在分类账上2 过
了半天账。

目招JLl guo;; zhaor [lll)] 使用招数较量，也指

比赛z 与世界强队～。



h 

i二二二五豆_iQ工…」

nA.1 ha o 画］张口呼气：～欠｜～了一口气。
H口 ＠佩甫形容笑声（大多叠用）：～～大
笑。＠匮J 表示得意或满意（大多叠用） :~ 
～，我猜着了 l～～，这回可输给我了。

『tA2 “一 ha ＜口〉画往下弯（腰）：点
μ百 c~~段）头～腰｜别～着腰走路。

另见 505 页怕； 505 页 ha。

E哈哈】 ha•ha 圈见 234 页【打哈哈1。
E哈哈镜E hahajing IBJ 用凹凸不平的玻璃做成
的镜子，照起来奇形怪状，弓｜人发笑。

E哈哈JL] ha· har ＜方〉圈可笑的事：这真是个
～｜闹了个～。

E晗喇】1 ha· la ＜口〉回到食油或含油食物日久味
道变坏z～味儿｜点心～了，不能吃了。

E哈喇】2 ha· I口画］杀死（多见于早期白话）：不

如只一刀～了他。［蒙］

E哈喇子E halo· zi （方〉［量流出来的口水。
E哈雷彗星］ Halei huixlng 肉眼能看到的大彗

星之一，英国夭文学家哈雷（ Edmond

Halley）计算出它的轨道，并预计它的运行周
期约为 76 年，所以叫哈雷彗星。

E哈里发E hall fa 圈。穆罕默德逝世（公元
632）后，伊斯兰教国家对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
呼。＠我国伊斯兰教对在寺院中学习伊斯兰
经典的人员的称呼。［阿拉伯 khalifah]

E哈密瓜l hamigua 南］＠甜瓜的一大类，品种
很多，果实较大，果肉香甜，多栽培于新疆哈密
一带。＠这种植物的果实。

E哈尼族l Hani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云南。
E哈气lhaqi oc-11一）圈张口呼气：把手放在

嘴边哈了口气。＠圈张口呼出来的气。＠
圈指凝结在玻璃等t面的水蒸气z 外面冷，屋
里热，窗户上都是～。

E哈欠E ha·qian 函见 234 页｛打哈欠l 0 

E哈萨克族】 Hasakezu r雹＠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哈萨克斯坦共

l喻给虾蛤晗奋晗 I ha - ha I 505 I 

和国人数最多的民族。

E哈腰l ha11vao ＜口〉圈＠弯腰2 一～把钢笔
掉在地上了。＠稍微~腰表示礼貌（不及鞠躬

郑重）：点头～。

丘A ha 圈金属元素，符号 Hf。银灰
节百（给）色，熔点高。用于制高强度高温合
金，也用作 X射线管的阴极，在核反应堆中做
中子吸收剂。

, 
ha （厂丫）

虾 ha 见下
（暇）另见 1409 页 xio"

E虾蟆E ha•ma 见 505 页【蛤蟆1。
由A ha 见下。
：民口另见 441 页肘。
E蛤蟆】（虾蟆） ha·ma 圈青蛙和螃踪的统称。

E蛤蟆镜l ha· majing ［组镜片较大，略呈蛤蟆
眼睛形状的太阳镜。

\/ 

h凸 （厂丫）

nA. 怡。〈方〉画斥责2 ～他一顿。＠
H口 CH凸）啤］姓。

另见 505 页 ho;505 页 hao

E哈巴狗】 h凸•bag凸u （～儿）圈＠一种体小、毛主主
长、腿短的狗。供玩赏。也叫狮子狗或巴儿狗。专三

＠比喻驯顺的奴才。
E哈达】 h凸d6 圈藏族和部分蒙古族人表示敬

意和祝贺用的长条丝巾或纱巾，多为白色，也
有黄、蓝等颜色。

奋 h凸奋奋屯叫“叫名，在北京
另见 1263 页的i “吹”。

飞

ha （厂丫）

nA ha 见下。
H口另见 505 页 ho:505 页怡。

E哈巴】 ha· ba ＜方〉画走路时两膝向外弯曲＝
～着腿走。

E哈士蟆l ha· shim6 f8l 蛙的一种，身体灰褐

色，生活在阴湿的地方。雌性的腹内有脂肪状
物质，叫哈士蟆泊，可入药。哈士蟆是我国特

产的动物，主要生活在东北各省。也叫哈什
蚂。［满］

E哈什蚂】 ha· shim凸圈哈士蟆。



草草

I so6 I hai 怕 i I 怡咳嗨还孩骸骸涅海

hai ＜厂劳） = 
nA hoi ＜书〉＠讥笑z 为众人所～。＠欢
H口笑；喜悦z 欢～。＠同“咳”。
”去了 hai IIDll 表示伤感、后悔或惊异z ～！我怎
’~么这么糊涂！｜（斗真有这种怪事儿！

另见 737 页怡。

嗨怕见下
另见 534 页 hei 。

E嗨哟E h6iy6 圃多人一起从事重体力劳动时，
为协调彼此的动作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加油干呐，～！

, 
h6i （厂劳）

、T 、町 hai 圃＠表示现象继续存在或
月二（遐）动作继续进行；仍｜曰：十年没见
了，她～那么年轻｜半夜了，他～在工作。＠表
示在某种程度之上有所增加或在某个范围之
外有所补充：今天比昨天～冷｜改完作业，～要

备课。＠表示程度上勉强过得去；基本达到
要求：屋子不大，收拾得倒～干净｜你好歹～会
两句英语，我连字母都不认得。＠常跟“呢”搭
配使用，为当前所说的内容提供程度上相对照
的参考信息，相当于“尚且’飞小车～通不过呢，
就别提大车了｜大车～通过了呢，小车就不用说

了。＠表示不合理；不寻常；没想到如此，而居

然如此（多含赞叹或责备、讥讽的语气）：他～

真有办法｜这么高的山，他～爬上去了｜你～大
学生呢，连这个字都不认识。＠表示早已如

此，常与“就”呼应：～在几年以前，我们就研究

过这个方案。
另见 567 页 hu6门。

E还是E hai • shi O [JuJ 还Chai ）①：今天的会～
由他主持。＠圈还Chai ）⑤z 没想到这事儿～

真难办。＠［副表示倾向性选择，含有“这么办
比较好”的意思：天气凉了，～多穿点儿吧。＠
画表示选择，放在每一个选择项的前面，不过

第一项之前也可以不用z 你～去，～不去？ I 去
看朋友，～去看电影，～去滑冰，他一时拿不定
主意。 85量连接无须选择的若干事项（跟“不

管、无论”等搭配使用）：不管认识的～不认识
的，都得按章程办事。

孩 hai 儿童z ～子｜～提

E孩JLl hai ’自r 画父母称呼儿女或儿女对父母
的自称（多见于早期臼话）。

［：［主JLl hair ［雹孩子：男～｜女～｜这对夫妻只有

一个～
【孩提】 haiti ＜书〉圈＠指幼儿时期。＠儿

童；幼儿。
E孩童1 haita『19 ＜书〉圈儿童z 三尺～。

E孩子E hai•zi 函＠儿童：小～｜男～。＠子
女：她有两个～o

E孩子气E hai· ziqi O 圈孩子似的脾气或神

气：他一脸的～。＠圈脾气或神气像孩子：
他越来越～了。

E孩子头】 hai • zit创（～儿）圈＠爱跟孩子们
玩的大人。＠在一群孩子中充当头头儿的孩

子。

E孩子王E hai·ziwang ［每＠孩子头。＠指幼
儿园或小学的教师（含戏谑意或轻视意）。

骸 hai o 骸骨：四肢卜。＠借指身体：
同九形～｜病～｜遗～。

E骸骨E haig心圈人的骨头（多指尸骨怜。

v 
hai （厂劳）

口音 h凸i IEJO 瓷胶。＠泾胶衍生物的统称。
用λ 另见 418 页呐。
涅 h凸i IT 又 IT l.i 海里旧也作涅

必信 h凸iO 圈大洋靠近陆地的部分，有的大
俨学湖也叫海，如青海、里海。＠比喻连成一

大片的很多同类事物：人～｜火～。＠大的（器
皿或容量等）：～碗 l～量。。古代指从外罔

来的：～棠｜～枣。＠〈方〉［宿极多（后面一般
跟

漫无目标地2 ～骂｜她丢了支笔，～找。＠〈方〉

l画毫无节制地：～吃～喝。 8 CH凸 i) ［画姓。

E海岸l h旬’ an 啤］邻接海洋边缘的陆地。

E海岸炮l h凸i' anpao 函设置在海岸或岛屿上

的大炮。简称岸炮。

E海岸线E hai ’ anxian 圈陆地和海洋的分界

线。
E海拔l h凸ib6 圈从平均海平面起算的高度。

E海报E h凸ibao I每］戏剧、电影等演出或球赛等

活动的招贴。
E海豹l h副bao 圈哺乳动物，头圆，四肢扁平像

鳝，趾间有睽，尾巴短，毛灰黄色，带棕黑色斑
点。生活在温带和寒带沿海。

E海滨l h凸ibln [=8] 海边；沿海地带z ～浴场｜～

城市。

E海菜l h凸1cai 睛海洋里出产的供食用的植

物，泛指海洋里出产的副食品。



E海产l h凸ichan O 圈属性词。海洋里出产
的z ～植物。＠圈海洋里出产的动植物，如
海蛮、海藻等。

E海肠子l h凸ichang·zi IE 隘。

E海潮E h凸1ch60 !Bl 海洋潮沙。指海洋水面定
期涨落的现象。

E海程l h凸1cheng 圈船只在海上航行的路程z
再有半天的～，我们就可到达目的地了。

E海带】 h凸idai 圈藻类的一种，生长在海底的
岩石上，形状像带子，褐色，含有大量的腆质，
可用来提制腆、饵等。供食用，也可入药，入药

叫昆布。
E海岛E h凸id凸o 圈海洋中的岛屿。
E海盗E h凸idao ~出没在海洋上的强盗。
E海底捞月l h凸idi-laoyue 比喻根本做不到，自
费气力。也说水中捞月。

E海底捞针E h凸idi-laozhen 比喻极难找到。也

说大海捞针。
E海防】 haifang 圈在沿海地区和领海内布置

的防务。
E海匪E h凸If岳i 圈海盗。

E海只1J h凸If岳ng 圈海上刮的风。
E海港l h凸igang 圈沿海停泊船只的港口，有
军港、商港、渔港等。

E海沟E h凸196u 晴深度超过 6 （）（）｛）米的狭长
的海底凹地。两侧坡度陡急，分布于大洋边
缘。如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大西洋的波多
黎各海沟等。

E海狗】 haigau 画哺乳动物，头圆，额骨高，有
耳壳，四肢短，像鳝，趾间有躁，尾巴短，毛紫褐
色或深黑色，雌的毛色淡。生活在海洋中，能
在陆地上爬行。也叫脏』内兽。

E海关l haiguan ~对出入国境或边境的二切
商品和物品进行监督检查、照章征收关税并执
行缉私任务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

E海归E haigui O l到在海外留学或工作一段
时间后归国，多指归国创业或求职·～派。＠
圈指在海外留学或工作后归国的人员。

E海龟E haigui 圈爬行动物，外形和普通龟相
似，身体大，黑褐色，头大，嘴有钩。吃鱼虾、海
藻等。生活在海洋中。

E海涵E haihan 画敬辞，大度包容（用于请人原

谅时）：由于条件简陋，招待不周，还望～。
E海魂衫E h凸ihunshan IE 水兵穿的横向蓝白
条纹相间的套衫。

E海货E h己ihuo 圈指市场上出售的海产品。
E海疆l haijiang 圈指沿海地区和沿海海域z

万里～。

E海椒E haijiao ＜方〉圈辣椒。

海｜怕i I so1 I 
E海角天涯E h臼j i凸o-tianya 见 1294 页【天涯

海角 l 0 

E海界E h凸iiie 哩！国家海域的边界z 划定～o

E海进E h副jin 圈海侵。

E海禁E h凸ijin I写指禁止外国人到中国沿海通

商和中国人到海外经商的禁令。明清两代都
有过这种禁令。

E海警E h凸ijing 圈海洋警察的简称。

E海军E h凸ijun 圈在海上作战的军队，通常由

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

军陆战队等兵种及各专业部队组成。
E海口】 h凸ikau 圈＠河流通海的地方。＠海

湾内的港口。＠见 755 页｛夸海口 l 0 

E海枯石拦E h凸ikO-shilan 直到海水枯干，石头

粉碎，形容经历极长的时间（多用于誓言，反衬
意志坚定，永远不变）：～，此心不移。

【海况E haikuang ~ O 指海区的温度、海水成
分、浮游生物组成等情况。＠指海面在风的
作用下波动的情况，根据波浪的大小有无，分
为 0 9 共 10 级。见“海况表”。

海况表

海况
海面征状

等级

。 海面光滑如镜。

1 波纹。

2 
波浪很小， i皮峰开始破裂，但浪花不

是白色，而是玻璃色的。

3 
波浪不大，但很触目，波峰破裂，其中
有些地方形成自色浪花 白浪。

4 
波浪具有很明显的形状，到处形成白

浪。

出现高大波峰，有浪花的波顶占了波
5 峰上很大的面积，风开始肖lj去波峰上

的浪花。

i皮峰上被风肖lj去的浪花开始沿波浪

6 斜面伸长成带状，有时波峰出现风暴

波的长波形状。

7 
风削去的浪花带布满了波浪的斜菌，

并且有略地方达到波谷。

稠密的浪花带布满了波浪斜亩，海面
8 因而变成白色，只在？皮底有略地方才

没有浪花。

整个海面布满了稠密的浪花层，空气
9 中充满了水滴和飞沫，能见度显著降

低。

E海阔天空】 h凸ikuo-tiankong O 形容大自然



sos I hai I 海

的广阔。＠形容想象或说话毫无拘束，漫无
边际：两人都很健谈，～，聊起来没个完。

E海蓝1 haila『1 圈像大海那样的蓝颜色。
E海Ill haili 圈河狸的旧称。

E海狸鼠l h凸 iii sh心圈哺乳动物，外形像水獗，
毛灰褐色。生活在水边，善于游泳，吃植物的
茎叶等。原产南美洲。

E海里】 h凸 i IT E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
符号 n mile 。 1 海里等于 1 852 米。旧也作

涅。
E海蜘子l haili·zi 圈牡畅。

E海量】 h凸iliang o 圈敬辞，宽宏的度量：对

不住的地方，望您～包涵。＠圈指很大的酒
量z 您是～，不妨多喝几杯。＠圈属性词。

数量极大的＝～存储｜～信息。
E海岭】 hailT『19 函海底的山脉。一般较陆地
的山脉高而长，两侧较陡。

E海流E hailiu 圈。洋流的旧称。＠泛指流

动的海水。

E海路E h凸ilu IBl 海上运输的航线。
E海轮E hailun 圈专在海洋上航行的轮船。

E海螺l hailu6 圈海里产的螺的统称。形体一
般较大，壳可做号角或手工艺品。

E海洛因】 h臼lu的In 画有机化合物，白色品体
粉末，有苦昧，有毒，用吗啡制成。医药上用作

镇静、麻醉药。极易成瘾。作为毒品时也叫臼
孟孟 面儿。［英 heroin]

主 E海马E 州时圈鱼，体伽而弯曲，包在骨质
环节形成的硬壳中，长 5 33 厘米，淡褐色，
尾巴能卷曲，头与躯干成直角，略像马头，宣立
游动。种类较多。

E海米E haimT 圈海产的小虾去头去壳后晒干

而成的食品。
E海绵E haimi6n IBl 0 低等多细胞动物，种类
很多，多生在海底岩石间，单体或群体附在其
他物体上，从水中吸取有机物质为食。有的体
内有柔软的骨憾。＠专指海绵的角质骨骸。
＠用橡胶或塑料制成的多孔材料，有弹力，像
海绵 2 ～底｜～球拍。

E海面l h凸imian 圈海水的表面。
E海纳百Jill h凸inabaichuan 大海容得下成百

上千条河流。形容胸怀宽广，能包容一切：
～，有容乃大｜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各种不

同意见。
E海南明 hain6nxi 圈琼剧。

E海难l hainan 圈船舶在航行过程中遭遇自
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发生的灾难。

E海内E hainei 圈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

海，因此称国境以内为海内 2 风行～！～孤本。

E海牛E h凸iniu IBl 哺乳动物，生活在热带海洋

或河流、湖泊中，形状略像鲸，前肢像鳝，后肢
已退化，尾巴困形，全身光滑元毛，皮厚，灰黑
色，有很深的皱纹。吃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

E海鸥E hai'ou 圈鸟，头和颈部褐色，翅膀外缘

白色，内缘灰色，躯干白色，爪黑色。常成群在

海上或内陆河流附近飞翔，吃鱼、螺、昆虫等，
也吃谷物和植物嫩叶。

E海派E h凸ipai 圈＠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

演风格。＠泛指上海的风格和特色z ～文学｜

～｝ II 菜。
E海盆l h凸ipen 圈洋盆。

E海平面l h凸ipingmian 圈。海水所保持的水

平面。＠指平均海平面。
E海平线E h凸ipingxian 圈向水平方向望去，海

面与天空交界的线：远远的～上出现了一艘

船。
E海｛受E haiqln IBl 海面相对于陆地上升时，海

水进入并淹没陆地的现象。也叫海进。
E海区E h凸iqu 圈海洋上的一定区域。根据军

事需要划定的海区，范围一般用坐标标明。

E海撤l h凸is凸画安置死者骨灰的一种方法，将

骨灰撒入海洋。

E海参】 h凸ish岳n 圈棘皮动物，身体略呈圆柱
形，柔软，口和脏门在两端，口的周围有触手。
生活在海底，吃藻类和小动物。种类很多，常

见的有刺参、乌参、梅花参等。有的是珍贵的
食品。

E海狮l h凸ishl 圈哺乳动物，四肢呈鳝状，尾

短，身上的毛很粗。雄兽颈部有长毛，略像狮
子。生活在海洋中，吃鱼、乌贼、贝类等。

E海蚀E h凸ishi 圃海水冲击和侵蚀。

E海市屡楼】 h凸ishi-shenlou O 屡景的通称。

＠比喻虚幻的事物。

E海事l h凸ishi 圈。泛指一切有关海上的事
务。如航海、造船、验船、海运、海损事故处理

等。＠指船舶在航行或停泊时所发生的事
故，如触礁、失火等。

E海誓山盟l h凸ishi-shanmeng 男女相爱时所

立的誓言和盟约，表示爱情要像山和海→样永

恒不变。也说山盟海誓。

E海兽l h凸ishoL』圈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

物，如海豚、鲸等。
E海损E h凸isu『1 啤船舶或所载货物在航行过程

中因遇海难而造成的损失。
E海拥 h凸it凸圈哺乳动物，身体困而长，前股
比后肢短，趾间有躁，尾巴短而扁，毛深褐色。

生活在近岸的海洋中，吃鱼和软体动物等。
E海滩E h凸itan IBl 海边的滩地，有泥滩、沙滩、



石滩等。
E海棠E hiiit6ng 圈。落叶小乔木，叶子卵形
或椭圆形，花白色或淡粉红色。果实球形，黄

色或红色，味酸甜。＠这种植物的果实。
E海塘】 hiiit6ng 啤］防御海潮的堤。

E海淘E h凸it6o 0萄］通过海外购物网站购买：这
副墨镜是～来的。

E海图】 haitu 圈航海用的标明海洋情况的图。

E海涂E haitu 圈河流入海处或海岸附近因泥
沙沉积而形成的浅海滩。低潮时，其较高部分
露出海面。修筑回堤，挡住海水可以垦殖。简
称涂。

E海退】 hiiitui 函海面相对于陆地下降时，海
水从淹没的陆地向后退缩的现象。

E海豚J hiiitun E亘哺乳动物，身体纺锤形，长达
2米多，鼻孔长在头顶上，嗦细长，前肢呈鳝状，
背鳝兰角形。背部青黑色，腹部白色。生活在

海盒酶｜ h凸l」生」

水冲上陆地，往往造成灾害z 。金融～O

Z海星E h凸ixlng ~棘皮动物，种类很多，身体
扁平，通常有放射形的五个角，多像五角星，表
面有一层石灰质的小刺。生活在浅海石缝中，
吃蛤刷、牡妨等。

E海选E h凸ixuiin 画一种不提名候选人的直接
选举，由投票人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

E海盐】 haiy6n I刽用海水晒成或熬成的盐，是
主要的食用盐。

E海蜒】 h凸iy6n ~幼鱼是(ti)加工i!JIJ成的鱼干。
E海晏河清】 h凸iyan heqlng 见 528 页【河清海

晏l 0 

E海燕E h凸iyan 圈＠鸟，外形像燕，嘴端钩状，

羽毛黑褐色，趾间有睽。常在海面上游泳和掠
飞，吃小鱼、虾等。＠海星中的一小类，身体扁
平，像五角星，背部稍隆起。可入药。

E海洋l h凸iy6ng 固地球表面连成一体的海和

洋的统称。
海洋中，吃鱼、乌贼、虾等。 ' I c海洋警察E h也iy6ng jTngch6 在近海负责边防

E海豚泳】 hiiitunyong t每］游泳的一种姿势，是｜! 保卫的武装警察。简称海警。
蝶泳的变形，两臂的动作跟蝶泳相同，两腿同 l

I I：海洋生物E h凸iy6ng shi:ingwu 生活在海洋中
时上下打水，因像海豚游水的姿势而得名 | 

平 。 | 的生物。
E海外】 hiiiwai 圈国外：销行～｜～奇闻｜～关 le海洋性气候E h凸iy6ngxing qihou 近海地区
系。参看 508 页【海内）］ 0 

受海洋影响明显的气候，全年和一天内的气温
E海外奇谈E haiwai qit6n 指没有根据的、稀奇 l

变化较小，空气湿润，降水量多，分布均匀。
古怪的谈论或传说。 ! （海鱼E h凸ivu ~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如带鱼、

E海湾】附w?n 画海洋伸入陆地的部分·如我（ 黄鱼等。’
国的胶州池。 ! E海域E h凸1vu 圈指海洋的一定范围（包括水上主主
阳］ hiiiwiin 圈特别大的碗。 • | 和水下） 0. 垂
E海王星E h凸iw6咿Ing 圈太阳系八大行星之 I c海员】恼yuan 圈在海洋轮船上工作的人二
一，按离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八颗，绕｜ 日
太阳公转周期约 164.8 年，自转周期约 22 小

时。光度较弱，肉眼看不见。（图见 1265 页
“太阳系”）

E海味l h凸iwei 圈海洋旦出产的副食品（多指

珍贵的）·山珍～。
E海西l Hiiixl 圈指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
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与台湾一水相隔，
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沿

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E海峡】 h凸ixi6 圈两块陆地之间连接两个海或
两个洋的狭窄水道。

E海鲜】怕ixian ~供食用的新鲜的海鱼、海虾

等。
E海象】 h凸1xiang 圈哺乳动物，身体粗壮，长可
达 3 米多，头团，眼小，嘴短而阔，上领有两个
特别长的牙，四股呈鳝状。生活在海洋中，也

能在陆地上行动，吃贝类等。
E海啸J haixiao ~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海
上风暴引起的海水剧烈波动。海啸发生时，海

E海运】 h凸iyun 圈用船舶在海洋上运输。

E海葬】 h凸iza『19 信自处理死者遗体的→种方
法，把尸体投入海洋。也指海撤。

E海藻E h凸iz凸。因生伏在海洋中的藻类，如海

带、紫菜、石花菜、龙须菜等。有的可以吃或入
药。

E海藻虫】 haiz凸och6ng ~蹄（ j剧。

E海战E h凸izhan 圈敌对双方海军兵力在海洋

上进行的战役或战斗。
E海茧E h凸izhe 晦腔肠动物，身体半球形，青蓝
色，半透明，上面有伞状部分，下面有八条口

腕，口腕下端有丝状器官。生活在海中，靠伞
状部分的伸缩而运动。伞状部分叫海萤皮，口
腕叫海萤头，可以吃。有的地区叫蛇（zha)o

E海子J hai·zi ＜方〉圈湖。

盒附古时的→种酒器。

酿 h凸i 0 ＜书〉肉、鱼等制成的酱。＠古代
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主

510 巴生旦旦」 亥↑亥骇氮害喀 3干预 1罕虫甘酣憨鼻午

、

hai （厂劳）

7号‘ hai 固地支的第十二位。参看 421 页
只【于支］ o
E亥时l haishi IEJ 旧式计时法指夜里九点钟到

十一点钟的时间。

该 h~i （书〉痛苦耐。

，.，.交了－· hai 惊吓g震惊：惊涛～浪｜～人
极（骸）听闻。
E骇怪E haiguai ＜书〉圈惊讶；惊诧。
E骇然E h臼iran E回惊讶的样子：～失色｜～不知

所措。
E骇人昕闯E hairentlngwen 使人昕了非常吃

惊（多指社会上发生的坏事）。

E骇异E haivi ＜书〉圈惊讶s惊异。

友写t hai 圈气体元素，符号 He。元色元臭无
多《l 昧，在大气中含量极少，化学性质极不活
泼。可用来填充电子管、气球、潜水服和飞艇
等，也用于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的保护气体，

液态的氮常用作冷却剂。

害恼＠圈祸害；坏处（跟‘‘和
灾～｜虫～｜为民除～｜吸烟对身体有～。

＠有害的（跟“益”相对）：～虫｜～J乌。＠圈

使受损害z ～人不浅 l你把地址搞错了，～得我
白跑了一趟。。 [§1)] 杀害 z 此人在数日前被～。
＠圈发生（疾病） :~ PR I ～了一场大病。。
发生（不安的情绪）：～羞｜～怕。＠〈方） [§1)] 

妨碍z ～事｜～着你什么了？
〈古〉又同

E害病E hai11b1 『lg 圈生病。
E害虫E haich6ng 国对人类有害的昆虫。有

的传染疾病，如苍蝇、蚊子，有的危害农作物，
如蝉虫、螺虫、棉扬。

E害处E haichu 圈对人或事物不利的因素；坏
处。

E害口E hai11 kou ＜方〉圈害喜。
E害怕E hai11 p<l 圈遇到困难、危险等而心中
不安或发慌：～走夜路｜洞里阴森森的，叫人

E害群之马E haiqunzhlm凸比喻危害集体的人。

E害人虫E hairench6ng 圈称害人的人。

E害牒l h白i11sao ＜口〉圈害羞。
E害喜E hai11xr 画因怀孕而恶心、呕吐、食欲异
常。有的地区说害口。

E害型 hai;;xiu 圃因胆怯、怕生或做错了事怕

人嗤笑而心中不安g怕难为情z 她是第一次当

众讲话，有些～｜你平时很老练，怎么这会儿倒害

起羞来了？
E害0~1 hai11v凸n 画患眼病。

唔 hai 圃表示伤感、惋惜、悔恨等z ～！他
怎么病成这个样子｜～，我当初真不该这么

做。

［二二：国豆豆豆1 三

狞 han ＜方〉因慌。
另见 9 页巾。

.17.f" han O ＜方〉圈粗①2 这针太～，
甘I~ （预）换根细一点儿的。 8 c Han ）圈
姓。

E预实E han•shi ＜方〉圈（物体〉粗而结实：把
挺～的一根棍子弄折（ sh岳）了。

猝 hon 同“歼”。

蚓 hon 圈蚓子。

E蚓子】 han· zi 圈软体动物，壳厚而坚硬，外表

淡褐色，有瓦垄状的纵线，内壁白色，边缘锯齿
形。生活在海底泥沙和岩石缝隙中。有泥虫甘、
毛虫甘等。

酣 hon 0 饮酒尽兴：～饮［～醉 l半～ l酒～
耳热。＠泛指尽兴、畅’快：～歌｜～睡。

E酣畅】 hanchang ~畅快：喝得～｜睡得很～。
E酣梦】 hanm岳ng 圈酣畅的睡梦。

E酣眠】 hanmian 圃熟睡。

E酣然】 hanran E回酣畅的样子z ～大醉 1～入
梦。

E酣睡E hanshui 画熟睡。

E酣饮J hanyfn 圈畅饮。

E酣战E hanzhan B面激烈战斗2 两军～。
舌为· hon ＠庄园傻p痴呆z ～痴 i ～笑｜又～又

＝丘川 f耍。＠朴实；天真：～直｜～厚｜～态。＠
CHan）圈姓。

E憨厚E hanhou 固朴实厚道：为人～o
E憨实E hon· shi 圈憨厚老实。

E憨态E hantai IEl 天真而略显傻气的神态z ～

可掬（形容憨态十分明显，好像可以用手捧住一
样）。

E憨笑l hanxiao [§1)] 傻笑F天真地笑。

E憨直】 hanzhi 圃憨实直爽。

E憨子】 hon· zi ＜方） IEl 傻子。

鼻干 hon 睡着时粗重的呼吸： ~jf ［打ι， 0

E蔚声E hansheng 圈打呼噜的声音z ～如雷。



E鼻丰睡】 hanshui 画熟睡并打呼噜。

,, 
han （厂与）

部 Han 部江（Hanjiang），地名，在江苏。

在r hon 圈可汗＜keha旧的简称。

1 I 另见 514 页 hon"
郎 han 脚＜Honda叫名，在河北。

E部单F学步］ handan-xuebu 战国时有个燕国
人到赵国都城郎郭去，看到那里的人走路的姿
势很美，就跟着人家学，结果不但没学会，连自
己原来的走法也忘掉了，只好爬着回去（见于
《庄子·秋水》）。后来用“那郭学步”比喻模仿
别人不成，反而丧失了原有的技能。
含 h创刊东西放在嘴里刷下也不吐

出：～一口水｜～着橄榄。＠藏在里面g包

括在内；容纳：～着眼泪｜这种梨～水分很多｜
工龄满三十年以上（～三十年）者均可申请。＠
带有某种意思、情感等，不完全表露出来：～
怒｜～羞｜～怨｜～而不露｜谈吐中～着一种失落

感。
E含苞E h6nbao ［到花毡裹着花蕾：～待放。
E含悲】 h6nb岳l 画怀着悲痛或悲伤：～忍泪｜

～饮泣。
E含~ltl hanfu rn!Jl 把药含在嘴里服用。
E含垢忍辱1 ha『1gou-r岳nr心忍受耻辱。

E含恨】 hon;; hen ｛动l 怀着怨恨或仇恨：～终
生！～离开了入世。

【含糊］（含胡） h6n•hu 圈。不明确，不清晰z

～其词 i他的话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认真；马虎＝这事一点儿也不能～。＠犹豫s
胆怯（多用于否定式）．要比就比，我绝不～。

（注重’“不含糊”常用作赞美的话，是啃能耐”或
“行”的意思。如：他那子毛笔字可真不含糊｜
这活儿做得真不含糊。

E含混】 hanhun 回模糊：不明确：～不清｜言辞
～，令人费解。

E含金量E hanjlnliong 圈。物体内黄金的百
分比含量。＠比喻事物所包含的实际价值：

这篇论文的学术～相当高。
E含量E hanliang ［组－种物质中所包含的某种
成分的数量·这种食品的脂肪～很高。

E含怒E h6n;;nu r司有怒气而没有发作。
E含片E h6npian 圈用放在嘴里含化的方式服

用的药片．西洋参～。
E含情］ h6nqing r司脸I带着或内心怀着情

街 1二~ ¥'f 郁含函 I hon h6_'.1__巴兰」

意、情感（多指爱情）：～脉脉＜ mom的。

E含沙射影E h6nsha-sheylng 传说水中有一种
叫贼cyu）的怪物，看到人的影子就喷沙子，

被喷着的人就会得病。比喻暗地里诽谤中
伤。

E含笑】 h6n;;xioo 画面带笑容：～点头｜～于

九泉。
E含辛茹苦E h6nxln-rul心经受艰辛困苦（茹＝
吃）。也说茹苦含辛。

E含羞E h6n;;xiu r到脸上带着害羞的神情·～

不语｜～而去。
E含羞草］ h6nxiu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羽

状复叶有长柄，小叶密生，条状长圆形，花淡红
色。叶子被触动时，小叶合拢，叶柄下垂。可

供观赏，全草人药。
E含蓄】（涵蓄） h6nxu O 圈包含z 简短的话

语，却～着深刻的意义。＠圃（言语、诗文）意
思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圃（思想、感情）不

轻易流露：性格～。
E含血喷人l hanxue-p岳阳台n 比喻捏造事实，诬
赖别人。

E含怡弄孙E hanyi-nongsun 含着糖逗小孙子，

形容老年人闲适生活的乐趣。
E含义E hanyi ［每（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
深奥。也作涵义。

E含意l hanyi lEJ c诗文、说话等）含有的意思：

猜不透她这话的～。
【含英咀华E hanylng-juhua 比喻琢磨和领会主主
诗文的要点和精神。 王二

E含冤E han;;yuan 固有冤未申 z ～而死。

E含蕴E hanyun l动］含有（某种思想、感情等）；

包含：一番话～着丰富的哲理。

函 ~ an 圈。〈书〉匣；封套z 石
？国）～｜镜～｜这部《全唐诗》分成十二

～。＠信件2 公～｜来～｜～授｜～复｜发～致
谢。

E雨电】 handion r萄信和电报、电传等的总称。

E函调l handiao l动］用通信方式进行调查＝可
通过～对此人进行初步了解。

E函告E hangao ［动l 用书信告诉：行期如有变

化，当及时～。
E函购E hangδu 圈用通信方式向生产或经营

者购买2 ～电视英语教材｜开展～业务。
[Pl§件E hanjian l萄信件。

E函授E hanshou I量以通信辅导为主迸行教

学（区别？‘ flJ授、国授”）．～生｜～教材｜～大

学。
[r再授教育E hanshou j iaoyu 以通信方式开展
教学的教育。学生以臼学教材为主，并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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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辅导和考核。

E函售】 hanshou 画用通信方式向购买者销

售z ～图书｜开展～业务。

E函数】 hanshu ［亘在某一变化过程中，两个变
量元’、y，对于 z 的每一个值，y 都有唯－的值
和它对应，y就是工的函数。这种关系一般用
y二 f(x）来表示。其中 z 叫作自变量，y 叫作

因变量。

E函索E hansu凸圈用通信方式索取（宣传品、

资料等） ：本公司备有产品说明书，～即寄。

虫f hon ＜书〉日，蚊子的幼虫
另见 422 页 gon 。

洽 hon 洽沈阳叫，脯，在广东

珞 hon

晗 hon

〈书〉死者口中所含的珠玉。

〈书〉天将明。

崛 Han 古地名，即函谷，在今河南起北

J~今 hon 圈热学上表示物质系统能量状态
户口的一个参数。数值等于系统的内能加上
压强与体积的乘积。单位是焦耳。旧称热
函。

惦E在 han O 包含；包容z ～养｜海～。＠指涵
1但习洞：桥～（桥和涵洞）。

二二 E涵洞E handδng 圈公路或铁路与沟渠相交的

三自量 地方使水从路下流过的通道，作用和桥类似，
量三 但一般孔径较小。

E涵盖l hangai 圈包括；包容：作品题材很广，

～了社会各个领域。

E涵容】 h6nr6ng ＜书〉［司包容；包涵z 不周之

处，尚望～。
E涵蓄E h6nxu 见 511 页【含蓄］。

E涵养E h6ny凸ng 0 圈能控制情绪的功夫；修
养②：很有～。＠圈蓄积并保持（水分等）：

用造林来～水源｜改良土壤结构．～地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
E涵义E hanyi 同“含义”。
E涵闸］ h6nzh6 圈涵洞和水l阔的总称。

韩山 Han 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中部
（）和山西东南部。＠圈姓。

战 h6n 脚时仙），古山名
另见 256 页 d凸「l ;262 页 d凸门Qo

句!P.' h6n 0 冷（跟“暑”相对） ：～冬｜～风｜天
又主豆～地冻 l 受了 点！L～。＠害怕 s 畏惧＝心

～1胆～。＠穷困：贫～。。 c H6nJ f割姓。
E寒蝉］ h6nch6n [BJ 0 天冷时不再叫或叫声

低微的蝉z ～凄切｜喋若～。＠蝉的→种，身
体小，黑色，有黄绿色的斑点，翅膀透明。雄的
有发音器，夏末秋初时在树上叫。

E寒潮E h6nch6o 圈从寒冷地带向中、低纬度

地区侵袭的冷空气，寒潮过境时气温显著下
降，时常有雨、雪或大风，过境后往往发生霜
冻。

E寒惨】（寒怆） hon· chen ＜口〉＠［国丑陋3难

看z 这孩子长得不～。＠由国丢脸；不体面：全
班同学就我不及格，真～！ O 圈讥笑，揭人短

处，使失去体面z 你这是存心～我 l叫人～了一

顿。
E寒窗E h6nchuong 圈借指艰苦的读书生活：
十年～。

E寒带E h6nd6i 圈极圈以内的地带。气候终
年寒冷，近两极的地方，半年是臼天，半年是黑
夜。在南半球的叫南寒带，在北半球的叫北寒
带。

E寒冬】 h6nd6ng 圈寒冷的冬天g冬季。
E寒冬腊月E handong layue 指农历十二月夭
气最冷的时候。泛指寒冷的冬季。

E寒光】 h6nguong 圈使人感觉寒冷或害怕的

光（多形容刀剑等反射的光）：刺刀闪着～｜眼
睛射出两道凶狠的～。

E寒假E h6nji6 回学校中冬季的假期，一般在

一二月间。

E寒蛮E hanjiang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蝉。
E寒嗦E h6njin [BJ 见 234 页I打寒喋］。

E寒苦E hanku Ifill 贫穷困苦g 家境～。
E寒来暑往E h6nl6i-shuwang 炎夏过去，寒冬

来临。指时光流逝。

E寒冷E h6nl岳ng 圃冷①z 气候～｜～的季节。
E寒流】 hanliu 圈。从高纬度流向低纬度的

海流。寒流的水温比它所到区域的水温低。
＠指寒潮。

E寒露E hanlu l重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0 月 7、

8 或 9 日。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I二十
四节气1 。

E寒毛E h6nm6o 圈汗毛。
E寒I'll hanmen ＜书〉圈＠贫寒微贱的家庭2

出身～。＠旧时谦称自己的家。

E寒气E h6nqi [BJ 0 冷的气流：～逼人。＠指
因受冻而产生的冷的感觉 2 喝口酒去去～。

E寒峭E h6nqi6o ＜书〉圆形容冷气逼人z 北风
~ 。

Z寒秋】 hanqiu 障］深秋。

E寒热E h6nr岳圈中医指身体发冷发热的症

状。

E寒色E hanse 圈给人以寒冷的感觉的颜色，



如青色、绿色、紫色。
E寒舍E hanshe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家z 请

光临～一叙。
E寒食E Hanshi [BJ 节名，在清明前→天。占人
从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饭，所以叫寒食。
有的地区清明叫寒食。

E寒士E hanshi ＜书〉圈贫穷的读书人。

E寒暑l hanshu 圈＠冷和热z ～表。＠冬天

和夏天，常用来指整个一年．～易节｜经历了十
五个～才完成这部书稿。

E寒素E hansu ＜书〉＠圈清贫·家世～。＠
圈清贫的人：拔摧～。＠［翻朴素；简陋z 衣

装～。
E寒酸E hansuan 圆。形容穷苦读书人的不

大方的样子z ～相｜～气。＠形容简陋或过于

俭朴而显得不体面z 穿得太～了。

E寒血！！］ hantuT ＜口〉圈腿部的风湿性关节炎。

E寒制 hanw副圈指家世、出身贫苦，社会地

位低下：出身～。
E寒心E han;;xTn 圃因失望而痛心3 孩子这样

不争气，真叫人～o
E寒星E hanxTng [BJ 寒夜的星斗：～点点｜～闪
烁。

E寒喧E hanxuan l司见面时谈天气冷暖之类的
应酬话：宾主～了一阵，便转入正题。

E寒衣J hanyT IBl 御寒的衣服，如棉衣、棉裤等。
E寒意】 hanyi 圈寒冷的感觉z 深秋的夜晚，风
吹在身上，已有几分～。

E寒战E hanzhan r皇见 234 页1打寒战1。也作

寒颤。
E寒颤】 hanzhan 同“寒战”。

v 
h凸n （厂与）

经主主 hon O 稀少＝稀～｜～见｜～闻｜～有 i 人
....迹～至。 8 CH凸n）［雹姓。
E罕见E hanjian I砌难得见到；很少见到2 人迹
～｜～的奇迹。

Prrw. h凸n 圈。大声叫：～口号。＠叫（人） : 
7巩你去～他一声。＠〈方〉称呼z 论辈分他
要～我姨妈。

E喊话J han11hua I到对特定的人大声呼喊，进
行宣传或劝说。

E喊价l h凸n11 jia 巨型叫价：这件拍品～80 万元。
E喊叫E hanjiao 画大声叫：大声～。
E喊嗓子】 hons凸ng•zi 戏曲演员练嗓子，不用
乐器伴奏，多在空旷的地方进行。

E喊冤E han;;yuan [§!j] 诉说冤枉：～叫屈。

寒罕喊瘁阙 H阙汉 I hon hon I 513 

赌 han ‘如巾的又音。

阙（嗣）民；：~ ！~；~： 
日阐（嘀） han 〈书〉同＂ lljliJ " ( h帆

hon （厂乌）
,'fr1 ~ Han O 汉江，水名，发源于陕西，
以认漠）流至湖北武汉人长江。＠（陆的
指银河z 银～｜气冲霄～。－~ 朝代。 a）公
元前 206 公元 220 ，刘邦所建。参看 1396

页【西汉1 、 310 页【东汉］。 b）后汉②。。汉
族z ～人｜～语。 0 Chan）男子2 老～｜好～｜英

雄～ l彪形大～。＠固姓。
E汉白玉E hanba iyu IBl 一种白色的大理石，质

地致密，可以做建筑和雕刻的材料。
E汉堡包E hanbaobao IBJ 夹牛肉、乳酸等的圆

面包，因起源于德国海港城市汉堡而得名。
［汉堡，英 hamburger]

E汉调E handiao IBJ 汉剧的旧称。

E汉化E hanhua E副＠其他民族被汉族的语言

文化、风俗习惯同化。＠通过计算机软件把
原来的外文信息转化成中文信息。

E汉奸E hanjian IBJ 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二

r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主

E汉剧l hanju l重湖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腔调

以西皮、二黄为主，流行于湖北全省和河南、陕

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历史较久，对京剧的形成
有很大的影响。旧称汉调。

[f又民E Hanmin ＜口〉圈指汉族人。

E汉人E Hanren 圈＠汉族人。＠指西汉、东

汉时代的人。
Z汉文E Han wen 圈＠汉语：～翻译｜译成～。

＠汉字：学写～。

E双姓E hanxing 圈＠汉族的姓。＠特指非

汉族的人所用的汉族的姓。

E汉学E hanxue 圈＠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名

物＇lJlli市，后世因而称研究经、史、名物、甘ii t古、
考据之学为汉学。＠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

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家。
E汉语l Hanyu 匮i 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

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参看

1018 页【普通话l 0 

E汉语拼音方案】 Hany心 PTnyTn Fang ’an 给汉

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这个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并用
附加符号表
示声调，是帮
助学习汉字

和推广普通
话的工具。

E汉子】 han·zi 
温＠男子。
＠〈方〉丈夫

( zhang· fu）。
E汉字】 Hanzl 

[EJ 记录汉语

的文字。除极
个别的例外，
都是一个汉字

代表一个音
节。

E汉族E Hanzu IEJ 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分布

在全国各地。

杆 hon 。见川页“捍”。＠见下。
另见 423 页 gano

E杆格E henge ＜书〉画i 互相抵触 g ～不入。

z、t hon o ＜书〉里巷的门。＠〈书〉
111 （罔）堵垣。 f) (Ha门）圈姓。
、、主 hon 国人和高等动物从皮肤排泄出来

牛二 1 I 的液体，是机体通过皮肤散热的主要方

主辈革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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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

草书

行书

楷书

汉字

另见 511 页 h6「1 。

E汗褂JLl hanguar ＜口〉圈汗衫①。
E汗碱］ hanjian ~汗干后留在衣帽等上面的

白色痕迹。
E汗津津】 hanjlnjln c～的）~状态词。形容微
微出汗的样子z ～的头发｜脸上～的。

E汗于Ll hankong I苞汗腺在皮肤表面的开口，
计从这里排泄出来。也叫毛乱。

E汗淋淋】 hanlinlin c口语中也读陆nlTnlTn ）（～

的）团到状态词。形容汗水往下流的样子：他跑

得浑身～的。
E汗流泱背E hanliu-jiabei 汗水湿透了背上的
衣服，形容汗出得很多。

E汗马功劳E ha nm凸－g6ngl6o 指战功，后也泛

指大的功劳（汗马z将士骑马作战，马累得出
汗）。

E汗漫】 hanman ＜书〉圈。广大，无边际2 ～

之宇｜湖水～。＠形容言论空泛z ～之言。
E汗毛l hanm6o 国人体皮肤表团上的细毛。

也叫寒毛。（图见 992 页“人的皮肤”）

E汗牛充栋l hanniu-chongdδng 形容书籍极

多（汗牛：用牛运输，牛累得出汗；充栋z堆满了

屋子）。

E汗青E hanqing 0 圈古时在竹简上记事，采
来青色的竹子，要用火烤得竹板冒出水后才容
易书写，因此后世把著作完成叫作汗青。＠

圈指史册。

E汗衫］ hanshan 圈。一种上身穿的薄内衣。

＠〈方〉衬衫。

E汗水】 hanshuT 圈汗（指较多的）：～湿透衣

衫。
E汗榻JL] hantar ＜方） [8］夏天贴身穿的中式小

褂儿。
[1干腺l hanxian 画皮肤中分泌汗的腺．分泌

的汗液随外界温度和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增减。

（图见 992 页“人的皮肤”）

E汗颜E hany6n mill 因羞惭而脸上出汗，泛指惭

愧2 深感～ 1～无地（羞愧得无地自容）。

E汗液l hanve 圈汗。

E汗珠子E hanzhu·zi 画成漓的汗。也说汗珠儿。

lrf渍］ hanzi 圈汗迹t 衬衣上留下一片片～。

a hon 0 圈长时间没有降水或降水太少
...... （跟“涝”相对）：～灾｜天～｜防～｜抗～｜庄
稼～了。＠跟水无关的：～烟｜～伞！～冰。＠
非水囚的s陆地上的．～地｜～稻｜～做 lι 船。

＠指陆地交通z ～路｜起～。

E早魅】 hanb6 圈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z ～

为虐。
E早冰】 hanbing ~穿着带轮子的鞋在坚实的

地面上滑行，叫滑早冰。

E旱船】 honchu6n 圈民间舞蹈“跑早船”所用

的船形道具。

E旱道】 handao c～JL）（方）~旱路。

E早稻】 handao ~到陆稻。

Z旱地】 handi 圈早田。

E旱季E hanji 睛不下雨或雨水少的季节。

E旱井l hanjTng E在水源缺少的地方为了积
蓄雨水而挖的rJ小肚大的害。

E旱涝保收】 hanlao-baoshou O 不管发生旱

灾还是涝灾，都能保证收成。＠比喻元论出现
付么情况都有保障。

E早路E hanlu E陆地上的交通线。
E早桥E hanqi6o 圈横跨在经常没有水的山
谷、河沟或城市交通要道上空的桥。

E旱情E hanqing 圈干旱的情况：由于连日降

雨，～已得到缓解。

E早伞E hansan ＜力〉圈阳伞。
E早獗】 hant凸咀哺乳动物，头部阔而短，耳小，

前肢的爪发达，善于掘土，背部黄褐色，腹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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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成群穴居，有冬眠的习性。是鼠疫、布氏
杆菌病的主要传播者。也叫土拨鼠。

E旱囚l hantian 函。土地表面不蓄水的用

地，如种小麦、杂粮、棉花、花生等的田地。＠
浇不上水的耕地。｜｜也叫旱地。

E早象】 hanxiang ［苞干旱的现象：～严重。

Z早鸭子l hanya·zi ~指不会游泳的人（含诙
谐意）。

E旱烟E hanyan 圈装在旱烟袋里吸的烟丝或
碎烟叶。有的地区叫黄烟。

E旱烟袋】 hanyandai 画一种吸烟用具，一般

在细竹管的一端安着烟袋锅儿，可以装烟’另一
端安着玉石
吸。通称烟袋。

E旱灾l hanzai 圈因长期干旱缺水造成作物

枯死或大量减产的灾害。

埠 hon 小堤（多用于地名）：中～（在安徽）。

捍 … hon 保卫防御：～卫｜～御。
（μ杆）

E捍卫E hanwei r到保卫（多用于抽象事物）：
～主权！～国家尊严。

E捍御E hanvu ＜书〉画抵抗；抵御2 ～外侮0
年一 hon O 勇猛z 强～｜剩～｜咐。
（辑）＠凶狠g蛮横：凶～。

E悍妇】 hanfu 圈凶悍蛮横的妇女。
E悍然l hanran 画蛮横的样子：～撕毁协议。
E悍勇E hanyong ［）£§强悍勇敢 z ～好斗。
τ出‘ hon 见下。
．、E”－

E菌苔E handan ＜书〉圈荷花。

焊 han 酬熔化的金属
（祷辉、养纤）把金属工件连接起来，或

用熔化的金属修补金属器物．～接l 电～。

E焊工E hangong 圈。金属焊接的工作。＠
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焊:ifiJl hanji 圈焊接时用的粒状、粉状或糊状
的物质，能清除金属工件焊接部分表面的杂质，
防止氧化，使容易焊接，如松香等。也叫焊药。

E焊接E hanji岳司＠用加热、加压等方法把金

属工件连接起来。如气焊、电焊、冷焊等。＠
用熔化的焊料把金属连接起来。

Z焊炬E hanju ~焊枪。
E焊料E hanliao 圈焊接时用来填充工件接合
处的材料。分软焊料和硬焊料两种。软焊料
熔点较低，质软，如铅锡合金（焊锡）；硬焊料熔
点较高，质硬，如铜钵合金。

E焊枪】 hanqiang 圈气焊用的带阀门的工具，

形状略像枪，前端有喷嘴。也叫焊炬。

E焊条l hantiao 圈焊接时熔化填充在焊接工

件的接合处的金属条。
E埠锡E hanxl 圈锐的通称。
E悍药E hanyao 圈焊剂。

悍 han ＜书〉眼睛瞪大突出。

领 an ＜书〉＠下巴＠点头：～
~ （镇）首。
E叙联E hanlian ~律诗的第二联（兰、四两
句），一般要求对仗。

E额首E hanshou ＜书〉［现点头 z ～赞许。

撒 Han 酬

惠 han 又耐见下。

（：£草菜E hanca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形变化
很大，基部叶子分裂多，茎部叶子长椭圆形，花
小，黄色，结角果。嫩茎叶可以吃，全草人药。

膜 hon ＜书〉＠酬。＠使干枯。

』｝茜 han ＜方〉圈。焰。＠用极少的油煎。
尤天＠蒸。
~ han 摇；摇动：摇～l震～天地｜此好～大

；』二部树，可笑不自量。

E撼动E handong ［司摇动；震动2 一声巨响，～
山岳｜这一重大发现，～了整个世界。

E撼天动地】 hantian-dongdi 形容声音响亮或

声势浩大：喊杀声～｜～的革命风暴。 主主
舌自 han O ＜书〉原指羽毛，后来借指毛笔、号主
嘀司文字、书信等2 挥～｜～墨 l 书～。＠

CHan）圈姓。

E翰林E hanlin 圈唐以后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明清两代从进士中选拔。

E翰墨E hanmo ＜书〉圈笔和墨，借指文章书画
等。

，比去t han 失望3不满足z 缺～｜遗～！～事｜寻｜
~6~ 以为～。

E憾事E hanshi 圈认为不完美或因为不满足而

感到遗憾的事情：终身～。

瀚 han ＜书〉广大J～
E瀚海E hanh凸 i ＜书〉圈指沙漠z ～无垠。

bQI:!旦王[]r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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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I hang hang I 穷亢行吭远杭街街航

～。＠〈方〉富国用力扛。 I ［行列】 h6nglie IEJ 人或物排成的直行和横行

另见 63 页 ben 。 | 的总称＝他站在～的最前面。这家工厂已经进

E穷歌E hangg岳［毒打秀时唱的歌。 | 入了同类企业的先进～。

E穷实E hang sh i rnID 0 用穷砸实（地基）：～房 I ［行情］ h6ngq i ng IEJ 市面上商品的一般价格，
基。＠比喻把基础打牢；把工作做扎实z ～基｜ 也指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等的一
层文化建设｜～基础知识。 | 般情况＝摸～｜熟悉～｜～看涨。

E穷筑l hangzhu 圈＠穷实建造z ～地基。 8 I ［行市E h6ng•shi 圈市面上商品、证券、外汇等
比喻牢固地建立：多读国学经典，～传统文化｜ 的一般价格：～看好！摸准～。
根基。 I [1i{fil h6ngw凸圈旧时称军队的行列，泛指

,, 
hang （厂尤）

气~ hang ＜书〉同“吭”Chang）。

.J l.J 另见 731 页陆ng 。

／－二 hang O 圈行列z 双～｜杨柳成～。＠
1 』圈排行z 您～几？｜我～三。＠圈行业：

内～｜同～｜在～｜懂～｜改～｜各～各业｜干一～，

爱一～｜～～出状元。。某些营业机构：商
～｜银～｜车～。＠画用于成行的东西z 一～

字｜几～树｜两～眼泪。
另见 517 页 hang;535 页怕ng; 1465 

页 xingo

E行帮E h6ngbang 画同一行业的人为了维护
自己的利益而结成的小团体。

E行辈E h6ngbei 圈辈分z 他～比我大。

工二二 E行当】 hang· dang 臣~oc～儿）〈口〉行业z 他

三享 是哪十的？＠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0
主要根据角色类型来划分，如京剧的生、旦、

净、丑。
E行道E h6ng•dao ＜方〉圈行业。

另见 1465 页 xingdao 。

E行规E h6nggui 圈行会所制定的各种章程，

由同行业的人共同遵守。也泛指同行业内通
行的、不成文的某些做法。

E行话E h6nghua 圈某个行业的专门用语（一

般人不大理解的）。

E行会E h6nghui 圈旧时城市中同行业的手工

业者或商人的联合组织。
E行货E h6nghuo 画＠加工不精细的器具、服

装等商品。＠指通过正常途径进出口和销售
的货物z ～手机。

E行家l hang· jia O 圈内行人g 老～。＠〈方〉

E亘在行（用于肯定式）：您对种树挺～呀！
E行i间l h6ngjian 圈＠〈书〉行伍之间。＠行

与行之间 z 字里～｜栽种向日葵～的距离要宽。
E行应当 hangju ~相邻的两行之间的距离。

E行款］ h6ngkuan ~书写或排印文字的行列
款式。

军中：投身～｜～出身（当兵出身）。

E行业E h6ngy也 GSJ 工商业中的类别，泛指职业

的类别：饮食～｜服务～｜教育～。
E羊毛Iv语E hang忡忡 IEl 行话。

E行院E h6ngyuan ［望金、元时代指妓女或优伶
的住所，有时也指妓女或优伶。也作衍衍。

E行核】 h6ngzhan 圈代人存放货物并介绍买
卖的行业。

[fr子】 h6ng•zi ＜方〉圈称不喜爱的人或东西z

我不稀罕这～。

I主~ hang 喉咙s 引～高歌。

＇／~另见 743 页 k邑吨。

立去. hang 〈书〉＠野兽的脚印或车轮的痕
λl.!:土迹。＠道路。

杭 Hang O 指浙江杭州 z ～纺＠圈姓

E杭纺E h6ngf凸ng 圈杭州出产的一种纺绸。

E杭育E h6ngyo rn&J 多人一起从事重体力劳动

时，为协调彼此的动作而发出的声音。
u.~ hang 圃缝纫方法，用针线固定

;?fJC绍了）酌品里子以及所絮的棉花等，缝
时针孔疏密相间，线大部分藏在夹层中间，正

反两面露出的都很短＝～棉袄｜～被子。

街 hang 见下。

E彷I衍E h6ngyuan 同“行院”Ch6ngyua的。
b讼 hang O ＜书〉船。＠航行z ～海｜～空｜
J~IJ ～线｜～向｜～程 1领～。 8 CH6ng）圈姓。
E航班E h6ngban 圈客轮或客机航行的~I次，

也指某一班次的客轮或客机。
U忧标E h6ngbiao IEl 指示船舶安全航行的标

志g ～灯。

E航测E h6ngce 圈＠航空摄影测量。在飞机
上利用特制的摄影机连续对地面拍摄，根据所
摄相片绘制地形图。＠运用航空遥感技术对
地面物体和环境做出识、别和判断，绘制地图。

肮程］ h6ngcheng 圈指飞机、船只航行的路

程z ～万里。

E航船E h6ngchu6n 圈＠江浙一带定期行驶
于城镇之间的载客运货的木船。＠泛指航行



的船只o
UIJi次E hangci 画＠船舶、飞机出航编排的次
序。＠出航的次数。

E航道】 hangdao IBJ 船舶、飞机安全航行的通
道：主～｜疏淡～｜开辟新的～。

E航海J hangh凸i 画驾驶船只在海洋上航行z
～家｜～ H 志。

E航空】 h6ngk6ng 圃指飞机在空中飞行z ～
事业｜～公司｜民用～。

E航空兵】 h6ngk6ngblng 圈装备有各种军用

飞机，在空中执行任务的兵种。
E航空港E h6ngk6ngg凸ng 圈固定航线上的大
型机场。简称空港。

日宽空母舰） h6ngk6ng m心j I创作为海军飞机
海上活动基地的大型军舰。通常与若干艘巡洋
舰冯陋舰、护卫舰等编成航空母舰编队，远离
海岸机动作战。按任务和所载飞机的不同，分
为攻击航空母舰、反潜航空母舰等。简称航母。

日直空器J hang kongq i IBl 指能够在大气层中
飞行的飞行器，如气球、飞艇、飞机、直升机等。
肮空信E h6ngk6ngxin 圈由飞机运送的信。
由直龄J hangling 圈＠飞机、船只等已航行的
年数。＠飞行员、航天员等从事飞行工作的
年数。

日直路E hanglu 圈船只、飞机航行的路线z ～

畅通。
耐模】 h6ngm6 圈飞机和船只的模型z ～表
演｜～比赛。

由克母】 hangmu IBl 航空母舰的简称。
E航拍】 hangpai 圈利用航空器（如飞机、直升
机、气球等）对地面进行拍摄z 直升机在会场上
也～
斗一 。

肮速E ha『1gsu IBJ 航行的速度。
口亢天E hangtian 圈指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
在地球附近空间或太阳系空间飞行z ～技术｜

～事业。
日蓝天飞船】 hangtian f岳ichu6n 专指在地球附
近空间或太阳系空间飞行的宇宙飞船。

E航天飞机E h6ngtian f岳ijl 兼有航空和航天功
能的空中运载工具。利用助推火箭垂直起飞，
然后启动轨道飞行器进行轨道航行，返回地面

时滑翔降落。可以重复使用。
肮天服J hangtianfu 圈供航天员航天飞行时
穿的密闭服装，可使人体与外界隔绝。包括衣
服、头盔、手套和航天靴等。也叫太空服。

肮天器E hangtianqi ~指在地球附近空间或
太阳系空间飞行的飞行器，如人造地球卫星、
宇宙飞船、空间站等。

E航天员E h6ngtianyu6n 圈驾驶航天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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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从事科学研究或军事活动的人员。也

叫宇航员。

E忧天站E h6ngtianzhan ~宇间站。

E航务E hangwu IBJ 有关船舶、飞机运输的业

务。
UIJi线E hangx ian IBJ 水上和空中航行路线的

统称z 开辟新～。

E航向E hangxiang 固航行的方向，也用于比

喻z 偏离～｜拨正～｜指引革命～。

肮行E hangxing E翻船在水上行驶；飞机、飞
船等在空中或太空行驶。

E航字E h6ngy心圃宇航。

U抗运E hangyun 温水上运输事业，分为内河

航运、沿海航运、远洋航运。

顽… hang 见 1450
（旗）

飞

hang （厂尤）

／一二 hang 见 1217 页【树行子1 。
1 』另见 516 页 h6ng;535 页怡ng; 1465 
页 xing,

流 hang ＜书〉形容水面辽阔。

E流溢J hangxie ＜书〉圈夜间的水汽。
E流溢一气】 hangxie-ylqi 唐代崔湿参加科举

考试，考官崔流取中了他。于是当时有人嘲笑
说，“座主门生，流溢一气”（见于钱易《南部新
书》）。后来泛指臭味相投的人结合在一起。

巷 hang 巷道。
另见 1434 页 xiang 。

E巷道E hangdao ~采矿或探矿时在山体中或
地下挖掘的大致成水平方向的坑道，一般用于
运输和排水，也用于通风。

［二王画豆豆二二3

富 hao O 篱子。＠（叫圈姓。

E苗子J hao· zi 圈通常指花小、叶子羽状分裂、

有某种特殊气味的草本植物。
E富子轩JL) hao· zig凸nr 圈商麓的嫩茎叶，做蔬

菜时叫嚣子籽儿。

藤 hao 圈。用于拔（草等） ：～草｜～苗（问
苗）。＠〈方〉揪＝一把把他从座位上～起

来。

E草草锄E haochu 圈除草用的短柄小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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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厂么）

号 .~ h6o 0 拖长声音大声叫唤：呼
（挠）～｜～叫。北风怒～。＠大声哭z

～哭｜哀～。
另见 521 页 hao 。

E号叫E h6ojiao E到大声叫：她一面炎，一面～

着。
E号哭E h6oku 画连喊带叫地大声哭z ～不止。
也作嚎哭。

E号也 h6o;;sang 圃旧俗，家中有丧事，来吊

唁的人和守灵的人大声干哭，叫号丧。

E号丧E h6o·sαng ＜方〉圈哭（骂人的话）＝谁

也没欺负你，你～什么！
E号用I;] h6ot6o 同“号啕”。

E号啕l h6ot6o 圆形容大声哭：～大哭｜～痛

哭。也作号眺、嚎啕、嚎眺。

蜓山 hao 圈牡断。
（兴螺）

E蛇油E h6oy6u 圈用牡肪的肉制成的浓汁，供
调味用。

毫 h6o O 细长而尖的毛： 1t<t~~1 羊吨。
＠指毛笔2 挥～。＠圈杆秤或段子上用

于提的绳z 头～！二～。＠画一点JL （只用于
否定式）：～不足怪｜～无头绪。＠（某些计量

单位的）于分之→2 ～米｜～升｜～克。 0 III 计
量单位名称。 a）长度，10 丝等于 1 毫，10 毫等
于 1 厘。 b）质量或重量，10 丝等于 1 毫， 10 毫
等于 1 厘。＠〈方〉画货币单位，即角。

E毫发l h6ota ＜书〉圈毫毛和头发，比喻极小
的数量（多用于否定式） ：～不爽｜不差～。

E毫分E hoot岳n ~分毫：不差～。
E毫周 h6oli 画一毫一厘，形容极少的数量：

～不爽｜失之～，谬以千里。
E毫毛E h6om6o 圈人或鸟兽身上的细毛，多
用于比喻＝不准你动他一根～。

E毫米E h6omi I重长度单位，1 毫米等于 1 米的
1/1 000。公制长度单位的毫米旧称公厘。

E毫米示柱E h6omi-gongzhu 压力、压强的非
法定计量单位。测量血压时，亲在标有毫米刻

度的玻璃管内上升或下降，形成柔柱，它的端
面在多少毫米刻度时，就叫多少毫米示柱。 1

毫米示柱等于 133.322 帕。

E毫末】 h6omo ＜书〉圈毫毛的梢儿，比喻极微
小的数量或部分z ～之差｜～之利。

E毫无二致E h6owu erzhi 丝毫没有两样；完全

一样。
E毫洋】 h6oy6ng ＜方〉圈旧时广东、广西等地
区通行的本位货币。

E毫针E h6ozh臼函针刺穴位用的针，根据粗
细和长短的不同分为若干型号。

E毫子E h6o· zi ＜方〉＠画旧时广东、广西等
地区使用的一角、二角、五角的银币，三角的最
常见。＠画毫⑦。

啤占中 h6o 圈（仰等）大声
（唱、程）叫。

E曝叫E h6ojiao f剖号叫（多指貌狼等）。

络 h6o 义同“绪”（h白，专用于唰、轩”
另见 530 页 he:923 页 Mo"

E军各绒E h6or6ng 圈拔去硬毛的络子皮，质地

轻软，是珍贵的毛皮。
E箱子E h6o· zi 圈貌白白的通称。

豪 h6o 0 具有杰出才能的人1～｜扣。
＠气魄大P直爽痛快，没有拘束的＝～放｜

～爽｜～迈｜～言壮语。＠指有钱有势z ～门 1

～富。。强横z ～强｜巧取～夺。
E豪赌E hood凸圃以巨资为赌注进行赌博＝他

在一场～中输了几十万元。

E豪放】 h6ofang I回气魄大而无所拘束：～不

羁｜性情～｜文笔～。

E豪富E h6otu o 日富有钱有势：～人家。＠画
指有钱有势的人。

E豪横l h6oheng 圈强横g仗势欺人。
院横E h6o•heng ＜方〉圈性格刚强有骨气。
E豪华E h6ohu6 匾。（生活）过分铺张3奢侈。
＠（建筑、设备或装饰）富丽堂皇；十分华丽2

～的客厅！～型轿车 l 室内摆设非常～。
E豪杰E h6口jie ~才能出众的人．英雄～。
E豪举】 h6oj心圈指有魄力的行动。也指阔绰

的行动。
Z豪迈E h6omai 11回气魄大；勇往直前2 气概
～｜～的事业。

E豪门E h6omen 圈指有钱有势的家庭或家

族z ～大族｜～子弟｜出身～。
院气】 h6oqi 圈英雄气概；豪迈的气势。

E豪强E h6oqi6ng 0 圈强横。＠圈指依仗
权势欺压人民的人z 剪除～。

E豪情l h6oqing ~豪迈的情怀z ～壮志。
院绅E h6osh岳n 圈旧时指地方上依仗封建势
力欺压人民的绅士。

由主爽E h6oshu凸ng 画豪放直爽z 性情～。



E豪侠】 h6oxi6 0 白宫勇敢而有义气z ～之士。
＠圈勇敢而有义气的人g 江湖～o

E豪兴E h6oxing 因好的兴致；浓厚的兴趣：～

尽消｜老人吟诗作画的～不减当年。
E豪言壮语】 h白oy6n-zhuangy心气魄很大的

话。

E豪饮E h6oyln 圈放量饮酒。

E豪雨E haovu 画大暴雨：一夜～。
E豪语E h6oy凸圈豪迈的话。

E豪宅E h6ozh6i IEl 豪华的住宅。
E豪猪E haozhu 圈哺乳动物，全身黑色或褐

色，自肩部以后长着许多长而硬的刺，遇敌害
时竖起，穴居，昼伏夜出，吃植物等，常盗食农

作物。

E蒙壮E h6ozhuang 帽雄壮：～的事业｜～的

声音。
E豪族l haozu IEJ 指有钱有势的家族。

攘 hao O 护城河z 城～。＠壤沟：战～｜
勾飞防空～｜沟满～平。

E壤沟E haogou ［萄＠为作战时起掩护作用而
挖掘的沟。＠沟 ； i勾渠。

E壤笙】 haoqian ［百笠壤。

嚎 hao O 画大声叫：一时～｜狼～ 1 ～
叫。＠同“号”（haol②。

E嚎春】 haochun 固有些动物发情时发出叫
声，因多在春季，所以叫嚎春。

E嚎哭】 haoku 同“号哭”。
E嚎llj~］ h6ot6o 同“号啕”。

E嚎啕】 h6ot6o 同“号啕”。

江主ζhao O 护城河z 城～。 8 CHaoJ 潦河，
1绪、水名，在安徽。

II 

h凸o （厂么）

好 h凸0 0 lB21 优点多的耐人满意的（跟
“坏7目对）．～人｜～东西｜～事情｜～脾气｜

庄稼长得很～。 8 lllii 合宜；妥当 z 初次见面，
不知跟他说些什么～。＠用在动词前，表示使
人满意的性质在哪方面z ～看｜～听｜～吃。。

朋友爱．和睦：友～ J～朋友 If也跟我～。＠圈

（身体）健康；（疾病）痊愈2 体质～｜身子比去年

～多了｜他的病～了。 0~回用于客套话：～
睡｜您～走。＠晴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或达

到完善的地步z 计划订～了｜功课准备～了 1 外
边太冷，穿～了衣服再出去｜坐～吧，要开会了。

＠阳表示赞许、同意、结束或转换话题等3

～，就这么办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L I ～，我

们再来说说另一个问题。 0l固反话，表示不

豪壤嚎漾好 I ha。一怡。 I s19 I 

满意＝～，这一下可麻烦了。⑩圃容易（限用
于动词前h 那个歌 L～唱｜这个问题很～回答。
＠自由］便于．地整平了～种庄稼｜告诉我他在

哪儿，我～找他去。＠〈方〉画应该；可以 2
时间不早了，你～走了 1我～进来吗？＠圈用

在形容词、数量词等前面，表示多或久g ～多｜
～久｜～几个｜～一会儿 l～半天。＠圃用在形
容词、动词前，表示程度深，并带感叹语气z

～冷｜～香｜～漂亮｜～面熟｜～大的工程｜原来
你躲在这儿，害得我～找！＠〈方＞ IRl 疑问代
词。用在形容词前面问数量或程度，用法跟
“多’味目间：哈尔滨离北京～远？
另见 521 页 hao 。

E好比E h凸obi 圈表示跟以下所说的一样才日

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洗脸扫地，要经常做。
U子不】 h凸obu 画用在某些双音形容词前面表

示程度深，并带感叹语气，跟“多么”相同·～伤

心 i～亲热｜人来人往，～热闹。 E王：重’这样用的
“好不”都可以换用“好”，如“好热闹”和“好不热
闹”的意思都是很热闹，是肯定的。但是在“容
易’前面，用“好”或“好不”意思都是否定的，如
“好容易才找着他”跟“好不容易才找着他”都是
“不容易”的意思。

U子处E h凸ochu r刽＠对人或事物有利的因

素z 喝酒过量对身体没有～。＠使人有所得
而感到满意的事物：他从中得到不少～｜给他
点儿～他就晕头转向了。

E好处费】 h凸ochufei 圈托人办事时付给的额
外费用。

w歹］ haod凸iO 堕l 好坏z 这人真不知～。＠

［吕指危险（多指生命危险）．万一她有个～，这
可怎么办？＠国不问条件好坏，将就地（做某
f牛事）：时间太紧了，～吃点儿就行了！＠圈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她要是在这里，～也能拿
个主意。

[t(f端端】 h凸oduanduan （～的）［塞i 状态词。

形容情况正常、良好：～的，怎么生起气来
了？｜～的公路，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E好多l h凸odua O 圈许多z ～人｜～东西｜～

位同志。＠〈方＞ IRl 疑问代词。多少（问数

量）：今天到会的人有～？
E好感】 haogan ［哥对人对事满意或喜欢的情

绪：有～！产生～。
E好过E h凸oguo ~ 0 生活仁困难少，日子容

易过：她家现在～多了。＠好受：他吃了药，
觉得～一点儿了。

E好汉E h凸ohan i萄勇敢坚强或有胆识有作为
的男子：英雄～｜～｛故事～当。

U于好l h凸ohao c口语中多儿化，读晴ohoor)



s20 I 「巾｜好

（～的）＠画状态词。形容情况正常；完好：
那棵百年老树，至今还长得～的｜～的一支笔，
叫他给弄折Cshe）了。＠圃尽力地；尽情地g

耐心地z 大家再～想一想｜我真得～谢谢他｜咱
们～地玩 L几天｜你～跟他谈，别着急。

IB.好先生］ h凸出凸o-xian· sheng 一团和气、

与人无争，不问是非曲直、只求相安无事的人。
B子话E h凸ohua 圈。有益的话z 他们说的都
是～，你别当作耳旁风。＠赞扬的话s好听的

话＝～说尽，坏事做绝。＠求情的话；表示歉
意的话g 向他说了不少～，他就是不答应。

IB几E haoji 圈＠用在整数的后面表示有较

多的零数2 他已经三十～了。＠用在量词或
数量词前面表示多z ～倍｜～千两银子｜咱们～

年没见了。

E好家伙E h凸ojia·huo 圈表示惊讶或赞叹：～，

他们一夜足足走了一百里｜～，你们怎么干得这
么快呀！

E好景】 h凸ojing IBl 美好的景况g ～不长。

U子久E haoji心回很久；许久2 我站在这 L等他
～了｜～没收到她的来信了。

E好看E h凸okan ~ 0 看着舒服；美观；精彩：
这花布做裙子穿一定很～｜这出戏特别～。＠

脸上有光彩；体面z 儿子立了功，做娘的脸上也
～。＠反话，指难堪或出丑g 你让我上台表

演，这不是要我的～吗？

主 E叩 hiiol6ibiio 南蒙古族叫曲艺，
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原为民间歌手自拉自

三言 唱，现在有独唱、对唱、重唱、合口昌等形式，有时

还夹有’快板儿节奏的说白，用四胡或马头琴伴

奏。也叫好力宝。

E好莱坞］ H凸ol6iwu 圈地名，位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市区西北郊，是美国电影业的中

心。借指美国电影业。［英 Hollywood]

E好赖】 h凸olai O 国好歹①。＠画好歹③
④。

U子了E h凸o•le O 圆周在句首，表示结束或制
11::. ：～，今天就谈到这里！～，别再吵了！＠国
用在句末，表示安抚对方的语气 z 没问题，你放

心～｜有问题尽管提～。＠画用在句末，表示

昕凭，不在乎z 他一定要去，就让他去～！让他
告去～，我不怕！

E好力宝E h凸olib凸o 画好来宝。

U于脸E haolian c～儿）圈和悦的脸色（多用于
否定式）·你一天到晚没个～，是谁得罪你啦？

U于评E hooping 圈好的评价z 这次演出获得
观众的～o

B子句L] h凸oqir ＜口〉圈好态度（多用于否定

式） ：老人看见别人浪费财物，就没有～。

ffiJL] h凸or 圈＠恩惠z 人家过去对咱有过

～，咱不能忘了。＠好处2 这事要是让他知道
了，还会有你的～？＠指问好的话：见着你母
亲，给我带个～。。反话，指不好的结果：让

他们使劲吹牛吧，咱就等着看他们的～吧！
E好人］ h凸oren 圈。品行好的人g先进的人z

～好事。＠没有伤、病、残疾的人。＠老好
人g 她只想做个～，不愿意说得罪人的话。

U于人家】 h凸orenjia （～儿）圈清白的人家。

目日子】 hiiori • zi 圈＠吉利的日子。＠办

喜事的日子：你们的～定在哪一天？＠美好
的生活z 这几年他才过上～。

U子容易E h凸or6ngyi 回后接动词性成分，表
示很不容易（才做到某件事）：跑遍了全城，～

才买到这本书。参看 519 页I好不1 。
Z好生】 h凸osh岳ng ＜方〉圈。多么；：：（品极z 这

个人～面熟｜老太太听了，心中～不快。＠好
好地：有话～说｜～耍（好好地玩儿）。

B于声好气E h凸osh岳ng-h凸oqi （～的）〈口〉语

调柔和，态度温和z 人家～地劝他，他倒不耐烦

起来。

E好事E h凸oshi 圈。好事情；有益的事情z 好

人～。＠指僧道拜忏、打瞧等事。＠指慈善
的事情。＠喜庆事。
另见 522 页 haoshi 。

E好事多磨E hiioshi-du6m6 好事情在实现、成

功前常常会经历许多波折。
E好手】 h凸osh凸u （～儿）圈精于某种技艺的人3

能力很强的人z 游泳～｜论烹调，老张可是一把
~ 。

IB受E h凸osh<'n』圃感到身心愉’快g舒服2 出
了身汗，现在～多了｜你别说了，他心里正不～

呢！
U子说E h凸oshu6 圈。客套话，用在别人向自

己致谢时，表示不必客气；用在别人恭维自己

时，表呆不敢当＝～，您太客气了｜～，您过奖
了。＠表示能够同意或好商量z 关于参观的

事，～｜只要你没意见，她那边就～了。
E好说歹说］ h凸oshu6-d凸ishu6 用各种理由或

方式反复请求或劝说：我～，他总算答应了。

E好说话E h凸o shuohua C～儿）指脾气好，容易

商量、通融z他这人～儿，你只管去找他。
E好似E h凸osi ［到好像。

E好天JL】陆otianr 圈指晴朗的天气。

E好听E h凸otlng E回＠（声音〉听着舒服；，悦耳：

这段曲子很～。＠（言语）使人满意2 话说得
～，但还要看行动。＠听起来感到光彩，体面z

说“干家政”比说“当保姆”～。

E好玩儿E h凸ow6nr 圈有趣；能引起兴趣。



m戏】 haoxi 圈。好的、精彩的戏·春节期
问～连台。拿手～。＠反话，指难堪的场面，
难以对付的事情．他们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

～还在后头呢！

E好像l haoxiang O 画有些像；像·他们俩－ 1
见面就～多年的老朋友。＠圈表示不卡分确 l
定的判断或感觉：他低着头不作声，～在想什
么事。

U子笑】 hiioxiao E国引人发笑；可笑：这件事大
～了。

m些E h凸oxi岳［重许多：他在这里工作～年
了。

U于心］ hiioxln 画好意：一片～。
l:i!f'f白L] h凸oxingr 圈好脾气。

E好样儿的】陆oyangr•de ＜口〉圈有骨气、有
胆量或有作为的人。

U于意E h凸oyi I重善良的心意：好心～｜一番～｜
谢谢你对我的～o

E好意思】怕oyi· si 国不害羞；不怕难为情（多

用在反语句中）：做了这种事，亏他还～说呢！
E好运l haoyun 画好的运气或机遇z 交了～o
E好在l h凸ozai 圆表示具有某种有利的条件
或情况：我有空再来，～离这儿不远。

U子转l h凸ozhuiin lllID 向好的方面转变：病情
～｜局势～。

E好自为之l hiioziweizhl 自己妥善处置（多用
于告诫对方）。
郝 Hao ~0 l;1 。

飞

hao （厂么）

仨:t 1 』 hao O 名称．国～｜年～。＠
亏（唬）圈原指名和字以外另起的别
号，后来也指名以外另起的宇：苏轼字子瞻，～
东坡｜孔明是诸葛亮的～。＠商店：商～（银
～｜分～｜宝～。。（～儿）标志；信号：记～｜问
～｜力口减～｜暗～儿｜击掌为～。＠（～儿）圈排

定的次第·挂～｜编～。＠（～儿）圈指等级：
大～｜中～ l 小～｜五～字。＠（～JL）菌种；类2

这～人甭理他｜这～生意不能做。＠（～儿）指
某种人员 z 病～ 1 伤～｜彩～。＠（～儿）置表
示次序（多放在数字后）。 a）一般的z 第三～简
报！中山路2 ～。 b）特指一个月里的日子z 五月

一～是国际劳动节。⑩（～JL)imJ a）用于人数：

今天有一百多～人出工。 b）用于成交的次数：

一会儿工夫就做了几～买卖。＠画标上记号z

～房子｜把这些东西都～一～。＠圈切（脉

好郝号好 I hao 一怡。 I s21 I 

搏）：～脉。~ CHao）圈姓。

号2 … hao O 号令发～施令。＠
（披）圈号筒。＠圈军队或乐队里

所用的西式喇叭。。圈用号吹出的表示一

定意义的声音：起床～｜集合～｜冲锋～。
另见 518 页 h6oo

E号兵l haoblng IBJ 军队中管吹号的士兵。

E号称E hooch岳ng 画画＠以某种名号著称：四

)I／～天府之国。＠对外宣称；名义上称作：敌

人的这个师～一万二千人，实际上只有七八千。
E号房】 haofang IBJ 旧时指传达室或做传达工

作的人。
E号角E haoji凸。因古时军队中传达命令的管

乐器，后泛指喇叭一类的东西。吹响了向高科

技进军的～。
E号坎JLl haokiinr IBJ 旧时车夫、轿夫、搬运工
等所穿的有号码的坎肩儿。

E号令】 haoling 0 画军队中用口说或军号等

传达命令：～三军。＠画下达的命令：发布

～ l一声～，龙舟竞渡开始。
E号码E ha om凸（～儿）圈表示事物次第的数目
宇：门牌～ l 电话～。

E号脉】 hao;;mai 画诊脉。

E号牌】 haopai ＜～儿）画上面标有号码的牌
子2 交警佩戴～执勤。

E号炮l haopao IBJ 为传达信号而放的炮。
E号子E haoshou 圈吹号的人。 三三三

E号筒E haoto『19 圈旧时军队中传达命令的管王军
乐器，简状，管细口大，最初用竹、木等制成，后＝＝

用铜制成。

E号头】 haot6u <~JL) （口〉圈号码。

E号外】 haowai I画报社因需要及时报道重要

消息而临时增出的小张或单张报纸，因在定期

出版的报纸阪序编号之外，所以叫号外。
E号衣E haoyi l组旧时兵士、差役等所穿的带记
号的衣服。

E号召】 haozhao 画召唤（群众共同去做某

事）：响应～｜～全市青年积极参加植树造林。
E号志灯】 haozhideng 圈铁路通信上用的手

提信号灯。

E号子I hao· zi ＜方〉圈。记号；标志。＠指
监狱里关押犯人的房间，每个房间有统一编排

的号码。

E号子T hao·zi 圈集体劳动中协同用力时，为
统一步调、减轻疲劳等所唱的歌，大都由一人
领唱，大家应和。

好 hao 画。喜爱阳”川相对）：嗜
～｜～学｜～斗｜～动脑筋｜～吃懒做｜他这个

人～表现自己。＠常容易（发生某种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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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会骑车的人～摔跤。 I c耗资E haozl ~噩耗费资财z 工程～上亿元。
另见 519 页怕0。 I c耗子】 hao· zi ＜方〉｜富老鼠z ～药。

w大喜功E haoda-xlgong 指不管条件是否许｜部冲气 hao O 浩大2 ～繁。＠多g ～博｜～如
可，一心想做大事，立大功（多含贬义）。 I 1口烟海。

U子高务远E haogao-wuyu曲同“好高莺远”。 I c浩博l haob6 ＜书〉圈非常多；丰富g 征引～。
E好高莺远J haogao-wuyu凸n 不切实际地追 I c浩大E haoda ll!2I c气势、规模等〉盛大；巨大z
求过高的目标。也作好高务远。 | 声势～i工程～。

E虫子就 hook岳回乐于接待客人，对客人热情。 I c浩荡l haoda吨圈＠水势大2 江水～｜烟波
E好奇E haoqi 圃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觉得 l ～。＠形容广阔或壮大z 春风～｜游行队伍浩
新奇而感兴趣：～心｜孩子们～，什么事都想知｜ 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道个究竟。 I c浩繁E hoof an 圃浩大而繁多g繁重：卷跌～｜
E好强E haoqi6ng E目要强：她是个～的姑娘，｜ ～的开支。
从来不肯落后。 I E浩瀚E haohan ＜书〉圈＠水势盛大s ～的大

E好色E haose 圈（男子）沉溺于情欲，贪恋女｜ 海。＠形容广大或繁多：～的沙漠｜典籍～。
色z ～之徒。 I c浩浩】 haohao I!匾。水势浩大z ～江水。＠

E好善乐施E haoshan」eshl 喜欢做善事，乐于｜ 形容广大辽阔＝～乾坤。
拿财物帮助人。 I c浩劫E haojie 圈大灾难z 空前的～｜惨遭～。

E好尚E haoshang ＜书〉圈爱好和崇尚：各有 l E浩臼 haom6ng ~广阔无边：～的大地。心
｜事～。

目胜E haosheng lll2J 处处都想胜过别人：～｜酣阴暗森） haom的o 圈水面辽阔元边z 烟
心｜争强～。 | 波～0～的夜空。

U于事l haoshi E画好管闲事g喜欢多事＝～之 I c浩气J haoqi 圈浩然之气；正气：～长存｜～
徒。 I 凛然。
另见山页怕oshi" I E浩然】 hao阳〈书〉蟹。形容广阔，盛大z 江

E好为人帅J haoweirenshi 喜欢以教育者自｜ 流～ i洪波～。＠形容正大刚直：～之气。
居，不谦虚。 I c浩然之气E haor6nzhlqi 正大刚直的精神。

重问 haowu 圈喜好和厌恶，指兴趣z ～不 l E浩如烟海J haoruyanh副形容文献资料科
同｜不能从个人的～出发来评定文章的好坏。 | 常丰富。

-c好逸恶劳E haoyi叫1160 贪图安逸，庆恶劳 I c浩明 haotan ＜书〉｛哥大声叹息。
动。 I c浩特】 haote t割蒙古族牧民居住的自然村，

E好整以咽 haozh岳ngylxi6 形容虽在繁忙之｜ 也指城市。［蒙］
中，仍能严整有序，从容不迫。 I ~＇曰 hao ＜书〉水清。

s hao 〈书〉＠广大无边。＠指天。 | 韦其

1 hao 撞却＠减损；消耗2 ～电｜～油｜～尽｜ 日口（086铃胃、＠＠磊｜性 hao O 印

力气｜锅里的水快～千了 0 8 ＜方〉拖延， I 明昨～齿。＠明亮2 ～月。 O CHao)I望姓。
你别～着了，快走吧。 I “宵”另见 435 页。凸Oo
耗2 hao 坏的音信或消息2 噩～｜死～｜音｜酣】 ha叫〈书〉圆白头喃喃2 ～穷

| 经（钻研经典到老）。
E耗材】 haoc6i O I到耗费材料：～五吨。 o I c陆月l haoyue IEJ 明亮的月亮：～当空。
圈使用过程中会被消耗掉的材料，如打印用｜古P Hao 0 古县名，在今河北柏乡北。＠［甸
的油墨、纸张等。 l 阿P 姓。

E耗费】 haotei 圃消耗z ～时间｜～人力物力。 ｜凸合 Hao f高河，水名，在陕西。
E耗竭E haojie o司消耗净尽：兵力～｜资源～。 ｜们司
E耗能l haoneng 圃消耗电能、热能等：炼铝 I I:主 • .. Hao 周朝初年的国都，在今陕西
是高～行业。 1司（绢）西安翩。

E耗神E hao;;shen l到消耗精力：～费力。 I 另见 435 页 9归。
E耗损E haosun IBbl 消耗损失．～精神｜减少粮｜白白 hao ＜书〉明亮。
食的～。 I i-.J吁h



祖吐 hao 〈书〉同“浩”。

1日日

颜（景的 hao 〈书〉白而发光。

澈（激） ~~o （书〉 @ 同“浩”。 @ 同“自告”

［
面
前词

时
川

hecfil二二J

h岳＠〈书〉同“llliJ2 ” Che ）。＠

CH邑）圈姓。

h岳见下。

E词子l h岳zi 圈＠常绿乔木，叶子卵形或椭圆

形。果实像橄榄，可以入药。生长在我国云

南、广东一带，以及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地。
＠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也叫藏青果。

呵1 h岳阳气）地（气）：十成｜～一
口气｜他一边写，一边～手。

呵2 h岳呵斥：～贵。

呵3 旧时’（恼。
另见 1 页。； 2 页 6;2 页句2 页 0;2 页

·a ;734 页闹。
E呵H七】 hechi 同“呵斥”。

E呵斥l h岳chi 画大声斥责z 把他～了一顿。

也作呵比。
E呵呵l h画h岳阻雪形容笑声z ～地笑了起来。
E呵喝】 hehe ＜书〉画为了申斥、恫吓或禁止而

大声喊叫。
E呵护l h岳hu 圃爱护；保护＝～备至 1～儿童。
E呵欠E h岳•qian （方〉圈哈欠。

E呵责l h岳ze 国呵斥。
喝1 h岳圈。把液体或流食咽下

（；欲）去z ～水｜～茶｜～酒｜～粥。～
西北风。＠特指喝酒．爱～｜～醉了 l :l&上高兴

的事总要～两口。

喝2 h岳旧同“嘀”。
另见 531 页怡。

E喝闷酒E h岳 menji心烦闷时一人独自饮酒叫
喝闷酒。

[ 喝墨水】 h岳『noshui （～JL）指上学读书z 他没
喝过几年墨水。

E喝西北只lJ h岳 xlb岳阳ng 指没有东西吃；挨

饿。
阿兰兰 h岳画表示惊讶：～，真不得了！｜～，这
叮叮小伙子真棒！
蠢 h岳〈方〉酣叫。

？防颖额词呵喝瞒蠢禾合 I hao - he I 523 

, 
he （厂古）

禾 he o 禾苗，特指水稻的植株＠古书
上指粟。 8 (He）圈姓。

E禾场E hech6ng ＜方〉圈打稻子或晒稻子等
用的场地。

E禾苗】 hemiao 圈谷类作物的幼苗。

..6....1 he o r到闭；合拢z ～'1:1" (086罔） 眼｜笑得～不上嘴。＠圈
结合到一起；凑到一起；共同（跟“分”相对） :~ 
办｜同心～力。＠全：～村｜～家团聚。。医国
符合2 ～情～理｜正～心意。＠［司折合；共计2
一公顷～十五市亩｜这件衣服连工带料～多少

钱？＠〈书〉应当；应该z 理～声明。＠画旧

小说中指交战的回合＝大战三十余～。＠圈
在太阳系中，当行星运行到与太阳、地球成一
直线，并且地球不在太阳与该行星之间的位置

时，叫作合。。 CH岳）圈姓。

42 he 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乐
口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5”。
参看 448 页［工尺］。
另见 442 页 geo “同”另见 530 页“阁”3

439 页 9自“ i闭”； 440 页 g自“阁”。

E合抱E hebao 圈两臂围拢（多指树木、柱子等

的粗细）：院里有两棵～的大树。

E合壁E hebi 画指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而配

合得宜，也指两种东西摆在一起对比参照z 诗
画～｜中西～。

【合并E hebing 函。结合到一起z ～机构｜这

三个提议～讨论。＠指正在患某种病的同时

又发生（另一种疾病）：麻莎～肺炎。
E合并症l hebingzh自ng 圈并发症。

E合不来E he· bulai 圈性情不相投，不能相处。

E合不着】 he·buzhao ＜方〉固不上算；不值得z
跑这么远的路去看一场戏，实在～。

E合唱E hechang 圈由若干人分几个声部共同
演唱一首多声部的歌曲，如男声合唱、女声合
唱、混声合唱等。

E合称E hecheng O 画合起来叫作．指挥员和

战斗员～指战员。＠圈合起来的名称z 指战
员是指挥员和战斗员的～。

E合成E hecheng 圃＠由部分组成整体：～

词！合力是分力～的。＠通过化学反应使成分
比较简单的物质变成成分复杂的物质z ～草。

E合成词E hechengci [BJ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素构成的词（区别于“单纯词勺。合成词可以

分为两类：a）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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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朋友、庆祝、火车、立正、照相机、人行道”ω
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如“桌子、瘦子、花儿、木
头、甜头、阿姨”。前一类也叫复合词，后一类
也叫派生词。

E合成纤维】 hecheng xianwei 化学纤维的一

类，用煤、石油、天然气、乙快等为原料制成。
合成纤维强度高，耐磨，不缩水，不起皱，用来
做衣料，也可制绳索、传送带等。如涤纶、锦
纶、维纶等。

E合成橡胶E hecheng xiangjiao 高分子化合

物，用石油、天然气、煤、电石等为原料合成。
种类很多，如丁苯橡胶、异戊橡胶等。

E合得来E he·del6i ［理性情相合，能够相处。
E合得着E he·dezh6o ＜方〉圃上算s值得。
E合订本E hedingb岳n 圈把分册、分卷或分期
的书籍、报刊等合起来装订成的本子。

E合度E hedu ~合乎尺度g合适z适宜。
E合法E het凸圃符合法律规定2 ～权利 l～地

位｜～斗争｜这么做不～。
E合该］ h句ai 圈理应；应该2 ～如此。

E合格E hege 11国符合标准z 质量～｜检查～i～

产品。
E合共E h句。ng 国一共＝两个班～八十人。

Z合归 h甸心圈若干人聚集资本（经营工商
业）：～经营。

E合乎E hehu 圃符合g合于z ～事实｜～规律｜

== ～要求。
重重问问n 0 圈（相爱的男女）欢聚。＠

圈落叶乔木，树皮灰色，羽状复叶，小叶白天
张开，夜间合拢。花尊和花瓣黄绿色，花丝粉
红色，英果扁平。木材可用来做家具等。也叫

马缕花。

E合伙E hehuo （～儿） [l;ljJ 合成→伙（做某事）：～

经营｜～干坏事。

E合击E heil 画几路军队共同进攻同一目标z
分进～。

E合1t1 heii llllll 合在一起计算z 两处～六十人。
E合计E he· ii [l;ljJ o 盘算z 他心里老～这件事。
＠商量：大家～～这事该怎么办。

E合1f!JJ he i 1 rBJ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配制
而成的水性药剂，如复方丹参合剂、复方芦笋
合剂。

E合家E heiia 圈全家：～欢乐。
E合家欢J hejiahuan 圈一家大小合拍的相片。

E合脚E he11 ii凸o ~（鞋、袜）适合脚的大小和肥
瘦。

E合金E hefin 1£1 由一种金属元素跟其他金属
或非金属元素熔合而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
质。一般合金的熔点比组成它的各金属低，而

硬度比组成它的各金属高。

E合营】 hejin ＜书〉画成婚（琶是瓢，把一个德
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是旧
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图见 678 页“琶”）

E合口】1 he;;kou 圈疮口或伤口长好。

E合口12 hek凸u 圃适合口味z 咸淡～｜味道～。

E合口呼E hekouhu rBi 见 1240 页【囚呼1。
E合馅J he·le 同“f的各”。

E合理E hen 11国合乎道理或事理z ～使用 i～密
植｜他说的话很～。

E合理冲撞E helT chongzhuang 指足球比赛

中，双方队员在抢球或护球时，用肩以下至肘

关节以上部位，以适当力量冲撞对方相应的部
位。

E合理化】 helThua 画设法调整改进，使趋于合
理z ～建议。

E合力E heli o 巨型一起出力：同心～。＠圈
一个力对某物体的作用和另外几个力同时对

该物体的作用的效果相同，这一个力就是那几
个力的合力。

E合流］ h岳liu 圃＠（河流）汇合在一起z 南运

河和大清河在天津～。＠比喻在思想行动上
趋于一致。＠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不同流派

融为一体。
E合龙E he11l6ng 圈修筑堤坝或桥梁等从两端

施工，最后在中间接合，叫作合龙。

E合拢】 he;; I凸ng 圈合到一起；闭合z ～书本［

心里焦急烦躁，到半夜也合不拢眼。
E合谋J hemou [l;ljJ 共同策划（进行某种活动） : 
～作案。

E合拍J' he;;pai 圈符合节奏，泛指相合，协调

－致：两个人思路～。
E合拍12 hepai 圈＠合作拍摄（影视片等）。

＠在一起拍照。
E合情合理】 h自qing-helT 合乎情理。

E合群E hequn ＜～儿〉晤跟大家关系融洽，合得
来2 她性情孤僻，向来不～。

E合身E h岳j sh岳n C～儿）圈（衣服）适合身材g

这套衣服做得比较～。

E合十】 h自shi lllllJ 佛教的一种敬礼方式，两掌在

胸前对合（卡：十指） ：双手～。
E合时E heshi 圈合乎时尚；合乎时宜z 穿戴～｜
这话说得不大～。

E合式E heshi O 回合乎一定的规格、程式。
＠同“合适”。

E合适E heshi 圈符合实际情况或客观要求z
这双鞋你穿着正～｜这个字用在这里不～。也

作合式。
E合数】 heshu 圈在大于 1 的整数中，除了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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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本身，还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数，如 I c合葬l hezang 圈人死后同葬→个墓穴，特指

4 、6 、9 、 15 、 21 。 ! 夫妻死后同葬在一个墓穴里。
E合算l hesuan O 回所费人力物力较少而收 I c合！照E hezhao O 国国若干人合在一块儿照相2

效较大z 花那么多钱买一辆旧车，实在不～。｜ ～一张照片。＠圈若干人合在一块儿照的相
＠［司算计②z 去还是不去，得仔细～～。 | 片。

E合体】1 h岛tT 圈合身。

E合体T hetT ［＇每汉字按结构可分独体、合体。
合体是由两个或更多的独体合成的，如“解”由
“角、刀、牛”合成，“横”由“木”和“黄”合成。

E合同】 he·t6ng 圈两方面或几方面在办理某
事时，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订立的共
同遵守的条文z 签订～｜产销～。

E合同工l he·t6nggong 圈以签订劳动合同的
办法招收的工人。

E合同帘~l he· t6ngzhi 圈通过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宣：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及违约处理办法的制度。

E合国E hewei 画］＠四面包围（敌人或猎物

等人＠合抱：树身粗大，五人才能～。
E合心E he;;xin ［赐＠合意：这件衣服挺～｜这
事办得正合他的心。＠齐心；同心z 上下～。

E合眼】 he;;yan 匾。合拢眼皮。＠指睡觉：

他一夜没～｜忙了一夜，到早上才合了合眼。＠
婉辞，指死亡。

E合演E h自忡n 暗自共同表演s同台演巾＝他们两
个人曾～过《兄妹开荒》。

E合叶E heve 同“合页”。
E合页E heve r每由两片金属构成的饺链．大多
装在门、窗、箱、柜上面。也作合叶。

E合宜E hevi lllil 合适 z 由他担任这个工作倒很
~ 。

E合议庭l heyiting r望由法定的几名审判员或
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审理案件时组成的审判

庭。

E合议制E heyizhi 圈由法定的几名审判员或
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判决案件的
制度（区别于“独任制勺。

E合意】 he11v1 圈合乎心意；中意。
E合音字E heyinzi 圈两个字的读音合成一个
字音的字。如北京话的“甭”他臼g）是“不用”

的合音字。
E合营E heying 圃共同经营z 中外～｜～企业。
E合影E h的ing 0 ( II ）圃若干人合在一块儿
照相2 ～留念。＠南若干人合在一块儿照的

相片z 这张～是我们毕业时照的。
E合用E heyδng 0 [NJ] 共同使用z 两家～一个

厨房。＠圈适合使用z 绳子太短，不～。
E合约E heyu岳圈合同（多指条文比较简单

的）。

E合制 he11zhe c～儿）函。若干辆车的车轮

在地上轧出来的痕迹相合，比喻一致2 两个人
的想法一样，所以一说就～儿。＠（戏曲、小调）
押韵z 快板儿～儿，容易记。

E合资l hezi 国双万或几方共同投资z ～经营｜

～企业｜中外～o
E合子E hezT 圈生物体进行有性繁殖时，雌性

和雄性生殖细胞互相融合形成的→个新细胞。
合子逐渐发育，成为新的生物体。

E合子】 he·zi 圈类似馅儿饼的一种食品。

E合奏】 hezou 画几种乐器或按种类分成的几
组乐器，分别担任某些声部，演奏同一乐曲，如
管乐合奏。

E合租l hezu 圈共同租用z ～房｜两个人～了

一辆汽车。
E合作E hezuo 画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

某项任务：分工～｜技术～。
E合作化E hezuohua r;国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组织起来。
E合作社E hezuδshe 圈劳动人民根据互助合

作的原则自愿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合作社
按照经营业务的不同，可以分为生产合作社、二二
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主辈
作社等。 三E

＇~在· , • he 见 580 页【回生乞1。
，乙（能）另见 437 页肘。
街I h岳。因疑问代词。 ω什么z ～人 l ～
, ..... J 物｜～事。 b）哪里z ～往｜从～而来？ c）为

什么z 吾～畏彼哉？＠两］疑问代词。表示反

问：～济于事？！～足挂齿？｜谈～容易？｜有
～不可？ 8 CHe）圈姓。

〈古〉又同“荷”怡。

E何必E hebi ~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必z 既然

不会下雨，～带伞！
E何不E hebu 圃用反间的语气表示应该或可

以，意思跟“为什么不”相同＝既然有事，～早
说？｜他也进城，你～搭他的车一同去呢？

E何曾E heceng 圃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曾2 这

些年来，他～忘记过家乡的一草一木？
E何尝E hech6ng 国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曾或

并非：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想去，只是
没工夫罢了。

E何啻E hechi ＜书〉国用反间的语气表示不
止：今昔生活对比，～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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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何等E had岳『19 0 因疑问代词。什么样的z
你知道他是～人物？＠圆用感叹的语气表示
不同寻常；多么＝这是～巧妙的技术！ I他们生
活得～幸福！

E何妨E h自fang 圆用反间的语气表示不妨z ～

试试 l东西不贵，～买点带回去？｜拿出来叫人

们见识一下，又～呢？

E何故l h句。画为什么；什么原因z 他～至今
未到？

E何苦E hek心圃何必自寻苦恼，用反间的语气

表示不值得2 你～在这些小事上伤脑筋呢？｜
冒着这么大的雨赶去看电影，～呢？也说何苦

来。
E何苦来E hekulai l国何苦。

E何况E hekuang E望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更进一
层的意思：他在生人面前都不习惯讲话，～要

到大庭广众之中呢？

E何乐而不为E he le er bu wei 用反问的语气

表示很可以做或很愿意做z 储蓄利国利己，～？
E何其E heqi 画用感叹的语气表示程度深；多

么 z ～糊涂｜～相似。
E何去何从l heqC』－hec6ng 指在重大问题上采

取什么态度，决定做不做或怎么做。
E何如E heru ＜书〉＠圆疑问代词。怎么样：
你先试验一下，～？＠回疑问代词。怎样的：

我还不清楚他是～人。 •rm 用反问的语气表
示不如：与其靠外地供应，～就地取材，自己制
造。

E何首乌J heshouw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
细长，能缭绕物体，叶子互生，秋天开花，黄白

色。根状茎呈块状，可人药。也叫首乌。

E何f胃E hewei ＜书〉画＠什么叫作；什么是z
～灵感？｜～幸福？＠指的是什么；是什么意

思（后面常带语气词“也”） ：此～也？

E何须E hexu 画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须要z 详
情我都知道了，～再说！ I 从这里走到车站，～

半个钟头？
E何许E hex凸〈书〉团疑问代词。何处z ～人

（原指什么地方人，后来也指什么样的人）。
E何以E heyT ＜书〉画＠用什么 z ～教我？｜～
为生？＠为什么g 既经说定，～变卦7

E何在E h岳zai （书〉画在哪里·理由～？
E何止E hezhT 巨型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超出某个
数目或范围z 这个风景区方圆～十里｜厂里的
先进人物～这几个？

~.:I工 、二 he ＜书〉和谐（多用于人名〉。
V(\（蒜）

1(…__ he o 平和＠如缸”旺胁、 樊师）和和缓z

温～｜柔～｜～颜悦色。＠圈和谐；和睦z ～衷

共济｜弟兄不～。＠画结束战争或争执z 讲

～｜婿～｜军阀之间一会儿打，一会儿～，弄得百姓
不得安生。＠画］（下棋或赛球）不分胜负：～

棋｜～局｜末了一盘～了。 8 CH自）圈姓。

和2 he o 连带： :,it托出 l～衣而卧叫
衣服睡觉〉。＠因引进相关或比较的对

象：他～大家讲他过去的经历｜柜台正～我一

样高。＠自量表示并列关系g跟；与＝工人～农

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量表示选择关系，常
用在“无论、不论、不管”后：不论参加～不参

加，都要好好儿考虑。＠圈加法运算中，一个
数加上另一个数所得的数，如 6 + 4 = 10 中，

10 是和。也叫和数。

和3 He 南指盹～服。
另见 530 页 h自； 549 页 hu; s90 页

hu6;595 页 huoo

E和蔼E he ＇凸i E国态度温和，容易接近2 ～可

亲 1 慈祥～的笑容。
E和畅E hechang 圈温和舒畅z 春风～。

E和凤J hef岳ng 圈＠温和的风，多指春风2 ～

丽日｜～拂面。＠气象学上旧指 4级风。参看
389 页【风级l 0 

E和风细雨J hef岳ng-xiyu 形容方式和缓，不粗
暴。

E和~［J hefu 圈传统的日本式服装a
E和光同尘】 heguang拍ngchen 指不露锋芒、

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见于《老子》四章）。

E和好】 heh凸0 0 睛和睦z 兄弟～。＠画恢
复和睦的感情z ～如初｜重新～。

E和合E hehe ~固和谐相合：～共生。
E和缓E hehuan O 圃平和5缓和z 态度～｜口

气～！局势～了。＠画使和缓·～一下紧张气
氛。

E和会E hehui ~战争双方为了正式结束战争
状态而举行的会议。一般在休战之后举行。

E和解E he ii岳［却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z
双方～。

E和局E heiu ~ c下棋或赛球）不分胜负的结
果：三盘棋却有两盘是～。

E和乐J hele 固和睦快乐：～的气氛｜一家大

小，～度日。

E和美E hem品I l费和睦美满2 ～的家庭｜小两

口儿日子过得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E和睦E he mu E昆相处融洽友爱；不争吵2 家庭
～｜～相处。

E和暖E henuan E国暖和：天气～｜～的阳光。

E和盘托出E hep6n-tu6chu 比喻全部说出或拿

出来，没有保留。



E和平E heping O ~指没有战争的状态：～
环境1保卫世界～。＠［归温和；不猛烈z 药性
~ 。

E和平鸽E hepingg岳圈西方传说古代洪水后，
坐在船里的挪亚（ Noah）放出鸽I气鸽子衔着
橄榄枝回来，证实洪水已经退去（见于《旧约·

创世记》八章）。后世就用鸽子和橄榄校象征
和平，并把象征和平的鸽子叫作和平鸽。

E和平共处】 h自ping gongch心指不同社会制度

的国家，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发展彼此间经济和文化联系。

E和平共处五项原则E heping gongch心 w心

xiang yuanze 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
准则。 llP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z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z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由我国倡导并已为世界上许多
国家所接受。

E和平谈判】 heping tanpan 交战双方为了结
束战争而进行的谈判。

E和棋E h岳qi 国下棋不分胜负的终局。
E和气E he·qi o 圃态度温和z 对人～｜～生财。
＠晴和睦·邻居们相处得很～。＠固和睦
的感情：别为小事儿伤了～。

E和洽E heqio l型和睦融洽z 相处～。
E和亲E heqln I面指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
统治集团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之
间，通过结亲建立友好关系。

E和善E heshan ［翻温和而善良；和蔼：态度～｜

～待人。
【和尚E he·shang 画出家修行的男佛教徒。
E和尚头l he·shangt6u [=81 俗指剃光的头；光

头。
E和声】 hesh岳ng 圈指同时发声的几个乐音的

协调的配合。
E和事老E heshil岳。同“和事佬”。
E和事佬E heshil凸0 ~调停争端的人，特指元
原则地进行调解的人。也作和事老。

E和数E heshu I鱼和二⑤。

E和Ji顶E heshun 圃温和顺从z 性情～。
E和谈E hetan l到和平谈判2 双方～后，签订了

停战协议。

E和回王E hetianvu r苟产于新疆和[lj 带的软

玉，以白玉为主。
E和婉E hewan I翩温和委婉z 语气～o

E和文】 Hewen IBJ 日本文。
E和弦E hexian 圈音乐术语。指按照某种音
程叠加而成的音响结构。一般分为二三和弦、七
和弦、九和弦等。

E和谐E h缸ie 回＠配合得适当·音调～ 1这张

和部动河 l he I s盯 l

画颜色很～。＠和睦协调z ～的气氛！～社会。
E和谐辩证法E hexie bianzh岳ngf凸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过程中吸收了我国古代和谐文化之
后所形成的→种辩证法。主张在社会矛盾处
于最变阶段，充分利用矛盾诸方面之间存在的
同→性，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倡导和
而不同，达到合作、互利、共赢，实现社会和谐
发展的局面。

E和谐社会l hexie shehul 指体现民主法制、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创造活力，入与人、人
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稳定有序的社会。

E和j照】 hexu l组温暖：春风～｜～的阳光。
E和颜悦色l heyan-v曲曲形容态度和蔼可亲。

E和议1 hevl 圈交战双方关于恢复和平的谈

判。

E和易E hevl 圃态度温和，容易接近：～近人l

性情～o

E和约E heyu岳圈交战双方订立的结束战争、
恢复和平关系的条约。

E和悦E h的u岳阳和蔼愉悦：神情～。
E和衷共济E hezhong-gongjl 比喻同心协力，
共同克服困难（济：渡fliJ）。

,brt He 0 部阳 CH邑yang ），地名，在陕西。

口P 今作合阳。＠函姓。
如L he 揭发罪状：弹～｜参～。

、如T he o 画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江～｜主
1 ... J ～流｜内～｜运～｜护城～｜一条～。＠指银专三

i可系：～外星系。 8 (He）特指黄河·～西！～

套。 0 (H岳）啤姓。

E河泯】 hebang ＜方〉圈小河。

E河北梆子） Heb岳l bang·zi 河北地方戏曲剧种

之一句，由清乾隆年间传入河北的秦腔和山西梆

子逐渐演变i而成。参看 40 页【梆子腔1。
E担J槽l hecao 圈河床。

E河汉E hecha 画大河旁出的小河。也叫河汉

子。

E河J 111 hechL』an 阁大小河流的统称。
E河床E hechuang ［吕洞流两岸之间容水的部
分。也叫扣I槽、河身。

E河道】 hedao 画河流的路线，通常指能通航

的河z 疏通～O
(i可东狮吼E hed6ng-shlh6u 比喻嫉妒而泼悍
的妻F发怒撒泼Ci吾本宋代洪迈《容斋三笔·陈

季常》所寻｜苏轼诗“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

心茫然勺。

E河段E heduan 圈河流的某」段·长江中游～

出现洪峰。



I s2s I 怡 ｜河易馀 i到查荷

［~可防E hefang IEl 0 防止河流水患的工作，特
指黄河的河防2 ～工程。＠指黄河的军事防

御2 ～部队｜～主力。
[f可粉E hef邑n ＜方〉圈食品，将米浆蒸熟后晾

凉，切成条状，可凉拌或炒着吃。
E河工】 hegong 圈＠治理河道、防止水患的
工程，特指治理黄河的工程。＠治河工人。

E河沟E hegou 圈小水道。

E河谷E h句心圈河流两岸之间低于地平面的
部分，包括河床和河漫滩。

［~可汉E hehan 〈书〉＠圈银河。＠圈借指不
着边际、不可凭信的空话。＠巨型指不相信或
忽视（某人的话）：幸毋～斯言。

E河鹿E heF 圈猿子。
E河口E hek凸u 圈河流流入海洋、湖泊或其他
河流的地方。

E河狸1 heli IBl 哺乳动物，外形像老鼠，后肢有

蹊，尾巴扁平，毛长而密，背赤褐色，腹部灰色，
牙齿锐利，能咬断树干。生活在水边，吃树皮

和睡莲等。雄的能分泌i可狸香。旧称海狸。
E河流E heliu IEl 陆地表面较大的天然水流，如

江、河等。
[j可漏E he· lou 圈恰恪。

E河马E hem凸圈哺乳动物，身体肥大，头大，长
方形，嘴宽而大，耳小，尾巴短，皮厚元毛，黑褐

色。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水中，头部露出水面。

王生活刑。
[i可漫滩E hemantan 圈河两岸由洪水带来的

~ 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地势低，汛期常被水淹，

枯水期可以种作物。
E河姆渡文化E Hemudu wenhua 我国长江F

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年代为公元前
5000－公元前 3000 年，因最早发现于浙江
余姚河姆渡村而得名。遗址中有保存完好的
栽培稻、木建筑等遗存，是和黄河流域仰韶文
化不同的文化类型。

E洞南梆子E Hanan bong· zi 豫剧。

E河南坠子E Henan zhui • zi 坠子2②的通称。

E河清海晏l heqlng-h凸iyan 黄河的水清了，大

海也平静了。用来形容天下太平。也说海晏
河清。

[ii可曲】 heqO 圈河流弯曲的地方。

[j可渠E h自qu 圈河和渠，泛指水道：～纵横｜兴

水利，开～。

E河山E h自shan 函指国家的疆土：锦绣～ l 大

好～。
[ii可身E h自由岳n ［望河床。

[ii可滩E hetan E旦河边水深时淹没、水浅时露

出的地方。

E河套】 hetao IEl o 围成大半个圈的河道。也
指这样的河道围着的地方。 8 CH岳tao）指黄

河从宁夏横城到陕西府谷的一段。过去也指
黄河的这→段围着的地区；现在指黄河的这一

段和贺兰山、狼山、大青山之间的地区。
[j'oJ豚E he tun 圈鱼，头圆形，口小，背部黑褐

色，腹部臼色，鳝常为黄色。肉味鲜美，卵巢、
血液和肝脏有剧毒。生活在海中，有些也进入
江河。也叫纯Ctun ）。

E河外星系】 hewai-xlngxi 银河系以外的恒星

的集合体，距离地球在数百万光年以上。河外
星系是和银河系相当的恒星系。

[j司网】 hewang l萄纵横交错的许多水道所构
成的整体：～化1～如织。

E河西走廊】 Hexl-zδulang 甘肃西北部祁连山

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鞠岭以西的
狭长地带，东西长约 1 （）（）（）千米，南北宽约
100 200 千米，因在黄河之西而得名。

z河鲜E h岳＇xian 圈供食用的新鲜的河鱼
等。

E河沿E heyan c～儿） [EJ 河流的边沿。

[ii可鱼E hevu 函生活在江河里的鱼，如卿鱼、

链鱼、鲤鱼等。
E河运E heyun 圈内河运输。

蜀 h自〈书〉圃疑问代词。＠怎么。＠何
时。

hA_ • . he 见下。

L口（偌）
['i:告t各E he· le [=8J 食品，用馀馅床子（做馀馅的
工具，底有漏孔）把和Chuo）好的养麦丽、高粱

面等轧成长条，煮着吃。也作合馅。也叫河漏
(h岳 •lou ）。

应~ 口H he 阻隔不通z 隔～。
l~J （圄）
查 he ＜书〉配怀～往视之？

（美盔）
1主1 he 圈。莲。 8 CH岳）姓。
’1口 l
1主2 He 圈指荷兰0

1月另见 531 页怡。
E荷包l he·bao 圈随身携带的装零钱和零星
东西的小包。子工制作的上面绣着花或图

案。
E荷包蛋】 he·baodan 回去壳后在开水里煮

熟或在滚油里煎熟的整个儿的鸡蛋，形状像荷

包。
E荷尔蒙E he’岳rmeng 圈激素的旧称。［英

hormone] 
E荷花.l hehua 函＠莲的花。＠莲。
E荷兰豆E helandou 圈食英豌豆的通称。



E荷塘E hetang ~种莲的池塘。
』击·1 he o 圈核果中心的坚硬部分，里面有
'I'；？之 果仁：桃～｜杏～。＠物体中像核的部
分：细胞～。＠指原子核、核能、核武器等z ～

装置｜～动力｜～说诈。

..J.ft2 →一 he o 白面l 仔细地对照考察z 审
f乡之（震）～｜～算！～实｜～账｜这几个数据
要再～一下。＠〈书〉真实：其文直，其事～。
另见 550 页 hu"

E核裁军】 hecaijun 画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裁减
核军事人员和装备。

E核查】 hecha 圈审查核实：对案情认真～｜～
了工厂的固定资产。

E核磁共振】 heci gδngzhen 原子核在外加磁

场作用下，能对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发生共振吸
收的现象。利用核磁共振可以测定有机物的
结构，医疗上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
脑部疾病、血管病、肿瘤等的检查和诊断。

E核弹】 hedan 圈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统
称。

E核弹头E hedant6u 圈指作为导弹或炮弹弹
头的原子弹，或作为导弹弹头的氢弹等。

E核蛋白l hedanbai 圈核酸和蛋白质结合而

成的复合蛋白，存在于动植物的细胞核和细胞
质中，是构成生物体的主要物质。

E核电E hedian 圈＠核能发电的简称2～站。
＠核能发电产生的电能。

E核电站】 hedianzhan ［萄利用核能发电的机
构。

E核定E hading l盈核对审定：～资金｜～产量。
E核对】 hedui ［盈审核查对：～账目｜～事实。
E核iftr乍】 he’但ha 圃凭借拥有的核武器进行
威胁恫吓。

E核发E he fa 阉核准后发给2 ～驾驶执照。

E核反应1 het凸nying 画用一定能量的粒子轰
击原子核，使原子核的质量、电荷或能量状态
发生改变。

E核反应堆E het凸『iyingdul 图使铀、坏等的原
子核裂变的链式反应能够有控制地持续进行，
从而获得核能的装置。简称反应堆。

E核辐射E hefushe 画指放射性原子核放射 α

射线、R射线、Y射线或中子。
E核果E hegu凸圈肉果的~－－种，外果皮很薄，中

果皮肉质多汁，内果皮是坚硬的壳，里面包着
种子。如桃、梅、李等。

E核计E heii 幽核算：～成本。

E核减1 hei1伯国审核后决定减少z ～经费。

E核力E heli 圈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在距
离不超过原子核的大小时，这种力才起作用。

荷核｜ h自 I s29 I 

E核能l heneng 圈原子核发生裂变或聚变反

应时产生的能量，广泛用于工业、军事等方面。

也叫原子能。

Z核能发电E heneng f。dian 利用核能产生动

力而发电。简称核电。

E核批E hep1 画审核批准·主管领导～后才能

实施。
E核潜艇】 heqiantTng 圈用核能做动力的潜

艇。能长时间地连续地在水中进行战斗活动。

E核燃料E heranliao 圈用来在核反应堆中进

行核裂变，同时产生核能的放射性物质，主要
有铀、坏、牡等。

E核实E heshi 圈。审核是否属实：～情况｜～
数据。＠审核属实：上报的材料已经～。

E核试验】 heshiy也n 画通过核武器爆炸进行

研制、试验工作2 地下～。

E核收】 heshou ［萄审核收取 z ～手续费。

E核素】 hesu 圈具有一定的质子数和中子数

的一类原子核所对应的原子，如铀－ 234 、

铀 235和铀－ 238 是三种不同的核素，它们

的化学性质相同而核性质不同。

E核酸E hesuan 画有机化合物，存在于生物体
中，是细胞核和细胞质中的核蛋白的组成部
分，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一，对生物的生长、
遗传、变异等都起着决定作用。根据所含成分

不同，可分为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
E核算】 hesuan ［到企业经营上的核查计算z

～成本｜资金～o

E核糖E hetang 固有机化合物，含隆基的戊
糖，是核糖核酸的组成成分之一。

E核糖核酸E hetang hesuan 分子中含有核糖

的一类核酸．存在于细胞以及某些病毒和噬菌

体中。在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上具有重要作用。
英文缩写为 RNAO

E核桃l h自·tao 圈＠核桃树，落叶乔木，羽状

复叶，小叶椭圆形，核果球形，外果皮平滑，内
果皮坚硬，有皱纹。木材坚韧，可以做器物，果

仁可以吃，可以榨油，也可以入药。＠这种植

物的果实2 ～仁儿。｜｜也叫胡桃。
E核威慑l hew岳ishe 画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

核军备、核战争进行威胁，作为处理国际事务
及推行全球战略的理论和策略。

E核武器l hewuqi 圈利用核反应放出的能量

造成杀伤和破坏的武器，包括原子弹、氢弹、中
子弹和放射性战剂等。也叫原子武器。

E核销E h自xiao 匾。审核后销账。＠核准后

注销。

E核心】 hexin 函中心；主要部分（就事物之间

的关系而言）：领导～｜～小组｜～工事！～作用。



L些些｜「1岳－ he I 核牙含益荷能盒烟倾络阎鹅翩韬解吓和l俗格贺

E核验E h岳yon ［~审核查验z 购买时请～防伪

标志。
E核战争］ hezhanzh岳ng l望使用核武器的战

争。
E核准E hezhun 圃审核后批准：施工计划上级

已经～o

E核资E hezl ［＇剥核查资金、资产z 清产～。
E核子E hezi r司构成原子核的粒子，即质子和

中子的统称。

ttA he 牙齿咬合。

4 口
益 he 古代温酒

或调节酒的浓 Jo 
淡的器具，形状像

壶，三足或四足。
飞仨~ He 荷辛辛CH岳－
于叮 ze），地名，在
山东。

由Z . . he 
（跪）〈书〉

咬。

~he c～儿）＠益
且虱圈盒子①：

饭～儿｜铅笔～儿｜
火柴～λ。＠盒子②：花～。

E盒带1 hedai f;SJ 盒式录音带或录像带。
E盒饭E he fan 国装在盒子里出售的份儿饭。

三三重量 E盒子E he·zi 圈。盛东西的器物，一般比较
孟主主 小，用纸糊成或用木饭、金属、塑料等制成，大

多有盖，有的是拍屉式。＠一种烟火，外形像
盒子。

E盒子炮】 he·zipc]o ＜方〉圈驳壳枪。
E盒子枪】 he·ziqiang ＜方） [BJ 驳壳枪。也叫盒
子炮。

泪 he 干性枯～｜～辙梢。

E润辙之钳E hezhezhlfu 在一f二洞 r的车辙里的

钳鱼（御龟）（见于《庄子·外物训。比喻处在

困境中急待救援的人。

应;;c; • he 圈构成口腔J二部和下部的骨
印歧（镇）头和肌肉组织。「部叫J：锁·干部
叫下颂。
另见 441 页 G岳。

络 he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狐而非J＇＇肥胖，
毛棕灰色，两耳短小，两颊有长毛横生。

栖息在山林中，昼伏夜出，吃鱼虾和鼠兔等小
动物。通称格子Chao· zi ）。

另见月18 j凡 h6o;923 负 Mo"

i、司 A he 0 全g总共＝～家｜
j］司（国、句阁）～城。＠关闭＝～户。

“阁”另见 439 页 g邑“阁”； 440 页 g邑

“阁”；523 页 he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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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 he o 恐吓桐吓。＠圃表示不
（咖）满z ～，怎么能这样呢！
另见 1415 页 xia 0 

和 he 圃＠和谐地跟着唱z 曲高～寡 I －•昌
百～。＠依照别人诗词的题材和体裁做

诗词：奉～一首。
另见 526 页 h自； 549 页 hu; s90 页 hu6;

595 页 huo"
E和诗1 heshl o < 11 >I到作诗与别人互相唱

和．饮酒～。＠［名］指与另lj人互相唱和的诗。

吝 He r~I ~。

培 he 用于地名 z ～蜘叫山东）。

-b , he o 庆祝；庆贺：祝～｜道～｜～
页（贺）喜｜～信｜～词｜～电。 8 CH的画
姓。

E贺词E heci l~ 在喜庆的仪式上所说的表示祝

贺的话。也作贺辞。
E贺辞E heci 同“贺词”。

E贺电l hedian 1刽祝贺的电报、电传等。

E贺函E h岳han 函l 贺信。

E贺卡】 heka 1名］祝贺亲友新婚、生日或节日用

的纸片，－一般印有祝贺文字和图画。
［＇.$~丰Ll hell l组祝贺时赠送的礼物或礼金。

E贺年】 he斤iian I动］（向人）庆贺新年：～片。

E贺年片E h岳『iianpian c ～儿）［旬 l~J 亲友、师长

等祝贺新年或春节的纸片，一般印有祝贺文字

和图画。

E贺岁l hast』i 国贺年：～演出。
E贺岁片JL] hesuipianr ＜口〉画贺岁片。
E贺岁片］ hesuipian l名］为祝贺新年或春节而

上映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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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贺喜】 he;;xi 画道喜。

E贺信】 hexin IEi 祝贺的信。也叫贺函。
E贺仪1 heyi 〈书〉自主］贺礼。

1主 he o 背Cbei）或扛 z ～锄｜～枪实弹。＠
丁叮 〈书〉承当·～天下之重任。＠〈书〉负担
②：肩负重～。＠承受恩惠（多用在书信里表

示感谢）·感～｜为～。
｝｝见 528 页怡。

E荷枪实弹】 heqiang shidan 扛着枪，子弹上

膛，指军队、警察等处于戒备状态。

E荷载】 hezai o 圈载荷。＠自由］承载；承重。

E荷重】 hezhong 圈载荷。

崔 he ＜书〉＠鸟往高处飞＠同“鹤”。

日层 he 画大声喊叫：吆～｜～问｜大～一声。
月另见 523 页闹。

E喝彩】（喝采） he;; cai 画大声叫好．齐声～｜
全场观众都喝起彩来。

E喝倒彩】（喝倒采） he daoc凸l 喊倒好儿。参看

267 页i倒好JLJo
E喝道E hedao l到封建时代官员出门时，前面

引路的差役喝令行人让路。
E喝令E he ling F哥大声命令。

E喝问E hew en 画大声地问：严词～。

猖 t书〉＠喘息恐惧的样子。＠威胁
吓唬。
另见 1448 页 x怡。

＇＂曰 he ＜书〉吓唬．虚～｜恐～。
”~另见 727 页 kai;103s 页 qi 0 

赫1 he o 显著；盛大：显～ i 煌～＠
C He) [Ei 姓。

赫2 h自由的简称 1 秒钟振动一次是
1 赫。

E赫赫E h岳tie l暨显著盛大的样子＝～有名｜战

功～。
E赫连】 Helian IEi 姓。
Z赫然E h自ran 匾。形容令人惊讶或引人注

曰：巨幅标语～在目。＠形容大怒：～而怒。
E赫哲族E H岳zhe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黑龙江。

E赫兹】 hezi l.i 频率单位，符号 Hz。这个单位
名称是为纪念德国物理学家赫兹（ Heinrich
Rudolf Hertz）而定的。简称赫。

J.-;a he ＜书〉火热；炽盛o
州 Ill

褐 he o ＜书〉粗布或粗布衣服：短～。＠
像栗子皮的颜色·～色｜～铁矿。

E褐马鸡E hem6ji 巨型鸟，体长约 1 米，将毛大部

分黑褐色，尾羽基部臼色，末端黑rm有紫蓝色

光泽，是我国特有的珍禽。也叫鸥鸡。

E褐煤E hemei 圈煤的一种，一般褐色，有的灰
黑色，含水分较多。｜涂做燃料外，也用作化工

原料。

E褐士E het心［函褐色的土壤，是较肥沃的土壤

之一。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及
燕山、吕梁山、太行山等地区。

鹤 Lι 陆肘，头小颈长，嘴长而直·
（号）脚细长，后趾小，高于前二趾，羽毛

臼色或灰色，群居或双栖，常在河边或沼泽地
带捕食鱼和昆虫。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丹顶
鹤、白鹤、灰鹤等。

E鹤发童颜1 tieta拍ngyan 白白的头发，红红

的面色，形容老年人气色好，有精神。也说童
颜鹤发。

E鹤立鸡群】 helijiqun 比喻一个人的才能或仪
表在一群人里头显得很突出。

E鹤嘴铺】 hezuig凸o 圈挖掘土石用的工具，铺

头两头尖，或一头尖一头扁平，中间装着木把。

因镜头形状像鹤嘴而得名。通称洋惰。

青 tie 见下。

E茵茵E heh自〈书〉圆形容羽毛洁臼润泽。

整 he tl 1沟或大水坑z 丘～｜沟～｜千山万～
。欲～难填。

i二丁丽r~：r~） J 
回a h岳I 0 IH2J 像煤或墨的颜色（跟“自吁目

万飞飞t x才）．～板 l～斑｜～头发｜白纸～字｜脸都晒
～了。＠阳黑暗：～牢｜天～了｜屋子里很～。

＠（～儿）夜晚；黑夜z 摸～儿！起早贪～。。
隐秘的；非法的2 ～市｜～话｜～户！～窝点！～
社会。＠［殖坏；狠毒z ～心肠 l这种人心大～。

＠画］暗中坑害、欺骗或攻击：被骗子～了两

万块钱｜昨夜被人～了一砖头。＠画通过互
联网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
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他们的网
站被人～了。＠ (H邑 i) I写姓。

【黑暗E h岳i ’ an 晤。没有光2 山洞里－片～。

＠形容社会状况、统治势力等腐败，落后，元
公平正义z ～势力｜～统治。

E黑白E h岳ibai 圈。黑色和白色：～片｜～分

明。＠比喻是非、善恶z ～不分｜颠倒～O
E黑臼片JL] h岳ibaipiiinr ＜口＞ IEi 黑白片。

【黑臼片E h岳ibaipian 圈没有彩色的影片（区

别于“彩色片勺。
E黑板E h副b凸n 圈用木头或玻璃等制成的可

以在上面用粉笔写字的平板，一般为黑色z 擦

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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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黑板报E h岳ib凸nbao 圈工厂、机关、团体、学
校等办的报，写在黑板上，内容简短扼要。

E黑帮E h岳1bang 圈指社会上暗中活动的犯罪

团伙和其他反动集团或其成员 g ～头目｜～分

子。

E黑榜J h岳ib凸ng 憧］指公布出来的列有不良记

录的人或单位的名单2 列～｜儿家出售变质食
品的超市上了晚报的～。

E黑不溜秋E h岳i·buliuqiu c～的）〈方〉圃状态

词。形容黑得难看。
E黑茶J h岳icha 圈茶叶的一大类，一般以较粗

而老的毛茶为原料。由于制作过程中要经过

较长时间的堆积、发酵，所以 ~t色呈黑褐色。

主要品种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四川边茶
和云南普拜茶等。

E黑车E h岳ich岳圈指没有牌照的或非法运营的

车辆。
E黑沉沉E heichenchen c～的） Im] 状态词。形

容黑暗（多指天色）：天～的，像要下雨了。
E黑吃黑】 h岳ichlh岳i 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或个人之间为争夺利益、地盘等互相倾轧、争

斗。

E黑道J h岳idao c～儿）圈。夜间没有亮光的道

路z 拿着电筒，省得走～。＠指不正当的或非
法的行径z ～买卖。＠指流氓盗匪等结成的

三量主 黑社会组织＝～人物。

三孽阳瞎火E 怡ide
没有灯光＝楼道里～的，下楼时注意点儿。也说
黑灯下火。

E黑灯下火E h岳ideng-xiahu凸黑灯瞎火。

E黑地E h岳idi lBl 指没有登记在国家地亩册子

上的田地。
E黑店J h岳1dian lBJ 0 杀人劫货的客店（多见
于早期白话）。＠指没有营业执照非法经营
的商店、客店等。

E黑洞E h岳1dong 圈科学上预言的→种夭体e
它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其中

的物质和辐射脱离其边界。因此，人们只能通
过引力作用来确定它的存在，所以叫作黑洞。

E黑洞洞】怕idongdong （口语中也读陆id凸ng

d凸ng)C～的）圈状态词。形容黑暗＝隧道里
头～的，伸手不见五指。

E黑豆E h岳idou lBl 籽实表皮黑色的大豆。多

做牲口的饲料。
E黑恶J h岳i ’ 6 圈属性词。具有黝土会性质的；

邪恶的z 打击～势力。
E黑钙土】 heigait心国暗黑色的土壤，土层上
部腐殖质含量高，养分丰富，下部碳酸钙含量

高，是肥沃的土壤之→。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

北、西北地区。

E黑更半夜E h岳19岳ng-banye c～的）〈口〉指深
夜。

E黑咕隆咚E h副· gulongdong c～的）〈口〉匾

状态词。形容没有光亮，漆黑一片2 天还～的，

他就起来了｜屋里拉上了窗帘，～的。
E黑管E h岳iguan 圈单簧管。

E黑鹤，］ h岳1guan 睛鹤的一种，身体比白鹤稍

小，羽毛黑褐色，胸腹部白色，日结和腿红色，能
长时间在高’空飞翔，吃鱼、蛙等。

E黑锅E h岳iguo 圈见 53 页【背黑锅l 0 

E黑乎乎J h岳ihuhu c～的）晴状态词。＠形容
颜色发黑z 一个～的陶罐｜两手油泥，～的。＠

形容元钱昏暗z 天～的｜屋子里～的。＠形容

人或东西多，从远处看模糊不清z 路旁站着～

的一片人。｜｜也作黑糊糊。
E黑糊糊E h副huhu 向“黑乎乎”。

E黑户J h岳ihu 圈指没有户口的住户。也指没

有营业执照的商号。

［，嘿话】 h岳ihua rBI O 帮会、流氓、盗匪等所使
用的暗语。＠指反动而隐晦的话。

E黑鲸J h岳ihuan 圈青鱼。

E黑货E h岳ihuo ~每指漏税或违禁的货物。

E黑胶绸E h岳ij 』aoch6u 圈涂有薯莫汁液的平

纹丝织品，适于做夏季衣料。主要产于广东。

也叫莫绸、拷绸。

E黑金J h岳ijln l每指官场上用于行贿等非法活

动的钱。
E黑颈鹤E h岳ijinghe 圈鹤的→种．头顶有红色

肉冠，头和颈部黑色，身体的羽毛灰白色，翅膀
和尾部的羽毛黑色。生活在高原湖泊和沼泽
地带，吃鱼、蛙、螺和昆虫等。

E黑客J h岳ike 圈＠指精通计算机技术，善于

从互联网中发现漏洞并提出改进措施的人。
＠指通过互联网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

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

的人。［英 hacker〕

E黑f]) h岳ikou 眉线装书书口的一种格式，版

口中心上下端所刻的线条，粗阔的叫大黑口，
细狭的叫小黑口（区别于“白口 1 勺。

E黑脸E h岳ilian o 圈戏曲角色行当黑头的俗
称，借指忠正耿直、铁面无私或粗率莽撞的人
物，如包公、张飞等z 他是唱～的。 8 （－／／一）

~指脸色变得阴沉z 他整天黑着脸，准是碰到

了什么不痛快的事。

E黑马E h岳im凸圈原指一匹不被人注意却在比

赛中意外夺魁的黑马（故事见于英国小说《年
轻的公爵扮。借指在比赛或选举等活动中出



人意料获胜的竞争者。
E黑茫茫】 heim6ngm6ng C～的）圃状态词。
形容一望无边的黑（多用于夜色）：～的夜空｜

眼前～的一片，看不清哪儿是道路。
E黑蒙蒙】 heimengmeng c～的）圈状态词。

形容光线昏暗，看不清楚：部队趁着～的夜色

急速前进。
E黑名单】 heimingdan c～儿）圈。反动势力
为进行政治迫害而开列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
的名单。＠指有关部门开列的不合格产品或

违反规约的企业、个人等的名单，通过一定渠
道向社会公布。

E黑幕E h的nu ~黑暗的内幕。
E黑屏l h岳iping ~指计算机操作系统产生严
重错误时，显示屏为黑色，上面不显示任何信
息，无法继续操作的状态。

E黑漆漆E h岳iqlql （～的） Ifill 状态词。＠形容
很黑z ～的大门。＠形容很暗：没有路灯，街

上～的。
【黑钱l h岳iqi6n ~指以贪污受贿或敲诈勒索

等非法手段得来的钱。
E黑枪】 h岳iqiang 圈。非法暗藏的枪支。＠
乘人不备暗中射出的枪弹z 挨～。

E黑酸黔E h岳iququ c～的）圃状态词。＠形容
很黑z 脸晒得～的。＠形容很暗z 深夜，屋外

～的，什么也看不见。
E黑热病E h岳i『ebing [Bl 寄生虫病，病原体是利
什曼原虫，由白龄传染。症状是发热，鼻和牙
跟出血，肝、脾大，贫血，自细胞减少等。

E黑人I H岳1ren ~指黑种人。
E黑人T h岳1ren 圈。姓名没有登记在户籍土
的人。＠躲藏起来不敢公开露面的人。

E黑色l h岳1se O 圈黑的颜色。＠回属性词。

隐秘的；~F法的 z ～收入。
E黑色火药E h岳IS岳阳的ao 用 75% 的硝酸苦甲、
10% 的硫和 15%的木炭混合制成的火药，黑
色，粒状，爆炸时烟雾很大。供军用、猎用和爆
破用，也用来做烟火、爆竹。黑色火药是我国
唐朝时发明的。

E黑色金属】 h岳1se jlnsh心工业上铁、锺和馅的
统称。主要指钢和其他以铁为主的合金。

E黑色食品】 h岳1se shipln 颜色是黑色或黑褐

色的食品，如黑米、黑豆、黑芝麻、木耳、香菇、
黑鱼、乌骨鸡等。营养价值相对较高。

E黑色收入l h岳1se shauru 指通过贪污、受贿

等非法手段取得的收入（区别于“白色收入、灰

色收入”）。
E黑色素E h岳isesu 圈皮肤、毛发和眼球的虹膜

所含的一种色素。这些组织的颜色的深浅由

黑 I h岳 l I s33 I 
所含黑色素的多少而定。

E黑色幽默E h岳ise youmδ20 世纪 60 年代产
生于美国的一种文艺流派。冈为其作品是以
一种无可奈何、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来影射社
会现实，显得荒诞不经、滑稽可笑，所以称为黑
色幽默。

E黑纱E h岳isha 圈黑色的纱或布。常用作哀悼

死者的标记z 臂戴～。

E黑日肖E h岳isha。因指球类比赛中故意做出的
不公正的裁判行为。

E黑社会E h副shehui 圈指社会上进行犯罪活

动及其他非法活动的各种有组织的黑暗势力，
如反动帮会，流氓泾商集团，走私服毒团伙等。

E黑市E h岳ishi 圈暗中进行非法买卖的市场＝
～交易。

E黑手E h岳ishou 圈指暗中进行阴谋活动的人
或势力。

E黑手党E h岳ishoudang 圈 13 世纪产生于意

大利西西里岛的秘密犯罪组织，因曾在行动后

留下黑子印而得名。组织严密，主要从事走
私、贩毒、敲诈、勒索和色情业等活动。

E黑死病E h岳1slbing 圈鼠疫。

E黑糖E h岳it6ng ＜方〉圈红糖。

E黑陶E h岳it6o [Bl 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陶

器，表面漆黑光亮。

E黑体E h岳it！圈排版、印刷上指笔画特别粗，撇
捺等不尖的字体（区别于“白体勺。

E黑帖E h岳iti晶（～儿）〈口〉圈匿名帖。

E黑头E heitoL』圈戏曲中花脸的一种，因勾黑

脸谱而得名。起初专指扮演包公的角色，后来
指偏重唱功的花脸。俗称黑脸。

E黑土E h副t心~黑色的土壤，腐殖质含量高，
养分丰富，是肥沃的土壤之一。在我国主要分
布在东北地区。

E黑窝l h岳iwo 圈指坏人聚集隐藏、干坏事的

地方z 掏～。
E黑瞎子E h岳ixia·zi ＜方川望黑熊。

E黑匣子l h岳ixi6•zi 圈指飞行数据记录仪，因

装在座舱巾的黑色金属盒里而得名。这种盒
子耐高温、高压，防腐，防水，能够自动记录并
有效地保存所记录的飞行员对话及各种数据。
如果飞机失事，可依据记录分析失事原因。现
代的黑匣子为橙色或黄色。

E黑箱E h岳ixiang [Bl 通常指某种结构复杂的电

子元件或电子仪器设备，能够对某个系统实行

自动控制或自动记录。因使用中可作为→个
独立的整体装配或拆卸，其内部工作特性无须
透露，所以叫黑箱。

E黑箱操作E h岳ixiang caozuo 暗箱操作。



｜剧 I h岳l h臼｜黑嗨嘿镖痕 i展很狠恨

E黑心l heixTn O 圈阴险狠毒的心肠z 起～。
＠圆心肠阴险狠毒z ～的家伙。

E黑信］ h岳ixin ＜口〉函匿名信。
E黑猩猩】 h岳1xTng•xing ~哺乳动物，直立时
高可达 1. 5 米，毛黑色，西部灰褐色，无毛，
眉骨高。生活在非洲森林中，喜欢群居，吃
野果、小鸟和昆虫。是跟人类最相似的高等
动物。

E黑熊E h岳阳i6ng 圈哺乳动物，身体肥大，尾巴

短，脚掌大，爪有钩，胸部有新月形臼斑，其余
部分黑色。性孤独，能爬树，会游泳，也能直立

行走。也叫狗熊，有的地区叫黑瞎子。
E黑魅魁】 h岳IXUXU （～的）~状态词。形容黑

暗z 洞里～的，什么也看不见。
E黑压压】 h岳1vava c～的）［用状态词。形容密

集的人，也形容密集的或大片的东西2 广场上
～的站满了人｜远处～的一片，看不清是些什么

东西。也作黑鸦鸦。
E黑鸦鸦】陆ivav。同“黑压压”。
E黑眼珠】 h岳1yanzhu c～儿）圈眼球上黑色的

部分。

E黑夜］ h岳1ve ~夜晚；夜里·白天～不停地施

工。

E黑幽幽】 h岳1youyau （～的）圈状态词。黑黝

黝②。
E黑汹汹】 h岳iy。uy6u （口语中也读 heiyou

you）（～的）圈状态词。形容黑得发亮：～的

头发｜～的土地。
E黑黝黝】 h岳1vouyol』（口语中也读崎iy己u

y己u）（～的）圃状态词。＠黑油油。＠形容

光线昏暗，看不清楚：四周～的，没有一点儿光 l
一片～的松林。

E黑鱼E heivu ~乌鲤的通称。
E黑灾E h岳izai 圈由于持续干旱，造成牧区牲

畜大量死亡的灾害（对“自灾”而言）。
E黑枣E h岳IZ凸o 温JO 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

花暗红色或绿臼色。果实球形或椭圆形，黄
色，贮藏一段时间后变成黑褐色，可以吃，味

甜。＠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软枣。＠
〈方〉被枪毙叫吃黑枣（含诙谐意）。

E黑种E H岳izhong 圈指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尼
格罗人种。

E黑子E h岳1zT 圈＠〈书〉黑色的痞。＠指太阳

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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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惊异2 ～，下雪了！｜～，想不到他真的

来了。
另见 923 页 mo 。

E嘿H黑】 h岳ih岳i 匮塾形容笑声：他～地冷笑了

两声。

去回 ＂~ h岳i 圆金属元素，符号 Hs。有
惊（嫖）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 
hen c 厂17)

、良 hen 痕迹z 泪～l刀～ l伤～｜裂～。

E痕迹E henji 圈＠物体留下的印JL：车轮的

～｜白衬衣上有墨水～。＠残存的迹象z 这个
山村，旧日的～几乎完全消失了。

E痕量E henliang ~化学上指极小的量，少得
只有一点儿痕迹。

I/ 

h岳n C 厂17)

垠（言良） h岳n 〈书〉乖庚；习习惯占人。

-11=1 h岳n 圈表示程度相当高z ～快｜～不赖｜
, Ipζ ～喜欢｜～会办事 l好得～｜大家的意见～

接近｜我～知道他的脾气。

狠胁＠圈凶恶；残忍：川～毒｜那家
伙比革才狼还～。＠圈控制感情，下定决

心z ～着心把泪止住。＠圃狠命z ～抓业务。
＠圃严厉；厉害＝对自己人要和，对敌人要～｜

～～打击各种犯罪分子。＠旧同“很”。
E狠毒】 h品ndu ~凶狠毒辣：心肠～｜阴险～的

家伙。

E狠命E henming 圃表示用尽全力；拼命2 ～

追赶i～往人堆里挤。

E狠心］ h岳阳Tn 0 C 11 ）画下定决心不顾一

切z 狠一狠心｜狠了心了｜～大干一场。＠圆

心肠残忍：～的人。＠圈极大的决心2 下～
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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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恨不能。
E恨不能l hen·buneng 圈恨不得。
E恨人E henr岳n ＜方〉陋使人生气；让人怨J↑良 g

他又把饭做糊了，真～！

E恨入骨髓E henrugusui 恨之入骨。

E恨事E henshi 圈憾事：引为～。
E恨铁不成钢E hen ti岳 bu cheng gang 比喻对
寄予希望的人不成器或达不到要求而焦急不

满。
E恨之入骨】 henzhlrug心形容痛恨到了极点。

国堕＿CL兰L二1

于与1 hang O 顺利：～通。 8 CH岳ng ）圈

f 姓。
〈古〉又同“烹”国吨。

主运·2 he咱［重亨利的简称。电路中电流在 1
T 衫钟内的变化为 1 安、产生的电动势为 1
伏时，电感就是 1 亨。

E亨利E h岳『igli III 电感单位，符号 H。这个单
位名称是为纪念美国物理学家亨利（Joseph
Henry）而定的。简称亨O

E亨通E hengtong 圃顺利z 万事～｜官运～。

脖 h岳ng [iJll] 0 鼻子发出声音：痛得～了几

J 声。＠低声唱或吟哦＝他一边走一边～
着小曲儿！这几首诗是在旅途上～出来的。
另见 537 页 hngo

E哼哧l h岳ngchl g纵向形容粗重的喘息声：他

累得～～地直喘气。
E哼哈二将】怕nghi:i-erj iang 佛教中守护庙门

的两个神，形象威武凶恶，《封神演义》把他们
描写成有法术的监督押运粮草的宫， 个鼻
子里哼出臼气，一个口中哈出黄气。后多用

来比喻有权势者手下得力而盛气凌人的人
（如果碰巧是两个）。也借指狼狈为奸的两
个人。

E哼PHP] h岳ng· ji 自由］低声说话、l歌唱或诵读：他
～了半天，也没说明白｜他一边劳动，一边～着
小曲儿。

E哼儿哈JL] h岳ngrhar 眼fill 形容鼻子和嘴发出

的声音（多表示敷衍或不在意）：他总是～的，
问他也没用！

E哼啃E h岳ngyo [ag] 多人卢起从事重体力劳动

时，为协调彼此的动作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声
二宝ε

仨’。

睬 heng ＜扣帽表示禁止。
另见 537 页怕吨。

脖 heng 川贞阳

恨亨哼瞠脖行恒 I hen - heng 1 535 

, 
heng c 厂L)

／－二 heng 见 269 页【道行1。
, I J 另见 516 页 h6ng;517 页 hang; 1465 
页 xing 。

，~－；：：：－ heng O 永久；持久z 永～｜～
l旦了’陋）心。＠恒心z 有～ i 持之以～。
＠平常；经常：～态｜～言｜人之～情。＠
CHeng）圈姓。

E恒产E hengch伽圈指田地房屋等比较固定
的产业g不动产o

E恒等式E hengd岳ngshi 圈所含的未知最用任

意数代替，等号两边的数值永远相等的式子。
如 cos' .r + sin' x = 1 , （α ＋ h ）＇ 三 a'+ 2ah + 
h' 

E恒定】 hengding F曲l 永恒固定；持久不变z 温

度～｜变星是一种光度不～的星体。
E恒河沙数E henghe-shashu 形容数量极多，像

恒河里的沙子一样（原是佛经里的话，恒扫J是
印度的大河）。

[tl'l久】 hengjiu 回永久；持久z ～不变。

E恒量E hengliang 圈常量。

E恒湿E hengshl r割相对稳定的前程度。

E恒温E hengw岳n IBl 相对稳定的温度。
E恒温动物E hengw岳n dongwu 能自动调节体

温，在外界温度变化的情况F，能保持体温相
对稳定的动物，如鸟类和哺乳类。也叫温血动
物。

E恒心E hengxln 圈长久不变的意志：学习要

有～O
['fl'[黑l hengxlng 鸣］本身能发出光和热的天

体，如织女星、太阳。过去认为这些天体的位

置是固定不动的，所以叫作恒星。实际t恒星
也在运动。

E恒星年E hengxlngnian i苟地球绕太阳一周

实际所需的时间，也就是从地球上观测，以太
阳和某一个恒星在同一位置上为起点，当观测
到太阳再回到这个位置时所需的时间。一个
恒星年等于 365 天 6小时9分 10 秒。

E恒星日：E hengxlngri 圈地球自转一周实际所

需的时间，或春分点两次经过问一子午圈所需

的时间，也就是某一个恒星两次经过同一条子

午线所湾的时间。→个恒星日等于 23 小时

56 分 4 秒。

E恒星月E hengxlngyue 巨型月球绕地球→周实

际所帘的时间，也就是以某→恒星为基准，月

球连续两次经过该恒星所需的时间。一个恒



I 536 I 怡ng I f亘妞珩将偶横
星月等于 27 天 7小时 43 分 11. 5 秒。

E恒牙l hengva 圈人和哺乳动物的乳牙脱落
后长出的牙齿。恒牙是永久性的，脱落后不再
长出替换的牙齿。人的恒牙长齐后共 32 颗。

短 heng 见下。

E担娥E Heng’自〈书〉固始娥。

珩 heng 古代附上面的横玉，形状像古代
的磐。

珩

析j' heng 酬（ITn)"

E椅架】 hengjia ~房屋、桥梁等的架空的骨架

式承重结构。
E椅条l hengtiao ＜方〉圈擦。
仨I笛，咱 heng 圈鸟，体形较小，嘴短而
1J习（｛协）直，前端略膨大，翅膀的羽毛长。
只有前趾，没有后趾。多生活在水边、沼泽和

海岸。

主主横 heng O 画跟地面平行的（跟‘‘竖
z才）：～额｜～梁｜～联。＠匣圄地理上东西

三三三言 向的（跟“纵，，相茸才）：黄河～贯本省。＠圈从

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跟“竖、直、纵”相对，下

④同）：～队｜墙上～着写着几个大字。。 E院
b'~物体的长的一边垂直的：～剖面｜人行～道｜
～着切一刀。＠圈使物体成横向：把扁担～

过来。＠纵横杂乱：～生！～流｜血肉

～飞。＠蛮横；凶恶：～行 i～征暴敛。瞌重) 

与

词中。＠（～儿）~亘汉字的笔画，平着由左向

右，形状是“一，，。＠〈方〉圃横竖；反正2 我～

不那么办！｜事情是你干的，我～没过问。＠
〈方〉圈横是z 今天下雨，他～不来了。＠

阳台ng）圈姓。

另见 537 页 h自吨。

E横标E hengbiao 圈横幅标语．巨幅～。

E横波E hengbo 圈介质质点振动方向与传播

方向垂直的波。（图见 97 页“横波”）
E横冲直闯E hengchong-zhichu凸ng 横冲直撞。

E横冲直撞E hengchong-zhizhuang 乱冲乱闯。

也说横冲直闯。
E横倒竖歪l hengd凸o-shuwai 形容东西放得

纵横杂乱z 几条破板凳～地放在屋子里。
E横笛】 hengdi 圈见 280 页“笛”①。

E横渡l hengdu 圈从江河等的这一边过到那

一边：～长江。
E横断面】 hengduanmian 圈横剖面。

E横队】 hengdui 强横的队形：三列～。

E横幅】 hengfu 圈横的字画、标语、锦旗等z 一
条（张、幅）～。

E横服膜】 hengge『n6 圈隔的旧称。

E横亘E henggen ［租（桥梁、山脉等）横跨3横卧：

大桥～在广阔的水面上｜两县交界的地方～着
一座大山。

E横贯】 hengguan 圈（山脉、河流、道路等）横

着通过去·陇海铁路～我国中部。
E横加】 hengj ia l2ll!J 不讲道理，强行施加·～指

责｜～阻挠｜～干涉。
E横联】 henglian 圈横批。

E横流E hengliu 圈。水往四处乱流；泛滥：
洪水～｜沧海～（比喻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物

欲～。＠形容泪水满面z 老泪～。
E横眉】 hengmei 圈耸起眉毛，形容怒目而视

的样子：～怒目！～冷对。
E横眉立目】 hengmei-limu 横眉怒目。
E横眉努目】 hengmei-numu 横眉怒目。

E横眉怒目E hengmei-numu 怒视的样子。多

形容强横或强硬的神情。也说横眉努目、横眉
立目。

E横封闭 hengpl 画同对联相配的横幅。

E横披】 hengpl ~亘长条形的横幅字画。

E横剖面】 hengpoumian 圈从垂直于物体的

轴心线的方向切断物体后所呈现出的表面，如

圆柱体的横剖面是一个圆形。也叫横断面、横

切面。

E横七竖八】 hengql-shuba 形容纵横杂乱：地

上～地堆放着各种农具。
E横切面E hengqi岳mian ~横剖面。

E横肉E hengrol」［萄使相貌显得凶恶的肌肉z
一脸～。

E横扫】 hengs凸0 l2ll!J 0 扫荡；扫除2 ～千军。

＠目光迅速地左右移动着看：他把会场～了
一遍也没找到她。

E横生E hengsh岳ng 圃＠纵横杂乱地生长·蔓

草～。＠意外地发生：～枝节 l～是非。＠层
出不穷地出现z 妙趣～。

E横生枝节l hengsheng-zhljie 比喻意外地插

进了一些问题，使主要问题不能顺利解决。
E横是E heng·shi ＜方〉圆表示揣测s大概z 他
～快四十了吧？｜天又闷又热，～要下雨了。

E横竖E hengshu ＜口〉画反正z 不管你怎么



横衡衡暗主主横嗽哼件轰 I h岳ng- h己n9 I s31 I 

说，老李～不答应 i他～要来的，不必着急。 I ［横财l hengca i IBJ 意外得来的钱财（多指用不
E横挑鼻子竖挑眼E heng tiao bi ·zi shu tiao I 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发～。

yiin 形容多方挑剔。 I ［横祸E henghuo l型意外的祸患：飞来～o

E横纹肌】 hengw自nji 函骨锵肌。 I ［.横蛮E hengman ~蛮横。

E横向］ hengxiong I翻属性词。＠平行的；非 I ［.横逆E hengni ＜书〉圈横暴的行为c
上下级之间的＝～比较｜～交流｜～协作｜～经 I ［横事］ hengshi 圈凶事5横祸。
济联合。＠指东西方向的：京广铁路是纵向 I （横死E hengsi 画指因自杀、被害或意外事故
的，陇海铁路是～的。 | 而死亡。

E横心E heng;; xin 圈下决心不顾一切：他一
～，扔下家外出打工去了｜这一次他可是横了心
了。

E横行E hengxing 画行动蛮横；倚仗势力做坏

事z ～不法｜～无忌。
E横行霸道】 hengxing-bodao 仗势胡作非为，

蛮不讲理。
E横疲］ hengxuan IBJ 由下瘤引起的腹股沟淋

巴结肿胀、发炎的症状。
E横溢E hengyi 圈。（江河等）泛滥：江河～。

＠（才华等）充分显露：才思～。
E横征暴敛】 hengzh岳ng-boolian 强征捐税，搜

刮百姓财富。
【横直】 hengzhi ＜方〉圈横竖2 好说歹说，～不

听。
E横坐标E hengzuobiao 圈平面上任何一点到
纵坐标轴的距离叫作这一点的横坐标。

~ heng O 车辍前端的横木。（图见 156

1天l 页“上古的车”）＠秤杆，泛指称重量的器
具。＠称重量＝～器。＠衡量：～情度
Cdu6）理。＠平；不倾斜：平～｜均～。＠

CH岳ng）圈姓。

E衡量E hengliang 画＠比较；评定z ～得失。
＠考虑；斟酌z 你～一下这件事该怎么办。

E衡器E hengqi 圈称重量的器具，如秤、天平。

衡 heng 见 323 页明。

、

heng c 厂L)

睬 heng ＜书〉发狠的声音。
另见 535 页 h岳吨。

望 heng 用于地名：大～上｜东～呐夭
津）。

横 heng o ~粗暴凶暴z 蛮～！强～｜这人
说话真～。＠不吉利的；意外的．～事｜～

祸。
另见 536 页怕ngo

E横暴E hengboo 回国强横凶暴z ～不法｜～的行

为。

hm （厂门）

嗽 hm [h跟单纯的双唇鼻音拼合椭圆
表示申斥或不满意：～，你还闹哇！｜～，

你骗得了我？

hng （厂兀）

哼 hng [h 跟单纯的舌根鼻音拼合的音］圃
表示不满意或不相信z ～，你信他的！
另见 535 页 h邑ng 。

厂一一届ng C厂监2-=::J

件 hong 佛教咒语用字 主

主E: ~』血 W , _ hong O 厘理形容打三三
聂（噩、配掏） 宫、放炮、爆炸等巨大的
声音z 突然～的一声，震得山鸣谷应。 8 [§ID 

（雷）鸣；（炮）击；（火药）爆炸z ～炸｜～击 i 雷～

电闪｜～平了几个山头。＠画赶s驱逐z ～麻
雀｜他摇着鞭子～牲口｜把他～出去。

E轰动】（哄动） hongdong 画同时惊动很多人g

～全国｜～一时｜全场～。
E轰赶E honggan 画驱赶；驱逐z ～牲口｜～苍

蝇。
E轰轰烈烈】 honghonglieli岳画状态词。形容

气魄雄伟，声势浩大z ～地做一番事业｜开展了

～的群众运动。

E轰击E hongji 画＠用炮火等攻击：～敌人阵

地。＠用质子、中子、α 射线或阴极射线等撞
击元素的原子核等。

E轰隆E hong long 匮雪形容雷声、爆炸声、机器

声等z 炮声～～直响｜～一声巨响，房子倒塌下
来。

E轰鸣E hongming 圈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大声

音z 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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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轰然E h6ngr6n 圆形容声音大：～作响。
E雪白向E hongx的ng 画轰鸣z 马达～。
E轰炸】 h6ngzha 圈从飞机上对地面或水上、
水下各种目标投掷炸弹＝轮番～。

E轰炸机】 h6ngzhajl 圈用来从空中对地面或
水上、水下目标进行轰炸的飞机，有装置炸弹、
导弹等的专门设备和防御性的射击武器，载重
量大，飞行距离远。

n-1-J.. hong ＠眩胃形容许多人大笑声或喧哗

’7亏声。＠许多人同时发出声音：～传。
另见 542 页 h己ng;543 页 hong 。

E哄传】 h6ngchuan 圃纷纷传说：四处～｜这

消息很快就～开了。

E哄动l h6ngdδng 见 537 页I轰动1 。
E哄闹E h6ngnao 圃许多人同时喧闹g ～声 i
别在教室里～。

E哄抢E h6ngqi凸ng 画许多人拥上去抢购或抢

夺（财物）。

E哄然l hongran 圆形容许多人同时发出声

音z 舆论～l～大笑。
E哄抬E h6ngt6i 富国投机商人纷纷抬高（价格） : 

～物价。

E哄堂大笑］ h6ngtang-daxiao 形容全屋子的

人同时大笑z 他一句话把大家逗得～。
E哄笑E h6ngxiao I到许多人同时大笑z 他的

话引得大家～起来。

矗甸1 hong 回形容大声：～然｜～的一声。

二旬2 hong 见 1 页阳。

,H』二『i6ng 0 圈用火、电或蒸汽使身体暖和
加飞或者使东西变熟、变热或干燥z ～烤 i～
手｜～箱｜～炉｜把湿衣服～一～。＠衬托z ～

衬l～托。
E烘：培】 h6ngbei 圈用火或电烤干（茶叶、烟叶
等） ：～咖啡。
跟衬E hong ch en 画烘托；陪衬。

E烘烘E h6ngh6ng 服用形容火着得旺的声音：

仲义～。
E烘篮］ h6ng16n I蜀中间放小火盆的竹篮，用
来取暖。有的地区叫烘笼、火笼。

E烘笼E honglong c～儿）圈＠用竹片、柳条或

荆条等编成的笼子，罩在炉子或火盆上，用来
烘干衣物。＠〈方〉烘篮。

E烘染l hong的n ~烘托渲染：他把自己所听

到的，加上许多～之词，活灵活现地讲给大家
听a

E烘托l h6ngtu6 画＠国画的一种画法，用水
墨或淡的色彩点染轮廓外部，使物象鲜明。＠

写作时先从侧面描写，然后再引出主题，使要
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陪衬，使明显突出 z

蓝天～着白云｜红花还要绿叶～。

E烘箱E h6ngxiang !Bl 用加热的方法把潮湿物

品中水分去掉的箱形装置，多用于实验室和工
业生产中。

E烘云托月l hongyun-tuoyue 比喻从侧面加以

点染以突出所描绘的事物。

嘉 hong 君主时代称诸侯或大睁眼。

, 
hong （厂XL)

sl hong 0 大：～图 l～愿 l～旨。现多作
.J 宏。＠扩充；光大z 恢～。 8 CH6ng ）［重

姓。
E弘论E honglun 见 541 页【宏论lo
E弘图E hong tu 见 541 页［宏图 lo

E弘扬】（宏扬） hongyang 圈发扬光大：～祖

国文化。
E弘愿E hongyuan 见 541 页1宏愿L
E弘旨］ hongzhi 见 541 页I宏旨1。

E弘治】 Hongzhi 画明孝宗（朱茄橙）年号（公

元 1488 1505 ）。

吁a hong O 圈像鲜血的颜色z ～

~__L （红）枣｜～领巾。＠象征喜庆的红布：
披～i挂～。＠膨］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

视、欢迎z ～运｜开门～1满堂～｜他唱戏唱～了。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z ～军 1 又～又专。

＠红利：分～。 0 CH6ng）圈姓。
另见 455 页 go吨。

E红案E h6吨’an （～儿）圈炊事分工上指做菜
的工作（区别于“白案勺。

E红白喜事】 hong bai xishi 男女结婚是喜事，
高寿的人病逝的丧事叫喜丧，统称红白喜事，
泛指婚丧。有时也说红白事。

E红斑狼疮E h6ngbiin-16ngchuang 自身免疫
性疾病，患者多为年轻女性，主要症状是面部

出现蝶形淡红色斑点，发热，疲倦，关节酸痛，
有的还发生心、肾等内脏病变。

E红榜E hongb凸ng ［萄指光荣榜，因多用红纸写

成，所以叫红榜。
E红包E hongbao c～儿）圈包着钱的红纸包儿，

用于馈赠或奖励等z 送～ l发～。

E红宝石l h6ngb6oshi 圈红色透明的刚玉。
参看427 页【刚玉l 0 

E红不棱登E hong· bul岳ngd岳『lg （～的）〈口〉画

状态词。红（含厌恶意），这件蓝布上衣染得不



好，太阳一晒变得～的。
E红茶E h6ngch6 噶茶叶的一大类，是全发酵
朵。色泽乌黑油润，彻出的茶色红艳，具有特

别的香气和滋味。著名的有祁红、滇红等，主
要产于安徽、云南

E红潮】 h6ngch6o 圈＠指害羞时两颊上泛起

的红色。＠指月经。＠赤潮。
E红尘l h6ngchen 圈指繁华的社会，泛指人世

间 z 看破～。
E红筹股］ h6ngch6ugu [BJ 指在我国大陆境外

注册，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或其控股公司发
行的股票。

E红蛋】 h6ngdan 圈用颜料染红的鸡蛋，旧俗
生孩子的人家用来分送东友以示喜庆。

E红灯l h6ngdeng [BJ 指红色的交通信号灯，红
灯亮时表示禁止通行：闯～0健康状况频亮
~ 。

E红灯区】 h6ngd岳ngqu 圈指某些国家或地区
城市中色情场所集中的地区。

E红点须】 h6ngdianke 圈鸟，身体大小和麻雀
相似，羽毛褐色，雄的喉部鲜红色，叫的声音很
好听。通称红敲须儿。

E红青在须JLl h6ngdianker [BJ 红点额的通称。
E红豆】 h6ngdou 画＠红豆树，常绿乔木，羽
状复叶，小叶长椭圆形，花白色，英果扁平，种

子鲜红色。生长在亚热带地区。＠这种植物
的种子。文学作品中常用来象征相思。也叫

相思子。

E红豆杉】 h6ngdoushan 圈常绿乔木，小枝秋
天变成黄绿色或淡红褐色，叶子条形，雌雄异
株，种子扁圆形。种子用来榨油，也可入药。

E红矶】 h6ngf6n ＜方〉圈毗霜。
E红股E h6ngg心圈股份公司向股东赠送的股
票，是红利分配的一种形式。

E红光满面】 h6ngguang-manmian 形容人的
脸色红润，有光泽。也说满面红光。

E红果JL】 h6nggu6r ＜方〉圈山植。
E红火1 ho『1g•huo 圃旺盛；兴隆；热闹 2 日子

～｜生意～｜晚会开得很～｜红红火火过大年。
E红货E h6nghuo [BJ 旧时指珠宝一类的贵重物
品：～铺。

E红j争E h6ngjing 圈戏曲中净角的一种，专演

红色脸谱的人物。
E红角］ h6ngjue （～儿）圈指受广大观众欢迎
的演员。

E红军E H6『1gjun 圈。中国工农红军的简称。
＠指 1946 年以前的苏联军队。

E红利］ h6ngli 圈＠指企业分给股东的利润
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特指股份公司分

红 I hong I s39 I 

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参加集
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

E红脸E h6ngli凸n 0 ( 11 ）圈指表现出不好

意思的表情：这小姑娘见了生人就～。＠
( // ）圈指争吵、生气：我们俩从来没红过
脸。＠（～儿）遇见 151 页【唱红脸L

E红磷E h6nglin 11到磷的同素异形体，暗红色粉

末，元毒，遇热不熔化而直接变成蒸气，蒸气冷
却后变成有毒的臼磷。红磷用来制造安全火
柴。

E红领巾］ h6nglingjln [BJ 0 红色的领巾，代表

红旗的一角，是少年先锋队员的标志。＠借

指少年先锋队员。

E红桥Pl h6ngli心圈橙（ch邑ng）柳。

E红绿灯E h6ng-lud岳ng 圈红灯和绿灯，泛指交

通信号灯。
E红马甲］ h6ngm凸j i凸圈指证券交易所等市场

内的交易员，因工作时穿红色背心而得名。
E红帽子E h6ngmao•zi 圈＠在臼色恐怖时

期，进步人士被反动派指为共产党员或与共产

党有联系，叫作被戴上红帽子。＠称火车站
上装卸货物、搬运行李的工人，他们工作时头
戴红色帽子。

E红煤E h6ngmei ＜方〉圈无烟煤。
E红棉E h6ngmi6n 圈木棉①。

E红模子E h6ngmu•zi [BJ 供儿童练习毛笔字用

的纸，印有红色的字，用墨笔顺着红字的笔画

摹写。
E红木E h6ngmu 圈泛指质硬而重的红褐色木

材。大多用来做贵重的家具。
E红男绿女E h6ngn6n-lunu 指穿着各种漂亮服

装的青年男女。
E红娘E H6ngni6ng 圈《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侍
女，促成了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后来用作媒人
的代称。

E红牌］ h6ngp6i （～儿）圈＠体育比赛中，裁判
员对严重犯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出示的红色警
示牌。足球比赛中被出示红牌的球员须立即

退出赛场，并不得参加下一场比赛。＠借指
对有违法、违章行为的个人或单位给予的严重

警告或处罚：对污染企业亮～。
E红盘】 h6ngp6n [BJ 指证券交易市场电子显示

屏上用红色数字显示的上涨的价格或指数，有
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中国香港）用红色数字

显示下跌的价格或指数（跟“绿盘”相对）。
E红皮书E h6ngpishu [BJ 见 25 页【白皮书］。

E红票l h6ngpiao 圈。旧时戏剧或杂技等的
演出者赠送给人的免费入场券。＠旧时戏剧
演出以较高价格售出的票（多为硬性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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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红扑扑E h6ngpupu c～的）圄状态词。形容

脸色红z 喝了几杯酒，脸上～的。

E红旗E h6ngqi 圈＠红色的旗子，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象征g ～飘飘。＠竞赛中用来奖励优
胜者的红色旗子。＠借指先进榜样z ～手｜～

单位。

E红契E h6ngqi 圈旧时指买田地房产时经过
纳税而由官府盖印的契约（区别于“白契勺。

E红区E h6ngqu 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党建立的农村根据地。
E红壤E hong的ng 圈红色的士壤，铁、铝含量

高，酸性强，养分少。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长江
以南和台湾地区。

E红热E h6ngre 圈某些物质加高温（ 500一
1 200℃）后发出暗红色至橙红色的光亮，这

种状态叫作红热。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就由红
热转为自热。

E红人E h6『1gren c～儿）圈＠称受宠信或重用

的人。＠称走红的人。
E红肉E h6ngrcJL』圈指红颜色的猪肉、牛肉、羊
肉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较高，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较低（区别于“白肉勺。

E红润E h6ngrun E园红而滋润（多指皮肤）：孩

子的脸像苹果一样～。

E红色E h6ngse O IE 红的颜色。＠圃属性
词。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的：～政权｜～根
据地｜～商人。

恒色旅游E h6ngse luy6u 指到革命纪念地游
览，参观革命文物，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

E红山文化］ H6ngshan wenhua 我国北方地
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

古赤峰红山丽得名。以农业为主，也饲养猪、
羊等家畜。遗存中有打制、磨制石器，细泥彩
陶，以及玉龟、玉兽等。

E红烧］ h6ngshao 圈烹调方法，把肉、鱼等加
油、糖略炒，并加酱油等作料，娴熟便成黑红

色z ～肉 l～鲤鱼。
E红苔E h6ngshao ＜方〉圈甘薯。
E红生］ h6ngsh岳ng 圈戏曲中扮演勾红脸人物

的生角。
E红十字会E H6ngshizihui 圈一种国际性的志

愿救济团体，救护战时病伤军人和平民，也从
事自然灾害救济

1864 年日内瓦公约规定以在白地儿上加红

十字作为它的标志。在伊斯兰国家称为红
新月会，标志是白地儿上加红色新月；在伊朗
称为红狮和太阳会，标志是白地儿上加红狮

与太阳。

E红薯E h6ngsh心回甘薯的通称。

E红丝E h6ngsl 圈椅子皮等切成的细丝，放在

糕点馅内，或放在糕点面上做点缀。
E红丝带】 h6ngsldai IEJ 红色的丝带，特指国际

通用的防治艾滋病的呈旦形的标志。
E红糖E h6ngt6ng 圈用甘煎的糖浆熬成的糖，

褐黄色、赤褐色或黑色，含有砂糖和糖蜜。供
食用。有的地区叫黑糖或黄糟。

E红通通E h6ngtongtong C～的）［理状态词。

形容很红，红得通透2 炉算子被炭火烧得～的｜

小脸儿冻得～的。
E红彤彤】 h6『1gt6ngt6ng C 口语中也读 hong

的ngtδng) （～的）圈状态词。形容很红s ～

的晚霞｜～的朱漆大门。
E红头文件E h6ngt6u-wenjian 指党政领导机

关（多指中央→级）下发的文件，因版头文件名
称多印成红色，所以叫红头文件。

E红外线］ h6ngwaixian 圈波长比可见光长的

电磁波，在光谱上位于红色光的外侧。易于被
物体吸收，穿透云雾的能力比可见光强。具有
很强的热能，工业上用作烘烤的热源，也用于
通信、探测、医疗等方面。

E红细胞E h6ngxibao 圈血细胞的一种，比白

细胞小，圆饼状，没有细胞核，含血红蛋白，产
生在红骨髓中。作用是把氧气输送到各组织，
并把二氧化碳带到肺泡内。旧称红血球。

E红线E h6ngxian 圈＠指一以贯之的正确理

论或思想s 唯物辩证法是贯穿全书的一根～。
＠指划定禁区范围的界线：守住耕地保护的

～｜制度～，不容越过。
E红小豆】 h6ngxi凸odau 圈赤豆。

E红心］ h6ngxin 圈指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思想z 一颗～为人民。
E红星E h6ngxing 圈。红色的五角星。＠指

非常受欢迎的明星：影视～。
E红杏出墙E h6ngx ing-chuq iang 宋代叶绍翁
《游园不值》诗s“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形容春色正浓，情趣盎然。后多借指妻
子有外遇。

E红学】 h6ngxu岳圈指研究古典小说（（红楼梦》

的学问：～家。
E红血球E h6ngxueqiu 圈红细胞的旧称。

E红颜E h6ngy6n ［莲l 指貌美的女子。

E红眼l h6ngyan O C -11一） &i] 指发怒或发急。

8 ( // ）圈眼红①。＠圈红眼病的俗称。
E红眼病E h6ngy凸nbing IEl 0 病，因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而眼白发红。俗称红眼。＠羡慕别

人有名或有利而心怀忌妒的毛病c
E红艳艳E h6ngyanyan c～的）圈状态词。形



容红得鲜艳夺目．～的杜鸪花。

红江眩闵宏结涨至虹钱放洪 l

物。

h6ng 业巳

E红样E h6ngyang lEI 用红笔批改过的校样。
E红药水E h6ngyaoshui 圈茄臭红溶液的通称。

E红叶l hong回国枫树、黄护、械树等的叶子
秋天变成红色，叫红叶。

E红衣主教】 h6ngyl-zh心jiao 见 1211 页【枢机

主教］ o
E红缕枪E h6ngylngqiang 圈旧式兵器，在长
柄的一端装有尖锐的金属枪头，枪头和柄相连
的部分装饰着红续。

E红云】 h6ngyun ~比喻脸上呈现的红晕z 两
颊泛起～。

E红运l h6ngyun ~好运气：走～。也作鸿运。
E红晕E h6ngyun 圈中心浓而四周渐淡的一团

红色z 脸上泛出～。
E红妆l h6ngzhuang 同“红装”。

E红装】 h6ngzhuang 圈。妇女的红色装饰，
泛指妇女的艳丽装束。＠指青年妇女。｜｜也

作红妆。

王 hong ＜书〉一种玉。

'A hong 见 164 页1日曾眩］。

问 … hong O ＜书〉巷门。＠〈书〉宏大。
（阂） O CH6ng）圈姓。

主主主 hong O 宏大z ～伟｜～图｜～愿｜宽～o
/L与 8 CH6ng）~姓。
E宏大E h6ngda 圈巨大；宏伟z 规模～｜～的志

愿。
E宏富】 h6ngtu ＜书〉圃丰富z 征引～。
E宏观l h6ngguan ~属性词。＠不涉及分
子、原子、电子等内部结构或机制的（跟“微观”
相对，下同） ：～世界｜～观察。＠大范围的或
涉及整体的：～经济｜对市场进行～调控。

E宏观经济】 h6ngguan jlngji 指一国范围内以
经济总量指标进行衡量的经济活动。国民经
济运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
是宏观经济考察的主要问题（跟“微观经济”相

X才）。
E宏观经济学E h6ngguan jlngjixue 以整个国
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E宏观世界E h6ngguan shijie 指不涉及分子、

原子、电子等结构的物质世界。
E宏观调控E h6ngguan ti6okong 国家运用计

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
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
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
发展。

E宏丽l h6ngli 圈宏伟壮丽g富丽z ～的建筑

E宏论】（弘论） h6nglun l萄见识广博的言论z

大发～。

E宏瞻E h6ngshan ＜书〉圈（学识等〉丰富s 学

力～。

E宏图】（弘图

伟的计划＝～大略｜大展～o

E宏伟l h6ngw岳l E园（规模、计划等）宏大雄伟z

气势～｜～的蓝图。
E宏扬E h6ngy6ng 见 538 页【弘扬］ o

E宏愿、］（弘愿） h6ngyuan 固伟大的志愿z 报

效祖国的～。

E宏旨】（弘旨） h6ngzhi 画大旨3主要的意思：
无关～。

。在－ hong 古代帽子上的带子，用来
弘（结）把帽子系在头上。
~-;tf hong ＜书〉＠水深而广。＠鹰清水→
1、IA 道或一片叫一涨2 一～清泉｜一～秋水。

在 hong 见下。
（在）

E王E草E h6ngcao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可
达3米，叶子阔卵形，花红色或白色，果实黑
色。供观赏，全草人药。

虹问时气中一种光的现象，天空中
的小水珠经口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

用而形成的弧形彩带，由外圈至内圈呈红、橙、
黄、绿、蓝、镜、紫七种颜色。出现在和太阳相

对着的方向。也叫彩虹。
另见 648 页 l iang" 

E虹膜E h6ngm6 圆眼球前部含色素的环形薄

膜，由结缔组织细胞、肌纤维等构成，当中是瞠
孔。眼球的颜色是由虹膜所含色素的多少决
定的。（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E虹吸管E h6ngxlgu凸n 圈使液体产生虹吸现

象所用的弯管，呈倒 U字形而一端较长，使用
时管内要预先充满液体。

E虹吸现象E h6ngxl-xianxiang 液体从较高的

地方通过虹吸管，先向上再向下流到较低地方

去的现象。

E虹鳞E h6ngzun 圈鱼，体侧扁，长约 30 厘米。

背暗绿色或褐色，有小黑斑，中央有→条红色
纵带，像彩虹。生活在清澈、低温的河流湖泊
中。原产美国。

去岳－ ~’ hon口〈书〉匮图形容金属撞击
弘（敛）的声音。
珑 hong ＜书〉广大。

部u牛 hong O 大z ～水｜～钟｜～炉｜～量。＠
1歹亏指洪水g 防～｜蓄～｜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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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ng）圈姓。

E洪帮E Hong Bang ＠雪从天地会发展出来的
→个帮会，流行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一带。

清末曾参加反清斗争，后来有些派别被反动势
力所利用。

E洪大J h6ngda E国（声音等）大z～的回声。
E洪泛区E h6ngfanqu 圈洪水泛滥所造成的受

灾区域，多为江河两岸和湖泊周边地区。

E洪峰E h6ngf岳ng 圈河流在涨水期间达到最

高点的水位，也指涨到最高水位的洪水。

E洪福）（鸿福） h6ngfu ~大福气z ～齐夭。
E洪害E h6nghai IBJ 洪水造成的危害，如引起山
体滑坡、房屋倒塌、农田被淹、动植物死亡等。

E洪荒E h6nghuang 圈混沌蒙昧的状态，借指

太古时代：～时代 l～世界。
E洪涝E h6nglao 圈洪水淹没农田所造成的灾

害现象z ～灾害｜这里地势低洼，经常发生～。
E洪亮E h6ngliang 田园（声音）大；响亮 z ～的回

声 l 嗓音～。

E洪量E h6ngliang IBJ 0 宽宏的气量。＠大
的酒量。

E洪流E h6ngliu 毒］＠巨大的水流＝春暖雪融

的时候，～的冲刷力特别强。＠比喻不可阻挡
的巨大力量或发展趋势2 革命～1 时代～。

E洪炉E h6nglu 圈大炉子，多比喻陶冶和锻炼

人的环境：革命的～。
E洪魔E h6ngm6 圈指能造成灾害的大的洪

水：战胜～。
E洪水E h6ngshui IBl roJ流因大雨或融雪而引
起的暴涨的水流2 ～泛滥。

E洪水猛兽］ h6ngshui-m昌ngshou 比喻极大的

祸害。
E洪武］ H6ngwu 圆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公

JI; 1368 1398 ）。

E洪熙E H6ngxl 圆明仁宗（朱高炽）年号（公元
1425)0 

E洪灾E h6ngzai l吕洪水造成的灾害。

E洪钟E h6ngzh6ng 圆大钟z 声如～。

栩… hong ＜书〉飞。
(;fl在）

是总 hong ＜书〉弩弓上射箭的装置。
知七（缺） ~ 

-r hong I苞鱼，身体扁平，略呈方形
鲤LC缸）或圆形，尾呈鞭状，有毒刺。生活
在海洋中，吃无脊椎动物和小鱼。种类很多，
常见的有赤缸、光缸等。

、、自 ι hong O 鸿雁①z ～毛。＠〈书〉
．号。川：）指书信z 来～（来信）。＠大＝～
儒。 O CH6ng）圈姓。

E鸿福】 h6ngfu 见 542 页【洪福lo

E鸿沟E H6ngg6u 圈古代运河，在今河南境内，
楚汉相争时是两军对峙的临时分界，泛指明显

的界线z 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
E鸿鹊E h6nghu ＜书〉［雪天鹅，因飞得很高，所
以常用来比喻志向远大的人z ～高翔 i～之志。

E鸿毛E h6ngm6o IBl 鸿雁的毛，比喻轻微或不

足道的事物：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
E鸿门宴】 h6ngmenyan 圈公元前 206 年刘

邦攻占秦都咸阳，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
四十万大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渲东〉，
准备进攻刘邦。刘邦到鸿门跟项羽会见。酒
宴中，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庄舞剑，想乘机杀
死刘邦。刘邦在项伯、樊哈等人的护卫下乘隙
脱逃（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衍。后来用“鸿门
宴”指暗藏杀机、阴谋加害客人的宴会。

E鸿蒙】 h6ngm岳ng ＜书〉［亘古人认为天地开辟

之前是一团混沌的元气，这种自然的元气叫作
鸿蒙2 ～初辟。

E鸿篇巨制E h6ngpian-juzhi 规模宏大的著作。

E鸿儒】 h6ngru ＜书） ~］学识渊博的学者。
E鸿图J h6ngtu 见 541 页【宏图］ o
E鸿雁J h6ngyan 圈＠鸟，嘴扁平，腿短，趾间

有躁，羽毛紫褐色，腹部臼色，有黑色条状横
纹。群居在水边，吃植物种子，也吃鱼和昆虫。
飞时一般排列成行，是→种冬候鸟。也叫大
雁。＠〈书〉借指书信。参看 1597 页【鱼雁l 0 

E鸿运】 h6ngyun 同“红运”。

在E hong 同“在”。
I／、

b-h k.> hong ＜书〉（声音）洪大。
饭（簸）
4、l hong ＠〈书〉大的山谷；深沟。＠鲁在其山
-I-IA" c Luhong Shδ川，山名，又地名，翻3在安徽。

藤 hong 见 1490阳明
另见 543 页 hong 。

黄白 hong 古代的学校
（譬）

E黄门J h6ngmen 圈古代称学校的门，借指学

校·～学子｜～秀才。

v 
hong c 厂XL>

”书· hong I量＠哄骗：～人｜你别想～我，我

’7、不信。＠哄逗，特指看Ckan）小孩儿或带
小孩JL：她特会～老太太高兴｜奶奶～着孙子
玩儿。
另见 538 页 h6ng;543 页 hongo

E哄逗J h6ngd6u 圃用言语或行动引人高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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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喉擦音l h6ucayln i重声带靠近，气流从中挤
出而发出的辅音，如上海话的“好、鞋”等字起
头的音，国际音标分别用［h］和［叫来表示。

E喉炽1J h6uf岳ng 圈中医指咽喉发炎、红肿、疼
痛等症。

E喉结E h6ujie 圈男子颈部由甲状软骨构成的
隆起物。

E喉咙E h6u·l6ng 圈咽喉①。
E喉塞音l h6useyln l组声带紧闭，然后突然打

开而发出的辅音，如上海话的“一、十、百”等字

收尾的音，国际音衍冉［？］米表示。
E喉舌E h6ushe 圈说话的器官，多比喻代为发

表言论的媒体或人：我们的报纸是人民的～。
E喉头】 h6ut6u !El 喉。

猴 hοLI @ 
形略像人，身上有毛，多为灰色或褐色，有

尾巴，行动灵活，好群居，口胶有储存食物的颊
囊，吃果实、野菜、鸟卵和l昆虫等。通称猴子。
＠〈方〉圄乖巧，机灵（多指孩子）：这孩子多

～啊！ 8 （~忘〉画像猴似的蹲着 z 他～在台阶
上噎瓜子儿。 O <H6u）圈姓。

E猴筋JL] h6ujlnr f组猴皮筋儿。
E猴年马月l h6uni6n m的ue 见 852 页［驴年

马月］ o

E猴皮筋JL] h6upi jln r ＜口〉圈橡皮筋。也叫猴
筋JL 。

E猴儿急E h6urji ＜方〉圃形容人很着急。
E猴儿精E h6urjlng ＜方〉＠圃状态词。形容人＝
很精明：这小子～～的。＠圈指机灵或顽皮
的人。

【猴头l h6ut6u IEl 真菌的一种，形状像猴子的
头，生长在树上。可以吃，也可入药。

E猴地 h6uxi 圈。用猴子耍的把戏，猴子穿
衣服、戴假面，模仿人的某些动作。＠指以孙
悟空为主角的戏曲表演。

E猴子E h6u• zi 圈猴的通称。

眼 h6u 见 860 页I酬。

锻… h6u 古代指一种箭。
（~草委）

痕 h6u 见下

E痕子E h6u•zi 圈寻常疵＜v6u）的通称。参看
1586 页“疵”。

前 h6u 圈长骨两端的部分也叫骨筋。
（图见 469 页“骨头”）

筷 h6u 见 747 页【操］ o

来侯川 h6u ＜书〉于粮z ～粮。
了留美）

～孩子。

E哄弄E hong•nong ＜方〉圈欺骗g耍弄。
E哄骗l h凸ngpian D现用假话或手段骗人z 你这
番话～不了人。

、

hong （厂XL)

、丁A hong 争吵；混乱z 内～o
1'1..C缸） ~ 
”且． hon(] l动｜吵闹；开玩
峡（明、胡） 笑＇ ~.~I 一～而散。

另见 538 页 h己「lQ; 542 页怕ng 。

濒（漂） hδng 见下

E洲洞E hongdong ＜书〉圃弥漫无际。
蘸 hong O ＜书〉茂盛。＠〈方〉圈某些蔬

菜的长茎·菜～。
另见 542 页 h6ng0

[ ~Jili~-U1=二］

前1 hou 见阳刚朗声）］ 0 

鼻m2 hau 0 画太甜或太成的食物使帆不
舒服：这个菜咸得～人。＠〈方〉国非常

（多表示不满意）：～成｜～苦｜～酸｜天气～热。
E前声E housh岳ng 阁打呼噜的声音。

, 
h6u （厂叉）

侯 h6u 0 封建五等爵位的第二等： ~F/tl 
公～。＠泛指达官贵人：～门似海。＠

(H凸u) I萄姓。

另见 547 页 h归。

喉 h6u 画
介于口困

和气管之间

的部分，由
甲状软骨、
环状软骨和

会厌软骨等
构成。喉是

呼吸器官的

一部分，喉
内有声带，
又是发音器
官。

酣
睡
厌

悬
软
硬
会
声带

人的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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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h6u （厂叉）

吼 h凸LI 0 ~（猛兽）大声叫：牛～｜狮子～
＠圈发怒或情绪激动时大声叫喊：狂

～！大～一声。＠圈（风、汽笛、大炮等）发出

很大的响声：北风怒～｜汽笛长～了一声。＠
(H凸U）圈姓。

E吼叫E houjiao ［到大声叫：狮子～着扑上去｜

人们愤怒地～起来。
【吼声E housh岳ng 圈吼叫声或大的呼喊声·

～震天。

犯 h凸u 古书上说的一种吃人的野兽，形状
像狗。

hou （厂又）

E主1 .,. hou O IEl 方位词。背面的部
／再（後）分；人或物背面所朝的方向（跟
“前”相对，下⑥同）：～门｜村前村～。＠圈方
位词。次序靠近末尾的位置（跟“前、先”

相对）＝～排｜～十五名。＠圈方位词。以后
的时间；较晚的时间（跟“前、先”相对）：～夭l

日～｜～辈！先来～到。。后继的（亲属关系）·
～妈 i～爹。＠后代的人，指子孙等z 无～。
01El 方位词。指某事物产生之后：～工业

化。
E三2 hou O 君主的妻子z 皇～｜～妃。＠古
／口 代称君主z 商之先～。 8 <Hou）圈姓。
E后半晌J houbanshang ＜～儿）〈方〉圈下午。
也说下半晌。

E后半天E houbantian ＜～儿）圈时间词。下

午。也说下半天。
E后半夜E houbanye 圈时间词。从半夜到天
亮的一段时间。也说下半夜。

E后备】 houbei O 圈属性词。为补充而事先

准备好的（人员、物资等）：～军｜～力量。＠
IEl 指后备的人员、物资等2 ～充足｜精打细算，

留有～。
E后备军E houbeijun IEJ 0 预备役军人的总
称。＠指某些职业队伍的补充力量：产业～o

E后备役J houbeiyi IEl 预备役。

E后辈E houbei IEl O 后一代或后几代的人，指
子孙。＠同行中年轻的或资历浅的人。

E后边E hou· bian ＜～JL）圈方位词。后面。
E后步E houbu 圈指说话做事时为以后留的

伸缩回旋的余地：话不要说得太绝，得给自己

留个～。
E后尘E houchen 〈书〉｛苍白走路时后面扬起来
的尘土，借指别人的后面：步人～。

E后代】 houdai 圈＠某一时代以后的时代：

这些远古的事，大都是～人们的推测。＠后代
的人，也指个人的子孙：我们要为～造福 i这家

人的～都很争气。

U言爹】 houdi岳〈口〉圈继父。

E后盾E hδudun ［~J 指背后支持和援助的力量·

坚强的～。

E后发制人】 houfa-zh l ren 先退让→步，使自己
处于有利的地位后，再制服对方。

E后方E houfang 圈。方位词。后面s后头：

在我舰的～，发现一艘潜艇。＠远离战线的地
区（跟“前线、前方”相对）。

E后福】 hδufu IEl 未来的或晚年的幸福z 大难
不死，必有～。

E后父l houfu 圈继父。

E后跟】 houg副（～儿）圈鞋或袜子挨近脚跟的

部分：鞋～｜袜子～。
E后工业化】 hougongyehua 司使现代服务业

的产值和就业率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工业：～
社会。

E后宫l he'll』gong IEl 0 君主时代皇宫或王宫
中帝王后妃居住的宫室。＠借指妃嫁。

E后顾】 hougu 圈。因过头来照顾z 无暇～ i
～之忧。＠指回忆·～与前瞻。

E后顾之忧l houguzhiy6u 需要回过头来照顾

的忧虑，泛指来自后方的或家里的忧虑：孩子

入托了，解除了家长上班的～。
E后果E hougu凸圈最后的结果（多用于坏的方

国） ：～堪虑｜检查制度不严，会造成很坏的～。

E后汉E Hou Han 圈。东汉。＠五代之一，公
元 947 950 ，刘知远所建。参看 1388 页【五

代1。
E后话】 houhua 圈指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留
待以后再说的事情＝这是～，暂且不提。

E后患E houhuon 画以后的祸患s ～无穷｜根绝

~ 。

E后悔】 houhui 闹事后懊悔：～莫及 l事前要

三思，免得将来～。
E后悔药E houhuiyao 圈见 172 页 i吃后悔

药］ o
E后会有期】 houhui-v凸uqi 以后还有相见的时
候（多用于离别时安冕权才方）。

E后记E houji IEJ 写在书籍、文章等后面的文
字，用以说明写作目的、经过或补充个别内容。

E后继】 houji 圈后面继续跟上来；后来接续前

头（的） ：～有人｜～乏人1前赴～。



E后脚E houji凸0 （～儿）＠圈迈步时在后面的

一只脚：前脚一滑，～也站不稳。＠［画与“前
脚”搭配使用，表示在别人后面（时间上很接
近）：我前脚进大门，他～就赶到了。

E后金E Hou Jin 圈明朝末年女真族建立的地
方政权。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 年
统一女真族各部建立金国，自称金国汗，建都
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先后迁都辽阳、沈
阳。历史上称为后金，以与 12 、 13 世纪的金

代相区别。

E后襟E houjln 圈上衣、袍子等背后的部分。

E后进】 hot」jin 0 强学if、或资历较浅的人：提
携～。＠庄园属性词。进步比较慢、水平比较
低的2 ～班组。＠自己］指进步比较慢、水平比

较低的人或集体：学先进，帮～。
u:－劲］ houjin （～儿）圈＠显露较慢的作用或
力量：这酒～大。＠用在后一阶段的力量：
他～足，最后冲刺时超过了对手。

E后晋E Hδu Jin IEl 五代之一，公元 936

947 ，石敬瑭所建。参看 1388 页［Ji代］ o
U舌景E houjTng 画画面上衬托在主体后面的

景物。

E后来E houlai O 圈时间词。指在过去某一
时间之后的时间 z 他还是去年二月里来过一封

信，～再没有来过信。国主噩’“后来”跟“以后”的
分别。 (1）“以后”可以单用，也可以作为后置成
分，“后来”只能单用，例如只能说“七月以后”，不
能说“七月后来”。（2）“以后”可以指过去，也可
以指将来，“后来”只指过去，例如只能说“以后

你要注意”，不能说“后来你要注意”。＠圃属

性词。后到的g后成长起来的 z ～人。
E后来居上E houlai-jushang 后起的超过先前

的。
E后浪推前浪E hou long tul qian long 比喻后
面的事物推动前面的事物不断前进。

E后梁E Hou Liang I萄五代之一，公元 907
923 ，朱温（后改名全忠）所建。参看 1388 页

1五代1。
E后脸JL] houli凸nr ＜口〉［写指人或东西的背
面z 前面走的那个人，看～好像张老师｜怎么把
钟的～朝前摆着？

E后路E houlu 圈。军队背后的运输线或退

路z 抄～。＠（～儿）比喻回旋的余地；后步．

留～。

E后妈］ houma ＜口＞ [BJ 继母。
U舌门E hδumen （～儿）圈。房子、院子等后面
的门。＠比喻通融或舞弊的途径z 走～ l 开
~ 。

E后面E houmian （～儿）圈方位词。＠空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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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靠后的部分＝房子～有一个花园！前面坐
满了，～还有座位。＠次序靠后的部分；文章
或讲话中后T现在所叙述的部分：关于这个
问题，～还要详细说。

w母1 houmu』圈继母。

E脑勺JL] houn凸oshaor ＜口〉圈脑袋后面突

出的部分。也叫后脑勺子。

E后年E hounian 圈时间词。明年的后一年。

E后娘】 hδuniang ＜口〉圈继母。

E后怕E houpa 圈事后感到害怕：想起那次海

上遇到的风暴，还有些～。

U舌期】 houql lBI 某一时期的后→阶段： 19 世

纪～｜抗日战争～。
E后起E houql I咽属性词。后出现的或新成长

起来的（多指人才）：～之秀｜他们大多是球坛

上～的好手。
E后起之秀1 houqlzhlxiu 后出现的或新成长起
来的优秀人物。

E后勤E hδuqin 圈指后方对前方的一切供应

工作。也指机关、团体等的行政事务性工
作。

E后精1 houqiu 圈。套车时拴在驾辍牲口屁
股周围的皮带、帆布带等。＠作为食物的猪
的臀部z 猪～！～肉。

E后JL] hour ＜口〉圈时间词。后天。也说后儿
个（ h凸ur• ge ）。

E后人】 houren 圈＠后代的人＝前人种树，～

乘凉。＠子孙。
E后任E houren 圈在原来担任某项职务的人

去耳flJ舌继任这个职务的人。

E后厦E houshδ 圈房屋后面的廊子z 前廊～o

E后H向E housh凸ng ＜方〉圈下午。

E后日向】 hou•shong ＜方〉圈晚上z ～饭。

E后身E housh岳n 圈＠（～儿）身体后边的部

分z 我只看见他～，认不清是谁。＠（～儿）上
衣、袍子等背后的部分g 这件衬衫～太长了。

＠（～儿）房屋等的后边．房～有几棵枣树。＠
佛教指人或动物来世转生的人或动物。＠

（机构、制度等）由早先的一个转变而成的另一

个（有的只是改变名称）＝八路军、新四军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E后生】 hou•sheng ＜方〉＠圈青年男子z 好

～。＠回相貌年轻z 他长得～，看不出是四十

多岁的人。
E后生可畏］ housh岳ng-k岳wei 指青年人是新

生的力量，很容易超过他们的前辈，令人敬畏。

E后世］ houshi 圈。后代①：《诗经》和《楚辞》
对～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后裔。＠佛教
指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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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后市】 houshi 圈指今后一段时间的证券等
交易的行情g ～看涨。

E后事】 houshi 圈＠以后的事情：前事不忘．

～之师｜欲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指丧

事z 准备～l料理～。
E后视镜l houshijing 巨型汽车上供司机观察后
面情况的镜子，安装在汽车前方的两侧和驾驶
室内的前上方。

E后手l housh凸u 圈。旧时指接替的人。＠
旧时指接受票据的人。＠下棋时被动的形势

（跟“先子”相对） ：～棋｜这一着儿一走错，就变

成～了。。（～JL）后路②。
E后首E houshou 圈。后头；后面。＠〈方〉
后来z 当时没有听懂，～一想才明白了。

E后嗣】 hδusi 画指子孙。

E后台E houtai 圈＠剧场中在舞台后面供演员

化装、休息的部分。演出的艺术工作属于后台

范围。＠比喻在背后操纵、支持的人或集团。
E后台老板E houta i laoban 原指戏班子的班

主，后借指背后操纵、支持的人或集团。

E后唐E Hou Tang 圈五代之一，公元 923
936 ，李存励Cxu）所建。参看 1388 页［五代L

E后天J' houtian 圈时间词。明天的明天。

E后天T houtian ~人或动物离开母体后单独
生活和成长的时期（跟“先天”相对）：先天不

足，～失调。

E后头l hou•tou 圈。方位词。后面z 楼～有

一片果树林｜怎样预防的问题，～还要细谈。＠
〈方｝后来。

E后退E houtui 画向后退；退回（后面的地方或

以往的发展阶段）：～两步｜怎么成绩没提高，

反而～丁 T

E后卫l houwei 圈＠军队行军时在后方担任

掩护或警戒的部队08 篮球、足球等球类比
赛中主要担任防守的队员。

E后效E houxiao 强后来的效果g后来的表现z

略示薄惩，以观～o

E后心E houxln ~脊背当中的部位。
U言行E houxing 画后进行；以后进行z 先行试

点，～推广。

E后续E houxu O 圈属性词。接着来的：～部
队｜～报道。＠〈方〉圈续娶；续弦。

E后学E houxue 圈后进的学者或读书人（多用
作谦辞）。

E后遗症】 houyizheng 圈。某种疾病痊愈或
主要症状消退之后所遗留下的→些症状。后
遗症有的消退得很慢，有的终生不消退。＠

比喻由于做事情或处理问题不认真、不妥善而
留下的消极影响。

E后尾JLl houylr ＜口〉［望最后的部分g后边z 车

～ l船～l他走得慢，落在～了。

U舌裔E houyi ~已经死去的人的子孙。
E后影］ houyTng c～儿）圈从后边看到的人或

东西的形状z 那人一下就跑过去了，只看见一
个～儿。

E后援E houyuan 眉援军，泛指支援的力量。

U吕院】 houyuan c～儿）圈。正房后面的院

落。＠借指后方或内部z ～起火（比喻内部闹
矛盾或后方出了麻烦事）。

E后账E houzhang [EJ O 不公开的账。＠以
后再算的账，多指事后追究责任的事：只要自
己行得正，不怕别人算～。

E后罩房E hδuzhaofang ＜方〉圈四合院中正

房后边跟正房平行的一排房屋。
E后者E houzhe ~指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或两
个人中的后→件或后一个。

w肢】 houzhl 圈昆虫或有四肢的脊椎动物

身体后面靠近尾部的两条腿。
E后周E Hou Zhou 国五代之一，公元 951

960，郭威所建。参看 1388 页【五代］。

［）§缀E houzhui 圈附加在词根后面表示语法

意义的语素，如“作家、科学家”里的“家”，“绿
化、规范化”里的“化”，“党性、人民性”里的
“性”。也叫词尾。

E后坐力】 houzuoli 圈枪弹、炮弹射出时的反

冲力。

后B ~ou 圈姓。
厚 hou O ~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

大（跟“薄”相对，下③、⑤←⑧同）：～木

板｜～棉衣｜嘴唇很～。＠圈厚度：木板～两
寸。＠圃（感情）深z 深情～谊｜交情很～。。
厚道：宽～｜忠～。＠陋（利润或礼物价值）

大z ～利｜～礼。＠圈（味道）浓z 酒味很～。
＠［咽（家产）富有；殷实：家底JL～。＠优待g

推崇，重视＝～待｜～今薄古。 Ci> CHou) ~姓。
U享爱E hou 'ai !Bl 称对方对自己深切的喜爱

或爱护：承蒙～。
E厚薄】 houb6 圈＠厚度：这块板子的～正合

适。＠指重视与轻视、优待与慢待、亲近与疏
远的不同态度z 都是朋友，为何要分～？

U享此薄彼E houcT-b6bT 重视或优待一方，轻视

或慢待另一方，指对人或事不同等看待。

E厚待E hδudai 圈优厚地对待p优待：人家这

样～咱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E厚道E hou•dao 圃待人诚恳，能宽容，不刻薄：
为人～｜他是个～人。

Z厚德E h<'>ude o 巨型宽厚的德行；高尚的道德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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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不问小疵。＠圈推崇、注重道德修养， I E候虫】 houch6ng 圈随季节而生或鸣叫的昆
大兴～之风。 | 虫，如夏天的蝉、秋天的蜷蝉等。

E厚度E hol』du 圈扁的物体上下两面之间的距 ll候风地动仪E houf岳咱－didongyi 我国东汉时
离。 | 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E厚墩墩E houdOndOn C～的）圈状态词。形容 l 简称地动仪。
很厚：～的棉大衣。 I c候光E houguang ＜书〉层面敬辞，等候光临（多

E厚古薄今E houg心－ b6jln 指在学术研究等方｜ 用于请中占） ：沽搏～（洗干净酒具恭候光临）。
面重视古代，轻视现代。 I c候教E houjiao 圈敬辞，等候指教2 本星期日

E厚积薄发】 houjl-b6fa 大量地积累，只择其精 l 下午在舍下～。
要少量地表露出来，多用于称赞人学问深厚， ll候鸟E houn1凸0 [EJ 随季节的变更而迁徙的

学风严谨，也形容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而｜ 鸟，分为夏候鸟（如杜鹊、家燕）和冬候鸟（如野
获得大的成功z 先生～，用一生的心血写出了｜ 鸭、鸿雁）等。
这部历史巨著｜北京队～，终于荣登冠军宝座。 I E候任E houren 画等候任命或等候上任2 ～总

E厚今薄古】 houjln-b6g心指在学术研究等方｜ 统。
面重视现代，轻视古代。 ll候审E housh臼［司（原告方、被告方）等候审

U享丰LJ houlT IEJ 丰厚的礼物；价值大的礼物。 | 问 2 出庭～。
E厚和l】 houli f昌大的利润或高的利息。 I E候温】 houw岳n lBl 每候（五天）的平均气温。
E厚实E hou· shi ＜口） ［~ 0 厚：这布挺～｜炕 ll候选人E houxu凸nren 圈在选举前预先提名
上厚厚实实地铺着一层稻草。＠宽厚结实， I 作为选举对象的人。
～的肩膀。＠（学问等）深厚扎实z 功底～｜学 ll候诊E houzh岳n 画面（病人）门诊时等候诊断治
术基础～。＠丰富；富裕 z 家底～。 I 疗z ～室 i排队～。

E厚望E houwang lEJ 很大的期望z 寄予～。 呻恬 hou 古代隙望敌方情况的士堡。
E厚颜］ houy6 n lffil 脸皮厚，不知羞耻z ～无耻。 I ..... v、
E厚1ru houvi 圈深厚的情谊2 深情～。 ｜搓1 朗； hou 圈节肢动物，头胸部的甲
[J享自叫圈深厚的情意z 多谢各位的～。 I ~鱼（景）壳略皇马蹄形，脆部的甲壳呈六
醉遇l houvu 圈优厚的待遇z 得到了～。 | ；角子，尾部呈剑状，生活在浅海中。俗称釜鱼。
昨前恼zang 圈用隆重的仪式安热耗费｜堂2 （蟹） hou ＜方〉酬。
大量钱财办理丧事。 I ...=.. 用

醉植】 hδuzhi 圈深厚地培植2 ～基础 l把握 l E幽】 houch6ng 圈节肢动物，身体扁平，像
| 盏，头胸部有甲壳，尾部呈叉状。生活在水田

战略机遇，～发展优势。 | 
E厚望 houzhong 圈＠又厚又重z ～的棉帘｜ 或池沼中。通加炮子。

I ［益鱼l houvu t吕鳖1的俗称。
子。＠丰厚z ～的礼物。＠〈书〉敦厚持重＇ I • - ' ! A巳 L卢 hol』 盘后门 CHδum岳的，地名，在广为人～笃实。 ｜四日（最后）东。
侯 hou 闽侯川自叫名耐建。

另见 543 页 h6u"
星 hou 神星叫h凸ul 地名在河南。

、己 hoL』见 1453 页【邂逅~o
1)口

庚1 hou O 画等待：～车｜你稍～一会儿，
他马上就来。＠问候；问好z 致～｜敬～

起居。 8 CHoul 圈姓。

民2 hou O 时节时～｜气～｜～鸟。＠古
代五天为一候，现在气象学上仍沿用z ～

温。＠（～JL)情况：才正～｜火～。
E候非卡l houbu 晴等候递补缺额2 ～委员。
E候场］ houch凸ng 画等候上场（演出）：演员
按时到后台～。

E候车E houch岳画等候乘车2 ～室。

L二二：王豆豆豆二二1

乎1 hO 叩＠表示疑阳可，相当于
“吗”＝汝知之～？｜王侯将相宁有种～？

＠表示选择的疑问，相当于“呢”：然～？否
～？＠表示揣度，相当于“吧”：成败兴亡之机，

其在斯～？＠表示祈使，相当于“吧飞长铁归
来～！＠表示感叹，相当于“啊”：天～！

立1/. 2 hO 0 动词后缀，作用跟“于”相同 z 在

.J ～｜出～意料｜合～规律｜超～寻常。＠形
容词或副词后缀＝巍巍～｜郁郁～｜迥～不同｜
确～重要。
~ hO 见 1380 页【於戏l
X写（殿、饿） (w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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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1406 页 xi,

阮1ι hO 叫覆盖＝小苗让草～
(I赚）住了，赶快锄吧！

阮2 . . hO 叫宽大汰。＠傲慢；
（｜醺）怠慢。

朔 hO 沥沥水（川叫，地名剧北。
另见 899 页 mi 。

吻 hO ＜书〉天快要亮还没有亮的时候；拂晓。

~1 闹。圈生
H于（＠一＠提朦、＠伽谤）物体把体内的
气体排出体外（跟“吸”相对）：～吸｜～出一口

气。＠画大声喊：～声l欢～｜～口号｜大声疾
～。＠画 P4 ；叫人来：直～其名｜一～百诺 l～

之即来，挥之即去。 0 CHO）圈姓。

呼2 - ,__ M 回形容风声等z 北风～
( *U晖）～地吹。

E呼睁睁E hubobo 圈戴胜（鸟）的通称。

E呼哧E hOchl 匮雪形容喘息的声音＝～～地喘
着粗气。也作呼量。

E呼最E hOchl 同“呼哧”。

E呼风唤雨E hOf岳ng-huany心使刮风下雨，原指

神仙道士的法力，现在比喻能够支配自然或左
右某种局面。有时也比喻进行煽动性的活动。

E呼喊l hOhan 圈喊：嚷z 大声～｜～口号。
E呼号l hOhao E到因极端悲伤而哭叫；因处于
困境需要援助而叫喊：仰天～l奔走～o

E呼号l hOhao 圈＠无线电通信中使用的各
种代号，有时专指广播电台的名称的字母代
号。＠某些组织专用的口号，如中国少年先
锋队的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

斗！”

E呼唤E hOhuan 画＠召唤z 祖国在～我们！

＠呼喊：大声～。
E呼机E hOjT 圈寻呼机的简称。
E呼叫E hujiao I§国＠电台上用呼号叫对方：勇

敢号！勇敢号！我在～！ I船长！管理局在～
我们。＠呼喊2 高声～。

E呼救E hOjiu E面呼叫求救z 落水儿童大声～｜
情况危急，赶快向总部～。

E呼啦l hula 理费＠形容旗帜飘动等的声音z

红旗被风吹得～～地响。＠形容物体突然倒
塌或人群迅速聚散等声音2 狂风中车棚～一下
倒了｜见警察来了，那帮坏小子～一下都跑了。｜｜
也作呼喇。也说呼啦啦。

E呼啦圈E hOlaquan [BJ 一种圆圈形的健身用
具，用轻金属、塑料或橡胶制成，套在腰间，随
着身体的摆动而转动。［呼啦，英 hula]

E呼喇1 hula 同“呼啦”。

E呼噜E hOILi 厘E'J形容打解或吸食流质食物等
发出的声音2 他气管炎犯了，嗓子里～～老响。

E呼噜E hu·lu ＜口〉圈睡着时由于呼吸受阻而
发出的粗重的呼吸声；蔚声z 打～。

E呼朋引类】 hupeng听nlei 招引同类的人，多

指坏人结成一伙做坏事。

E呼扇】 hli· shan ＜口〉圃＠（片状物）颤动＝跳
板太长，走在上面直～。＠用片状物扇风2 他
满头大汗，摘下草帽不停地～。 II 也作惚扇。

(P'f P肖E hushao [BJ 把手指放在嘴里用力吹时，

或物体迅速运动时，发出的尖锐的像哨子的声
音：打～｜一声～。也作惚哨。

E呼声E hush岳『lg 圈＠呼喊的声音：～动天。

此次联赛，北京队夺冠～最高。＠指群众的意
见和要求．倾听群众的～。

E呼台E hutai IBl 寻呼台的简称。
E呼天抢地】 hut ian-q iangdi 大声叫天，用头撞

地，形容极度悲痛。
E呼吸】 huxl 画＠生物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

换。人和高等动物用肺呼吸，低等动物靠皮肤
呼吸，植物通过表面的组织进行气体交换。＠
〈书〉一呼一吸，指极短的时间 2 成败在～之

间。
E呼吸道】 huxldao 圈人和高等动物呼吸空气

的通路，包括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
E呼吸相通】 huxl xiang tong 比喻思想一致，
利害相关z ～，患难与共。

E呼啸l huxiao 圈发出高而长的声音：北风

～｜炮弹从头顶上～而过。

E日于延E HOy6n 圈姓。
(II事么喝六E huvao-hel iu o 掷色子时的喊声
（么、六是色子的点子），泛指赌博喧哗声。＠
〈方〉形容盛气凌人的样子。

E呼应E huying E翻一日于一应，互相联系或照应：

前后～l遥相～。
E呼吁1 huvu 圃向个人或社会申述，请求援助
或主持公道z ～书｜奔走～｜～各界人士捐款赈
济灾区。

E呼之欲出】 huzhi-yuchu O 形容人像等画得
逼真，似乎叫他一声他就会从画里走出来，泛
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指某

事即将揭晓或出现z 真相～｜利民政策～。
1rrr 1 hu o 不注意g不重视z ～咯｜～视｜疏
，、1、～。 8 CHO）圈姓。

1n12 hu 圃忽而：～隐～现｜天气～冷～热｜
／（！、 油灯被风吹得～明～暗。
fn13 hu 圈计量单位名称。 a）长度，10 忽等

d 豆、 于 1 丝。 b）质量或重量，10 忽等于 1 丝。

E忽地E hudl 画忽然s突然z 灯～灭了｜～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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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E忽而l hu’ er ［副忽然（大多同时用在意义相
近或相对的动词、形容词等前头）：～说，～笑｜
湖上的歌声～高，～低。

E忽忽l hOhu 1图形容时间过得很快2 岁月～，
不觉又是一年。

E忽律】 hu的同“犯猝”。
E忽略】 hOlue rnlll 没有注意到，疏忽2 只追求数
量，～了质量。

E忽然］ h0r6n ~副表示情况发生得迅速而又出
乎意料＝他正要出去，～下起大雨来了。

E忽闪l hOshan O I副形容闪光：闪光弹～一
亮，又～一亮。＠〈方）f'8] 闪电。

E，忽问l hu·shan ［到闪耀p闪动．小姑娘～着大

眼睛看着妈妈。
E忽视E hushi I割不注意；不重视·不应该强调
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安全生产，后果将不堪
设想。

E忽悠E hu•you ＜方〉画＠晃动：旗杆叫风吹
得直～｜渔船上的灯火～～的。＠用谎话哄
骗：别～人！｜差点儿让他～了。

抨 HO 圈姓。
（事子）

J~Sll hO 圈用少量的水，盏紧锅盏，加热，半蒸
户J 半煮，把食物弄熟·～白薯。

略、 hO 见下。

E惚扇E hO•shan 间“呼扇”。
E圈里哨】 hOshao 同“呼哨”。

犯 hO 见下。
［~忽猝】 hOlu !Bl 指跨（见于（（水浒传》）。也作忽
律。

导勿f hu 见下。
1~、

E泡捕］ hO;;yu （方〉画洗澡。

＇~勿f hO 见 576 页I恍惚L
b己A、

~ hO 滩沱roJ(H0tu6 H白，水名，发源于山
v于西，流入河北，与溢阳河汇合后叫子牙河。
糊 hO 画用较浓的糊状物涂抹缝隙窟窿

或平面：用灰把墙缝～上｜往墙上～了一
层泥。

另见 551 页 hu;555 页 hu"

,, 
hu c 厂〉〈）

t日 hu 〈书〉掘；挖o

因 hu 见下。

E因囹E hulun 圈完整；整个儿的z ～觉｜～吞

枣。
E囱囹觉E hulunjiao ［割整夜不被惊醒的睡眠；

整宿Cxiul的觉z 她每天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

换尿布，没睡过一个～。
E阁囹吞枣E hulun-tOnz凸o 把枣儿整个儿吞下

去，比喻读书等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和 hu 圈打麻将或斗，纸牌时某一家的牌合
乎规定的要求，取得胜利。
另见 526 页 h岳； 530 页时； 590 页 hu6;

595 页 huδ 。

狐 hu 圈。帆动物，外形附浪，面部较
长，耳朵三角形，尾巴长，毛通常赤黄色。

性狡猾多疑，昼伏夜出，吃野鼠、鸟类、家禽等。
常见的有赤狐和l沙狐。通称狐狸。 8 (Hu) 

姓。
E狐步舞E hubuw心目SJ 现代舞的一种，起源于

英国。 4/4 拍，舞曲幸？情优雅。舞步流畅，步幅
宽大，富于流动感。

E狐臭】（胡臭J huchou 15自由于腋窝、阴部等部

位的皮肤内汗腺分泌异常而产生的刺鼻臭味。
E狐假虎威】 huii凸h心w岳l 狐狸假借老虎的威势
吓跑百兽（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比喻倚仗
别人的势力来欺压人。

E狐狸E hu· Ii 圈狐的通称。 吾吾E
E狐狸精l hu·lijlng 圈指迷惑、勾引男人的女主主

子（骂人的话）。
E狐狸尾巴E hu·li w岳i •ba 传说狐狸变成人形

后，尾巴会经常露出来。后来用狐狸尾巴比喻
终究要暴露出来的坏主意或坏行为。

E狐媚E humei ~画像狐狸精→样妖媚。
E狐朋狗党l hupeng-goudang 狐群狗党。

E狐朋狗友l hupeng-gouv凸u 指品行不端、不

务正业的朋友。
E狐欣E huqi也n !Bl 毛皮业上指狐狸的胸腹部

和腋下的毛皮。

E狐群狗党l huqun-goud凸ng 指勾结在一起的

坏人。也说狐朋狗党。

E狐死首丘l husi-shouqiu 古代传说狐狸如果

死在外面，一定把头朝着它的洞穴（见于《礼
记·檀弓上》）。比喻不忘本或怀念故乡。

E狐疑1 huvi 圈怀疑①z 满腹～｜～不决。

弧 hu o 圈圆周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z ～
线。＠古代指弓 z 弦木为～（用弦绷在树

枝上做成弓）。

E弧度E hudu r量平面角的单位．符号 rad。圆
心角所对的弧长和半径相等，这个角就是 1 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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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hu ｜弧胡壶核斜措

度角，1 弧度约等于 57°17 ’ 44. 8”。旧称强

(j)ng ）。

E弧光E huguang l童电弧所发出的光。非常明
亮，带蓝紫色。

E弧光灯I huguangd陆·. g 圈用碳质电极产生
的电弧做光源的照明用具。能发出极强的光。

E弧线E huxian 圈弧形的线条。

胡1 hu o cHu）古代泛称北方和西方的民
族z ～人。＠古代称来自北方和西方民

族的（东西），也泛指来自国外的（东西）：～琴 l
～桃｜～椒。＠圃表示随意乱来z ～闲｜～说 i
～写一气。。 CHu）圈姓。
胡2 hu ＜书〉睛疑问代词。为什么；何故z

～不归？

胡3 … hu 胡子①： ~｝Jfio 
（雷）

胡4 … hu 见四页阳。
（铃锚）

E胡扯l huche 画闲谈；瞎说z 两个人～了一

通｜～，世上哪有这种事！
E胡臭】 huchau 见 549 页I狐臭L

E胡吹E huchul 画胡乱夸口；吹牛。
E胡蝶E hudie 见 551 页I蝴蝶］。
E胡豆E hud<'>u ~蚕豆。
E胡匪】 hut岳i ＜方）~旧时称土匪。也叫胡子。
E胡蜂E huf岳『19 圈昆虫，头胸部褐色，有黄色
斑纹，腹部深黄色，中间有黑褐色横纹。尾部
有毒刺，能蛮人。以花蜜和虫类为食物。通称

马蜂。
E胡搞E hug凸0 ［到胡来；乱搞。

E胡话E huhua 画神志不清时说的话z 他烧得
直说～。

E胡筋E huiia 圈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乐

器，类似笛子。
E胡椒l hujiao 圈＠常绿藤本植物，叶子卵形
或长椭圆形，花黄色。果实小，球形，成熟时红

色。未成熟果实于后果皮变黑，叫黑胡椒；成
熟的果实去皮后色白，叫白胡椒。有辣昧，是

调味品，也可人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面儿。

E胡搅E huii凸o 圈。瞎捣乱；扰乱。＠狡辩；
强辩。

E胡搅蛮缠E hui的。－m6nch6n 不讲道理，胡乱

纠缠。
E胡来E hulai 匾。不按规程，任意乱做．既然

不会，就别～。＠胡闹；胡作非为＝放规矩些，
不许～U

E胡噜E hu· lu ＜方〉明＠抚摩：他的头碰疼
了，你给他～～。＠用拂拭的动作把东西除去

或归拢在→处：把瓜子皮儿～到簸笑里！把棋子
都～到一堆儿U ＠应付；舟、理z 事太多，一个人

还真～不过来。
E胡乱】 huluan 圃＠马虎；随便：～涂上几笔｜

～吃了两口就走了。＠任意；没有道理z 他话
还没听完，就～批评一气｜粮食不能～糟蹋。

E胡萝卡l hulu6· bo 圈＠→年生或二年生草
本植物．羽状复叶，开白色小花，果实长圆形。
根圆锥形或圆柱形，肉质，有紫红、情红、黄色
等多种，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根。

E胡闹l hunao l重行动没有道理；元理取闹g 任

意～o
E胡琴l hu· qin c～儿）圈弦乐器，在竹弓上系

马尾毛，放在两弦之间拉动。有京胡、二胡等。

E胡说E hushuo 巨型瞎说：信口～ l这纯属～，不

必理会。
E胡说八道】 hushuo-badao 胡说。

E胡思乱想E husl-lu6nxi凸ng 没有根据或不切

实际地瞎想。
E胡要E husul E到芫要。

E胡桃E hut6o ~核桃。
E胡同】（衡俯） hut<'>ng c～儿）圈巷川、街道。

面董事用作巷名时，“同”字轻声不儿化。
E胡涂E hu•tU 见 551 页I糊涂lo

E胡须l huxu 圈胡子①。

E胡言l huy6n O 画胡说·～乱语。＠画胡

话：一派～O
E胡滔E huzhou 画随口瞎编：顺嘴～｜～一气。

E胡子l hu·zi ~ O 嘴周围和连着鬓角长的
毛：～茬儿。＠〈方〉胡匪。

E胡子工程E hu·zi gongcheng 指一再拖延工

期，长期无法竣工的工程。
E胡子拉碴E hu·zilacha c～的）形容满脸胡子，

未加修饰。
E胡作非为E huzuo-f岳iw岳l 不顾法纪或舆论，

任意行动。
τI:;- 』 hu 圈＠陶瓷或金属等制成的

亚（壶）容器，有嘴儿，有如L或提梁，用来
盛液体，从嘴儿往外倒．茶～｜酒～l 喷～。＠
(Hu）姓。

4击· hu 见下。

'r：：？＜另见 529 页怡。
E核JLl hur l苞义同“核”Che）①②，用于某些口

语词，如“梨核儿、煤核儿、冰核儿”。

你l hu 圈＠旧量器，方形，口小，底大，容量
nn 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8 CHu）姓。

E剿律E Hu1u bSJ 姓。

措 hu ＜书〉＠掘＠搅浑。



葫鹊猢湖湖：糊锵即如鹊榜↓蝴糊毅酬锻虎 I hu - hu I 551 I 

葫 hu ＠见下。 8 C Hu) I萄姓。

E葫芦l hu· lu 圈。 伞年生草本植物，茎莲生，
叶子心脏形，花白色。果实中间细，像两个球
连在一起，表面光滑，嫩时可以吃，成熟后可做

器皿，也供玩赏。＠这种植物的果实。
E葫芦案】 hu·lu ’an 圈指胡乱判决f结的糊涂
案件：这桩～的受害者直到十一年后才沉冤大

白。
，，.千向
两（铺）另见 469 页 9心。
E鸽立】 huli ＜书〉国直立2 瞻望～。
E鹊望E huwang ＜书〉画直立而望．形容盼望
等待。

猢 ~u 见F。
[3i切狲E husun ＜方〉圈猴子，特指称猴。

占非口 hu 0 I苞］被陆地围着的大片积水＝～
1妙。泊｜洞庭～。 8 CHu）指浙江湖州：～笔｜
～络。＠）（ Hu ）［名l 指湖南、湖北：～广。＠
cHu) r萄姓。

E湖笔】 hubl 圈浙江湖州出产的毛笔，以制造
精细著称。

E湖光山色］ huguang『shanse 湖和i 山相映衬

的秀丽景色。
E湖广】 Hugu凸ng l割指湖北、湖南，原是明代省
名。元代的湖广包括两广在内，明代把两广划

出，但仍用旧名。
E湖蓝l hu Ian lll2J 淡蓝。

[j湖绿1 hulu L归淡绿。

E湖泊1 hupo ~湖的总称。
E湖色E huse 圈淡绿色。
E湖滩E hutan 画湖边水深时淹没、水浅时露
出的地方。

E湖泽】 huze ~J 湖泊和沼泽。
E湖给l huzhou 圈浙江湖州出产的有皱纹的

丝织品。

湖 hu 见 1 I町响。

，，士日 hu I塾］食品经火变焦发黑；衣物等经火
丹归变黄、变黑z ～锅巴｜饭～了！衣服烤～了。

鹏… hu 见 1叫慨。
（胡岛）

唰 hu 时式耳的l帆

鹊… hu 圈取SU喇嘛
（髓）另见 470 页肘。

恰I hu 圈落叶乔木，叶子倒卵形，花黄褐色，

ψ廿r 结坚果，球形，木材坚硬。树皮可制拷胶。

叶子和l果实叮入药。

E制栋】 huli 圈落叶乔木，高近 30 米，叶子长

椭圆形，边缘有波状的齿，背面有灰毛，先斗杯
形，果实长椭圆形。

蝴 hu 见下。

E蝴蝶】（胡蝶） hudie 圈昆虫，翅膀阔大，颜色

美丽，静止时四翅竖立在背部，腹部瘦长。吸

花蜜。种类很多，有的幼虫吃农作物，是害虫，

有的幼虫吃甥虫，是益虫。简称蝶。
E蝴蝶结】 hudiei ie lEJ 用带子系成的形状像蝴
蝶的结子。

E蝴蝶瓦E hudiew凸［虽小青玩。

糊1 hu li\lll ffl教叫纸、布等粘起来或粘
在别的器物上z ～信封 i～墙 1～顶棚｜～

风筝。

糊2 hu 同“划”

糊3 （袖、销） hu ~粥类食品。
另见 549 页 h0;555

页 hu"
Z糊糊E hu· hu c～儿）〈方〉且用玉米面、面粉等

熬成的粥·稀～l棒子～。
E糊精】 hujing 固有机化合物，是淀粉不完全
水解的产物，白色或黄色粉末，有新性。工业

上用作教合剂。

E糊口E huk归［动］勉强维持生活：养家～｜摆小垂三

摊赚几个钱～。 主王雪

E糊涂】（胡涂） hu ·tu l翩。不明事也对事物＝＝

的认识模糊或混乱：他越解释，我越～。＠内

容混乱的2 ～账！一塌～。＠〈方〉模糊z 照片
很～。

E糊涂虫］ hu•tuchong l割不明事理的人（骂人
的话） o

E糊涂账］ hu • tuzhang f雹混乱不清的账目，常
比喻不容易搞清楚的事情z 一笔～。

毅 hu < i'1> :11皱纹的纱

酬 hu 见凹页｛酶酬fio

薇 hu 见下。

E室主角来E husu 〈书〉画因恐惧而发抖。

I/ 

hu c 厂〉〈）

i::lit-1 h心。因E 哺乳动物，头大而圆，毛黄色，

vu 有黑色横纹。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性



些三L hu hu I 虎浒唬玻互

凶猛，力气大，善游泳，不善爬树，夜里出来捕
食鸟兽。 Jill.称老虎。＠用于比喻，形容勇猛

威武：～将｜～～有生气。＠〈方）~露出凶

相3 ～起脸。 0 (Hu）圈姓。

虎2 h心旧同“脚’

E虎背熊腰】 h心bei-xi6ngyoo 形容人的身体魁

梧强壮。

E虎责E h心b岳n 圈古代指勇士p武士。

E虎彪彪】 h心bioobioo c～的）睛状态词。形

容壮实而威风：～的小伙子。

E虎步l h心bu o 圈矫健威武的脚步z 迈着～，
噎噎中暨地走上台来。＠〈书〉圆形容举止威

武，指称雄于一方：～关中。

E虎胆】 hudan 圈指无所畏惧的胆量z 一身～ i

英雄～。

E虎伏E hutu 圈滚轮的旧称。

E虎符E h心tu t吕古代调兵用的凭证，用铜铸成

虎形，分两半，右半存朝廷，左半给统兵将帅。
调动军队时须持符验证。（图见 403 页“符

节’’）

E虎将l h心jiang 国勇猛善战的将领。

E虎劲】 hujln ＜～儿） !BJ 勇猛的劲头JL ：他干起
活儿来真有股子～儿。

E虎踞龙盘］ huju-16ngp6n 像虎蹲着，像龙盘

着，形容地势险耍。也作虎踞龙蟠。也说龙盘

三王三三 虎踞。
重量雪 E虎踞龙蟠E huju-16ngp6n 同“虎踞龙盘”。

E虎口I hukou ~比喻危险的境地＝～脱险｜
逃离～。

E虎口r h心kou 画大拇指和食指相连的部分。

E虎口拔牙E hukou-bay也比喻做十分危险的

事。
E虎口余生】 hukau－＇节。sh岳ng 比喻经历大难而

侥幸保全生命。

E虎狼J hul6ng 圈比喻凶狠残暴的人：～之

辈。
E虎魄E hup＜＇＞见 552 页【玻础 l 0 

E虎气】 hu·qi o ~勇猛威武的气势z 小伙子

有股子～。＠圆形容有气势：小伙子方脸大

眼，瞧着挺～。

E虎钳E h心qi6n 圈老虎钳①。

E虎生生】 h心shengsh岳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威武而有生气：～的大眼睛｜他看着这群

～的年轻人，心里特别高兴。
E虎实E hu· shi ＜方〉圆形容健壮：这小伙子膀
大腰粗的，长得真～。也作虎势。

E虎势l hu·shi 同“虎实”。

E虎视】 hushi 画＠贪婪而凶狠地注视：～眈

眈。＠威严地注视z 战士们～着山下的敌人，

抑制不住满腔怒火。

E虎视眈眈】 hushi-diindon 形容贪婪而凶狠地

注视。
E虎头虎脑】 hut6u hun凸o 形容健壮憨厚的样

子（多指男孩儿）·小家伙儿～的，非常可爱。
E虎头蛇尾】 h心t6u-shew岳I 比喻做事有始无

终，起初声势很大，后来劲头很小。

E虎威l huw副圈指武将的威风，也指威武的

气概。

E虎六】 h以ue I董老虎的窝，比喻危险的境地：

龙潭～l不入～，焉得虎子。

E虎穴龙潭l huxue-16ngt6n 见 841 页I龙潭虎

穴）］ 0 

E虎牙1 huva ＜口〉［每突出的尖牙。
E虎跃龙腾】 h的ue-16ngteng 见 841 页 1龙腾

虎跃l。
凸~~、、 t h心〈书〉水边。
If于C1苛）另见 1480 页灿
唬怕〈肌画虚张声势、夸大事实来吓唬

人或糊弄人：～人｜差一点儿叫他～住了。

另见 1416 页 x恼。

在~ hu 见下。

勿几A

E玻王自）（虎魄） hup＜＇＞圈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
成分是 C,,, H.r,()o 淡黄色、褐色或红褐色的

固体，质脆，燃烧时有香气，摩擦时生电。用

来制造琉E自酸和各种漆，也可做装饰品，可

入药。

hu （厂义）

互 hu o ll!ll 互相 z ～访｜～通 l～勉 l～不干

涉｜～敬～爱。直董事“互”一般直接修饰单
音节动词，修饰双音节动词只用于否定式。＠

CHu）圈姓。

E互补E hubu 画＠几何学上指互为补角。＠

互相补充：沿海和内地互通有无，～互利。

E互动】 hudong 圈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z 良性

～！形成～效应。

E互访E hufong 5面互相访问；互相走访。

E互感J hugan 画l 互感应的简称。

E互感应】 hug凸nying 圈电路中由于电流的变

化而在邻近的另一电路中产生感应电动势。

简称互感。

E互换E huhuan 圈互相交换z ～信物｜～种子。



E互惠E ht；』hui 圈臣相给予好处·平等～ l～互
利｜～待遇｜～关税。

E互见E hujian I竭。（两处或几处的文字）相互

说明补充。＠（两者）都有；同时存在z 瑕瑜

~ 。

E互利E hull 画豆相有丰lj ：平等～。
E互联网】 hulianw凸『lg ［名！由若干计算机网络
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络。

E豆联网＋】 hulianwang 闽南一种以互联网

为基础设施和实现I二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
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在

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t ～助推

中国经济腾飞。

E互谅】 huliang I动j 彼此谅解：～互让。

E互itl hurang [illJI 彼此谦让：同学之间要～o
E互溶】 hur6ng 闯一般指两种液体（如水和酒

精）能以任何比例互相溶解。
E互生】 husheng ~主］叶序的山种，茎的每个节

上只长一个叶子，相邻的两个叶子长在相对的
两侧，如杨树、桃树等的叶子。

(ti市J hushi l到指相邻两国边民在边境地带
进行贸易活动：边民出入国界～，是这里的传

统习惯。
E互通E hutong [Z动l 互相沟通、父换2 ～消息｜～

有无。

E瓦相】 huxiang ［副表示彼此同样对待的关
系：～尊重｜～帮助｜～支持。

(Ef讪／l huxun 闻（两处或几处文字）相互注释。
E互赢】 huying l司 E互相都能得益：诚信合作，

～互利。
E互余】 huvu r动］几何学仁指互为余角。
E互质】 huzhi ［到两个正整数只有公约数 1 时，
它们的关系叫作＇i质。如 3 和 1 1 互质。

E互助】 huzhu 圈豆相帮助．～合作｜～小组。

户 hu 0 fl , ~ 5'~ I 门～｜夜不闭～。＠人
家；住户：～籍｜专业～。＠「］第：门当～

对。。户头：存～｜账～｜开～。 81重用于家
庭·全村有好几百～人家。 (i) (Hul 圈姓。

E户籍E huii 圈公安部门以户为单位登记本地
区内居民的册子，转指作为本地反忧民的身

份。

E户籍警】 hujijlng ~户籍警察的简称。
E户籍警察】 huji jlngcha 负责户籍沓记和管理

工作的民事警察。简称户籍警。
E户均E hujun l到按每户平均ii"算 2 ～年收入
五万元。

E户口J hukou 1'8J 0 住户和人口，例如旧时称

瓦户匠护｜ hu I s日｜

某一一地有若干户，若干口。＠户籍：报～i 迁
~ 。

E户口本JLl hukoub岳nr 国Sl J'＇口簿。

E户门簿】 hulφubu ［吕记载住户成员的姓名、

籍贯、年龄、职收等内容的册子。也叫户口

本JL o 

E户枢不蠢J hushu-budu 见 837 页【流水不

腐，户枢不蠢l 0 

E户头】 hut6u 圈会计部门称账册上有账务关

系的个人或团体：开～ l这个～很久没有来提

款了。

E户限】 huxian ＜书）~门榄（陆n）＇～为穿（门

槛都被踩坏了，形容进出的人很多）。
E户里J) huxing 闺房屋（多指单元房）内部格局

的类型，如房间的面积、数量等。也叫房型。

E户脯E huyou ＜书〉圈门窗川、］户①。

E户政E huzheng l富有关户口的警记、管理等

方面的行政事务。

E户主E huzhu 圈户籍l →户的负责人。

"\rr::: • hu 〈书〉水！材寒冷而冻结·～寒。
t旦（ :y!i) 
护… hu o 保护；他爱～｜～路 1～

（盖）航｜～林。＠圈袒护，包庇z ～
短｜官官相～｜爸爸总是～着弟弟。

E护岸E hu’。n 0 画保护海岸、河岸等：抢险
～｜～林。＠［每用石块或混凝土筑成的保护

堤岸的建筑设施2 斜坡式～O

E护壁】 hubi ~ ±啬裙。

E护兵】 hubTng 啤｜随从官吏的卫兵。

E护城问J huchenghe 圈人E挖掘的围绕城墙

的河，古代为防守用。

E护持E huchi r司。保护维持：交通要道要派

专人～。＠爱护照料2 她像姐姐似的～我。

E护从E huc6ng O 圈跟随保卫。＠［萄跟随
保卫的人。

E护棋子】 hudu·zi ＜方〉比喻相护自己的孩子

（含贬义） o

E护短J hu;;duan 画为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

人的缺点或过失辩护：孩子有了错误，做家长

的不应～。

E护耳E hu ’岳r l组保护耳朵不受冻的用品。

E护法】 hufa o o萄卫护佛法。 81祖卫护佛法

的人，后来指施舍财物给寺庙的人。＠旦司卫
护国法。

【护封E hut岳ng 自主l 包在图书外面的纸，一般印

着书名或图案，有保护和装饰的作用。
【护I】 hugong l名］受雇承担住院病人生活护

理l二作的人员。

一主王三



巴丝上－~沪柜驴山古↑叫古阳启

E护航l huhang 圃护送船只或飞机航行·～ I ~内 Hu 冒雪上海的别称：～剧｜京～
舰｜专机有战斗机～0为改革开放保驾～。． It尸（漉）铁路。

E护驾E huiia 1药！保驾。 I E沪剧】 huiu 画上海的地方戏曲剧种，由上海
E护具E huiu 1富劳动或运动时使用的具有保护！ 滩簧发展而成。

身体某部位作用的器具，如头盔、护腕、护膝！占E hu 见 72 页【楼耗lo
等。 I 'l..::Z.. 

E护栏】 hulan 圈。设置在路边或人行道与车 In由 hu ＜书〉＠文采船阑。＠分明；清楚。

道之间的铁栅栏。＠起保护作用的栏杆＝草｜印
地周围有～。 I 111十 hu ＜书〉多草木的山。

E护理】 hulT 闹。配合医生治疗，观察和了解｜嗣H

病人的病情，并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等：～病 估 hu ＜书〉依靠z 失～（旧时）。
人。＠保护管理，使不受损害．～林木｜精心
～小麦越冬u

E护林l hulin 画保护森林：～防火。

E护领l hulTng 圈衬领。

E护坡1 hupo 圈河岸或路旁用石块、水泥等筑
成的斜坡，用来防止河流或雨水冲刷。

E护秋E hu11qiu ［：甜秋收时看护大秋作物及果
木等，防止偷盗或动物损害。

E护身符E hush岳nfu 画＠和尚、道士或巫师等

所画的佛、菩萨、鬼神的像、符或念过咒的物
件，迷信的人认为随身佩带，可以驱邪免灾。

＠比喻保护自己、借以避免困难或惩罚的人

或事物υ

E护士E hu• shi l童医疗机构中担任护理工作的

入员。

三三三三 E护送】 husong 画陪同前往使免遭意外（多指
雪主主 用武装保护）：～伤员｜～粮草｜～出境。

E护腿】 hutui ~保护小腿的用品。

E护腕E huwan f8l 保护腕关节的用品。

E护卫E huwei o 用j 保护；保卫。＠固执行

护卫任务的武装人员。

E护卫舰E huweij ian f8l 以导弹、火炮和反潜武

器为主要装备的轻型军舰。用于护航、反潜、
巡逻、布雷、支援部队登陆等。

E护卫艇E huweiting 圈以火炮为主要装备的

小型舰艇。也叫炮艇。

E护膝l huxl f8l 保护膝部的用品。

E护养E huv凸ng 圈＠护理培育：～秧苗｜精心

～仔猪。＠养护2 ～公路。
E护腰E huyao I童保护腹部的用品。

E护佑l hi；』you U动］保护；保佑·～一方。

E护渔E huvu 画为保护海上渔业生产和渔业
资源进行巡逻警戒：巡逻艇经常在海上～。

E护照E huzhao 圈＠国家主管机关发给出国
执行任务、旅行或在国外居住的本国公民的证

件，证明其国籍和身份。＠旧时因出差
或运输货物向主管机关领取的凭证。

E估恶不俊E hu ’台－buquan 坚持作恶，不肯悔

改。

E怕恃】 hushi ＜书＞ 0 I副依仗s凭借。＠圈

《诗经·小雅·寥我》z“元父何估，元母何恃。”后
来用“估恃”为父母的代称：少失～。

扉 hu o 辟斗，泛指胁灌田的农具z 风～。
＠圈汲（水灌回）：～水机｜～水抗旱。

(ft寻斗E hud凸u f8l 汲水灌旧的旧式农具，形状

略像斗，两边

有绳，肉’人引

绳，提斗汲水。

、＋. hu ＜书〉勿
'II-I 福。

第 hu 古代
君臣在朝

廷上相见时予

中所拿的狭长

板子，用玉、象

牙或竹片制

成，上面可以

记事，后来只

有大臣使用。

瓢 hu 圈酬。

苦奋

E领瓜】 hugt启用＠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

叶心脏形，花臼色。果实细长．困筒形，表皮淡

绿色，果肉白色，嫩时可做蔬菜。＠这种植物

的果实。｜｜也叫银子，有的地区叫蒲瓜。
E魏果l huguo r司指肉果中属于瓜类的果实，

由子房和花托一起发育而成，如＠瓜、黄瓜、南

瓜等。

E辈瓜子E hu• zi 鹰号1瓜。

雇 hu o ＜书〉随从： ~；；. o 8 CHu）酬。

U言从l huc6ng ＜书〉＠［苞帝王或宫吏的随

从。＠画随从；跟随z 随驾～｜～大帅西征。



古 hu 古书上指荆一类的植物，茎吁制箭
杆。
先见 754 页 ku 。

鄂 Hu 鄂县脯，在陕西。今作户县

婷 hu ＜书〉＠美好。＠美女。

糊？样子酬的食物：面～｜芝麻～｜辣椒

另见 549 页 h0;551 页 hu 。

E糊弄E hu•nong 圈。欺骗；蒙混．说老实话，
别～人。＠将就z 衣服旧了些，～着穿吧。

E糊弄局E hu· nongju (~JL) （方）~敷衍蒙混
的事情z 他马马虎虎拾摄一下就走了，这不是
～吗？

骥一 hu 圈鸟，身体大睹的尖端略呈
CI~）钩状，趾间有躁。会游泳和潜水，

生活在海岸边，吃鱼类和软体动物等。种类很
多，常见的有臼额骥。

A盘 。 f名l 鱼，身体细长，灰褐色，有
贾雯（贵重）黑色小扎元鳞，口部有四对须。
生活在淡水中。

i 6LiC1 （厂义丫］ ; 
化 M 旧同“花2 ，，。

. I 另见 561 页 hua"

E化子l hua·zi 间“花子”。

花1 (0 IB苍、“晦）？吧。J
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由花瓣、花等、花托、
花j蓝组成，有各种颜色，有的很艳丽，有香味：
一朵～儿。＠（～儿）圈可供观赏的植物：～
木｜～盆儿｜～匠｜种～儿。＠（～儿）形状像花朵

的东西：灯～JL I 火～｜雪～儿。。回到烟火的一
种，以黑色火药加其他化学物质制成，在夜间
燃放，能喷出许多火花，供人观赏z ～炮｜礼～｜
放～。＠（～儿）画花纹＝白地蓝～儿｜这被面
～儿太密。 0G财颜色或种类铛杂的．～白｜～
猫｜～～绿绿。＠［用（眼睛）模糊迷乱： VK～｜
昏～。＠〈方〉晒衣服磨损或要破没破的样

子：袖子都磨～了。＠用来迷惑人的，不真实
或不真诚的·～招儿｜～账｜～言巧语。＠南
比喻事业的精华：文艺之～｜革命之～。＠比
喻年轻漂亮的女子：校～｜交际～。＠指妓

女：～魁 1～街柳巷｜寻～问柳。＠［每指棉花·
轧～｜弹～｜～纱布。＠（～儿）指某些小的像花
的东西·泪～｜油～儿｜葱～儿。＠〈方〉指某些
幼小动物．蚕～ l 鱼～。＠（～儿l I名l 大花：出

榕鄂婷糊骥蟆化花 I hu hua I 555 I 

过～！Lo ＠［组作战时受的外伤 z 挂了两次～。

~ (Hua）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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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 huo lil!Jl m；耗费斗｜～钱！～时间｜该
～的～，该省的省。

E花把式】＇ huoba· shi 画有经验的花农或花
匠，泛指擅长种花的人。也作花把势。

E花把式T huoba·shi 圈花架To

E花把势l huoba·shi 问“花把式1 ”。

E花白E huabai E园状态词。形容须发或动物

的毛色黑白混杂：～胡须｜才四十岁头发就～

了｜一只～的小猫。
E花瓣E huaban 闻自花冠的组成部分之一，构造

和叶子相似，但细胞里含有各种不同的色素，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罔见“花”〉

E花苞E huoboo I刽苞I o 

E花边E huobian c ～儿）［望＠带花纹的边缘：王三叠
瓶口上有一道蓝色的～。＠手工艺品，编织或雪王三
刺绣成的各种花样的带子，通常用作衣服的镶

边。＠报纸、刊物等上面的文字、图画的花纹

边框z ～新闻（多为逸闻趣事）。
E花不棱登E huo • bul岳ngd岳ng （～的）〈口〉圈

状态词。形容颜色错杂（含厌恶意）：这件衣服
～的，我不喜欢。

E花菜E huacai ＜方〉［名］花椰菜。
E花草E huoc凸o 南l 花和草，特指供观赏的花和

草。
E花插l huacha ~ O 插花用的底座，一般放
在浅口的水盆里。＠供插花用的各种形状的

瓶子。

E花插着】 huocho • zhe ＜口〉画交叉；交错z 大
人、孩子～坐在树荫下听评书。

E花茶E huach6 1'81 用莱莉花、自兰、桂花等鲜
花熏制的绿茶。也叫香片。

E花车】 huoch岳圈举行喜庆典礼或迎接贵宾

时特别装饰的汽车、火车或马车。

E花池子】 huachi • zi 回到庭园中囚周矮栏围绕、
中间种植花草的地为。

E花丛E huac6ng 画丛生在一起的花z 蝴蝶在



主

I s56 I hua I 花

～中飞来飞去。
E花搭着】 huada·zhe ＜口〉［副种类或质量不同

的东西错综搭配：细粮粗粮～吃。

E花旦J huadan ［富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性
格活泼或放荡泼辣的年轻女子。

E花灯E huad岳ng 1'81 用花彩装饰的灯，特指元

宵节供观赏的灯：闹～ l看～。
E花灯戏】 huad岳ngxi [El 流行于云南、四川等
地的地方戏，由民间玩耍花灯的歌舞发展而

成，跟花鼓戏相近。

E花点子】 huadian•zi 1'81 0 欺骗人的狡猾于
段、计策等。＠不切实际的主意。

E花雕E huadiao 画上等的绍兴黄酒，因装在
雕花的坛F里而得名。

E花朵J huaduo I名1 花1 ①（总称） ；这株牡丹的

～特别大。儿童是祖国的～。
E花尊E hua ’ e ~雪花的组成部分之一，由若干
主事片组成，包在花瓣外面，花开时托着花冠。

E花JLl hua，自r 南甘肃、青海、宁夏→带流行

的一种民间歌曲。

E花房E huafang 函养花草的温室。

E花费E huafei ［盈因使用而消耗掉z ～金钱｜～

时间｜～心血。

E花费E hua•fei 圈消耗的钱z 这次搬家要不少
~ 。

E花粉】 huaf岳n 圈花药里的粉粒，多是黄色

的，也有青色或黑色的。每个粉粒里都有一个
生殖细胞。

E花岗石】 huagangshi 圈建筑业指用花岗岩、
间长岩等加工而成的石材，可用作建筑物的结
构材料，也用于室内装饰。

E花岗岩E huagangyan 圈火成岩的一种，在

地壳上分布最广，是岩浆在地壳深处逐渐冷却
凝结成的结晶岩体，主要成分是石英、长石和
云母。通常’黄色略带粉红，也有灰白色的。质
地坚硬，色泽美丽，是很好的建筑材料。

E花岗岩脑袋］ huagangyan n凸o•dai 指顽固
不化的脑筋。

E花梗J huag品ng [El 花的柄，是茎的分枝，构造
和茎相同。（图见“花”）

E花骨朵JL] huagu • duor 函］花蕾的通称。

E花鼓E huag凸圈一种民间舞蹈，一般由男女
两人对舞，一人敲小锣，一人打小鼓，边敲打，

边歌舞。
E花鼓戏】 huag以i E画流行于湖北、湖南、安徽

等地的地方戏，由民间歌舞花鼓发展而成。
E花四1 huaguan [El 花的组成部分之一，由若

干花瓣组成。双子叶植物的花冠→般可分为
合瓣花冠和离瓣花冠两大类。

E花冠】2 huaguan [=BJ 旧时妇女出嫁时戴的装

饰华丽的帽子。
E花棍舞】 huagunw心［望霸王鞭1 ②。

E花好月圆】 huah凸o-yueyuan 比喻美好团聚

（多用作新婚的颂词）。
E花和尚E huahe•shang 函指不守戒规（如喝

酒、吃肉等）的和尚。

E花红】1 huah6ng ［每＠落叶小乔木，叶子卵

形或椭圆形，花粉红色。果实球形，像苹果rm
小，黄绿色带微红，是常见的水果。＠这种植

物的果实。｜｜也叫林擒或沙果。
［；／｛二红）2 huah6ng 圈。指有关结婚等喜庆事

的礼物·～彩礼。＠红利。
E花红柳绿E huah6ng-liulu o 形容春天花木
繁茂艳丽的景色。＠形容颜色鲜艳多彩z 姑

娘们一个个打扮得～。
E花花肠子】 hua· huachang·zi ＜方〉指狡猾的
心计：那家伙～可多了。

E花花搭搭E hua· huadada c～的）〈口〉［翻状

态词。＠形容花搭着：米饭、面食～地换着

样儿吃。＠形容大小、疏密不一致E 天气虽然

还冷，树上已经～地开了些花儿了｜地太干，高粱
苗出得～的。

E花花公子E huahua-g6ngzT 指富贵人家中不
务iE业，只知吃喝玩乐的子弟。

E花花绿绿E huahua1u1u ＜～的）圃状态词。形
容颜色鲜艳多彩：墙上贴着～的年画｜姑娘们

穿得～的，在广场上跳舞。
E花花世界】 huahua-sh ij ie 指繁华地区或灯红
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指人世间（含贬义） 0

E花环】 huahuan 圈用鲜花或纸花扎成的环状

物，多用于表演舞蹈、迎接贵宾等。
E花卉J huahui 圈＠花草。＠以花草为题材

的中国画。

E花会］ huahui ['81 0 一种民间体育和文艺活
动，多在春节期间举行，节目有高挠、狮手舞、

龙灯、早船、中幡等。＠花卉展销大会。有的

地方在花会期间同时进行土特产展览交易，有
的还演出民间戏曲，表演民间武术等。

E花季E huaji 圈比喻人十五至卜八岁青春期

前后的年龄段：～少女｜～少年。

E花掷鱼E huajiyu ＜方〉圈烦恼uiJ 。

E花甲E huaj的［每i 指人六 i岁（用干支纪年，错

综搭配，六十年周而复始）：～之年｜年逾～。
E花架E huajia IEJ 专用来摆放盆花的架子。

E花架子E huajia·zi 圈。指花哨而不实用的

武术动作。＠比喻外表好看但缺少实用价值

的东西，也指形式主义的做法：工作要讲实效，
不要做表面文章，摆～。



E花匠E huajiang 圈＠以种花、养花为业的

人。＠制作花杆儿的人。
E花椒］ huajiao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校
上有刺，羽状复叶。果实球形，暗红色，种子黑
色，可以做调咪的香料，也可入药。＠这种植
物的果实或种子。

[:t,t轿E huajiao 画旧时结婚时新娘所坐的装
饰华丽的轿子。

E花街柳巷J huajiιI i以iang 指妓院较集中的

地方。

E花茎】 hu凸jlng ~J 花轴。
E花境】 hu凸jing 画将各种花卉仿照自然生态
种植在一起形成的带状花坛．通常以绿篱、矮
墙或建筑物为背景。

E花镜E hu。jing t吕矫正花眼用的眼镜，镜片是
凸透镜。

E花卷】 ht」凸ju创（～儿）！每）种蒸熟吃的面食，
多卷成螺旋状。

E花魁E hu画kui 圈百花的魁首，多指梅花，旧时

也比喻有名的妓女。
E花篮］ hu凸Ian c～儿）匾。装着鲜花的篮子，
祝贺时用作礼物，有时吊丧、祭奠也用。＠装
饰美丽的或编制有图案的篮儿。

E花蕾E hual昌I ［名］没有开放的花。通称花骨
朵儿。（图见“花”）

E花梨木］ hualimu ［雪花榈木。
E花果胡哨J hua· lihushao c～的）〈口〉圃状
态词。＠形容颜色过分鲜艳繁杂（含厌恶

意）：穿得～的。＠形容浮华而不实在。
Z花脸】 hualian 圈净2 的通称。因必须勾脸谱

而得名．有铜锤、黑头、架子花等区别。

E花商E huali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中，
根状茎横生，口十王棱状条形，上部伸出水面，花
淡红色。叶子可编织、凉帽，根状茎可以吃。也

叫菠蕴Cmaos凸O ）。

E花销】 hualing ［每清代官吏礼帽 t的孔雀锄，

根据品级不同有单眼、双眼、三眼的区别（眼：
孔雀细端的圆形纹理）。

E花令E hualing [BJ 植物开花的季节s 养蜂必
须随着～迁移蜂箱。

E花柳病】 hualiubing 圈性病。
E花露水E hualushui lEJ →种日用化学制品，由
稀酒精加香料等制成，用来桔癖止痒、去除异

味’等。
E花柿j木】 hualumu IB1 o 常绿乔木，叶子椭圆
形，花黄白色，种子红色。木材坚硬，花纹美
丽，用来自刊上等家具等。＠这种植物的木
材。 II 也叫花梨木。

E花落谁家】 hualuosheij ia 指在众多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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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谁能够最终胜出 z 最佳影片奖究竟～，是影

迷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E花蜜E huami 圈。花朵分泌出来的甜汁，能

引诱蜂蝶等昆虫来传播花粉。＠指蜂蜜。
E花面狸E hui:imianli [BJ 哺乳动物，身体比家猫

细长，毛棕灰色，头部、四肢和尾尖棕黑色，鼻

部和眼部有白纹，耳部有白色环纹。生活在山

林中，吃果实、谷物、小鸟等。也叫果子狸。
E花名册E huamingce r苞人员名册。

E花木E huamu 1'81 供观赏的花和树木。
E花呢E huani l割表面起条、格、点等花纹的一

类毛织品，适宜做上衣、套装、西裤等。
E花鸟E huc'ini凸0 ［~指以花、鸟为题材的中国

回lo

E花农］ huc'in6ng ［萄以种植花木为主的农民。
E花炮】 huapao l萄烟火和爆竹。
Z花瓶］ huc'iping （～儿）［'81 0 插花用的瓶子。

放在室内，做装饰品。＠比喻长得好看被当
作摆设的女子。

E花周E huap心圈栽培花草等的园地。

E花期E huaql 圈＠植物开花的时间2 蜡梅的

～在冬季。＠植物开花持续的时间z 风仙花
的～长达四五十天。

E花旗］ huaqi 圈指美国，由美国国旗的形象得

名 z ～参O
E花杆JL] huaqic'inr ［组连枝折下来的鲜花或人
工制成的绢花、纸花。 二二

[;{,t前月下E huaqian-vuexia 花丛前，月光下，辈辈
指环境美好，适于男女幽会、谈情说爱的地方。 三三

E花枪］ huc'iq iang 圈＠旧式兵器，像矛而较

短。＠花招儿②＝耍～。

E花腔】 huaqiang I百＠有意把歌曲或戏曲的

基本腔调复杂化、曲折化的唱法1 ～女高音。

＠指花言巧语：耍～。

E花墙E huaq iang [BJ 上半段砌成倭空花样的

墙。

E花圈E huc'iquc'in ~用鲜花或纸花等扎成的圆
形的祭奠物品：献～。

E花拳绣腿］ huaquan-xiutui 指姿势好看而搏

斗时用处不大的拳术，比喻外表好看而没有实
用价值的做法。

E花儿洞子］ huardong·zi 啤l 一半在地面以下的

养花的温室。
E花儿样子］ huaryang•zi 圈绣花用的底样。

E花儿针E huc'irzh岳n 画绣花用的细针。
E花容月貌E huar6ng-yuemao 形容女子美丽

的容貌。
E花草草］ hua「ui ［萄花的雄草草和雌恋的统称。

Z花酒E huasa [BJ 淋浴用的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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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花色E huase fBl 0 花纹和颜色z 这布的～很
好看。＠同一品种的物品从外表上区分的种

类：～品种｜灯具～繁多。
E花纱布】 hua-sha-bu fBl 棉花、棉纱、棉布的合
称。

E花哨l hua•shao 圃＠颜色鲜艳多彩俯首装

饰）：穿着过于～。＠花样多；变化多2 鼓点子
敲得又响亮又～｜电视上的广告越来越～。

E花生E huash岳ng ［萄落花生。

E花生饼E huash岳ngblng 圈花生榨泊后剩下

的压成饼状的渣瘁，用作饲料或肥料。
E花生豆JL) huash岳ngdour [BJ 花生米。

E花生酱E huash岳ngjiang 庄重把花生米炒熟、
磨碎制成的糊状食品。

E花生米E huash岳ngml 圈落花生的果实去壳

后剩下的种子。供食用，可以榨泊。也叫花生
仁、花生豆儿。

E花生仁l huash岳ngren C～儿）圈花生米。

E花生油l huash岳ngyou ［写用花生米榨的油，

主要供食用。

E花市］ huash i 1'81 集中出售花卉的市场。

E花事】 huashi r每指花卉开花的情况2 ～已

过｜当年，～最盛的去处就数西山了。

E花饰E huashi IE] 装饰性的花纹。
E花束l huashu 画成束的花。

E花说柳说E huashuo liushuo ＜方〉说虚假的J

三主 动听的话。

三115 E花丝E huasl [BJ 雄恋的下部，多为丝状，作用
是支撑花药。（民l见“花”）

盯在坛E huat6n 函种植花卉的土台子，四周有

矮墙，或堆成梯凹形式，边缘砌砖石，用来点缀
庭园等。

E花天酒地J huatian-jiudi 形容沉洒于吃喝嫖

赌的荒淫腐化生活f o 

E花厅E huatlng 圈某些住宅中大厅以外的客
厅，多盖在跨院或花园中。

E花头E hua·to咽〈方〉｛萄。花纹。＠花招Jl.:

出～。＠新奇的主意或办法：这些人里面就

数他～最多。。奥妙的地方z 这种游戏看起
来简单，里面的～还真不少。

E花团锦簇l huatu6n-jlncu 形容五彩缤纷、十

分华丽的形象。

E花托l huatuo 圈花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花梗

顶端长花的部分。有些植物的果实是由花托

发育而成的，如苹果和梨。（图见“花”）

E花纹E huawen ＜～儿）［刽各种条纹和图形z 贝
壳上面有绿色的～｜他能织各种～的席子。

E花线l huaxian 圈＠绣花用的彩色丝线或棉
线。＠电线的一种，由许多根很细的金属丝

合为一股，用绝缘材料套起来后，再将两股（或
三股）拧在一起，外面多包着有彩色花纹的绝

缘层。通常用作没有固定位置的用电设备（如

台灯、电樊斗等）的电源线。也叫软线。

E花项】 hua圳ang ＜方） ［雪花钱的项曰：没有

什么～，要不了这么多的钱。

(:7t消E hua•xiao 同“花销”。

E花销l hua•xiao ＜口〉＠［面花费（钱） : 他的

工资也就只够他一个人～的。＠圈开支的费

用：人口多，～也就大些。＠圈旧时称买卖

产业或商品时的佣金或捐税。｜｜也作花消。
E花心E huaxln O 圈指爱情上不专→的感情

（多指男性）：婚后不久，丈夫就起了～。 f} I颐

指爱情I：不专－，～丈夫。
E花信】 huaxin I割指花期。

（，｛在序】 huaxu 啤］＠花在花轴上排列的方式，

分有限花序和无限花序两大类，前者如聚伞花

序，后者如总状花序、穗状花序、伞形花序。＠
许多花按一定方式着生在枝上所形成的花从。

E花絮J huaxu 圈比喻各种有趣的零碎新闻

（多用于新闻报道的标题）：大会～｜赛场～。

(,ft押E huava 圈旧时公文契约仁的草书签

名 2 画～。
E花言巧语】 hl』ay6n－凸oy心＠指虚f段而动听

的话：他的那套～，我早有领教。＠说虚假而

动听的话：他整天～，变着法儿骗人。

E花ml!】 huayiin 圈老视的通称。
E花样】 huayang c～儿）［毯。花纹的式样，泛

指各种式样或种类：～繁多｜～翻新。＠绣花

用的底样，多用纸剪成或刻成。＠花招JL ：玩

～｜这又是他闹的什么新～。

E花样刀E huayangdao 圈冰刀的一种，装在

花样滑冰冰鞋的底下，刀口巾间有槽，头部弯

曲有齿，尾部直而较短。

E花样滑冰】 huayang hu6blng 冰上运动项目

之一，运动员穿花样冰刀鞋，在冰面 t表演各

种技巧和舞蹈动作。分单人、双人、冰上舞蹈

等项。
E花样滑雪E huayang hu6xue 滑雪运动项目

之一，分为雪上芭蕾、雪上技巧、空中技巧等

项。
E花样游泳】 huayang y6uy6ng 游泳运动项目

之一，分为单人、双人、集体等项。每项包括规

定动作、技术自选动作、自由自选动作。按照
得分总和决定名次。也叫水上芭蕾。

E花药E huayao 圈雄廊的上部，长在花丝的顶

端，呈囊状，里面有花粉。（图见“花”）

E花椰菜J huay岳cai [BJ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植物，叶子大。花呈半球状，黄白色，是常见蔬



菜。通称菜花，有的地以【叫花菜。
E花园】 huiiyuan （～儿）圈种植花木供游玩休
息的场所。也叫花园子。

E花展E huiizhan !Bl 花卉展览z 牡丹～。
【花账l huiizhang l割浮报的账目：开～。

E花障E huiizhang c ～儿）［虽有花草攀附的篱
笆。

E花招JL］（花着JL) huiizhoor 画JO 姿势好看而
不实用的武术动作，泛指巧妙的陪衬手法。＠
欺骗人的狡猾手段、计策等：耍～｜玩弄～o

E花朝E huiizhoo l名l 农历二月 1－二日（也有人
说是二月初二或二月十五日），相传为百花生
日，所以叫花朝。

E花校招展］ huozhi-zhoozhan 形容女子打扮

得十分艳丽。
E花轴E huiizh6u ~生长花的茎。也叫花茎。
E花烛E huiizhu l萄旧式结婚新房里点的蜡烛，
上面多用龙凤图案等做装饰：洞房～｜～夫妻
（旧时指正式结婚的夫妻）。

E花柱E hu凸zhu ~雌稼的一部分，在子房和柱
头之间，形状像细长的管。（图见“花”）

E花砖】 huiizhuon ~表面光沽，有彩色花纹的

砖，主要用来漫地。

E花子E huo·zi l组乞丐。也作化子。
E花籽JLl huoz Ir [=81 0 花草的种子。＠〈方〉
指棉花的种子。

若 hua 回形容迅速动作的声音：乌鸦～
的一声从树上飞了起来。
另见 1477 页闹。

”。气 」L hua F吼声］形容撞击，Jj(流等的声
旺罕（睡）音：铁门～的一声拉上了｜流水～
～地响。
另见 560 页 huao

E哗啦E hualo 阻贯形容撞击、水流等的声音：

～一声，墙倒了｜雨～～地下。也说哗啦啦。

,, 
hu6 （厂义丫）

划1 hu6 画拨水前进2 ～船｜～桨。

划2 hu6 合算z ～得来 i～不来。

戈tl3 . M 画用尖锐的东西把别的
。（剖）东西分开或在表面上刻过去、擦
过去：～玻璃！～根火柴｜手上～了一个口子。
另见 563 页 huao

E划不来E hu6•bul6i I虽不合算s不值得：为这

点儿小事跑那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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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划得来】 hu6·del6i E 合算；值得：花这么点儿

钱，解决那么多问题，～！
E划拉E hu6· I口〈方〉圈。用拂拭的方式除去

或取去；扫；J草：把身上的泥土～掉 l你没事把

里外屋～～。＠搂（｜δu）①＝在山上～干草。
＠寻找；设法获取：从仓库里～些旧零件凑合

着用｜～几个钱花。。随意涂抹；潦草地写字。
E划拳］（豁拳、指拳） hu6;;qu6n l司饮酒时两人

同时伸出手指并各说一个数，谁说的数目跟双
方所伸手指的总数相符，谁就算赢，输的人喝

酒＝～行令。
E划算E hu6suan 0 画计算；盘算：～来，～

去，半夜没有合上限。＠画上算；合算．这块
地还是种麦子～。

E划艇］ hu6ting IBl 0 水上体育运动项目之
一，运动员单腿跪立在艇内用单叶桨划行。＠
划艇运动中使用的小艇，形状像独木舟，艇身
较矮，用胶合板或玻璃钢制成。

E划子】 hu6·zi I割用桨拨水行驶的小船。

华1 斗 hu6 O 光彩①；光辉：～美｜～
（章）丽｜～灯｜光～。＠出现在太阳

或月亮周阔的彩色光环，内紫外红：日～｜月

～。＠繁盛：繁～｜荣～。＠精华·英～｜才

～。＠奢侈：浮～｜奢～。＠指时光z 韶～｜

年～。＠（头发）花白：～发。＠〈书〉敬辞，

用于科跟对方有关的事物：～翰｜～诞｜～宗

（称人同姓）。 三三三

〈古〉义同“花” hua 。 主重三

华2ι M 圈泉水中的矿物质由于
（苹）沉积而形成的物质：石灰～｜

硅～。

华3 （草） Hua O 圈指中国：～夏｜～

北｜～南｜驻～大使。＠汉（语）：
～俄词典。＠［写姓（应读 Hua，近年也有读

Hua 的）。

另见 563 1页 Huao

E华:ftl Hu6b岳i IBl 指我国北部地区，包括河

北、山西、北京、天津和内蒙古中部。
E华表l hu6b1凸o 圈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建筑
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柱身多雕刻有龙
风等图案，上部横插着雕花的石板。

E华诞l hu6dan ＜书〉圈敬辞，称人的生日。出

版社迎来 60 周年～。
E华灯E hu6deng 圈雕饰华美或光华灿烂的

灯z ～初上｜长安街上～齐放。
E华东E Hu6dong 圈指我国东部地区，包括山

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和上海

等省市地区。

E华而不实】 hu白’在rbushi 只开花不结果，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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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好看，内容空虚。

E华尔街】 Hua ’岳r Ji岳圈美国纽约的一条街，
有许多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总管理处设在
这里。常用作美国财阀的代称。［华尔，英
Wall] 

E华尔兹J hua ’岳rzl 圈现代舞的一种，起源F
奥地利民间。 3/4 拍，中慢板。用圆舞曲伴
奏，舞时两人成对旋转，舞姿舒缓、典雅。也叫
慢二步。［英 waltz]

E华发E huafa ＜书〉（茎］花白的头发。
E华盖E huagai 圈。古代帝王所乘车子上伞

形的遮蔽物。＠古屋名。迷信的人认为运气

不好，是有华盖屋犯命，叫交华盖运。 f且据说

和尚华盖罩顶是走好运。

E华工E huagong 圈指旧时在国外做工的中国

工人。

E华贵E huagui 圈。华丽珍贵·～的地毯。＠

豪华富贵：～之家。
E华翰】 huahan ＜书〉圈敬辞，称对方的书信。

E华里】 huali !El 指市里（计量里程的单位）。

E华丽E huali 暇美丽而有光彩z 服饰～｜宏伟

～的宫殿。

E华丽转身E hu61i zhuonshen 指成功地从一

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也泛指发生巨大而积

极的变化。

E华美J huam副回华丽：～的乐章。

王三三＂ （华南J Hu6nan 圈指我国南部地区，包括广

主主 东、广西、海南和香港、澳门。
主主E E华侨E huaqiao [El 旅居国外的中国人。

E华人J huaren 画＠中国人。＠指取得所在

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z 美籍～。
E华商E hu6shang 圈境外有中国血统的商人。
E华氏温标E Huashi w岳nbiao 温标的一种，规
定在一个标准大气压（101 325 帕）下，纯水的

冰点为 32 度，沸点为 212 度，32 度至 212 度

之间均匀分成 180 份，每份表示 1 度。这种温
标是德国物理学家华兰海特（Gabriel Daniel 
Fahrenheit）制定的。

E华氏温度E Huashi w副du 华氏温标的标度，
用符号“γ’表示。

E华文E Huawen 函指中文z ～学校｜～报纸。

E华西J Huaxl [El 指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四川、

重庆一带。
E华夏E Huaxia 圈我国的古称，泛指中华民

族＝传承～文化。
E华严宗J huayanzong 圈我国佛教宗派之一，

因依《华严经》创立宗派而得名。

E华裔E huavi 函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取得侨
居国国籍的子女。

E华语J Huayu r盘指汉语。

E华章E hu6zhang ＜书〉［苞华美的诗文（多用
于称颂）。

E华中E Hu6zh6ng ['SJ 指我国长江中游湖北、湖

南一带。
【华胃】1 huazhou ＜书〉圈贵族的后裔。

E华胃T hu6zhou ＜书〉圈华夏的后裔。
na气】L 、… hu6 喧哗；喧闹：～然｜～
民罕（啤、长辞） 笑｜～变 l寂静无～。

另见 559 页 hua 。

E哗变J hu6bian 画（军队）突然叛变。

E哗然E hu6r6n ~形容许多人吵吵嚷嚷：举座
～｜舆论～。

E哗众取宠】 huazhong-q心chong 用言论行动

迎合众人，以博得好感或拥护。

因也 hu6 见下。
号平（蜒）
E导华耳留J hualiu 〈书〉画赤色的骏马。

佯，.，＿＿.＿.＿... M 南酬。
（鳝）

骨 M 狡猾2 奸～｜～吏。

也la hu6 O 圈光滑p滑溜 z 又圆又～的小石

1 口子儿｜长满青苔的路很～。＠画滑动；滑

行z ～水｜～冰｜～雪｜～了一跤。＠［暨油滑g

狡诈z 耍～｜～头～脑｜这个人～得很。。画
跟“过去”搭配使用，表示用搪塞或瞒哄的方法

混过去z 这次查得很严，想～是～不过去的。
8 <Hua）圈姓。

E滑板】 huabon 圈＠体育运动器械的一种。

为两头微翘的窄长平板，平板下面装有四个小
轮子。＠极限运动之一，人站在滑板上滑行
并做出各种动作。

E滑冰E hua;;blng 圈。在冰上滑行＝孩子们

到～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穿着冰鞋在
冰上滑行。比赛分为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两

种。

E滑不PllP溜】 hua• bujlliu ＜～的）〈方〉圃状态
词。形容很滑（含厌恶意）：刚下过雨，地上～

的不好走。也说滑不刚、滑不嘟嘟。

E滑草E hu6c凸0 ［司模仿滑雪在草地上滑行。

E滑车J huach岳圈原指绳子或链条）I阪次绕过
几个滑轮所组成的简单起重牵引装置，现泛指
简单的吊挂式起重机械。

E滑车神经E huache shenjlng 第四对脑神经，

从中脑发出，分布在眼球周围的肌肉中，主管
眼球的运动。

E滑动E huadong 画一个物体在另一物体上接
触面不变地移动，如滑冰时冰刀在冰上的运



动。

E滑竿】 huagan c～儿）［翻一种旧式的交通工
具，在两根长竹竿巾间，架上类似躺椅的座位，

讲究的形似轿子而无顶，出两个人抬着走。
E滑稽E hua·ji c在占书中念 gujD o 移］形容言

语、动作引人发笑：这个丑角的表演非常～。
＠画曲艺的一种，流行于上海、杭州、苏州等
地，和北方相声相近。

E滑稽剧E hua· Fili 圆滑稽戏。
E滑稽戏l hua· jixi [BJ 一种专门以滑稽手段来
表现人物的剧种，流行于 t海、江苏和浙江部

分地区。也叫滑稽剧。
E滑精】 hua;; jing f司中医指无梦而遗精。

E滑溜E hua•liu ＜口〉圈光滑（含喜爱意）＝缎
子被面摸着挺～。

E滑熔l hualiu 画烹调方法，把肉、鱼等切好，
用淀粉拌匀，再用油炒，力日葱、蒜等作料，再勾

上交，使i十变稠：～鱼片｜～里脊。
E滑轮E hualun rEJ 简单机械，是一个装在架子
上的周缘有槽的轮子，能穿上绳子或链条，多
用来提起重物。

E滑轮组】 hualunzu [El 由定滑轮和动滑轮组
成的滑轮装置。

E滑落l hualuo 圈。滑动跌落；坠落z 泪水从
ill角～下来｜一颗流星倏地～。＠（价格、数量
等）降低；减少z 公司去年的销售额～了 10 个

百分点。
E滑嫩E huanen [fill 光滑细嫩2 皮肤～｜炮肉
片儿口感～。

E滑腻l huani 圈光滑细腻（多形容皮肤）。

E滑坡E huapo 函。指地表斜坡上大量的土
石整体下滑的自然现象。对建筑物、公路、铁
路、农田、森林会造成很大破坏。＠比喻下
降；走下坡路z 质量～｜经营不善，旅游业出现

~ 。

lr骨润E huarun l阳光滑润泽＝肌肤～。
E滑石l huashi fEJ 矿物，成分是含水的硅酸簇，
有臼、浅绿、浅黄等颜色，硬度 1 1. 9 ，有脂肪
光泽，用于接触时有滑润的感觉。用于橡胶、

造纸、医药等方面z ～粉。
E滑爽E huashu凸ng 圃光滑凉爽z 缎子衣裤穿

在身上十分～。
E滑水撬E huashuiqiao 圈水撬。
E滑水运动】 huashui yundong 水上运动项目

之一，运动员凭借水撬或赤脚，由动力牵引，在
水面上滑行。比赛项目有花样滑水、回旋滑水
和跳跃滑水等。

E滑膛E huatang 圈没有膛线的枪膛或炮膛z

～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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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滑梯】 hu6tT 圈儿童体育活动器械，在高架子

的一而装上梯子，另一面装上斜的滑板，儿童
从梯子 t去，从斜板滑下来。

E滑头】 hu6t6u O I名；］ i由滑不老实的人：老～。

81帽汕滑，不老实：这家伙～得很。
E滑头滑脑】 hu6t6u-hu6n凸o 形容人油滑，不

老实。

E滑翔】 hu6xi6ng 画］某些物体不依靠动力，而

利用空气的浮力和本身重力的相互作用在空
中飘行。

E滑翔机E hu6xi6ngji 圈没有动力装置，构造

简单而轻便的飞行器，有翅膀，用于飞行训练
和航空体育运动。一般用飞机、汽车或弹性绳
索等来牵引它上升，然后借上升气流在空中滑
翔。

E滑行】 hu6xing 自由］＠滑动前进：他穿着冰鞋

在冰上快速～ l飞机在跑道上～。＠机动车行
驶时，不依靠发动机的动力，而依靠惯性前进。

E滑雪】 hu6;;xu岳［现＠脚蹬滑雪板，于撑滑雪

杖在雪地上滑行。＠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比
赛分为高山滑雪、跳台滑雪和花样滑雪等。

E滑雪板】 hu6xu岳ban 圈滑雪时固定在滑雪

鞋上的长条形薄板，前端稍微翘起。

E滑音］ hu6yTn 圈音乐上指从一个音向上或

向下滑到另一个音的演唱或演奏的方法。

搭 M 见下。

[:f害拳】 hu6qu6n 见 559 页【划拳1。 主主
鳝… hu6 l'81 ifl.，体侧扁，长约叫一

（钳）米，头部略尖，有须一对，尾鳝分
叉。生活在淡水中。

合捕、 hu6 见下。

口口另见 590 页 hu6;597 页 huoo

E豁拳E hu6qu6n 见 559 页I划拳lo

、

hua （厂义丫）

化1 hua o 圈变化；使变化＇ ~ll&I ～名 1～
装 i顽固不～｜泥古不～｜～整为零l～悲痛

为力量。＠感化：教～1潜移默～。＠圈熔

化；商业化：溶化z ～冻 1 ～铁炉｜太阳一出来，冰
雪都～了｜糖放到水里就～了。＠（翻消化；消

除z ～食｜～痰止咳〈〉食古不～。＠烧化：焚

～ i火～。。（僧道）死z 坐～｜羽～。＠指化
学：理～！～工 1 ～肥。＠后缀。加在名词或
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

状态：绿～｜美～｜恶～｜电气～｜机械～｜水利
～。 0 CHua）圈姓。



562 hua 化

化2 hua 叫道）向人求布施来｜～缘i
～斋｜～了些米面来。
另见 555 页 hua"

E化除】 huachu 自由l 消除（多用于抽象事物） :~ 

成见！一经解释，疑虑～。
E化冻E hua;;dang E司冰冻的江河、土地等融
化z 河面还没～i化了冻，才能耕地。

E化肥E huafei I氢化学肥料的简称。
E化干戈为玉吊E hua gang岳 wei yubo 指把

战争或争斗变为和平、友好。

E化工E huagong 圈化学工业的简称。
E化合E huahe [2W]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经过

化学反应而生成另一种物质，如氢与氧化合成
水。

E化合价】 huahei ia IEl 一种元素的原子跟其他
元素原子结合的数目。通常以氢的化合价等
于 1 为标准，其他元素的化合价就是该元素的
一个原子相化合（或置换出）的氢原子数。简
称价。

E化合态E huahetai I割元素以化合物的形式

存在的状态。
E化合物】 huahewu 圈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

纯净物，有固定的组成和性质，如氧化镜、氯酸

何等。
E化解E huaji岳圈解除；消除：～矛盾｜及时～

金融风险｜心中的疑虑难以～。

三三三 E化境］ huajing 圈幽雅清新的境地；极其高超
三EE 的境界（多指艺术技巧等）：身入～｜他的水墨
三－ 山水已达～。

E化疗】 hualiao O 强］化学疗法的简称。＠［到

用化学疗法治疗，特指治疗恶性肿瘤：手术后
～了一段时间。

E化名E huaming 0 C 11一）｛量为了不使人知
道真实姓名而用别的名字：他原叫张杰，～王

成｜他以为化了名，就没人知道了。＠国为了
不使人知道真实姓名而用的假名字z 他原叫

张杰，王成是他的～。

E化募E huamu l亘募化。
E化服E hua;;nong 圈人或动物体的组织、因细

菌感染等而生隙。
E化身E hua钳制圈。佛教称佛或菩萨暂时
出现在人间的形体。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正是作
者自己的～。＠指抽象观念的具体形象＝旧
小说里把包公描写成正义的～。

E化石E huashi ~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遗
迹埋藏在地下变成的跟石头一样的东西。研
究化石可以了解生物的演化并能帮助确定地
层的年代。

E化外E huawai 圈旧时指政令教化达不到的

偏远落后的地方：～之民 l～之邦。

E化纤E huaxian 圈化学纤维的简称。
E化险为夷E huaxianw自1yi 使危险的情况或处

境变为平安。

E化形E huaxing 画指神话中妖魔鬼怪变化形

状。
E化学】 huaxue I氨l 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
质和变化规律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

科之一。
E化学变化E huaxue bianhua 物质变化中生

成其他物质的变化，如木材燃烧后剩下灰，铁
在潮湿空气中生锈等。发生化学变化时，物质
的组成和化学性质都改变。

E化学电池E huaxue d ianch i 把化学能转变为
电能的装置。主要部分是电解质溶液和浸在
溶液中的正、负电极。使用时用导线接通两
极，得到电流。

E化学反应E huaxue f凸nying 物质发生化学变
化I而户二生性质、组成、结构与原来不同的新物

质的过程。
E化学反应式】 huaxue f凸nyingshi 化学方程

式。
E化学方程式E huaxue fangchengshi 用化学

式表明化学反应开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的式子。
化学方程式中，反应物的化学式写在左边，生

成物的化学式写在右边，各元素在两侧的原子
数相等。如 N, + 3112 手2NH, o 也叫化学反

应式。

E化学肥料E huaxue fei 1 iao 以空气、水、矿物
等为原料，经过化学反应或机械加工制成的无
机肥料，肥分多，见效快，通常用作追肥。有氮
肥、磷肥、何肥及微量元素肥料等。简称化肥。

E化学分析E huaxue f岳nxl 运用化学原理确定
物质化学成分或组成的方法。根据分析要求
不同，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E化学工业E huaxue gongye 利用化学反应生
产化学产品的工业，包括无机化学工业、基本

有机化学工业、高分子化学工业和精细化学工

业等。简称化工。
E化学键】 huaxuejian 圈分子中相邻原子之

间通过电子而产生的相互结合的作用。化学
结构式中用短线（ ）表示。

E化学疗法E huaxue liaof凸一种治疗方法，使
化学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原体，将它杀灭或抑制
其增殖，达到治疗目的。简称化疗。

E化学能E huaxueneng 圈物质进行化学反应

时放出的能，如物质燃烧时放出的光和热、化
学电池放出的电。

E化学平衡E huaxu岳 pingheng 可逆反应中，正

反应和逆反应速度相等，反应混合物里各组成



成分百步｝含量保持不变的状态。
E化学式】 huaxueshi 圈用化学符号表示物质
化学组成的式子，包括分子式、实验式、结构

式、示性式、电子式等。
E化学武器】 huaxue wuqi 利用毒剂大规模杀
伤破坏的武器，包括毒剂和施放毒剂的各种武

器弹药。
E化学纤维】 huaxue xianwei 用高分子化合
物为原料制成的纤维。分为人造纤维和合成
纤维两类。简称化纤。

E化学性质E huaxue xingzhi 物质在发生化学
变化时才表现出来的性质，如酸性、碱性、化学
稳定性等。

E化学元素】 huaxue yuansu 元素①。

E化验】 huayan Ill国用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检
验物质的组成和性质：～员｜～室｜药品～｜～

大便。

E化油器】 huay6uqi 圈汽化器。
E化育】 huavu 圈滋养；养育2 阳光雨露，～万

物。
E化缘】 hua;; yuan I司僧尼或道士向人求布

施。
E化斋】 hua;;zhai 圈僧尼或道士挨门乞讨饭

食。
E化妆】 hua;; zhuang I到用脂粉等使容貌美

88 0 

E化妆品】 huazhuangpin 圈具有清洁、护肤、

美容和修饰作用的日化用品，如粉底霜、唇膏、

香水等。
E化装】 hua;; zhuang 匾。演员为了适合所扮
演的角色的形象jfjj修饰容貌。＠改变装束、

容貌s假扮：～舞会｜他～成乞丐模样。

i平， 11 ~· huo Ol琐划分：～界｜～定范
丸”（剖）围。＠画划拨＝～付｜～账｜把
这笔款～到我的账号上。＠计划 z 筹～｜策～。

划2 1 hua 同嘀2
~ （剖）另见 559 页 hu60

E划拨l huabo 匾。（把款项或账目）从某一

单位或户头转到另一单位或户头：这笔款由

银行～。＠分出来拨给：～钢材｜～物资。

Z划策l huace 画出主意；筹谋计策：出谋～。
也作画策。

E划分l huofen 圈。把整体分成几部分·～
行政区域。＠区分2 ～层次｜～人民内部矛盾

和敌我矛盾。

E划价】 hua11 jia l到（医院药房）计算患者药费

和其他医疗费用，把款额写在处方仁。

E划清l hua;;qlng 圈区分清楚：～界限。
E划时代l huashidai 隅属性词。开辟新时代

化划华画｜ huδ I s63 I 

的：～的作品 1～的事件！～的文献。

【戈u~］ huayl 0 圈一致；一律：整齐～。＠
IZllJl 使一致：～体例。

E划一不二E huayl bu ’ er 0 不二价；照定价不

折不扣。＠（｛故事）一律；刻板z 写文章，可长
可短，没有～的公式。

E如j转l huazhuan 圈划拨转账z ～固定资产。

华斗 Hua o 华山，山名，在陕西。＠
（草）圈姓（近年也有读 Hu6 的）。
另见 559 页 hua 。

7日：1 」 hua O 层面用笔或类似笔的东
四l （董）西做出图形z ～山水｜～人像｜～
画儿。＠（～儿）画画成的艺术品：年～｜壁～｜

油～ l风景～｜一幅（张）～儿。＠用画儿装饰的：

～屏 1～栋雕梁。。＜ Hua）圈姓。

7日：2 4噜 hua O 圈用笔或类似笔的东
阻I C重）西做出线或作为标记的文字：
～线 l～押｜～到｜～十字。＠指组成汉字的
横、竖、撇、点、折等：笔～。＠画用于字的笔
画 z “天”字有四～。。〈方〉圈汉字的一横叫

一阻l 。

E画板】 huaban 南绘画用的板子，画画儿时把

画纸钉在上面。

E画报】 huabao 圈以刊登图画和照片为主的

期刊或报纸《儿童～》。

E画笔】 huabi 画绘画用的笔。

E画饼充饥l huabi『ig-chongjl 比喻借空想安慰三三三

自己。 主主
E画布】 huabu 画画油画用的布，多为麻布。

E画册】 huoce ~装订成本子的画。
E画策】 huace 同“划策”。

E画歪Lll hua11dao 圈签到。
E画等号l hua d昌nghao 指把两者等问看待

（多用于否定式）：一个人的职务与其人生价值

并不能完全～。
E耐地为牢】 huadi-weila。在地 t画－个阁儿

当作监狱，比喻只许在指定的范围之内活动。

E画肪E huaf凸ng ~装饰华美专供游人乘坐的

船。
E画粉】 huaf岳n 喧l 裁剪衣服时用来画线的粉

块。

E画符l hua;;fu IZllJl 道士做符篆：～念咒。

E画幅l huafu 民主，］ 0 图画（总称）0美丽的田野
是天然的～。＠画的尺寸z ～虽然不大，所表
现的天地却十分广阔。

E画稿E huag凸0 （～儿）画图画的底稿。

E画工】 huagong 圈。以绘画为职业的人。

＠指绘画的技法2 ～精细。也作画功。
E画功E huagong 同“画工”②。



主

I 564 I hua ｜画话

E画供E hua;;gong I到犯人在供状上画押，表
示承认上面记录的供词属实（多见于早期白

i舌）。

E画虎类狗1 huahu-leigou 《后汉书·马援传》：

“画虎不成反类狗。”比喻模仿得不到家，反而

弄得不伦不类。也说画虎类犬。

E画虎类犬E huahu-leiquon 画虎类狗。

E画夹】 huajia 圈绘画用的夹子，较大较硬，绘

画时把画纸铺在t丽。

Z画家E huajia l每擅长绘画的有成就的人。

E画架E huajia 圈绘画用的架子，有三条腿，绘

画时把画板或蒙画布的框子斜放在上丽。

E画匠E huajiang l'8J 绘画的工匠，旧时也指缺

乏艺术性的画家。

E画境E huajlng I画图面中的境界z 风景优美，

如入～。

E画镜线E huajingxian I写挂镜线。

E画句号E huo juhao 指事情做完或结束。

E画具E huaju I组绘画用的工具，如画笔、画板、

画架等。
E画卷E huajuan 噶］＠成卷轴形的画。＠比

喻壮丽的景色或动人的场面。
E画廊】 hualang ［富＠有彩绘的走廊。＠展
览图画照片的走廊。

E画龙点睛］ hual6ng-dianjlng 传说梁代张僧
画系＜you）在金陵安乐寺壁上丽了四条龙，不点

眼睛，说点了就会飞走。昕到的人不相信，偏

叫他点上。刚点了两条，就雷电大作，震破墙
壁，两条龙乘云上夭，只剩下没有点眼睛的两
条（见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比喻作文
或说话时在关键地方加上精辟的语句，使内容

更加生动传神。
E画!IP] hua;; moo ［到旧时官厅卵时（早上五点
到七点）开始办公，到班人员签到，叫画卵。现

泛指上班时报到。

E画眉】 huamei 圈鸟．身体上部绿褐色，下部
棕黄色，腹部灰白色，头、后颈和背部有黑褐色

斑纹，有白色的眼圈。叫的声音很好听，雄鸟

好斗。

E画面E huamian 画画幅、银幕、屏幕等上面呈

现的形象：～清晰。
E画皮E huapi IBl 传说中妖怪伪装成美女时披

在身上的人皮，可以取下来描画（见于《聊斋志

异·画皮衍。比喻掩盖狰狞面目或丑恶本质的

美丽外表。
Z画片JL】 huapianr ＜口〉南画片。
E画片E huapian l=8J 印制的小幅图础。

E画屏E huaping 函用图画装饰的屏风。

E画i普E huapu 国＠画帖。＠鉴别图画或评

论画法的书。
E画蛇添足E huδshe-tianzu 蛇本来没有脚．画

蛇添l二脚（见于《战国策·齐策二》）。比喻做多
余的事．反而不恰当。

[iJIJj师】 huashl ~ O 画家。＠以绘画为职业

的人。
[U画 I ·Cy> huo shizi O 旧时不识字的人在契
约或文书七画个“十”字代替签字。＠基督教
徒祈祷时的一种仪式，用右手从部i k到胸前．
再从一肩到另一－肩画个“十A”字形，纪念耶稣被

钉在十字架上。也表；f~祈求、赞美和感谢上
帝．或表示忠于信仰、激励自己拒绝诱惑和克
服恐惧。

E画室】 huashi rEI 绘画用的房间。

E画坛1 huatan 南指绘画界。

E画帖E huatie IBl 临摹用的图画范本。

E画咨fl huatu o ＜一／／一）画面阁形（多指图样
或地图）．～员。＠画图幽，多用于比喻：这

些诗篇构成了一幅农村生活的多彩的～。
E画外音l huawaiyln 圈影视等指不是由画面

中的人或物体直接发出的声音。
E画问号】 hua wenhao 指对事情有疑问z 他

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真得画个问号。
[l画像】 huax iang O < 11 ）画面人像z 给他画

个像。＠［萄画成的人像：一幅鲁迅先生的～。

E画押】 hua11va rn!ll l日时在公文、契约或供词 t
画花押或写

E画页E ht』av岳圈书刊皇印有图画或照片的页

面｜或一页。

E副院】 huayuan ［雹古代供奉内廷的绘丽机
构，宋徽宗时代（公元 1101 1125 ）的最著

名，国法往往以主细为特点。后来称这种风格
为画院派。现在的某些绘画机构也叫作画院。

E画展］ huazhan [:8J 绘画展览：看～。

E画知】 hua;; zhl ~面］旧时在请客通知单上自己
的名字下面写一“知”字，表示已经知道。

E画轴E huazh6u ［雪装被后带轴的阁丽（总
称）：仕女～｜山水～。

[t画字E hua;; zi ＜方〉画画押（多指画一个“十”
字的）。

E画作E huazuo 圈绘画作品。

主1二 4俨 旷 hua O ＜～儿） [BJ 说出来
在s-c言、 1昏）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
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讲～｜会～｜

土～｜这两句～说得不妥当。＠［却说；谈z ～
别｜～家常 l茶～会。

E话吧E huaba I望供人打电话的营业场所（多

为费用较低的网络电话）。

z话把JL] huabar 圈话柄。



[t舌白】 huabai o ：垒｜戏曲中的说 tJ 。＠［动J

旧时i平书演员登台后，先念 i场诗，接着拍醒
木，再说儿句’:JI入11'.题的话， II叫作话白。

E话本l huab曲直］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Jfj遇
俗文字写成啕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

题材，是’宋元L\\ f"1J艺人说11日的底本。今存《清
平山堂i吕牛二》、《全相平话 ti种》等。

E话另1J] huaγbie I割肉 )jiJ lllj聚在块儿谈话：

临行～，不胜依依。
(t币柄】 huablng l名、被人余米做谈笑资料的言

论或行为：留下～。
(j;舌茬儿】 huachar ＜方〉组＠话头．我刚说到
这儿，她就接上了～。＠口风； I I 气：听他的

～．这件事好办。
Ci＆费E huafei r名J 电话的使丹l费：交纳～。

E话锋】 huaf岳ng ~＇ t舌头：把～一转｜避开～。
E话机】 huaji [BJ 电话4①。

E话旧】 huajiu 到1 跟久别重逢的朋友谈往事；
叙旧．围炉～o

E话剧】 huaj1江南用对话和动作来表演的戏剧。
(i！「J JLl huakour 〈方〉［各l 口庐＼. ' r-i 风：听｛也的
～，是不想去的意思。

E话妨E hualao E指话特别多的人（含讥讽或
诙谐意）：这个～，说起来没完没了。

E话里有话】 hua·ll-vouhua 话里暗含有别的意

思。
(j;舌梅】 huamei l包把梅子等用糖或蜜等胳渍
而成的小食品。

E话说E huashuo i萄。旧小说开头时常用的
词语，用于一个章节或段荡开始的地方，以提

起下文。 e ill·讲述：《～长江》。
E话题】 huati lEJ 谈话的中心：～转了｜换个～
接着说。

[i舌亭］ huating tsl 电话亭。
(i!筒E huatong ['81 0 发话器的通称。＠传
声器的通称。＠而l附近i斗多人大声讲话用的
类似圆锥形的筒。也叫传声筒。

(i舌头】 huat6u ＜～儿）［名l 谈话的头绪：打断～｜
他又另起一个～说起来G

E话外音E huawaiyin l苟言外之意．他说钱不

够花，～是嫌工资少了。
[i后网E huaw凸ng 1'8] J旨电话的通信系统。
(i占务员】 huawuyuan l名l 使用交换机分配电
话线路的工作人员。

E话匣子］ huaxi6· zi <h-> t每＠原指留声机，
后来也指收音机。＠比喻话多的人。 i百多的
人开始没完没了地说词叫打l「i击胆子。

[i吕i苦l huayin c~ JL) ［皇，JO 说话的声音·～刚

落，会场里响起一片掌声。＠〈口〉言外之意：

话烨桦姻触怀 I hua - hu6i I 5“| 

听他的～儿，准是另有打算。

(if,-f百l huavu r每言语，说的话z 天真的～！他
～不多，可句句中听。

(l吕i肘Y.】 huayC』quan [=81 说话权，人们依法所

字：；｛f的提出个人见解的权利。也指控制、影响

舆论走向的支阳力 j址。

烨… hua ＜书〉女子栩如同。
（姆）

桦山 hua 画落叶乔木或灌木，树皮白
（棒）色、灰色、黄色或J黑色，有的是片状

或纸状分层剥落，叶子丘生。在我国多生长在

东北地以。有白4司F

占币： hL』d 见 493 页i妮k胆~ ）！。
贝幽（女童) 
佳 hua O ＜书〉有角的母羊 8 CHua ）圈

ft't 0 

,, 
huai c 厂X1li)

牙山川＠圈胸部或胸前：掩着
, （慑）～l小孩叫在妈妈～里。＠心
怀；胸怀；情怀2 壮～｜襟～ J抒～｜咏～。＠思
念；怀念：～乡｜～友｜～古。＠圈腹中有

（胎）：～胎｜～孕。＠［萄心里存有：～恨｜不
～好意｜少c shoal ～大志。 0 CHu6ilf毡姓。

E怀抱】 huaibao O 画抱在怀里．～着婴儿。一二÷
＠画i胸前z 睡在母亲的～里。回到祖国的～。主矗三

＠［动］心里存有：～着远大的理想。。〈书〉

［名］心胸； fl算：别有～。＠（～儿） <Ji ＞ 圈指

婴儿时期。

E怀表】 huaibi凸0 ［＇割装在衣袋里随身使用的

表，一般比手表大。
E怀才不遇l huaicai-buyu 有才能而得不到施

展的饥会。

E怀春】 huaichun ＜书〉（量指少女爱慕异性。

E怀占】 huaig心 l动追念古代的事情（多用于有

关古迹的诗题）：赤壁～。
E怀鬼胎】 huai guitai 比喻心里藏着不可告人
的事或念头。

E怀恨】 huai;;hen ［动l 心理怨恨g记恨：～在心。

E怀旧】 huaijiu l功l 怀念往事和l旧日有来往的

人。

E怀:.2.~l huailian 画怀念：～故园风物。

E怀念】 huainian I型］思念：～故乡｜～亲人。
E怀柔】 hu6ir6u 司］用政治手段笼络其他的民

1族或国家，使归附自己：～政策。
E怀胎】 huai;;tai r刻怀孕：十月～。

（＇~耳、！＇J:tl hu6ixi凸ng E主］怀念：身在国外，常常～



I 566 I huai - huan i 怀徊淮槐躁穰坏欢

故乡。
E怀疑E huaivi 画＠疑惑z不很相信z 他的话

叫人～｜对于这个结论谁也没有～。＠猜测：

我～他今天来不了。
E怀孕l hu6i;;yun 画妇女或雌性哺乳动物有

了胎。

徊＇~uai m 9叮【棚］o
另见 582 页 hui 。

占任 Hu6i 0 淮河，水名，发源于河南，流经安

1 µ：. 徽，入江苏洪泽湖。＠圈姓。
E淮北l Huaib岳i [BJ 指淮河以北的地区，特指安

徽的北部。
E淮海E Huai-H凸i ［直指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河以

北及海州（现在的连云港西南）一带的地区。

E淮剧l huaiju 圈江苏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

名江淮戏，流行于淮阴、盐城等地。
E淮南】 Hu6in6n I直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

地区，特指安徽的中部。

槐 huai !Bl o 槐树，落叶乔木，羽状复口｜，
花淡黄色，结英果，圆筒形。花可制黄色

染料。花营和果实吁人药。 8 <Huai ）姓。

躁 ~u6i 圈小腿与脚之间部位的左右两侧
的突起，是由腔骨和陈骨下端的膨大部分

形成的。（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

E跺子骨E huai·zig心〈口〉匈躁。

穰M 见下。

王町 huaiba 圈东北地区叩土并播种
的农具。

飞

huai c 厂X"lfj ) 

4习A ’~ huai O 圆缺点多的；使人不满
、（壤）意的＜Ji＆“好咱对）：工作做得不
～。＠庄园品质，悲劣的；起破坏作用的：～人｜

～事｜这个人～透了。 81糊不健全的；元用

的z有害的：～鸡蛋｜水果～了 l 玩具摔～了。

＠画使变坏：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容易～肚子。
＠圈表示身体或精神受到某种影响而达到

极不舒服的程度，有时只表示程度深z 饿～了｜

气～了｜忙～了｜这件事可把他乐～了。＠［苞
坏主意z 使～｜一肚子～。

〈古〉又同“坯” pT o 

E坏处】 huaichu !Bl 对人或事物有害的因素．

这么做一点儿～也没有。
E坏蛋E hua idan < u > !Bl 坏人（骂人的tl'i ＞。

E坏东西】 huaid6ng·xi 圈坏人。

E坏话E huaihua 圈。不对的话；不入耳的话E

不能光听颂扬，好话～都要听。＠对人对事不

利的话＝有话当面讲．不要在背后说人～。

E坏人】 huairen !Bl 品质恶劣的人；做坏事的

人。

E坏事E huaishi O c -11～）画使事情搞糟z 照

他说的做，非～不可｜成事不足，～有余。 81Bl
坏事情，有害的事情：坏人～O

E坏水E huaishuT （～儿）白雪指狡诈的心计；坏主
意2 一肚子～。

E坏死】 huaisT 圈机体的局部组织或细胞死

亡，原有的功能丧失。形成坏死的原因很多，
如局部血液循环断绝，强酸、强碱等化学药品
对局部组织的破坏等。

E坏账】 huaizhang 圈会计上指确定元法收回

的账。

[ :6：~9＝~飞子豆豆7 ] 

欢（散f灌J耀、幢） ~＇；；： 
兴.：～喜｜～乐｜～迎｜～送｜～呼。＠指所喜爱
的人（多指情人） ：新～。＠〈方） Ifill 起劲，活

跃：火着得很～｜雨越下越～ l 文娱活动搞得挺
~ 。

“旗”另见 567 页“灌”。“尊重”另见 567 页

“辘”。

E欢蹦乱跳E huanbeng-luantiao 形容健康、活

泼、生命力旺盛．幼儿园里的孩子个个都是～
的。也说活蹦乱跳。

E欢畅J huanchang E画高兴，痛快·心情～。

E欢度】 huandu I司欢乐地度过·～晚年。

E欢歌】 huang岳。画欢乐地歌唱2 尽情～0汽

笛在～。＠［吕欢乐的歌声：～笑语｜远处传来
了青年们的阵阵～。

E欢呼】 huanhO 圈欢乐地呼喊：热烈～｜～胜

利。

E欢聚E huanju 8司快乐地团聚：～一堂。

E欢快】 huankuai fill 欢乐轻快：～的心情｜～

的乐曲。

E欢乐】 huanle I勤快乐（多指集体的）：广场上

～的歌声此起彼伏。
E欢闹E huannao D甜＠高兴地闹着玩JL ：孩子

们在操场上～。＠喧闹：～的锣鼓声、鞭炮声

响成一片。

E欢洽l huanqia 圈欢乐m1融洽z 两情～｜两人

谈得十分～G

E欢庆E huanqing 画高兴地庆祝。

E欢声雷动l huansheng-leidong 欢呼声像打



雷那么响，形容场面热烈。
E欢声笑语E huonsh岳ng-xiao川欢笑的声音和
话话：联欢会上到处是～。

E欢实E huon· shi ＜方〉晴起劲3活跃：你看，孩
子们多～啊！｜机器转得挺～。也作欢势。

E欢势l huon·shi 同“欢实”。
E欢送E huonsong B国高兴地送别（多用集会方

式） ：～会｜前来～的人很多。

E欢腾E huonteng ［动l 欢喜得手舞足蹈z 喜讯传
来，人们立刻～起来。

E欢天喜地】 huontion-xidi 形容非常欢喜。

E欢喜E huonxi 0 r形］快乐；高兴2 满心～！欢欢
喜喜过春节｜她掩藏不住心中的～。＠［割喜
欢；喜爱：他～打乒乓球｜他很～这个孩子。

E欢笑E huonxiao l司快活地笑z 室内传出阵阵
～声。

~欠心］ huonxln I写对人或事物喜爱或赏识的
心情：讨人～｜这孩子人小嘴甜，最得爷爷奶奶

的～。
曰：欣E huonxln [WJ 快乐而兴奋：脸上露出～

的笑容。
E欢欣鼓舞】 huonxln-g心WU 形容心情愉快，精

神振奋。
E欢颜】 huonyan ＜书〉圈快乐的表情z笑容·
强作～。

E欢迎E huonying I~ 0 高兴地迎接：～贵宾｜
～大会。＠乐意接受z ～你参加我们的工作｜
新产品很受消费者的～。

E欢愉l huanyu E回欢乐而愉快：～的笑容｜人
们沉浸在节日的～之中。

E欢悦E huonyu岳阳欢乐喜悦z 满心～｜～的笑

声。
E欢跃E huonyue I到欢腾。
E昔t: , .. huon ＜书〉喧哗。
3崔（灌、：111）‘‘灌”另见 5白6 页‘‘欢”
猩 m 圈狗猩猪猩等
（耀、榷） 的统称。

骥~ Huon 翩。
CJ睡）“腰”另见 566 页“欢”。

,, 
huan （厂义与）

平r huan 0 返fii］原来的地方或恢复

~Ci墨）原来的状态2 ～家！～乡｜～俗｜退
耕～林。＠［到归还z 偿～｜～书。＠回报别

人对自己的行动＝～嘴｜～手｜～击｜～价｜～
礼｜以牙～牙，以眼～眼。 0 (Hu6nll组姓。
另见 506 页 h6i 。

欢灌脚还环 I huan hu6~_J主三J

E还报］ huanbao I面报答；因报。

E还本E huan11b品n （～儿）画］归还借款的本金：

～付息。

E还魂E huan;;hun 画死而复活（迷信）。

E还击E huanjl 闯l 回击。
E还价J huan11jia ＜～儿）［动l 买方因嫌货价高而

提出愿付的价格：讨价～。
E还口E huan;;Iφu I动i 还嘴：骂不～。

E还礼】 huan;;li 圈。回答别人的敬礼：连长

敬了一个礼，参谋长也举手～。＠回赠礼品。
E还迁E huanqion ［到回迁。
E还情E huan;;qing l剥报答别人的恩情或美

恙。
E还子l huan 11 shou ［.到因被打工或受到攻击而

反过来打击对方2 打不～｜无～之力。
E还俗E huan闯。［动］僧尼或出家的道士恢复普

通人的身份。
E还席】 hu6n11xi ［：动~ （被人请吃饭之后）回请对

方吃饭z 明天晚上我～，请诸位光临。

E还~Al huan11vang I到死而复活（迷信）。
E还原E huan;;yuan 画＠事物恢复原状。＠

指含氧物质被夺去氧，也泛指物质在化学反应
中得到电子或电子对偏近。如氧化铜和氢气
加热后生成销和水。还原和氧化是伴同发生
的。

E还原剂l huanyuanji r翻在化学反应中能还

！原其他物质而自身被氧化的反应物。 豆三三
E还愿l huan;;yuan 圈。（求神保佑的人）实主享三
践对神许下的报酬。＠泛指实践诺言。 王三三

E还债】 huan;;zhai 回归还所欠的债。

E还账E huan11 zhang 画归还所欠的债或偿付

所欠的货款。

E还嘴l huan;;zui 励］受到指责时进行辩驳；挨
骂时反过来骂对方z 他自知理亏，无论你怎么
说，都不～。也i兑还口。

环 n 0 川圆圆圈形的东
( 瑕) 一曲 : 耳~ | 花 ~ | 铁 ~ 。 • lml 指

射击、射箭比赛中射中环靶的环数，射中靶心，
一般以卜环汁，离靶心远的，所得环数依次递

减2 三枪打中了二十八～。＠环节：从事科学
研究，搜集资料是最基本的一～。。画围绕z
～绕｜～游｜～球｜～城铁路。 8 ( Hu6n）圈
姓。

E环靶E huanba [El 当中一个圆点，外面套着半
径由小到大的若干层圆圈的靶子。

E环保E huanb凸0 0 圈环境保护。＠圃属性

词。符合环保要求的；具有环保性质的2 ～建
材｜～餐盒。

E环抱E huanbao I通围绕（多用于自然景物）：



568 huan 环

群山～｜青松翠柏，～陵墓。
E环比E huanbT l现现在的统计周期与七一个

统计周期相比，分为日环比、周环比、月环比、
年环比等（区别于“同比勺。

E环渤海】 Hu6nb6hai ~指环绕渤海全部及黄

海部分沿岸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大

连、济南、青岛、石家庄等城市。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E环衬］ huanchen 圈指某些书籍封面后、扉页

前的）页，一般不印任何文字。
E环岛E huand凸0 ~指交叉路口中心的高出路
面的圆形设置。

E环顾E huangu ＜书〉圃向四周看；环视z ～左

右｜～四座。
E环合E huanhe ＜书〉画环绕（多用于自然景
牛奶 z 四面竹树～，清幽异常。

E环环相扣E hu6nhu6n-xiangkou O 一环扣一
环。比喻若干事物之间密切相关。＠形容运

作步骤安排得紧凑而有序。
E环节】 hu6njie 圈。某些低等动物如蜓蚓、
虫吴蛤等，身体由许多大小差不多的环状结构互

相连接组成，这些结构叫作环节，能伸缩。＠

指互相关联的许多事物中的一个．主要～｜薄

弱～。
E环节动物E huanjie dongwu 动物的一门，身

体长而柔软，由许多环节构成，表面有像玻璃

的薄膜，头、胸、腹不分明，肠子长而直，前端为

重主盖 口，后端为月工门，如蜓虫？｜、水蛙等。

主主主雪 E环境】 hu6njing 圈＠周围的地方：～优美｜
～卫生。＠周围的情况和条件：客观～｜工作
~ 。

E环境保护E hu6njing baohu 有关防止自然环

境恶化，改善环境使之适于人类劳动和生活的
工作。

E环境壁垒】 hu6njing bil岳l 绿色壁垒。

E环境标志E huanjing biaozhi 产品的一种证

明性标志，表明产品在生产、使用和废弃处理
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元害或危害极

小，同时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回收利用。我国

的环境标志图形由青山、绿水、太阳和十个环
组成。也叫绿色标志、生态标志。

E环境激素】 hu6njing jisu 扰乱人和动物的内

分泌系统，有类似激素作用的化学物质，能够

影响人和动物的生殖、发育等。如二H恶英、苯
乙烯

E环境科学】 hl』6「1jing k岳XU岳研究和探索人类

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E环境污染E hu6njing wu的n 由于人为的因

素，环境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使生物的生长

繁殖和人类的正常生活受到有害影响。

E环境武器】 hu6njing w心qi 专门破坏一定区

域的生态环境，以杀伤敌人、摧毁敌方军事设

施的武器。如地震武器（靠人为因素引发地

震）、海啸武器（人工诱发可以控制的海啸）、生
态武器（破坏生态平衡，使人面临生存危机）
等。

E环境要素］ huanjing yaos1；』构成环境的基本
单元，如自然环境要素有水、空气、生物、士壤、
岩石以及阳光等。环境要素在形态、组成和性
质上各不相同，彼此独立，通过物质转换和能
量传递而相互联系，构成环境整体。

E环流E hu6nliu 圈流体的循环流动，由于流体

各部分的温度、密度、浓度不同，或由于外力的
椎动而形成z 全球大气～｜大洋～。

E环路l hu6nlu 圈围绕城区修建的环形道路。
E环幕电影E hu6nmu dianyTng 一种银幕呈环
形（360。）的电影，观众在圆形的厅内可以看

到四周环绕的电影画面，配合全方位的立体声
效果，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E环球J hu6nqiu O lll!Jl 围绕地球：～旅行。＠

同“寰球”。

E环绕E hu6nrao 画围绕z 村庄四周有竹林～。

E环绕声】 hu6nraosh岳ng 函l 将左、右、中、后环

绕多声道声源预先编码，使成为双声道信号，

播放时通过解码器和功率放大器，借助中置音
箱和后环绕音箱加强立体声效果的声音，比汉

声道的现场效果更为真实。
E环绕速度】 hu6nrao sudu 第一宇宙速度。

E环生E hu6nsh岳ng I副－个接－个地发生z 险

象～。

E环视E hu6nshi 国向周围看z ～四周。

E环经E huantlng I组分子中碳原子相连成环状

结构的炬，如脂环娃、芳香炬。

E环卫E hu6nwei E园属性词。跟环境卫生有关

的2 ～工人｜～部门。

E环线E hu6nxian l重环行路线z 地铁～｜沿～

行驶。
E环行］ hu6nxing ［.割绕着圈子走：～电车｜～

公路｜～一周。

E环形】 hu6nxing ［组圆圈的形状。

E环形交叉E hu6nxing jiaocha 平面交叉的一

种，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相交时，通过交叉

路口的车辆一律绕环岛单向环形行驶，再转入
所去的道路。

E环形山］ hu6nxingshan ［~J 月球、火星和水星

等表面上的一种特征结构。山呈环形，囚周高
起，中间平地t又常有小山，多由陨星撞击而

形成。
E环宇E hu6nyu 同“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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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环指】 huanzhi ［吾紧挨着小指的手指头通｜丘E huan ＜书〉环形的东西。
称无名指。 。 ｜饭（馒）

E环志l huanzhi 撞到戴在候鸟身上的金属或塑｜辜普 huan 妇女梳的环形的发警g 云～。
料环形标志，上面刻有国名、单位、编码等标 I ~萝乏

记，用作研究候鸟迁徙规律的依据。
E环子E huan· zi 圆圆圈形的东西：门～。

句~ Huan 圈姓。
I" 另见 1494 页 Xun 。

τl:r hu6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没有地上茎，

主主根状茎粗壮，叶子心脏形，花白色带紫色
条纹，果实椭圆形。全草入药。

曲目 hu6『l 0 ＜书〉大llJo 8 CH峭的强姓。

::Jt=i Hu6n ＠同口iJ,7}c名，在河南。也叫安阳
1且河。＠圈姓。
桓 Hu06n 酬。

b也 u6n 古代一种用来测风的装

写毛（镜）置。
在 hu6n 制泽（Huantu Ze），春秋时郑国

泽名。据记载，那里常有盗贼聚集出没。
和 hu6n ＜书〉＠幼小的绪。＠豪猪。
忽且〈古〉又同“德” huan"

馁 u6n E古代重量单位，一镀约
（馁）等于IR制洞。

圈 huan .IJl!. 1 721 页阳lo
另见 1614 页 yuan"

｜舅（国） hu6n 见下。
[I阕阕E hu6nhui ＜书〉［名！街市。
渥 H翩翩，水名，在湖北。

寰 hu6n 广大的地域＇ ~"J' I ～海！人～

E寰球l huanqiu 国手在个地球；全世界。也作

环球。
E寰宇E huanv心〈书） l名］寰球； :k下 2 声震～。
也作环字。

嫖 hu6n 见 77日则明

bm主 hu6n ＜书〉＠绳索的套子z 投～

与军（镣）（上吊）。＠绞杀：～首。
丑献 u6n 古代蓝的一种

（醺）
辗 u6n 脚川n川关名，
（朦）在河南搬1!1 。
另见 571 页 huan"

鹊 u6n 国鸟，身体大嘴细长而弯
（震局）曲，腿长。生活在水边。种类较

多，如白墨鸟、朱鹊、彩鹊等。

v 
huan （厂义与）

b理… huan 0 迟；↑曼z 迟～｜～步｜～不
夜（簇）础。＠画l 延缓；推迟：～力！～
建｜～期｜这事～几天再说。＠缓和；不紧张：

～冲｜～急。 0 [AlJJ 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昏
过去又～过来｜焉了的花，浇上水又～过来了。

E缓兵之计】 huanblngzhlji 使敌人延缓进攻的

计策，借指使事态暂时缓和同时积极设法应付
的策略。

E缓不济急】 huanbujiji 迟缓的行动或办法赶

不上迫切需要：临渴掘井，～。
E缓步E huanbu I亟放慢脚步：～来到纪念碑

前。
E缓冲】 huanchong ［量使冲突缓和z ～器｜～

地带｜～作用。

E缓和E huanhe O 回（局势、气氛等）和缓：药

性～｜紧张的心情慢慢～下来了。＠画使和
缓z ～气氛｜～紧张局势。

E缓急l huanji IEl 0 和缓和急迫：分别轻重
～。＠〈书〉急迫的事；困难的事z ～相助。 王三E

E缓颊】 hu凸nji6 ＜书〉画为人求情。 主幸三
E缓解l hu凸n闽南）＠剧烈、紧张的程度有所减专E三

轻；变缓和：病情～｜拓宽道路后，交通阻塞现象
有了～。＠使缓解：～市内交通拥堵状况。

E缓慢l huanman I固不迅速；慢：行动～。

E缓坡l huanpo 啤］和水平面所成角度小的地

面；坡度小的坡。

E缓期】 huanql 画把预定的时间向后推2 ～执

行｜～付款。

E缓气E hu凸n;; qi ［司恢复正常呼吸（多指极度

疲劳后的休息）：乘胜追击，不给敌人～的机

会。
E缓限E hu凸nxian 圈延缓限期：予以通融，～

三夭。

E缓刑］ hu凸nxing I司对犯人所判处的刑罚在

一定条件下暂缓执行或不执行。缓刑期间，如
不再犯新罪，就不再执行原判刑罚，否则，就把

前后所判处的刑罚合并执行。
E缓行】 huanxing 圈。慢慢地走或行驶z 拄

杖～｜车辆～。＠暂缓实行z 计划～。

【缓醒E hu凸n•xing ＜方＞ I动］失去知觉之后又恢

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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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缓役l huan听国缓期服兵役。
E缓征E huanzhe『19 ［司缓期征收或征集。

星 Huan 酬

huan （厂义与）

3 huan O 没有现实根据的；不真实的 z 虚
～｜梦～｜～想。＠奇异地变化2 ～术 l

变～。
E幻灯E huandeng 圈＠利用有强光和透镜等

的光学器具，映射在臼幕上的图画或文字z 放
～｜看～。＠放映幻灯的装置。

E幻化E huanhua 画奇异地变化：雪后的山谷，

～成一个奇特的琉璃世界。
Z幻景E huanjing ［雹虚幻的景象；幻想中的景
物。

E幻境l huanjing 圈虚幻奇异的境界z 走进原

始森林，好像走进了童话的～。

E幻觉E huanju自画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没

有外在刺激而出现的虚假的感觉。患有某种

精神病或在催眠状态中的人常出现幻觉。
E幻梦E huanmeng 画虚幻的梦境；幻想：一场
～｜从～中醒悟过来。

E幻灭E huanmie 画（希望等）像幻境一样地消

三三呈 失。
E幻视E huanshi I望幻觉的一种，眼前没有某种
影像而视觉映出这种影像。

E幻术】 huanshu ~魔术。
E幻听E huantlng 圈幻觉的一种，耳旁没有某
种声音而昕觉感到这种声音。

E幻想】 huanxi凸ng 0 国以社会或个人的理

想和愿望为依据，对还没有实现的事物有所想

象z ～成为月球上的公民。＠圈幻想出的情
景z 一个美丽的～。

E幻象E huanxiang 画幻想出来的或由幻觉产

生的形象。
E幻影J hua『iying 回幻想中的景象。

矢… huan ＜书） 0 ~；多。＠文采
（唤）鲜明。

宦 huan O 官吏， ~~o 8 做官2仕～｜～
游。＠宦宫。 o CHua门）圈姓。

E宦官l huanguan 画君主时代宫廷内侍奉帝
王及其家属的人员，由阉割后的男子充任。也

叫太监。
E宦海E huanh凸t 圈指官吏争夺功名富贵的场

所s官场z ～沉浮 l～风波。

E宦途E huantu ＜书〉［雹指｛故宫的生活、经历、

遭遇等；官场：～失意。
E宦游E huanyou ＜扫〉［司为求官或做官而在
外奔走：～四方。

换 huan 画＠给人东西同时从他那里取得
别的东西：交～l调～。＠变换；更换z ～

车｜～人｜～衣服｜～发球。＠兑换。
E换班】 huan;;ban c～儿）函］（工作人员）按时

轮流替换上班2 日班和夜班的工人正在～。

E换茬E huan;;cha ［司一种农作物收获后，换种
另→种农作物。

E换乘E huancheng D司途中更换不同线路或不

同类别的交通工具。

E换代E huandai ［盈。改变朝代：改朝～。＠
指产品在结构、性能等方面比原来的有明显的

改进和发展：～产品｜加快产品的更新～。
E换挡E huan;;d凸ng 画把汽车、拖拉机等的排

挡从一个挡位推到所需要的另－个挡位上，生ll
从二挡换到二挡，从四挡换到三挡等。

E换防E huan;;fang 圈原在某处驻防的部队移

交防守任务，由新调来的部队接替。
【换岗】 huan;;g凸ng ~JO 原来站岗的人下岗，

由接替的人上岗，继续执勤：交通警察～。＠
转换岗位；从－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工作：

～前要进行培训。

E换个JLl huan11 ger ＜口〉［相互相调换位置：
咱俩换个个儿坐 l左右抽屉大小不一样，不能～O

E换工E huan;;gong l副农业生产单位之间或

农户之间在自愿基础上互相换着干活儿。

E换汇E huan;;hul 画换取外汇z 出口～。

E换季E huan11 ji 圃季节更换：～时注意增减
衣服。

E换肩】 huan;; j ion Q司把挑的担子或扛的东西

从一个肩上移到另一个肩上。
E换届E huan;;jie ~领导机构一届期满后另行

改选或调任z ～选举。
E换马J huanma 司l 比喻撤换担负某项职务的
人（多含贬义）。

E换脑筋】 huan naojln 指改造思想或改变旧

的观念。

E换气扇E huanqishan [BJ 玄’在墙壁或窗户上，

使室内外空气交换，以排除室内污浊空气的电
风扇。也叫排风扇。

E换钱E huan11qian 国＠把整钱换成零钱或

把零钱换成整钱g把一种货币换成另→种货

币。＠把东西卖出得到钱：破铜烂铁也能～o
E换亲E huanqln 圈旧俗两家互娶对方的女儿

做儿媳妇。

E换取E huanq心［通用交换的方法取得z 用工

业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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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换手】 huanshou ~动！ 0 （－／／一）把手提的东西

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子．袋子大重就勤～。＠
转手（多指股票买卖〉：～率。

E换算】 huansuan l动l 把某种单位的数量折合

成另一种单位的数量。
E换汤不换药】 huan tang bu huan yao 比喻
只改变形式，不改变内容。

E换中占】 huan;;ti岳［割旧时朋友结拜为异姓兄

弟时，交换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家世的帖子：

～弟兄。
E换位思考】 huanwei sik凸o 站在对方的角度

和立场来思考问题，多指设身处地为他人着
想，互相宽容、理解。

E换文】 huanwen 0 < -11寸圃（国家与国家之

间）交换文书。＠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就已经
达成协议的事项而交换的内容相同的文书。
一般用来补充正式条约或确定已达成的协议，
如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处理边界问题的换文

等。

E换洗l huanxl 自由］更换并洗涤（衣服、床单等）：

衣服要勤～｜这次出门，就带了几件～的衣服。

E换血】 huan;;xi岳［到比喻调整或更换组织、机

构等的成员。

E换牙E huan;;y6 ［到手L牙~一脱落，恒牙逐一
生出来。一般人在白←H 岁时开始换牙，12
14 岁时全部乳牙被恒牙所代替。

E换言之l huany6nzhi ＜书〉换句话说。

唤 huan [1;lj] ~出大声，使对方觉醒、注意或
随声而来：呼～｜～醒 i～起。

E唤起】 huanql 画＠号召使奋起：～民众。＠
引起（注意、回忆等）：这封信～了我对往事的

回忆。
E唤头E huan•tou 圈街头流动的小贩或服务
性行业的人（如磨刀的、理发的）用米招弓｜顾客

的各种响器。

E唤醒l huanxlng ［甜。叫醒：他把我从睡梦
中～。＠使醒悟：～民众 I 1917 年的俄国十

月革命～了中国人。

涣 huan 消散：～散

E涣涣l huanhuan ＜书〉晴形容水势盛大。

E涣然】 huanr6n 帽形容嫌隙、疑虑、误会等完

全消除·～冰释。
E涣散l huansan O l也（精神、组织、纪律等）散

漫，松懈：士气～｜精神～。＠涌］使涣散：～

军心｜～组织。

、＇a ._. huan O ＜书〉洗2 ～衣｜～纱o

1JG（可斡）＠唐代定制咽官吏｜夭吹休息
沐浴，每月分为上流、中注、 Fi完．后来借f\' L 

句、中旬、下甸的别称。 8 CHuanl 圈姓。
E扭 huan O 祸害；灾难：～难｜水～ i 防～未
J~飞然。＠忧虑：忧～｜～得～失。＠圈害

（病）．～病 i～者。

E，鲁、处】 huanchu 圈长疮舟’或受外伤的地方。
［｝（苦、得患失l huande-huanshi 《论语·阳货》z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指对
于个人的利害得失斤斤计较。

【患难E huannan 圈困难和l危险的处境：同甘

苦，共～！～之交（共过患难的朋友）。
E患难与共l huannan-y心gong 在不利处境中，

共同承受困难或尖祸。

【患者E huanzh岳函患某种疾病的人：肝炎～。

房白 huan O 光明：光亮z ～发。 8 <Huanl 
／罗℃圈姓。

【焕发l huanta I动］＠光彩四射．精神～｜容光

～。＠振作2 ～激情｜～革命精神。
E焕然】 huanr6n 回形容有光彩．～一新。
【焕然一新E huanr6n-yixin 形容出现了崭新的

面貌：店面经过装饰，～。

道 huan ＜书〉逃油料难～

陇主r huan 〈书〉＠明亮。＠美好。
即U
痪 huan 见 1267 页懒）］ 0 

象 huan 耕

【象养E huany凸ng E面l u畏养（牲畜），比喻收买并

利用。

J虫 huan 见 876 页【漫滤l 0 
11~、

在er huan t8l 草鱼。
既（皖）
撮 huan ＜书〉穿～叩｜躬～甲宵。

辗一 huan 凸f叫用车分裂人体的
（暇）酷刑。
另见 569 页 hu6n0

i~~~~fi1:1句旦王［i,ij ＿」

毛主 huang O 见 96 页｛病人膏育1、435 页
同【膏育lo 8 (Huong）圈姓。
羊t huong O 圈荒芜：地～了。＠荒凉2
JI U ～郊｜～岛｜～滩。＠荒歉z ～年 i 备～。
。荒地：生～｜熟～｜开～！垦～。＠画荒疏：
别把功课～了！多年不下棋，～了。＠严重的
缺乏：粮～｜煤～ l房～。＠不合情理z ～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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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方〉不确定的＝～信｜～数儿。＠迷
乱dilz纵2 ～淫n

E荒草E huangc凸0 ~野草z ～丛生。

E荒村】 huangcun E 荒僻的村落。

E荒诞E huangdan 圈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
～不经｜～无稽 1情节～。

E荒诞派E huangdanpai ［吕西方现代文学艺术
流派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于法罔，
后流行于欧美和日本，在戏剧上表现最为集中

和突出。以存在主义为思想基础，着重表现世
界的非理性和人的异化，常采用象征隐喻、夸

张变形等手法来营造荒诞感。
E荒地E huangdi ~没有开垦或没有耕种的土
地。

E荒废E huangfei ［动＠该种而没有耕种：村
里没有一亩～的土地。＠荒疏z ～学业。＠
不利用；浪费（时间）：他学习抓得很紧，从不～
一点儿工夫。

E荒古E huangg凸圈太古：～世界。

E荒寂】 huangji l殖荒凉寂静z 四周空旷～ J～

的山谷。

E荒郊E huangjiao 圈荒凉的郊外：～古寺。

E荒凉E huangli6ng ［翻人烟少；冷清：一片～。
E荒乱】 huangluan I回指社会秩序极端不安

定：～年月，民不安生。

E荒谬E huangmiu ll!?l 极端错误；非常不合情

三三三呈 理：～绝伦！～的论调。
三主主 E荒漠E huangmo O ［翻荒凉而又元边无际：
三三－ ～的草原。＠［苟荒凉的沙漠或旷野：渺元人

烟的～｜变～为绿洲。＠圈由于干旱、水土流
失和人类活动等原因造成的不适于耕作、植被
稀疏的广大地区。根据地表物质可分为沙漠、
砾漠、岩漠、泥漠、盐漠等。

E荒漠化］ huangmohua 画指由于气候变异和

人类活动等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和湿
润、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包括沙质荒漠化
（沙漠化人石质荒漠化等。

E荒年l huangni6n 圈农作物收成很坏或没有

收成的年头JL ；荒歉的年头JL o 

E荒僻】 huangpi l蜘荒凉偏僻z ～的山区。
Z荒歉E huangqian ff回农作物没有收成或收成

很坏z ～之年。

E荒山E huangshon ［租荒凉的山 z ～秃岭。

E荒时暴月E huangshi-baoyue 指年成很坏或

青黄不接的时候。
E荒疏E huangshu ~到（学业、技术）因平时缺乏
练习而生疏＝因病休学，功课都～了。

E荒数E huangshu c~ JL) （方〉啕大约的、不确
定的数目。

E荒唐】 huong·t6ng 晴＠（思想、言行）错误到

使人觉得奇悴的程度＝～之言｜～无稽｜这个想
法毫无道理，实在～。＠（行为）放荡．没有节
制。

[]ft元人烟l huangwu-renyan 十分荒凉，没有

人家。
E荒芜】 huangwu l罄（田地）因无人管理而长

满野草．田园～。

E荒｛言】 huangxin C～儿）〈方〉画不确定的或没

有证实的消息。
E荒野】 huangy岳圈荒凉的野外。

[J克淫】 huangyin 晴贪恋酒色：～无耻。

E丁荒原l huangyu6n iEI 荒凉的原野z 过去沙碱
为害的～，变成了稻浪翻滚的良田。

E荒置】 huangzhi 圃荒废，闲置：土地～。

境叫〈方〉圈开采峨的矿石。

，胆t huang 1回慌张g 惊～ 1 恐～｜心～｜～手
νIt. ～脚｜沉住气，不要～。

,f..:;!>!:: • huang ~目表示难以忍受（用作补语，前
υIt. 面加“得”）：疼得～ l 累得～ J 闷得～。

E慌乱］ huangluan [H2J 慌张而混乱z 脚步～｜心

中一点儿也不～。

E慌忙】 huangm6ng l砌急J贮；不从容：～之中，
把衣服都穿反了。

E慌神JL】 huang;; shenr ＜口〉［动］心慌意乱：考
试时不能～｜越～．越容易出错。

E慌手慌脚】 huangsh凸u-huangji凸0 （～的）形

容f故事慌张忙乱。
E慌张】 huang·zhang 圆心里不沉着，动作忙

乱：神色～。

hu6ng （厂义尤）

自 hu6ng O ＜书〉盛大。＠君主p皇帝＝～
三王三官｜三～五帝。 O CHu6ng）［每姓。
E皇朝】 hu6ngch6o I每封建王朝。

E皇储l hu6ngchu ［吕确定的继承皇位的人。
E皂帝】 hu6ngdi E 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号。
在我国皇帝的称号始于秦始皇。

E皇甫1 Hu6ngfu 回到姓。
E皇宫】 hu6ngg6ng ［毡］皇帝居住的地方。

E皇冠E hu6ngguan 鹰号皇帝戴的帽子，多用来

象征皇权。
E皇后］ hu6nghou ~皇帝的妻子。
E皇皇】 hu6nghu6ng I理形容堂皇，盛大z ～

文告i～巨著。

E皇皇Y hu6nghu6ng 0 同“惶惶”。＠同“造



逞”。

E皇家】 huangjia l塾皇室：～园林。
E皇历］ hu6ng·li ＜「1 > i重 Ifi书。也作黄历。

E皇粮】 hu6ngli6ng 础。旧时指官府的粮食。
＠｛声指国家供给的资金、物资。

E皇亲］ hu6ngqln ['5：皇帝的亲属，多指皇帝家

族的成Ill: ～国戚。
E皇权】 hu6ngqu6n l萄皇帝的仪）J 0 

E皂 t】 hu6ng·shang 画我国封建时代稍；在位

的皇帝。
E宝室】 hu6ngshi 画。宣帝的家族。＠指朝

廷：效忠～o
E皇太后E hu6ngtaihou 1'8＇皇帝的母亲。
［＇皇太子］ hu6ngta i z i ［：智巳经确定继承泉位的

皇子。
E皇夭E hu6ngtian l名1 指天； ZE天：～后土｜～

不负苦心人。
E皇夭后二f:-_] hu6ngtian-hout心对天和地的尊
称。古人认为大地能主持公道，主宰万物。

E皇位］ hu6ngwei l苞皇帝的地位：继承～o

E豆子l hu6ngzi l名l 皇帝的儿Fo

E皇族］ hu6ng zu ['8! ＇主帘的家族。

黄川＠痛加瓜1tEi:\G向日葵花的颜
色。＠指黄金：～货 l ～白之物。＠

（～IL）函J J首蛋黄等黄颜色的时食用的东两：
双～蛋1 蟹～。。〈「1 ＞闻事情失败或计划；不

能实现：买卖～了。＠「也指内容包惰的：扫
～i查禁～书。 0 <Huang ）指在！（＇／uJ ：治～｜引
～工程。 0 CHu6ngl 指茧帘，我国古代传说

中的帝＋.；炎～。（；） c Hu6ngl ！名姓。

E黄1宜于】 hu6ngban lEi tl良球视网膜1..E中央的
部分，由各主圆形，黄色。黄斑1日，f膛孔，物体的
影像正落在这句点上时，看得段清楚。（阁见

1 50υ 页“人的眼”〉

E黄包车】 hu6ngbaoch岳 ＜ ff> 1'81 人力车②。
E黄骤马】 hu6ngbiaom凸 l名］→种黄毛夹杂着

臼点子的马。

E黄表纸E hu6ngbi6ozhi ［组民间祭祀用的黄
色的纸。

E黄波锣】 hu6ngb61u6 l名）黄袋。
E黄柏l hu6ngb6 向“黄柴”。
E黄策E hu6ngb6 喧］落叶乔木，树皮淡灰色，羽
状复叶，小叶卵？在或卵状披针形，花小，黄绿
色，果实’黑色。木材l毕硬，木纹美观，用来做家
具等，茎可制黄色染料。树皮和果实可入药。

也作黄柏。也叫黄波愣O

E黄菜E hu6ngcai ＜方〉圈用打散了的鸡蛋摊
成的菜叫摊黄菜，：熠成的菜叫熠黄菜。

Z黄灿灿l hu6ngc6ncan （～的）游l 状态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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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金黄而鲜艳：麦苗绿油油，菜花～。
【黄茶】 hu6ngch6 I望茶叶的一大类，是通过堆
积闷黄叶1u成的，口十色和湖出的茶为黄色，分为
黄大茶、黄小茶、黄芽茶，主要产于四川、安徽、
湖南等土也。

E黄巢起义】 Huang Chao Qiyi 黄巢所领导的

）苦末农民大起义。公元臼75 年，＋黄巢发动起

义，起义军提出“均平”的政治口号。公元 881

年，起义军攻 rA斋都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
权，国号大齐，也叫齐。后来起义虽被唐王朝

所镇压，但却导致了唐王朝的迅速灭亡。
E茧~~i'i】 huangdan l名］病人的皮肤、教膜和眼球

的巩膜发黄的症状，由血液中胆红素增高而引
赳。某些肝胆疾病有这种症状。

E黄道l huangdao 自主l 地球→年绕太阳转一周，
我们从地球I二看成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
圈，点二~11这样移动的路线叫作黄道。它是天球
上假设的…个大圆圈，即地球轨道在天球上的
投影。黄i草和赤道平面相交于春分点和秋分

点。
E黄道带】 huangdaodai ~J 黄道两旁各宽旷的
范围。日、月、行屋都在带内运行。

【黄道占日l huangdao-jiri 迷信的人认为宜于

办事的好日子。也说黄道口。
E黄道日】 huangdaori I名l 黄道吉日。
E黄退十二宫E huangdao shi ’ergong 古代把

黄道带分为十二等份，叫作黄道卡二宫，每宫

包指→个星座。它们的名称，从春分点起，依
次为白羊、念牛、汉子、i其蟹、狮子、室女、天秤、
夭蝇、人马、摩娟、宝瓶、汉鱼。由于春分点移
动，现在十二’汗和卜二星座的划分已不一致。

E黄土rl huangd邑ng [BJ t旨黄色的交通信号灯，

黄灯亮时表示通行时间已经结束，即将变为红
灯（此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前

进）。

E黄澄澄E hu6ngdengd岳ng C～的）糊状态词。

形容金黄色：谷穗儿～的｜～的金质奖章。

E黄帝E Hu6ngdi I刽我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之

首，后被尊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打
败炎帝和虽尤，结束了各部落问频繁的战争。

E黄豆l huangdou I每籽实表皮黄色的大豆。
E黄毒E hu6ngdu t每指毒害人思想的淫秽的书

刊、音像制品等：扫除～o
E黄瓜E huang•g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
蔓生，有卷须，叶子大，五角形，花黄色。果实
圆柱形，通常有刺，成熟时黄绿色，是常见蔬

菜。＠这种植物的果实。

E黄花E huanghua O 啕指菊花。＠（～儿）圈
金针菜的通称。＠〈口〉［归属性词。指没有

过性行为的（青年男女）：～后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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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黄花菜J huanghuacai 圈金针菜的通称。
E黄花女JL) huanghuanur 圈处女的俗称。
E黄花鱼】 huanghuayu 圈黄鱼①。
E黄昏】 huanghun 圈时间词。日落以后天黑
以前的时候。

E黄昏恋E huanghunlian IEl 指老年男女之间
的恋爱。

E黄酱E huangjiang 圈黄豆、面粉等发酵后制
成的酱，呈红黄色。

E黄巾起义】 Huangjln Qlyl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

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创立太平道，组织民

众，进行活动，公元 184 年发动起义，头裹黄巾
为标志，所以叫黄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
王朝的统治。

E黄金E huangjln 0 [BJ 金1 ④的通称。＠画

属性词。像黄金一样宝贵的：～地段｜电视广
播的～时间 c

E黄金储备】 huangjln chubei 作为金融资产持

有的黄金，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
率水平，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
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E黄金搭档】 huangjin dadang 指合作默契的
最佳伙伴。

E黄金档E huan?jindan~ 圈黄金时间。
E黄金地段E hu6ngjln diduan 指交通便利、热

l调繁华、地价高并容易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地
段。

E黄金分割E hu6ngjin f岳ng岳把一条线段分
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的比等于

创 5 1 
另一部分与这部分的比，比值为巳2 二

。. 618……，这种分割叫作黄金分割，因这种

比例在造型上比较美观而得名。也叫中外比。
E黄金时代E huangjin shidai O 指政治、经济
或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指人一生中最宝贵

的时期。
E黄金时段E huangjin shiduan 黄金时间。
E黄金时间E huangjln sh ij ion 指极为宝贵的时

间。广播、电视部门用来指收昕率或收视率最

高的时间段。也说黄金时段、黄金档。

E黄金周E huangjinzh6t』圈指我国十→、春节

各为期一周的节假日，其间购物、旅游等消费
活动较为集中、活跃。

E黄狼E huangjlng 圈指某些小型的鹿类。参
看 614 页“鹿”。

E黄酒I huangji心圈用糯米、大米、黄米等酿造’

的酒，色黄，含酒精量较低。
E黄口小JLJ huangk凸u xiao ’自『指婴儿，多用

来讥i肖无知的年轻人（黄口 2 雏鸟的嘴）。

E黄蜡E huangla ~蜂蜡的通称。

E黄鹏】 huangli !BJ 鸟，羽毛黄色，局部间有黑

色，嘴红色或黄色。叫的声音很好听，吃昆虫，
对林业有益。也叫鸽购或黄莺。

E黄历】 hu6ng• Ii 同“皂历”。

E黄连】 hu6ngli6n 自主］多年生草本植物，有三片
小叶的复叶，花小，黄绿色。根状茎味舌，黄
色，可入药。

E黄连木E hu6ngli6nmu ［扫落叶乔木，羽状复
叶，小叶披针形，花单性，雌雄异株，果实球形，
紫色。种子可以榨泊，树皮和叶子可以制拷
胶。也叫楷（jr岳）。

E黄粱美梦） hu6ngli6ng-m且imeng 黄梁梦。

E黄梁梦E hu6ngli6ngmeng I组有个叫卢生的，

在部部旅店中遇见一个道士吕翁，卢生自叹穷
困。道士借给他一个枕头，要他枕着睡觉。这
时店家正煮小米饭。卢生在梦中王军尽了→生
荣华富贵。一觉醒来，小米饭还没有熟（见于
唐沈既济《枕中记训。后用“黄粱梦”比喻不切
实际，不能实现的如意打算（含讥讽意），用“做
黄粱梦”比喻沉洒于不切实际的梦想、中，也指
想要实现的好事落得一场空。也说黄粱美梦、
一枕黄梁。

E黄磷E huanglin IEJ 臼磷。
E黄龙】 Hu6ng16ng 画黄龙府，金国的地名，在
今吉林农安。宋金交战时，岳飞曾经说要直捣
黄龙府，后来借指敌方的要地：直捣～l痛饮～。

E黄{PJ huanglu 函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卵形或倒卵形，秋季变红，花单性和两性同株

共存，果实肾脏形。木材黄色，可以制染料。
E黄毛丫头】 hu6ngm6o ya•tou 年幼的女孩子

（含戏i虐或轻｛每意）。
E黄梅调E hu6ngmeidiao I组黄梅戏。

E黄梅季J huangmeiji 富春末夏初梅子黄熟

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地方连
续下雨，空气潮湿，衣物等容易发霉。也叫黄
梅天。

E黄梅天】 huangmeitian 圈黄梅季。
E黄梅戏） hu6ngmeixi ［组安徽地方戏曲剧种
之一，主要流行于该省中部，因基本曲调由湖
北黄梅传入而得名υ 也叫黄梅调。

E黄梅雨】 hu6ngmeiy心［苟黄梅季下的雨。也

叫梅雨。

E黄米E huangml 明去了壳的泰子的籽实，比

小米稍大，颜色很黄，煮熟后很翁。
E黄鸟】 huangn的0 （～儿）［~］金丝雀的通称。

E黄牛J hu6ngniu 圈＠牛的一种，角短，皮毛

黄褐色或黑色，也有杂色的，毛短。用来耕地
或拉车。＠〈方〉指仗恃｝J气或利用不正当手
法抢购物资以及车票、门票等，然后高价出售

而从中取利的人：～党。



E黄牌E hu6ngp6i （～儿） [El 0 体育比赛中，裁
判员对严重犯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出京的黄色
警示牌。黄牌警告比红牌警告轻。＠借指对

有违法、违章行为的个人或单位给予的警告：
管理部门向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亮～。

E黄袍加身】 hu6ngp6o-j iash岳『1 五代后周时，

赵匡）凯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部下给他披上黄
袍，推拥为皇帝。后来用“黄袍加身”指政变成

功，夺得政权。
E黄皮书E huangpishu I名］见 25 页I白皮书］ o

E黄片JL] huangpianr <r I> 圈黄片。
E黄片E huangpian 圈指内容淫秽的影视片。

E黄茂E huangqi l割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
叶，小叶长圆形，花淡黄色。根黄色，可入药。

E黄苓】 huangqi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披

针形，花淡紫色。根黄色，可入药。
E黄曲霉菌E huangqumeijun 回到霉菌的一种，

菌落略带黄色，抱子呈球形。所产生的毒素能
使人或动物中毒，并有致癌作用。

E黄泉E hu6ngqu6n IEl 地下的泉水，借指人死

后埋葬的地方，也指阴间＝～之下｜命赴～。
E黄壤E huangrang l植黄色的土壤，铁、铝含量
高，酸性强，养分较丰富。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四川、贵州、广西等地。
E黄热病l huangrebing 1'81 急性传染病伞，由黄

热病病毒引起，经蚊子叮咬传播。症状是头
痛、发热，严重时出现高热，有黄症．翁膜出血，
全身衰竭以至死亡。多见于南美洲和非洲。

E黄色E huangse O 1'81 黄的颜色。 8 ~］属性

词。指内容色惰的：～小说｜～录像。
E黄色炸药E huangse zhayao 烈性炸药，成分

是三硝基甲苯，黄色结晶。也叫梯恩、梯。
E黄给E huangshan ［苞鱼，身体像蛇｜而无鳞，黄
褐色，有黑色斑点。生活在水边泥洞吧。

E黄熟E huangshu 幽谷类作物成熟时，籽实内
部变硬§植株大部分变成黄色，不再牛长，叫黄

熟。
E黄鼠狼E huangshulang r~ 黄剧的通称。

E黄汤l huangtang ［割指黄酒（骂人喝酒时

说）：你少灌点儿～吧！

E黄糖E hu6ngt6ng （方〉圈红糖。

E黄土l hu6ngtu IEl 浅黄或黄褐色的土壤，是
粉沙粒、军在土和少量碳酸钙的混合物，用于搓
捻容易成粉末。我国两北地区是世界有名的

黄土地带，士层厚度一般儿十米至几百米。

E黄癖E hu6「1gxuan 圆头瘤的一种，在头部发

生黄色斑点、或小版殖冶
发脱落，痊愈后留下疤痕，不生毛发。北方叫

嫩，南方叫瘸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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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黄芽菜E hu6ngy6cai ＜方〉［副大白菜。
E黄烟E hu6ngy。『1 （方〉［望旱烟。
E黄羊E hu6ngy6ng 圈哺乳动物，角短而硝弯，

尾短，四肢细，毛黄白色，有光泽。生活在草原

和半沙漠地带，吃草和灌木等。
E黄猪E hu6ngy6o 圈青翩。

E黄页】 huangye 圈电话号簿中登录企事业单

位（有时也包括住宅）电话号码的部分，因用黄
色纸张印刷，所以叫黄页（区别于“臼页”） o

E黄莺E hu6ngying 圈黄鹏。

E黄油E hu6ngy6u 圈。从石油中分馆出来的

膏状汕脂，黄色或褐色，教度大，多用作润滑
油。＠奶油的俗称。

E黄融E hu6ngyou I雹哺乳动物，身体细长，四

肢矩，尾蓬松，背部棕灰色。昼伏夜出，主要捕
食鼠类，有时也吃家禽。尾毛nJ制毛笔。通称
黄鼠狼，有的地区叫貌子。

E黄鱼E hu6ngyu 圈＠鱼，身体侧扁，尾巳狭

窄，头大，倾tl线以下有分泌黄色物质的腺体。
生活在海中。分大黄鱼和小黄鱼两种。也叫
黄花鱼。＠旧时指轮船水子、汽车司机等为

捞取外’快而私带的旅客。＠〈方〉指金条。

E黄玉】 huangyu [BJ O 矿物，化学成分是含罢王

基的铝硅酸盐，透明，有玻璃光泽，韧性大，硬
度白，可做研磨材料。其中的上品是宝石，叫托

帕石。＠黄色或米黄色的软五c

E黄账E hu6ngzhang （方〉啕收不回来的账。 二二王

E黄纸板E hu6ngzhiban ［虱用稻草、麦秸等制莘莘三
成的一种纸板，黄色，质地粗糙，多用来制作纸毛三

盒。俗称马粪纸。
E黄钟大日E huangzhong dalO 借指正大、庄

严、高妙的音乐或文辞（黄钟：指古乐十二律中
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大吕：指古乐十二律中六
种阴律的第四律）。

E黄种E Hu6ngzhong I写蒙占人种。

E黄钻E hu6ngzuan ［萄鲸（g凸的。

凰叫见3叫啊。

惶 hu问〈书〉没有水的概z 城～。

哩 h叫见下。

E惶惶E hu6nghu6ng ＜书〉匮雪。形容大而和

谐的钟鼓声：钟鼓～。＠形容小儿洪亮的啼

哭声。

逞叫〈书〉闲暇：不～。

［）皇j皇E hu6nghu6ng （书） ［~匆忙。也作皇

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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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逞论E hu6nglun ＜书＞ [z;lj] 不必论及；谈不上．

生计无着，～享乐。

徨 hu6ng 见附页I彷徨1

br!:t u6ng 见 1649 页［t挝皇 l 0 

L呈（徨） ~ 
，）白 Huang i皇水，水名，发源于青海，流至甘
t王三肃入黄河。
惶叫恐惧：～恐1惊～

［＇惶惶］ hu6nghu6ng l暨恐惧不安：人心～ i～

不可终日（形容非常惊恐，连一天都过不下去）。
也作皇皇。

E惶惑E hu6nghuo lfill 疑惑畏惧：他整天～不
安。

['t窒遮E hu6ngju ＜书〉［帽惊慌：神色～。

E惶恐］ hu6ngk6ng 晴惊慌害怕 2 万分～｜～

不安。
[t皇悚E hu6ngs凸ng ＜书〉匾惶恐2 ～不安｜不

胜～。
自 h叫ng 0 （书〉母亲。 8 (Huang）古人

只王名，传说是舜的妻子。

理叫〈书〉醒自玉石撞击的声音。

煌叫眠悖。

u皇煌］ hu6nghu6ng （书〉圆形容明亮2 明星
~ 。

锺 u6ng 古代一种兵器。
（锺） 0 

E惶惶E hu6nghu6ng ＜书〉阻宵形容大而和谐

的钟鼓声。

潢1 叫〈书〉积水池

潢2 叫（旧读川）染纸：装～。

璜川〈书〉半壁形的
玉。

蝉 hu6ng ['8] ii!~虫：飞～1
豆豆～灾｜灭～。

E虫皇虫E hu6ngch6ng ~ 昆

虫，口器坚硬，前翅狭窄而坚

韧，后翅宽大而柔软，后肢很
发达，善于跳跃，多数善于飞

行。主要危害禾本科植物，

是农业害虫。种类很多。有
的地区叫蚂炸（m凸•zha ）。

E虫皇蜗E hu6ngnan ['81 蛙虫的 璜
者虫，外形像成虫而翅膀很

短，身体小，头大。也叫跳麟。

E虫皇灾E hu6ngzai ［型因成群的煌虫吃掉大量

庄稼、牧草等造成的灾害。

窒叫〈书〉竹林峭竹子z 幽～｜修～
（长竹子）。

腥川见1叫阳
磺 hu6ng 硫黄旧也作硫磺。

横 叫旧同“簧”
页（债） ~ 

瘦问见下

E捷病】 hu6ngbing （方〉圈牛、马、猪、羊等家

畜的炭瘟。

蝶叫见869 页明。

簧川哩。乐器里用铜或其他质料制
成的发声薄片。＠器物上有弹力的机件z

弹～ l锁～l 闹钟的～拧断了。
，量由 u6nq 圈鱼，大的体长可达 5

J王（艘）米~~05 行硬鳞，嘴很突出，半月
形，两旁有扁平的须。夏季在江河中产卵，过
一段时间后，回到j海洋中生活。

" hu凸『19 （厂〉〈尤）

恍 huang 0 恍然 ～悟。＠仿
（勺阮）佛（跟“如、若”等连用〉：～如梦

境！～如隔世｜～若置身其间。

E恍惚］（恍忽） huang·hu 圃＠神志、不清；精

神不集中 z 精神～。＠（记得、昕得、看得）不
真切；不清楚：我～听见他回来了。

E恍然l hu凸ngr6n 圆形容忽然醒悟3 ～大悟。

［＇恍如隔世E huangrugeshi 好像隔了→世，多
形容对时间的变迁、事物的巨大变化的感

慨。
E恍恬］ hu凸ngwu ［翻忽然醒悟。

晃叫四（光芒）闪耀2 大叫眼
睛睁不开。＠很快地闪过2 虚～一刀｜窗

外有个人影儿一～就不见了。

另见 577 页 hua『lQ0

E晃眼】 huangyan r阳光线过强，刺得眼睛不舒

服z 摄影棚内强烈的灯光直～。
、4主 hu凸ng 0 ［萄谎话z 说～ I J散～｜

琉（蔬）漫天二～。＠不真实，虚假2 ～
话｜～报｜～骗｜～称。



E谎报E huangbao ［到故意不真实地报告：～

军情｜～成绩。

E谎称E huangcheng F虱故意不真实地说：～

有病。

(1荒花】 huanghua C～儿） I割不结果实的花，如

南瓜、西瓜等的雄花。

E谎话l huanghua l割不真实的、骗人的话；假

话：～连篇。
E谎价l huangjia c～JL ） ~I 出售货物时所要的

高于一般的价钱。

【谎信】 hu凸ngxin C~ JL) （方）~不真实的消

，自
E谎言】 huangyan i量谎话：戳穿～。

幌问〈书〉翩。

E幌子E huang • zi l苟＠商店门外表明所卖商
品的标志。＠比喻进行呆－种活动时所假借的
名义：打着开会的～去游山玩水。

飞

huang c 厂〉〈尤）

晃1 …川阉摇动；摆动：摇头～
（挠）脑 I fXl t~得树枝直～。

晃2 Huang 晃县旧地名在湖南，钳制
晃（XTnhuang)fliil族自治县。

另见 576 页 hu凸ngo

E晃板E huangban ~ 0 一种体育运动器具。
运动者踩在装有两个轮子的平板上滑行，身体
左右摇晃，以保持平衡，持续加力。＠杂技项
目的一种。在滚木或桶状物上放♂块木板，演

员蹬在上面做各种动作。
E晃荡E huang ·dang I剥＠向两边摆动：小船
在水里直～｜桶里水很满，一～就撤出来了。＠

闲逛；无所事事：他在河边～了一天 i 正经事儿
不做，一天到晚瞎～o

E晃动】 huangdong 圈摇晃；摆动：小树被风
吹得直～o

E晃悠E huang· you R动］＠晃荡①：树枝来回
～1老太太晃晃悠悠地走来。＠晃荡②：有空
多看点儿书，别在街上瞎～。

恍叫因气血虚亏而发白的面色。

混叫〈书〉叫ir-

樨川〈书〉酬。

就叫用于人名，慕容统，即J制问1
族的首领，建立前燕国。

谎幌晃眈混幌皇克灰 I hu凸ng- huT I 577 

h'-:'! （厂炽） ] 

-tJ;: huT 0 圈物质经过燃烧后剩下的粉末
17、状的东西2 炉～｜烟～！柴～ l ～烬｜～肥。
－~¢.土；某些粉末状的东西z 洋～｜把桌子

上的～撑掉。＠圈特指石灰：～墙｜～顶｜抹
～。。帽像草木灰的颜色．介于黑色和白色
之问：银～｜～鼠 l 帽子是～的。＠消沉；失望：
心～意懒｜万念俱～。

E灰暗E huT ’ an 圈（光线或色彩）暗淡；不鲜明：

天色～0前途～O
Z灰臼E huTbai I周状态词。浅灰色2 ～的炊烟｜
头发～。

E灰不溜丢】 huT • buliOdiO C～的）〈方〉圈状态

词。形容灰色（含厌恶意。。也说灰不溜秋。
E灰菜E huTcai ［苞黎。

E灰尘】 huTchen ［望尘土．打扫～。

E灰沉沉E huTchenchen （～的）圈状态词。形
容灰暗（多指天色）：天空～的，像是要下雨的

样子。
E灰顶］ huTdTng 圈抹cmo）石灰而不盖瓦的房

顶。

E灰分E huTfen 圈物质燃烧后剩下的灰的质量

与原物质质量的比值，叫作这种物质的灰分。

如 1 （）（）千克的煤，燃烧后剩灰 25 千克，这种
煤的灰分就是 25% 。 噩噩

E灰膏】 huTgao ~除去渣浮沉淀后呈膏状的主主

熟石灰，是常用的建筑材料。
E灰光E huTguang ［萄农历每月月初．月球被地
球阴影遮住的部分现出的微光。灰光是地球
反射的太阳光照亮了月球，再反射园地球而形
成的。发灰光的部分和峨眉月形成→个整
圆。

E灰鹤】 huThe 圈鹤的种，身体羽毛灰色，颈

下黑色，头顶有红色斑点，脚黑色。生活在芦

苇丛中或河岸等地，吃植物的浆果和昆虫等。
E灰化土】 huThuatu l组主要由枯萎凋落的校

叶被真菌分解而形成的土壤，灰白色，在我国
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的部分林区。这种土壤
酸性强，含腐殖质少，缺乏养分。

E灰浆E huTjiang I名，］ 0 石灰、水泥或青灰等加
水拌和而成的浆，用来粉刷墙壁。＠砂浆。

E灰烬］ huTjin ~物品燃烧后的灰和l烧剩下的
东西2 化为～o

E灰空间】 huTkongjian l萄建筑学上指功能上
不定性，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空间。如某些
传统建筑的檐下外廊，介于宫内和庭院之间，
是有多种功能的中间性空间，就是灰空间。也



王三三

\ 578 \ huT l 灰伪诙挥胞峡恢裕坪｝芭晖

叫模糊空间。

E灰领E huTJlng ~原指汽车修理工，因他们的
工作服多是灰色的。后指既掌握理论知识又

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E灰溜溜E huTliuliu c～的）圈状态词。＠形容
颜色暗淡（含厌恶意）： 屋子多年没粉刷，～的。

＠形容神情懊丧或消沉：他挨了一顿训斥，～
地走出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这阵子显得～的。

E灰磊E huTm6i （口〉圈算。
E灰蒙蒙E huTmengme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暗淡模糊（多指景色）：～的夜色 l 一起风
沙，天地都变得～的。

E灰棚E huTpeng ＜方〉［萄＠堆草木灰的矮小
的房子。＠（～儿）灰顶的小房子。

E灰色E huT碍。圈灰的颜色。＠画属性词。
颓废和失望的z ～的作品｜～的心情。－~国
属性词。不明朗的；不正规的 z ～收入 l～市

场。

Ok色市场l huTse shich凸ng 指非正常渠道的、
处于地下状态的市场。简称灰市。

E灰色收入E huTse shouru 指职工获得的工资、

津贴以外的经济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
转让费等，有时也指一些透明度不高，不完全符
合法规的收入（区别于“白色收入、黑色收入勺。

E灰市】 huTshi ~灰色市场的简称。
Ok头土脸l huTt6u拍lion c~ JL) （方〉＠满头

满脸沾上尘土的样子：他扬完了场，闹了个～。

＠形容神情懊丧或消沉·你高高兴兴地去了，
可别弄得～地回来。

E灰土】 huTt凸圈尘土z 车后卷起一片～。

E灰心E huT川cTn 陋（因遭到困难、失败）意志消

沉2 ～丧气｜不怕失败，只怕～。
E灰心丧气E huTxTn-sangqi 形容遭遇失败或因

难而失去信心，意志消沉。
E灰质】 huTzhi 圈脑和脊髓中的灰色部分，主

要由神经细胞组成。

拍一… hui （书〉指挥
（捅、兴殉）

诙 ιhuT （书〉诙｝时谑。
（诙）

E诙谐E huixie ~回说话’有风趣，引人发笑：谈吐

~ 。

挥… hui 0 圈挥舞：～手｜～拳 i ～
（军）鞭｜～刀 l大笔一～。＠用于把眼

泪、汗珠儿等抹掉：～泪｜～汗如雨。＠指挥

（军队）：～师。。散出；散z ～发｜发～｜～金
如土。

E挥斥E hulchi （书〉＠圈（意气）奔放·～八极

（八极．八方极远的地方）。＠画散发z ～千

金。＠画指斥；斥责：～敌顽。

E挥动E huTdong 圈挥舞z ～手臂l～皮鞭。
E挥发】 huifii 圈液体在低于沸点的温度下变

为气体向四周散发，如隧、酒精、汽油等都容易

挥发·～油。

E挥戈】 huige I司挥动着戈，形容勇猛进军g ～

跃马｜～上阵。
E挥毫l huih6o ＜书〉国指用毛笔写字或画

l画JL ：～泼墨｜对客～。
E挥霍】 hL』ThL』δ 岳E 任意花钱z ～无度｜～钱财。
E挥金如土】 huijT『、－r
不在乎D

E挥洒】 huis凸耀＠洒。目、水等）：～热血。＠
挥毫洒墨，指运笔写文章、画面儿等：～自如｜

随意～。
E挥师】 huishT 巨型指挥军队z ～北上。

E挥手】 hui;;sh凸u l司举手摆动z ～告别｜～示
音

E挥舞］ huTw心画举起手臂（连同拿着的东西）

摇动：孩子们～着鲜花欢呼。

｝也 hui 见下。
另见 582 页 hul"

U即贵l huTtui 阿咄膛”。
U也腿） huitui ＜书〉画疲劳生病（多用于马）。
也作’1毯陨。

峡 M 见下。
E峡JLI痰JL) hu Trhu Tr ll\9-1'可形容马叫的声音。

恢 hui （书〉附宽广z ～宏

E恢复】 huTfu I到＠变成原来的样子：秩序～

了｜健康已完全～。＠使变成原来的样子；把
失去的收回来＝～原状｜～失地。

E恢弘E huTh6ng 同“恢宏”。

E恢宏l huTh6ng （书〉＠［颠宽阔；广大z 气度
～。＠圈发扬·～士气。 II 也作恢弘。

E恢恢】 huThuT （书） 111丑形容非常广大z 天网
～，疏而不漏（形容作恶者一定会受到惩罚）。

E恢廓】 huikuo ＜书〉＠圈宽宏z ～的胸襟。
＠回到扩展：～祖业。

持 u huT 古时王后的一种祭服。
（禧）

芹 huT 玻坪仙ihui
（璋）江。
另见 588 页 huno

｝医 M 见 148＇.喧腥 JI 。

日军 … huT ＠阳光z 春～｜朝Cz阳～｜
年（S!J! ）斜～。＠同“辉”。



[ff军映】 hulying 见 579 Jil:K辉映ll 0 

堕斗 hui ＜书〉阳”。
（堕）另见 338 页 duoo

辉 hul 0 闪耀的光彩：光
（辉、关焊） ～。＠照耀 ～映｜星月

交～。

E辉煌J hulhuang 庄园＠光辉灿烂：灯火～｜金
碧～。＠（成绩等）显著；卓著：战果～｜～的成

绩。
E辉映】（日军映） hulying i现照耀；映射·灯光月
色，交相～｜绚丽的晚霞～着大地。

晕－ hul 0 ＜书〉飞翔 ＠古书中指
（章）一种有五彩羽毛的野鸡。

磨 hul 0 古代指挥军队的旗子。＠〈书〉
指挥（军队λ ～军前进。

E磨下E hulxia ＜书〉圈。指将帅的部下。＠
敬辞，称将帅。
但坠1 .. hul 0 表示某个集体或活动
锹（微）的标志；符号：国～ i 团～！校
～｜～章。＠美好的：～号。
会坠2 Hui 指徽州（旧府名，府泊在今安徽敏
’悔几县）：～墨 l～商。

E徽标J hulbiao I吕徽i己；标J志 2 少年儿童活动
中心的～格外醒目。

E徽菜】 hulcai ［毡安徽风味的菜肴。
E徽调E huldiao ~ 0 徽剧所用的腔调。包括
吹腔、高拨子、二黄、四皮等。清代传到北京，
对京剧腔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徽剧的

l日杨飞

E徽号】 hulhao 圈美好的称号z 同学送给你」

“诗人”的～。

E徽记E hulji 国标志：飞机上的～。
E徽剧E hurju ~J 安徽地方戏曲剧j种之 4，流行

于该省和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区。旧称徽调。

E徽墨】 hulmo ［祖旧徽州府t±，产的墨。
E徽章E hulzhang [8J 佩戴在身上用来表示身

份、职业等的标志，多用金属制成。
~茎 hul （书〉毁坏。

」、川、，

,, 
hui c 厂〉〈飞）

回1(0迥？姐？迎、：同、咽）
hui 0 曲折环绕：～旋｜巡～｜迂～｜～形针 1
峰～路转。＠：动｜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川±：

～家｜～乡｜送～原处。＠） [Ql] t卓转：～头 l ～ii

身来。＠［哥答复3 回报：～信｜）敬。 00动；

晖堕辉晕~徽攘回 l hul - hui I 579 I 

回票。＠［到谢绝（邀请）；退掉（预！订的酒席

等）；辞去（伙计、佣工） ：送来的礼物都～了。
＠画指事情、动作的次数＝来了一～｜听过两

～i那是另一～事。＠直说书的巴个段落，章

回小说的一章：一百二十～抄本《红楼梦儿。

<Hull I名j 姓。

『言f2 •• 廿＿ Hui 网族：～民。
凹（ ii同、 Z田）
ffi1 II• hui l甜趋向动词。
四（ ~同、 1回）用在动词后面，表示人
或事物随动作从别处到原处：从邮局取～一
个包裹 1 书报阅后，请放～原处。

E回拜】 huibai R面］回访。

E回报E huibao r甜。报告（任务、使命等执行

的情况）。＠报答z酬报：做好事不图～。＠
报复2 你这样恶意攻击人家，总有一天会遭到

～的。

E回避E huibi I到＠让开；躲开：～要害问题。
＠法律主指司法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由于与
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影响
公正处理案件而不参加该案件的诉讼活动。

E凹禀】 huibing 圈旧时指向上级或长辈报告：

～父母。

E凹驳E huib6 I到否定或驳斥别人提出的意见

或道理：当面～｜据理～。
[I司肠E huichang ［雹小肠的一部分，上接空肠，
下连盲肠，形状弯曲。（图见 1436 页“人的消~

化系统”） 主毫
E回肠荡气J huichang-dangqi 形容文章、乐曲王三

等十分动人。也说荡气回肠。

E回肠九转】 huichang-j iuzhuan 好像肠子在肚

塑，回环旋转，形容内心焦急忧伤。
E回潮E hui11ch60 画＠已经晒干或烤干的东

西又变湿z 连下几天雨，晒好的粮食又～了。

＠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旧事物、旧习惯、旧思想

等重新出现：近几年，一些地方的迷信活动又
～了。

E回填作喜E huich岳n-zuoxi 由生气变为高兴。

E回程J huicheng t8J 返回的路程：～车。

E回春E huichun 国~o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

大地～。＠比喻高明的医术或灵验的药物使

危重病人恢复健康：妙手～｜～灵药。
E回答E huida I剥对问题给予解释；对要求表示

意见g ～问题！满意的～。

E凹单】 huidan （～JL）画同条。

［＠］荡J huidang I动I ＜声音等）米［u］飘荡 z 歌声

在大厅里～G
［［可｜电］ huididn O ( -11 ）庄重接到的电后用电

1＆、电传、电话等／nJ复：赶快给他回个电。＠



I s四 I h川｜回

圈回复的电报、电传、电话等：收到一个～o
E回跌］ huidi岳［剥（价格、指数等）仁涨后又往

下降：物价～。

E回返E huif凸n [l;国往回走；返回 z ～家乡 l～主
页。

E回访l huifang l副＠在对方来拜访以后去拜
访对方。＠企业访问客户，征询对产品及服
务的意见z 电话～l通过～提升企业形象。

E回放E hulfang Q司已播放过的影视片、录像等

的片段重新播放z 精彩镜头～。
E回复E huifu i副＠回答；答复（多指用书信）：

～群众来信。＠恢复（原状）：～常态。
E回购l huigou L＇动i 卖方把已经卖出的商品、证
券等重新买回 z 股票～｜公司决定～问题汽车。

E回顾E huigu Q司＠回过头来看。＠回想；反

思g ～历史 l～过去，展望未来。
E回光返照E huiguang-f凸nzhao O 指太阳刚
落到地平线下时，由于反射作用而发生的天空
中短时发亮的现象。＠比喻人临死之前精神

忽然兴奋的现象，也比喻旧事物灭亡之前暂时
兴旺的现象。

E回归E huigul I到回到O＜原来的地方）；归回：～

自然｜～祖国。
E回归年l huigulnian 圈太阳中心连续两次经
过春分点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回归年等于
365 天 5小时 48 分 46 秒。也叫太阳年。

三三孟 E回归线E huigulxian 圈地球上赤道南北各

三－ 23°261处的纬线。北边的叫北回归线，南边
王军苦 的叫南回归线。夏至肘，太阳直射在北纬

23°26气冬至时，太阳直射在南纬 23。26’。太

阳直射的范围限于这两条纬线之间，来回移
动，所以叫回归线。

E回锅E hui;;guo 画重新加热（已熟或半熟的

食品），把这碗菜回回锅再吃。
E回合】 huihe I萄旧小说中描写武将交锋时→
方用兵器攻击－－次而元一方用兵器招架一次

叫一个回合，现在也指双方较量主一次：拳击赛
进行到第十个～仍不分胜负。

E回去乞E Huihe 圈我国古代民族，主要分布在
今鄂尔浑河流域。唐时曾建立回绝政权。也
叫回鹊。

E回鹏E Huihu [BJ 回笼。

E回护E huihu 画袒护；包庇g 你老这样～他，他

越发放纵了。
E回话E huihua O ＜气一） rniJ] 回答别人的问话

（旧时多用于下对上）。＠（～儿）圈答复的话g
行还是不行，你等我的～｜我一定去，请你带个
～给他。

E回还E huihuan 画回到（原来的地方）＝～故

里！一去不～O
E回环】 huihuan ＜书〉［到曲折环绕：溪水～c
[l"H叮E Hl』i·hui !Bl 旧时称回民。

E回火E hui;;huo 圃＠把1卒火后的工件加热
（不超过临界温度），然后冷却，使能保持－定
的硬度，增加韧性。＠氧；快吹管等的火焰向

反方向燃烧。

E回击E huijl I到受到攻击后，反过来攻击对方·

奋力～o
E阳见J huijian 画客套话，用于分子时，和·1' 凹
头再见面。

[[ii]教E Huljiao !Bl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
1956 年以后统称为伊斯兰教。

[[i'Jl敬E huijing rnbl 0 回报别人的敬意或馈赠z

～你一杯。＠用作反话，表示回击z 他听到对
方骂他，也就～了几句。

[1£11绝E huijue r萄答复对方，表示拒绝．一口

～｜～了他的不合理要求。
[[ilJ空E huikong 晴（车船等）回程不载旅客或

货物2 ～车｜～的船。
E回口】 hui;; kou ＜方〉［却还嘴。
E回扣E huikol』画！经于采购或代卖主招揽顾
客的人向卖主索取的佣钱。这种钱实际上是
从买主支付的价款中扣出的，所以叫回扣。有
的地区叫回佣＜huiy凸ngJ 。

E回馈］ huikui 圈。因赠；阳报z ～社会｜以诚

信～消费者。＠反馈③z 把调查情况～给用户 C
E回来E hui11 • lai ~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来：
他刚从外地～l他刚出去，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E回来】 F ·hui11 • lai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到原来的地方来：跑～｜买回一条鱼来c
E回廊E huilang 啤］曲折环绕的走廊。
E回老家】 hui laojia 指死去（多含诙谐意）。

E回丰Ll huilT 0 C -11一）甸回答别人的敬礼z 首

长向站岗的卫兵回了个礼。 8 ( // ）圈回赠
礼品。＠［苞回赠的礼品 2 一份～。

E凶历E Hui Ii 圈伊斯兰教历。
E阳流E huiliu 画流过去或流出去的又流因：

河水～0人才～。
E回笼E hui;;l6ng 圈。把凉了的馒头、包子等

放回笼屉再蒸。＠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回到

发行的银行2 货币～。
E回炉E hui11 lu I到＠放回炉内重新烘烤、冶

炼2 烧饼～｜废铁～｜～重造。＠学校招回已
毕业离校的学生重新补课z ～生｜部分落榜考
生正在～。

E回禄E Huilu ＜书〉圈传说中的火神名，多倍指
火灾＝～之灾｜惨遭～。

E回路E huilu 圈。返回去的路2 ～已被截断。



＠电流通过器件或其他介质后流回电源的通

路。通常指闭合电路。
E回落］ huiluo 画（水位、物价等）上涨后又往
下降z 水位已～.J'lj警戒线以下。

Z回马枪】 huim凸qiang I组＠回过头来给追击
者突然袭击的战术：冷不防给敌人杀了个～。
＠比喻转变言：场，对自己原属的斗，方进行揭

发、攻击的举动口
E回「Jl hui11men 圃结婚后若干天内（有的当
夭，有的三天，长贝l卜月〉新婚夫妇一起到女家
拜见长辈和亲友．叫作回门。

E回民E Huimin 南］指回族人。
E回眸E huim6u ＜书〉圈回转眼睛；回过头看

（多指女子）：～一笑。
E回目】 huimu I割章[ii］小说每一回的标题，也
指章回小说标题的总目录。

E囚念】 huinian 阐l 回想；回顾z ～往事。
E回暖E huinuan ［动］夭气由冷转暖·阳春三月，
大地～0市场悄然～。

E回聘】 huipin 闯｜返聘。
E回棋】 hui;;qi 画侮棋。

［＠］迁】 huiqian I噩搬迁后又搬回原住地的新
住宅：新楼建好后，居民纷纷～。

E回青】 hui;;qlng 画返青：麦苗～。
［［副司 huiqing 圈被人请后（如请吃饭等），还

(hu6n）请对方o

E回去】 hui;;·qu IZi国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去z
离开家乡十年，二次也没～过 1 事情没办完，一

时回不去。
E回去l 11 • hui 11 • qu 画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到原来的地方去：跑～｜给家寄回一
点儿钱去。

E回绕E huirao E到曲折环绕z 这里泉水～，古木
参天。

E回身E hui;;sh岳n 圈转身2 回过身来｜他放下
东西，～就走了。

E回神E hui;;sher飞（～儿）画］从惊诧、恐慌、出神
等状态中恢复正常z 等他回过神儿来，报信的
人早已跑远了。

E回升】 huist难『19 面〕（价格、指数等）下降后又

往上升z 产量～｜物价～｜气温～。
E回生］＇ huisheng I噩死后再活过来＝起死～。
E回生r huisheng 画对前一阶段已经学会的
东西又感到生疏2 几天不练琴，手指就～。

E回声］ huish岳ng 圈声波遇到障碍物反射或

散射回来再度被听到的声音z 山谷中响起他

叫喊的～。
E囚师E huishl ＜书〉［到作战时把军队往回调

动。

旦上＿hui I ss1 I 
E回收l huishou INil 0 把物品（多指废品或旧
货）收回利用z ～余热｜～废旧物资。＠把发
放或发射出的东西收回z ～贷款｜～人造卫星。

E回子E huish归画画＠把手伸向身后或转回身
去伸于2 走出了屋子，～把门带上。＠还子；

还击：打不～。

E回首E huishau <'ts> I司＠把头转向后方2 屡
屡～，不忍离去。＠回顾z回忆z ～往事。

E回售E huishot』［司把已经买下的商品、证券

等重新出售给卖方：持股～。
E回赎】 huishu I虱赎因（抵押的东西）。

E回溯］ hui回国回顾；回忆：～一百年来的历

史。
Z回天E huitian Q现扭转很难挽同的局面z ～之

力！～乏术。
E回填E huiti6n i到土石方王程上指把挖出来

的土重新填回去：～土｜～的时候要逐层务实。
E回条】 huitiao ＜～儿）啤］收到信件或物品后交

来人带回的收据。

【回调E huitiao 圈（价格、指数等＞ t涨以后又
向下调整z 股市缩量～。

E回中占E huiti岳 0 ( II ）画回答他人邀请、送
礼的帖子。 f) ( ／／一）画在互联网上回复他人

发表的帖子。＠圈回复的帖子。

E回头E huit6u 0 ( -11一）［司把头转向后方z 一

～就看见了 l 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画回来z

返回 z 一去不～。＠自费1 悔恬；改邪归正z 败子王三
～｜现在～还不算晚。。圆稍等一会儿；过一彗霎
段时间以后 z 你先吃饭，～再谈｜我先走了，～士土
见！＠［遍不然；否贝lj（用在祈使乍j后的句子开

头申述理由）：小点儿声儿，～把孩子吵醒了｜快
走吧，～要迟到了。

E回头客E huit6uke ［组商店、饭馆、旅馆等指再
次光顾的顾客。

E回头路E huit6ul心圈比喻倒退的道路或已经

走过的老路。
E回头率E huit6ulu 圈。餐饮、旅店等服务行
业指回头客占全部顾客的比率。＠回过头再
次观看的比率，指人或物引人注目的程度（含
诙谐意）。

E回头人E huit6uren ＜方〉圈指再嫁的寡妇。
E回头是岸E huit6u-shi ’ an 佛教说“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比喻罪恶虽大，只要悔改，就有出

路。

E回味E huiwei O 圈食物吃过后的余味2 ～
无穷。＠画从回忆里体会z 我一直在～他说
的话。

E回文诗E huiwenshl 画一种诗体。可以倒着
或反复回旋地阅读。如诗句“池莲照晓月，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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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拂朝风”，倒读就是“风朝拂锦I陵，月晓照莲

池”。多属文字游戏。
E凹稳E huiwen 圈（价格、指数等）较快上涨或

下跌后又回到平稳的状态z 止跌～o
E回戏】 hui;;xi 画（戏曲）临时因故不能演出。
E回翔】 huixi6ng [Z!国盘旋地－ i::. ：鹰在空中～。
E回响】 huixiang O 圈回声g反响：歌声在山

谷中激起了～｜敲了几下门，里面毫无～。－~

声音回旋震荡z 呼喊声在山谷中～。＠画i 响
应z 增产节约的倡议得到了全厂各车间的～o

E回想E huixiang ［却想（过去的事） ：～不起来｜
～起不少往事。

E回心转意l huixln-zhuanyi 改变态度，不再坚
持过去的成见和主张（多指放弃嫌怨，恢复感
情）。

E回信E huixin 0 （「←）［萄答复来信z 希望早

日～l给他回了一封信。＠回答复的信：给哥

哥写了一封～。＠（～儿）圈答复的话：事情
办妥了，我给你个～儿。

E回形针l huixingzhen 圈曲别针。
E回旋E huixu6n ［~ 0 盘旋；绕来绕去地活动．

飞机在上空～着 i～的地区很大。＠可进退s
可商量、变通＝留点儿～的余地，别把话说死了。

E回旋曲E huixu6nq心圈乐曲形式之），特点

是表现基本主题的旋律屡次反复。

E回忆E huiyi i司回想：～过去 l童年生活的～。
矗 E回忆录l huiyilu 圈一种文体，记叙个人所经

历的生活或所熟悉的历史事件。
三2? E回音E h吨1iyln f~l 0 回声：礼堂～大，演奏效

果差一些。＠答复的信；回话：我连去三封
信，但一直没有～ i不管行还是不行，请给个～O

E回应l huiying l到回答g答应2 对代表们的建
议给予积极的～｜叫了半天，也不见有人～。

E回佣E huiy。ng （方〉圈回扣。

E回游E huiyi讪同“润游”。
E回赠E huizeng C到接受赠礼后，还（ hu6nJ 赠

对方礼物z ～一束鲜花。

E回涨E huizh凸ng ［到（水位、物价等） r降后又

往上涨。

E回技I] huizhi 圈。回条。＠向寄件人证明

某种邮件已经递到的凭据，由收件人盖章或签
字交邮局寄回给寄件人。＠会议通知或邀请

函所附的填写后寄回寄件人的部分，内容包括

能否应邀出席等。
E回转E huizhuan 国掉转2 他～马头向原地跑

去。
E回族E Hulzu ［到我国少数民族之－，主安分
布在宁夏、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东、云南、
安徽、新疆、辽宁及北京等地。

E回嘴l hui;;zul E勤还嘴。

才t hui 见下。
i口 l

E菌香】 huixia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分

裂成丝状，花黄色。茎叶供食用，果实长椭圆
形，可以做调味香料。果实、根、茎、叶都可入
药。

／：『;::tt hui 见 277 页【低四川剧盼。
1但l 另见 566 页 hu6i0

泪 hui （书〉水流回旋。

E泪游】 huiy6u iZ!!j] 海洋中→些动物（主要是鱼

类）因为产卵、觅食或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沿着
一一定路线有规律地往返迁移。也作凶游。

焰 hui 啪光；光的颜色。

虫回（咣、捕、捕、蛐）立捆
E烟虫】 huich6ng 圈寄生虫，外形像虫丘蚓，臼

色或米黄色，成虫长 20 厘米左右，雌虫较大。
能附着在人的肠壁上引起烟虫病，进入肝脏、
胆道等还会造成其他疾病。

/zr.:;f ui 古书上指鳞鱼（w邑ivu）。
剧团（榈） y 

v 
hul （厂义飞）

｝也 M 古书上说的－种毒蛇
另见 578 贞 huT 。

U也！也］ hulhui （书〉摩声］形容打雷的声音。
必信 hul 懊悔；后悔z ～悟｜追～｜忏～｜～不该
l叶·放弃这次机会。
E悔不当初】 huibudangchu 后悔当初不该这

样做或没有那样做：早知如此，～。

E悔改E huig副［遍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他己

表示愿意～o

E悔过E huiguo I司承认并追悔自己的错误：～

书｜～自新｜诚恳～。

E悔恨E huihen 阉懊悔：～不已。

E悔婚l hui;;hu『1 画订婚后一方翻悔，废弃婚

约。

E悔棋E hui;;qi ［姐棋子下定后收回重下。也说
回棋。

E悔悟】 huiwu B自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悔恨而
醒悟。

E悔约E huT;;yu岳 l司签约后方翻悔，废弃原

定的协议、条约、合同等。
E悔罪】 hui;;zui ~司i 悔恨自己的罪恶：有～表



现。
内H " 0 I到破坏3糟

毁（＠吸、＠锻）蹋2 ～灭｜销～｜好
好儿的一本书，让你给～了。＠烧掉：烧～！焚
～。＠说别人坏话；诽谤2 ～誉｜诋～。＠
〈方〉南］把成件的旧东西改成别的东西（多指

衣服）：用一件大褂儿给孩子～两条裤子。＠
(Hull 圈姓。

E毁谤E huibang E到诽谤。
E毁害】 huihai 画毁坏；祸害z 这一带常有野兽

～庄稼。
E毁坏】 huihuai ~西］损坏；破坏．不许～古迹｜～
他人名誉。

E毁家纤难］ hu ii ia-shunan 捐献全部家产，帮

助国家缓解危难。
E毁灭E huimie 圈毁坏消灭；摧毁消灭：～证

据i～罪恶势力 i遭到～性打击。
E毁弃］ huiqi ［现毁坏抛弃。
E毁容］ hui;; rδng 圃毁坏面容。

E毁伤E huishang C司破坏；伤害。
E毁损］ huisun I司损伤；损坏z 不得～公共财
物。

E毁誉］ huiyu l名］毁谤和称赞；说坏话和说好
话：～参半｜不计～。

E毁誉参半】 huivu canban 毁谤和赞誉各占一
半z 对这部电视剧众说纷纭，～。

E毁约E hui;;yu岳［动］撕毁共同商定的协议、条
约、合同等。

hur c 厂〉〈飞）

τ~ hui 各种草（多指供观赏的）的统称：花
,J I ～｜奇花异～。

、，r-"1 hui 0 画汇
子LC庭、＠＠桑、7配合z 百川所
～｜～成巨流。＠聚集；聚合：～报！～印成书。
＠聚集而成的东西 z 词～｜总～。

、＇r-"2 hui 0 ［到通过邮局、银
1L Clii 、丁医）行等把甲地款项划拨到
乙地：～寄 i 电～｜～款｜～给他一笔路费。＠
指外汇．换～i创～。

（＇／［二报l huibao 画综合材料向上级报告，也指
综合材料向群众报告：听～｜～处理结果。

E汇编E huibian 0 画把文章、文件等汇总编
排在一起：～成书。＠函编在→起的文章、
文件等（多用于书名）：法规～！资料～。

E汇兑］ huidui ［葫银行或邮局根据汇款人的委
托，把款项汇交指定的收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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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汇费E huifei ［直银行或邮局办理汇款业务
时，按汇款金额所收的手续费。也叫汇水。

E汇付E huifu 阉汇兑。

E汇合】 huihe 画（水流）聚集；会合：小河～成

大河。人民的意志～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i［集E huiji C剥聚集：～材料｜把资料～在一起

研究｜游行队伍从大街小巷～到天安门广场。
【汇价l huijia l苞汇率。

E江：校l huijiao ［动］汇集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
进行校助。

E汇聚l huiju 阐聚集。

E汇款E huikuan 0 C 11 ）~把款汇出 z ～单｜
他到邮局～去了。＠［刽汇出或汇到的款项：

收到一笔～。
U口j[】 huiliu 湖水流等汇合：数条小溪在这

里～成河。

(i仁拢E huilong I剥聚集；聚合g 几拨儿人～到

一起｜～群众的意见。
E汇率】 huil。国一个国家的货币兑换其他国
家的货币的比率。也叫汇价。

E汇民E huimin ［包指从事外汇交易的个人投
资者。

E汇票E huipiao 圈银行或邮局承办汇兑业务

时发给的支取汇款的票据。

E汇市E huishi [El 0 买卖外汇的市场。＠外
汇的行市。

E汇水E huishui ［苞汇费。 二二
[Yr：演E huiy也n 同“会演”。 主辈

E汇映】 huiying ［司集中上映若干部有某种联

系的影片2 法国电影～。

E汇展E huizhan 圃（商品等）汇集在一起展览：

南北糕点～｜名牌时装～。
E汇总】 huizang ~ C资料、单据、款项等）汇集
歪j→起2 等各组的资料到齐后～上报。

／达1 A hui 0 聚合；合在一起g ～合｜

云（舍）～齐｜～诊｜～审。＠阉见面；
会见·～面｜～客｜昨天没有～着他， 8 由有

→定 f~的的集会：晚～l舞～！开～｜报告～｜晚
上有一个～。。某些团体：工～｜～干iJ I 妇女联

合～。＠庙会：赶～。＠民间朝山进香或酬
神求年成时所组织的集体活动，如香会、迎神
赛会等。＠圈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组
织，入会成员按期平均交款，分期轮流使用。

＠主要的城市：都～｜省～。＠时机z 机～！
适逢其～。⑩〈书〉圈恰巧；正好2 ～有客来。

A.2 A hui 0 理解；懂得·体～｜误～！
云（舍）心领神～｜只可意～，不可言传。
＠｛可热习以屋晓z ～英文 l～两出京戏。＠［到
助动词。表示懂得怎样做或有能力做（多半指



584 、
l

川
u

」
川

J』
Z三Z

需要学习的事情）：我不～滑冰｜这孩子刚～走

路，还不大～说话。。画助动词。表示擅长：
能说～道｜～写～画的人倒不大讲究纸的好坏。
＠圃助动词。表示有可能实现：他不～不

来！树上的果子熟了，自然～掉下来。参看 946

页“能”条虐重’（ 1 ）、（ 2 ）、（ 3 ）三项。＠〈书〉［草I
一定；必将＝长风破浪～有时o
r、J A hui 圈付账z ～账｜我～过了。
云（舍）
r、4 • hui 见 584 页 I会JL J 、 585 页

云（舍） K~rl。
另见 756 页 kuai"

E会标E huibiiio 圈。代表某个集会的标志。
＠写着会议名称的横幅，挂在主席台的上方。

E会餐E hui;;can 圈聚餐z 节日～。
E会操E hui;1ciio 圈指会合举行军事或体育方
面的操演z 下午两点在大操场～。

E会场】 huich凸ng 圈开会的场所。

E会钞） hui;;chiio 圃会账。

Z会车E huiche 圈相向行驶的列车、汽车等问
时在某一地点交错通过。

E会党】 huid凸ng 圈清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

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如哥

老会、青帮等。
E会道门E huidaomen （～儿）强会门和道I j的

合称。
E会典】 huidiiin 圈明清时期记载法令制度的

书籍，多用于书名，如《明会典》。
E会费E huifei 圈会员按期向所属组织交的

钱。
E会仄\J huif岳ng 圈会议的风气或协会、学会→

类社会团体的作风。
E会攻E huigong 自由）联合进攻：兵分两路，～匪
巢。

E会馆】 huiguan 圈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
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

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暂住。

E会海】 huih凸l 圈指过多的会议：文山～。
E会合E huihe 圈聚集到一起：两军～后继续
前进。

E会话】 huihua 画对话（多用于学习别种语言
或方言时）。

E会徽］ huihul 睛代表某个集会的标志z 全国

运动会～。
E会集】 huiji ［越聚集（多用于人）。

E会见E huijian 圈跟别人相见．～亲友｜友好
的～。

E会聚J huiju 圃聚集（多用于人）。
E会考E huikao 画在同一时间和范围内进行

的统考。

E会客E hui;;ke 固和来访的客人见面＝～室。
E会门】 huimen （～儿）圈！日时某些封建迷信的

组织。

E会面E hui;;mian 画见面。

E会期J huiql I望＠开会的日子r ～定在九月

一日。＠开会的天数s ～三天。

E会齐E hui;;qi i量聚齐z 各村参加集训的民兵
后天到县里～。

E会旗】 huiqi 1E1 某些集会或协会等组织的旗

帜z 主席台上高悬着绘有骏马和弓箭的那达慕
~ 。

E会签） huiqian O司双方或多方共同签署。
z会JL) huir （口语中也读 huT「）量指很短的一

段时间：一～｜这～！等～！用不了多大～。

E会商E huishang ~双方或多方共同商量z ～

大计。

E会审】 huish岳n 圈＠会同审理（案件等）。＠

会同审查z ～施工图纸。
E会师】 hui;;shl 圈几支独立行动的部队在战

地会合，也泛指几方面人员会合z 胜利～ l各地

革新能手在首都～。
E刽式】 huishi 圆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
一次的科举考试．由各省举人参加。

E会首E huish6u ［毡旧时民间各种叫作会的组
织的发起人。也叫会头。

E会水） hui;;shuT 画会游泳：他从小就～。
［；部厅】 huisuo 圈指某些住宅小区等设立的

提供健身、休闲、社交、娱乐等服务的处所。

E会谈】 huit6n I虱双方或多方共同商谈：两国
~ 。

E会堂】 huit6ng 圈礼堂（多用于建筑物名称） : 
科学～l人民大～。

E会通E huit6ng ＜书〉圈融会贯通。
E会同】 huit6ng E量跟有关方面会合起来（办
事）：这事由商业局～有关部门办理。

E会头】 huit6u 阁会首。

E会务E huiwu 固集会、会议或某些社会团体

的事务．～工作。

E会晤】 huiwu ［却会面；会见z 两国领导人～i
～当地知名人士。

E会衔E huixi6n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

在发出的公文上共同具名。
E会心E huixln 画领会别人没有明白表示的意
思g 别有～｜～的微笑。

E会演E huiyan I到各地或各单位的文艺节目
集中起来，单独或同台演出。具有汇报、互相

学习、交流经验的作用。也作汇演。
E会厌】 huiyan 圈喉头上前部的树叶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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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会厌软骨和勃膜构成。呼吸或说话时，
会厌向上，使喉腔开放；咽东西时，会厌向下，
盖住气管，使东西不至于进入气管内。（良｜见
543 页“人的喉”）

E会要E huiy也o 圈记载某→朝代各项经济政

治制度的书籍，多用于书名，直口《唐会要》。
E会议】 huiyi IE 0 有组织有领导地商议事情
的集会：全体～｜厂务～｜工作～。＠一种经
常商讨并处理重要事务的常设机构或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部长～。
E会意】1 huiyi 圈六书之一。会意是说字的整

体的意义由部分的意义合成，如“信”字。“人
言为信”，“信”字由“人”字和“言”字合成，表示

人说的话有信用。
E会意）2 huiyi 画会心。

E会阴］ huiyin 画 JlI门与外生殖器之间的部

位。
E会友E huiyou 0 ［吕指同－个组织的成员。
＠〈书〉圈结交朋友：以文～o

E会元】 huiyuan ［苟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

名的人c
E会员E huiyuan 圈某些群众组织或政治组织

E讳言】 huiyan ［画不敢或不愿说：无可～。

才是~ ~』 hui 〈书〉草木繁盛。
言主（蕾）
E主主萃E huicui 圈（英俊的人物或精美的东西）

汇集；聚集：～一堂｜人才～。

日岁 ι hui 〈书〉鸟鸣声。
夕（喊）另见 1617 页州。
［~岁哆】 huihui 〈书〉匮塾形容铃声。

也6. 、 A Hui 0 i会河，水名，发源于河南－
j去（、、）流经安徽，至江苏入洪泽湖。＠

1会河，水名，汾河的支流，在山西。
另见 758 页 kuaio

、4位 、，牛 hui 教导；诱导：教～！～人不倦。

3母（海）
E诲盗诲淫】 huidao huiyin 见 585 页【诲淫诲

盗li 0 

E诲人不倦】 huiren-bujuan 教育’人极有耐心，

从不厌倦。

E诲淫诲盗E huiyin huidao 引诱人做奸淫、盗

窃的事。也说诲盗诲淫。

在A I.A hui 画画1 ①：描～｜～画 1~000
F瓦（擒）

的成员 z 工会～｜～证。 I c绘画】 huihua 阻挡造型艺术的一种，用色彩、线
E会展】 huizhan 圈会议和展览：～中心。 | 条把实在的或想象中的物体形象描绘在纸、布
E会展经济E huizhan jingji 指以承办各种会｜ 或其他底子上。
议、展览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 I c绘染】 huir仙圈绘画染色：手工～艺术。红

E会战】 huizhan I到＠战争双方主力在→定地｜ 叶～山林。
区和时间内进行决战。＠比喻集中有关力！ f绘声绘色】 huisheng-huise 形容叙述、描写生矗
量，突击完成某项任务：石油大～｜水利工程大 i 功逼真。也说绘影绘声、绘声绘影。

~ 。

E会账］ hui;; zhang 圈（在饭馆、酒馆、茶馆、澡

堂、理发馆等处）付账（多指一人给大家付账）。

也说会钞。
E会诊E hui;; zhen ！动l 几个医生共同诊断疑难 l

病症：他的病明天由内科医生～。
E会众］ huizhong I到旧时指参加某些会道门
等组织的人。

E会子） hui·zi （口语中也i卖 huT•zi ）［直指一段
时间z 说～话儿｜喝了～茶｜来了～了，该回去

了。
、才~ ~ hui 0 附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或
L币（言）不愿说；忌计i：隐～ l直言不～。＠
忌讳的事情．犯～。＠旧时不敢直称帝王或
尊长的名字，叫讳。也指所讳的名字：名～。
0 C Hui) l组姓。

E讳疾忌医］ huiji-jiyi 怕人知道有病而不肯医

治，比喻掩饰缺点，不愿改正。
E讳忌】 huiji I到忌讳①：毫不～｜不知～o

E讳莫如深】 huimorush岳n 紧紧隐瞒。

E绘声绘影】 huish岳ng-huiyTng 绘声绘色。

E绘事】 huishi ＜书＞ IE 关于绘画的事情。

E绘图】 huitu 圈绘制图样或地附等。

E绘图仪E huituyi ［~能在纸张、胶片或薄膜上
绘制图形或图像的装置，绘图的笔可以横向、

纵向自由移动，并能自动放 F或抬起，实现平

I时绘图。
E绘影绘卢］ huiyTng-huish岳ng 绘声绘色。

E绘制E huizhi ［：动］画（图表）．～工程设计图。为
祖国的明天～宏伟的蓝图。

圭 hL』｝〈书〉怨恨z ～恨。
J~、

检（擒）
贿（贿）

hui 用于人名，秦栓，南宋奸臣。

另见 494 页。ui 。

hui 0 ＜书〉财物。＠贿赂·行
～｜受～｜纳～｜索～。

E贿会】 huijln I苞贿款。
E贿款】 huikuan 圈行贿或受贿的钱。

E贿赔l huilu O ［司用财物只通别人z ～上司。

＠哩！用来买通别人的财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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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贿胳公行E huilu-gongxing 公开行贿受贿。

E贿选E huixuan 函j用财物买通选举人使选举

自己或跟自己同派系的人。

,[;,6悔 'A hui 圈＠烹调方法，炒菜后加少

坛（熔）莹的水和交粉， ~!h-r仁｜～什锦。
＠烹调方法，把米饭等和荤菜、素菜混在一起

加水煮：～饭｜～饼。
彗山 hui (I胁叫〉扫帚。

c~彗）
E彗星E huixlng IBJ 绕着太阳旋转的一种星体，

通常在背着太阳的一面拖着一条扫帚状的长
尾巳，体积很大，密度很小。（图见 1265 页“太

阳系”）

确 hui 有能叫叫名础徽。

晦 hui O 翩翩的末一天： ~￥JJ。如
暗；不明显z ～涩 l～填 i 隐～。＠〈书〉夜

晚z 风雨如～。＠〈书〉隐藏 z ～迹｜韬～。

E晦暗E hui ’ an 庄园昏暗；暗淡：天色～0心情
~ 。

E晦明E huiming （书〉＠［组夜间和白天。＠
圈昏暗和晴朗。

E晦冥l huiming 同“晦暖”。

E晦睽l huiming （书〉圈昏暗z 风雨～。也作

晦冥O

E晦气E hui•qi 0 日毫不吉利；倒霉：真～，刚出
＝二二 门就遇上大雨。＠圈指人倒霉或生病时难看

茸的气色：满脸～。
王军 E晦涩】 huise I理（诗文、乐曲等的含意）隐晦不

易懂：文字～。
E晦朔E huishuo ＜书〉圈。从农历某月的末
）天到下月的第一夭。＠从天黑到天明。

秽… hui 0 肮脏：污～＠丑恶；丑
（在最）陋＝～行｜自惭形～。

E秽迹E huiji ＜书） iEl 丑恶的事迹。
E秽气l huiqi [:8J 难闻的气味p臭气。

E秽土E huit心圈垃圾。

E秽闻E huiwen ＜书） !El 丑恶的名声（多指淫

乱的名声）：～四播｜～远扬。
E秽行E huixing （书） !Eil 丑恶的行为（多指淫
乱的行为）。

E秽语l huiy心［名］淫秽的话：市井～。

主甘 hui O 给予的或受到的好处理、惠2 小恩、

mi电小～｜施～于人｜受～无穷。＠给人好处：
平等互～。＠敬辞，用于对方对待自己的行
动z ～临｜～顾｜～存。＠柔顺；善良 2 ～风 1 贤
～。 0 CHui）圈姓。

〈古〉又同“慧”。

E惠存】 huicun ~敬辞，请保存（多用于送人相

片、书籍等纪念品时所题的上款）。

E惠民lJ huif岳ng ＜书〉［哥和风z ～和畅。

E惠）颇1 huigu 圈惠临（多用于商店对顾客）：

家具展销，敬请～。

E惠及l huiji （书＞ I到把好处给予某人或某地：
～远方。

E惠I悔】 huilin ［.动l 敬辞，指对方到自己这里来z

目前～，失迎为歉。

E惠民E huimin 阉给人民好处＝～政策！～工

程。

E惠允E huiyun 画敬辞，指对方允许自己（做某

事）。
E惠赠l huizeng 圈敬辞，指对方赠予（财物）。

朦 hui ＜书〉＠鸟兽的嘴：长～｜短～。＠
借指人的嘴z 置～ l 百～莫辩。

翔（崩） h川见下。
E朔朔】 huihui （书〉瞠声l形容鸟飞声。

阑… hui 见 5叫阙阔1
（国）

、、虫、中 hui （疮）溃Ckull烂z ～版。
. （璜）另见 764 页 kui 。
E溃版】（碳版） huin6ng 画面（疮）溃烂化睐。

＆血， . hui （书〉同“绘”。
主页（馈）
殡（磺） hui 见下
U贵版E huin6ng 见 586 页I溃版lo

薯 hui er胁ui川町I圈。

瞎 hui （书〉形容微小。

｛害 hui ＜书〉同“惠”。

、王主主 hui 〈书〉＠分辨清楚。＠顺服。
1患（禧）
革塔 hui 0 聪明：智～｜聪～｜～心。＠
λ五°f. (Hui) 画姓。

［慧根E huig岳n IE] 佛教指能透彻领悟佛理的

天资，泛指人天赋的智慧。

E慧黠E huixi6 （书〉圈聪明市j狡猾z ～过人。

E慧心】 huixln ［组佛教指能领悟佛理的心，泛

指智慧。
E慧眼】 huiyiin ~］佛教指能认识到过去和未来

的眼力，泛指敏锐的眼力·独具～｜～识英雄。
书在 hui 0 惠兰。 8 (Hui）［组姓。
) t.! 飞

E葱兰E huilan f函兰花的一种，初夏开花，黄绿

色，有香气。



槽 hui ＜书〉粗陋的小棺材

滤 Hui 古梢。

楼挂靠憾椿辛彗面贵螺昏荤阁惰婚 l hui - hOn ｜臼7 | 

间失去知觉。严重的外伤、脑出血、脑膜炎等
都能引起昏迷。

憾 hui ＜书〉同官

穗 hui 古书上说的一种树。

错（铛） hui "t~＂ w自 l 的又音。

酣（醺） hui ＜书〉洗脸

虫惠 hui 见下。

E媳贴l huigu 圈蝉的一种，吻长，身体短，紫肯

色，有黑色条纹，翅膀有黑斑。

仁：二h豆口；；ZL布：＼二i

昏 ~ hun O 天刚黑的时候；黄昏z
（拎昏）晨～。＠黑暗；模糊：～暗｜～

黄｜～花｜天～地暗。＠头脑迷糊；神志不清：
～庸｜～～欲睡 l ～头～脑。。［动］失去知觉：
～倒｜～厥｜～迷｜他～过去了。

〈古〉又同“婚”。

E昏暗E hun ’ an 圈光线不足；暗：灯光～｜太阳
下山了，屋里渐渐～起来。

E昏沉E hunchen lffil 0 暗淡．暮色～。＠头
脑迷糊，神志不清：喝醉了酒，头脑昏昏沉沉

的。
E昏黑E hunh岳1 圈黑暗；昏暗：夜色～。
E昏花l hunhua 圈（视觉）模糊（多指老年人）：

老ill～o
E昏话l hunhua I包＠糊涂或荒谬的话。＠胡

话。

E昏黄】 h0nhu6ng lffil 黄I而暗淡模糊（用于天

色、灯光等）：月色～。

E昏厥E hunjue 阉因脑部短暂缺血号｜起供氧
不足而短时间失去知觉。心情过分悲痛、精神
过度紧张、大出血、心脏疾患、等都能引起昏厥。
也叫晕厥CyOnju邑）。

E昏君l hunjun f每昏庸的君主。
E昏耳贵】 hunkui 两眼花耳聋，形容头脑糊涂，不

明是非·～无能。
E昏乱】 hunluan l翩。头脑迷糊，神志不清·
思路～。 8 <t5＞政治黑暗，社会混乱。

E昏昧E hunmei ＜书〉［形］＠光线昏暗，模糊不
清2 天色～。＠愚昧；糊涂：～无知。

E昏迷】 hunmi l到因大脑功能严重受损而长时

E昏睡E hOnshui 阉昏昏沉沉地睡＝～不醒｜病

人仍处在～状态。

E昏天黑地E huntian-h岳idi 0 形容天色昏暗z

到了晚上，～的，山路就更不好走了。＠形容
神志不清：当时我流血过多，觉得～的。＠形

容生活荒唐颜废：你可不能跟这帮人～地鬼混
了。＠形容打斗或吵闹得厉害：吵得个～。
＠形容社会黑暗或秩序混乱。

E昏头昏脑l hunt6u-hunn凸o 形容头脑迷糊，

神志不清：他一天到晚忙得～的，哪顾得上这

件事。也说昏头涨脑。
E昏头涨脑E hunt6u-zhangn凸o 昏头昏脑z 整

天上网玩游戏，搞得～的。

E昏星E hunxlng 圈我国古代指日落以后出现

在西方的金星或水星。

E昏眩E hunxuan I副头脑昏沉，眼花缭乱2 一

阵～，便晕倒在地。

E昏庸】 hunyong 11回糊涂而J愚蠢 z 老朽～G
E昏招JL] hunzhaor 同“昏着儿”。

E昏着JLl hunzhaor 圈。下棋时，因一时头脑

不清楚｜而下出的拙劣的着数。＠泛指不高明
的主意或手段。｜｜也作昏招儿。

荤斗 hun O 圈指鸡鸭鱼肉等食物
（章）（跟“素咱对）：～菜｜三～一素｜她

不吃～ l饺子馅儿是～的还是素的？＠佛教徒

称忽蒜等有特殊气味的菜2 五～。＠指粗俗主辈

的、淫秽的z ～话｜～口。 -
另见 1492 页 xOno

E荤菜】 huncai 圈用鸡鸭鱼肉等做的菜。

E荤话】 hunhua lEJ 指粗俗下流的话；脏话。
E荤口l hunk凸u ［~曲艺表演中指低级、粗俗的
话（区别于“J争时’〉。

E荤腥E hunxlng ［萄指鱼肉等食品：老人家常
年吃素，不沾～。

E荤油E h0ny6u 圈指食用的猪油。

业e:t hun 〈书〉＠看门：～者（看门的
｜罔（圄）人）。＠门（多指宫门） ：叩～。
悟 hun ＜书〉糊涂。

婚 hun O 结婚z ～期 l 未～｜新～。＠婚
姻：～约｜结～｜离～。

E婚变】 hunbian 画家庭中婚姻关系发生的变

化，多指夫妻离异。

E婚典】 hundi凸n I量结婚典礼：传统～o
U剧院】 hunjia l包因结婚字受的假期。
E婚嫁l hunjia 道）泛指男欠婚事。

0昏检】 hunjian 画为结婚而进行体检。



主主

I 588 I hun - hun i 婚梅雨浑碎馄混魂

E婚介l hunjie 圈婚姻介绍z ～机构。

即礼】 hunll 圈结婚仪式z 举行～。

E婚恋E hunlian ［型结婚和恋爱：云南各民族有
着不同的～风情。

E婚龄E hunling 圈＠结婚的年数2 他俩的～
已有 50 年。＠法定的结婚年龄：他俩今年刚

够～。
E婚配1 hunpei 圃结婚（多就已婚未婚而言） : 
子女两人，均未～o

E婚庆l hunqing 圈结婚的庆祝仪式。

U昏纱】 hunsha ~结婚时新娘穿的一种特制

的礼服。
E婚生子女E hunsl由ig zTnu 具有合法婚姻关
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

E婚事］ hunshi 画有关结婚的事z 办～G

U昏书E hunshu 圈旧式结婚证书。

E婚俗E hunsu 圈有关婚姻的习俗：不同民族

有不同的～。
U昏托JL] huntu6r I组指跟不法婚介机构勾结，
假扮征婚者，以谈恋爱的名义诱骗其他征婚者

钱财从中牟利的人。
U昏外恋E hunwailian ~指与配偶以外的人
发生的恋情。

U昏外情E hunwaiqing 圈婚外恋。
E婚宴E hunyan 圈为婚庆f(rj举办的宴席。
U昏姻】 hunyln 圈结婚的事；因结婚而产生的

夫了妻关系：～法｜～自主｜～介绍所｜他们的～

十分美满。
E婚姻法】 hunylnf凸圆规定有关婚姻和家庭制

度的法律。
E婚约］ hunyu岳匮男女双方对婚姻的约定．

缔结～｜解除～o
U昏P.~l hunzhao 圈结婚照片。

椿 hun 古书上指合欢树。

有昏 hun 伽利类似涵洞而较小的地F排
水建筑（多用于地名）·赵家～（在湖南）。

, 
hun （厂＇／..'-7)

浑 hun O I~ 浑浊～水 j 把水搅
（浑）～。＠圈糊涂g不明事理2 ～人 l

这人真～。＠天然的：～朴 1 ～厚｜～金瑛玉。
＠全z满 z ～身｜～似。 8 (Hu门）坦姓。

E浑蛋】 hundan 咱不明事理的人（骂人的话）。
现多作混蛋。

E浑噩E hun'e 庄园无知；糊涂·～麻木。
E浑厚E hunhou 圈。淳朴老实z 天性～。＠

（艺术风格等）朴实雄厚；不纤巧：笔力～。＠
（声音）低沉有力：嗓音～。

E浑话】 hunhua 圈不讲道理的话；1昆账话。

E浑浑联盟~l hunhun ’告’6 晴状态词。形容元
知无识、糊里糊涂的样子。

E浑家】 hunjia I每妻子（qi.刀，多见于早期自

i舌） 0 

E浑金E慧玉】 hunjln-puyu 见 1017 页【瑛玉浑

金1。
E浑朴l hunp心庄园浑厚朴实：字体～｜风俗～。

E浑球JLl hunqiur ＜方〉［各］浑蛋。现多作混
球JL o 

E浑然】 hunran O 圆形容完整不可分割z ～

一体｜～天成。＠画完全；全然：～不觉｜～不

理。
E浑如】 hunru I割完全像；很像：蜡像做得～真
人一样。

【浑身】 hunsh岳n 圈全身：～上下｜～是汗｜～

是胆（形容胆量极大）｜使出～解数。

E浑水摸鱼】（混水摸鱼） hunshuT-m6yu 比喻
趁混乱的时机捞取利益。

E浑说E hunshu6 圃胡说；乱说：信口～。
E浑似E hunsi ［到非常像；酷似。
［~军天仪】 huntianvi ~ O 浑仪。＠浑象。
E浑象E hunxiang r＝各l 我国古代表示天象运转

的仪器，相当于现代的天球仪。也叫浑天
仪。

E浑仪l hunyi ~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仪
器。也叫浑天仪。

E浑圆］ hunyu6n 回状态词。很困z ～的珍珠｜

～的月亮。
【浑浊l hunzhu6 ［形i 混浊Chunzhu6 ）。

芹~ hun 特（Hu叫叫名，在吉
（王军） 林。
另见 578 页 hul 0 

b曰 hun 见下。
距已（官昆）
E馄饨l hun•tun 画面食，用薄面片包馅儿，通

常是煮熟后带汤吃0
~曰 hun 同“浑”①②o
1 ）；巳另见 589 页 hun"
E混蛋E hundan 同“浑蛋”。

er昆球JLl hunqiur 同“浑球儿”。
E混水摸鱼】 hunshuT-m6yu 见 588 页i浑水摸

鱼l 0 

二白 _ hun ＠（～儿）圈灵魂①。＠
现（冤）指精神或情绪2 梦～萦绕｜神～
颠倒。＠特指崇高的精神z 国～ i 民族～。＠
泛指事物的人格化精神g 花～｜诗～。



E魂不附体】 hunbufutr 灵魂离开了身体，形容

恐惧万分。
E魂不守舍】 hunbushoushe 灵魂离开 f躯壳，
形容精神恍惚、心神不定。也形容仿｛恐万分。

E魂飞魄散】 hunt岳t po son 形容非常’惊恐。

E魂灵E hunling 圈灵魂①。

E魂魄J hunpo ~迷信的人指附在人体内 ~r以

脱离人体存在的精神。
E魂牵梦萦】 hunqian-mengying 形容思念情

切．他认出了这正是失散多年、日夜～的儿子。

hun （厂义17 ) 

浑（漳）
hun :<J<;i虑：开玩笑．～名｜打～。

E评号】 hunhao 强浑名。

E浑名】 hunming i名］外号。

因 hun ＜书〉厕所。

~曰 hun o 1现掺杂：～合i～为一谈｜两种豆
1 i;巳子～在一起。＠！现蒙混：～充｜～入｜鱼
目～珠｜你是怎么～进来的？＠｜动i 苟且地生
活z ～饭｜～日子 i ～了半辈子。。事UJ 胡乱．

～出主意。
:¥.l 31. 588 Ji{ h山n c 

(1昆充J hunchong ~动l 蒙混冒充：～内行。

E混榕】 hunda ~西｜把颜包、样式．材质等不同的
东两搭配在斗起。

(1昆沌E hundun O 遣军我国传说中指宇宙形成
以前模糊－团的景象：～初开。 8 [fu] 糊里糊
涂、无知元识的样子。

(1昆纺E hunt凸ng 0 l副用不同类别的纤维混
合在 4起纺织。常用化学纤维和l夭然纤维

戎不间的化学纤维混纺。可以提高纱线质
量，节约原料，增加，\j'，种等。＠［刽说纺的纺
织品。

(1.昆合J hunhe r动lO 掺杂在→起g 男女～双

打！在：货～列车。＠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相；盯司
不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惨和在一起。

E混合r JLl hunhemianr l刽抗日战争时期华
北、东北沦陷区作为粮食自己售的一种用五米
芯、豆饼、糠批等混合磨成的粉。

E混合物】 hunhewu 圈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单质或化合物混合而成的物质，没有固定的
组成，各成分仍保持各自原有的性质。如空
气是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稀有气体等的混
合物。

(1昆合泳J hunhey凸ng 圈游泳运动项 l::l 之…，

魂卡车网混；因恩抬骆 I hun÷huδ ｜臼9 I 

用蝶泳、蛙泳、仰泳和自由泳的姿势连续游完

规定时J泳程，分为个人和接力两种形式。

(1昆j屁JL] hun • hunr 〈力’〉［组流民；二元赖。

E混迹】 hunji < ·的〉［司隐版本来而日混杂在某
种场合．～江湖。

(j昆交林E hunj iaolin I割两种或多种树木混生

在 A起的森林啕如l乔木和灌木的混交林，针叫

树和l阔叶树的混交林（跟“单纯林”相对）。

[j昆乱J hunluan 唰没条理；没秩序：思想、～｜

秩序～。

[j昆凝土】 hunningtu ［毡利1建筑材料，－般用

水泥、沙、石子儿和水按比例搅拌 rni !!lG，硬结后

有耐压、而I水、耐火等性能。
(j昆ttt魔王J hunshl田m6w6ng 比喻扰乱社会、

给人民带来严P.危害的恶人。

(1昆事E hun;;shl ！动］只以取衍衣食为目的而从
学；某种职业；谋生（含贬义或戏i虐意）。

(1昆!PJJ hunt6ng llWJ 把本质上有K别的人或事

物同样看待。
(t昆为」谈E hunweiyitan 把不同的事物混在

一起，说戊是同样的事物。

(i昆淆J hunxi6o ~剖＠混杂；界限模糊（多用于
抽象事物） : ！［.伪～。＠使i住在使界限模糊2

～黑白｜～是非｜～视听。

(i昆监1JLJ hunxue ’ er !'8］指斗~ [i 1j种族的男女相

结合所生的孩子。

(i昆－J hunyi 自由］不同的事物混合成为休。 二二

(i昆杂J hunz6 I现混合掺杂：鱼龙～3 主主三
(i昆liltl hunzhan ［到进行目标不明或对象常变 二」

的战争或战斗：军阀～｜一场～。

(i昆账E hunzhang I赠言语行动无理无耻（骂人

的话） ：～话｜～小子。

(i屁浊J hunzhu6 l眼（水、空气等）含有杂质，不

？奇沽，不新鲜。

酒 hun ＜书〉＠混乱： ~J.'Ro ＠晰。

(j\到浊E hunzhu6 〈挡〉｜可“混浊气

恩 … hun ＜书〉＠忧患。＠扰乱。
（！，↑圄）

! blJ(:> （厂〉〈古）

τf:A huo O现用拾子翻松（土壤） : ～地。
日

后台子E huo· zi l组翻松土壤用的一种农具，比

犁轻巧，多用于中耕，也用米开沟播种。
η主 uo （书〉阪声］形容东西’
据（J踞、湖）破裂的声音。



主主
言三三三

I s9o I huδ － hu6 I 惚费j E蔓豁挥和侣活

惚 叫一种金属加工方法用
（饱）专门的刀具对工件t已有的孔进

行力u工， ,S1J平端面或切出锥形、同柱形凹坑。

萎u huo O ＜吨用刀尖插入物体然后顺
势拉（ 16）开·把鱼肚子～开｜用刀一～．绳

子就断了。＠｜叫“枪”。

囔 huo 圈表示惊讶：～！好大的鱼！
另见 597 页 huo,967 页己。

合捕、1 huo 画裂开：～了一个口子｜纽襟儿～

口日了。

合扮2 huo I'司狠心付出很高的代价；舍弃：～

口产口 出三天工夫也得把它做好。

另见 561 页 hu6;597 页 huo"

E豁出去E huo;; •chu叩』［割表示不A陷付出任何

代价2 事已至此，我也只好～了。
E豁口E huokou c～JL）圆缺口：城墙～｜碗边有

个～｜北风从山的～吹过来。

E豁子E huo· zi ＜方〉圈。豁口：碗上有个～。
＠指豁口霜的人。

E豁嘴E huozui C～儿）〈口〉［割＠唇裂。＠指
唇裂的人0

4€1登 huo （噩把堆积的东西倒出来，特指把采
Jτ旦出的煤、矿石等铲起来倒到另一个地方或

容器中．～土｜～煤机。

,, 
hu6 ＜厂〉〈古）

和 M 画在粉状物中力阳搅拌或揉弄
使有裂i性：～面｜～泥｜～点儿水泥把窟窿

堵上。
另见 526 页 h邑； 530 页 he,s49 页 hu,

595 页 hu凸。

百 hu6 ＜书〉相会；聚会。

衣1二 hu6 0 画生私有生命（跟“死吁日x•t l , 
1ι』～人｜～到老，学到老｜鱼在水里才能～。

＠在活的状态下：～捉。 8l型J 维持生命；救
活：养家～口｜～人一命。。［塑活动；灵活：

～水｜～页｜～塞 J～靶子。＠［用生动活泼；不
死板z ～气｜～跃｜这一段描写得很～。＠

（～儿）圈工作c －－般指体力劳动的，属于五农
业生产或修理服务性质的）；细～！I~ I 重～儿 l庄

稼～儿！干～ILc @ （～儿） [°8］产品；制成品 2 出

～儿｜箱子上自己着铜～儿｜这一批～ JI..做得很好。
＠圆真正；简直．～现｜这马画得～似真的 i这
孩子说话～像个大人。

E活版E hu6b凸n 画活？版：～印刷术。

ci吕宝E hu6b凸o I毛l 指可笑的人或滑稽的人（多

含贬义）。

E活报剧】 hu6baoju 月2 反映时事新闻的短小
活泼的戏剧，吁以在街头演出。

E活蹦乱跳】 hu6beng-luantiao 欢蹦乱跳。

[j舌便】 hu6 • bi an < 11 ) ［~］ 0 灵活：手脚～。

＠方便；便利·事情还是这么办比较～ l 开两
个门进出～一点儿。

E活在】 hu6ch6 （～儿）〈口〉圈农活儿。

er舌地图l hu6ditu ［画比喻对某地区地理情况
很熟悉的人。

E活地狱l hu6diy1；』［吕比喻黑暗悲惨的生存环

境。
E活动】 hu6dong O 画（肢体）动弹；运动2 坐

久了应该站起来～～ l 出去散散步，～一下筋

骨。＠画为某种目的而行动：抗战时这一带

常有游击队～。＠［盈动摇；不稳定．这个桌子

直～｜门牙～了。＠［归灵活；不固定：～模型｜

～房屋。＠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行

动：野外～｜文娱～！体育～｜政治～。。 l到指
钻’背、说情、行贿2 他为逃避纳税四处～。

E活动家】 hu6dongj io l名｜在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中积极活动并有较大影响的人。

E活法】 hu6·f凸（～儿）〈口〉［名！指对待生活的态

度和所选择的生活方式2 各人有各人的～O

E活泛】 hu6·fan ＜「1 ）睛＠能随机应变；灵活：

心 iR儿～｜脑筋不～。＠指经济宽裕（常与“手
头”搭配使用）；钱你先用着，等手头～了再还

我。

E活佛】 hu6f6 届主io 藏传佛教中用转世制度继
位的高僧。＠旧小说中称济世救人的僧人。

E活该】 hu6goi I盈I 0 <n ＞表示应该这样，一

点儿也不委屈（有不值得怜惜的意思）；～如

此。＠〈方〉应该；该当（含命中注定意）．我～

有救，碰上了这样的好医生。
E活化E hu6hua I型］使分子或原子的能量增强。

lm把普通水炭放在密｜牙j器中加热，变成吸附能

力较强的活性炭。

[j占化石】 hu6huashi 圈指手遗生物，如大熊

猫和水杉。也指某些在地质年代就已出现，至

今仍广泛分布的生物，如海洋中的舌形贝（一

种软体动物）。

[I舌话E hu6hua c～儿）［富不很肯定的话：他 1出

走的时候留下个～儿，说也许下个月能回来。

E活活E hu6hu6 C～儿的）［画U] 0 在活的状态下

（多指有生命的东西受到损害）：～打死｜～气
死。＠生硬地；强制地z 两个相爱的人被～拆

散。＠简直，表示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瞧

你这个样子，～是个疯子！
E活火山］ hu6hu凸shan 画l 正在喷发的和人类



历史上经常做周期性喷发的火山。
(j舌t!-l hu6•ji ［名，JO 过去专指手艺或缝纫、刺
绣等，现在泛指各种体力劳动针线～｜地里的
～快干完了。＠做成的或待做的手工制品：

她拿着～给大家看。

E活检E hu6jian ［动l 医学上指对活体组织进行

检验。
E活见鬼】 hu6jiangui 指出现特别离奇古怪的

事或无中生有z 书明明放在桌子上，怎么忽然

不见了，真是～！
E活校】 hu6jiao ［司按照原稿校对，同时检查原
稿有无错误、缺漏，叫活校（区别于“死校勺。

E活教材E hu6jiaoc6i ~比喻具有教育意义的
真人真事。

E活结l hu6ji自画一拉就开的结子（区别于“死

结勺。

E活局子l hu6ju·zi 〈为一〉［氢圈套；骗局。
E活口】 hu6k凸u 圈＠命案发生时在场而没有

被杀死，可以提供线索或情况的人。＠指可
以提供情况的俘虏、罪犯等。

E活扣JL) hu6kour ＜口〉型活结。
E活劳动l hu61aodong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
中消耗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跟“物化劳动”相
J(;j"）。

E活力E hu61i 圈旺盛的生命力，多用于比喻2
身上充满了青春的～｜创新的～｜经济发展的

~ 。

E活灵活现E hu61ing-hu6xian 形容描述或模

仿的人或事物生动逼真。也说活龙活现。
E活龙活现l hu616ng-hu6xian 活灵活现。

E活路E hu61u 画＠走得通的路z 遇见白杨树
向右转是一条～。＠行得通的方法：他提出
的技术革新方案，大家觉得是条～。＠能够生

活下去的办法 z 得找条～，不能等着挨饿。
(y后路l hu6• lu 圃泛指各种体力劳动2 粗细～

他都会干｜家里～忙，我抽不开身。
E活络E hu61uo ＜方〉＠画］（筋骨、器物的零件
等）活动：人上了年纪，牙齿也有点儿～了｜板凳
腿～了，你抽空修一修。 8~ 灵活；不确定：
头脑～｜眼神～｜他说得很～，不知道究竟肯不

肯去。
E活埋E hu6mai l司把人活着埋起来弄死。

E活门E hu6men ＜口〉圈阵。
E活命l hu6ming 0 C 11 ）圃维持生命：他在
旧社会靠卖艺～。 8 ( ~／／一）圆救活性命：～
之恩。＠强生命；性命z 留他一条～。

E活泼l hu6·p6 I躏＠生动自然g不呆板：天真
～的孩子｜这篇报道，文字～。＠指某种单质

或化合物容易与其他单质或化合物发生化学

i吉i hu6 591 

变化。
E活菩萨】 hu6pu•sa ~比喻心肠慈善、救苦救
难的人。

E活期E hu6qi 南属性词。存户随时可以提取

的：～储蓄｜这笔存款是～的。
ci吕气】 hu6qi ~ 生气；活力：这里荒无人烟，没

有一点儿～｜车水的车水，插秧的插秧，田里充满
了～。

E活契】 hu6qi 圈出卖房地产时所立的契约，上

面规定房地产可以赎固的，叫活契。

(jjlf钱】 hu6qian c～儿）［函。指现钱：他节假

日外出打工，挣些～｜把鸡蛋卖了，换几个～花。

＠指工资外的收入：他每月除工资外，还有些
~ 。

E活塞】 hu6sai l萄汽缸或泵里往复运动的机
件，通常为圆盘形或圆柱形。在发动机汽缸
里，活塞的作用是把蒸汽或燃料爆发的压力
变为机械能，推动机器运转。 1日称蹒辅
Cgoub自 i ）。

E活神仙E hu6shen· xian l写比喻逍遥自在、无

忧无虑的人。

E活生生E hu6shengsh岳ng （～的）＠圈状态

词。实际生活中的；发生在眼前的z ～的事实！
～的例子｜这篇小说里的人物都是～的，有血有

肉的。 8 Ii！』活活①②：～给折磨死了｜包办的

婚姻把她的一生～地断送了。
(ll后食l hu6shi （～儿）［名i 指某些动物吃的活的~

酬｜、蚂炸、兔子、小鱼等。 主
E活受罪E hu6shouzui ＜口〉活着而遭受苦难，王三
表示抱怨或怜悯（大多是夸张的说法）：要我这
五音不全的人登台唱歌，简直是～！

ct;i;水l hu6shui 画有源头而常流动的水z 挖

条渠把～引进湖里。
（；＇后体E hu6tT [0销自然科学指具有生命的物体，

k口活辛苦的动物、植物、人体及其组织。
E活脱JL) hu6tu6r （口〉圈（相貌、举止）跟→个
模子里出来似的，表示十分相像：他长得～是

他爷爷。

E活物E hu6wu c～儿）［名］活着的生物（多指动
物，有时也指人）。

E活现E hu6xian F副逼真地显现：神气～｜他的

形象又～在我眼前了。

E活像E hu6xiang 自动l 极像：这孩子长得～他妈

妈。
E币’性E hu6xing 0 回属性词。指化学性质活
泼，反应快的 2 ～染料。＠憧］灵活而不僵化

的特性：保持大脑的～。
E活性炭E hu6xingtan 道p吸附能力很强的炭，

把硬木、果壳、骨头等放在密闭容器中烧成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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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加其于L隙后制成。防毒面具中用来过滤

气体，工业上用来脱色、使溶液纯净，也可用于
医药方面。

E活血］ hu6xue 圈中医指使血脉畅通：舒筋

E活阎王】 hu6y6n •wang l盘比喻极凶恶残忍

的人。

E活页l hu6ye 归属性词。书页等不装订成

册，可以随意分合的 z ～文选｜～笔记本。
E活跃E hu6yue O 圈行动活泼而积极；气氛

活泼而热烈：他是文体～分子 l 学习讨论会开
得很～。 8~量使活跃2 ～部队生活｜～农村经

济。
E活捉J hu6zhuo 圈活活地抓住，多指在作战

中抓住活的敌人。
E活字E hu6zi [BJ 印刷上用的泥质、木质或金属

的方柱形物体，一头铸着或刻着单个儿反着的

文字或符号，排版时可以自由组合。

E活字版】 hu6zib6n 函＠用活字排成的印刷

版。＠指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E活字典E hu6zidian [BJ 比喻字、词等知识特别
丰富的人，也比喻对某一方面情况非常熟悉，

能随时提供情况、数据等的人。
E活字印刷E hu6zi yinshua 采用活字排版的

印刷。是我国北宋庆历（1041 1048）年间毕

异首先发明的。

hu凸
I/ 

（厂〉《古）

火 hu6 0 问L）圈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
和焰z ～光（～花｜～球｜灯～｜点～ 1～越烧

越旺。＠指枪炮弹药：～器l～力｜～网｜军～｜

走～。＠圈火气③：上～｜败～。＠形容红

色z ～鸡｜～腿。＠形容紧急：～速 l～急。＠
（～JL）圈怒气．冒～｜心头～起｜还没说几句，

他的～儿就上来了。＠（～儿）圈比喻发怒～

性 l他～儿了。＠〈口〉圈兴旺；兴隆z 买卖很

～。他唱了一首好歌，一下子就～了。。旧同
“伙”①⑤。⑩（Hu己）圈姓。

E火把】 hu凸b凸圈用于夜间照明的东西，有的

用竹箴等编成长条，有的在棍棒的一端主L上棉
花，蘸上泊。

E火把节】 Huob凸 Jie 圈彝、白、保僚、纳西、拉

站等族的传统节日。一般于农历六月二十四

日举行。届时人们举行斗牛、赛马、摔跤等各
种娱乐活动，夜里燃点火把，奔驰回间，驱除虫

害，并饮酒歌舞。
[j(伴l huoban 见 595 页【伙伴］。

【k棒】 ht』凸bang [BJ 游艺用的短棒，一端钉有

许多层布，成球形，蘸上酒精或泊，点着后挥
舞，使火光呈各种曲线形。

E火暴】 huobao O 圈暴躁；急躁z ～性子。也

作火爆。＠同“火爆”①。
[j(爆】 hu凸bao O 画旺盛；热闹；红火：牡丹

开得真～｜这一场戏的场面很～ l 日子越过越

～。也作火暴。＠同“火暴”①。

E火并】 huobing 闹同伙决裂，自相杀伤或并

吞O

[j(柴】 huochai E用细小的木条蘸上磷或硫

的化合物制成的取火的东西。
[j(场】 huoch凸ng 圈失火的现场。

E火车】 huoch岳圈一种交通工具，由机车牵引

若干节车厢在铁路上行驶2 电动～。
E火车头】 hu6chet6u fBl 0 机车的通称。＠
比喻起带头作用或领导作用的人或事物。

[j(成岩】 huochengyan 园地壳内部熔融的

岩浆侵入地下一定深度或喷出地表后，冷却凝
固形成的岩石。按其形成特点分为深成岩、浅

成岩和喷出岩。

E火炽】 huochi E回＠旺盛z 石榴花开得真～。
＠激烈z 篮球赛到了最～的阶段。

【』c统】 huochong 圈旧式管形火器，用火药引

燃发射铁弹丸、铅弹丸等。

ι火刀】 hu凸dao ＜方〉函火镰。

E火电】 huodian 匾。火力发电的简称。＠

火力发电产生的电能。
E火电站】 ht』凸dianzhan 圈利用火力发电的机

构。

E火夫】 huofu

同“伙夫”。

＠圈旧时称烧锅炉的工人。＠

[j(工品】 huogongpTn 画点燃和引爆的器材

的统称，包括拉火管、导火线、雷管等。也叫火
具。

E火光E huoguang ~到火发出的光z ～冲天。

E火罐JLl huoguanr 圈拔罐子使用的小罐儿。

E火锅】 hu凸guo （～儿）函金属或陶瓷制成的用

具，锅中央有炉膛，里面放置炭火，使菜保持相

当热度，或使锅中的汤经常沸腾，把肉片或蔬

菜等放在汤里，随煮随吃。也有用酒精、石油

液化气等做燃料的。用电加热的叫电火锅。
[j(海】 hu凸h凸l 圈指大片的火z 太阳的表面像

个～j阵地上打成一片～。

E火海刀山E huoh凸i-daoshan

火海L
见 264 页I刀山

[j(红E hu6h6ng ［用状态词。＠像火→样红z

～的太阳。＠形容旺盛或热烈z ～的青春 1 日
子过得～。



E火候】 huo·hou C～儿）圈＠烧火的火力大小

和时间长短：烧窑炼铁都要看～｜她炒的菜，作
料和～都很到家。＠比喻修养程度的深浅：

他的书法到～了。＠比喻紧要的时机：这儿正

缺人，你来得正是～。

E火花］1 hu凸hua ['81 迸发的火焰：烟火喷出灿

烂的叫〉生命的～。

E火花】2 huohua （～儿）国主j 火柴盒上的图案。

E火花塞E huohuasai 圈内燃机七的点火装
置，形状像塞子，装在汽缸盖上，通过高压电时
能产生火花，使汽缸里的燃料爆燃。

E火化】 huohua 画用火焚化尸体·～场。
[j(鸡l huojl 圈鸟，嘴大，头部有红色肉质的
瘤状突起，脚长大，羽毛有黑、臼、深黄等色。
也叫吐绞鸡。

【』4急、】 huoji [i翻非常紧急＝十万～。
E火，急火燎】 huoji-huoli凸o 形容非常焦急：听

说发生了事故，他心里～的。
[j(剪】 hu凸jian 圈＠生火时夹煤炭、柴火的

用具，形状像剪刀而特别长。也叫火钳。＠

烫发的用具，形状像剪刀。
[j(碱】 hl』凸jian IBl 烧碱。

[j(箭E huojian !Bl 利用发动机反冲力推进的

飞行器。速度很快，用来运载人造卫星、宇宙
飞船等，也可以装上弹头和制导系统等制成导
弹。

[j(箭弹E huojiandan 南用火箭炮、火箭筒等

发射的弹药，由弹头、推进装置和稳定装置构
成，有时专指弹头。

E火箭炮E hu凸jianpao 圈炮兵装备的发射较
大口径火箭弹的武器，分为多管式和多轨式
等。能在短时间内依次发射许多火箭弹，火力

猛，适于射击大面积目标。

【k箭筒E huojiantong 圈单人使用的发射火
箭弹的反坦克武器，圆筒形。装有红外线瞄准

镜，发射时元后坐力，用于摧毁近距离的装甲
H标和坚固工事。

[j(警E huojing l'81 失火的事件（包括成灾的和

不成灾的）：报～ l～电话。
E火居道士l hl』凸ju-dao·shi ；不出家，叮娶妻的

道士。
E火具】 hu凸ju 圈火工品。

E火炬E huoju r氢火把z ～接力赛。
E火炕E hu6kang ［组设有炯道，可以烧火取暖
的炕O

E火坑E huokeng 圈比喻极端悲惨的生活环

境z 跳出～。
E火筷子E huokuai· zi 圈央炉中煤炭或通火的
用具，用铁制成，形状像两根筷子「－端用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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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连起来。有的地区叫火辛苦。

E火辣辣l huolala c～的）圃状态词。＠形容

酷热＝太阳～的。＠形容因被火烧或鞭打等

而产生的疼痛的感觉·手烫伤了．疼得～的。
＠形容激动的情绪（如兴奋、焦急、暴躁、害羞

等）·我心里～的，恨不得马上赶 .l'＼工地去 i 脸
上～的，羞得不敢抬头。＠形容动作、性格泼
辣；言辞尖锐．～的性格｜～的批评。

E火力E huoli 函＠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做

燃料获得的动力：～发电。＠弹药发射、投掷

或寻｜；爆后所形成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凶猛。
＠指人体的抗寒能力：年轻人～旺。

【火力点E hu凸lid的n 白雪轻重机枪、火箭筒、直

接瞄准火炮等配置和发射的地点。
【火力发电】 hu凸Ii fadian 利用火力产生动力
而发屯。简称火电。

E火力圈】 huoliquan 圈在－个区域内各种火

力所及的范围。

[j(力网l huoliw凸ng 圈火网。

【』t镰E huolian 圈取火的用具，用钢制成，形

状像镰刀，打在火石上，发出火星，点着火绒。
E火亮l hu凸liang c～儿）〈方〉圈小的火光：炉

子里一点儿～也没有了。

E火烈鸟E huolien1凸o 圈鸟，外形像鹤，嘴弯曲，

颈剖好良长，羽毛白色微红，趾间有牍。吃鱼、蛤
稣tl、昆虫和水草等。多生活在地中海沿岸。

E火龙E hu凸long 匾。指连成一串的灯火或连二－

成一线的火焰：大堤上的灯笼火把像一条～｜主辈
～乘着风势迅速延伸。＠〈方〉从炉灶通向烟王军

囱的倾斜的孔道。
[j(笼E hu凸16ng ＜方〉圈烘篮。

E火炉E hu61u c～儿）~炉子。也说火炉子。
E火轮】 hu凸lun 函火轮船。

E火轮船E hu凸lunchu6n 圈旧时称轮船。也叫

火轮。

E火冒二三丈】 hu6maosanzhang 形容怒气特别

大。

E火媒E hu凸mei 同“火煤气

E火煤】 hu6mei c～儿） IBl 指引柴、纸煤儿等弓｜

火用的东西。也作火媒。

E火苗l hl』凸mi6o （～儿）［割火焰的通称。

E火捻E hu6ni凸n （～儿）圈＠火煤。＠用纸裹

火硝等做成的弓｜火的东西。
E火炮E hu6pao 圈炮①。

E火盆】 hu6p自n I组盛炭火等的盆子，用采取暖

或烘干衣物。
E火拼l hu6pln r苟］火并。
E火漆l hu凸qI ['81 用松脂和石蜡等加颜料和j成

的物质，稍加l热就熔化，并有幸自性，用来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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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信件等。

E火气】 huoqi r割。怒气；暴躁的脾气．压不
住心头的～。＠指人体中的热量2 年轻人～
足，不怕冷。＠中原指引起发炎、红肿、烦躁等

症状的病因。
E火器E hL的qi 哩］利用炸药等的爆炸或燃烧性

能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如枪、炮、火箭筒、

手榴弹等（区别于“冷兵器”）。

E火钳】 hu凸qian 圈火剪①。

[:k枪E huoqiang l萄装火药和铁砂的旧式枪，

现多用于打猎。
E火墙E hu凸qiang 圈。中间有通热气的烟道，

可以取暖的墙。＠火网。

E火情E huoqing 圈＠失火的情况2 发现～。

＠失火时火燃烧的情况：～严重。

[:k热E huore I用。像火一样热2 ～的太阳。
＠形容感情热烈：～的心｜～的话语感动了在
场的每一个人。＠亲热：谈得～！两个人打得
～。。紧张激烈z ～的斗争。

E火绒l hu凸r6ng 圈用火镰和火石取火时引火

的东西，用艾草等蘸硝做成。

【欠色E huose ＜方〉［写火候2 看～。
['.k山】 hL』凸shan I萄困地球表层压力减低，地

球深处的岩浆等高温物质从裂缝中喷出地面
而形成的锥形山。火山顶部的漏斗状洼地叫
作火山口。参看 590 页l活火山1、1239 页【死

三三 火山1 、1473 页【休眠火山 lo
主E E火山地震E huoshan dizhen 地震的一种，由
二二 火山爆发而引起。波及范围和破坏性都较小。

[:k_t加i由】 huoshang-j iay6u 火上浇油。

E火上浇油】 huoshang-j iaoy6u 比喻使人更加
愤怒或使事态更加严重。也说火上加油。

E火烧l hu6· shoo ［皇］表面没有芝麻的烧饼。
[:k烧蝙】 huoshaobian ＜方〉圈烟脂鱼。

E火烧火燎J hu凸shao-huoli凸o （～的）形容身
上热得难受或心中十分焦灼。

E火烧眉毛E hu凸shao-mei •moo 形容情势非常

急迫：这是～的事儿，别这么慢条斯理的。
[:k烧云E huoshaoyun r组日出或日落时出现

的红霞。
【大舌E huoshe IBJ 比较高的火苗。
[j<_g，电E huosheng l雹用艾、高子等搓成的绳，

燃烧发烟，用来驱除蚊虫，也可以引火。
[:k石E huoshi IBJ 0 指；隧石，因敲击时能迸发
火星，可以取火，所以叫火石。＠用饰、制、铁

制成的合金，摩擦时能产生火花。通常用于打
火机中。

[:k势E huoshi IBJ 火燃烧的情势2 ～已被控

制。

['.k树银花】 huoshu-yinhua 形容灿烂的灯火

或烟火。
E火速】 huosu i副用最快的速度（做紧急的

事）：～行动！任务紧急，必须～完成。

E火炭） hL』凸tan 回到燃烧中的木炭或木柴。

E火塘l hu凸tang ＜方〉圈室内地上挖成的小

坑，四周垒砖石，中间生火取暖。

E火烫J huotang O 画状态、词。非常热；滚烫2

他正在发烧，脸上～。 OD动］用烧热的火剪烫

发。

E火头】 hu6t6u 圈。（～JL）火焰 2 油灯的～儿

太小。＠（～儿）火候①：～儿不到，饼就烙不

好。＠火主。＠（～儿）怒气：你先把～儿压一
压，别着急。

E火头军l hu凸t6ujun 画近代小说戏曲中称军

队中的炊事员（现代用作戏i虐的话）。

E火头上】 hu6t6u • shang 圈发怒的时候：他

正在～，等他消消气再跟他细说。
E火腿J huotuT 圈施制的猪腿，浙江金华和云

序j宣威出产的最有名。

E火网】 hu凸w凸ng IBJ 弹道纵横交织的密集火

力。也叫火力网。

E火险l hu以的n I望＠火灾的保险。＠失火

的危险2 ～隐患。
E火线J huoxian 圈。作战双方对峙的前沿地

带。＠电路中输送电的电源线。在市电上指
对地电压大的导线，在直流电路中指接正极的
导线。

E火星】＇ huoxlng 1'81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

离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四颗，比地球

小，绕太阳公转周期约 687 天，自转周期约 24

小时 37 分。（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火星）＇ hu凸xlng （～儿）圈极小的火：铁锤打

在石头上，迸出不少～。他气得两眼直冒～。
E火性E hu凸xing I名］急躁的、容易发怒的脾气。
也说火性子υ

E火眼】 hu6y6n I蜀 中医指急性结膜炎。

［；｝（眼金睛】 hu6y6n-jlnjlng 《西游记》第七回写

孙悟空被放在八卦炉里锻炼，他那一双被炉烟
熏红的眼叫作火眼金睛，能识别各种妖魔鬼
怪。借指能洞察一切的眼力。

E火焰】 huoyan ［写燃烧着的可燃气体，发光，

发热，闪烁而向上升。其他可燃体如石油、蜡
烛、木材等，燃烧时先产生可燃气体，所以也有

火焰。通称火苗。

[:)(11臼喷射器】 hu的an p岳nsheqi 喷火器。

E火药E huoyao I写炸药的一类。爆炸时有的

有烟，如黑色火药；有的没有烟，如硝酸纤维素。
E火药味E huoyaowei c～儿）｛苞借指强烈的敌



意或激烈的冲突气氛2 他今天的发言带～｜辩

论会上～很浓。
E火印E huovin 1'8！把烧热的铁器或铁质的图
章烙在木器、竹片等物体上I而留F的标i己。

E火灾l huozai 冒失火造成的灾害：防止森林

E火葬l huozang 画处理死者遗体的一种方
法，用火焚化尸体，骨灰装入容器保存、埋葬，

或者撒在地上、水卑。

E火针】 huozh岳n ~o 一种针刺用的针， 4般长

10 厘米左右。使用时用火烧，所以叫火针。＠
指火针疗法。 II 也叫孀＜ tan＞计、冲针或烧针。

［）（针疗法］ huozh岳『i liaofa →种针刺疗法，将

火针的号｜尖烧红，迅速刺入一一定部位的皮下组
织，并立即拔出。

E火纸】 huozhl 强＠涂着硝的纸，容易燃烧，
多用作火煤。＠〈方〉民间祭奠死者时烧的纸

钱。
E火中取栗】 huozhong-quli d只猴子和一只

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猴子叫猫去偷，猫用
爪子从火中取出儿个栗子，自己脚上的毛被烧

掉，栗子却都被猴子给吃了（见于法国拉·封登
Dean de La Fontaine］的寓言）。比喻冒危
险给别人出力，自己却上了大当，一无所得。

也指冒险行事．使自己蒙受损失。
E火种】 huozhong ［直供引火用的火。革命的

E火烛l huozhu ~泛指可以引起火灾的东西：

小心～O

E火主】 huozhu 圈发生火灾的人家。

E火柱E huozhu 温位状的火焰。

E火着】 huozhu ＜方〉圈火筷子。

1,11- uo o 伙食：起～｜包
τκ（8 06果多） ～。＠！司伴；伙计z ～伴｜
～友。＠由同伴组成的集体：合～ 1 成群搭
～。＠直用于人群：一～人｜分成两～ l 三个

一群，五个一～。 0 Ii面共同；联合：～同｜～
圳几个人～着干。 0 <Hu己）［名］姓。

E伙伴】（火f'f) hu6b6n ［事l 古代只制 j·人为一
火，火长一人管炊事，同火者称为火伴，现在泛
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写

作伙伴。
E伙房】 hu6f6ng

房。

强学校、部队等集体中的厨

E伙夫】 huofu r每l IRBJ称军队、机关、学校的厨

房中挑水、煮饭的人。也作火犬n

E伙耕】 huogeng i动l 共同耕种：他们～了十来

亩地。

E伙计E huo·ji i~ 0 合作的人；伙仆’（多用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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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对方） ：～，咱得加快干。 f} I日时称店员

或长1二·当年我在这个店当～。
E伙食l hu凸•shi ［望饭食，多指部队、机关、

学校等集体中所办的饭食2 ～费｜改善～。
E伙问E huot6ng I现跟别人合在→4起（做事） : 

~王～几个退休工人办起了农机修理厂。
E伙种l huozhong F动］伙耕。

E伙子】 huo· zi l重伙④：他们是←～。

钦 hu6 IBJ 金属兀素符号 ffoo
I( （敛）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翩。
来制作磁性材料。

部 Hua 础CHu己xia叫名，在北京。

是

用

移 huo ＠〈拓〉多z 获益甚～。＠见 595
页‘‘伙”。

、

（厂Xe)huo 

＝怪 huo o ri!lrn 或许g也许：慰问团已经启程，
与句明日～可到达。＠［谢或者②③z ～多～

少｜不解决桥～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他生怕我没听清～不注意，所以又嘱咐了一遍。

＠〈书）~指治代词。某人；有的人2 ～告之

日。。〈钙） [iiiU］稍微 2 不可～缺｜不可～忽。

E或然E huoran ［归属性词。有可能而不一定
的 z ～性。

E或然率】 huoranlu 画概率的旧称。

E或许E huoxu 画也许： 11也没来，～是病了。

E或贝ij] huoz自［福或者②（大多重复使用） ：天

暗的日子，他～到城外散步，～到河边钓鱼。

E或者】 huozhe O 圃或许：你快走，～还赶得
上车。＠画用在叙述句里，表示选择关系z

这本书～你先看，～我先看。－~量表示等同
关系 2 世界观～宇宙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

的看法。

和1 huo LZllll re粉状或粒状物掺和在一起，
或加；.k搅拌使成较稀的东西－～药｜藕粉

里～点儿糖。

和2 huo 盯于洗东两换水的次数或－剂
药煎的次数＝衣裳洗了三～｜二～药。
另见 52(i 页 h邑； 530 页 h白； 549 页 hu:

590 l)f hu6 。

E和弄l huo•nong ＜方〉［型］＠搅拌。＠挑拨Q

E和稀泥】 huo xlni 比喻无原则地调解或折中。

d马生 ，~ huo o 货币；钱：通～。＠啤］

页（赁）货物，商品 z 百～｜南～ i 订～！销
~1 ～真价实｜奇～石j居｜商店来了－ tlr ～。＠

！每指人（骂人的i民） ：笨～ l 蠢～ l好吃懒做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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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卖z ～卖。 0 (Hua）圈姓。 I （货运】 huovun 圈运输部门承运货物的业务。
E货币J huobi 圈充当 A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特 I （货找】 huδzhan 圈营业性质的堆放货物的房

殊商品。货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可以购买任｜ 屋或场地。

何别的商品。 I （货真价实】 hu。zh岳n-jiashi 货物不是冒牌的，

E货舱E huocang [;sJ 船或飞机上专用于装载货｜ 价钱也是实在的。原是商人招揽生意的用语。
物的地方。 | 现在引申为实实在在，一点儿不假。

E货场E huochang i挡车站、码头、商店、仓库等 I （货殖】 huozhi 圃古代指经商营利。
储存或临时堆放货物的场地。 I （货主】 huozhu I画货物的主人。

E货车l huoche ~主要用来载运货物的车辆。｜兰卡 huo o 捉住；擒位．

E货旧 huochuan 圈主要用来载运货物的船｜狄（。唯、哈）扣除。＠得到；
只。 | 获得：～胜｜～利｜～奖｜～罪｜～救｜不劳而～O

E货单E huodan I旬登记货物的清单：开列～｜｜ ＠收割：收～。
凭～提货。 I （获得E huode 画j 取得；得到（多用于抽象事

E货柜E huogui l~ 0 摆放货物的柜台。＠指｜ 物）：～好评｜～宝贵的经验！～显著的成绩。
集装箱。 i E获救E huojiu u司得到挽救：遇险人员均已～。

E货机E huoji lE 主要用来载运货物的飞机。 I （获取E huoq心阉取得；猎取：～情报｜～利润。

E货架子】 huojiδ. z i ［：雹 OJ商店里摆放货物的 I （获释E huoshi 画得到释放，恢复自由：～出
架子。＠自行车的座子后面的架子。 | 狱。

E货款】 huokuan l每买卖货物的款子。 I （获悉】 huoxl 画得到消息知道（某事）：日前
E货郎】 huolang I每在农村、山区或城市小街｜ ～，他已南下探亲。

僻巷流动地贩卖日用品的人，有的也兼营收 I （获许】 huoxu 画得到j许可。
购 z ～担（货郎装货物的担子）。 I （获选l huoxuan f司在选举或评比等活动中被

E货郎鼓E huδlanggu ［吕货郎招揽顾客用的予｜ 选h当选。

摇小鼓，形状跟拨浪鼓相同而比较大。 I （获知E huozhl 画获悉z ～你已康复出院，大家

E货流E hu。liu 圈货物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输｜ 都十分高兴。

流动 z ～量｜～畅通。 I E获致E huozhi 圃获得；得到：产权纠纷～解
E货轮E huolun rEJ 主要用来载运货物的轮船。 | 决。

矗立货票E huopiao I望运输企业承运货物时开给｜瞅准】 huozhun 画得到准诗：开业申请业已
托运人的票据，是托运人或收货人提货的凭｜ ～。

证。 I （获罪l huozui 自动］被判有罪；被加上某种罪名。
E货品E huopin ~货物，也指货物的品种：～｜斗口 huo O 画祸；轧灾难
丰富。 ｜币内（祸、头版） GIR“福”相对）＝～福｜车

E货色】 huose 圈。货物（就品种或质量而｜ ～｜闯～｜大～临头。＠损害：～国殃民。
言）：～齐全｜上等～。＠指人或思想言论、作 I （祸不单行E huobudanxing 不幸的事接连发
品等（多含贬义）：这些人都是一路～。 | 生。

E货声E huosh岳ng 圈小贩等叫卖的声音或做

某些修补工作的人走街串巷招揽主顾的吆喝
声。

E货损】 huos心n 画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

的损坏z ～严重｜禁止野蛮装卸，减少～。

E货摊E huotan （～儿）白自设在路旁、广场 t的
售货处z 摆～。

E货梯l huoti l量主要用来载运货物的电梯。
E货f主l huowei 函＠铁路运输上llJ装满一车
皮的货物量，叫→个货位。＠车站、商店、仓
库等储存或临时堆放货物的位置。

E货物l huowu 圈供出售的物品。

E货样E huovang 圈货物的样品。
E货源、l huoyuan 圈货物的来源z ～充足。

E祸从夭降E huoc6ngtianjiang 形容灾祸突然

降临，非常意外。
E祸端】 huoduan ＜书〉圈祸根。

E祸根】 huog岳n ［望祸事的根源、；引起灾难的人

或事物z 留下～｜铲除～。
E祸国殃民】 huogu6-yangmin 使国家受害，人

民遭殃。
E祸害E huδ·hai 0 圈祸事：黄河在历史上经

常引起～。 8lE 引起灾难的人或事物。＠

［司损害；损坏：野猪～了一大片庄稼。
E祸患l huohuan 函祸事；灾难2 消除～。

E祸乱E huoluan 圈灾难和变舌Lg祸事＝～不
断｜～临头。

E祸起萧墙l huoqixiaoqiang 祸乱发生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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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泛指内部发生祸乱。
E祸事E huoshi ~危害性大的事情。
E祸首】 huδshou 因引起祸患的主要人物＝罪

魁～。
E祸水】 huoshui 道｜指引起祸患的人或事。

E祸祟】 huosui 圈迷信的人指鬼神带给人的

灾祸。

E祸胎】 huδtai 圈祸根。

E祸心】 huoxln ［名］作恶的念头 z 包藏～o

E祸殃J huoyang ［重灾祸：招惹～。
字母 huo o 疑惑，迷惑：惶～｜大～不解｜智者
m窍不～。＠使述惑：～人耳目｜谣言～众。
E惑古Ll huoluan 圈使迷惑混乱3 ～人心。
脏 huo ＜书〉同“版”

每~ huo ＠〈书〉突然g 急速z ～然。＠

乍王三 CHuol 画姓。

E霍地J huodi 剧表示动作突然发生：～闪开｜
～立起身来。

E霍霍E huohuo O 似商形容磨刀等的声音z
磨刀～。＠圆形容光闪动的样子：电光～o

E霍乱E huoluan 圈＠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原
体是霍乱弧茵。症状是腹泻，呕吐，大便很稀，
像米泪水，四肢痊孪冰冷，休克。患者因脱水
而眼窝凹陷，于指、脚趾干瘪。＠中医泛指有
剧烈吐泻、腹痛等症状的胃肠疾患。

E霍然】 huoran O 圈突然z 手电筒～一亮。
＠〈书〉圆形容疾病迅速消除z 病体～。
囔 huo ＜书〉＠大口时笑。＠圃表示惊

i牙。
另见 590 页 hu6;967 页己。

面’ " huo 圈鱼，体长，侧扁，牙齿呈绒
叫（倾）毛状，头仁的鳞圆形，其他部分的
鳞呈柿状。生活在海洋中。

J据客 huo O ＜书〉雨水从犀檐向下流的样子。
15ξ8 CHuo）圈姓。

朦 huo ＜书〉红色或青色的可棚料的矿
物，泛指好的彩色z 丹～。

结扮 huo O 开阔；开通；通达2 ～然｜～达｜臣

口口～。＠免除：～免。
另见 561 页 hu6;590 页 hu6 。

E豁达J huod6 圈性格开朗；气量大g 胸襟～！
～大度。

E豁朗E huol凸ng E国开阔明亮；开朗 z ～的天

空｜他觉得天地是那么广阔，心里是那么～。

E豁亮】 huoliang 回＠宽敞明亮：这问房子又

干净又～。＠（嗓音）响亮。
E豁免E huomian （：通i 免除（捐税、劳役等）。

E豁然E huoran 圃形容开阔或通达2 ～开朗 l

～贯通｜～醒悟。

键一~：6 0 （方〉酬。＠古代的
（锺）大锅z 斧锯鼎～（指古代残酷的刑

具）。

E锤子E huo· zi ＜方〉圈锅。
霍 huo ＜书〉豆类作物的oj·子

E霍香】 huoxia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Ui·子长

心脏形，花蓝紫色。茎和叶有香气，可入药。

喔 huo 0 圃表示惊讶或赞叹～，原来你
也在这儿！ 8 I重商形容笑声：～～大笑。

蟆 huo O 见 176 页［尺蟆］＂ f} (Hu凸〉圈
姓。

猩 hu6 见下。
[JlJJJD狼’］ huδi iapi 1：割哺乳动物，体形像长颈

鹿，但小得多，毛赤褐色，臀部与四股有黑白相
间的横纹。生活在非洲｜原始森林中，吃树叶。
日在 okapi]

腥 huo ＜书〉惜。

：雇 huo ＜书〉形容明亮闪烁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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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丛ll_ ：二三

几1 F 0 问L）小桌子z 茶～儿｜窗明～净
f} ( JT) ［萄姓。

几2 肌 F ＜书〉画几乎①：叫军，
（魏）～三千人。
另见 612 页 F。

VL案l F’ an IEl 长桌子，也泛指桌子。
[JL乎E Fhu l画＠表示十分接近；差不多：今
天到会的～有五千人。＠表示某种事情接近

发生（多用于说话人不希望的事情川差点儿：
要不是你提醒，我～忘了｜两条腿一软，～摔倒。

也iM几乎。

VL几乎E FFhu 画几乎②o
VL率E Flu 圈概率的l日称。
[JL维鸟E jlweini凸0 ［望无翼鸟，因常发出“几

维”的声音而得名。〔几维，英 kiwi]

、汀T ' ,,. jT 讥讽z ～笑｜～刺｜反唇相～。
νLC撬）
[iJL嘲E jTch6o 圃讥讽z ～的笔调。

三三 E讥刺l jlci 〈书〉［塑］讥讽。
主E [iJL识1.l jTfeng ［到用旁敲侧击或尖刻的话指茧’
二Z 或嘲笑对方的错误、缺点或某种表现：～的口

吻｜不要～犯错误的同学。
[iJLi肖】 jTqiao ＜书〉［到冷言冷语地讥讽。

E讥笑E jlxiao rn国讥讽和嘲笑：别人有缺点要

热情帮助改正，不要～。

击一 jl 0 打；敲打z ～鼓！～掌｜旁敲
（擎）忡。＠攻打g 袭～｜游～i 声东

～西。＠碰；接触： ）中～｜撞～0目～。
E击败l jTbai I到打败z ～对手，获得冠军。

E击毙E jTbi ［司打死（多指用枪）。
E击发E jlfa I到射击时用手指扳动扳机将子弹

射出。
[.:l主毁l jlhul 画击中并摧毁2 ～敌方坦克三辆｜

建筑物被雷电～o

E击剑l jTjian r氨体育运动项目之－，比赛时运
动员穿着特制的保护服装，用剑臣和J .oJt 1f劈。
比赛项目有男女花剑、重剑和I佩剑，分团体赛

和个人赛。

E击节E Fiie ＜书〉圈打拍子，表示得意或赞赏2
～叹赏（形容对诗文、音乐等的赞赏），

E击溃】 jlkui 南）打垮；打散：～敌军一个师。
E击落】 jTluo 画打下来（天空的飞机等）。

E击破E Fpo l现打垮；打败＝各个～。
E击赏E jlsh凸ng （书〉圈击节称赏；赞赏。

E击；j(] jlshuT 国］＠〈书〉拍打水面：举翼～。

＠指游泳。

E击掌l jTzh凸ng 画＠拍子：～称好！～为号。
＠双方相互拍击手掌，表示对所立誓言永不
反悔．或表示鼓励、庆贺等。

11n. 」 ji 酣形容小鸡、小鸟等的叫
:Y LC 既要）声：小乌～～叫。
E叽咕】 ji•gu 圃小声说话：你们两个在～些什

么？也作H即咕。

E叽叽嘎嘎E F • iigaga 阪声］形容说笑声等：他
们～地嚷着笑着。也作卿卿嘎嘎。

E叽叽歪歪】 ji·jiwaiwai c～的）圈状态词。
形容说话｛故事I廖峻烦琐，不干脆：她～地说个

不停｜这个人整天～的，真烦。也作卿卿歪歪。
E叽叽喳喳l ji • i izhazha 国；（）＇！＇］形容杂乱细碎的

声音．小鸟～地叫。也作刚刚喳喳。

[lfl里tr晃JLl F ·I igalar ＜方〉［望各个角落：他
的工作室里，～都是昆虫标本。

E叽里口占噜】 F·ligulu 阪声］形容听不清楚或听

不懂的说话声，也形容物体滚动的声音：他们
俩～地说了半天｜石头～滚下山去。

E叽里呱啦E jT • ligual凸阪声］形容大声说话的声

音：～说个没完。
n1 」 jT 饿：～餐渴饮｜如～似渴。
νL C饥）
口 2 … ji 农作物歉收或没有收成：连
νL C鳞）年大～。
E饥不择食E jibuzeshi 比喻急需的时候顾不得
选择。

E饥肠】 jTch6ng ＜书〉圈饥饿的肚子2 ～辘辘。
E饥肠辘辘E jichang-lulu 形容非常饥饿（辘辘：

形容肚子饿时发出的声音）。

E饥饿】 jT’岳圈饿：～难忍。
E饥寒l jihan 圈饥饿和寒冷：～交迫。
E饥寒交迫E jih6n j iaopo 形容生活极其贫困。
E饥荒E jT· huang l包＠因粮食歉收等引起的
食物严重缺乏的状况。 f} ( r::J ）经济困难、周

转不灵的状况：家里闹～。＠〈口〉债：拉～O

E饥懂】 jTjTn ＜书〉［画饥荒①。

E饥民E jTmin 圈因饥荒挨饿的人z 赈济～。
E饥色】 jise I函因受饥饿而表现出来的营养不

良的脸色：面带～。



到l ＿，＿肌 F O ＜书〉不阔的珠子：珠～o
9LC瑰）＠古代的种天文仪器。
圾川7叫垃极1

友 ji 0 见fo f} 见叫捕。

l1主友草E jljlc凸o 强l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狭
长，花淡绿或紫色。生长在碱性士壤的草滩
上，是良好的固沙耐碱植物。叫做饲料，也的

编织筐、篓、席等。

机… jj 0 机器缝纫～｜打字～｜插秧
（楼）二｜拖拉～。＠ 飞机 ～票｜客～｜

运输～｜～场｜～群。＠事情变化的枢纽；有重

要关系的环节：事～｜军～｜生～｜转～。＠机
会；时机：乘～｜良～｜随～应变｜～不可失。＠
生活机能：有～体｜无～化学。＠重要的事

务 2 日理万～。＠心思；念头：动～｜心～｜杀
～。＠能迅速适应事物的变化的；灵活：～

智 i～警。 0 (Jj) ！组姓。
E机变l Fbian ＜书〉画］随机应变：善于～。
E机舱E jlcang 函。轮船上装置动力机器的
地方。＠飞机内载乘客、装货物的地方。

E机场l jlch凸ng 画飞机起飞、降落、停放的场

地。
E机车】 jich岳圈用米牵引车厢在铁路上行驶
的动力车。有蒸汽机车、电力机车、内燃机车
等。通称火车头。

E机床E jichu6ng 圈用来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

器：金属切削～｜锻压～。也叫工作母机。
E机电l jidian i型机械和电力、电子设备的合
称：～产品。

E机顶盒l jldinghe 函数字视频解码接收器。
原来多放置在电视机的IV[部，所以叫机顶盒。

lVL动】1 jldong 回属性词。利用机器开动的：

～车。
E机动】2 jidong ~ O 权宜（处置）；灵活（运
用）：这笔经费你们可以～使用。＠属性词。

准备灵活运用的2 ～费｜～力量。
E饥帆船E jifanchu6r> 吕旦］有动力装置的申凡船。
E机房】 jif6ng 圈＠装置电话总机

算机等设备的房屋0 f} 泛指安装机器的房

屋。
E机锋】 jlf岳ng !Bl 佛教禅宗指问答机警犀利、
含义深刻的话语，泛指机警犀利的话语；也指
话语中的锋芒：一问一答，～相当｜话中暗藏

。

E机耕】 jig岳ng 司用机器耕种：～地 l～面积。

E机构l jlgou 圈。机械内部的一个单元，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件连接而成2 传动～｜液

旦更主旦」 巴？巳
压～。＠指机关、团体等工作单位，也指其内
部组织：外交～｜调整～O

E机关E jiguan O ［名］控制机械运行的部分：摇
动水车的～，把河水引到田里。＠直属性词。

用机械控制的：～枪 l ～布景。 8 IBJ 办理事
务的部门：行政～ l 军事～｜～工作。＠［蜀周

密而巧妙的计谋：识破～｜～用尽。

E机关报】 jiguanbao 强国家机关、政党或群众

组织出版的报纸。
E机关刊物E jiguan kanwu 国家机关、政党或

群众组织出版的刊物。

E机关枪l jiguanqiang ［苞机枪的旧称。

E机徽】 jlhul I氢漆在飞机身上表明飞机所属的
标志。

E机会E ji •hui [BJ 恰好的时候；时机：错过～｜千

载一时的好～O
E机会成本】 jihui chengb朗将特定的资源、用

于某种用途而取得的收益是以放弃将该资源
用于其他有利可图的用途为代价的，这种代价
的最大预期收益就是机会成本。在许多情况
下，它不完全用货币来汁算。

E机会主义E jihul zhuyl 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
级政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种是右
倾机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牺牲工人阶级长远

的、全局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以
至向反革命势力投降。 一种是“左”倾机会主
义，其主要特点是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采
取盲目的冒险行动。

lVL件l jijian r量组成机器的零部件。

E机降E jijiang 圈利用飞机或直升机运载人员

和装备直接降落在地面。 王军

E机井l jijing 圈用水泵汲水的深水井。这种主主
井用机械开凿。 == 

E机警l jijlng lll2J 对情况的变化觉察得快；机智
敏锐z ～的目光。

E机具】 Fiu 函机械和工具的合称。
E机理l Fil IB 机制？①②③。

E机灵】1 （机伶J ji·ling [ll2J 聪明伶俐；机智 z这孩

子怪～的。

E机灵T ji•ling 同“激灵”。

E机米l ji『ni 直j 用机器碾出的大米。一般指用
机器碾出的制米。

(tJL密E jiml 0 圃重要而秘密z ～文件。＠圈

机密的事：保守国家～。
E机敏l jimin E国机警灵敏z 反应～ l～过人。

E机谋】 jim6u ＜书〉回到能迅速适应事物变化的

rt·1某O

lVL能E jineng 圈细胞组织或器官等的作用和

活动能力：人体～。



三三

巴~」 L旦旦旦
E机器】 jl ·qi 圈由零部件组装成，能运转、能变 I c机械效率E jlxie xiaolu 机械所做的有用功和
换能量或产生有用功的装置。如发电机、起重｜ 总功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
机、计算机等。 I l机械油】 jlxiey6u 圈用于机器的轴承或其他

E机器翻译E F ·qi tanyi 利用计算机一类的装置｜ 摩擦部分的润滑油。通称机油。

把一种语言文字译成另→种语言文字。 I l机械运动J jlxie vundong 物体之间或物体中
E机器人E jl·qiren 画一种自动机械。由计算机｜ 各点之间相对位置改变的运动，是物质最简
控制，具有一定的人工智能，能代替人做某些｜ 单、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如机械运转、车辆行驶
工作。 | 等。

E机枪E jlqiang !Bl 装有枪架、能自动连续发射 I c机心） jlxln （书〉圄狡诈的用心。
的枪，分为轻机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等。旧称 I l机芯E jlxln !Bl 钟表、电视机等内部的机械装

机关枪。 | 置或核心元件（对外壳而言）：手机～｜铁钢～。
E机巧E jlqi凸o 圈灵活巧妙：应对～。 I l机修】 jlxiu 圈机器维修：～工。

E机群E jlqun [BJ 编队飞行的一群飞机。 I c机要】 1νao 圃属性词。机密重要的＝～工
E机师E jlshl 圈＠管理或操作机器的人z 汽车｜ 作！～部门｜～秘书。
测试～。＠飞机驾驶员。 i （机宜） jlyi 圈针对客观情势处理事务的方针、

E机时E jlshi 圈使用计算机或其他机器、仪器｜ 办法等：面授～。
的时间c 通常以小时为计时单位。 I c机油E jly6u 圈机械泊的通称。特指用于内

E机体E jlti 圈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包括植｜ 燃机等的自动润滑系统中的润滑油。
物和动物，如最低等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体、 I l机遇E Fvu 圈时机；机会（多指有利的）：难得
最高等最复杂的人体。也叫有机体。 | 的～。

E机位J jlwei 圈＠摄影机、摄像机等拍摄时 I c机缘E jlyuan !BJ 机会和缘分：～凑巧。

所在的位置z 固定～｜多～同步拍摄。＠停机 I c机织】 jlzhl 圈用机器织：～地毯｜这件毛衣是
坪上停放飞机的位置：扩建后，机场的～增加｜ ～的。
了一倍。 I E机制】1 jlzhi llliJ 属性词。用机器制造的z ～

E机务E jlwu !Bl 指机器或机车的使用、维修、保｜ 纸｜～煤球。

养等方面的事务：～段｜～员。 I c机制】＇ jizhi IE 0 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E机洗】 jlxi 圈用洗衣机洗涤（区别于“手洗”）＝｜ 如计算机的机制。＠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
腊纶棉被可以～。 | 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指某些自然现

E机械】 jlxie O 圈利用力学原理组成的各种｜ 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

装置。杠杆、滑轮、机器以及枪炮等都是机械。｜ 制。｜！也叫机理。＠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
＠圈方式拘泥死板，没有变化；不是辩证的：｜ 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市场～ i
工作方法大～。 | 竞争～。

E机械波】 jlxiebo 圈机械振动在介质中传播 I I：机智】 jlzhi 圈脑筋灵活，能够随机应变：英
而形成的波。如水泼、声波等。 | 勇～的战士。

E机械化】 jlxiehua I到广泛使用机器装备以代 I c机抒J jlzhu ＜书〉圈。指织布机。＠比喻诗
替或减轻体力劳动，提高效能：农业～｜～部｜ 文等的构思和布局：自出～。
队。 I l机子】 jl•zi （口〉圈。指某些机械戎装置，如

E机械论E jlxielun 圈机械唯物主义。 | 织布机、电话机、计算机等。＠枪上的扳机。

E机械能】 jlxieneng IE 机械运动具有的能，包 I c机组】 jlz心圈。由几种不同机器组成的一组
括动能和势能。 | 机器，能够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如汽轮机、发电

E机械手J jlxieshou 圈能代替人子做某些动｜ 机和其他附属设备组成汽轮发电机组。＠→
作的机械装置，种类很多。 | 架飞机仁的全体工作人员。

E机械唯物主义E jlxie weiwu zh的i 形而上学 1 r-r F 见 399 页I扶占L ］。
的唯物主义，17 、 18 世纪盛行于欧洲。它肯定 I HU 
世界是物质的和运动的，同时用机械力学原理｜日H F 肌肉：平滑～｜～肤。
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用孤立的、片面的观 I J.J/ u 
点观察世界，把运动看作是外力的推动，否认 I a凡肤E jlfO ［写肌肉和皮肤。

事物运动的内部原因、质的变化和发展的飞 I l肌臆J jljian I盘腿。
跃。也叫机械论。 I c肌理】 jlli （书〉圈皮肤的纹理2 ～细腻。



E肌肉E jirou 函人和动物体内的一种组织，由
许多肌纤维集合构成。上面有神经纤维，在神
经冲动的影响下收缩，引起器官运动。可分为
骨筋肌、平滑肌和，心肌三种。

E肌体】 jlti 圈指身体，也用来比喻组织机构。

斗” 、“ ji 〈书〉福才羊。
。LC梅）’
矶~·. F 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钓
儿（碾）二！燕子～（在江苏）｜采石～（在安
徽）。
鸡叫叫 F 圈＠家禽，品种很多，
~（药、建）嘴短，上嘴稍弯曲，头部有
红色的肉冠。翅膀矩，不能高飞。也叫家鸡。
8 (JT) 姓。

C鸟雏】 jichu 圈幼小的鸡。

E鸡蛋里挑骨头】 jidan ·Ii tiao gu· tou 比喻

故意挑毛病。
E鸡飞蛋打］ jif岳i-dand凸鸡飞走了，蛋也打破

了。比喻两头落空，毫无所得。
E鸡冠E jiguan r各］鸡头上高起的肉冠。也叫鸡

冠子。

C鸟冠花】 jiguanhua I写＠一年生草本植物，
叶子长椭圆形或披针形，穗状花序，形状像鸡
冠，通常红色．也有紫色、黄色的，供观赏。花

和种子可入药。＠这种模物的花。
E鸡冠石E jiguanshi ！组雄黄。
[X鸟奸】 Fi ion 画指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性行
为。也作罢奸（ JiJ 丽的。

E鸡精］ jijing 圈调味品，用鸡肉、鸡蛋、鸡骨和
味精等为原朵↓加工制成。 1炎黄色颗粒，放在菜
里或汤里使味道鲜美。

[X每口牛后】 jikou-niuhou 《战国策·韩策一》：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比喻宁愿在局面小的

地方当家做主，不愿在局面大的地方任人支
配。也说鸡尸牛从（尸：主）。

［~鸟肋E Flei ＜书〉圈鸡的肋骨，吃着没有多少
肉，扔了又叫惜。比喻没有多人价值、多大意

思的事物或事情（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注）。
E鸡零狗碎】 jiling-g凸出ui 形容事物零零碎碎，

不成片段，也指无关紧要的琐碎事物。
E鸡毛店】 jimaodian ~旧时最简陋的小客
店。因没有被褥，垫鸡毛保暖而得名。

E鸡毛蒜皮】 jimao-suanpi 比喻无关紧要的琐

事。
E鸡毛信E jimaoxin i翻过去须要火速传递的
紧急公文、信件，就插仁鸡毛，叫鸡毛信。

E鸡鸣狗盗】 jiming goudao 战国时，齐国孟尝

君被秦国扣留。他的一个门客装作狗夜里潜
入秦宫，偷出本已献给秦王的狐白袭献给秦王

肌主fl 矶鸡其析奇｜ 巴些」
的爱姬，才得释放。孟尝君深夜到函谷关，城
门紧闭，他的另一个门客学公鸡叫，骗开城门，
才得脱险逃回齐国（见于《史记·孟尝君列

传》）。后来用“鸡鸣狗盗”借指微不足道的技
能，也泛指小偷小模的行为。

E鸡内金】 jineijin 圈鸡盹的内皮，黄色，多皱

纹，中医用来治疗消化不良、呕吐等。
E鸡皮疙瘩】 jipi g岳•da 因受冷或惊恐等皮肤上

起的小疙瘩，样子和去掉毛的鸡皮相似。
E鸡犬不宁E jiquan-buning 连鸡狗都不得安

宁，形容搅扰得很厉害。

E鸡犬升天E jiquan-sh岳ngtian 见 1537 页【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1。
E鸡尸牛从］ jishi-niuc6ng 见 601 页【鸡口牛

后L
E鸡汤l jitang ~指心灵鸡汤。
E鸡头E jit6u l萄荧①。
E鸡头米】 jit6umT 圈交实。

E鸡尾酒】 jiw岳I j i心［组用几种酒加果汁、香料等

混合起来的酒，多在饮用时临时调制。
[x鸟瘟】 jiw岳n 圈鸡的各种急性传染病。

E鸡心领】 jixinlTng l望上圆下尖，近似鸡的心

脏形状的衣领。

[X马新城疫E jixinchengyi llSJ 鸡瘟的→种，由病

毒引起。症状是鸡冠变成紫色或紫黑色，缩头

嗜睡，口鼻流秸液，排黄绿色的稀粪，翅膀和腿
麻痹，呼吸困难。病死率高。因 1926 年在英

格兰纽卡斯尔（旧译新城）发现而得名。
[X鸟胸l jixiong I名l 因何倭病等形成的畸形胸

骨，因胸骨突出像鸡的胸脯，所以叫鸡胸。

E鸡血石】 jixueshi i纽带红色斑点、斑块或全

红色的昌化石和巴林石，因含朱砂而颜色像鸡三辜
血，是珍贵的制印章的材料。 雪E

E鸡眼】 jiy归国皮肤病，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
增生而形成的小圆硬块，样子像鸡的眼睛，硬

块有尖，尖端向内，局部有压痛。
[X鸟杂E jiz6 （～儿）圈鸡的脱、肝、心等做食物

时叫鸡杂。
E鸡子】 ji•zi （方〉［苟鸡。

[x鸟子JL] jizTr （口＞ I到鸡蛋。

E鸡纵E jizong 国旦真菌的一种，菌盖圆锥形，中

央凸起，熟时微黄色，可以吃。也作鸡狱。

[x鸟板l jizong 同“鸡蚁”。

其 ji 用于人名，哪食其（川M朝人
另见 1023 页 qi 0 

析 ji （书〉柱子上或门上所垫的方木。

二-ls:.. ji ＠单的；不成对的（跟嘀咱对）·～
l=t.J 数｜～偶。＠〈书〉零数·五十有～。

另见 1024 页 qi 0 



I 6臼｜ jT ｜奇晏脐咕市j H即积

E奇零】 Fling ＜书〉［画零数。也作畸零。
E奇数E jlshu l租不能被 2 整除的整数，如 1 、

3 、 5 、 7。正的奇数也叫单数。

要 jT 见下
E要奸l jljian 同“鸡奸Y’。

脐卢 jT （书〉＠登$上
（阱）＠虹。

口吉 jT 同“叽”

主t I F 见下。
口I I I 

[jjjlj剧】 Fiue ＜书〉＠圈圈在刻用的弯刀。＠唰

雕版，刻书。

PftP jT 画喷射（液体）：～筒｜～他一身水

[P即咕l jT·gu 同“叽咕”。

[PRPPRPl jTjT 阻塞］形容虫叫声等。

E嘟嘟嘎嘎E F • jigaga 同“叽叽嘎嘎”。
[P即卿歪歪E ji· jiwaiwai 同“叽叽歪歪”。

E嘟嘟喳喳l ji•jizhazha 同“叽叽喳喳”。

F即哝E ji•nong r胡小声说话z 贴着耳根～了好

一会儿｜他们俩在隔壁喇喇哝哝商量了半天。
[PRP筒E jTtong 圈裂。

工n ~ ii o 圈积累；聚集2 ～水｜～雪｜
钞飞（磺）’囤～ l～少成多 l 日～月累｜～土成
山｜院子里～了不少水。＠长时间积累下来

的 z ～习｜～弊。＠圈中医指儿童消化不良

的病：食～ i奶～ 1 捏～｜这个孩子有～了。。
圈乘积的简称。

量三三三 E积案E ji’。n !Bl 长期积压而未了结的案件：清
雪重重重 理～｜～如山。

二~ E积弊l jTbi 圈积久中目沿的弊病：清除～。

E积不相能E jTbux iangneng 素来不和睦（能2和I

睦；亲善）。
E积储E jTchu [;bl 积存。
E积存E jlcun ［到积聚储存：每月～一点儿钱，以

备他用。
E积德E F11de 南民间指为了求福而做好事，泛

指做好事z ～行善！你可积了大德了。
E积淀E jTdian O 画积累沉淀g 多年来～了深
厚的艺术功底。＠南所积累沉淀下来的事物
（多指文化、知识、经验等）：历史的～｜深厚的

艺术～。
E积非成是E jif岳i-chengshi 长期沿袭下来的谬

误，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E积月四 jl;;f岳l 圈积攒肥料。

E积分］1 jif岳n （～儿）0 ( -!! ）画参加若干场
比赛或其他有记分的活动累积分数：～卡｜购

物～｜我的信用卡已经积了不少分儿。＠困所
积累的分数．在足球联赛中，北京队～暂居第

一。

E积分］2 jif岳n 圈见 1359 页【微积分l 0 

E积愤E jifen 圈郁积在心中的愤慨z 倾吐胸中
的～。

E积垢】 jigou 画积存的污垢．清除茶杯内壁的

～0荡涤旧社会遗留下的～口
E积极E jiji Ifill 0 肯定的；正面的；有利于发展
的（跟“消极”相对，多用于抽象事物）：起～作

用｜从～方面想办法。＠进取的；热心的（跟

“消极”相对）：～分子｜他对于社会工作一向很
’~ 。

E积极分子E jiji fenzi O 政治上要求进步，工

作上积极负责的人。＠在体育、文娱及社会
活动等方面比较积极的人。

E积极性l jijixing 圈进取向上、努力工作的思

想和表现：调动广大群众的～。

E积久l jiji心画积累了很长时间：～成习！顽疾

～难治。
E积聚】 Fiu 圈积累①：把～起来的钱存入银行。

E积劳】 jilao ＜书〉画长期经受劳累 z ～成疾。

【积累E jll岳10 圈（事物）逐渐聚集：～资金｜～
材料｜～经验。＠固国民收入中用在扩大再

生产的部分。
E积累基金】 jil邑l jijin 指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

再生产、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建立物资储

备的那部分基金。
E积木】 jimu ［名］儿童玩具，是一套大小和形状
不相同的木块或塑料块，大多是彩色的，可以
用来摆成多种形式的建筑物等的模型。

E手只年】 jinian 〈书〉［到多年3累年．～旧案｜欠薪

~ 。

E积年累月】 jinian-1岳IYL畸形容经历时间很长。

E积贫积弱】 jipin才iruo ＜国家、民族）长期贫穷、
衰弱。也说积弱积贫。

E积欠l jiqian O 画］累次欠下 z 还清了～的债

务。＠自自积累下的亏欠：清理～O
E积弱积贫】 jiruo-jipin 见 602 页【积贫积弱］ o
E积沙成塔】 jisha-chengt凸聚沙成塔。

E积善l ji;;shan 画积德2 ～之家。

E积食l ji;; shi ＜方〉阐停食（多指儿童）。

E积水l jishui 0 ( // ）圈水积聚z 雨后路面

积了不少水。＠圈积聚起来的水z 清除道路

上的～。 8 ( －－／／一） [\!j] 医学上指病人的胸腔、

脑腔等积存了多余的液体：手术后，腹部大量
～。＠圈指病人的胸腔、脑腔等积存的多余

的液体z 抽～。
E积微成著l jiw岳i-chengzhu 细微的事物经过



长时期积累，就会逐渐变得显著。
E积温】 jiw岳n 圈在一定时期内，每日的平均温
度或符合特定要求的日平均温度累积的和。

E积习】 jlxi 画长期形成的习惯（多指不良的）：

～甚深1~难改。

E积薪唐火E jlxTn-cuohu6 见 228 页【居火积 l

薪］ o
E积蓄】 jTxu 0 r越积存：～力量。＠圈积存

的钱2 月月都有～O

E积UF:l Fva r司长期积存，未做处理：～物资。
～在心中的疑问。

E积羽沉舟l jTy心－chenzhou 羽毛虽轻，堆积多
了也可以把船压沉（语出《战国策·魏策一））：
“臣闻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练金勺。比喻

细微的事物积累多了也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

E积郁E Fvu r司郁结：～成疾｜发泄～在心中的
不满。

E积怨l jTyuan 0 ( -11 ）［重积累怨恨2 ～成祸｜

～已久。＠［望蓄积已久的怨恨：～甚多｜消
除胸中的～。

E积攒E jTzan 画一点儿点儿地聚集2 ～肥料｜

多年省吃俭用，～了一笔钱。
E积重难返l jTzhong nanf凸n 长期形成的不良

的风俗、习惯不易改变。也指长期积累的问题
不易解决（积重z积习深重）。

E积妹累寸】 jTzh0-1岳icun 见 1708 页【妹积寸

累1 。
在企 jT 古代束发用

7下的管子·及～。

履 jT 0 木头鞍：
木～。＠泛指

鞋：～履。

姬 jT 0 古代对妇
女的美称。＠

古代称妾：侍～｜～
妾。＠旧时称以歌

舞为业的女子·歌
～。 0 (JT) 画性。

算

基 jT 0 慕地房～｜地～｜路～。＠起头
的；根本的：～层｜～数。 8 1'81 化学 J－.指

不带电的原子团：美圣～｜氨～。 0 ( JT) l名l 姓。

E基本】 jTben O ['81 根本：人民是国家的～。

＠圈属性词。根本的2 ～矛盾｜～原理。＠

晴属性I司＇ i::要的z ～条件｜～群众。。［喜剧

大体上：质量～合格｜大坝工程已经～完成巳

E基本词汇】 jTben cihul 词汇中最主要的 部

分，生存最久、通行最f＂、构成新词和词组的能

力最强，如“人、子、上、下、米、去”等。
E基本单位】 jib品n danwei 见 497 页 i国际单

斐主更些主」 巴些」
位和~lo

E基本法E jib岳nf凸［望。有些国家指宪法。＠
某些特定地区的基本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比

E基本工资E jTben gongzT 职工工资收入的基
本组成部分，→般不包括奖金、津贴和补贴等。

由国家统一规定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
变，在我国也叫标准工资。

E基本功】 jib岳ngong 圈从事某种工作所必需

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E基本建设】 jTben jianshe O 国民经济各部门
增添固定资产的建设，如建设厂房、矿井、铁

路、桥梁、农田水利、住宅以及安装机器设备，
添置船舶、机车、车辆、拖拉机等。＠比喻对全
局有重大作用的主作2 购置图书资料是研究所

的一项～。

E基本粒子E jTben llzT 粒子。

E基本矛盾E jTb昌n maodun 规定事物发展全过
程的本质，并规定和影响这个过程其他矛盾的
存在和发展的矛盾。

E基本上］ jib岳n· shang I副］＠主要地z 这项任

务，～要靠你们车问未完成。＠大体上·一年
的任务，到十月份已经～完成。

E基层E jTceng !Bl 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

跟群众的联系最直接．～单位！～干部｜深入

~ 。

E基础E jTchu r甜。建筑物的根脚。＠事物发

展的根本或起点：～知识｜在原有的～上提高。
E基础代谢E jTchu daixie 人和动物在清醒而
安静的情况下，不受运动、食物、神经紧张、外

界温度改变等影响时测得的单位时间的能量至三三
消耗水平。 主主

E基础教育J jTchu jiaovu 国家规定的对儿童＝＝
实施的最低限度的教育。

E基础科学E jTch心 k岳xue 研究自然现象和物质

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一般分为数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六大类。是应
用科学的那论基础。

E基础课J jTchulφ ［毡l ← A般指高等学校中，使学

生获得有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

和技能的课程，是学生进一步学习专门知识的

基础。

E基地E jTdl 圈。作为某种事业基础的地区z

工业～｜农业～！钢铁～｜水稻～。＠有特定用

途的或开展某种活动的专用场所或机构z 军

事～｜导弹～｜乒乓球训练～｜重点学科研究～。

E基点】 jTdian l吕＠作为开展某种活动的基础

的地方：以产棉乡为～推广棉花生产新技术。

＠基础②：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是解决问



巴些」 1 i基朝L娃期责椅

题的～。

E基调E jidiao ~ o 音乐作品中主要的调，作

品通常用基i周开始或结束：这首歌的～高亢、

昂扬。＠主要精神；基本观点：这部作品虽然

有缺点，但它的～是鼓舞人向上的。＠主要的

风格

墨绿色巴
E基督l Jidu ~基督教称救世主。参看 700

页【救世主l 0 ［希腊 Christos]

E基督教】 Jidujiao r'8J 世界主要宗教之「公

元 1 世纪产生于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奉耶稣
为救世主。公元4 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公元 11 世纪分裂为天主教和正教（即东正

教）。公元 16 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又陆续从夭
主教分裂出许多新的教派，统称新教。经典为

《圣经》。该教最早于公元 7 世纪即传入我国，
我国所称基督教，多指新教。

E基~El】 iifei 圈在作物播种或移栽前施的肥。

厥肥、堆肥、绿肥等肥效较慢的肥料适于做基
肥。也叫底肥。

E基干】 jigan ~基础；骨干z ～民兵。

E基价E iiiia 圈。计算各个时期的平均物价

指数时，用来作为基础的某一固定时期的物
价。＠对外贸易中，根据双方协议，以商品的
一定质量等级为基础所计算的价格。＠起步
价z 调整出租车公里～。

E基建E iiiian 圈基本建设2 ～工程！～投资。
E基金E jijin 圈。为兴办、维持或发展某种事

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基金必须用于
指定的用途，并单独进行核算。如教育基金、
社保基金、慈善基金等。＠投资基金。

E基民E jimin 圈指从事基金交易的个人投资

者。
E基尼系数E Jini xlshu 经济学中指衡量人们
收入差异状况的指标。系数数值为 0 1 。（）
为收入绝对平均，1 为收入绝对不平均。通常
认为数值超过0.4为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贫

富差距很大。因 20 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基
尼（Corrado Gini)首先提出而得名。

E基诺族l Jinuo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云南。

E基期E jiqi 圈统计中计算指数或发展速度等
动态指标时，作为对比基础的时期，如 1986

年同 1984 年对比物价指数时，1984 年为基

期。
E基色I jise 圈 M\；色。
E基石E jTshi 圈＠做建筑物基础的石头。＠

比喻事业的基础或中坚力量。

E基数E jishu f盘。→、二、三……一百、三千等

普通整数，区别于第一、第二、第三……第一
百、第芝干等序数。＠作为计算标准或起点

的数目。
E基态、l Ftai ~原子、原子核等所具有的各种
状态中能是最低、也最稳定的状态。

E基体E jiti ［割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物质制
成的材料或物品中，作为主体部分的物质叫作
基休。

（）主线】 jixian J吕测量时作为基准的线段。

E基薪E jixin 函基本1二资〈多用于实行年薪制

的企业负责人λ

E基业】 iive i＝刽事业发展的基础 2 创立～。
E基网E jiyin l寄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存在

于细胞的染色体上，呈线状排列。［英 gene]
E基因工程l jiyin g6ngcheng 遗传工程。

E基因芯片】 jiyin xinpian 生物芯片的一种。

将大量的基因片段有序而高密度地固定在玻
璃片或纤维膜等载体上制成。

E基因组E jiyinzu 圈指细胞和生物体的整套基

因。

E基于】 iivu ［到根据③：～以上理由，我不赞成
他的意见。

E基站E jizhan 圈通常指移动通信系统中的无
线电台，设有发射机和接收机。

E基质E jizhl 圈。植物、微生物从中吸取养分

借以生存的物质，如营养液等。＠混合物中

作为溶剂或起类似溶剂作用的成分z 凡士林
是许多种药膏的～。

E基准】 jizhun 圈测量时的起算标准，泛指标
准。

E基座E jizuo 函器物、石碑、雕塑等的底座：台

灯～｜大理石～。

吼叫 ji 嘟嘟。
（醺）

佳 i ji （书〉链。
（娃）

期刊矗 jT （书〉一周年；4月 2 ～年｜
（头春） ～月。
另见 1021 页 qi,

~ ji （书〉＠怀着；
货（贵、宵、贾）抱着：～志而殃
（志未遂而死去）。＠把东西送给人．～助 l ～
赏。

E费恨E jihen ＜书〉［割抱恨z ～而亡！机遇若失，

将～终身。
E费赏l jishang ＜书〉画赏赐。
且去 ji 见下。
有口I

E椅角E jijl凸0 （～儿）〈口〉圈＠物体两个边沿



椅稽缉畸跻织市雯雯塑雯雯雯些」 巴~」
相接的地方；棱角．桌子～。＠角落z 屋子～o

E椅角E jl•jiao ＜口〉［萄角1①：牛～。

手指T JI 强姓。

'11.U 
会昏口 jl 缉拿z ～私｜通～。
-->-r （角）另见 1凹页 qTo
E缉捕】 Fbu 「通缉拿z ～在逃凶手。
E缉查E jTch6 0动］搜查：挨户～。
E缉毒E jTdU I动｜检查贩卖毒品的行为，缉捕贩

卖毒品的人。
E缉获】 jThuo ！动！拿获，杏获：～犯罪嫌疑人 l ～
走私货物。

E缉拿l jTna c到搜查捉拿（犯罪的人h ～归案。
E缉私】 jTsT ［动！检查走私行为，缉捕走私的人。

E缉L)(J] jTxiong ［动］缉拿凶手z ～方案。

E应 jT 0 偏：～轻～重。＠不正常的g不规
阳叮则的：～变 l～形。＠〈书〉数的零头2 ～
零。

E畸变E jTbion G割不正常变化。
E畸恋】 jTlian l雪不合乎常理的恋情。
E畸零l jlllng 0 同“奇零”（ jTling ）。＠回孤
零零：～人｜～无侣。

E畸轻畸重】 jTqTng-jTzhong 偏轻偏重，形容事
物发展不平衡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偏向一个方

面。

E畸形E jTxing 圈＠生物体某部分发育不正
常z ～发育｜～胎儿。＠泛指事物发展不正
常，偏于某一方面J：～繁荣｜～发展。

跻 ii （书〉配上升z 使中国科学～
（瞬）马世界先进科学之列。

E跻身E jTsh臼［司使自己上升到（某种行列、｛＼！.

置等）；置身 z ～文坛｜～前八名。

镇 ii 见 17叫时
（织）’

横 ji （书〉衣服的蜘L
（横）’

寞 jT 0 鹏～踞＠簸笑形的指纹z 斗
～。＠二十八宿之一。。＜JD 圈姓。

E笑斗E jTdiiu ＜书〉圈。笑宿和斗宿，泛指群
星。＠《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笑，不可以
簸扬；＃住北有斗，不可以抱酒浆。”后来用“宾
斗”比喻虚有其名。＠手指印；斗宾z 验明～。

E宾踞E Fiu ＜书〉［动l 古人席地而坐，坐时臀部
紧挨脚后跟，如果随意伸开两腿，像个簸寞，就

叫宾踞，是 4种不拘礼节、傲慢不敬的坐法。

稽1 jT 0 查考～查｜无～之谈｜有制～
＠计较z 反唇相～。. (JT) 圈性。

稽2 ji （书〉停留 3拖延： ~11¥1～延
另见 1031 页 qi。

E稽查E jTch6 0 ~检查（走私、偷税、违禁等活
动〉。＠［事！担任这种检查工作的人。

E稽核E Fhe 圈查对计算（多指账 l=f ）。

E稽考E jTIφ0 （书〉［动l 壳考z 无可～。
E稽留E jiliu ＜书〉［到停留：因事～，未能如期南

下。
E稽延E jTy6n ＜书〉圈拖延z ～时日 c
在世主 jT 〈书〉同“奇”（ JD ①。
ffilll 
商～ ji 咱们酬的姜蒜或韭菜

（麓）酥儿。＠细神：～粉。
E窟粉E jTfen ＜书〉［组细粉；碎屑：化为～。

鲁克 jT 国都附近的地区z 京～！～辅

E簸辅E jif心〈书〉回到国都附近的地方。

整 ji 土坯或类似土坏的块状物z 土～！炭

激 jT 0 国（水〉因受到阻碍或震荡而向上
涌 z 江水冲到礁石上，～起六七尺高。～起

了一场风波。＠明冷水突然刺激身体使得
病z 他被雨水～着了。. (jf）画用冷水冲或

泡食物等使变凉z 把西瓜放在冰水里～一～。
01动l 使发作；使感情冲动：刺～｜～怒｜劝将不

如～将｜故意拿话～他。＠（感情）激动2 感～｜
～于义愤。＠急居11 ；强烈＝～战｜～流｜偏～。

0 (JT) 圈姓。

E激昂E ji’。ng 圃（情绪、语调等）激动昂扬z ～
慷慨l群情～。

E激昂慷慨E jT’。ng-kangkai 见 731 页【慷慨激

昂 l 0 

E激变l jTbion i到急剧变化：形势～。 三三
E激磁E jTci ［到线圈内因有电流通过，受到激发雪主
而产生磁场：～线圈 1～电流。

E激荡E jidang 圈。因受冲击而I动荡z 海水
～i感情～。＠冲击使动荡z ～人心。

E激动E jidong O 圈（感情〉因受剌激而冲动＝

情绪～。＠画使感情冲动：～人心。
E激发E jTta E司＠刺激使奋发z ～群众的积极

性。＠使分子、原子等由能量较低的状态变
为能量较高的状态。

E激发态E iTfatai 圈原子、原子核等的能量高

于基态时所处的状态。

E激奋E jTfen O 圈激动振奋z 精神～。＠圈
使激动振奋z ～人心。

E激愤】（激忿＞ jTfen F回激动而愤怒z 群情～。
E激光E jTguang !El 某些物质原子中的粒子受
光或电的激发，由低能级的原子跃迁为高能级

原子，当高能级原子的数目大于低能级原子的
数目，并由高能级跃迁回低能级时，就放射出



606 I F-F i 激羁及

相位、频率、方向等完全相同的光，这种光叫作
激光。颜色很纯，能量高度集中．广泛应用在

工业、军事、医学、探测、通信等方面。 IR称莱
塞。

E激光刀E jlguangdao 函用激光代替子术刀
进行手术的医疗装置。用激光刀进行子术，切
口平滑，出血少，不易感染。常用的有二氧化
碳激光刀、氢激光刀等。

E激光器】 jlguangqi 型产生激光的装置，有固
体、液体、气体、半导体等几种类型。根据工作
方式不同又分为连续激光器和脉冲激光器等。
旧称莱塞。

E激光武器E jlguang wu』qi 利用激光束直接攻

击并毁伤目标的武器。由激光器精密瞄准跟
踪系统、光束控制与发射系统组成。射击时快
速、精确、灵活，不受电磁f二扰。

E激光照排】 jlguang zhaopai 印刷业上指利
用激光扫描成像技术进行照相排版。这个系

统由输入部分、计算机信息处理部分和激光扫
描记录部分组成。

E激化E jihua l到＠（矛盾）向激烈尖锐的方丽

发展：避免矛盾～。＠使激化2 ～矛盾。
E激活E jihu6 画＠刺激机f4'内某种物质，使

其活跃地发挥作用 2 某些植物成分能～人体细
胞免疫反应。＠泛指剌激某事物，使活跃起
来：～高科技产业。

E激将l jijiang 画用刺激性的话或反丽的话鼓

动人去做（原来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法 l

请将不如～。
E激进.l jljin [H;!J 急进 z ～派｜观点～。

E三三~ （激昂lj) jlj。但＠激烈：看样子他是在～地进
三三E 行思想斗争。＠急剧：～发展ο
三三E E激浪E jllang ~I 汹涌急剧的波浪 2 ～滔滔 1 ～

几乎把小船掀翻。
E激励E jili 画激发鼓励：～将士。

E激烈】 iilie 圈。（动作、言论等）剧烈：百米赛
E包是一项很～的运动｜大家争论得很～。＠

（性情、情怀）激奋刚烈2 壮怀～o
E激灵E ji•ling ＜力丁［动受惊吓猛然抖动z 他吓

得一～就醒了。也作在fl灵。

E激流E iii iu t吝］揣急的水流。
E激怒】 jinu 白白］剌激便发怒：他这一说更把赵

大叔～了。

E激切E jlqie ＜书〉［砌（言语）激烈 1fri直率：言辞
~ 。

E激情E jiqing 画强烈激动的情感：创作～ i ～

满怀。

E激赏E jlshang ＜书〉［司极其赞赏．～不已。
E激素】 jisu 圈内分泌腺分泌的物质。直接进

入血液分布到全身，对机体的代谢、生长、发育
和l繁殖等起重要调节作用。包括甲状腺素、肾

上腺素、膜岛素、性激素等。旧称荷尔蒙。

E激扬】 jiyang O 画激浊扬清2 指点江山，～

文字。＠［翻激动昂扬：～的欢呼声。＠画
激励使振作起来：～士气。

E激越】 Fvue 围写（声音
浑～的军号声 I ！惑情～o

E激增E jiz岳ng ［司急速地增长：产值～。

E激战E jizhan l翅激烈战斗。两队～一场，不分

胜负。
E激浊扬清】 jizhu6-yangqlng 冲去污水，让清
水 t二来，比喻抨击坏人坏事，褒扬好人好事。
也说扬清激浊。

羁… ~ jl （书〉＠马笼头：无～
（草草、养羁）马马。＠拘束＝～绊｜放

荡不～。＠停留；使停留：～旅 J～留。
E羁绊E jiban ＜书〉画缠住r不能脱身；束缚g

挣脱～o

E羁勒】 Fie ＜书〉圈束缚：摆脱礼教的～。
E羁留E jlliu I础。（在外地）停留。＠羁押。

E羁旅】 Flu ＜书〉南］长久寄居他乡·～异乡。
E羁康】 jlmi ＜书〉阐10 笼络（藩属等）。＠羁
留 n

E羁押】 Fva 11\!Jl 拘留；拘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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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ji 0 达到：波～｜普～｜目力所～ i 由表～
里｜将～十载。＠赶上z ～时｜～早｜望尘

莫～。 8~动］比得上z 论学习，我不～他。＠

〈书〉推及；顾及z 老吾老，以～人之老｜攻其一
点，不～其余。 0 ilil 连接并列的名词性词语z

图书、仪器、标本～其他。 l注重’用“及”连接的
成分多在意义上有主次之分，主要的成分放在
“及”的前丽。。（ Ji) 圈姓。

E及第E jidi 画！科举时代考试中选，特指考取进

1:' lJ]清两代只用于殿试前三名：状元～。
E及格l ii11ge ~司］（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最低
标准。

E及冠E jiguan ＜和南l 指男子年满二十岁，到

了成年（冠2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戴上成

年人戴的帽子）。

E及乡丰E jijl ＜书〉［边指女子年满十五岁（绊：束
发用的替子。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结起
来，戴上管子）。

E及龄l jiling 圈达到规定的年龄2 ～儿童已全

部入学。



E及门E jimen ＜书〉（到登门（正式拜师求学）：

～弟子｜～之士。
E及时E jishi 0 嗣正赶上时候，适合需要z ～

雨！他来得很～。 8 [j国二F拖延；马上；立刻z 有
问题就～解决。

E及时雨】 jishiy心圈＠指在农作物需要雨水
时下的rH：这场～缓解了旱情。＠比喻能在
紧急关头解救危难的人或事物。

E及早】 j i z凸0 ［副趁早：生了病要～治。

E及至） jizhi l州等到某个时间或出现某种情

况：～中午，轮船才靠近港口 l ～上了岸，才知
道是个荒岛。

饭 ji 用于人名，于L
＝圭立 j i ＠育利；I芳样 C II良“E耳l”，相z才） ：大～ l 凶
仁1 多～少ο8 (Ji) ［割姓。

E吉卡赛人】 Jibu』sairen 圈罗姆人。［占卡赛，
英 Gypsy]

E吉光片羽J j iguang-pianyu 古代传说，古光是

神兽，毛皮为袭，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

“吉光片羽”指神兽的一小块毛皮，比喻残存的
珍贵的文物：～，弥足珍贵。

E古脑~J iiiu 圈吉林地方戏曲剧种，在曲艺二人
转的基础上吸收东北其他民间歌舞和地方戏
曲逐步发展而成。

E吉利】 jili 圈吉祥顺利：～话。
E吉普J iipu 画轻型越野汽车，能适应高低不
平的路面。也叫吉普车。［英 jeep]

E吉期） jiqi !El 吉日，特指结婚的日子。

E吉庆】 jiqing E彰］吉利喜庆：～话｜平安～。
E吉人天相E jiren-tianxiang 好人会有上天保

佑（多用作遭遇危险或困难时的安慰语）。

E吉日） ji「i ［名l 占利的日子 z ～良辰。
E吉他E jita 但］六弦琴。 ［英 guitar]

E吉祥E jixiang 晴幸运； 1吉利：～如意。
E吉祥物E jixiangwu 圈某些大理运动会、展

览会等用来象征吉祥的标记，多选用动物图案
或模型。

E吉星） jixing I盘指显示吉兆的星，借指能带来

吉祥的人或事物z ～高照。
E吉凶E jixiong 画好运气和坏运气；吉利和凶

险z ～未｜、。

E吉言J jiyan 圈吉利的话。

E吉兆E jizhao r吕吉样的预兆。

发 ji ＜川高的样子。

E皮发） jiji ＜书〉画＠形容山势高耸。＠形容
十分危险，快要倾覆或灭亡2 ～可危l～不可终
日。

及饭古发汲悦级极 i 巴~I
守14 ji 0 I司从下往上打水·从井里～水。＠
U人（ Ji) ［＇割姓。

E汲汲E j iji ＜书＞ lM 形容心情急切，努力追求：

～于富贵。

E汲取】 jiq心阉吸取：～经验｜～营养。

E汲寻 ll jiyln ＜书〉［到引水，比喻举荐提拔。

假 ji ＜书〉时’。

饵， ji 0 画等级：高～｜上～｜县～｜
饥（饭）二差。 8 ［童年级：留～｜同～不
同班。＠台阶JL ：石～。。 IJI] a）用于台阶、

楼梯等：十多～台阶。 bl 用于等级：三～工｜
他的工资比我高一～。

E级另1JJ jibie 晴等级的区别争等级的高低次序z

干部～｜举重比赛已决出三个～的名次。

E级差】 jicha 晴等级之间的差别程度：工资
~ 。

E级任】 j i n?in ['8] 中小学里曾设置的负责管理

一个班级的教师（现称班主任）：～老师。

炭’ ji 0 顶点；尽头：登峰造～｜无所
（槌）不用其～。＠地球的南北两端；

磁体的两端；电源或电器上电流进入或流出的
一端z 南～ l 北～｜阴～｜阳～。＠尽；达到顶
点：～力 i～目四望｜物～必反｜～一时之盛。。
最终的；最高的 s ～度｜～端 i～量。 0 @ID 表示

达到最高程度：～好｜～重要｜～少数｜～有兴

趣。 l注重’“极”也可做补语，但前头不能用
“得气后面一般带“了”，如“忙极了”。 0 (Ji) 
1'81 姓。

E极地E jidi 函］极图以内的地区。

E极点】 jidian 回到程度上不能再超过的界限：三三

高兴到了～。 主主三
E极顶】 jidlng O 圈山的最高处；山顶：泰山
～。＠圈极点：他对你佩服到～oO 圈表

示程度达到极点：～聪明｜～糊涂。

E极度E iidu o [jJJ 表示程度极深＝～兴奋｜～

疲劳。＠［组极点：他的忍耐已经到了～。

E极端E jiduan O 画事物顺着某个发展方向
达到的顶点：看问题要全面，不要走～。＠圃

表示程度极深：～苦恼！～困难。＠圈绝对；

偏激2 这种观点大～q

E极光E jiguang 圈在高纬度地区，高空中出现
的→种光的现象。由太阳发出的高速带电粒
子进入两极附近，激发高空大气中的原子和分

子而引起。通常呈弧状、带状、幕状或放射状，

微弱时白色，明亮时黄绿色，有时还有红、灰、
紫、蓝等颜色。

E极口E jikou 圃在言谈中极力（称道、赞扬或
抨击、抗辩等）：～称扬！～诋毁。



巴~」 l旦些主
E极乐鸟l jil朗的0 ~鸟，羽毛美丽，雄的翼下
两侧有很长的绒毛，尾部中央有一对长羽。边

叫边飞舞，声音很好听。主要生活在新几内亚

及其附近岛屿。也叫风鸟。
E极乐世界E jile sh)jie 佛经中指阿弥陀佛所居
住的国士。佛教徒认为居住在这个地方，就可
获得光明、清净和快乐，摆脱人间－切烦恼。

也叫两天。

E极力E ji／）圆用尽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
～抢救伤员 1～克服困难。

E极量E jiliang 圈＠医学上指在一定时间内，

允许病人使用药物的最大剂量。＠泛指作为

极限的数量。

E极目】 jimu 〈书） ［~用尽目力（远望）＝～远眺。

E极品E jipin ~ 0 最上等的物品：～狼毫（一
种毛笔）｜关东人参号称～。＠〈书〉最高的官

阶：官居～o

E极其E jiqi ［画非常；极端·～重视｜～光荣｜受

到了～深刻的教育。
E极圈E jiquan 圈地球上 66 ° 34＇的纬线所形

成的圈，在北半球的叫北极圈，在南半球的叫
南极圈。

E极权l jiqu6n 圈指统治者依靠暴力行使的统

治权力。在极权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反抗

纳粹～统治。

E极为E jiwei 圈表示程度达到极点：～勇敢！

～不满｜～贫困。

E极限l jixian 圈。最高的限度：轮船的载重
已经达到了～。＠如果变量工逐渐变化，趋
近于定量的即它们的差的绝对值可以小于任

何己知的正数时，定量 a 叫作变量 z 的极限。
可写成z→a，或 limx = ao 如数列
1 2 一，－，······，＿！！＿＿的极限是 1
2 3η＋ 1 

写作 lim 一立一＝ 1 
ι、， n 十 1

E极限运动E jixian yundong 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我身心潜能，向自身挑战的娱乐体育运动。
带有冒险性和刺激性。如攀岩、高山滑翔、激
流皮划艇、水上摩托、冲浪、蹦极等。

E极刑E jixing 圈指死刑z 处以～。

E极夜1 iive ~极圈以内的地区，每年总有一
个时期太阳一直在地平线以下，一天 24 小时
都是黑夜，这种现象叫作极夜。

E极意］ jiyi 圃用尽心思3 ～奉承i～模仿。
E极致］ jizh）圈最高境界；最大程度；极限：追

求～ 1～的视觉享受 1语到～是平常。
E极昼E jizhou 圈极圈以内的地区，每年总有
一个时期太阳不落到地平线以下，一天 24 小

时都是白天，这种现象叫作极昼。

！及 ji （书〉门问。

&P ji o 靠近；酬：若～若离｜可望而不可
俨～。＠到l；开始从事：～位。＠当下P 目

前z ～日｜～期｜成功在～。。就着（当前环

境）·～景。＠〈书〉就是：荷花～莲花 1非此～

彼。＠〈书〉圈』就；便：一触～发｜招之～来 i
｜写过～改。＠〈书〉圈即使z ～无他方之支

援，也能按期完成任务。参看 700 页“就”。＠
(Ji）圈姓。

E即便E jibian ll!l 即使。

E即或l jihuo ll!l 即使。

E即将E jijiang 圈将要；就要：理想～实现｜展

览会～闭幕。
E即景E jijing 圈就跟前的景物（做诗文或绘

画）·～诗｜～生情！西湖～。
E即景生情E jijlng-shengqing 对眼前的情景有

所感触而产生某种思想感情。

E即刻E iike 固立刻z ～出发。
[llP令】 jiling ll!l 即使。

E即日E jir) ~ 0 当天z 本条例自～起施行。

＠最近几天；近日 z 本片～放映。

E即若E jiruo ＜书〉［重即使。

E阳寸】 jishi 画立即：～投产。
E即时贴】 jishiti岳函－种随手记事或起提醒

作用的小纸片儿，背面有胶，可反复粘贴。也叫
便利贴。

E即食E jishi 圃立即可以食用：～面｜此食品开

袋～。

E即食面】 jishimian ＜方〉圈方便面。

E即使］ jishi ll!l 表示假设的让步，～我们的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不能骄傲自满｜～你当

时在场，也未必有更好的办法。每噩’“即使”所
表示的条件，可以是尚未实现的事情，也可以
是与既成事实相反的事情。

[llP事E jishi 画就眼前的事物

绘画）：～诗Q
[llP位J ji,ywei 圈＠就位。＠指开始做帝王

或诸侯。
E即席E jixi 匾。在宴会或集会上：～讲话｜～

赋诗。＠入席；就位。
[llP兴E jix)ng 画就着临时发生的兴致（进行创

作、表演等）·～诗｜～之作｜～表演。

，才主 j i （书〉健壮。
i口
E佑屈聋牙】 jiqu-6oy6 c文章）读起来不顺口

（倍屈：曲折；整牙z拗口）。也作i在屈辈革牙。



、斗→、＇ j i 见fo
Z口（言吉）另见“5 页 Ji e o 

E诸屈聋牙l jiq0-6oy6 同“信屈辈革牙”。

亟 ji （书〉圈急剧：～待解决｜～须纠正。
另见 1035 页 qi 0 

E亟亟E jiji （书〉啤急迫；急忙·～奔走 l 不

必～。

革 j；配病）危急。
另见 439 页 g白。

复 j i 〈书〉＠书靠自 z 负～从师。＠书籍；典
籍口

.b.』 ji 0 I!回想要马上达到某种目的而激动
λ-y;，、不安；着急 z ～着要走 1眼都～红了。＠画
使着急z 火车快开了，他还不来，实在～人。＠

圃容易发怒；急躁g ～性子！没说上三句话他

就～了。＠圈很快而且猛烈；急促z ～雨 1～
转弯 l水流很～｜炮声甚～ l话说得很～。＠橱
急迫；紧急：～事｜～件｜～中生智｜时间紧，任务
～。。紧急、严重的事情：告～｜救～｜当务之
～。＠对大家的事或别人的困难，赶快帮助z
～公好义l～人之难（ nan）。

E急巴巴l jibaba ＜～的）睛状态词。急迫的样
子。

［~吉、变E jibian 圈紧急的事变。
E急病E jibing 圈急症s 生～｜害～。
E急茬儿E jichar ＜方）~紧急的事情：这是～，

可不能耽误了。
E急扯白脸E ji ·chebaili凸n （～的）〈方） 11121 状态
词。急赤白脸。

E急赤白脸E ji ·chib6ilian ＜～的）〈方）~状态
词。形容心里着急，脸色难看：两个人～地吵
个没完。也说急、扯臼脸。

E急匆匆E jic6ngc6ng ＜～的）圃状态、词。非常
匆忙的样子z ～走来一个人。

E急促E jicu 圈＠快而短促z 呼吸～｜～的脚步
声。＠（时间）短促z 时间很～，不能再犹豫了。

E急电J jidian O ~紧急发电报（给某人）：～
上级请求支援。 8~须要赶紧拍发和递送的

电报。
E急风暴雨E jif岳ng-baoyu 急剧而猛烈的风雨，
多用来比喻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或激烈的斗

争。
E急公好义E jig6ng-haoyi 热心公益，爱帮助

人。
E急功近利E jig6ng而jlnli 急于追求目前的成效

和利益。
E急火E jihu6 圈。指烧煮东西时的猛火：～
煮不好饭。＠因着急而产生的火气：～攻心。

E急急巴巴l ii· jibaba ＜～的）圃状态词。形容

里更主主更」 巴巴
急忙z 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为什么要～地叫他
回来？

E急急风E jijifeng I割戏曲打击乐的一种打法，

节奏很快，多用来配合紧张、急速的动作。
E急、件E jijian 圈须要很快送到或处理的文件、

信件等。
E急进】 jijln 11121 急于改革和进取：～派。

E急救1 iiiiu o司紧急救治：～危重病人。
E急救包l jijiubao 1组装有急救药品及消过毒
的纱布、绷带等的小包，供急救伤病员时使用。

E急就章】 jijiuzhang 画为了应付需要，匆忙完

成的作品或事情（原为书名，也叫《急就篇》，汉
代史游作）。

E急剧E iiiu lll"J ：急速§迅速而剧烈z 气温～下降。

【急速】 jij1汪精急速。

E急口令】 j iiφullng ＜方〉圈绕口令。

［，急、流E jiliu 1'81 i揣急的水流：～滚滚｜渡过～险

滩。
E急流勇退l jiliu-vongtul 旧时比喻仕途顺利

的时候毅然退出官场，现也比喻在复杂的斗争
中及早抽身。

E急J贮E jimang 画急速匆忙．听说厂里有要紧

事儿，他～穿上衣服跑出门去 i 急急忙忙赶着去
上班。

E急难l' ji;;nan ＜书〉画热心地帮助别人摆脱

患难z 扶危～！急群众之难。

E急难】2 jinan ~危急的事；危难：～之中见人
、、

/\.; 0 

E，急迫】 iipo I!暨需要马上应付或办理，不容许

迟延z 情况～｜～的任务。
E急起直追E jiqT zhizhul 马上行动起来，迅速赶三三三
上进步较快的人或发展水平较高的事物。 雪主三

E急切】 jiqie I!匾。迫切z 需求～｜～地盼望成三三三
功。＠仓促z ～问找不着适当的人。

E急如星火E j i rux lnghuo 形容非常急迫。

E急速E jisu ~非常快·～的脚步声｜火车～地
向前飞奔。

E急端E jituan ＜书〉圈很急的水流。

E急、弯E jiwan 圈＠道路突然转折的地方：前

有～，行车小心。＠车、船、飞机等突然改变的
行进方向：战斗机拐了个～，向西南飞去。

E急、务E jiwu ~紧急的事务：当前～。
E急先锋E jixianf岳ng ［苞比喻在行动上积极领

头的人。
【急行军l jixingjOn 画部队执行紧急任务时快

速行军：战士们连夜～，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
E急性］ jixlng 0 帽属性词。发作急剧的、变
化快的（病）＇～阑尾炎。＠（～儿）圆急性子
①。＠（～儿）圈急性子②。



巴！巳 L主姑疾里棘题平差

E急性病E jixingbing 圈。发病急剧、病情变
化很快、症状较重的疾病，如霍乱、；急性膜腺炎

等。＠指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毛病。

E急性子l jixing•zi 0 阴性’情急躁：～人。＠
圈性情急躁的人： f也是个～，总要一口气把话

说完。
E，急需E jixO r量紧急需要z ～处理 l 以应～。

E急眼l ji;;yan ＜方〉［司＠发火；发脾气：人家
这么两句话就把你惹～啦？＠着急；，舍、：他一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E急用E jiyong 画l 紧急需用（多指金钱方丽）：

节约储蓄，以备～O

E急于1 iivu E亟想要马「实现田～求成 1 千tit.～回
厂，准备今天就走。

E急躁E jizao 圈。碰到不称心的事情马上激
动不安：性情～1一听说事情弄糟了，他就～起
来了。＠想马上达到目的，不做好准备就开

始行动2 ～冒进｜别～，大家商量好再动手。
E急诊E jizh品n 0 画指病情严重，需要马上诊

治z 阑尾炎急性发作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

＠圈医院为急性病患者进行紧急治疗的门

诊．看～。
E急症】 jizheng 阻突然发作、来势很猛的病

症。
E急智】 jizhi ~在紧急情况下突然想出来的应

付办法。
E急中生智】 jizhong-sh岳『1gzhi 在紧急中想出

好的应付办法。

E急骤E jizhou I垣急速z ～的脚步声。
E急转直下E jizhu凸n-zhixia C形势、故事情节、

三三孟 文笔等）突然转变，并且很快地顺势发展下去。

雪女士 Ji 剧。
二三E 口

、『t::t ji 0 疾病z 积劳成～。＠痛苦：～苦。

l.7飞 ＠痛恨·～恶如仇。
由主主2 ji 急速g猛烈z ～风 l ～驰！～走｜大声～
17又呼。

E疾病】 jibing 圈病（总称）：预防～l～缠身。

也突步E ii bu 圈快步2 ～如飞｜～行走。
E疾驰E jichi l到（车马等）奔驰2 汽车～而过。
U芙恶如仇E jf 'e ruch6u 恨坏人坏事像痛恨仇

敌一样。也作嫉恶如仇。
E疾风E jif岳『lg 画＠猛烈的风z ～迅雨 1～知劲
草。＠气象学仁旧指 7 级风。参看 389 页

1风级l 0 

E疾风劲草E jif岳ng jingc凸o 疾风知劲草。
E疾风知劲草E jifeng zhi jingca。在猛烈的大
风中才看得出什么革最坚韧，不会被吹倒。比

喻在激烈的斗争或艰苦危急之中才显得出什

么人意志最坚定，最经得起考验。也说疾风劲

草。

E疾患J jihuan ＜书〉（主J 病。

E疾进】 jijin l司（队伍）快速行进z 部队连夜～。
E疾苦】 iiku 圈（人民生活中的）困苦z 关心群

众的～。

E疾驶】 jishi I萄（车辆等）急速行驶：～而去。

E疾首壁董额E jishδu-cu，岳形容厌恶

（疾首：头痛；建额2皱眉）。

E疾书】 jishO l剥迅速地书写z 奋笔～。

E疾速E jisu E回快速g急速z ～前进。
E疾言厉色】 jiyan-lis自说话急躁，神色严厉，形
容发怒日寸的神情n

里 ji （书〉＠烧土成砖。＠烛灰。

棘 ji 0 酬枣树＠泛指有刺的草木：
披荆斩～。＠刺；tL：～手。

E棘刺】 jicl ［担豪猪等脊背上长的硬而长的刺。
泛指动植物体上的针’状物。

E棘轮E jilun 瑾~－→种轮状零f牛
棘轮和棘爪、连杆等组成间歇运动机构。

E棘皮动物】 jipi-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一门，

外皮－般具有石灰质的刺状突起，身体球形、
星形或圆棒形，生活在海底，运动缓慢或不运
动，如海星、海胆、海参、海百合等。

白草子l jish凸t』圆形容事情难办，像荆棘耳目J手：

～的问题｜这件事情非常～。
E棘爪］ jizhua ［直拨动棘轮做间歇运动的零
件。棘爪由连杆带动做往复运动，从而带动棘

轮做单向运动。

题 ji （书〉杀死：雷～

且~ ji 0 （书〉收敛g收藏z ～翼｜～怒｜～兵。
冉～ 8 (Ji）国姓。

集 ji 0 集合；聚集汇～｜齐～ 1 ～思广益｜
惊喜交～。＠［名］集市z 赶～。＠集子：

诗～ i文～ l全～！地图～。。古代图书四部分
类法（经史子集）的第四类＝～部。＠画某些
篇幅较长的著作或作品中相对独立的部分：
《康熙字典》分为子、丑、寅、卵等十二～｜影片上
下两～，一次放映｜三十～电视连续剧。＠圈
集合③的简称。 f) (Ji）圈姓。

E集部1 jibu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部
类。包括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也叫丁部。
参看 1240 页【四部］ o

E集藏E jicang 画收集保藏z ～品 i 明清家具
~ 。

E集成］ jicheng 画同类著作汇集在－起（多用

于书名） ：《丛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



E集成电路l jicheng dianlu 在间一硅片上制
作许多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并将它们联成一
定的电路，具备一定的功能，这种电路称为集
成电路。具有体积小，焊点少，耗电省，稳定’性
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测量仪器和其
他方面。

居在成电路卡】 jicheng dianluk凸一种将集成

电路芯片嵌装于塑料基片上制成的卡片。可
以存储和处理数据。也叫智能卡。

C美萃E jicui 圈套萃：新闻～。
E集大成l ji dacheng 集中某类事物的各个方
面，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z 集诗文之大成 i这是

一部～的优秀著作。
E集合E iihe o 画面许多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
起：全校同学已经在操场～了。＠画使集合；
汇集z ～各种材料，加以分析。＠巨型数学上
指若干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的总体。如全部
整数就成→个整数的集合，一个工厂的全体工
人就成→个该工厂全体工人的集合。简称集。

E集会l jihui 0 画集合在一起开会。＠［量集
合在一起开的会：盛大～。

E集结】 jijie ~副聚集，特指军队等集合到一处2

～待命｜～兵力。

E集解】 jijie i副集注2 。

E集锦E jijin 喧］编辑在一起的精彩的阁丽、诗

文等（多用于标题）：图片～｜邮票～。
E集句E iiiu o r刻摘取前人的诗句拼成诗（多
为律诗）。词、对联也有集句而成的。＠圈指

集句而成的诗。

E集聚E j ij u 画集合；聚合z 人们～在老槐树下

休息。
E集刊E jika门圈学术机构刊行的成套的、定期
或不定期出版的论文集：（（红楼梦研究～》。

E集录E iilu c~ ＜把资料）收集、抄录在一起或编

印成书。
E集权E jiquon ~西」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集中于
中央。

E集群l jiqCm 0 r割聚集成群z ～而居。＠圈

集合体，群体2 商业～ i 网业～。
E集日l jiri 画有集市的日子：这个镇的～是每

旬的三六九。

E集散地】 jisandi 圈本地区货物集中外运和

外地货物由此分散到区内各地的地方。
E集市l jishi 函农村或小城镇中定期买卖货物
的市场．～贸易。

E集释l jishi ［塾］集注2 0 

E集束】 jishu 圈属性词。（许多单个儿物体）聚

集成捆或聚集成一个整体的z ～电缆｜～炸弹。
E集思广益l jisl－凹凸ngyi 集中众人的智慧，广

集 611 

泛吸收有益的意见。

E集体E jltl 画许多人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

（跟“个人”相对）：～生活 i～领导 1个人利益服

从～利益。

E集体经济E jitl jlngji 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E集体所有制E jitl suoy凸uzhi 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形式之一’主要的生产资料
动群众集体所有。

E集体舞E jitlw心圈＠多人共同表演的舞蹈。

也叫群舞。＠形式比较自由、动作比较简单
的群众娱乐性的舞蹈。

E集体主义E jiti zhuyi →切从集体出发，把集
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是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之→。

E集团l jituan 圈。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

共同行动的团体＝统治～。＠由若干同类企

业联合起来而形成的经济实体：～公司 l报业
~ 。

E集团军l jituanjun 月~I 军队的一级编组，辖若

干个军或师。

E集训｜｜】 jixun 画］集中到→个地方训练z 干部轮

流～i运动员提前一个月～。
E集腋成袭E jive-chengqiu 狐狸腋F的皮虽然
很小，但是聚集起来就能缝成一件皮袍。比喻

积少成多。

E集由~l ji;;y6u l司收集、保存邮票及其他各种

邮品：～册！我年轻时集过邮。

E集邮册E jiy6uce 画一种特制的用于集邮的

本子。

E集约E jiy回归属性词。＠农业上指在同一二三三
土地面积 t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主主三
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 t二＝三
产品总量（跟“粗放”相对）。这种经营方式叫

作集约经营。＠泛指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

科学技术，加强分工、协作，提高资金、资源使
用效率的（经营方式λ

E集运】 jiyun 画集中起来运输2 ～木材。

E集镇E jizhen 圈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比城市

小的居住区。

E集中E jizhong O 圈把分散的人、事物、力量
等聚集起来；把意见、经验等归纳起来z ～兵

力（～资金｜把大家的建议～起来。－~画专注；
不分散：精神很～。

E集中营E jizhongying 圈帝国主义国家或反

动政权把政治犯、战俘或掳来的非交战人员集
中起来监禁或杀害的地方。

E集注】1 jizhu 圈（精神、眼光等）集中2 代表们

的眼光都～在大会主席台上。



巴芝i Ji - jl i 集泡族精辑山脊嫉精藏踏婿甲芝些壁主

E集注J' jizhu I司汇集前人关于某部书的注梓
再加上自己的见解进行注释（多用于书名） : 
《四书～》。也叫集解或集释。

E集装箱J j i zhuangx iang 阁具有一定规格、便
于机械装卸、可以重复使用的装运货物的大型
容器，形状像箱子，多用金属材料制成。有的

地区叫货柜。

C美资】 jizl f到聚集资金2 ～经营。
E集子J ji·zi I名］把许多单篇著作或单张作品收

集在－起编成的书z 这个～里一共有二十篇小

说。

占鸟 ji 泊、j难（ Jita肘，地名在河南。
τJCJ\ 

聚 ji 见下。

陈翻（衷黎） j i ·Ii 圈＠→年生草本植物.cc至平

铺在地上，羽状复叶，小时长椭圆形，花小，黄
色，果皮有尖刺。果实可入药。＠这种植物
的果实。

樨 … ii ＜书叹：舟～
（怜械） ’ 

辑』 ji 0 编辑暇。问整套书
（辑）籍、资料等翩翩发表杭州

分成的各个部分z 新闻简报第一～ i这部丛书

分为十～，每～五本。

E辑录J iilu 画！把有关的资料或著作收集起来
编成书。

E辑要】 jiyao O Q现辑录要点：对热点话题～

刊登，以飨读者。＠吕SI 辑录要点而编成的书

或文章（多用于书名）：《道藏～》。
E辑侠E jiyi 0 国辑录前人或今人通行的集子
以外的散侠的文章或作品巳～并印行古籍数

十种， fl 团军］辑f失而编成的书或文章（多用于

书名） ： 《鲁迅著作～》。

tl嚼 ji ＜书） 1 I 1脊

嫉 ji 0 忌妒： ~＇Ii!-妒能。＠憎恨～恶如
仇。

曲直妒E jidu l司忌妒。

E嫉恶如仇E ji’的。ch6u 同“疾恶如仇”。
E嫉恨E jihen 国l 因忌妒而愤恨；憎恨。
E嫉贤妒能E jixi6n-duneng 对品德、才能胜过

自己的人心怀怨恨嫉妒。
伞业 Ji 精河，水名，精口＜ Jikou），地名，都在

非日甘肃。
葳 j i 酸菜
E葳菜E ji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上有节，叶
子心脏形，花小而密，结葫果。茎和叶有鱼腥

气。可以吃，全草入药。也叫鱼腥草。
日圭~ ji 见 222 页【踉路l 0 

Jt曰
d戏言 ji ＜书〉＠（身体）瘦弱。＠熔薄＝～土｜
／同～田。

E丹等薄J jib6 u回（土地）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养
分、水分；不肥沃。

U乎乎 Bl) jiti6n ＜书〉睛不肥沃的困地。

鹊（能） ji 见下。
E鹊钧】 jiling 圈鸟，背部羽毛颜色纯一，中央

尾羽比两侧的长，停息时尾上下摆动。生活在
水边，吃昆虫等υ 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白鹤鸽。

藉 ji 。〈书〉践踏；侮辱。Ji) ［~ I& 。
另见 672 页 j i自“借2 ”； 673 页 j i 岳。

踏 j i （书〉小步行走

籍 ji 0 书籍；册子古～＠登记：斗。
＠籍贯．原～。＠个人对国家、组织的隶

属关系：国～1 党～！学～。 0 C Jf) I萄姓。
E籍贯J jiguan 晴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

E籍没】 jimo 〈书〉幢l 登记并没收（家产〉。

jT ＜ 叫！）

几川 jl 0 悯疑问代词询问数目
（矮）（估计数目不太大） ： 来了～个

人？｜你能在家住～天？＠画表示大于 4而

小于十的不定的数目 s ～本书｜十～岁！～百

人。
另见 598 页 jf 0 

E儿野E jlceng ＜书〉圆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
曾；JL时曾经：在他重病期间，我～安睡过一
夜？

E几次三番】 jlci-sanfan 一次又一次；屡次：朋

友们］～地劝说，他都当成了耳旁风。

(JL多】 jldu6 ＜方〉＠［制疑问代词。 a）询问数

量：～人？ I这袋米有～重？ b）表示不定的数

量：在他身上，父母不知花费了～精力，～钱

财。＠遭E 多么 z 这孩子～懂事！
E几何I jih岳〈书〉［硝疑问代词。多少z 价值
~？ 

(JL何T Fhe 圈几何学。

E几何体J ilhetr C=Bl 空间的有限部分，由平面和
曲面围成。如棱柱体、正方体、圆柱体、球体。
也叫立体。

(JL何图形】 jlhe tuxing 点、线、面、体或它们的

组合。



(JL何学】 jlh自xue E81 数学的一半个分支，研究空

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的相气关系等。
(JL经］ jTjlng ［｝面］经过多次：｝波折｜～J交涉。

(JLJL] jir （口〉［何疑问代词。哪一天：你～来

的？｜今儿是～？
E儿时】 jishi H 疑问代词。什么时候：你们～

走？｜你～有空儿过来坐吧。
E几许】 jixu ＜书〉［伺疑问代词。多少·不知

~ 。

己 1 ji 0 自己：知～知彼｜舍～为人 1严于律
～。 8 (JJ)~J 姓。

己2 jT 盯干的第六位c 参看 421 页【「
支）］，

E己方J jTfang L画自己这一方面。

E己见l iiiian i写自己的意见：各抒～i 固执～o
E己任l jTre门画自己的任务：以天下为～。
E己所不欲，勿施于人l jisuobuy心， wushlyuren

自己不想要的或不愿意”的，就不要施加给别人
（语出《论语·卫灵公》）。现多指应该换位思
考，设身处地多为别人着想。

,i寸 , JT I主j 姓（近年也有读 Ji 的） 0
2，已（纪）另见 616 页 ji 0 

虫几… ii 帆子
VLC蝶）’

E曲儿子E jT•zi ~虱子的卵。

挤山 jT 0 画（许多人或物）紧紧靠拢
（撩）在一起；（许多事情）集中在同一时

间内 2 ～作一团！屋里～满了人｜事情全～在一
块儿了。＠自园地方相对地小i前人或物等相对

地多z 车厢里特别～。＠圈在拥挤的环境中

用身体排开人或物2 人多～不进来。＠圃用
压力使从孔隙中出来：～牛奶｜～牙膏。～时
间学习。＠画排斥； 111'挤：我的名额被～掉

了。

E挤对E jT •dui 〈方〉画＠逼迫使屈从：他不愿
意，就另rJ～他了。＠排挤g欺负．他初来乍到

的时候挺受～的。
E挤兑l jTdui li\W 许多人到银行里挤着兑现。

E挤口古l jT·gu ＜方〉画挤（眼）：眼睛里进去了沙
子，一个劲儿地～o

E挤眉弄眼E jTmei-nongyan ＜～儿）用眉眼示
怠：几个人都对他～，叫他别去。

E挤B~l jlya l动JO 挤和［fi ：筐子被～得变了形。
＠排挤打压．有的名牌产品受假冒伪劣产品

的～，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

E挤牙膏E jT yagao 比喻说话不爽快，经别人」

步一步追问，才一点儿→点儿说出。

E挤辛Ll jTya 圈排挤倾轧·互相～。
E挤占3 jTzhan 画强行挤入并占用：～耕地｜不

几己纪肌挤济给脊 l l些巳
得～教育经费。

守守中 Jj 0 济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

矿re湃）南，流经山东入渤海。现在黄河 F
游的问道就是原来的济水的问道。今河南济
源， LLJ东济南、济宁、济阳，都从济水得名。＠
l割性。

另见 61 自页 ji 。

E济济E jTjT （书〉圆形容人多：人才～｜～一堂。
[j齐济→堂】 Fil-yltang 形容许多有才能的人聚
集在命起。

• }.. … jT 01共给；供应：补～｜配～ l 自
Z日（始）～自足。＠富裕充足：家～户足。

另见 443 页。邑i0

（~合f闭 ilfu l动］付给（ g邑 i) Oi\Z1,t的款项等）：按

保险条例～保险金。
配合7j(] jT shu l ［到供应生产→或生活用水。
lti台养l jTy凸ng 圈指军队中人员的伙食、牲畜

的饲料以及炊事燃料等物资：补充～。
（~合与】 jly心向“给予”。

E给予l Fvu 〈书〉阉l 给Cg邑 i ）：～帮助！～同情｜

～亲切的关怀。也作给与。
主也 jl ＠人和动物背上中间的骨头；脊柱2
日 ～髓｜～椎。＠物体上形状像脊柱的部

分：山～｜屋～ l 书～。 8 CJTJ['8］姓。

E脊背1 Fbei 圈背①。

E脊梁】 F·liang ［主JO 脊背。＠脊柱。＠比喻
在国家、民族或团体中起中坚作用的人。

E脊梁骨l jl·liangg心圈＠脊柱。＠脊梁③。

＠指志气、骨气：做人不能没有～。

E脊模E jTITn 圈架在屋架或山墙上面最高的一

根横木。也叫大梁或正梁。（图见 370 页“房三三孟

子”） 主主三

E脊鳝1 Fqi r组背鳝。
E脊神经E jlshenjing 圈连接在脊髓立的神经。

人体有 31 对，分布在躯干和四肢的肌肉中。
主管颈部以下的感觉和运动。

E脊髓】 jTsul ［名］人和脊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
4部分，在椎管（椎孔连接而成的垒’管）里面，

上端连接延髓，两侧发出成对的神经，分布到
四胶、体壁和内脏，是周围神经跟脑神经联络
的通路，也是许多简单反射（如膝反射）的中
枢。

E脊髓灰质炎】 jTsul hulzhiyan 急性传染病，由
病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引起，部分病毒可侵入
神经系统。患者多为 1 6 岁儿童，主要症状
是发热，全身不适，严重B,J-肢体疼痛．发生瘫

痪。通称小儿麻痹症。
E脊索l jTsu凸民主］某些动物身体内部的支柱，略

旦棒形，由柔软的大细胞构成。高等动物的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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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是由胚胎时期的脊索变作七而成的，低等动物
（如文昌鱼）的脊索终生不变。

E脊索动物E jlsuδdδngwu 动物的一个门，包

括原索动物和脊椎动物。
E脊柱E jlzhu 圈人和脊椎动物背部的主要支
架。人的脊柱由 33 块椎骨构成，形状像柱子，

在背部的中央，中间有椎管，内有脊髓。脊柱
分为颈、胸、腰、青匠、尾五个部分。也叫脊梁骨。

E脊椎】 jizhul 圈。脊柱g ～动物。＠椎骨。
E脊椎动物l jizhul dongwu 有脊椎骨的动物，
是脊索动物的一个亚门。这一类动物一般体
形左右对称，全身分为头、躯干、尾三个部分，
躯干又被脯分成胸部和腹部，有比较完善的感
觉器官、运动器官和高度分化的神经系统。包
括鱼类、两栖动物川E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
等。

E脊椎骨】 jizhulgu I~ 椎骨的通

称。

椅 ji ＜书〉＠牵住础。＠
牵引过}J_ 0 

E椅角之势l jijiaozhlshl 作战时

分兵牵制或合兵夹击的形势。

己（角己）问呈椭圆形，头费 Ji 阻，身体侧

小而饨，口小，绿褐色。生活在

海底岩石间。

载 ji 0 占代兵器，旧时
结合于一体，具有刺击和钩

杀双重功能，后代形ifj!J有所变

化。＠〈书〉剌激①。

鹿日圈哺乳动物，是小型的
鹿，雄的有长牙和短角。腿

细而有力，善于跳跃。种类较 鞍
多，生活在我国的有黑鹿、黄鹿、
小鹿等。通称鹿子。

、

jl （叫｜）

、L ii 0 南］计算①·～分 l 核～｜共
lTC言十）二｜不～其数｜数以万～。＠画总
计（常用于统计或分别列举）：收到捐款～15
万元。 8 i!Jltl量或计算度数、时间等的仪器z 体
温～ l血压～！晴雨～。。圈主意，策略；计划：
～策｜巧～｜缓兵之～ i 眉头一皱，～上心来｜百
年大～，质量第一。＠做计划；打算：设～｜为
加强安全～，制定了工厂保卫条例。＠计较，
考虑（多用于否定式）＝不～得失｜不～成败 l 无
暇～及。＠ (Ji) ［组姓。

E计策E jice 画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

安排的方法或策略。
[if-程车E jlchengch岳〈方〉圈小型出租车。

E计酬】 jich6u ［型计算报酬＝按劳～。

E计划］（计画） jihua O 圈工作或行动以前预

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z 科研～ l 五年～。

＠自费i 做计划 z 先～一下再动手。
E计划单列市E jihua danlieshi 保持省辖市行
政隶属关系，但在经济体制和管理权限上相当
于省级，经济计划单列，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

的城市。
E计划经济】 jlhua jlngji 国家按照统一计划并

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的国民经济。
E计划生育E jlhua sh岳ngyu 为控制人口增长，

采用科学方法，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简称计

生。
[j,f-价】 iliia F面］计算价钱：～器 1 ～标准｜按质

~ 。

E计件工资】 jijian gangzl 按照生产的产品合

格件数或完成的作业量来计算的工资。
E计较】 jij iao ［量＠计算比较：斤斤～ l他从不

～个人的得失。＠争论：我不同你～，等你气

平了再说。＠打算；计议：此事暂且不论，日后

再做～。

[ii·量l jiliang 画＠把→个暂时未知的量与
一个已知的量做比较，如用尺量布，用体温计

量体温。＠汁算z 影响之大，是不可～的。

E计谋l jim6u 圈计策；策略z 有～。
E计日程功E jiri-chenggang 可以数着日子计
算进度，形容在较短期间就可以成功。

E计生E jish岳ng ［：萄计划生育的简称。

ci·r时】 jlshi I司计算时间：开始～｜～收费。

E计时工资】 jlshi gongzl 按照劳动时间多少和

技术熟练程度来计算的工资。

E计数】 jishu I司统计（数日）；计算：不可～！难

以～。

[i十数l il11 shu I重数Cshu）事物的个数；统计

数目：～器｜～单位。
E计算】 jisuan 画＠根据已知数通过数学方

法求得未知数·～人数 1 ～产值。＠考虑；筹

划：做事要先～一下，不能干到哪儿算哪儿。＠
暗中谋划损害别人：当心被小人～O

E计算尺】 jlsuanchi 圈根据对数原理制成的

一种辅助计算用的工具，由两个有刻度的尺构
成，其中一个嵌在另一个尺的中间并能滑动，
把两个尺 t一定的刻度对准，目/l能直接求出运
算的结果。应用于乘、除、乘方、开方、三角函
数及对数等运算七。也叫算尺。

E计算机】 jlsuanjl [El 能进行数学运算的机器。
有的用机械装置做成，如手摇计算机；有的用



电子元器件组装成，如电子计算机。现多用作

电子计算机的简称。
E计算机病毒E jlsuanjl bingdu 计算机程序的

一种，在一定条件下会不断地自我复制和扩
散，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行。一般是人故意设

计的破坏性程序。
E计算机层析成像E jisuanjl cengxl cheng

xiang JH X 射线透视人体，测定透视后的放
射量，经过计算机处理，重建出人体器官断层
图像，并做出诊断。也叫计算机断层扫描。

E计算机程序l jisuanjl chengxu 为实现某种

目的而由计算机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通过
程序设计语言实现。

E计算机断层扫描E jisuanjl duanceng 曲。－

mi6o 计算机层析成像。
E计算机网络E jisuanjl w凸ngluo 用通信线路
把若干台计算机互相连接起来，用来实现资源
共享和信息交换的系统。

E计算机综合征E j]suanjl zonghezh岳ng 因长
时间使用计算机，受电磁辐射等影响而出现的

眼睛酸胀、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和注意力不易

集中等症状。
E计算器E jisuanqi 圈指小型的计算装置，种

类很多。
E计议E jiyi l动）考虑；商议：从长～。
、干丁 、 ii ＠［到把印象保持在脑子里z

z巳（百己）二忆｜～性｜～得 i～不清 l好好儿～
住。＠［到记录;i，己载；沓记：～事｜～账 i 摘～｜
～一大功。＠记载、描写事物的文字（多用于

书名或篇名）：日～｜笔～ i 游～｜《岳阳楼～儿

。标志；符号：标～ l铃～ i 暗～。＠圈皮肤
上的生下来就有的深色的斑：左边眉毛上有
个黑～。＠圈多用于某些动作的次数2 打一
～耳光 l 一～劲射，球应声入网。 f) (Ji ）圈

姓。
E记。L] ji;;ch6u ［刻把对别人的仇恨记在心里．
他这个人从来不～｜我说了他几句，他就记了

仇。
E记得E ji •de ［到想得起来；没有忘掉2 他说的话

我还～｜这件事不～是在哪一年了。
E记分E ji;; f岳『1 （～儿）画］记录工作、比赛、游戏
中得到的分数＝～员。

E记工E ji;;gong H动l 记录工作时间或工作量。
E记功l jl;;gong 圈登记功绩，作为－种奖励2

～一次。
E记挂E jlgua ＜方〉圃惦念；挂念z 好好儿养病，
不要～厂里的事。

E记过E j111 guo 南l 登记过失，作为一种处分：
记了一次过。

旦旦旦」 巴巴
E记号E jl ·hao 圈为引起注意，帮助识别、记亿
而｛故成的标记z 联络～｜有错别字的地方，请你
做个～。

E记恨】 ji·hen 圈把对别人的怨恨记在心里＝

～在心｜咱们俩谁也别～谁。
E记录】 Flu o 闯！把昕到的话或发生的事写下

来：～在案。＠啕当场记录 F来的材料：会

议～。＠［名］做记录的人·推举他当～。 II 也
作纪录。＠同“纪录”①o

(i己录片JLl jilupianr I日j“纪录片儿”。

E记录片l jilupian 同“纪录片”。

E记名E jiming ［画记载姓名，表明权利或责任
的所在：～证券｜无～投票。

E记名和tll jlmingzhi 圈办理有关予续时登记

名字（不一定是真实的）的制度。
E记念：］ j]nian 见 616 页i纪念lo
E记取E iiqu 画！记住（教训、嘱咐等）。

E记认】 jiren 0 I到辨认z 她穿着一条黄裙子，

最好～｜这个字形体特别，容易～。＠〈方〉［名l
指便于记住和识别的标志2 借来各家的椅子要

做个～，将来不要还错了。

E记事E jishi i量。把事情记录下来z ～册。＠
记述历史经过。

(i己事JL] jishir 画指小孩儿对事物已经有记忆
的能力 2 我五岁才～。

E记述】 jishu I到用文字叙述；记载：～往事 l 那

篇文章对此事有翔实的～。
E记诵E jisong ［：司默记和背诵$熟读：他从小就
～了许多古代诗文。

E记性E ji •xing 圈记忆力：～好｜没～。

E记叙E jixu rnm 记述2 ～文！～体｜书中～了很三主三
多名人趣事。 雪王三

E记叙文E jixuwen 圈记人、叙事、描写景物的
文章。

E记要】 jiyao /Pl“纪要”。

E记忆E j]y] 0 国记住或想起z 小时候的事情

有些还能～起来。＠［主l 保持在脑子里的过去
事物的印象：～犹新。

E记忆合金E jiyi heFn 形状记忆合金的简称。
E记忆卡】 jiyil伯国装在数字产品内用于存储
数据的卡片式装置。也叫存储卡。

E记忆力E jiyili 圈记住事物的形象或事情的经

过的能力：～强｜～弱。
E记载E jiz凸I 圈把事情写下来：据实～i 回忆录

～了当年的战斗历程｜文献中的～很零散。
E记者】 jizh岳圈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
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职人员。

伎 ji 0 ＜书〉同‘‘技，，
为业的女子2 歌～。



巴兰l L些主主主
E伎俩】 jlliang 固不正当的手段：骗人的～。

齐干 ji （书〉＠调昧品＠合金（此
（弈）义今多读响。
另见 1023 页 qi 0 

Li寸 1 牛 ii 纪律；法度z 军～｜政～｜风
，已（纪）二｜违法乱～。
1.12 ji 0 义同“记”，主要用于“纪

，已（川己）念、纪年、纪元、纪传”等，别的地
方多用“记”。＠古时以十二年为一纪，今指
更长的时间：世～｜中世～。＠固地质年代
分期的第三级，纪以上为代，如中生代分为三

叠纪、保罗纪和臼里纪。跟纪相应的地层系统
分类单位叫作系 C xi）。参看 287 页“地质年
代简表”。

另见 613 页 JL

E纪纲E jigang ＜书〉圈法度。
E纪检】 jij的n 圈纪律检查：～工作。

E纪录E iilu o 晴在一定时期「－定范围以内
记载下来的最高成绩：打破～ i创造新的世界

～。也作记录。＠同“记录”①②③。
E纪录片JLl jilupianr ＜口〉画纪录片。也作记
录片儿。

E纪录片】 jilupian 圈专门报道某二问题或事

件的影视片。也作记录片。

E纪律】 jilu !El 政党、机关、部队、团体、企业等
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而

制定的要求每个成员遵守的规章、条文：～严

明｜遵守～。
[g己年E jinian O l通记年代，如我国过去用干
支纪年，从汉武帝到清末又兼用皇帝的年号纪

年，公历纪年用传说的耶稣生年为第一年。＠
圈史书体裁之一，依照年月先后排列历史事
实，如《竹书纪年》。

E纪念忘记念） jinian O ［重用事物或行动对人
或事表示怀念：用实际行动～先烈。＠圈纪
念品：这张照片给你做个～吧。

E纪念碑】 jinianb岳 i ［~为纪念有功绩的人或重

大事件而立的石碑：人民英雄～。
E纪念币l jinianbi 圈为纪念重大事件、著名人
物、珍贵物品而发行的一种特殊的货币。一般

用金、银等贵重金属铸成。
E纪念册l jiniance 画有纪念性质的册子，上

面多有签名、题字、照片等，如毕业纪念册。
E纪念封】 jinianf岳ng 圈表现一定纪念主题的

信封。
E纪念馆】 jinianguan 圈为纪念有卓越贡献的
人或重大历史事件而建立的陈设实物、图片等
的建筑物z 鲁迅～｜南昌起义～。

E纪念品】 jinianpin 圈表示纪念的物品。

E纪念日l jinianri 圈发生过重大事情值得纪

念的日子，如国庆日、中国共产党成在纪念日、

国际劳动节。
E纪念邮票】 jinian y6upiao 邮政部门为纪念

国内、国际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或其他纪念
性内容而专门发行的邮票。发行数量有限，发
行时间较短，一般不再重印。

E纪念章l jinianzhang ~表示纪念的徽章。
E纪实】 jishi O 阉记录真实情况：～文学。＠

圈指记录真实情况的文字（多用于标题）：《植

树活动～》。

E纪事】 jishi O ［盈记录事实z ～诗。＠圈记
载某些事迹、史实的文字（多用于书名）．《唐诗

E纪事本末体】 jishib岳nmoti ~我国传统史书

的一种体裁，以重要事件为纲，自始至终有系
统地把它记载下来。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
纪事本末》。

E纪行】 jixing [Bl 记载旅行见闻的文字、图画

（多用于标题）＝《延安～》。
E纪要】 jiyao I苞记录要点的文字：新闻～1会

谈～。也作记耍。

E纪元】 jiyuan ~纪年的开始，如公历以传说

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元年。
E纪传体】 jizhuanti 唱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

裁，主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当时的史实。
“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的前面，“传”是其

他人物的列传。创始于汉代司马迁的《史ic»。

技 ji 0 技能本领～术！～巧！绝～｜一～
之长｜黔驴～穷｜无所施其～。 8 (Ji) ［苞

姓。

E技法E jif凸圈技巧和方法：雕塑～｜～纯熟。

E技改E jig副司技术改革或技术改造z ～项

目。

E技工E jigong I量有专门技术的工人。
E技工学校E jigong xuexiao 培养某种专业技

术工人的中等学校。简称技校。

E技击】 jijl 圈用于搏斗的武术z 精于～。

E技能】 jineng 圈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

力：基本～｜～低下。

E技巧】 jiqi凸o 圈＠表现在艺术、工艺、体育等

方面的巧妙的技能：运用～｜绘画～｜熟练的

～。＠指技巧运动：～比赛。
E技巧运动E jiqi凸o yundong 体操运动项目之

一，动作以翻腾、抛接、造型等为主，并配有徒
手操和舞蹈’动作。有单人、双人、三人、四人等
项。

E技师l jishl 圈在工人中设置的技术职务，多

从有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中评聘。



E技术】 jishu 圈。人类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
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
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

巧z 钻研～！～先进。＠指技术装备2 ～改造。
E技术改革l jishu g凸ige 技术革新。
E技术革命E jishu geming 指生产技术上的根

本变革，例如从用人力、畜力生产改为用蒸汽
做动力生产，用手工工具生产改为用机器生

产。
E技术革新E jishu gexln 指生产技术上的改

进，如工艺流程、机器部件等的改进。也叫技
术改革。

E技术科学】 jishu k岳xue 应用科学。
E技术性】 jishuxing 圈。指技术含量或技术
水准：钳工是～很强的工种 l这种工作，～要求

较高。＠指非原则性、非实质性的方面：～问

题。

E技术学校l jishu xuexiao 培养某种专业技术
人员的中等学校，如铁路技术学校、邮电技术

学校。简称技校。
E技术员】 jishuyuan [El 技术人员的职称之一，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能够完成一定技术任务的

技术人员。
E技术装备l jishu zhuangbei 生产上用的各种

机械、仪器、仪表、工具等设备。
E技校l jixiao [El 技术学校或技工学校的简

称。
E技痒】 jiy凸ng lllil 有某种技能的人遇到机会时

极想施展：他看别人打球，不觉～。

E技艺l jiyi 圈富于技巧性的表演艺术或手艺：
～高超｜精湛的～。

支时址服。
芝~ ＇＊＂·凡 ji ［司打结；扣：～鞋带｜～着围
示（票）裙！把领扣JL～上。

另见 1407 页 xi 。

t==f. ji 0 忌妒 z ～刻｜猜～。＠怕：顾～｜～
＇~＂惮。＠［到认为不适宜而避免z ～嘴 l～生

冷。＠画画戒除．～烟｜～酒。
E，忌辰E jichen [El 先辈去世的日子（旧俗这一

天忌举行宴会或从事娱乐，所以叫忌辰）。

［，忌惮l jidan ＜书） l1l!ll 顾忌；畏惧：肆无～。

E忌妒l ji ·du 圈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

胜过自己的人心怀怨恨：～心｜～人。
E，忌恨l jihen 画因忌妒而怨恨·～他人。
E忌讳E ji•hui O 圈因风俗习惯或个人原因等，
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

过年过节～说不吉利的话。＠［到对某些可能

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z 在学习上，最～

技支系忌际妓季 i 巴立」
的是有始无终。＠［萄因风俗习惯或个人原因

而形成的禁忌：犯～i老人思想开通，什么～也
没有。

E忌克E iike 同“忌刻”。

【，忌衷。】 Fke ~量对人忌妒刻薄z ～功臣。也作
忌克。

【，忌口l ji;; kou 画因有病或其他原因忌吃不相

宜的食品。也说忌嘴。
【，忌日E j iri 圈。忌辰。＠迷信的人指不宜做
某事的日子。

Ll>t语】 Fvu rEJ 认为不适宜而避免说的话z 行
业～。

【忌日茹l ji;;zuT 画忌口。

I艺工~－ ji 0 靠边的或分界的地方z 边
阪扣（隙）～｜分（ f自n) ~ l 天～！一望无～。
＠里边；中问：脑～｜胸～。＠彼此之间：国
～｜星～旅行。＠〈书〉时候：正当革命胜利之

～。＠〈书〉正当（指时机、境遇）：～此盛会。

＠遭遇：道～l～遇。
【际会】 jihui （书〉圃际遇；遇合：风云～。

【际涯E iiva ＜书〉圈边际：渺无～。
【际遇1 iivu ＜书〉＠画相逢；遇到（多指好的） : 

～明主。 81割机遇；时运z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人生～。

妓 ji 妓女z 娟～｜才甲～

【妓女】 jin心圈旧时以卖淫为业的女人。
【妓院E jiyL』d『1 圈旧时妓女卖淫的处所。

季 ji 0 ['8] 一年分梧桐四季斗三个
月。＠（～儿）圈季节z 雨～｜旺～｜西瓜

～儿｜到什么～儿吃什么菜。＠指一个时期的三三三
末了：清～（清朝末年）｜～世。。指农历→季雪E三
的第三个月 2 ～春。参看 895 页“孟”、1701
页“仲”。＠在弟兄排行里代表第四或最小的z
f白仲叔～ i～弟。。（ Ji) 圈姓。

Z季春】 jichun 圈春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三
月。

E季冬】 jidong 圈冬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十

二月。

【季度E jidu 圈以一季为单位时称为季度：～

预算｜这本书预定在第二～出版。
E季风】 jif岳ng [El 随季节而改变风向的风，主

要是海洋和陆地间温度差异造成的。冬季由

大陆吹向海洋，夏季由海洋吹向大陆。
E季风气候】 jif岳ng qihou 指受季风影响较显

著的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夏季受海洋气流影

响，高温多雨，冬季受大陆气流影响，低温干
燥。

E季候】 jihou ＜方〉圈季节z 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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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季节】 iiiie ~一年里的某个有特点的时期：

～性l农忙～｜严寒～。
E季节工E jijiegong 圈因季节性的需要而雇用

的临时工。

E季军】 jljun 圈体育运动等竞赛中位于冠军、

亚军之后的第三名。
E季刊l jikon 圈每季出版一次的刊物。
E季秋E jiqiu I萄秋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九月。

E季世E jishi ＜书〉啤末世；末叶z 殷周～。
E季夏】 jixia 圈夏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六月。

如I ji 0 调和：调（ ti6o ）配z 调～。

介。（期）＠配制的药物z 针～｜冲～ i麻醉
～。＠指某些起化学作用或物理作用的物
质：杀虫～｜冷冻～。＠（～儿）［重剂子z 面

～儿！做～儿。＠［重用于若干味药配合起来的

汤药2 一～药。也说服＜ ful 。
[Jfij量E jiliang IBJ 医学上指药物的使用分量，

也指化学试剂和用于治疗的放射线等的用量。
[Jfij型E jixing 圈药物加工成成品后的类型，如

煎剂、片剂、注射剂等。
日Jj子E ji. z i 圈做馒头、饺子等的时候，从和

(hu6）好了的长条形的面上分出来的小块儿。

培 ji ＜书〉坚硬的土

荠斗 ji 照2 其甘如～。
（葬）另见 1阳页 qi 。

E荠菜E jicai IBl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羽状分裂，裂片有缺刻，花白色。嫩株、嫩叶
可做蔬菜，全草人药。

E齐→ j1 ＜书〉尝（滋味）。
（嚼）

E跻哧嘈嘈E ji • jic6oc6o 医用形容说话声音又

急又乱z 屋里面～，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平市？ 、 】中 ji 0 留下的印子；痕
姐：（哪、贤）迹：足～｜血～｜笔～｜踪
～。＠前人遗留的事物（主要指建筑或器物）：

古～｜陈～｜史～。＠做过的事情；事迹：奇～｜
业～｜劣～。＠〈书〉形迹：～近违抗（行动近
乎违背、抗拒上级指示）。

恼地E jldi 圈林业上指采伐之后还没重新种

树的土地。
ra象E jixiang 函指表露出来的不很显著的

情况，可借以推断事物的过去或将来：～可疑｜
从～看，这事不像是他干的。

泊 ji 〈书〉到 3及：自古～今｜～乎近世。

守告·、中 jl 0 过河s 渡z 同舟共～。＠
lfr（潢）扎救济z 接～ 1 缓不～急。＠帮
助；补益②z 无～于事 i假公～私｜刚柔相～。

另见 613 页 JL

E济贫】 jipin ［到救济贫苦的人：赈灾～。

E济世】 jishi 画救济世人：行医～｜～安民。

E济事l jishi 脑能成事；中用（多用于否定式）：
人多了浪费，人少了不～。

既 ji 0 剧已经z ～成事实｜～得利益！咐
YU 不咎。 8~ 既然2 ～来之，则安之｜～要

做，就一定要做好。＠〈书〉完了；尽：食～。
＠圆跟“匠、又、也”等副词日子应，表示两种情

况兼而有之2 ～高且大｜～聪明又用功｜～要有
周密的计划，也要有切实的措施。

E既定E jiding l2l!ll 已经确定：～方针｜向着～目

标前进。
E既而l ji ’在r ＜书＞ [J! 用在全句或下半句的开

头，表示上文所说的情况或动作发生之后不
久＝先是惊叹，～大家一起欢呼起来。

E既然】 jir6n 阉用在上半句，下半句往往有

“就、也、还”跟它呼应，表示先对现实或已有的

结论予以承认，而后进一→步做出判断：～知道
做错了，就应当赶快纠正｜你～一定要去，我也
不便阻拦。

E既是E jishi 庄重既然：～他不愿意，那就算了

吧。
E既往】 jiw凸ng 圈＠以往：一如～。＠指以

往的事·不咎～O
E既往不咎E jiw凸ng-bujiu 对过去的错误不再
责备。也说不咎既往。

E既望l jiwang ＜书〉圈指望日的次日，通常指
农历每月十六日。

勋』问于人名。
（勘）“巅”另见 620 页“绩”。

山m d … ji ＜书〉希望；希图。
己见（卸）
E规审!l\l ilvu ＜书〉匾吕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
东西）：祖国神圣领土，岂容列强～。

继… ii ＠继续；接续z ～任｜相～ i 中
（罐）～线｜前赴卜。＠国继而z 初

感头晕，～又吐泻。 8 (Ji) 圈姓c

E继承E jicheng 圈＠依法承受（死者的遗产

等）·～权｜～人。＠泛指把前人的作风、文
化、知识等接受过来2 ～优良传统1～文化遗

产。＠后人继续做前人遗留下来的事业2 ～
先烈的遗业。

E继承权E jlchengqu6n ［苞依法或遵遗嘱承受
死者遗产等的权利。

E继承人】 jichengren 圈。依法或遵遗嘱继

承遗产等的人。＠君主国家巾指定或依法继

承王位的人z 王位～。

E继而E j）＇岳r ~表示紧随在某－情况或动作



之后：人们先是一惊，～哄堂大笑｜先是领唱的
一个人唱，～全体跟着一起唱。

E继父E jitu 圈妇女带着子女再嫁，再嫁的丈夫
是她原有的子女的继父。

E继母】 jim凸圈男子已有子女后续娶，续娶的
妻子是他原有的子女的继母。

E继配】 iipei IBl 指在原配死后续娶的妻子。也
叫继室。

E继任】 jiren [;I)) 接替前任职务。
E继室】 jishi 圈继配。

E继嗣】 jisi ＜书〉＠圃传宗接代z 子孙～，世世
不绝。＠圈继承者，特指王位继承者。

E继往开来E jiwang-kailai 继承前人的事业，并
为将来开辟道路。

E继位E ji;;wei ~继承皇位或王位z ～典礼。
E继武】 jiw心〈书〉圈接上前面的足迹，比喻继
续前人的事业（武·脚步）。

Z继续E jixu 圈（活动）连下去3延长下去；不间
断：～不停｜～工作｜大雨～了三昼夜。

E继续教育】 jixu jiaoyu 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的补充、提高、更新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也指对
全民进行传授知识和提高能力的终身教育。

E继子】 jizi 圈＠过继来的儿子。＠后夫或后
妻原有的儿子。

倡 ji IBl ffll经中的唱词 C偏陀之省，梵
gatha.颂］

另见 667 页 l l 岳。

／功之 ji （方〉圈站立。
1 口 l

在it ji 圈＠祭祀·～坛｜～祖宗。＠祭奠z
刀之～英灵｜公～死难烈士。＠使用（法宝）。

另见 1644 页 Zh创。

E祭拜1 iibai 圃祭祀礼拜：～先烈｜～黄帝陵。
E祭奠E jidian 画为死去的人举行仪式，表示追

；念z ～英灵。
E祭丰Ll iili 圈＠祭祀或祭奠的仪式。＠祭祀
或祭奠用的礼品。

E祭灵］ jiling ［到祭奠亡灵z 为先祖～。
E祭品E jipin IBl 祭奠或祭祀时用的供品。
E祭扫E jis凸o 画在墓前祭奠打扫；扫墓＝～烈

士陵园。
E祭祀］ jisi 圈旧俗备供品向神佛或祖先行礼，
表示崇敬并求保佑。

E祭坛】 jitan 圈祭祀用的台。
E祭文l jiwen 圈祭祀或祭奠时对神或死者朗
读的文章。

E祭灶E ji;;zoo 画旧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
祭灶神。
＇~ ji （书〉因害怕而心跳得厉害z ～动｜惊
l寸＝～｜心有余～。

继侮街祭悸寄 l 巴些J
"#: ji 0 圈原指托人递送，现在专指通过邮
R』 局递送z ～信｜～钱！包裹已经～走了。＠
［到付托s寄托z ～存｜赋诗～怀｜～希望于青年。

＠依附别人g依附别的地方：～食｜～居｜～人

篱下。＠认的（亲属）：～父｜～母 i～儿｜～女。
0 (Ji) 圈姓。

E寄存E jicun 画寄放：小件行李～处｜把大衣

～在衣帽间。
E寄存器】 jicunqi [8] 计算机中用来在操作时

暂时存储信息的部件。
E寄递E jidi 圈邮局递送邮件。

E寄读E iidu ［理指中小学生到非户籍所在地的
学校就读z ～生｜在外地～了一年。

E寄放E jifang 圈把东西暂时付托给别人保

管3 把箱子～在朋友家。
E寄费E jitei 圈邮资。

E寄怀E jihuai 圈寄托情怀（多用于诗文篇名） : 
赋诗～｜生日～O

E寄籍E jiji 0 画离开原籍，在寄居的地方落
户：～他乡。＠圈指长期离开原籍居住外地

而有的外地籍贯（区别于“原籍”）。

E寄居J iiiu 圈住在他乡或别人家里：～青岛 i
她从小就～在外祖父家里。

E寄卖】 jimai ~副委托代为出卖物品或受托代
卖z ～行｜钢琴放在信托商店里～。也说寄售。

E寄名］ jiming 画旧俗叫幼童认僧尼为师或认
他人为义父母，以求长寿，叫作寄名。

E寄情】 jiqing 画寄托情怀z ～山水。

E寄人篱下E jirenlixia 寄居在别人家里，指依
靠别人过活。

E寄身l jish岳n 圈（在某地）临时停留或暂住z

～他乡｜～海外。
E寄生l jish岳ng 圈＠一种生物生活在另→种
生物的体内或体表，从中取得养分，维持生活。
如动物中的蚓虫、烧虫、跳蚤、虱子和植物中的
莞丝子都以寄生方式生活。＠比喻自己不劳

动而靠剥削别人生活：～阶级｜～生活。

E寄生虫E jishengch6ng IBl 0 寄生在别的动
物或植物体内或体表的动物，如跳蚤、虱子、蚓
虫、姜片虫、小麦线虫。寄生虫从宿主取得养
分，有的并能传染疾病，对宿主有害。＠比喻

能劳动而不劳动、依靠剥削为生的人。

E寄食】 jishi 圈依靠别人过活：身处异乡，只能

～于亲友。
E寄售E jishou 圈寄卖。

E寄宿E jisu 圈。借宿z 我暂时～在一个朋友
家里。＠（学生）在学校宿舍里住宿（区别于
“走读”） ：～生｜～学校。

E寄宿生E jisush岳ng 画在学校宿舍里住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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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E寄托E jitu6 [Zl国＠托付＝把孩子～在邻居家

里。＠把理想、希望、感情等放在（某人身上或
某种事物上）：～哀思｜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
感～在剧中主人公身上。

E寄押l iiva 圈把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等暂时拘
禁2 ～在监｜嫌犯已被～起来。

E寄养】 jiyang l虱托付给别人抚养或饲养·她
从小～在姑母家｜我出门这几天，把猫～在邻居

家里。
E寄予】（寄与） jiy凸圃＠寄托②z 国家对于青
年一代～极大的希望。＠给予（同情、关怀

等）＝～无限同情。
E寄语E jiy心。圈传话；转告话语：～青年朋
友。＠圈所传的话语，有时也指寄托希望的

话语：新年～O

E寄寓1 Fvu [§JJJ o ＜书〉寄居2 ～他乡。＠寄
托②z 小说～着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E寄主l jizhu 圈宿主。
~ ji 0 寂静g 沉～｜～寥｜～无一人｜万籁俱
岛人～。＠寂寞z 枯～｜孤～。

【寂静E jijing 圈没有声音d良静：～无声。
E寂寥E jiliao ＜书〉圆寂静；空旷。
E寂寞E jimδ 圈。孤单冷清z 家里只剩下我一

个人，真是～。＠清静；寂静z ～的原野。
E寂然E jiran ＜书〉圈形容寂静的样子。
左主 ji ＠圈把麻纤维披
项（镜、＠叨）时续起来搓成线2
纺～｜～麻。＠功业；成果：成～｜功～｜战～。

“劫”另见 618 页“勋”。

矗噩噩主 E绩差阻 jichag心国股市上指业绩较差，投资
三重妻王 价值受到相应影响的股票。

E绩效］ jixiao 画成绩；成效z ～显著｜～工资。
E绩优脑 jiy6ug心函股市上指业绩优良，具有
较高投资价值的股票。
主幸 ji （书〉＠怨恨；忌刻。＠教P指点。

－［~＇＂ 
暨 ji （书〉＠涂屋顶。＠休息＠取

古t:'1 i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

鱼。 （蔚）泪，叶子羽状，花紫红色，瘦果椭
圆形。全草入药。也叫大商。

立专t2 i 0 古地名，在今北京城西
~－u c蔚）南，曾为周朝燕国国都。＠葫
县，地名，在天津。＠圈姓。

后F-" ～A、 ii （书〉＠雨后或雪后转晴：雪
歹1FC彝） :__,I 光风～月。＠怒气消散：色

雾月］。
口;::t, ji ＜书〉双膝着地， t身挺直。
Jh巳D

概 ji ＜书〉稠密：附～种

跻－ ii IBl if!.刷、侧扁，头小眠，尾
（牺） ~是而细，银白色。生活在海洋中，

有的春季或初夏到河中产卵。种类较多，常见
的有风跻、刀跻等。

占在监 ji 0 ＜书〉水边。＠〈方〉瀑布（多用于
1习王地名）：九龙～（在福建）。

暨 ji 0 ＜书〉国和及；与0 @ ＜书〉到注：
～今。 8 (Ji) 圈姓。

穆 ji 0 古代称棚食作物，有谷子、高
梁、不翁的泰三种说法。＠古代以穰为百

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祀为谷神 2 社～。 8 (Ji) 
圈姓。

费即～ ii 酬鱼，体侧扁，头部尖，中部
( 

鱼。

譬 ji 在头顶或脑后盘成各种形状的头发2
发～｜抓～｜蝴蝶 L～。

冀1 ji （书〉希望棍和｜～求｜～盼｜～
其成功。

冀2 Ji 圈＠河北的别称2 ～中平原。＠
姓。

E冀求E jiqiu 画希求①z ～自由。
E冀图】 jitu l到希图z ～东山再起。
Z冀望E jiwang ＜书〉圈希望。

稼 ji 稼子。

E稼子l ji • z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形状跟泰
子相似，但籽实煮熟后不蒙古。＠这种植物的
籽实。｜｜也叫廉子Cmei·zi ）。

扇 ji （书〉用毛酬的毡子一类的东西：～
~!J 帐｜～幕。

璧 i 见叫【白鳖豚1
（蟹）

橙 ji 见下。

E槛木l jimu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椭圆

形或卵圆形，花多白色，结萌果，褐色。枝条和
叶子可以提制拷胶，种子可以榨油，花和茎叶

可入药。
It.IN L』 ji 圈鱼，体侧扁，呈长椭圆形，长
陈（倏）约 20 厘米，银灰色。组成糟的
鳝条中最后一根特别长。生活在东亚和东南
亚浅海地区。

i1在!it- ii （书〉＠好马2 按图索～。＠
阳光用 jiy峰山f岳ng 见 485 页I光风｜撰（膜）时贤能。
～i～颜。



漏 ji ＜书〉泉水涌出的样子。

卫旦王旦工2

加1 jia o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东西或数
目合在→起·二～三等于五｜功上～功。

＠圈使数量比原来大或程度比原来高；增加z
～大｜～强｜～快！～速｜～多 l～急｜～了一个人。
＠圈把本来没有的添上去z ～符号 l～注解。

o~ 加以：不～考虑｜严～管束。匾童’“加”
E良“加以”用法不同之点是“加”多用在单音节状
语之后。 0 CJia)f'8J 姓。

加2 Jio IE 指加拿大。

U日班l jio;;bon c～儿）画在规定以外增加工
作时间或班次z ～加点｜～费。

E加班费1 jiabonfei 圈加班得到的报酬。

E加倍1 jiabei o c 11 ）圈增加跟原有数量相
等的数量·产量～｜～偿还。＠圃表示程度
比原来深得多z ～努力｜～地同情。

(jJO餐E i iocon O C -11-寸圈在正餐之外增加饭
食次数：晚上 9 点～一次。＠（「少」〉［虱提高
正餐的伙食标准（多用于集体伙食）：今天元
旦，食堂给大家～。＠圈加餐所吃的饭食z
今天的～是牛奶和面包。

U日点E jia;;di凸n 画在规定的工作时间终了之
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z 加班～。

E加法E jiat凸函数学中的一种运算方法。最
简单的是数的加法，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合

成一个数的计算方法。
U日封】1 i ia』f岳ng 画贴上封条。
(jJO封】2 jiofeng 圈封建时代指在原有的基础

上再封给（名位、土地等）。
E加工E jio;;gong 画＠把原材料、半成品等制
成成品，或使达到规定的要求：来料～｜～成

型｜面粉～厂。＠为使成品更完美、精致而傲

的各种工作z 技术～｜艺术～o
[iJO固E jiagu 画使建筑物等坚固z ～堤坝i～
楼房。

E加害】 jiahai 圈蓄意施加危害；使人受害s ～

幼童｜～人质。

E加急1 i iaii 画作为急件加’快办理2 ～电报｜这
批托运的货物需要～。

UJD＇.紧E jiajin ~加快速度或加大强度z ～生
产 i～训练｜～田间管理工作。

E加劲E jia;;jin c～儿）圈增加力量z努力 2 ～工

作｜再加把劲儿。

漏加 I F 一 iia I 621 I 

[iJO剧J iiaiu 圈加深严重程度z 病势～ i 矛盾
~ 

口口快E jiakuai 圈＠使变得更快z ～建设进

度 l他～了步子，走到队伍的前面。＠铁路部
门指持有慢车车票的旅客办理手续后改乘快
车。

[)JO料E jialiao O c ＿，，」）画把原料装进操作的
容器里；添加原料z ～工人｜自动～。＠（「f一）

rnID 给牲口添加饲料：晚上再给牲口加点儿料。

＠圃属性词。原料比一般用得多，质量比一
般好的（制成品）：～果汁｜～药酒。

[)Jo榴炮E jialiupao 圈加农榴弹炮的简称。

[)Jo仑l jialun [SJ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 1 加仑
等于4.546升，美制 1 加仑等于3. 785升。［英

gallon] 

[)Jo码】 jia;;m凸圈＠（～儿）指提高商品价格。

＠指增加赌注。＠提高数量指标z 层层～。
[)Jo盟】 jiameng E到加入某个团体或组织：因

有世界一流球星～，该队实力大增。
[)Jo盟店E jiamengdian 圈指以合约形式加盟

而取得专门经营销售特定商品资格的商店2

品牌服装～。
[)Jo密E jia;;mi rnID 给计算机、电话、存折等的有
关信息编上密码，使不掌握密码的用户无法使
用，达到保密的目的。

E加冕］ jia;;mian 圈某些国家的君主即位时

所举行的仪式，把皇冠或王冠戴在君主头上。
[)Jo农榴弹炮E jia『16ng-liudanpao 兼有加农

炮和榴弹炮弹道特点的火炮，主要用来射击

较远距离目标和破坏工程设施。简称加榴
炮。

[)JO农炮］ jian6ngpao 画炮身长、炮弹初速
大、弹道低伸的火炮，多用于直接瞄准射击，主
要射击装甲目标、垂直目标和远距离目标。
um农，英 cannon]

[)Jo强l jiaqiang 圈使更坚强或更有效2 ～团
结｜～领导 i～爱国主义教育。

[)Jo热E j ia;; re 圈使物体的温度增高。
[)Jo人一等1 jia 「en yl d岳ng 高出别人一等，指

学问、才能等出众。
E加入E jiaru 圈＠加上；掺进去：～食糖少许。

＠参加进去z ～工会｜～足球队。
日日塞JL] jia;;soir ＜口〉画为了取巧而不守秩
序，插进排好的队列里。

E加上E jioshang E量承接上句，有进一步的意

思，下文多表示结果z 他不大用功，～基础也
差，成绩老是上不去。

[)Jo深E jiosh岳n 圈加大深度s变得更深z ～了

解｜矛盾～。

王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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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时赛E jiashisai 圈体育竞赛中因双方打成
平局按规定增加时间进行的比赛。

U肘坦 jiashi 画在规定以外增加考试科目或

内容·～口语｜～一道自选题。
[/JO速l jiasu 圈。（－＃）加快速度g 火车正在
～运行。＠使速度加快z ～其自身的灭亡。

[/JO速度E jiasudu IBl 速度的变化与发生这种
变化所用的时间的比，即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
化。加速度是矢量，单位是米／秒2 0 

[/JO速器E jiasuqi 圈用人工方法产生高速运
动粒子的装置，主要用来研究原子、原子核和
粒子的性质，如静电加速器、回旋加速器、直线
加速器、同步加速器等。

[/JO温E jia;;w旬国＠使温度增高z 利用工厂

余热为养鱼池～。＠比喻加强措施，促使发
展z 为海外汉语教育～。

lhoJflJl jia;;xing ~法院依法把原来对犯人判

处的刑罚加重＝对越狱未遂的罪犯～两年。

[/JO压E iiaya l噩增加压力z 加温～｜别老给小
学生在功课上～o

[/JO压釜l i iayafu IBl 工业上在高压下进行化

学反应的设备，有的附有搅拌或传热装置。也
叫热压釜或高压釜。

[/JO以E jiayi o 画用在多音节的动词前，表示
如何对待或处理前面所提到的事物：施工方

案必须～论证｜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面重P
‘功日以”跟“予以”不同之处是“予以”可以用在一
般名词之前，表示给予，如“予以自新之路”，“加

以”没有这种用法。 8 llil 表示进一步的原因
或条件z 他本来就聪明，～特别用功，所以进步

三三三三 很快。
主噩噩E [/JO意l jiayi 圃表示特别注意·～保护｜～经
干干干 营。

U日f曲E jia;;y6u 圈＠添加燃料油、润滑油等：
～站。＠（～儿）比喻进一步努力； :JJo劲儿 z ～
干）大家为运动员鼓掌～。

E加之E jiazhl lliJ 加上z 天气闷热，～窗外车声

不断，简直无法休息。

U日重E jiazhang 画增加重量或程度z ～负
担｜～语气 i责任～了｜他的病一天天～了。

夹 l iia o ~从两个相对的方面加
（夹）町，使物体固定不动：～菜｜用

钳子～住烧红的铁。＠圈胳膊向胁部用力，
使腋下放着的东西不掉下·～着书包｜～起铺
盖卷儿。＠圈处在两者之间z 两座大山～着

一条小沟｜你在左，我在右，他～在中间｜把信～
在书本里。 01到夹杂；掺杂z ～在人群里｜风

声～着雨声 l 白话～文言，念起来不顺口。＠
夹子：文件～。

另见 415 页 9δ ； 626 页 j i00 
E夹板】 jiaban 函用来夹住物体的板子，多用

木头或金属制成。
E夹板气】 jiabanqi 圈指来自对立的双方的责

难s 受～。
E夹层】 jiaceng 圈双层的墙或其他片状物，中

空或夹着别的东西z ～墙｜～玻璃｜这道墙中间

有～。

E夹带E iiadai o 画藏在身上或混杂在其他

物品中间偷偷携带z 严禁～危险品上车。＠
吕E考试时作弊，暗中携带的与试题有关的材

料。

E夹道l iiadao o c～儿）圈两边都有墙壁等的
狭窄道路。＠圈（许多人或物）排列在道路的

两边：～欢迎｜松柏～。

E夹缝E jiafeng c～儿）圈两个靠近的物体中间
的狭窄空隙z 书掉在两张桌子的～里。在～中

求生存。
E夹肝】 jiagan ＜方〉圈用作食品的牛、羊、猪等

动物的膜腺。

E夹攻】 jiagong 圈从两方面同时进攻：左右

～｜内外～。
E夹棍】 jiagun 圈旧时的一种刑具，用两根木

棍做成，行刑时用力夹犯人的腿。

E夹击】 jiaF 画夹攻：两面～｜前后～。
E夹剪】 iiaj1创圈夹取物件的工具，用铁制成，
形状像剪刀，但没有锋刃，头上较宽而平。

E夹具l jiaju 圈用来夹紧、固定加工工件的机

具。
E夹克］（茄克） jiake ~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
口束紧的短外套：～衫｜皮～。 C英 jacket]

E夹批】 jiapl 圈在书籍、文稿的文字行间所写

的批注。

E夹七夹八】 jiaql-jiaba 混杂不清，没有条理

（多指说话）：她～地说了许多话，我也没听懂

是什么意思。
E夹生E jiosh岳ng llliJ （食物）没有熟透z ～饭。

这孩子不用功，学的功课都是～的。
E夹生饭】 jiash岳ngfan 圈。半生不熟的饭。

＠比喻开始没有做好，再做也很难做好的事

情，或开始没有彻底解决以后也很难彻底解决

的问题。

【夹心E jiaxln （～儿）圈属性词。里面有馅儿

的z ～饼干｜～糖。

E夹杂】 jiaz6 圈掺杂：脚步声和笑语声～在一

起。
E夹竹桃E jiazhutao 画l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披针形，厚而有韧性，花白色或粉红色，略有
香气。供观赏。茎叶有毒，可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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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夹注E jiazhu 
字。

画！夹在正文字句中间的注释文

E夹子］ jiii•zi [El 夹东西的器具z 头发～｜讲义

～｜把文件放在～里。

仿 j iii 见下。H 另见 415 页协 1055 页 qi岳。
E伽僻琴E jiiiy岳qin [El 朝鲜族的弦乐器，有些
像筝o

-fr jiii 0 见下。＠见 1490 页【雪茄l 0 

J.J 1-1 另见 1055 页 qieo
E茄克E i iake 见 622 页【夹克］。
佳 jiii 0 圈如：～句 i～音｜最～方案｜

成绩甚～i身体欠～。 o <Jia）圈姓。
E佳宾E jiabin 见 625 页1嘉宾l 0 

E佳话E jiahua IEl 流传开来，当作谈话资料的
好事或趣事：传为～｜千秋～。

E佳绩J jiaji ~优秀的成绩；优良的业绩·再创

E佳节E jiajie l组美好而欢乐的节曰：中秋～｜
每逢～倍思亲。

E佳境］ j iiijlng [El 0 风景优美的地方：西山
～。＠美好的境界；美好的意境z 渐入～o

E佳句E i iaju 圈诗文中优美的语句。
E佳丽E j iii Ii （书〉＠圈（容貌、风景等）美丽；美
好。＠圈美貌的女子。

E佳酿E jianiang 圈美酒z 名酒～。
E佳偶E j iii ’凸LI （书〉圈感情融洽、生活美满的
夫妻；美好的配偶。

E佳期】 jiiiqi 函＠结婚的日期。＠相爱着的
男女幽会的日期、时间。

E佳人】 jiaren ＜书〉［吕美人：才子～｜绝代～o
E佳肴】 jiayao 圈精美的菜肴：美味～｜～美
酒。

E佳音1 jiavT「1 ＜书〉画好消息z 静候～。
盯圭作E jiazuo 圈优秀的作品：影视～。

猢 j iii 见 597 页【刷刷

守b口 Jiii 湘河
1JJJ.I 于山东，至江苏汇合，流入大运河。

迦 j iii 用于译音，也用于专名

功H j iii 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

榈 j iii 圈旧时套在囚犯脖子上防止其逃跑
或反抗的戒具，用木板制成。也用作刑

具z 披～带锁。
E伽锁］ jiiisu凸圈棚和锁链，比喻束缚人的观
念、制度等2 精神～ 1挣脱封建～。

、、辛苦 、， i iii 〈书〉透g遍及：汗流～背。
次（泱） • 

挟山 j iii （书〉＠用来保护书籍册页
（快）的夹板。＠筷子。

癫 j iii 圈伤口或疮口表面上由血小板和纤
JJJl-I 维蛋白等凝结而成的块状物，伤口或疮口
痊愈后自行脱落。

家 ι jiii 0 画家庭；人家：他～有
(0｛家）五口人｜张～和王～是亲戚。

画噩，“像”是“家伙、家具、家什”的“家”的繁体
字。＠［毒l 家庭的住所z 回～！这儿就是我的

～ i我的～在上海。＠［萄借指工作的处所：

我找到营部，刚好营长不在～。。经营某种行
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农～｜渔～｜船
～｜东～｜行Chang）～。＠掌握某种专门学识

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专～｜画～｜政治

～｜科学～｜艺术～｜社会活动～｜阴谋～｜野心
～。＠学术流派2 儒～｜法～｜百～争鸣｜一～
之言。＠圈指相对各方中的一方z 上～｜下

～｜公～｜两～下成和棋。＠谦辞，用于对别人
称自己的辈分高的或同辈年纪大的亲属g ～

父｜～兄。＠人工饲养或培植的（跟“野”相

对）：～畜 l～禽｜～兔｜～鸽｜～花。⑩〈方〉圈
饲养后驯服：这只小鸟已经养～了，放了它也

不会飞走。＠圈用来计算家庭或企事业单

位等·一～人家｜三～商店｜一～医院。＠
CJia）圈姓。

家·jia 后缀。＠〈口〉用在某些名词后面，
表示属于那一类人：女人～｜孩子～｜姑娘

～｜学生～。＠〈方〉用在男人的名字或排行
后面，指他的妻子CqT•zi ）：秋生～｜老三～。

另见 673 页· j i e 0 

E家暴J jiabao 画家庭暴力的简称。

E家财E jiacai 画家庭的钱财；家产2 万贯～。
E家蚕E jiiican 圈桑蚕。

E家产］ jiiichan 圈家庭的财产·继承～。

E家长里短E j iiichang-ITdu凸n (~JL) （方〉指家

庭口常生活琐事：谈谈～儿。

【家常J jiachang 圈家庭日常生活2 ～话｜～便

饭｜拉～｜她们俩谈起～来。
E家常便饭E j iachang-bianfδn 0 家庭日常的

饭食。＠比喻经常发生、习以为常的事情：他
太忙了，加班熬夜是～。 II 也说家常饭。

E家常饭】 j iachangfan 画家常便饭。

E家丑E jiiich凸u 画家庭内部的不体面的事情z

～不可外扬。

E家畜】 jiachu IBl 人类为了经济或其他目的而
驯养的兽类，如猪、牛、羊、马、骆驼、家兔、猫、狗
等。广义的家畜也包括家禽。

Z家传］ jiachuan 画家庭世代相传：～中药秘

方。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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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家慈E j iaci ＜书〉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母

亲。

E家当E jia·dang c～儿）〈口〉画家产z 置～｜好
不容易才挣下这份～。

E家道】 jiadao 画家境：～小康｜～殷实｜～中

落。
E家底l jiadl c～儿）［每家里长期积累起来的财

产z ～厚｜～薄。
E家电E jiadian 画家用电器的简称·～产品｜

～维修部。
E家了l jiadl『19 圈旧时私家雇来保护自己并

供差使的仆役。
E家法l jia伯国＠古代学者师徒相传的学术

理论和治学方法。＠封建家长统治本家或本
族人的一套法度。＠封建家长责打家人的用

具。
E家访E jiafang 圃因工作需要到人家里访问

（多指教师到学生家里访问）：通过～，深入了

解学生的情况。
E家凤J jiaf岳ng 圈门风z ～淳朴。

E家父1 iiatu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E家鸽E jiag岳圈鸽子的一种，身体上面灰黑
色，颈部和胸部暗红色。可以饲养。也叫鹊
鸽。

E家馆】 jiaguan !Bl 旧时设在家里的教学处所，

聘请教师教自己的子弟。
E家规E jiagul 画家庭中的规矩：固有国法，家
有～。

E家伙l jia· huo ＜口〉圈＠指工具或武器。＠
指人（含戏谑或轻视意）：你这个～真会开玩

笑｜这个卑鄙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指牲
畜：这～真机灵，见了主人就摇尾巴。

E家鸡E jiaF !Bl 鸡①。
E家给人足l i iajl-renzu 家家户户丰衣足食。

E家计E iiaii !Bl 家庭生计：维持～｜～艰难。
E家家户户E jiajiahuhu 圈每家每户；各家各
户：～都打扫得很干净。

E家教E jiajiao !Bl o 家长对子弟进行的关于
道德、礼节的教育z 有～｜没～。＠家庭教师
的简称z 请～。

E家景E jiajlng 圈家境。

E家境E j iajing 画家庭的经济状况z ～贫寒｜～

优裕。

E家居】1 jiaiu o司没有就业，在家里闲住。

E家居】2 i iaju !Bl 指家庭居室．装点～｜～陈设。
E家具】 jiaju 画家庭用具，主要指床、柜、桌、椅
等。

E家眷E jiajuan 圈指妻子儿女等（有时专指妻
子）。

E家口】 j ia Iφu 画家中人口 z ～多，开销大。

E家累l iial品l 画家庭生活负担：没有～ l 上有

老，下有小，～不轻。

E家门】 jiamen 圈。家庭住所的大门，也指

家：几天没进～了。＠〈书〉称自己的家族：

～不幸 i辱没～。＠〈方〉本家：他是我的～堂

兄弟。＠指个人的家世、经历等基本情况：自
报～O

E家母】 jiam心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母亲。

E家奴】 jianu ［组旧时指私家的奴仆。

E家谱E jiapu 鹰l 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

物事迹的书。

E家雀儿E jiaqi凸or ＜方〉圈麻雀（鸟名〉。

E家禽】 jiaqin 圈人类为了经济或其他目的而

驯养的鸟类，如鸡、鸭、鹅等。
E家人】 jiaren 圈＠一家的人：～团聚。＠！日

时指仆人。
E家什l jia·shi ＜口〉圈用具；器物；家具z 食堂

里的～擦得很干净｜锣鼓～打得震天价响。
E家世】 jiashi ＜书〉画家庭的世系；门第。

E家事】 jiashi 圈。家庭的事情g 一切～，都是

两个人商量着办。＠〈方〉家境。

E家室】 jiashi 圈。家庭；家眷（有时专指妻
子）：无～之累｜已有～。＠〈书〉房含5住宅。

E家书E jiashu 画家信：代写～。
E家塾】 jiashu 圈旧时把教师请到家里来教自

己的子弟读书的私塾，有的兼收亲友子弟。
E家属E jiashu 画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
员，也指某人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 z 职工～｜病

人～。

E家鼠】 jiash心理到 哺乳动物，毛褐色或黑灰色，
门齿发达，多穴居在住房的墙壁或阴沟中，繁
殖力很强，吃粮食，咬衣物，并能传播鼠疫。

E家私】 jiasl 圈。家产：万贯～｜变卖～。＠
家庭日用器物；家具。

E家庭l j iating 圈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
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

亲属在内。

E家庭暴力】 i iating baoli 指以凌辱、殴打、故

意伤害等手段，严重摧残自己家庭成员身心健

康的行为。简称家暴。
E家庭病床E j iating bingchu6ng 医疗单位在

病人家里设置的病床，医生定期上门为病人检
查、诊疗。

E家庭妇女l jiating funu 只做家务而没有就业
的妇女。

E家庭教师E jiating jiaoshi 受雇到家里为学生
授课或辅导的人。简称家教。

E家庭医生E j iating ylsh臼lg 指在社区服务的



全科医生。能深入家庭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所以叫家庭医生。

E家庭影院】 jiating yingyuan 指图像和音响

效果能够达到或接近环绕声影院效果的家用
视听系统，通常由大屏幕电视机、投影仪、视盘
机和音响设备等组成。

E家徒壁立】 i iatubili 家徒四壁。

E家徒四壁】 jiatusibi 家里只有四堵墙，形容十
分贫穷。也说家徒壁立。

E家务E jiawu ~家庭事务z 操持～｜～劳动。
E家乡E jiaxiang 圈自己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
方。

E家小】 jiaxiao ~妻子和儿女，有时专指妻
子z 丢下～无人照料i未娶～。

E家信E jiaxin 画家庭成员问彼此往来的信件z
平安～。

E家兄E jiaxiong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哥哥。
E家学E jiaxue ＜书〉圈＠家庭里世代相传的
学问：～渊源。＠家塾。

E家训Ill jiaxun 圈家族或家庭对子女教导或训II

诫的话。
E家严E jiay6n ＜书〉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父

亲。

E家宴E jiayan ~O 在家里举行的宴会z 以～
招待贵宾显得更加亲切。＠家庭成员的宴会z

晚上是他们的～，没有客人。
E家燕J jiayan 固燕的一种，身体小，背部羽毛
黑色，有光泽，腹部白色，颈部有深紫色圆斑，

多在屋檐下筑窝。通称燕子。
E家养E i iayang lll2J 属性词。人工饲养或栽培
的（跟“野生”相对）。

E家业E jiaye r雪＠家产：重建～｜继承～。＠
〈书〉家传的事业、技艺或学问等。

E家用l jiayong O 国家庭中的生活费用：贴
补～｜供给～。 8rml 属性词。家庭日常使用

的＝～电器｜～小商品。
E家用电器J jiayong dianqi 日常生活中使用
的各种电气器具，如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

电冰箱等。简称家电。
E家喻户晓E jiayu-huxi凸o 每家每户都知道。
E家园E jiayu6n 画家中的庭园，泛指家乡或家

庭：返回～1重建～。
E家贼E jiazei ~指偷盗臼家财物的人。
E家宅E jiazhai 圈住宅，也指家庭z 一人出事，
闹得～不宁。

E家长E jiazh凸ng 圈＠家长制之下的一家中

为首的人。＠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z 学校里

明天开～座谈会。

E家长制l jiazhangzhi 圈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家筋架蔑助H ：英嘉｜ i ia I 62s I 
会的家庭组织制度，产生于原始公社末期。作
为家长的男子掌握经济大权，在家庭中居支配
地位，其他成员都要绝对服从他。

E家政E i iazheng l'Bl 指家庭事务的管理工作，

如有关家庭生活中烹调、缝纫、编织及养育婴
幼儿等。

E家种E jiazhong rmJ 属性词。＠人工种植的：

～药材。＠自己家里种植的：～的蔬菜。
E家装】 j iazhuang l'Bl 指家居装修2 ～设计。

E家资E jiazi 画家财；家产·～耗尽。

E家子E jia·zi ＜口〉画家庭；人家z 这～有八口

人，相处得很和睦！那边好几～都是新搬来的。
E家族l jiazu 圈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而
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

筋 iia 胡筋。

架 iia 见下

E袋装l jiasha 画和尚披在外面的法衣，由许

多长方形小块布片拼缀制成。［梵 ka~aya]

。〈书〉初生的芦苇。 8 CJia ）圈霞 jia
姓。

E陵享E iiafu ＜书〉圈芦苇茎中的薄膜，借指关
系疏远的亲戚z ～之亲。

助n jia 见下。
E崩nru jiafu 圈盘腿而坐，脚背放在大腿上，是

佛教徒的一种坐法。

笑 ’ 古代指筷子。
（乡题） “ 

言苔 jia o 美好：～宾 i ～礼（婚礼） 0 8 夸三童三
方s:t 奖g赞i午2 ～奖｜～纳（赞许并采纳）｜其志可矗主三
～。 8 CJio）圈姓。 士二

E嘉宾卫佳宾） jiabln 画尊贵的客人g ～如云｜

～满座。

E嘉奖l jiaji凸ng 0 画称赞和奖励＝通令～！～

有功人员。＠圈称赞的话语或奖励的实物z

最高的～。

E嘉靖E Jiajing ~明世宗（朱厚熄）年号（公元
1522 1566 ）。

E嘉勉l jiami归〈书〉画嘉奖勉励z 函电～。

【嘉年华E jiani6nhu6 圈原为起源于欧洲的一

种民间狂欢活动，现已成为包括大型游乐设施
在内，并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形式的公众娱乐
盛会。［英 carnival]

E嘉庆E J iaqlng 圈清仁宗（爱新觉罗·颇淡）年

号（公元 1796 1820 ）。

E嘉许E jiaxu ＜书〉［遇夸奖；赞许：品学兼优，深
得师长～。



巴些i i io ii凸｜嘉嫁猥靡夹那英恕豆侠颊峡胎甲

E嘉言部行E jioyan-ylxing 有教育意义的好言
语和好行为。

嫁… 陆圈金属元素，符号 Gao 银臼
（鲸）色，质软。用作制光学玻璃、真

空管、半导体等的原料，也用来制高温温度

it 0 

猥 jia

靡 jia

〈书〉公猪。

〈书〉雄鹿。

, 
ji6 （叫 l丫）

夹 iia 圃属性词
（夹、问枪、提被）坛层的（衣被等） : 

～袄｜～被｜这件衣服是～的。
另见 415 页 go;622 页 jio。“枪”另见

1036 页 qio 。

那 ic ＠郊县，地名，在河南。＠
j)（那）圈姓。
英 L i ia 圈。通常指豆类植物的果

（英）主z 豆～｜皂～｜槐树～。以Jia>
姓。

E英果E ji6gu6 圈干果的一种，由一个心皮构
成，成熟时一般裂成两片，如豆类的果实。
朝 jia ＜书〉无动于衷；不经心z ～然。
J~、

E恕然l ji6r6n ＜书〉圈冷漠不在意的样子。
E恕置E jiazhi ＜书〉圈淡然置之，不加理会。
王雪 ~ iia ＜书〉轻轻地敲打z ～击。

三主曼（宴）异见时页goo
三三F E豆豆E iiaiia 〈书〉田园＠形容困难z ～乎难哉！

＠形容独创z ～独造。
E夏然E ji6r6n ＜书＞ ~o 形容嚓亮的鸟鸣声：
～长鸣。＠形容声音突然中止z ～而止。

侠 u i ia ＜书〉＠冶铸用的钳z 铁～。
（缺） 8 剑z 长～。＠剑柄。

古百 iia 圆脸的两侧从眼到下饭的部

邦同（颊）弘两～。
眩目囊］ ji6n6ng 画仓鼠等啃齿动物和猴的
口腔内两侧的囊状构造，用来暂时贮存食

物。

峡（峡） iia 见下。

E峡蝶E iiadie !El 蝴蝶的一类，成虫赤黄色，翅
有鲜艳的色斑，幼虫灰黑色，身上有很多刺。
有的吃麻类植物的叶子，对农作物有害。

跄 jia ＜书〉绊倒

" jia ＜叫 l丫）

甲 1 j I也＠圈天干的第一位。据 421 页
1干支lo fl 居第一位z ～等 l桂林山水～

天下。 8 CJia>IBI 姓。

甲2 ji凸＠爬行动物和节肢动物身上的硬
壳：龟～｜～壳。＠手指和脚趾上的角

质硬壳：指～。＠围在人体或物体外面起保

护作用的装备，用金属、皮革等制成：盔～｜装

～车。
甲 3 ji凸圈旧时的一种户口编制。参看 46

页I保甲 lo
E甲板E j I凸ban 函轮船上分隔上下各层的板
（多指最上面即船面的一层）。

E甲苯E j i凸b品n IBl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sCH, o 无色液体，可以从煤焦泊中提
取，用来制造炸药、染料、合成纤维等。

E甲兵】 j i凸bing ＜书〉圈＠铠甲和兵器，泛指

武备、军事。＠披坚执锐的士卒。

E甲部E j I凸bu 圈经部。
E甲虫l j iach6ng !El 鞠翅目昆虫的统称，身体
外部有硬壳，前翅是角质，厚而硬，后翅是膜

质，如金龟子、天牛、象鼻虫等。
E甲醇】 j I凸chun !El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3()H 0 元色液体，有毒。可用作有机溶
剂，也可以用来制造农药、甲隆等。

E甲骨文】 j i匈心wen IE] 古代刻在龟甲和兽骨

上的文字，内容多是殷人占卡的记录，现在的
汉字就是从甲骨文演变下来的。（图见 514
页“汉字’’）

E甲亢】 j i凸kang !El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简称。

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症状是甲状腺
肿大，心悸，子抖，眼突，怕热，食欲增加，体重

减轻等。
E甲壳E j i凸qiao 国虾、蟹等动物的外壳，由石

灰质及色素等构成，质地坚硬，有保护身体的

作用。
E甲壳动物E j i凸qiao 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一

门，全身有甲壳，头部和胸部结合成头胸部，后
面是腹部。头胸部前端有大小两对触角，足的

数目不等。生活在水中，用鲤、呼吸。虾和蟹是

最常见的甲壳动物。

E甲自主E j i凸ql』an E昌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HCHO。无色气体，有刺激性臭味。用来制
造树脂、炸药、染料等。也叫蚁醒。

E甲烧E j i凸wan 圈最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化学
式 CH, o 元色无味的可燃气体。是天然气的



主要成分。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
E甲午战争】 J的w心 Zhanzheng 1894 1895 

年，日本发动的并吞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因
为 1894 年是甲午年，所以称甲午战争。

E甲鱼E j i的。圈鳖。
E甲胃】 j i凸zhou ＜书〉圈盔甲。
E甲状软骨E jiazhuang孔』凸ng心颈部前面的方
形软骨，左右各一，在颈部的正前方连接在一
起。男性的特别突出，叫喉结。

E甲状腺E jiazhuangxian 圈内分泌腺之一，在
甲状软骨下面的两侧，分左右两叶，彼此相连，

能分泌甲状腺素。甲状腺素是含在典的化合物，
有促进新陈代谢、增加血糖等作用。

E甲子） ji凸zl 圈用下支纪年或计算岁数时，六

十组干支字轮一周叫一个甲子。参看 421 页

1干支l 0 

由甲 j i凸＠山甲角（多用于地名）：野柳～（在台
T 湾）。＠两山之间。

E山甲角】 j i凸j i凸o 圈突入海中的尖形陆地。

脾 j I凸 l由甲：～骨。

U甲骨】 j i句心圈肩』甲骨。

王匪一 Ji凸~姓。
员（贾）〈古〉又同“价（酌”jiao

另见 469 页 9心。

E贾宪三角】 Ji凸 Xian sanji凸o 见 1517 页I杨

辉三角 lo
饵 j i凸圈金属元素，符号 Ko 银白

（卸）色，质软。化学性质极活泼，容易
氧化，燃烧时发出紫色光，遇水剧烈反应，放
出氢气，同时燃烧起火。在工农业中用途很

E何m~J ii凸fei ~主要提供仰元素的肥料，能促
进作物的茎轩坚韧，提高产量，如氯化伺、硫酸

饵、草木灰等。
假 i i凸＠时伪的；不真实

（＠＠问嵌）比伪造的；人造的（跟
“真”相对） ：～话｜～发｜～山｜～证件（～仁～

义。＠假定：～设 i～说。＠假如z ～若｜～
使。。〈书〉借用z 久～不归｜～公济私。＠

〈书〉凭借；依靠：不～思索。 0 <Jia)I雹姓。
另见 630 页 i ia 0 “段”另见 1410 页 Xiao

E假案） j iii ’ an i割为了诬陷等目的而假造的案
f牛z 纠正～

E假扮】 j i凸ban 圃为r使人铛认而装扮成跟本

人不同的另一种人或另一个人，化装z 他～什
么人，就像什么人。

E假币E j i凸bl ~伪造的货币。

E假唱E j i凸chang 圈指歌唱演员演出时用播放

甲山甲肝贾饵假｜ j i 凸 I 621 I 

事先录制好的歌曲录音对口型来代替现场演

唱。
E假钞E j i凸chao 圈伪造的钞票。

E假充】 j I凸chong 画装出某种样子；冒充2 ～

正经｜～内行。
E假大空） ji凸dakong 圈指假话、大话、空话：

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不搞～。
E假道学E jiadaoxue 圈表面上正经，实际上很

坏的人；伪君子。
E假定E j i凸ding 0 圈姑且认定：～他明天启

程，后天就可以到达延安。＠圈科学上的假

设，从前也叫假定。参看 628 页【假设1③。
E假发】 iiafa 圈人工仿制的头发，多附着在帽

形的套子上：戴～o

E假根】 j i匈岳n !Bl 由单一的细胞发育而成的
根，形状像丝，没有维管束，作用与根相同，如

苔薛植物的根。

【假公济私E j i凸gong-jisl 假借公事的名义，取

得私人的利益。

E假果J jiagu凸圈果实的食用部分不是子房壁

发育而成，而是花托或尊发育而成的叫作假

果，如梨、苹果、元花果、桑甚等。

E假借） ji凸iie or到利用某种名义、力量等来达

到j目的：～名义，招摇撞骗。＠圈六书之一。
假借是借用已有的文字表示语言中同音而不

同义的词。如借当小麦讲的“来”作来往的

“来飞借当毛皮讲的“求”作请求的“求”。＠
〈书〉［司宽容：针在乏时弊，不稍～。

E假冒E jiiimao 画冒充：认清商标，谨防～。

E假寐） ji凸mei （书〉画不脱衣服小睡：凭几

～｜闭目～。 二F
[ 假1m具E j i凸mianj1：』［毡＠仿照人物或兽类脸主E
形制成的面具，古代演戏时化装用，后多用作
玩具。＠比喻虑伪的外表。

E假名E jiiiming 圈日文所用的字母。有平假

名、片假名两种字体，平假名多来自汉字的草

体，片假名多取自汉字楷体的笔画。

E假模假式E j i凸 •mo-ji凸shl 装模作样。也说假模

假祥。
E假模假样】 l的mu-ji凸yang 假模假式。

E假撇清】 j i凸pi岳qlng ＜方〉［到假装自己清白，

跟坏事无关。
E假球】 j i凸qiu !Bl 球类比赛的双方在比赛中串
通作弊，弄虚作假，叫打假球。

E假仁假义E j iaren-j i凸yi 虚假的仁义道德。

E假如】 j i凸ru llll 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一定

去。
E假若l jiiiruo ~虽如果：～遇见这种事，你该怎

么办？



I 62s I 忡忡｜假翠根模模瘾价

E假嗓子E jias凸ng•zi IBl 歌唱时使用的非本嗓
发出的嗓音。

E假山】 j i凸shan 圈园林中用石块（大多是太湖

石）堆砌而成的小山。
E假设） j I凸she 0 圈姑且认定：这本书印了十
万册，～每册只有一个读者，那也就有十万个读

者。＠画虚构z 故事情节是～的。＠圈科
学研究上对客观事物的假定的说明，假设要根
据事实提出，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成为

理论。
E假使J jiashi 圈如果：～你同意，我们明天一
清早就出发。

E假释J jiashi 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把未满

刑期的犯人暂时释放。假释期间，如不再犯新
罪，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否则，就把

前后所判处的刑罚合并执行。
E假手E j I凸／／ ShOL』圃利用别人做某种事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z ～于人。

E假说l j泊shuo IBl 假设③。
E假死l ji凸si E到＠因触电、癫痛、溺水、中毒
或呼吸道堵塞等，引起呼吸停止，心脏跳动
微弱，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叫作假死。婴儿

初生，由于肺未张开，不会啼哭，也不出气，也
叫假死。如果及时抢救，大都可以救活。＠

某些动物遇到敌人时，为了保护自己，装成死

的样子。
E假托l ji面tuo 画＠推托：他～家里有事，站起
来先走了。＠假冒 2 他～经理的名义签订合
同。＠凭借z 寓言是～故事来说明道理的文
学作品。

E假戏真例 j I凸xi-zh岳nzuo 戏是假的，但演得

逼真，泛指把假事当作真事来做。
E假想E j i凸x的ng 圈想象；假设②：～敌｜～的
故事结局。

E假想敌l j i凸xi凸ngdi 圈军事演习时所设想的

敌入。
E假相E jiaxiang 同“假象”。

E假象E jiaxiang 圈跟事物本质不符合的表
面现象 z 擦亮眼睛，不要被～所迷惑。也作假

相。
E假小子E j i凸xi凸o•zi 圈指性格泼辣、举止大胆
奔放像男子的女孩子。

E假惺惺E jiaxingxing C～的） Ifill 状态词。虚情
假意的样子。

E假性E j I也xing 圈属性词。表面上相似而实

际上不是的z ～近视。
E假性近视l j的xing-jinshi 少年儿童由于阅读

时间过长等原因，睫状体过度紧张，产生疲劳
而使视力减退，叫作假性近视。

E假牙】 j i凸ya 圈牙齿脱落或拔除后镶上的牙，

多用瓷或塑料等制成。也叫义齿。

E假以时日E j i的ishiri 给以一定的时间。表示

经过→段时间之后，会达到预期目的：国企改

革已初见成效，～，效益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E假意】 j i凸yi 0 圈虚假的心意：虚情～。＠

圆故意（表现或做出）：他～笑着问 2“刚来的

这位是谁呢？”

E假造】 j i凸zao 圈。模仿真的造假的z ～证

件。＠捏造z ～理由。
E假账】 jiazhang 圈伪造的与事实不符的账

目。

E假肢E jiazhi IBJ 人工制作的上肢和下肢，供肢

体有残疾的人使用。也叫义肢。

E假装】 j i凸zhuang rnlll 故意做出某种动作或姿

态来掩饰真相z 他继续干着手里的活儿，～没听

见｜～糊涂。

E假座l ji凸zuo ＜书〉圈借用（某个场所）：～俱

乐部举办联谊会。

旦旦” j i凸古代
年（噬）盛酒的器
具，圆口，口上有两柱，

三足。

暇 j I凸棍”。口的又
音。

岳西蜀，一 j i凸古书上
f贝（横）指揪树或茶
树。

覆 iia 古同“槽’。

11酋::i j I凸〈书〉肚子里结
lE又块的病。

、

j ia c 叫｜丫）

~ 

、击
队

价一 i ia 阻价格加｜调～！物美
（、）二廉｜无～之宝｜这个～可不贵。＠

价值．等～交换。＠圈化合价的简称：氢是

一～的元素。 o cJia）圈姓。
另见 670 页 j i 自； 673 页· j i e o 

E价差J jiacha IBl 价格之间的差距。

E价格J jiage 圈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如一件
衣服卖五卡元人民币，五十元就是衣服的价

格。

E价款】 jiokuiin 圈买卖货物时收付的款项。
E价码E jiamii c~ JL) ＜口〉圈价目；价钱z 标明

~ 。

E价目E jiamu IBl 标明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



格＝～表。
E价钱】 jia·qi6n 圆价格：～公道。
E价位】 jiawei 函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市场行情

中所处的位置：低～1～合理。
E价值l jiazhi t8J O 体现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
劳动。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生产这→商品所
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不经过人类

劳动加工的东西，如1空气，即使对人们有使用
价值，也不具有价值。＠用途或积极作用z 这
些资料很有参考～｜粗制滥造的作品毫无～。

探讨人生的～。
E价值观E jiazhiguan ［：雪对经济、政治、道德、

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
地位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

E价值规律l jiazhi gullu 商品便产和交换的基
本经济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商品的交换是根
据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价值量）相

等而相互交换。
E价值连城】 jiazhi-li6ncheng 战国时赵惠文王

得到楚国的和民璧，秦昭王安用卡五座城池来
换取（见于《史记·廉颇商相如列传》）。后用
“价值连城”形容物品价值特别高，极其珍贵。

E价值量l jiazhiliang 圈指体现在商品中的社

会必要劳动量。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的
价值量越低。

E价值形式】 jiazhi xingshi 商品价值的表现形
式，也就是交换价值。一个商品的价值不能自
这个商品自身来表现，而必须在同另一种商品
交换时，通过所交换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才能相
对地表现出来。如一丈布可以交换二斗米，二

斗米就是一丈布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为口中］ iia o 画使牲口拉（车或农具）：
写（焉）』两匹马～着车 l～着牲口耕地。＠
屋国驾驶；驾驭：～车｜～飞机｜～云 l腾云～雾。

＠指车辆，借用为敬辞，称：对方：车～｜大～ i

劳～｜挡～。。特指帝王的车，借指帝王z 晏
～｜～崩（帝王死去）。＠［囚吆喝牲口前进的
声音。＠圈辆（多用于 J 拉的车） ：一～马
车。 o cJia)l组姓。

E驾到】 jiadao r甜敬静，称客人来到。
E驾鹤西去】 jiahe-xlqu 指人得道成仙，飞往西
天（传说中仙人多以鹤为坐骑），今用作婉辞，
称所尊敬的人去世。也说驾鹤西游。

E驾鹤西游】 j iahe-x ly6u 驾鹤西去。

E驾l临l jialin I甜敬辞，利对方到来．敬备菲酌，
恭候～。

E驾凌J jialing 圈凌驾。

E驾龄】 j ialing I组驾驶汽车等的年数：他是个

老司机，已有二十年～了。

价驾架｜ i ia I 629 I 

E驾轻就熟l jiaqlng-jiushu 驾轻车，走熟路，比

喻承担熟习、轻松的事务。
E驾驶】 jiashi ~操纵（车、船、飞机、拖拉机等〉

使行驶：～员｜～汽车。
E驾校】 jiaxiao t8J 汽车驾驶技术学校的简称。

E驾驭】（驾御＞ iiav山区国＠驱使车马行进2 这
匹马不好～。＠使服从自己的意志而行动z

～时局。
【鸣较E jia;;yu6n @!JJ 驾着车辍拉车。

[11.gm~l jiazhao I刽指驾驶证。

架 iia o 川圈架子也房～ i川衣
～儿｜脚手～。＠圈支撑；支起z ～桥｜～

电线｜梯子～在树旁。＠［司招架z 拿枪～住砍
过来的刀。。画绑架：他爹被土 JI' ～走了。

＠画搀扶：连搀带～｜～着伤员慢慢走。＠

殴打或争吵的事：打～｜吵～｜劝～o 0 lllJ a) 

用于有支柱的或有机械的东西：一～机器｜几

～飞机｜三～钢琴。 b）（方〉用于山，相当于
“座飞一～山。

E架不住J jia· buzhu ＜方〉画＠禁不住；受不

住：双拳难改四手，好汉～人多｜老大娘开始还
有些怀疑，～大家七嘴八舌地一说，也就相信

了。＠抵不上：你们虽然力气大，～她们会找
窍门。

E架次E jiaci r.J 复合量词。表示飞机出动或出

现若干次架数的总和。如一架飞机出动三次为
三架次，三架飞机出动一次也是三架次。又如

在一天内飞机出动三次，第一次三架，第二次六

架，第三次丸架，那一天总共出动十八架次。

日旦得住】 jia·dezhu ＜方〉画禁得住z受得住z

有的小学给学生留的家庭作业太多．孩子怎能三三三

日旦构l jiagou o 圃建造；构筑。＠圈框架；＝→

支架。＠圈泛指事物的组织、结构、格局：市

场～｜故事～庞大。

E架空E jiakong C副＠房屋、器物下面用柱子

等撑住而离开地面：竹楼是～的，离地约有两
米多高。＠比喻没有基础2 没有相应的措施，
计划就会成为～的东西。＠比喻表团推崇，暗
中排挤，使失去实权。

E架设】 jiash古画支起并安设（凌空的物体） : 

～桥梁｜～电线。
E架势】（架式＞ jia·shi 画＠〈口〉姿势；姿态＝
双方摆开～准备较量｜看他走路的～像是个军

人。＠〈方〉势头；形势．看她病的～是不行

了｜看今春这～，雨水少不了。

E架秧子E jiayang·zi ＜方〉圈哄l诩 p起哄＝起哄

。

~子E i ia • z i 圈＠由若干材料纵横交叉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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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东西，用来放置器物、支撑物体或安装工
具等z 花瓶～｜骨头～ i保险刀的～。＠比喻

事物的组织、结构：写文章要先搭好～。＠臼
高自大、装腔作势的作风z 官～｜拿～｜那位局

长一点！L～都没有o ＠架势g姿势＝锄地有锄
地的～，一拿锄头就看出f也是内行。

E架子车】 jia·zich岳圈一种用人力推拉的两轮

车。用木料等做车架，上面铺木板、竹板或薄
铁板。

E架子工】 jia·zigong 圈＠专门搭、拆脚手架
的工种。＠做这种工作的建筑工人。

~子花】 jia·zih回国戏曲中花脸的一种，因
偏重做功和功架而得名。也叫二花脸。

~子猪】 jia·zizhu 圈已长大但没有育肥的
猪。有的地区叫壳郎猪c ke • 1 angzhu）。

假 iia 圈按照规定或经过批准暂时不工作
或不学习的时间：请～｜暑～｜病～｜婚～｜

春节有七天～。
另见 627 页 l i凸。

E假期E iiaq1 iEl 放假或休假的时期。
E假日J iia「i 圈放假或休假的日子。
E假日经济E jiari jln创i 利用节假日集中消费
从而带动餐饮、旅游、商品供求等发展的一种
综合性、系统性的经济模式。

E假条J jiatiao c～儿）圈写明请假理由和期限

的纸条子。

嫁 iia o 画女子到男方家牒，也泛的
子结婚（跟“娶”相对） ：出～｜改～｜～人｜～

女儿。＠转移（罪名、损失、负担等）：转～｜～
祸于人。 8 CJia）圈姓。

U家祸于人E jiahu的uren 把灾祸、罪名等转移

到他人身上。
E嫁接E iiai陆国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校或芽接
到另一种植物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
一个独立生长的植株。嫁接能保持植物原有
的某些特性，是常用的改良品种的方法。

U家娶E jiδq凸圈女子出嫁与男子娶妻，泛指男

女成婚：择日～o
E嫁妆］（嫁装） jia•zhuang 圈女子出嫁时，从娘
家带到丈夫家去的衣被、家具及其他用品。

稼 j叫种植（谷物）：耕～｜～稽。如
物z 庄～o

E稼稽E jiase ＜书〉画种植和收割，泛指农业劳

动z ～艰难。

jian c 叫l习）

戈（莞） jion 见下。

E戈戈E j ianj ian ＜书〉圈少；细微：为数～ i ～

微物。

/I、 jion O 圈末端细小；尖锐：把铅笔削～

J\...二了 l～下巴塞页儿。＠圈声音高而细z ～声
～气｜～嗓子。＠圈（耳、目、鼻子）灵敏： N[l

～｜耳朵～｜他鼻子～得很，有一点儿异味都闻得

出。。画使嗓音高而细z 她～着嗓子喊。＠
(~)L) I重物体锐利的末端或细小的头！L：笔

～儿｜针～儿｜刀～儿｜塔～。＠（～儿）圈出类拔
萃的人或物品 z ～儿货｜姐妹三个里头就数她是

个～儿。＠〈方〉冒雪吝啬；抠门儿：这人可～

了．一点儿亏也不吃。＠圈尖刻＝他嘴～，说
话不留情面。。 CJ ion）国姓。

E尖兵E j ianblng iEJ 0 行军时派出的担任警戒
任务的分队：～班。＠比喻工作上走在前面

开创道路的人z 我们是地质战线上的～。
E尖刀】 jiandao 圈比喻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

阵地的个人或集体2 ～连｜～组｜～部队。
E尖顶】 jiandTng 圆顶端；顶点。
巳主端】 jionduon 0 圈尖锐的末梢g顶点。＠

圈发展水平最高的（科学技术等）·～科学｜～

产品｜非常～的技术。
E尖晶石］ j ionjlngshi iEJ 矿物，成分是筷铝氧
化物，常含有微量的铁、铭、钵、健等。有红、

黄、绿、蓝、褐、紫等颜色，透明或半透明，有玻
璃光泽，硬度 8，其中的上品是宝石。

E尖刻】 i ianke I勤尖酸刻薄z 语言～｜他为人

~ 
E尖厉E j ianli 圈声音高而刺耳z 哨声～｜寒风
～地呼啸着。也作尖利。

E尖和rJ] jianli O 圈（物体）尖锐；锐和rj ：～的钢

刀｜狗的牙齿十分～。＠回敏锐而深刻 z 笔锋

～｜他的眼光非常～，一眼就看出对方的畏怯。
＠同“尖厉”。

E尖溜溜】 jianliuliu ＜～的）〈方〉［事状态词u 形

容尖细或锋和J ：～的嗓子。
E尖脐E jianqi 圈。螃蟹腹部中间的一块尖形

的甲壳，是雄蟹的特征（区别于“团脐勺。＠指

雄蟹。
E尖锐E jianrui 幽＠物体有锋芒，容易刺破其

他物体的；锋利：把锥子磨得非常～。＠认识
客观事物灵敏而深刻；敏锐：眼光～ l他看问题
很～。＠（声音）高而刺耳：～的哨声｜子弹发

出～的啸声。＠（言论、斗争等）激烈2 ～的批
评｜进行了～的斗争。

E尖酸］ jionsuan E国说话带刺儿，使人难受z ~ 
刻薄｜气量狭小，口角～。

E尖酸刻薄E j iansuan-keb6 说话带刺儿，待人

苛刻，缺少善意。



E尖团音J j iantuanyln l每尖音和团音的合称。
尖音指 Z,C 、 s 声母拼 l 、 u 或 i' u 起头的韵
母，因音指 l 、 q,x 声母拼 1 、 u 或 i ,U 起头的韵
母。有的方言中分别“尖四”，如把“尖、千、先”
读作 zian 、 cian 、 sian ，把“兼、牵、掀”读作
jian 、 qi an 、 xian ＂普通话语音中不分“尖四”，
如“尖二兼”jian ，＂干二牵”qian ，“先三掀”

xian＂昆曲所谓尖团音范围还要广些，z、 c 、 s
和 zh 、 ch 、 sh 的分别也叫尖闭音，如“灾”zai
是尖音，“斋”zhai ；是团音，“三”son 是尖音，

“山”shan 是因音。
E尖牙】 jianya r萄牙的…→种，人的上下债、各有
两枚，在切牙的两侧，牙冠锐利，便于撕裂食
物。通称犬牙，也叫犬齿。（图见 14叨页“人

的牙”）

E尖音E jianyln ［名］见 631 页i尖团音1。
E尖子E jian·zi 圈＠尖⑤。＠尖®：他是我们
班的～，名次总不出前三名。＠戏曲中指忽然
高亢的唱腔。

E尖嘴薄舌】 jianzul-b6sh自形容说话尖酸刻

薄。
E尖嘴猴腮E j ianzul-h6usai 形容人面部瘦削，

相貌丑陋。

奸1 jian O 奸诈： ~~1～计｜老～巨猾。＠
不忠于国家或君主的：～臣。＠出卖国

家、民族、阶级或团体利益的人2 汉～｜内～ i为
党除～。。［归自私；取巧z 藏～耍滑｜这个人

才～哪，躲躲闪闪不肯出力。

奸2 斗 jian ifi~ ： ~～ i 强～。
（势在）

E奸臣E j ianchen !Bl 指残害忠良或阴谋篡夺帝

位的大臣。
即于究E jiangul ＜书） 1'81 违法作乱的人或事（由
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究，也有相反的说法）。

rn猾J jianhua I回诡诈狡猾。也作奸滑。
rn滑E jianhua 同“奸猾”。

E奸计】 j ianji 圈奸诈的汁i某：中了～。

E奸候l jianning ＜书〉＠［盟奸邪泊媚＝～小

人。 8~ 奸邪滔媚的人z ～专权。

fiP情E jianqing 圈通奸的事情z ～败露。
E奸商】 jianshang 画用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

的商人。

rn徒E jiantu l组奸险的人。

E奸污il jianwu r割强奸或诱奸。
rn细E jianxi IBl 给敌人刺探消息的人。

U于险E j ianx ion l1f2J 奸诈阴险z 为人～狠毒o

rn笑E jianxiao E面阴险地笑：满脸～。
E奸邪E jianxie ＜书〉＠回奸诈邪恶。＠［每

奸诈邪恶的人或事：～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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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奸雄E i ia『lXiong ［：萄用奸诈手段取得大权高

位的人：乱世～。

rn淫E jianyin 圈。男女间发生不正当的性

行为。＠奸污z ～掳掠。

fif贼l jionzei 圈奸险的人z 卖国～。
E奸诈E jianzha 回虚伪诡诈。

歼叩 jian 歼灭～匪｜围～｜～敌五千｜
（藏）聚而～之。

E歼击E jianF 圈攻击和歼灭：～逃敌。
E歼击机E jianFF IBJ 主要用来在空中歼灭敌机

和其他空袭武器的飞机，装有航空机关炮、火

箭弹和导弹等。速度快，爬升迅速，操纵灵便。
也叫战斗机。旧称驱逐机。

E歼灭E jianmie I到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敌人。

E歼灭战J jianmiezhan IBJ 消灭全部或大部敌

人的战役或战斗。

I民 iian O 地坚固z ～冰｜～城｜～
监（坚）不可破｜～如磐石。＠坚固的东西
或阵地：攻～｜披～执锐｜无～不摧。＠坚定；
坚决z ～信｜～守阵地。 O CJion）圈姓。

E坚壁E jianbi I副本指使城墙和堡垒坚固，后指
把物资藏起来，使不落到敌人的子里：把粮食

～起来。
E事壁清野E jianbi qlngy画作战时采用的一种
对付入侵敌人的策略，坚守指点，转移周围的
人口、牲畜、财物、粮食，毁掉战地附近的房屋、
树木等，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也抢不到东西。

E坚不可摧E jianbukecul 非常坚固，摧毁不了。
E咯持E jianchi Q司＠坚决保持、维护；不改变：

～原则｜～己见。＠坚决继续进行；不停止z 三三三
～斗争｜带病～工作。 雪主主

E坚定E jianding 0 ［~ C立场、主张、意志等）稳
定I坚强；不动摇：～不移｜我们要～地跟着共产

党走。＠［动］使坚定．～立场｜～信念。
E坚固E jiangu 回结合紧密，不容易破坏；牢

团；结实z 阵地～｜～耐用。
E坚果E jiangu凸圈干果的一种，果皮坚硬，不

开裂，果实里只有一个种子，如板栗、傣子等。

E坚甲利兵E j ianj i凸－libIng 坚固的铠甲，锐利的

兵器，泛指精良的武器装备，也借指精锐的军

队。
E坚决E j ianjL尼帽（态度、主张、行动等）确定不
移；不犹豫＝态度～ 1认识了错误就～改正｜～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坚1苦E jiank心固坚忍刻苦。

E坚苦卓绝J jiank心－zhu6jue ＜在艰难困苦中）

坚忍刻苦的精神超越寻常。
E坚强E jianqiang O 圃强国有力，不可动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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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意志～｜～不屈。＠圈使坚强z ～党的
组织｜丰富自己的知识，～自已的信心。

E坚忍E jianren 睛（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竖

持而不动摇：～不拔的意志。
E坚韧E jianren I黝坚固有韧性：质地～。
E坚韧不拔】 jianren-buba 形容信念坚定，意志

顽强，不可动摇。

E坚实】 jianshi E国＠坚固结实：～的基础。＠

健壮：身体～O
E坚守l jianshou 匾。坚决守卫；不离开：～

阵地｜～岗位。＠坚定遵守；不背离．～承诺｜

～信义。

E垦挺E jiantTng E国 0 ＇坚强有力 g硬而亩：～的

身架｜枝条上有～的刺。＠指行情上涨或货币

汇率呈上fl·趋势：价格～｜货币～。
E坚信l jianxin 圈坚决相信：～我们的事业一
定会胜利。

E坚毅E jianyi 圈坚定有毅力：性格～｜～的神

态。
E坚硬E jianying 回国又结实又硬：～的山石。

【坚贞］ jianzh岳n lllil 节操坚定不变：～不屈。
吁、汀＿＿ __ jian O 南方位词。中

i时（同J罔）问：彼此～ i 同志之～｜两
国之～。＠［到方位词n 一定的宇间或时间
里：田～｜人～ l 晚～｜一刹那～。＠一间屋子；
房间 2 里～｜车～｜衣帽～。。［重房屋的最小

单位：一～卧室｜三～门面。 8 CJian）圈姓。
另见 640 页 jian。“阳”另见 1419 页

xi6n “闲”。

E间冰期】 jianblngql 巨型两个冰期之问相对温

三三二 暖的时期。
三三重 E间不容发l i ianbur6ngfa 两物中间容不下一

根头发，形容事物之间距离极小，也形容与灾
祸相距极近，情势极其危急。

E间架】 jianjia 圈本指房屋的结构形式，借指
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也泛指文章、方案等的
结构、布局。

E间距E j ianj1：』圈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足迹的
前后～可以知道动物四肢或躯体的长短。

E间量E jian• liang （～儿）〈方〉圈房间的面积＝
这间屋子～儿大小。

E间脑E jiann凸0 ~脑的一部分，在大脑两半球
的中间，由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灰质块和神经纤

维构成。
E间奏曲】 jianzouqu I望戏曲或歌剧中在两幕

（或场）之间演奏的小型器乐曲。
、，主 iian u 下向

J亢（漫）另见 1（；：树立~； ano
E浅浅l jianjian 〈书〉匮雪白形容流水声。

肩 jian O 圈肩膀：两～｜并～。（图见
汁才 11 59 页“人的身体”）＠担负＝息～｜身～

大任。

U臼膀E jianbang c～儿）［司人的胳膊或动物前

肢和躯干相连的部分。～儿硬（能担负重大责
任）。

U言负l jianfu 画担负：我们～着建设社会主

义的伟大任务。
E肩肝E jianj油画。肩膀。＠医学上指肩膀

的后部O
U剖甲骨’】 j ianj i凸gu I组人体背部最 t部外侧的

骨头，左右各一，赂呈三角形。肩H甲骨和肢骨
构成肩关节。也叫E甲骨。（图见 468 页“人的

'i'r骨告”）
U自摩毅i击l jiiinm6-gujl 肩膀和肩膀相接触，

车轮和车轮相碰撞，形容行人车辆非常拥挤。
也说摩肩击毅。

Uf'J摩踵接l j iiinm6-zh凸ngji岳见 919 页【摩肩

接踵llo
E肩头】 jiiint6u 圈＠肩膀上：～的担子不轻。

＠〈方〉肩膀：两个～不一般高。
E肩窝】 jiiinwo C ～儿）［名i 肩膀上凹下去的部

分。
E肩章】 jiiinzhiing ~军人或某些部门的工作
人员佩戴在制服的两肩上用来表示行业、级别

等的标志。

艰山 j ion 困难2 ～苦｜～深｜举步维～。
民（莫如

E艰巨l jianju ~国困难而繁重z ～的任务｜这个

工程非常～O

Z艰苦】 j ion k凸嗣艰难困苦：～奋斗｜环境～｜

～的岁月｜～的工作。
E艰苦卓绝E j iiink心－zhu6jue 形容斗争十分艰
苦，超出寻常：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的

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艰难E jiiinnan 回困难：行动～｜生活～！不畏
～险阻。

E艰涩E jiiinse 圃（文辞）晦涩，不流畅，不易理

解。
[x良深E jiiinsh岳n lllil （道理、文辞）深奥难懂＝文
字～｜～的哲理。

u良危E jianw岳l 圈艰难危险（多指国家、民

族）：处境～｜形势日益～。
E艰险E jianxian I回 I阳佳和危险z 不避～｜路途

~ 。

E艰辛l jianxln r回艰苦：历尽～，方有今日。

Ilk 平 I阳＠从旁察看；监视2 ～考｜～
皿．（堕）察。＠牢狱z 收～｜探～。

另见 642 页 l ian 。



E监视tll j iance 圃l 监视检测：～卫星｜环境～l
空气污染～o

E监察E jiancha ［到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机关
工作人员的工作并检举违法失职的机关或工
作人员。

[j监场E j ion;; chang I到监视考场，使成考的人
遵守考试纪律，也指在比赛、演出等现场进行

监督。
E监督l jiandu O 闯l 察看并督促．～执行｜接
受～。＠［割做监督I：作的人：舞台～o

E监Il jiangong O c 11 JI司在厂矿、王地等
做工现场监督工作。＠圈做监工工作的人。

E监管E jianguan 圆l 监视管理；监督管理＝～
犯人｜加强金融～工作。

E监规E jiangul 啕监狱中要求犯人遵守的各
项规定：违反～。

E监护E jianhu I司＠法律上指对无行为能力
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
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护。＠仔细观察并护
理：～病人l新生儿～。

E监护人】 jianhuren 函］法律上指对无行为能
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
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保护责任的人。

E监禁E jianjin I疆把人押起来，限制其自由。
E监考E jiank凸0 0 (-,i」）闯｜监视考试，使应考

的人遵守考试纪律。＠圈做监考工作的人。
E监控E jiankong 画＠监测和控制（机器、仪
表的工作状态或某些事物的变化等）。＠监
督控制；监视并控制：实行物价～｜置于警方～
之下。

E监牢】 jianlao ~监狱。
E监理】 jianli O I司对I程项目等进行监督管
理z 完善～制度。＠［名］做！监f电工作的人：担
任公路建设项目的～。

E监票E jianpiao 倒在投票选举巾，由专人对

投票、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E监审E jiansh岳n D疆监测审核；监督审查：成本
～ i对粮食价格进行～。

E监事E jianshi ！写监事会的成员。
E监事会］ jianshihui l苞某些公司、学校、闭体

等的监督机构。

E监视l jianshi ［动i 从旁严密注视、观察3 跟踪

～｜嗦望哨远远～着敌人。
［＇在誓l jianshi ［现在现场监察宣誓仪式（一般

由上级官员执行）。

E监守E jianshot」［到监督看管z ～自盗｜选举时
票箱由专人～。

E监守自盗E j ianshou-z idao 看管人盗窃自己
所看管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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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监听】 jiantlng 阉利用无线电等设备对别人

的谈话或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进行监测收听。
E监外执行E jian wai zhixing 指法院对具有

某种法定原因（如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或正在
哺乳自己的婴儿）的犯人暂不羁押，而交付一
定机关监管。

E监押E jianva 圈。监禁；关押：～罪犯。＠

押解：法警～犯罪嫌疑人去受审。
E监狱E jionyu 圈监禁犯人、执行刑罚的处所。

E监制】 jianzhi 0 画监督制造（商品）。＠［刻

监督摄制（影视片）。 81名］指担任监督影视片

摄制王作的人。

兼 jian O 两倍的：～程 l斗。＠画同时
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管 i～营｜～而有

之 l～收并蓄｜品学～优｜他是副厂长～总工程
师。 8 (Jion）圈姓。

E兼备E jianbei ~动］同时具备几个方面：德才

～｜文武～｜形神～。
E兼并】 jianbing r司把别的国家的领土并入自

己的国家或把别人的产业并为己有。
E兼差E j ianchai O ( -11一）画兼职①。＠［盏

兼职②O

E兼程l jiancheng 圈－天走两天的路；以加倍

的速度赶路：～前进！日夜～。
E兼顾E jiangu 画同时照顾几个方面z 统筹～｜

公私～。

E兼毫l jianhao 圈用羊毫和狼毫在一起制造
的毛笔（羊毫较软，狼毫较硬，兼毫适中）。

E兼课E jian;;ke I司在本职以外兼任教课工作。

E兼任l jianren ［到同时担任几个职务：～教

员｜总务主任～学校工会主席。 二三三

E兼容l jianr6ng 南同时容纳几个方面：～并王三
包｜善恶不能～。

E兼容并包E jionr6ng bingbao 把各个方面或

各种事物都容纳进去。

E在容并蓄E jianr6ng-bingxu 兼收并蓄。

E兼施】 jionshl 画 rrrJ时使用几种方法、子段；并

用：恩威～｜软硬～。

E兼收并蓄J j ianshou-bingxu 把内容不同、性

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也说兼容并蓄。
E兼桃E jiantiao ＜书〉［司宗法制度下→个男子
兼做两房或两家的继承人。

E兼听则明E jiantingz自『ning 昕取双方或多方

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

E兼之E jianzhi ＜书〉精力H以②z 人手不多，～

期限迫近，紧张情形可以想见。
【族职】 jionzhi 0 < 11 l 晴在本职之外兼任

其他职务＝～教师｜他在学校兼过职。＠圈在
本在只之外兼任的职务 2 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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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ji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叫子细长而
尖，花绿色，结颖果，褐色。 8 CJian ）姓。

笼（篓、”楼、＠＠稍）立了~~
＠写信或题词用的纸z 信～｜便～。＠信札·
～札（书信）。

E笠注l jianzhu t吕古书的注释。

渐 ~ iian ＜扣。民～染。＠流入
（~斩）主～于海。
另见 642 页 I ion 。

E渐染E jian的n ＜书〉［到 l幸！接触久了 l而逐渐受

到影响。

键 jian 指键牛：老～
另见 1043 页 q i6no 

E键牛E jianniu l名］阉割过的公牛。键牛比较
且Iii顺，容易驾驭，易于肥育。

浦 jian ＜书〉比～洗｜～雪。

E涌洗E jianxT ＜书〉自动iJO 洗灌。＠除去（耻

辱、污点等）：～前罪。

E洁自雪E jianxu岳 〈书〉圈洗雪z ～冤屈。

.hd号 , " jian O 封闭：～口｜～默。 ＠［甜
可巩（碱）古指为信封封口（常用在信封上寄
信人姓名后）＝王～｜上海刘～。

E缄口E jiank创〈书〉睛！闭着嘴（不说话） :~ 
不语。

E缄默l jianmo 圈闭口不说话：保持～｜～无

一』言。

喊 jian ＜书〉嗣

三三三三 E碱劝E jianl岳 CH＞画像玉的美石。

三嫌 jian ~cm町＝～菜

菜阳古书t指尚未啸的芦苇类的植
物。

古ft jian O 画烹调方法，锅里放少量油，加
）~、，热后，把食物放进去使表面变黄z ～鱼｜～
豆腐。＠［到把东西放在水里煮，使所含的成

分进入水中：～茶｜～药。＠画煎中药的次
数2 头～｜二～｜这病吃－～药就好。

E煎熬】 jian ’ 60 ［量比喻折磨．受尽～。
00饼E jian· bing 圈用高粱、小麦、小米或豆

类等浸水磨成糊状，在整子上摊匀烙熟的薄
饼。

E煎剂E jianji l名］汤剂。

缭… iian ＜书〉由多根丝线并在也
（嫌）町的丝织品。

E辈革吊J jianb6 圈古代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
品。古人在纸发明以前常在缭吊上书写文字。

品I民 jian 圈鱼，身体纺锤形，侧扁，两
「主（耀）侧有数条浓青色纵线，头大，吻尖。
生活在热带、可E热带海洋中。

E僻乌】 jiann1凸0 [BJ 鸟，外形像鸭，嘴且在烦，尖端

渐细并稍向F弯，尾较长而呈模形，种类很多，
多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岛屿上，吃鱼类等。

兼号 iian 酬，古代传说中的比翼鸟
（蹒）

E藕蝶E jiandie ＜书〉［翻比喻恩爱的夫妻z ～情

i束。

锋… Jian 酬。
（鳝）

熠 i ion ＜书〉＠火熄灭＠军队酬。

睫 jian ＜书〉马上盛弓箭的器具。

畴~ jian 见州附
（畴）

牟址 ι、， jian r翻鱼，体侧扁，长卵圆形，」
那（嫌）岳阳且都在身体的左侧，也有在右
侧的，上方的眼睛靠近头顶，有限的一侧黄褐
色，无眼的→侧白色。生活在海洋中。

橄 jian ＜方〉们木模子z 梓头松了，加个
～。＠国］钉模子。

莫喜 jian 0 <-15＞同明）”。＠用于人名，
姬黯，周董忠王。

v 
jian c 时 l弓）

国 j iiin ＜方〉圈＠儿子。＠儿女。
另见 935 页 nan“因”。

拣1 （楝）！哇 l ；~~.；＝－~：：re
拣2 （楝） jian 同‘捡”。

E拣:iilil j i凸nxuiin I剥选择：～上等药材。

E拣择E i iiinze 国挑选；选择z ～吉日。

视1 （槐） j iiin 同“笼’

视2 （棍） j i凸n （方〉指肥皂．番～（洗衣

服用的肥皂）｜香～（香皂）。

jiiin !El 某些昆

虫（荫、理、啸山的幼虫在变成
蜗之前吐丝做成的壳，通常是臼色或黄色的。
蚕茧是缭丝的原料。

j i n 茧子＇ 0 

县、（荫） J 

E茧绸】 jiiinch6L』画作丝绸的旧称。



E茧子I jian·zi ＜方〉圈蚕茧。
E茧子】2 jian·zi 圈子掌、脚掌等部位因摩擦而
生成的硬皮。也作蹄子。也说老茧。

柬 jian 信件、名片、帖子等的统称：才LI ～
帖｜请～。

£δ． rA ji凸n 0 俭省＝勤～｜节～｜省吃～
T笠（馀）用 l～以养廉。 8 CJia咱姓。
E俭朴E jianpu 圈俭省朴素：服装～｜生活～。
E俭省E j I凸nsheng 圈爱情物｝J g不浪费财物：
爷爷过日子很～。

［｛£！约2 j i凸nyu岳〈书〉阴俭省。
毛A , , jian 圈拾取·～柴｜～了芝麻，丢
才笠（拨）忖瓜（比喻因小失大）。
[i金漏JL] jl凸n;;Iδur ＜方〉［盈＠寻找别人说话、

做事的漏洞加以利用dJR把柄o ＠捡别人遗
漏的有价值的东西（多指古旧文物） ：到古玩市

场去～o
E捡破烂JLl i ion polanr 拾取别人扔掉的废品。
E捡拾l j i凸nshi 画拾取：在海滩上～贝壳。
E捡洋落JL] ji凸n yanglaor ＜方〉原指捡拾外国
人丢弃的物品，后泛指得到意外的财物或好处。

在企－ b』 l的n ＜书〉弓l水的长竹管，安在房
见品（宽）檐F或田间。
~ . • ii徊。查：～验｜～阅｜体～｜～

1S豆（樵）白。＠约束；检点：行为不～ 1
言语失～。 81日同“捡”。 0 (j的时圈姓。

E检波l i ianbo li\lll 从高频电波中分离出经过i周
幅的信号，叫作检波。

E检测l j iance li\lll 检验测定：质量～。
E检查】 j i凸nch6 0 画为了发现问题而用心查
看＝～身体｜～工作。 81到翻检查考（书籍、文

件等）。＠｛到检讨①：～自己的错误。＠圈
检讨②：写了一份～o

E检察E j I凸nch6 匾。检举核查；考察。＠特
指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依法定程序进
行的法律监督活动。

E检察官】 ji凸nch6guan 1-81 检察院中进行法律
监督工作、代表国家进行公诉以及对犯罪案件
进行侦查的人员的通称。

E检察院E 同时hayuan I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宣接受理的案
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的职责。在我国，人民检

察院也简称检察院。
E检场E j i凸nchang 0 面］旧时戏曲演出时，在
不闭幕的情况下，在舞台上布置或收拾道具。
＠圈做检场工作的人。

E检点l jiandian 圈。查看符合与否；查点z
～行李｜～人数。＠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语行

为） ：说话失于～｜糖尿病人对饮食要多加～。

茧柬俭捡宛检断减｜ jian I 635 I 

E检定E j i凸nding ［萄检查鉴定：药品～ i～计量

器具｜教师资格～考试。

E检核E j i凸nhe 画枪验审核g检查核对z ～出口

商品。
E检获E jianhuo ~直通过检查而获得（赃物、违
禁品等）：～一批赌具。

E检举l ji凸叫心［甜向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国家

机关和组织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E检控E j i凸nkong 匾。检举控告：～交通违

章｜～不法商贩。＠检查并控制：公安局对在

逃犯罪嫌疑人部署～工作。
E检漏】 jian11 lou r司检修房顶漏雨或船舱、管

道等漏水、漏J由的地方o
E检录E j i凸n lu li\lll 比赛前给运动员点名并带领
入场：～员 l～处。

E检票】 j i凸n;;piao 画检验车船票、选票等。

E检视】 jianshi 圈检验查看：～现场。

E检束l jianshu 圈检点，约束z 行为有所～。

E检索l j的nsu凸画查检寻找（图书、资料等） : 
数据～｜资料按音序排列便于～。

E检讨】 j i凸nt凸0 0 ［动l 找出缺点和错误，并做自

我批评：～工作中的失误。＠圈指用口头或

书面形式所做的自我批评z 写一份～。＠日副
总结分析；研究z 原稿不在手边，一时无从～。

E检修l j的nxiu 圈检查并修理（机器、建筑物

等） ：～设备｜～工具｜～房屋。
E检验】 j i凸nyan 圈检查验看；检查验证z ～汽

车机件｜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E检疫E jianyi li\lll 为防止传染病在国内蔓延和
国际问传播而采取预防措施。如对传染病区
来的人或货物、船只等进行检查和消毒，或者三三三
采取隔离措施等。 主E

E检阅】 j i凸nvue 圈＠高级首长亲临军队或群

众队伍的面前，举行检验仪式·～仪仗队。＠

〈书〉翻检阅读：～书稿。

E检字法】 jianzi伯国字典或其他工具书里文
字排列次序的检查方法。检查汉字常用的有
部首检字法、音序检字法、笔画检字法、四角号
码检字法等。

所 jian 昕子
E册子l jian·zi 同“茧子2 ”。

减 … jian LZWJ O 从总体或某个数量
（喊）中去掉一部分削～l裁～｜～员｜

偷工～料1五～三是二。＠降低p衰退z ～价 l
～色｜工作热情有增无～ i人虽老了，干活儿还是

不～当年！
E减饼E j ion;; bang li\lll 0 减少重量z 节食～。

＠减仓。



l “| jian→」旦更

E减编】 jianbian 画面（部队、机关等）减少编制。
E减仓l ji凸n;;cang 圈指投资者抛出部分证券、

期货等，减轻仓位：逢高～，注意风险。
E减产l jian;;chan 画产量减少；减少生产：粮

食～｜采取～措施，降低库存。
Z减持E j i凸nchi i到投资者减少所持有的股票、

债券等z 股票连日下跌，股民纷纷～。
E减低l jiandl ［噩降低：～物价｜～速度。
E减法J jianfa lEl 数学中的一种运算方法。最
简单的是数的减法，即从一个数减去另一个数

的计算方法。

CV制巴E j i凸n;;fei 画采取节和j饮食、增加锻炼
等方法减轻肥胖的程度．你太胖，得减减肥了。

E减幅E j i凸nfu 圈减少的幅度。

E减负E j i凸ntu 画减轻过重的、不合理的负担：
治理乱收费，给农民～。

E减耗E j i凸nhao 国（在生产等方面）减少能源、

等的消耗：～增效｜节能～。
E减河E jianhe 圈为了减少河流的水量，在原
来河道之外另开的通入海洋、湖泊、洼地或别
的河流的河道。也叫引河。

U或缓E jianhuan 圈（程度）减轻；（速度）变慢：
老年入新陈代谢～。

E减价E 同时iia l直降低价钱z ～销售。
E减亏E j i凸nkul 画减少亏损（多用于企业）．～
增盈｜这家钢厂今年～三千万元。

E减慢E j I凸nman E边（速度）变慢：由于原材料

供应不上，建筑工程的进度～了。
E减免E jianmian 圈减轻或免除（捐税、费用、

刑罚等）：～灾区税收。
孟二二 E减扫~l jianpai E边j 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特
三三章 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
三三~ ［减轻E j i凸nqlng 画减少量最或程度：～负担｜

病势～o
E减弱E j ianrua I虱＠（气势、力量等）变弱 z 风
势~－ i兴趣～｜凝聚力～了。＠使变弱：暴雨～

了大火的威势。
E减色.l jianse 画画指事物的精彩程度降低：原

定的一些节目不能演出，使今天的晚会～不少。
E减少E jiansh凸o 画减去一部分z ～人员｜～麻

烦｜工作中的缺点～了。
E减省】 jiansh岳ng 圃缩减；节省 g ～编制｜～营

运成本。
E减速E jian；；回国降低速度：～行驶。
E减速带】 jiansudai 圈横贯在道路上使经过
的车辆喊低速度的交通设施，一般呈带状，在
路面上稍稍拱起，多用混凝土或橡胶、金属做
成。

E减损E j i凸nslin [51)] 减少；减弱 z 虽经磨难，而斗

志丝毫没有～O
E减缩】 j I凸nsu6 ~面缩减：～课时｜～开支。

E减碳E jiantan E到减少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

为主）的排放量z 节能～ l～经济。

E减退E j i凸ntui 圈（程度）下降；减弱：近年视力

有些～｜雨后，炎热～了许多。
【减刑】 j ion;; xing INiJ 法院根据犯人在服刑期

间改恶从善的程度，依法对犯人减轻原来判处

的刑罚。

[l戎压E jian;;ya I到降低或减轻压力：～阀 l给

学生～o
E减员】 j I凸n;;yu6n l到＠由于伤病、死亡等原

因而人员减少（多指部队）。＠裁减人员。
E减火l j的nzai l画采取措施，减少自然灾害造

成的损失·科技～l～贵在预防。
E减震E jianzhen 圈减弱震动，降低震动带来

的影响：～器｜垫上泡沫塑料可以～防压。

剪 jian O 剪刀＠形状像剪刀的器具2
夹～ l火～。＠圈用剪刀等使东西断开z

～裁｜～纸｜～指甲｜～几尺布做衣服。。除去z

～除｜～灭｜～草除根。 8 CJ的时 i萄姓。
E剪报】 j i凸nbao O c-11一）圃把报纸上有参考

价值的文章等剪下来。＠［望从报纸上剪下

来的文章等：她积累的～有两万多张。
E剪裁E jianc6i 圈。缝制衣服时把衣料按照
一定尺寸剪断裁开。＠比喻做文章时对材料
的取舍安排2 把情节复杂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

需要很好地加以～的。
E剪彩E jian川副画在新造车船出厂、道路桥
梁首次通车、大建筑物落成或展览会等开幕时
举行的仪式上剪断彩带。

E剪除】 j的nchu i量铲除；消灭：～奸究。

E剪刀】 j i凸ndao 圈使布、纸、绳等东西断开的
铁甘苦l器具，两刃交错，可以开合。

E剪刀差】 j i凸ndaocha 圈两类商品价格的动
态对比关系在统计图上表现为逐渐呈剪刀张

开的形状，因此称为剪刀差。多指不合理的工
农业产品比价关系。

E剪辑】 jianji o ~影视片的一道制作工序，按
照剧本结构和创作构思的要求，把拍摄好的许
多镜头和声带，经过选择、剪裁、整理，编排成

结构完整的影视片。＠画经过选择、剪裁，重
新编排：～照片。＠画指这样编排的作品z
新闻图片～｜话剧录音～。

E剪接】 j i凸nji岳圈剪辑①。

E剪径E j i凸njing 圈拦路抢劫（多见于早期白

话）。

E剪灭l jianmi自圆剪除；消灭 z ～群雄。

E剪票l ji凸n;;piao l萄交通部门在旅客乘车、船



前查票时，用钳状器具在车票的边缘剪出缺

口，表示经过查验。
E剪贴E jianti岳［动。把资料从书报上剪下来，
贴在卡片或本子上。＠一种子工工艺，用彩
色纸等剪成人或东西的形象，贴在纸或别的东

西上。
E剪影】 jianylng 0 ［甜照人脸或人体、物体的
轮廓剪纸成形。＠［药指剪影作品：人物～。
＠圈比喻对于事物轮廓的描写：京华～o

E剪纸】 j i凸门zhl 0 画民间工艺，用纸剪成人

物、花草、鸟兽等的形象。＠匮｜指剪纸作品。
E剪纸片JL] ji凸nzhlpianr ＜口〉［重剪纸片。

E剪纸片］ j的nzhlpian 圈美术片的一种，把人、
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剪成许多剪纸，再用摄

影机拍摄而成。
E剪子】 jian·zi [BJ 剪刀。

捅 jian ＜书〉剪断分割。
口户、1 ii n 〈书〉眼险；H~皮。
陋（盼）’
口户、2 j i n 唐代南诏地区的行政单

脏峨山，大致与州相当。
E险腺炎】 j i凸nxiany6n ［萄眼病，由筒萄球菌侵
人眼险的皮脂腺号｜起。症状是眼险疼痛，眼险

的边缘靠近睫毛处出现

粒状的小疙瘩，局部红肿。
通称针眼。旧称麦粒肿。

负 j i · n 古代兵用（锢）器，金属制成，
长条形，四棱，无刃．有柄。

另见 643 页 Jian 。

主占寸 i i凸n 〈方＞ 1'81 
何用（楠）示nl[上打的
裙子。

睐 j iiin ＜书〉明亮（多
用于人名）。

々在1 ~·. l的n 0 简
｜｜日（筒）半（跟哇”

I 
铜

相对）：～便｜～体｜～图｜～评｜言～意贼｜删繁

就～。＠使简单；简化2 精～｜精兵～政。＠
(Ji凸n) !Bl 姓。

危在2 ，ι j i凸n 0 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

i日 （筒）在木片z ～札｜～册｜竹～｜木～。
＠信件·书～｜小～。
在在3 ~ ji凸n ＜书〉选择（人才） ：～拔｜
fl日（筒）二选。
E简板］ ji凸nbiin 型打击乐器，用两片一尺多长

的木板或竹板制成。用作戏曲或道情的伴奏。
E简报】 j i凸nbao 圈内容比较简略的报逅：新

剪捕险制榈睐简｜ jian I 637 I 

阎～｜工作～。

E简本】 j i凸nb昌n 圈内容、文字较为简单的或较

原著简略的版本。
E简编】 jiiinbian 圈内容比较简略的著作，也

指同一著作的内容比较简略的本子（多用于书

名） ：《中国通史～》。
E简便】 jiiinbian ~冒简单方便2 ～算法 l使用方

法～｜做事要周到，不要光图～。

E简吊】 j i凸nb6 I到竹简和缭扇，是古代常用的
两种书写材料。

E简称】 j i凸ncheng 0 圈较复杂的名称的简化

形式，如“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奥运会（奥林

匹克运动会）”。 Ol到简单地称呼：化学肥料
～化肥。

E简单】 j i凸ndan ff圈。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

理解、使用或处理：情节～｜～扼要｜这种机器

比较～｜他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话。＠（经历、能
力等）平凡（多用于否定式）：李队长主意多，有

魄力，可真不～。＠草率；不细致z ～从事。
E简单机械】 j i凸ndan jlxie 杠杆、轮轴、滑轮、斜

面、螺旋和劈的统称，是复杂机械的基础。
E简单劳动】 j i凸ndan 16odong 不需要经过专

门训练，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跟“复杂
劳动”相对）。

E简单商品生产川的ndan shangpln sh岳，igchiin
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为

交换或出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产品
生产。也叫小商品生产。

E简单再生产］ j泊ndan zaishengchan 按原有

生产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参看 1629 页I再生

J""')io ~ 
E简牍E j i凸ndu r望。古代书写用的竹片和木主主

片．～文字。＠〈书〉指书信、文书。

E简短］ j iiinduiin I到内容简单，言辞不长z 话

说得很～｜壁报的文章要～生动。

E简古］ ji凸ngu ＜书〉晴简略古奥，不好懂：文

笔～o

E简化，］ ji凸nhua 圈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z ～

手续！力求～。
E简化汉字】 j i凸nhua Hanzl O 简化汉字的笔

画，如把“槽”简化为‘礼”，‘勤”简化为“动”。同

时精简汉字的数目，在异体字里选定一个，不

用其余的，如在“勤、憨”里选用“勤气不用“慰”，
在“劫、纫、切、去。”里选用“劫”，不用“剑、切、
划”。＠经过简化并由国家正式公布使用的
汉字，如“礼、动”等。

E简化字］ jiiinhuazi 圈简化汉字②。

E简洁】 j i凸njie 圈（说话、行文等）简明扼要，没

有多余的内容：文笔～｜话语～。



I 638 I jian - jian I 简荫截碱蔚塞睿赞。雷淀见

E简捷E j I凸njie u圈。直截了当。也作简截。

＠简便快捷z 算法～。
E简截E ji凸njie 同“简捷”①。

E简介l ji凸叫 ie o [lJ!j] 简要地介绍：前言中～了
作者生平和艺术成就。＠圈简要介绍的文
字：中国民航事业～。

E简况E jiankuang l组简要的情况；概况z 介绍

候选人～。

E简括E jiankuo 11121 简单而概括：～的总结｜把

意见～地谈一下。
E简历E ji凸nli 圈简要的履历。

E简练］（简炼） j I凸nl ion 11121 C措辞）简要；精练：

文字～！用词～o
E简陋】 j I凸nlou 圃（房屋、设备等）简单粗陋；不

完备z 设备～｜～的工棚。
E简略l ji凸nlue 圈（言语、文章的内容等）简单；

不详细z ～地说明｜叙述过于～，不能说明问

题｜房间只～地装修了一下。
E简慢l jianman 画怠慢失礼z 今天～你啦 l～

得很，请多多原谅。
E简明E jianmlng 圃简单明白：～扼要｜他的
谈话～有力。

E简朴E jianp心拥（语言、文笔、生活作风等）简

单朴素2 陈设～l衣着～。
[ft向谱E jianpu 圈用阿拉伯数字 1 、 2 、 3 、 4 、 5 、

6 、7 及附加符号做音符的乐谱。
E简省l jt凸nsh岳ng [lJ!j] 把繁杂的、多余的去掉；

节省：～手续｜～费用。
E简缩E j I凸nsuo 圈缩减＝各种报表的数量应该
尽量～。

三三三 E简体E jiantr 哩。笔画经简化后变得比较简
三三E 单的汉字形体：～字。＠指简体字z “事”的～

是“车”

E简体字E j i凸ntlzi 啤用简体写法写出的汉字，

如“刘（娶U）、灭（诫）”等。
E简写E j i凸nxi岳＠圃用汉字的简体写法书写。
＠圈指汉字的简体写法，如“刘”是“翻”的简

写，“灭”是“诚”的简写。

E简讯E jianxun ［~l 简短的消息：时事～｜科技

~ 。

E简要】 jianyao G黝简单扼要z 叙述～ 1～的介

绍。
E简易】 jianyi 圈＠简单而容易的：～办法。

＠设施简陋的2 ～公路｜～楼房。
E简约】 jionyu画圈。简略：文字～｜构图～。

＠节俭z 生活～。
E简则E j ianze I望简要的规则。
E简章E j i凸nzhang 圈简要的章程：招生～。
E简政放权l ji凸nzheng-fangquan 精简机构或

减少行政审批手续，把权力交给下属部门：～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
E简直】 j的nzhl ［国表示完全如此（语气带夸

张），屋子里热得～待不住了｜街上的汽车一辆

跟着一辆，～没个完。
E简装】 jianzhuang 庄园属性词。（商品）包装简

单的（区别于“精装”） ： ～奶粉。

、企fr • ji凸『l ＜书〉浅薄
回gc谤、：潇）
E诩陋l jt凸nlou ＜书〉圈浅陋：学识～。

截 jian ＜书〉＠剪除；消灭。町

碱 jian O 圈化合
（喊、长麟、献）场的一类，电离时

所生成的负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离子。能跟酸
中和生成盐和水，水溶液有涩昧，可使石草草试

纸变蓝。如氢氧化锅、氢氧化仰等。 8 ['8］含

有 10 个分子结晶水的碳酸锅，无色晶体，用作

洗涤剂，也用来中和发面中的酸味。＠［噩被
盐碱侵蚀2 这间房子的墙都～了。

E碱荒】 jianhuang 圈因盐碱化而形成的荒地。

E碱土J jiant心［重含可溶性碱类（主要是锅盐）

过多，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土壤。

剪 jian O 旧同“剪”①一④。 8 (J峭的画
习习姓。

塞 jian O ＜书〉版。＠〈书〉不顺利：命运
多～。＠〈书〉指驴，也指驾马。 0 CJ 陆的

IEl 姓。

春 J阳〈书〉＠口吃；言辞不顺畅＠正
直。

赞！｜ iian 〈书〉同明”①一④。
JC剧）
蔷 jian ＜书〉＠下垂的鬓发：盛～。＠剪

须发。

瀑 jian ＜方〉时叫唰嗨体）

飞

jian c 叫 l弓）

盯1 1 一 iian O ［；功］看到；看见：罕～｜
＿！）~ （克） ·,R～为实｜喜闻乐～｜视而不～。
＠圈接触；遇到：这种药怕～光｜冰～热就化。

＠圈看得出；显现出：～效｜病已～好转｜日久

～人心。＠画指明出处或需要参看的地方：

～上｜～右图｜～本书附录｜～《史记·项羽本
纪》。＠画会见；会面＝接～｜他要来～你。＠

对于事物的看法；意见．主～｜成～｜～解！固执

己～。＠用作“看、听”等动词的补语，意思、跟



“到”相同 z 看～｜梦～｜听得～。 O<Jian)f：苞

姓。
盯1 2 _ iian ＜书〉糊I] 0 用在动词前面

＿！）~ （克）志被动： ~t:于当时｜～笑于
人。＠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对我怎么样：～告｜

～示｜～教｜～谅。
另见 1423 页 xi an 。

E见报E jian;;bao C剥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这篇
文章明天就可以～。

E见背J jianbei ＜书〉圈婉辞，指长辈去世。

E见不得l jian·bu·de 圈。不能遇见（遇见就
有问题）：雪～太阳。＠不能让人看见或知
道．不做～人的事。＠〈方〉看不惯；不愿看

见z 我～懒汉。
E见长l jionchang r司在某方面显示出特长：

先生工于书法，尤以草书～。
另见 640 页 j ianzh凸ng 。

E见称】 jianch岳ng C割受到称赞（前面多用“以、

因”寻｜出受到称赞的原因）：以勤奋～｜其祖父

因乐善好施～于乡里。
E见得】 jiande 圈看出来；能确定（只用于否定
式或疑问句）：怎么～他来不了？参看 108 页

I不见得］。
E见底E jian;;dl 圈。能够看到底部z 河水清
澈～。＠指价格或经济走势等跌至最低2 股
市～反弹｜这种车型的价格已经～。

E见地E jiandi IBJ 见解z 很有～｜～很高。
E见顶E jian;;ding 画指价格或经济走势等涨

至最高2 股市～回落。
E见方J jiantang ＜口〉南］＠用在表长度的数
量词后，表示以该长度为一条边构成的图形成
正方形z 这间屋子有一丈～。＠用在表习亏面
积的数量词后，表示面积成正方形＝挖了个一
亩～的水池。

E见风是雨】 jiant岳ng-shiy心比喻只看到一点儿

迹象，就轻率地信以为真并做出某种反应。
E见风转舵E jiant岳ng-zhu凸nduo 看风使舵。
E见缝插针】 j ianfeng-chazhen 比喻尽量利用
」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时间或机会。

E见怪E jianguai l到责备；责怪（多指对臼己） : 
事情没给您办好，请不要～。

E见光死l jian guang sl 比喻某些见不得人的

或虚假的事↑青一曰曝光
告终2 假古董遇到行家肯定～｜这段网上恋情
已经～。

E见鬼E jian;;gul 型！＠比喻离奇占怪：真是～

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指死亡或毁灭 z

让这些害人虫～去吧！

E见好E jianh凸o 画有所好转g出现好的情况＝

见

病情～！行情～｜～就收。

jian 639 

E见机E jianjl I到看机会；看形势：～行事。

E见教E jianjiao ＜书〉［到客套话，指教（我） ：有

何～？
【见解】 j ianj i岳圈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正

确｜他对中医理论有独到的～。

E见老E jianl凸o r到（相貌）显出比过去老：他这

两年真～了。
E见丰Ll jian;;li 圈见面行礼：连忙上前～。

E见利忘义l j ianli-wangyi 见有利可图就不顾
违背道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为耻。

E见谅l jianliang ＜书〉圈客套话，表示请人谅
解（多用于书信）：敬希～o

E见猎心喜E jionlie-xlnxl 原指爱打猎的人见别

人打猪，自己也很兴奋，比喻看见别人演的技
艺或做的游戏正是自己以往所喜好的，不由得
心动，想来试一试。

E见面】 jian;;mian 圈彼此对面相见z 跟这位

老战友多年没～了。思想～。
E见面礼E jianmianli 圈。初次见面时赠送的

礼物（多指年长对年幼的）。＠见面时的礼节z
握手、鞠躬是最平常的～。

E见钱眼开】 jianqian-yankai 〈口〉见到钱财，

眼睛就睁得大大的。形容人非常贪财。
E见轻】 jionqlng E副（病势）恩出好转。
E见仁见智】 j ion ren-j ionzh i 《易经·系辞上以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指对于
同一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

E见识E jian咄ii 0 I司接触、事物，扩大见闻 z 到

各处走走，～～也是好的。＠圈见闻；知识2

长～｜～广。＝＝三
E见世丽E jion shimion 在外经历各种事情，熟雪E
悉各种情况：经风雨，～。

E见所未见E jiansu凸w岳ijian 看到从来没有看

jlj过的，形容事物卡分稀罕。

E见天】 jiantian ＜～儿）〈口〉画每天：他～早上
出去散步。

E见外】 j ianwai ll!2l 当外人看待．你对我这样

客气，倒有点儿～了｜请随便些，不要～。
E见危授命E jianw岳i-shouming 在危亡关头勇

于献出生命。
E见微知著E jianw岳i-zhlzhu 见到一点儿苗头就

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

E见闻E jianwen I望见到和听到的事：～广｜增

长～。

E见习E jianxi 圃初到工作岗位的人在现场实

习：～技术员！在工厂～三个月。
E见贤思齐E jianxian-sTqi 见到贤能的人就想

向他看齐（语出《论语. fj'!＿｛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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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见笑］ jianxiao 画＠被人笑话（多用作谦

辞）：写得不好，～，～。＠笑话（我）：这是我

刚学会的一点儿粗活儿，您可别～。

E见效】 jianxiao r司发生效力：～快｜这药吃下

去就～。
E见新】 jianρxln （方〉［重！修理装饰旧房屋、器

物，使像新的 2 把门面油漆一下，见见新。

E见阎王】 jian Y6n·wang ＜口〉指死亡（含戏

i虐意）：他醉酒驾车导致车祸，差点儿见了阎王。
E见义勇为E j ianvi-yongwei 看到正义的事情

奋勇地去做。
【见异思迁］ jianyi-slqiiin 看见不同的事物就

改变主意，指意志不坚定，喜爱不专一。
E见于E i ianyu I到指明文字出处或可以参看的

地方：“背私为公”～《韩非子·五蠢》。
E见责E jianze ＜书） l到受到责备。

E见长E jianzh凸ng 圈看着比原来高或大：一

场春雨后，麦苗～了 1孩子的个头儿～。
另见 639 页 l ianch6ng 。

E见招拆招E j ianzhiio-chiiizhiio 见到什么招数
就破解什么招数，泛指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

么问题。

E见证E jianzheng O 画当场目睹可以做证2

～人。＠圈指见证人或可做证据的物品．他
亲眼看见的，可以做～0历史是最好的～。

E见罪】 jianzui ＜书〉圈见怪；怪罪（多指对自

己） ：招待不周，请勿～。

件 jian o 量用于个体事物：一～事｜三～
公文｜两～衣裳。＠（～儿）指可以→一计

算的事物：铸～｜工～｜零～儿｜案～。＠文件：

来～｜急～ l 密～。。 c J ion＞圈姓。
、、汀 ~ jian O 空隙：乘～。＠
｜叫（闹、祷阔）在隙：隔阂z 亲密无～。＠
隔开5不连接：～隔｜黑白相～。。挑拨使人

不和；离问：反～。＠［到拔去或锄去（多余的
茵）：～萝卡苗。

另见 632 页 j iii门。“阂”另见 1419 页

川。n“闲”。

E间壁1 jianbi ~ 0 隔壁。＠〈方〉把房间隔

开的简易墙壁。
E问道E jiandao ＜书〉圈偏僻的或抄近儿的小
路。

E间谍E jiandie I重潜入敌方或外国，从事刺探
军事情报、国家机密或进行颠覆活动的人。

E间断］ jianduan 圈（连续的事情）中间隔断，

不连接：试验不能～｜他每天都去锻炼身体，从
没有～过。

E间伐E jianf6 ~为加速林木生长或为防止病
虫害等，有选择地砍伐部分树木。

E间隔E jiange o ［苞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上的
距离：菜苗的～很匀整。＠巨型隔开；隔绝z 两
个疗程之间要～一周｜彼此音讯～。

E间隔号】 jiangehao 圈标点符号（仆，表示外

国人或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人名内各部分的分
界，也用来表示书名与篇（章、卷）名或朝代与

人名之间的分界。

E间或E jianhuo ［画偶尔；有时候z 大家聚精会

神地听着，～有人笑一两声。
E间接E j ianj i岳圃属性词。通过中间事物发生
关系的（跟“直接”相对）：～传染 l～选举｜～经
验。

E问f主主垂导~1 jianjie jlngyon 
经验中取得的经验。

从书本或别人的

E问接税E jianji岳shui 画从出售商品（主要是

日用品）或服务性行业中征收的税，如增值税。
这种税不由纳税人负担，间接由消费者等负
担，所以叫间接税。

E间接推理】 jianjie tulll 由两个以上的前提推
出结论的推理。参看 1121 页【三段论］ o

E间接选举J jianji岳 xuanju 由选民选出代表，

再由代表选举上→级代表的选举。
E间苗E jian11mi60 画为了使作物的每棵植株
有 4定的营养面积，按照一定的株距留下幼
苗，把多余的苗去掉。

【间日】 j ianri ＜书〉圆间隔一天：两地～有一
班飞机通航。

E间色E jianse ［翻两种原色配合成的颜色，如
红和黄配合成的橙色，黄和青配合成的绿色。

[fa］隙E jianxi 晴空隙z 利用玉米地的～套种
绿豆｜利用工作～学习。

E间歇E jianxi岳画动作、变化等每隔一定时间
停止～会JL ：心脏病患者常常有～脉搏。

E间杂E jianz6 圈错杂2 红白～。
E间作E jianzuo 圈在同一生长期内，同一块耕

地上间隔地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如玉

米和绿豆间作，就是在两行玉米之间种一行或
两行绿豆。

见下。该（蔬） jian 

[i~i主J jianjian ＜书〉圈。能言善辩：～之辞。
＠浅薄：～俗子。

钱1 （饶） jian 钱行z ～别。

钱2 （镣） jian 浸渍（果品） ：蜜～。

E钱别】 j ianbie mt)] 钱行z ～宴会。
E钱行E jianxing [Z动］设酒食送行z 为代表团～。

建1 jian O ~凯和扩～i～了一座
大楼。＠画设立；成立z ～国 l ～都！～



军。＠提出，首倡 z ～议。。 CJ ion）强l 姓。
建2 Jian O 建江，帆，就是｜帆，在福建。

＠指福建z ～兰｜～漆。

E建安】 Jian' an 圈汉献帝（文lj协）年号（公元
196 220 ）。

E建自】 jianbai ＜书〉｛到提出（建议）；陈述（主

张）。
E建材】 jiancai 面建筑材料．～工业。

E建仓】 jian;;cang 画指投资者买入证券、期货
等。

E建党】 jian;; d凸ng E司建立政党，特指建立中
国共产党．～伟业。

E建档】 jian;;dang 画建立档案：造册～。
[1妻都l jian;;du 圈建立首都；把首都设在某

士也。
E建构E jiangou l动l 构建；建立（多用于抽象事
物）．～良好的人际关系｜～夏商周古史系统。

E建国E jian;;gu6 画＠建立国家z ～功臣。＠
建设国家z 勤俭～。

E建交】 jian;;jiao rnID 建立外交关系。
E建兰】 jianlan l富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丛生，
条状披针形，夏秋季开花，淡黄绿色，有紫色条
纹，气味清香，供观赏。

E建立E j ianli 画＠开始成立：～政权｜～新的
工业基地。＠开始产生g开始形成·～友谊｜
～邦交。

E建模E jianm6 阉为了研究某种现实或事物
而建立相应的模型。

E建设E jianshe 画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2
经济～｜～家园｜～现代化强国。组织～｜思

想～。
E建设性E jianshexing 圈积极促进事物发展
的性质．～意见｜这次会谈是富有～的。

E建树l jianshu O r司建立（功绩）：～了不朽
的功勋。＠［租建立的功绩：在事业上颇有～。

E建文l Jianwen 南明惠帝（朱允仪［w自门］）年
号（公元 1399 1402 ）。

E建言】 jiany6n ［司提出建议；陈述主张或意
见：～献策｜大胆～。

E建议l jianyi O 明向人提出自己的主张z 我
～休会一夭。＠［组向人提出的主张：提出合
理化～。

E建元】 jianyuan ＜书〉［量开国后第 4次建立
年号，也指建国。

E建造E jianzao ［.型建筑；修建z ～房屋。
E建j\j!J] jianzhi ［苞机关、军队的组织编制和行

政区划等制度的总称。
E建置l jianzhi O 型建立；设置：～教学网站。

＠圈设施·～完备。＠圈设置的机构·撤

建荐贱华剑｜ i ion ｜创1 I 

销～。
E建筑】 jianzhu O 画］修建（房屋、道路、桥梁

等）：～桥梁｜～铁路 l这座礼堂～得非常坚固。

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在别人的痛苦上。 8~

建筑物：古老的～｜园林～0上层～。

E建筑物E jianzhuwu 圈人工建造的供人们进
衍生产、生活等活动的房屋或场所，如住宅、厂

房、车站等。
E建筑学E jianzhuxue ~研究建筑艺术的学

手斗，包括建筑材料、结构、施工、设计等。

主岳1 」~ jian O 推举；介绍 2 举～｜推

存（蘑）～0 8 （书〉献琪。
主缸2 川伞 iian ＜书〉＠草。＠草垫子3

4子（鹿）卡。
E荐骨】 jiangu 画指动物的慨（ di) 骨。

E荐举E jianj心国介绍；推荐z ～人才 G

E荐引E jianyTn ＜书〉［司荐举污｜荐。
E荐椎E jianzhuT 南慨（ di) 骨。

贱…阳＠蜘价钱）低（跟“贵”相
（滕）巧，下②同）：～卖 1 ～价！菜～了。

＠地位低下：贫～［卑～。＠圈卑鄙；下贱2
～骨头。＠谦辞，用于称跟自己有关的事物z
（您）贵姓？～姓王。

E贱骨头E jiang心•tau 圈＠指不自尊重或不

知好歹的人（骂人的话）。＠指有福不会享而
甘愿受苦的人（含戏谑意）。

E贱货E jianhuo 圈。不值钱的货物。＠指下

贱的人（骂人的话）。

E贱民】 jianmin ~ 0 旧时指社会地位低下，
没有选择职业自由的人（区别于“良民勺。＠

印度种姓之外的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阶层。参三三三

看 1700 页1种姓1 。 主主三
毛远 jian o 圃斜着支撑：打～拨正（房屋倾
1于λ 斜，用长木头支起使正）｜～一下山墙。＠

〈书〉用土石挡水。

JIOn 剑（倒、湖） ~ 
＠古代兵器，长条形，一
端尖，两边有刃，安有短

柄。现在击剑运动用的

剑，剑身是细长的钢条，

无刃，顶端为一小困球。

8 CJian）姓。

E剑拔弩张E jianba-nu-
zhang 形容形势紧张，

一触即发。

锤

剑身I
剑销

剑

E剑客l jianke 圈旧时指精于剑术的人；剑侠。

E剑麻l jianma t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了剑

形，大而肥厚，有钩刺，纤维耐腐蚀、耐磨，是制



｜创2 i jian ｜剑 t件监健舰涧渐

造缆绳等的重要原料。
[jilj眉E jianmei IEJ 较查而末端翘起的眉毛。
E剑术E jianshu IEl 武术或击剑运动中用剑的

技术。

E剑侠E jianxi6 圈精于剑术的侠客（多见于旧
小说）。

E剑走偏锋E j ianzoupionf岳ng 为出奇制胜，不

采用正面攻防为主的常规剑法，而采用闪避游
斗等非常规的剑法。比喻不按常规、常理忠维
或行动。

t件 jian 北浒（ B邑 i j iδn 

监 .. iian O 古代官府名：钦天～｜国
（监）一卜。 8 CJian）圈姓。
另见 632 页 l ion 。

E监本E jianb品n I富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

E监利】 J ianli 圈地名，在湖北。
Z监生】 jiansh岳ng 圈明清两代称在国子监读

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清代可以
用捐纳的办法取得这种称号。

健 jian O 强健～康｜～全。＠使强健
～脑｜～身｜～胃。＠在某一方面显示的

程度超过一般；善于：～谈｜～忘。 OCJian>
圈姓。

E健步E jianbu f驾轻快有力的脚步＝～如飞｜～

走上讲台。
E健存E jiancun 画健在z 许多同辈相继去世，
～的屈指可数了。

E健JLl jian ’ er l8l 称体魄强健而富有活力的
人（多指英勇善战或长于体育技巧的青壮年）：

三三三 空军～｜体坛～。
重重 E健将E jianjiang 圈＠称某种活动中的能于。
二二可 ＠运动员等级中最高一级的称号，由国家授

予。
E健康】 jiankong F荫＠（人体）发育良好，机理
正常，有健全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恢复～｜

使儿童～地成长。＠（事物）情况正常，没有缺
陷：各种课外活动～地开展起来！促进汉语规

范化，为祖国语言的纯洁～而奋斗。
E健康寿命l jiankang shouming 人口学 f ·.指

人们能够健康生存的平均年龄。

E健朗】 jianl凸ng I勤健壮硬朗：他已经七十开

外了，可还很～o

E健美l jianm岳iO 圈健康而优美：～的体魄。

＠圈指健美运动z ～比赛。
E健美操l jianm副coo [El 结合体操和舞脂动
作编成的能使身体健美的体操，一般有音乐伴

奏。
E健美运动l jianm岳l vundong 一种使身体强

健、肌肉发达的竞技体育运动。主要用哑铃、

杠铃、拉力器等器械进行锻炼。
E健全】 jianqu6n O 圃强健而没有缺陷z 身心

～｜头脑～。＠捆（事物）完善，没有欠缺：设

施～。＠画便完备＝～基层组织｜～生产责任
制度。

E健商】 jianshang I雪健康商数，个人身体和心
理健康的数量化指标，是个人所具有的健康意

识、健康知识和健康能力的反映。
E健身E jianshen 圈使身体健康z ～操｜～房｜

～强体｜饭后散步也是一种～活动。
E健身操】 jianshencao 圈以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提高协调机能为目的的体操，按照不同的
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E健身房】 jiansh岳nf6ng 圈专门为体育锻炼I而

建筑或装备的屋子。
E健谈E jiant6n 回善于说话，经久不倦。

E健忘】 jianwang 回容易忘事。

E健旺】 j ianwang lffil 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精

神～｜年纪虽老，但入还～。
E健在E jianzai 画健康地活着（多指上年纪的

人）：父母都～o

E健壮】 jianzhuang 圈强健z 身体～｜牧草肥

美，牛羊～。
E健走l jianzou 圈以健身为目的．在户外大c!t·

快速行走：坚持每天～半小时。

血m ,.,,.,_ i ian [El 大型军用船只；军舰：～

那也（脏）队l巡洋～｜驱逐～｜航空母～。
U见船E j ianchu6n r＝割军用和民用船只的统称。

E舰队】 jiandui 圈＠担负某→战略海区作战
任务的海军兵力，通常，由水面舰艇

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部队组成。＠根据作

战3JI[练或某种任务的需要，以多艘舰艇临时

组成的编队。

E舰日】 jionrl 南→艘军舰在海上活动一天叫
一个舰日。

E舰艇】 jiantTng 南各种军用船只（多用于总

粉。O

E舰只E jianzhl 圈舰（总称）。

也r'.:;t i ion 山间流水的沟 z 溪～｜山～。
刑四J ( 1同）』
活:i:; 、k jian O II！』逐步；逐渐 z 天气～
、me渐）冷｜歌声～远。 8 <Jia哺姓。

另见 634 页 l ·1an 。

E渐变E jianbian ［割逐渐变化。

E渐次E jianci 〈书〉画画渐渐z 雨声～停息。
E渐渐E jianjian 画表示程度或数量逐步缓慢

增减·过了清明，天气～暖起来了｜晚上十点钟
以后，马路上的行人～少了｜站台上的人群向～



渐谏橙榈践悯筐应主溅鉴键槛借｜ j ion i “ 3 I 

远去的火车招着手。

E渐进】 jianjin i面逐渐前进、发展：循序～。
[i斩悟l jianwu 画佛教指必须不断排除障碍，

渐渐觉陷真理，泛指渐渐领悟。
~-;;I;: 、 L iian ＜书〉规劝（君主、尊长或朋
i~c辣）号，使改正错误：进～｜直言敢～｜
从～如流。

E谏言l jianyan O I司进言规劝z 向政府～。
＠圆规劝的话：广纳～o

E谏i争】 jianzheng ＜书〉圃直爽地说出人的过

错，劝人改正。

榷 jian ＜书〉＠插门的木棍子。＠堵塞河
堤决口所用的竹子和木桩。

H门 jian ＜书〉窥视。
｜用（响、：因昆）
践… iian O II*：～踏。＠履行；实

（践）注2 实～｜～约。
E践履E i ianlu ＜书〉圈履行；实践．～诺言。
E践诺】 jiannuo 〈书〉圈履千古若言。

E践踏】 jianta 画＠踩：不要～青苗。＠比喻
摧残：凭借势力～乡邻。

E践行】 jianxing 圈实行，实践：～诺言｜～科
学发展观。

E践约】 jiony晴圆履行约定的事情。
E践作】 jianzuo ＜书〉画即位；登基。

企P寸 iian f8J 嵌在车轴上的铁条，可以

明月（锢）导护车轴并减少摩擦。
另见 637 页 l iano 

锺灿（～儿）圈毯子踢～儿。

E篮子E jian·zi t萄游戏用具，用布等把铜钱或
金属片包扎好，然后装t鸡毛等。游戏时，用
脚连续向上踢，不让落地。
臆 jion 函连接肌肉与骨筋的结缔组织，白

色，质地坚韧。也叫肌膛。
E膛鞠E jianqiao 圈包着长肌腾的管状纤维组
织，子和足部最多，有约束肌腿和减少摩擦的

作用。

E腿子E jian·zi 圈人身上或牛羊等小腿上肌肉
发达的部分。

沮在p. …· iian I面液体受冲击向四外射出：
概（、＼） ι四～ l～了一身泥。
E溅落E i ianluo F动l 重物从高宅落入江河湖海
中，特指人造卫星3’宙飞船等返回地球时，按
预定计划落入海洋。

鉴 iian O 镜子（古
（墨、关墨、提锺） 1-t用铜制成）。＠

照 z 水清可～。＠仔细看；审察：～别｜～定。

＠可以作为警诫或引为教训的事：引以为～｜

前车之覆，后车之～。＠旧式书信套语，用在

开头的称呼之后，表示请人看信z 惠～！台～！
钧～。

E鉴别E jianbie 画辨别（真假好坏）：～古画 1

～真伪。
E鉴察E jiancha 圃鉴别考察2 原告提供的证
物，尚需仔细～O

E鉴定E jianding O 画鉴别和评定（人的优缺
点）：～书｜自我～。＠圈评定人的优缺点的
文字：写～｜一份～。＠画辨别并确定事物
的真伪、优劣等z ～碑帖｜～出土文物的年代。

E鉴定人E j iandingren 圈受司法机关等指派
或聘请，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案件的专门事
项进行鉴别和判断的人。

E鉴戒E i ianj ie IEl 可以使人警惕的事情：引为
~ 。

E鉴谅】 jianliang ＜书〉［矗（请人）体察原谅g 照

顾不周，务请～o
E鉴赏E jiansh凸ng rnlJJ 鉴定和欣赏（艺术品、文

物等）：～字画。
E鉴于E jianvu o 团表示以某种情况为前提
加以考虑z ～党的领导地位，更加需要向党员

提出严格的要求。＠画用在表示因果关系的

复句中前一分句句首，指出后一分句行为的依

据、原因或理由：～群众反映，我们准备开展质
量检查。

E鉴证l jianzheng 画画＠鉴定证实，特指对合

同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核实。在我国是
对合同的一种行政管理办法，由各级业务主管

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办理合同～。
＠见证：在场的人都可以～事件的经过。
键〕 iian O 时轴与齿轮剧轮一

（键）缸接并固定在一起的零f牛
是用钢帘l的长方块，装在被连接的两个机件上
预先制成的键槽中。＠〈书〉插门的金属棍

子。＠型计算机、打字机、某些乐器或其他机

器上．使用时按动的部分～盘 i琴～。＠圈

在化学结构式中表示元素原子价的短横线。
E键盘E jianpan 圈钢琴、风琴、计算机、打字机

等上面安着很多键的部分。
E键盘乐器E jianpan yueqi 指有键盘装置的乐

器，如风琴、钢琴等。

E键入l jianru I司按动计算机、于机等键盘上
的键输入（文字等）：～网址。

ii怯·－· jian O 栏杆。＠关禽兽的木
f监（槛）丸囚笼z 兽～ 1～车（古代运送囚
犯的车）。

另见 72＇） 页 kan 。

懵 jian 圳青越＝～号（冒用帝王的称号）。



I 644 I jian 一 jiang I 偌跪箭江茬将

E儒越E jianvue ＜书〉圈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

在下的人冒用地位在上的人的名义或礼仪、器
物。

踞 jian 见下

E跪子E jian·zi 固体操运动等的一种翻身动
作。

箭 jian ~圈古代兵器，长约三尺的细杆
f.llJ 装上尖头，杆的末梢附有羽毛，搭在弓弩

上发射。现代射箭运动用的箭一般用钢、铝合
金、塑料等制成。＠指形状像箭的东西z 火

～｜令～。＠［事］指箭能射到的距离z 一～之
遥｜半～多路。

E箭靶子E jianba·zi ~练习射箭时用作目标的
东西。

【箭步E iianbu 圈一下子蹄得很远的脚步：他

一个～蹲上月台。
E箭垛子］ jianduo·zi 圈＠女墙。＠箭靶子。
E箭楼】 jianlou ~城楼，周围有供隙望和射箭

用的小窗。

E箭头E jiant6u c～儿）圈。箭的尖头。＠箭

头形符号，常用来指示方向。

E箭在弦上E jianzaixi6nshang 比喻事情已经
到了不得不做或话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

也形容事态紧张，一触即发z ～，不得不发｜双

方冲突已～，必须迅速应对。也说如箭在弦。
E箭竹E jianzhu 国竹子的一种，秤高达 3米以

上，深绿色，嫩枝叶是大熊猫爱吃的食物。

E箭嫉1 jianzu 圈箭前端的尖头，多用金属制
成。

王 I j iang 咖
守了 jiang O 圆大河＝～流｜～畔 l 长～｜珠
1」a ～［黑龙～。 8 (Jiang）特指长江z ～汉｜

～淮｜～南｜～左。 8 (Jiang）圈姓。

E江北E Jiangb岳i ~o 长江下游以北的地区，

就是江苏、安徽两省靠近长江北岸的一带。＠
泛指长江以北。

E江东E Jiangdong 圈长江在芜湖、南京之间

为西南、东北走向，古代是南北往来主要渡口

所在的江段，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南岸地区为
江东。也指三国时吴国孙权统治下的全部地
区。

E江防E jiangfang 圈＠防止江河水患的工

作。特指长江的江防。＠指长江的军事防
御z ～工事。

E江河日 fl i ianghe-rixia 江河的水夭夭向下
游流，比喻情况一天天坏下去。

E江湖】 jianghu 圈＠旧时泛指四方各地：闯

～｜流落～。＠旧时指各处流浪靠卖艺、卖药
等生活的人，也指这种人所从事的行业。

E江湖骗子】 jianghu pian•zi 原指闯荡江湖靠

卖假药等骗术谋生的人，后泛指一味招摇撞骗

的人。
E江郎才尽E J ianglang-caijin 南朝江淹年少时
以文才著称，晚年诗文元佳句，人们说他才尽

了。后来用“江郎才尽”泛指才思枯竭。
E江篱E jiongli 圈。红藻的一种，暗红色，细圆

柱形，有不规则的分校。生在海湾浅水中。可
用来制造琼脂。＠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

E江轮l jianglun 圈专在大的江河中行驶的轮

船。
lW叫 jiangmi 圈糯米。

E江米酒】 jiangmljiu 圈糯米加曲酿造的食品，

甘甜，酒味淡。也叫酒酿、曲事糟。
E江米纸E jiangmizhi 函l 糯米纸。

E江南l Jiangnan 圈＠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

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
＠泛指长江以南。

E江山】 jiangshan 圈江河和山岭，多用来指国

家或国家的政权：～如此多娇｜打～。
E江天】 jiangtian 圈江河水面上的广阔空际g

万里～o

(y_I豚E jiangtun 圈哺乳动物，生活在江河中，

外形很像鱼，没有背鳝，头圆，眼小，全身黑色。
吃小鱼和其他小动物。

E江洋大盗E i iangyang dado。在江河海洋上
抢劫行凶的强盗。

E江湖四 jiangyao ~软体动物，壳略呈三角形，

表面苍黑色，直立插入泥沙中，终生不再移动。
生活在沿海。

E江珊悦耳 i iangyaozhu 圈干贝的一种。江瑰

的闭壳肌干制后叫江挑柱，是珍贵的食品。于
贝通常也叫江J!J~柱。
边士 jiang 见下。
于'....L
E茬主】 jiangd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呈三棱
形，叶子细长，花小绿褐色。茎可用来织席。

将叫 jiang O ＜~＞搀扶现在四
（丹等）相扶～。＠保养z ～养！～息。＠

〈方〉画（牲畜）繁殖；生：～羔。＠〈书〉做

（事） ：慎重～事。＠画下象棋时攻击对方的

“将”或“帅”。＠画用言语剌激z 他｛故事稳重，

你～他没用。＠因拿③（多见于成语或方

言）＝～功折罪｜～鸡蛋碰石头。＠面把®：

～他请来｜～门关上。＠画将要．船～启碗。

＠圈又g且（重复使用）：～信～疑。＠画表



示勉强达到一定数量或某种程度：这间屋子

～能住三个人。＠〈方〉国用在动词和“进

来、出去”等表示趋向的补语中间：走～进去｜
打～起来。 Ill CJ iang）圈姓。

另见 648 页 l iang; 1047 页 qiang"

E将J欠E jiangci ＜书〉圃将要；快耍。
E将错就错］ jiangcuo-jiucuo 事情既然做错

了，索性顺着错误做下去。

E将功补过】 jianggong-buguo 用建立的功绩

来弥补以前的过失。
E将功赎罪】 j ianggong-shuzui 将功折罪。
E将功折罪】 j ianggong-zhezui 用建立的功绩

来抵偿以前的罪过。也说将功赎罪。
E将计就计】 j iangji-j iuji 利用对方的计策向对
方使计策。

E将将E j iiingj iiing 画表示勉强达到一定数量

或程度，刚刚：～及格｜～写够五千字。
E将近】 jiiingjin 国（时间、数量等）快要接近z

～掌灯时分｜中国有～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

历史。
U夺就E j iiing ·jiu 画勉强适应不很满意的事物
或环境：这里的条件不好，你就～点儿吧｜衣服

稍微小一点儿，你～着穿吧？
E将军E jiangjun O 圈将c jiang）级军官。＠

圈泛指高级将领。＠ !Bl 大黄的旧称。。
（「少一）圃将⑤。 0 （－／／一）国］比喻给人出难

题，使人为难＝他当众将了我一军，要我表演舞
蹈。

E将军肚】 jiangjundu c～儿）圈指男子因发胖
而形成的向前腆起的腹部（含戏谑意）。

E将来E i ianglai 圈时间词。现在以后的时间
（区别于“过去、现在”）：这些资料要妥为保存，
以供～参考。

E将来时］ jianglaishi ~I 语法中指动词所指动
作将要发生的→种时态。培育两国友好的～。

E将息E j』iingxl I直将养：大病初愈，一定要好

生～O
E将心比心l j iiingxln bixln 拿自己的心去比照
别人的心，指遇事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E将信将疑E j iiingxin-j iiingyi 有些相信，又有
些怀疑：我说了半天，他还是～。

E将养E jiiingy凸ng ［；画休息和调养：医生说再

～两个礼拜就可以好了。

E将要E jiangyao l画表示行为或情况不久以后
就会发生z 他～来北京。

姜1 斗 jiang IEJ O 多年生草本植物，
（重）叶子披针形，花冠黄绿色，通常

不开花。根状茎黄褐色，有辣味，是常用的调

味品，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根状茎。 II 通

将姜豆I浆僵盒缰

称生姜。

姜2 J iiing 酬。

J Iαng 645 

E姜黄l jianghuang 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很大，根状茎卵圆形，深黄色，花黄色。根状
茎－ar入药，也可做黄色染料。＠圈状态词。

形容像姜那样黄：病人脸色～，气息微弱。

豆E j iiing 见下

E虹豆E jiangdou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有的

有攀缘茎，有的植株矮小。英果为圆筒形，种
子呈肾脏形。嫩英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
的英果或种子。

).f.夕 ，时’ jiiing O 圈较浓的液体2 豆～｜
米（亵）泥～（纸～l粉～。＠翻粉浆或
米汤浸纱、布或衣服使干后发硬发挺z ～洗 l衬

衫领子要～一下。
另见 648 页 jiang"

E浆果l jiangguo 圈肉果的一种，中果皮和内
果皮都是肉质，水分很多，如葡萄、番茄等的果

实。

E浆洗】 jiiingxi 画洗并且浆：衣服～得很干

净。
E浆液E jiangye 圈机体内浆膜分泌的液体，无
色透明，有润滑作用。

僵血 iiin 0 回僵硬z ～尸 1 ～
（＠＃鹰）冷l～ liir I 手脚都冻～了。－~回

事情难于处理，停滞不进2 大家一时想不出适
当的话，情形非常～ i 不要把事情弄～了，以致
无法解决。＠〈方〉圈收敛笑容，使表情严

肃：他～着脸，一句话不说。 二三三
E僵持l jiiingchi ［面相持不下：双方～了好久。董重重
E僵化l jianghua 画变僵硬；停止发展z 骄傲

自满只能使思想～。

E僵局】 jiangju ~僵持的局面：陷入～！打破
~ 。

E僵尸E jiiingshl 圈僵硬的死尸，常用来比喻

腐朽的事物。
E僵死】 j iiingsi 圃僵硬而失去生命力。

E僵硬E jiiingying E回＠（肢体）不能活动z 他

的两条腿～了。＠呆板；不灵活．表情～｜工
作方法～。

E僵直E jiangzhi G回僵硬，不能弯曲＝手指冻得
~ 。
蜜 jiiing 见 512 页1划。

（蛊）
缰（锺、唱）？在~：ff~~：信马由
E缰绳E jiang·sheng IE) 牵牲口的绳子。



|“6 I jiang jiang I 锵喔疆讲奖

A.lb L， ι iianQ 圈鱼，体侧扇，长约三四厘
贾骨（锵） ＊，头部扁平，腹部突出，口小，银
灰色。生活在淡水中，喜食子立。

疆 jiang O 见下们 1旧页1师J

E疆碟儿】 jiangcar ＜方〉圈台阶。

疆 jiang O 边界；疆界：边～ i ～域。＠
(Jiang）指新疆：南～（新疆天山以南的

地区）。
E疆场】 j iangchang ［割战场z 驰骋～。

E疆界l jian创ie lBl 国家或地域的边界。
E疆土E jiangt心圈疆域；领土：守卫～。

E疆场E jiangyi 〈书〉圈。田边。＠边域。
E疆域E jiangyu E 国家领土（着重面积大小）。

" j i凸ng （叫！尤）

、叶＋ 冉 jiang O ［副说2 ～故事｜他高兴

lJtC蒲）得话都～不出来了。＠圈解释；
说明s论述z ～书｜这个字有几个～法｜这本书
是～气象的。＠圈商量；商议：～价儿。。

画讲求：～卫生｜～团结｜～速度。＠圆就某

方面说；论·～技术他不如你，～干劲儿他比你
足。。＜ Jiang）圈姓。

E讲唱文学l jiangchang wenxue 说唱文学。

E讲法】 l的ng•f凸圈。指措辞。＠指意见；见

解；解释：这种～过于牵强 l这句话可有好几种
～。参看 1232 页【说法k shu己·伯）。

E讲稿l jiangg凸0 （～儿）［组讲演、报告或教课前

三所写的底稿
E讲古E ji凸ngg心画讲述过去的传说、故事：孩

子们围坐树下听老人～。
E讲和】 j i凸ng11he 圈结束战争或纠纷，彼此和

解。
E讲话E j i凸nghua O < 11 ) I胡说话§发言：他

很会～｜这次座谈会没有一个不～的！来宾也都
讲了话。 8 （－；／户）画指责；非议：你这样搞特

殊，难怪人家要～了。＠［重讲演的话s 他的～
代表了多数人的要求。＠圈一种普及性的著

作体裁（多用于书名〉：《形式逻辑～》。
E讲价E jiang1:jia c～儿）型讨价还价。
E讲价钱】 j I凸ng jia· qian O 讲价：他买东西从

不～。＠比喻在接受任务或举行谈判时提出
要求和条件。

E讲解E jiangji岳国解释s解说2 ～员｜他指着模

型给大家～o

E讲究l jiang· jiu O ［到讲求：重视：～卫生｜我
们一向～实事求是。＠（～儿）圈值得注意或

推敲的内容：翻译的技术大有～。 8~院对生

活等方面的要求高，追求精美：遣词造句很～ l
房间布置得～极了。

E讲课E j i凸ng11 ke ~甜讲授功课：他在我们学校
～｜上午讲了三堂课。

[ii井理E j i凸ng111T 0 ［司评是非曲直：咱们跟他
～去。＠［固遵从道现·蛮不～｜他是个～的

人。

[ii井论】 jianglun 画＠谈论；议论：她从不在

背地里～别人。＠论述2 这是一本～戏剧的

书。
E讲评E j i凸ngping 圃讲述和评论：～作文｜文

章～o
E讲情】 jiang11qing ［动！替人求情，请求宽恕。

E讲求】 j i凸ngqiu 国重视某一方面，并设法使

它实现，满足要求；追求：办事要～效率｜要～
实际，不要～形式。

E讲师l ji凸ngshl 圈高等学校教师的专业职
称，职别次子副教授。参看 659 页【教授］。

E讲史l jiangshl 固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口头

文学形式，主要讲述历史上朝代兴亡和战争的
故事，篇幅较长，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

r~》等。
[ii井授】 ji凸ngshcn』［动！讲解传授：～数学课。

E讲述l jiangshu 画把事情或道理讲出来z ～

事情经过！～机械原理。
E讲台】 jiiingtai I旬在教室或会场的一端建造
的高出地面的台子，供人在仁面讲课或讲演。

E讲坛E jiangtan r旬讲台，泛指讲演讨论的场
所。

E讲堂】 jiiingtang l钮教空（多指较大的）。

E讲习】 j i凸ngxi l割＠讲授和学习：～班。＠

研习：～学问。

[iJj:席E jiangxi 圈讲学的席位：荣登大师～｜

～教授（受聘讲授某门课或某专题的非常任的
教授：）。

E讲学E jiang11xu岳［到公开讲述自己的学术理

论：应邀出国～｜他在这里讲过学。
E讲演】 j iiingyiin r现对听众讲述有关某一事物

的知识或对某一问题的见解：登台～｜他的～

很生动。
E讲义E j i凸ngyi 画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

E讲桌E j i凸ngzhua （～儿）回供讲课、讲演用的
桌子。

E讲底E jiangzuo 圈一种教学形式，多利用报

告会、广播、电视或刊物连载的方式进行：电
脑知识～。

当.<1' .... ..~ ji凸ng 0 L~ 奖励；夸奖2
关（樊、费）褒～｜嘉～｜有功者～。＠



［萄为r鼓励或表扬而给予的荣誉或财物等z

得～｜中～ i发～ i 一等～。
E奖杯E jiangb岳l ['81 发给竞赛优胜者的析、状奖

品，－般用金属制成。
E奖惩J j iiingcheng l~J 奖励和惩罚 z ～分明｜
完善考核和～制度。

E奖池E jiiingchi 喝彩票发行中指除发放奖金

外所累积的资金总额。

脱口 jiiingci I到奖励的等’次：这次竞赛设有
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等多个～。

E奖额】 j i凸门g’自强l 奖金的数额。
E奖级） jiiingji [BJ 奖励的等级．大赛共设五个

~ 。

E奖金E j i 凸ngjin 圈用作奖励的钱。

E奖励E jiangli I到给予荣誉或财物来鼓励·物
质～｜～先进生产者。

E奖牌】 jiangpai I吕发给竞赛优胜者的金属

牌，有金牌

E奖品】 j I凸『igpin I萄用作奖励的物品。
E奖旗E j iiingqi ［组为表彰而授予的旗子。
E奖勤罚倒！］ jiangqin .fc]I凸n 奖励勤奋的，惩罚

懒惰的。
E奖券） j的ngquan 函l 商家作为奖励赠送给消

费者的优待票券。
E奖赏E jiangshang 闯l 对有功的或在竞赛中获
胜的集体或个人给予奖励。

E奖售】 jiangshou D割＠用奖励的方法鼓励出
售产品。＠作为奖励而售给：这些名牌摩托
车是～卖粮食较多的农户的。

E奖项J jiangxiang ！画指某一种奖划分的不同
类别，也指某－项奖：大赛共设九类～l获得了

最高～。
E奖学金E jiangxuejin I吕学校、团体或个人给
子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的奖金。

E奖掖】 j i凸ngye （书〉［动］奖励提拔：～后进。
E奖扫E i iangyl ＜书〉南］奖掖。
E奖章E j i凸ngzhang 1'81 发给受奖人佩戴的徽

章。
E奖状E j i凸ngzhuang l名j 为奖励而发给的证书。

、 ii凸nq ［＇名］划船用具，多为木制，上

来（柴）￥圆柱形，下半扁平而啊。
蒋 ιJiang 函姓

（藉）
精 i iang liffil ffl楼来播种：～地｜～豆子也

叫楼播。

E稿子） jl凸ng• zi （方） !Bl 楼。

服 j i凸ng 见下。

E脑子E j i凸ng•zi （方〉［名l 茧子2 ：两于磨起了～。

奖桨蒋稀服 F王降 l j i 凸ng jiang 1 647 

、

j iang c 叫 l尤）

匠灿g 0 工匠：铁～｜铜～ 1木～ 1 瓦～ i 石
～｜能工巧～。＠〈书〉指在某方面很有

造泊的人：宗～！文学巨～O
E匠人E jiangren I萄旧时称手艺工人。

E匠心E jiangxin ＜书〉［萄巧妙的构思z 独具～｜

～独运。
E匠心独运J jiangxin-duyun 在文学、艺术等方
面独创性地运用巧妙的心思。

降 jiang ＠画落F 升，，丰目卫
～落 1~雨｜温度～下来了 o 8 I甜使落下g

降低：～价｜～级。 o CJiang)f刽姓。
另见 1431 页 xi6ng0

E降班E jiang;;ban ［动I C学生）降级；留级。

E降半旗】 jiang banqi F半旗。

E降尘J jiangchen O 温j 通常指直径在 30 微

米以 l二，能自然沉降的团体颗粒。＠（剖使空

气中的灰尘降到地而：新型洒水车进行喷雾～
作业。

E降低E jiangdl l割下降；使下降2 温度～了｜～

物价1～要求。
E降幅】 jiangtu r~ c价格、利润J投入等）降低的

幅度：商品零售价平均～2. 5% 。

E降格E jiang;;ge ~动］降低标准、身份等z ～以

求。
E降槌E jianghao 画降低能源等的消耗：～节

能D

E降级J jiang11ii I动i 从较高的等级或班级降到三三

较低的等级或班级。 主E
E降价】 jiang;;jia r画降低原来的定价1 滞销货

物～处理。

E降解E jiangji岳［司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碳原

子数目减少，分子量降低。特指高分子化合物

的大分子分解成较小的分子。

E降临E jianglin 画来到；来临．夜色～｜大驾

～｜灾难～o
E降落】 jiangluo 画落下；下降着落＝飞机～在

跑道上。
【降落伞J jiangluos凸n 圈凭借空气阻力使人
或物体从空中缓慢下降着陆的伞状器具。

E降旗E jiang;;qi ［到把旗子降下。

E降牛】 jiangsh岳ng ［动］出生；出世〈多指宗教的
创始人或其他方面的有名人物）。

E降；j(J jiangshui O [El 从大气中落到地面的

液态或固态的水，主要有雨、雪、震、雹等。＠

［司 ri币或下雪等z 人工～。



I 648 I jiang jiao 1 降虹将海络浆掠强酱翠耀咒交

E降水量】 jiangshulliang i寄一定时间内，降落｜ （肉） ：把萝卡～一～｜～了两斤牛肉。＠像酱
在水平地面上的水，在未经蒸发、渗漏、流失情｜ 的糊状食品：芝麻～｜花生～｜果子～｜辣椒～。
况下所积的深度，通常以毫米为单位。雪、雹 I c酱菜l jiangcai 圈用酱或酱油脂制的菜蔬。
等固态的水，须折成液态计算。 I c酱豆腐】 j iangdou ·tu 圈豆腐乳。

E降温l jiang;;w岳n 圈。降低温度z 防暑～。 I c酱坊E jiangfang 圈酱园。
＠气温下降：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大范围～。 I ［酱色E jiangse 圈深精色。

＠比喻热情下降或事物发展的势头减弱：抢 I ［酱油E j iangy6u IEl 用豆、麦和盐酿造的咸的
购热已～。 | 液体调味品。

E降压E jiang;;y。 i盈＠降低血压z ～药｜芹菜 I c酱园E jiangyuan 圈制造并出售酱、酱油、酱
有～作用。＠降低压力：考试前要给学生～｜｜ 菜等的作坊、商店。
汽车限行可以为交通～。 I c酱紫】 jiangzl E画比络紫略深的颜色。

E降噪E jiangzao 圈降低噪声：～材料 ｜亘虽明E jiang ~固执；不服劝导：脾气
E降职l jiang;; zhi 画降低职位z ～调用。。 ｜翠（劈）～
虹 j iang ＜口〉圈义同‘．虹W川良于单｜阳】 iia『igj

用。 I 情绪z 他～一上来，谁也劝不住。
另见 541 页 h6ngo I ［翠嘴】 jiangzul 圆顶嘴；强辩。

将 ι jiang O 将官，将领，也泛指军｜糯 jiang 肌体很稠：大米粥熬
（将）官：少～｜全军～士。＠〈书〉带｜栅（：榄）得太～了。

（兵）：韩信～兵，多多益善。 I c耀糊l jiang • hu 国用面粉等做成的可以粘贴
另见 644 页 jiang; 1047 页 qiango I 东西的糊状物。

E将才E jiangcai 圈。领导、指挥军队的才能， I c精子】 jiang·zi ＜口〉圈耀糊：打～。
颇具～。＠指有将才的人：一位难得的～。

E将官】 jiangguan 圈将级军官，低于元帅，高

于校官。
E将领l jiangllng [:8] 高级军官2 陆军～。

E将令l jiangling 圈军令（多见于早期白话）。

E将门l jiangmen 强i 将帅之家：～虎子。

E将士】 jiangshi ［雪将领和士兵的统称：～用

命（军官和士兵都服从命令）。

E将帅E jiangshuai 圈泛指军队的高级指挥

三三三 官：～之才。
三王军 E将校J jiangxiao 函将官和校官，泛指高级军

宫。
E将指】 jiangzhl ＜书〉阁子的中指；脚的大趾。

海 j iang ＜书〉大水泛滥：～水肘。

络 ι jiang 深红色。
（锋） • ~ 

E络紫J jiangzl f黝暗紫中略带红的颜色。

.!.J企.， .. b. j iang 问“棚”Cjiang）。

来（亵）另见ω 页 j ia吨。
掠阳〈书〉＠一种捕捉鸟兽的工具＠

用琼捕捉。S jiang 强硬不辰l ；酬＝虽（强、白）倔～。
另见 1047 页 qi6ng; 1050 页 qiang 。

酱叩阳＠国豆麦发酵后，加上
（蔷）盐做成的糊状调味品z 黄～｜甜面

～！炸～。＠画用酱或酱油脂（菜）；用酱油煮

卫旦旦王些主2

咒 jiao 见 10叫

万亏之1 jiao O l动l 把事物转移给有关方面2 ～

Jλ‘v 活儿｜～税｜～付｜把任务～给我们这个组
吧。＠画到（某 4时辰或季节）：～子时｜明天

就～冬至了 l～九的天气。＠［副连接；交叉；

相遇：～界｜两直线～于一点｜～了好运。。 l每
相连接的时间或地方：春夏之～｜太行山在河
北、山西两省之～。＠［动］结交；交往：～朋友。

＠友谊，交情：绝～｜建～｜一面之～。＠（人）

性交，（动植物）交配2 ～嬉｜杂～。＠互相2 ～
换｜～流｜～易！～谈。。一齐；同日、打发生）：～
加｜～迫｜～集。 4D> ( J lδo）圈姓。

交2 jiao 旧

E交白卷】 jiao baijL』d『l （～儿）＠考生不能回答

试题，把空白试卷交出去。＠比喻完全没有

完成任务．咱们必须把情况摸清楚，不能回去
~ 。

E交:liJI】 jiao;;ban c～儿）（动］把工作任务交给下

一班。
E交办J jiaoban 画交给某人、某机构办理（多

指上级对下级）：这是上级～的任务。

E交棒】 jiao;; bang 画！接力比赛时，先跑的队

员在规定的地段把接力棒交给接着跑的队员。



比喻原11者将职务、权力等交给继任者（跟“接

棒”相对）。
E交保J jiao;; b凸o 画司法机关将犯罪嫌疑人

交付有信用的担保人，保证他不逃避侦查和审
判，随传随到：～释放。

E交杯酒E jiaob岳I j i心［组旧俗举行婚礼时新婚
夫妇饮的酒，把两个酒杯用红丝线系在一起，
新婚夫妇交换着喝两个酒杯里的酒。现在也
把在婚宴上新婚夫妇于臂相互交叉持杯饮酒
叫喝交杯酒。

E交兵】 jiaobing 〈书〉巨型交战·两国～。
E交叉J jiaocha 圃＠几个方向不同的线条或
线路互相穿过：～火力网｜立体～桥l公路和铁
路～。＠不同事物有部分相信j，重合＝～的意

见｜各学科之间相互～、相互渗透。＠间隔穿

插：～作业。
E交差】 jiao;;chai 画任务完成后把结果报告

上级2 事情不办好，怎么回去～？
E交错E jiaocuo ~盈交叉；错杂z 犬牙～｜纵横～

的沟渠。
E交代】 jiaodoi [lJj] o 把经予的事务移交给接
替的人：～工作。＠嘱咐：他一再～我们要注
意工程质量。＠把事情或意见向有关的人说
明；把错误或罪行坦白出来：～政策｜～问题。
也作交待。

E交待J jiaodai o 同“交代”③。＠国］完结
（指结局不如意的，含诙谐意）＇要是飞机出了

事，这条命也就～了。

E交道】 jiao• ciao ［：名l 指交际来往的事：打～｜
我和他曾有过几次～。

E交底】 jiao;;dT 画交代事物的底细z 你不向我
～，我自然不明白其中奥妙。

E交点J jiaod的n ！刽数学上指线与线、线与面

相交的点。

E交锋） jiOO//f岳『19 I割＠双方作战：敌人不敢
和我们～。 f} H：：喻双方比赛或争辩：这两支
足球劲旅将在明日～｜讨论会上二人进行了激

烈的～。
E交1•tl i iaofu I动！交给 z ～定金｜～任务｜新楼
房已经～使用。

E交感神经】 jiaog凸n-shenjlng 从胸部和腰部

的脊髓发出的神经，在脊柱两侧形成串状的交
感神经节，再由交感神经节发出神经纤维分布
到内脏、腺体和血管的壁上。作用跟副交感神
经相反，有加强和加速心脏收缩，使瞠孔扩大、
肠蠕动减弱等作用。

E交割E jiaoge 圈。双方结清子续（多用于商
业） ：这笔货款业已～。＠移交；交代①：工作

都～清了。

交 JIOO 649 

【交工】 jiao;;gong 画施工单位把已完成的工

程移交给建设单位。

E交婿J jiaogou 圈性交。

E交关】 jiaoguan O [31] 相关联：性命～。＠

〈方〉［制很多：公园里人～。＠〈方〉圈非常；

很z 上海今年冬天～冷。
E交管】 jiaoguan 圈交通管理：～人员。

E交好l jiaoh凸0 ［司互相往来，结成知己或友
邦2 两国～｜～有年。

E交合E jiaohe ~量＠连接在－起2 悲喜～｜两

旁行道树枝叶～。＠指性交。

E交互.l i iaohu o [;1］互相：教师宣布答案之
后，就让同学们～批改。＠画替换着z 他两手
～地抓住野藤，向山顶上爬。＠圈相互联系

交流2 实现人机～o
E交欢l jiaohuan ＜书〉画＠结交而彼此欢悦；

交好·握手～｜愿与～。＠指性交。
E交还J jiaohuan l量归还乡退还：文件阅后请

及时～O
E交换J jiaohuan 圈。双方各拿出自己的给
对方；:rr.换2 ～纪念品｜～意见 l 两队～场地。
＠以商品换商品；买卖商品o

E交换机】 jiaohuanji 啤］设在各电话用户之间，

能按通tili人的要求来接通电话的机器。分为

人工的和自动的两类z 程控～o

E交换价值】 jiaohuan jiazhi 某种商品和另一

种商品互相交换时的量的比例，例如一把斧子

换二十斤粮食，二卡斤粮食就是把斧子的交
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

形式。

E交证二】 j i凸ohui 画（7J<.流

会合z 长江口因为胁和淡水～，鱼类资源极主
为丰富。

E交会E jiaohui l动］会合；相交 z 郑州是京广、陇

海两条铁路的～点。
【交火E jiao;;huo 圈交战；互相开火。

E交集E jiaoji 画。（不同的感晴、事物等）同时
出现2 百感～｜惊喜～ i雷雨～。＠交叉；汇集z
几条地铁线路都在这里～0两人在对手戏里眼
神始终没有～｜他们父子俩在思想、情趣等方面

很少有～。
E交际】 jiaoji ［司人与人之间往来接触；社交：

语言是人们的～工具｜他不善于～。
E交际花J jiaojihua ［望在社交场中活跃而有名
的女子（含轻蔑意）。

E交际舞】 jiaojiwu 函交谊舞。

E交力ul jiaojia l到（两种事物）同时出现或同时

加在一个人身上：风雪～｜惊喜～｜拳脚～。
E交接】 jiaoji岳圈。连接z 夏秋～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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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和接替：新上任的保管和老保管办理～手
续。＠结交3 他～的朋友也是爱好京剧的。

E交结E jiaojie 画］＠结交；交往2 ～朋友｜他在
文艺界～很广。＠〈书〉曰：相连接．～盘错。

E交界E jiaojie ［司两地相连，有共同的疆界．
云南省南部跟越南、老挝和缅甸～。

E交警】 jiaojlng 画交通警察的简称。
E交九E jiao11 jiu ［到进入从冬至开始的“九”。
参看 697 页“九”②。

E交卷E jiao;;juon c～儿）圈。庇考的人考完

交出试卷。＠比喻完成所接受的任务2 这事
交给他办，三天准能～。

E交口E jiaokou O 圈众口问声地（说）·～称
誉。＠〈方〉圈交谈2 他们久已没有～。

E交困】 jiaokun C动l 各种困难同时出现：内外

～｜上下～。
E交流E jiaoliu 自由1]0 交错地流淌：涕泪～｜河

港～。＠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物资～｜
文化～｜～工作经验。

E交流电E jiaoliudian 圈方向和强度做周期性

变化的电流。

E交纳E jiaono 圈向政府或公共团体交付规定
数额的金钱或实物·～会费｜～膳费｜～个人所

得税。
E交配】 i iaopei ［割雌雄动物发生性的行为d宣
物的雌雄生殖细胞相结合。

E交迫E jiaopδ 画（不同的事物）同时逼迫2 饥

寒～｜贫病～O
E交强险E jiaoqiangx的n 画一项由国家法律

规定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三主 参看 1048 页｛强制保险~o
三Ee交情E jiao· qing 吕SI 人与人互相交往而发生
== 的感情·～深｜他们之间很有～。

E交融E jiaor6ng ［到融合在一起：水手L～。

E交涉】 jiaoshe 画跟对方商量解决有关的问
题z 办～ I 1if去～一下，看能不能提前交货。

E交子E jiao;;shou li!!JJ 双方搏斗；豆相较量：他

俩交过三次手都不分高下 1经过几次～，谈判终
于有了结果。

E交售E jiaoshou ［动］农民按规定向国家1：交、

出售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棉农踊跃～棉花。
E交谈E jiaot归国互相接触谈话：亲切地～｜

他们用英语～起来。

E交替E jiaoti 圈。接替2 新 l日～。＠替换

着；轮流：循环～｜工作和休息应当～进行。

＠〈书〉画）结交g勾结：～权贵｜～官府。

E交通车l j iaotongch岳圈机关、团体、企业、学
校等为办理公务或接送员工、学生而定时开行
的汽年或火车。

E交通岛】 jiaotongd凸o 圈道路上设置的岛状

交通设施，略高于路面或用漆画线表示，以引
导行车方向、保障行车和行人的安全。女口交叉
路口的中心岛（警察站在上面指挥交通），马路
中间的安全岛等。

E交通五具l j iaotong gongju 运输用的车辆、

船只和飞机等。
E交通沟】 j iaotonggou ［：翻交通壤。

E交通草草】 j iaotonghao 回阵地内连接壁域和

其他工事以供交通联络的擦沟。在重要地段
I有射击设施。也叫交通沟。

E交通警察】 j iaotong jTngcha 负责维护交通

秩序的警察。简称交警。

E交通线】 jiaotongxian 圈＠运输的路线，包

括铁路线、公路线、航线等。＠指通信和联络

的渠道：秘密～O

E交通信号灯E jiaotong xinhaod岳ng 用于指

挥车辆、行人通行的信号灯，多设在城市的交
叉路口和人行横道处，有红灯、绿灯和黄灯三
种。

E交通员l j iaotongyuan l组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担任通信联络工作的人员。
E交头接耳l jiaot6u-ji岳’岳r 彼此在耳朵边低声
说话。

【交投l jiaot6u l名l 交易（多指金融市场）：～清

淡｜～活跃。

E交往l jiaow凸ng 画互相来往z 我跟他没有

～｜他不大和人～。

E交尾E jiaow岳l 画动物交自己。

E交恶l jiaowu ［；！］互相憎恨仇视2 二人～已

久。
E交相辉映E jiaoxianghulying （各种光亮、彩
色等）相互映照·星月灯火，～。

E交响诗】 jiaoxiangshl !El 只有→个乐章的交

响乐曲，常取材于富有诗意的文学作品，是标
题音乐的一种。

E交响乐l jiaoxi凸ngyue 圈由管弦乐队演奏的

大型乐曲，通常由四个乐章组成，能够表现出

多样的、变化复杂的思想感情。

E交卸E jiaoxie ［疆旧时官吏卸职，向后任交
代。

E交通l j iaotong O ＜书〉［到往来通达2 忏陌 I l交心】 jiao;;xln f动］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无

～。＠圈原是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统称，｜ 保留地说出来：通过～，他们相互间加深了了

现仅指运输事业。＠［司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解。

争时期指通信和联络工作。＠圈指交通员。 I I：交学费l j iao xuefei 指因缺乏经验等原因而



造成经济损失，付出代价：别看我现在炒股赚
了些钱，当初也交了不少学费。

E交斡E jiaovan 圈。交付产品或工程等并接

受检验·产品一次～合格。＠交付证件等并
接受验证核实z 乘飞机时需～身份证。

E交椅l jiaoyl I苗。古代椅子，腿交叉，能折

叠：坐第一把～（指当大头领，现也指当第一把
手）。＠〈方〉椅子（多指有扶手的）。

E交易】 jiaoyi O I重买卖商品z ～市场｜进行公
平～。不能拿原则做～。＠圈生意（ sh岳ng

• yi ）①：谈成了一笔～o
E交易所l jiaoyisl』0 [BJ 进行证券或商品交易

的市场，所买卖的可以是现货，也可以是期货。

通常有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两种。
E交谊E j i凸oyi ［萄交情；友谊。
E交谊舞】 jiaoyiwu 圈一种社交性的舞蹈，男

女两人合舞。也叫交际舞。

E交游E jiaoy6u ＜书〉［司结交朋友·～很广。
E交友】 jiaoyou 圈结交朋友z ～要民重。

E交战】 jiao;;zhan 圃双方作战：～国。

E交战国E j iaozhangu6 强实际上已交战或彼

此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E交账】 jiao;;zhang 圈。移交账务。＠比喻
向有关的人交代自己承担的事情：把你冻坏

了，我怎么向你爸～。

E交织】 jiaozhl 圈。错综复杂地合在→起：

各色各样的烟火在天空中～成一幅美丽的图
画。＠用不同品种或不同颜色的经纬线织2

棉麻～｜黑白～。
为It jiao O 城市周围的地区2 四～ 1 ～外｜～
..A ....野｜～游。 8 (Jioo）［重姓。

E郊区l ji凸oqu 圈城市周围在行政管辖上属这
个城市的地区（区别于“城区勺。

m外E jiaowai I富城市外丽的地方（对某一城

市说）：古都～名胜很多。

m野l jiooy邑圈郊区旷野。

m游l jiaoyol』圈到郊外游览。
主古 jiao ＜书〉喂牲口的干草。
J ’E B、

E交白E jiaob6i ~雹蔬的嫩茎经蔬黑粉菌寄生
后膨大，做蔬菜吃叫菱白。

I ~ jiao 用于地名：～头（在浙江）｜西～（在

’1人河北）。
心盐 1 、＿.＿. jiao 睛。水或别的液体落在
沉（捷）物体上z 大雨～得全身都湿透
了。＠让水或别的液体落在物体上：～汁儿
丸子｜往面上～卤。＠用喷、洒等方式给植物
供水；灌溉z ～花｜车水～地｜给树～水。。浇
灌①2 ～铸｜～铅字｜～版。

芝年菱 d度浇娇｜ jioo I 651 

浇2 中 jiao ＜书〉刻薄： ~yto 
（潺）

E浇薄E jiaob6 ＜书〉睛（人情、风俗）刻薄；不淳
厚：人情～｜世风～。

E浇灌E jiaogu归国＠把流体向模子内灌注2

～混凝土。＠浇水灌溉。
E浇冷水】 jiao l岳ngshul 泼冷水。

E浇漓E jiaoli ＜书〉庄园（风俗等）不朴素敦厚：
世道～，人心日下。

E浇头E jiao·tou ＜方〉圈加在盛好的面条儿或
米饭上面的菜。

E浇注】 jiaozhu I司把熔化了的金属、混凝土等
注入（模型等）。

E浇铸E jiaozhu 画把熔化了的金属等倒入模
型，铸成物件。

E浇筑E jiaozhu ~土木建筑工程中指把混凝

士等材料灌注到模子里制成预定形体＝～大
坝。

娇… jiao O c女子、佩服等）柔
（婿）嫩、美丽可爱．～美｜～艳｜～烧｜嫩

红～绿。＠［翘娇气②z 才走几里地，就说腿

酸，未免太～了。＠画过度爱护2 ～生惯养｜

别把孩子～坏了。
E娇填E jiaoch岳n 圈（年轻女子）娇媚地填怪＝

她故作～地顶了他一句。
E娇宠】 jiaoch凸ng 画娇惯宠爱：对孩子不能

过于～。
E娇滴滴】 jiaodldl c～的） Ifill 状态词。＠形容

娇媚z ～的声音。＠形容过分娇气的样子。
E娇JLl jiao ’在r 圆心爱的儿子，也泛指心爱的

幼小儿女。

E娇惯】 jiaoguan 画宠爱纵容多指对幼年儿童
女）：别把孩子～坏了。 王三

E娇责E jiao·gui E国＠看得贵重，过度爱护z这
点儿雨还怕，身子就太～啦！＠（物品）贵重而
容易损坏：仪表～，要小心轻放。

E娇憨】 jiaohan ［~荫年幼不懂事而又天真可爱
的样子。

E娇客E jiao陆［萄＠指女婿。＠娇贵的人。

E娇媚E jiaomei 圈。形容撒娇献媚的样子。
＠抚媚z 舞姿～O

E娇嫩E jiaonen 阴柔嫩＝～的鲜花 l她的身体

也太～，风一吹就病了。
E娇妻l jiaoql IEJ 年轻娇柔的妻子。

E娇气E jiao·qi O I写意志脆弱、不能吃苦、习

惯于享受的作风。＠圃意志脆弱，不能吃苦z
这点儿委屈都受不了，也太～了。＠函雪指物
品

E娇烧E jiaor白0 ＜书〉固娇艳妖烧 2 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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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柔E j iii。而u 圈娇媚温柔。

E娇生惯养J jiaosh岳ng-guanyang 从小被宠爱

纵容。
U乔娃］ jiiiowa ［组＠美丽的少女（多用于戏曲

中）。＠〈方〉指娇生惯养的孩子：这帮大城市
来的～都经受了艰苦的考验。

E娇小］ jiiioxi凸o 圈娇嫩小巧z ～的女孩子｜～

的野花。
E娇小玲珑l jiiioxi凸o lingl6ng 小巧灵活z身材

~ 。

也乔羞E jiiioxiu 圆形容少女害羞的样子。

U乔艳E jiiioyan E国娇嫩艳丽3 ～的桃花。
E娇养E jiiioy凸ng 圈（对小孩儿）宠爱放任，不力11

管教。

颐纵E jiiiozong 国娇养放纵z ～孩子，不是爱

他而是害他。

饺 jiao ＜书〉相貌美＝～好

E妓好l jiiioh凸o 圈美丽；美好z 姿容～卜的身

段。

白交美E jiiiom岳i 回妓好：容颜～｜～的体态。

骄一 jiiio 0 骄傲①z 戒～戒躁｜胜不
（躇）二耐不馁。＠〈书〉猛烈： ~~So 

E骄制 j iiio’ ao 0 ［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
别人2 ～自满｜虚心使人进步，～使人落后。＠

团团自豪：我们都以是炎黄子孙而感到～。＠
圈值得自豪的人或事物：古代四大发明是中

国的～。

E骄横E jiiioheng 圃骄傲专横z ～一时。

E骄矜E jiiiojln ＜书〉圈骄傲自大；傲慢2 面有

三三三 ～之色c
三重雪 E骄慢E jiiioman Ifill 傲慢z 为人～｜态度～。

E骄气E jiiio· qi 鹰骄傲自满的作风2 ～十足。
E骄人］ jiiioren G制值得骄傲z 业绩～。
E骄奢淫逸］（骄奢淫铁） jiaosh岳－yinyi 骄横奢

侈，荒淫无度。

E骄阳E jiiioyang ＜书〉圈强烈的阳光2 ～似

火。
E骄躁】 jiiiozao I翻骄傲浮躁：～情绪。

E骄子］ jiiiozT 圈受宠爱的儿子，多用于比喻z

天之～｜时代的～。
E骄纵E jiiiozong 圈骄傲放纵。

胶 jiiio 0 圈某些具有制的物
（廖）击，用动物的皮、角等熬成或由植

物分泌出来，也有人工合成的。通常用来秸合
器物，如镖胶、桃胶、万能胶，有的供食用或入
药，如果胶、阿胶。＠圈用胶粘＝～柱鼓瑟｜
镜框坏了，把它～上。不可～于成规。＠像胶
一样毅的：～泥。＠指橡胶z ～皮｜～鞋｜～

布。 8 CJiao）圈姓。

E胶版】 jiiioban ~胶印的印刷底版。
E胶布】 jiiiobu 圈＠涂上秸性橡胶的布，多用

于包扎电线接头儿。＠〈口〉橡皮膏3

E胶带】 jiiiodai 圈用塑料制成的磁带。

E胶合】 jiiiohe 15国用胶把东西粘在一起。

E胶合板】 jiiioheban 圈用多层木质单板薪合、

压制成的板材。广泛用于建筑工程和制造家
具等。

E胶结】 jiiiojie I刻糊糊、胶等半流体干燥后变

硬秸结在－·－起。

E胶卷E jiiiojuan C～儿）[E］成卷的照相胶片。

E胶木E jiiiomu 圈橡胶和多量硫黄加热制成
的硬质材料，多用作电器的绝缘材料，也用来
制其他日用品。

E胶囊】 jiiionang l霸医药上指用明胶制成的囊

状物，把味苦或刺激性大的药粉按剂量装入胶

囊中，便于吞服。

E胶泥E jiiioni L每含有水分的教土，动性很大。

E胶皮E j iiiopi ＜口〉圈指硫化橡胶。
E胶片】 jiiiopian I苞涂有感光药膜的塑料片，

用于摄影。

E胶水】 jiiioshuT （～儿）圈粘东西用的液体的

胶o
E胶体E j iiiotT 圈呈胶态的物质。由极微小的
粒子(1 100 纳米）单独形成（如橡胶）或分散

在介质中形成。
E胶体溶液E j iiiotT r6ngye 溶胶。

E胶鞋】 jiiioxie ~用橡胶制成的鞋，有时也指

橡胶底布面的鞋。

E胶靴l jiiioxu岳圈用橡胶制成的靴子。

E胶印E j iiioyin 圈印刷方法的一种，印版不直
接和纸张接触，先把油墨从印版移印到橡胶布
面，由橡胶布面转印到纸上。

E胶柱鼓3吉、E j iiiozhu-guse 比喻固执拘泥，不能
变通（柱z瑟上调弦的短木。柱被粘住，就不能

调整音高）·情况变了，办法也要改进，不能～o
E胶着E jiaozhu6 Q量比喻相持不下，不能解决：

～状态。

教 j iiio mill re知识或技能传给人：～课｜～
唱歌｜～小孩儿识字｜师傅把技术～给徒弟。
另见 658 页 l iao 。

E教授E j iiioshou mill 讲授：～数学｜～有方。
另见 659 页 l iaoshou 。

【教书】 jiiio;; shu 画教学生学习功课z ～先

生｜他在小学里教过书。
E教书匠E j iiioshuj iang 圈指教师（含轻蔑意） 0

E教学】 jiiio;;xue 画教书。

另见 659 页 j iaoxue 0 



妈椒蚊焦跤 t焦镀蕉车要瞧憔礁偶矫 l jioo ji6o I 崎3

鸡。，自） jiao 见下。
E鸡鹊E jiaojlng 圈古书上说的→种水鸟。

椒 jiao 指某些果实或种子有刺激性味道的
植物：花～｜辣～o

E椒盐】 jiaoy6n C～儿）圈把花椒熔过后加盐轧
碎制成的调味品：～排骨 l～月饼。

蚊 jiao 财
E蚊龙l jiao16ng ~古代传说中指兴风作浪、
能发洪水的龙。
基仨 1 jiao O I归物体受热后失去水分，呈现

~ 黄黑色并发硬、发脆：树烧～了。舌敝唇
～。 f,) ~焦炭：煤～！炼～。＠着急、z ～急｜
心～。。＜ Jioo ）［也姓。

.J±:2 jiao lJll 焦耳的简称。 1 牛（牛顿〕的力
λ~ 使其作用点在力的方向上位移 1 米所做
的功，就是 1 焦。

E焦愁E jiaoch6u 圈焦急忧愁：母亲为他的病
昼夜～o

E焦点l jiaodi阳圈＠某些与椭圆、双曲线或
抛物线有特殊关系的点。直[I椭圆的两个焦点
到椭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的和是一个常数。
＠平行光线经透镜折射或抛物面镜反射后的
汇聚点， 8 比喻事情或道理引人注意的集中
点：争论的～o

E焦，耳】 jiao ’岳r !111 功、能量和热的单位，符号
J。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焦
耳(James Prescott Joule）而定的。简称焦o

E焦黑l jiaoh副圈状态词。物体像烧焦了那

样黑。
E焦化】 jiaohua l涵有机物质碳化变焦，特指煤
高温干饱并同时收回化工产品。

E焦黄E jiaohuang 庄园状态loL 形容黄而干枯s

黄而发脆·面色～｜～的豆英｜馒头烤得～～

的。
E焦急、E jiaoji 晒着急z ～万分｜心里～。
E焦距E jiooju IEl 抛物面镜的顶点或薄透镜的

中心到主焦点的距离。
E焦渴E jiaok岳晴非常干渴：～难耐。
E焦柏l jiao幅画（植物等）「枯：久旱不雨，禾

苗～O
E焦雷l jiaolei 圈声音响亮的雷。
E焦虑E iiaolu r归焦急J忧虑·～不安｜万分～。
E焦炭E jiaotan 睛一种固体燃料，质硬，多孔，
发热量高。用烟煤高温干馆而成。多用于冶

炼。
E焦头烂额E jiaot6u拍n’在形容十分狼狈窘

迫。

E焦土】 jiaot凸圈烈火烧焦的土地，指建筑物、
庄稼等毁于炮火之后的景象。

E焦心E iia口xln 圈着急s 至今没有接到儿子来
信，真叫人～。

E焦油】 jiaoy6u 圈由煤、木材等含碳物质干馆

得到的泊状产物，有煤焦油、木焦油等。旧称
溶（ t凸）。

E焦枣E jiaoz凸0 ［组→种焦而脆的枣，将枣去

核，用火烤干而成。有的地区叫脆枣。
E焦躁】 jiaozao 圈着急而i烦躁：～不安｜心里

~ 。

E焦昨E jiaozh凸［名］烟煤或煤球燃烧后凝成的

块状物。
E焦炙】 jiaozhi 圈形容，心里像火烤一样焦急：
心情～万分。

E焦灼】 jiaozhu6 圃非常着急：～不安。

跤 jioo 跟头川～l摔了一～。

像 jiao 见F

E憔侥E jiaoyao I每l l 代传说中的矮人。
b校主，气 L jiao 圈造鱼。
：男又（佼）’
蕉 jia。如某些有像芭蕉那样的大叶子

的植物：香～｜美人～。 8 CJioo）圈姓。
另见 1052 页 q i6o 。

E蕉农l jiaon6ng I望以种植香蕉为主的农民。

穆（穆） jiao 见下

E车要精E jiaoge 〈书） ！盈交错。

瞧 jiao 见下

E瞧皖】 jiaoyao ＜书〉［回高耸的样子。

；憔 jioo ＜书〉用来点火的木柴之类。

Z佳 jiao O 礁石：暗～｜触～。＠由珊珊虫
，峭的遗骸堆乎只成的岩石状物。

E礁石】 jiaoshi 圈河流

岩石。
l 忿白 …L jiao 见下。

隅（锦）
E偶章鸟l jiaoliao 圈鸟，体长约 10 厘米，羽毛赤
褐色，略有黑褐色斑点，尾羽短，略向上翘。多
在灌木丛中活动，吃昆虫等。

,, 
jiao c 叫 l么）

矫（婿）
jiao 见下。

另见 655 页 l l凸0,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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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巴兰二旦旦 矫嚼角侥佼桥狡饺

脐情】 jiao·qing ＜口〉庄园指强词夺理，无理取

闹 2 这个人太～｜犯～。
另见 655 页 j iaoqing 。nm. jiao 画上下牙齿磨碎食物：细～慢咽｜

WT 肉没有烧熟，～不烂。咬文～字。
另见 660 页 jiao;715 页 ju岳。

(U爵裹JL] j iao •guor ＜方〉圈指生活费用：辛苦

一年，挣的钱刚够～。
(U爵舌E jiaoshe 巨型＠信口胡说；搬弄是非·有

意见当面提，别在背后～。＠元谓地争辩z 没

工夫跟你～。｜｜也说嚼舌头Cji6o she•tou ）、

嚼舌根Cji6o sh岳 •gen ）。

(n爵用E jiao•yong ＜方〉圈生活费用z 人口多，

～大。

(n爵子l jiao•zi ［驾为便于驾驭，横放在牲口嘴

里的小铁链，两端连在笼头上。

'I/ 

jiao （叫l么）

角 1 jiao o 圈牛、羊、鹿等头上长出的坚硬
的东西，－般细长而弯曲，上端较尖：牛

～｜鹿～｜两只～。＠古时军中吹的乐器z 号

～。＠形状像角的东西z 皂～｜菱～。＠山甲角
（多用于地名）：成山～（在山东）｜镇海～（在福

建）。＠（～儿）~物体两个边沿相接的地方s

角落：桌子～儿｜墙～儿！拐～儿 i 东南～0英语
～。＠圈从一个点引出两条射线所形成的

平面图形；从一条直线上展开的两个平面或从

→点上展开的多个平面所形成的立体图形：
直～｜锐～｜两面～｜多面～。＠量用于从整

体划分成的角形东西：一～饼。＠置我国货

币的辅助单位， 10 角等于 1 元。。二十八宿
之一。

角2 j i凸0 旧同“饺，，。
另见 712 页 ju岳。

E角尺l ji凸ochi 画一种检验或画线用的工具，

两边互成直角。木工用的曲尺也叫角尺。
E角度l ji凸odu 圈。角的大小，通常用度或弧

度来表示。＠看事情的出发点：如果光从自
己的～来看问题，意见就难免有些片面。

E角钢E j iiiogiing 圈见 1468 页【型钢］。
E角弓反张E j i凸ogiing拍nzhiing 头和颈僵硬、

向后仰、胸部向前挺、下肢弯曲的症状，常见于

脑膜炎、破伤风等病。

E角果E j i 凸ogua 圈干果的一种，由两个心皮构
成，成熟时果皮由基部向上裂开。如油菜、白

菜、荠菜等的果实。
E角楼E j I凸ol6u ~城角上供隙望和防守用的

楼。

E角落E j i凸oluo ［函＠两堵墙或类似墙的东西

相接处的凹角：他找遍了屋子的每个～，也没

有找到那块表｜院子的一个～长着一棵桃树。
＠指偏僻的地方z 他的事迹传遍了祖国的每

一个～。
E角门】（脚门） j i凸omen 画城墙或整个建筑物

的靠近角上的小门，泛指小的旁门。

E角膜】 jiaom6 ［重黑眼珠表面的一层透明薄

膜，由结缔组织构成，向前凸出，没有血管分
布，有很多神经纤维，感觉非常灵敏，周缘与巩
膜相连。（囹见 1509 页“人的眼”）

E角票l ji凸opioo 巨型指票面以角为单位的纸

币。也叫毛票。

E角球E jiaoqiu 圈。足球比赛守方队员将球

踢出或触出本方端线时，判为角球，由攻方在

离球出界处较近的角球区内踢球。＠水球比
赛守方队员触球使球体越出球门线时，判为角

球，由离线最近的攻方队员在二米禁线标志处
掷球入场。

E角质E j i凸oz hi 圈某些动植物体表的一层有

机化合物，由多种结构比较复杂的成分构成，
质地坚韧，有保护内部组织的作用。

侥 j i凸0 见下
（侥、关傲） 另见 1522 页 y6o 。

【侥幸】（做伴、微佯） j i凸axing 圃由于偶然的

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心存～｜～心理。

佼 jiao ＜书〉美好
E佼佼E jiaoji凸o

者｜庸中～。

〈书〉［暨胜过一般水平的：～

娇… jiao ＜书〉＠抬起；举起；翘起z
（擂）～首高视。＠同“矫1 ” c j iao ＞ ① 

②。

狡 j i凸0 狡猾：～计。

E狡辩E j i凸obion 圈狡猾地强辩：事实胜于～o
E狡猾］（狡滑） j的ohua 圈诡计多端，不可信

任。
【狡计’】 j的oji i组狡猾的iii某。

E狡诵】 j i凸ojue ＜书〉［固狡诈：为人～o

E狡捻E j i凸okuai ＜书〉厕狡诈。

E狡赖E j i凸olai 圃狡辩抵赖2 百般～。

E狡兔三窟】 j i凸otu-siinku 狡猾的兔子有三个

窝，比喻有多个藏身的地方。
E狡黠E j i凸oxi6 ＜书〉阴狡诈。

E狡i乍E j i凸ozha i盟狡猾奸i乍z 阴险ιI为人～o

l 饺 U j i凸0 （～儿L
切已（饺）～儿。



饺佼绞佼矫饺脚 l jiao I 655 」

E饺子E jiao·zi 圈包成半圆形的有馅儿的面食， I c矫捷】 j i凸ojie ~矫健而敏捷：他飞速地攀到

煮、煎或蒸熟后食用。 | 柱顶，像猿猴那样～。
』1点 jiao ＜书〉聪慧。 I c矫命E j i凸oming （书〉阐假托上级命令。
IX. 另见 1446 页 xiao" i E矫情l ji凸oqing （书〉圈故意违反常情，表示
亢 … j i凸0 0 圈把两股以上条状物扭 l 与众不同。
织（饺）在一起：钢丝绳是用许多钢丝～｜ 另见 654 页 jiao· qing" 

成的。好多问题～在一起，闹不清楚了。＠画 I c矫揉造作E jiaor6u-zaozuδ 把弯的弄直，把直
握住条状物的两端同时向相反方向转动，使受｜ 的弄弯，来制造器物。形容过分做作，极不自
到挤压，拧：把毛巾～干。～尽脑汁。＠同｜ 然。
“饺”②。＠画］勒死；吊死z ～杀｜～架。＠回 I c矫饰】 jiaoshi l到故意造作来掩饰。
把绳索一端系在轮上，转动轮轴，使系在另一 l E矫枉过正E I治owang-guozheng 纠正偏差做

端的物体移动：～车！～盘｜～着辘铲打水。＠［ 得过了头：应该纠正浪费的习惯，但是一变而

圈用于纱、毛线等：一～纱。 | 为吝啬，那就是～了。
E绞包针E j i凸出aozh臼［雹缝麻袋等大型包裹 I c矫形】 jiaoxing 画用外科手术把人体上畸形
用的一种铁针，较粗而长，略呈弯形。 i 的部分改变成正常状态，如矫正畸形脊柱、关

E绞车E j i己och岳啕卷扬机的通称。 | 节等。
E绞架l jiaojia 明把人吊死的刑具，在架子上 I c矫正】 j i凸ozheng ~由］改正；纠正：～发音｜～错
系着绞索。 | 误｜～偏差。

Z绞脸】 j i凸o;;lian I甜妇女修饰容貌时用绞在 I c矫治E ji凸ozhi ［：副矫正并医治（口吃、斜视等缺

一起的细线一张一合去掉脸上的汗毛。 I !l's＞：～口吃｜对视力减退的学生进行药物～。
E绞脑汁】 j i凸on凸ozhl 费思虑；费脑筋。 ｜自点 j i凸0 0 白而亮z ～洁｜～月。 8 (Ji凸o)

E绞盘E j i 凸opan 圈利用轮轴的原理制成的…｜吧人［割姓。
种起重机械Q 船上起锚和用绳索牵引重物等 I c饺胶E j i凸ojiao 圆形容很白很亮：月光～。

都用绞盘。 I c胶洁l ji凸ojie ~形i （月亮等）明亮而洁白 z ～的
E绞杀】 jiaosha 唾＇10 用绳勒死。＠比喻压｜ 月色。
制、摧残使不能存在或发展：～革命｜～新生事！肚口 j i凸0 0 圈人和动物的腿的 F
物。 ｜萨PC咄p）端，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g

E绞索E j i 凸osu凸［望＠绞刑用的绳子。＠绞车｜ ～面｜～尖。（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物
上用于牵引的绳索。 I 体的最F部2 墙～｜山～｜高～杯。＠剩余的

E绞痛l jiaotong I直到内脏像扭结在－起般地剧！ 废料：下～。 0 IEl fl;J 指跟体力搬运有关的＝
烈阵发性疼痛 z 腹中～得厉害。 | ～夫｜～行｜～力。

E绞刑】 j i凸axing 阻死刑的一种，用绳子勒死。｜ 另见 715 页 jue"

饺 ιl的0 0 （吨附：用剪子～｜阳］ j问on 酬掌
（饺）指甲。＠圈用饺刀切削～孔。 I c脚背l jiaobei 圈脚掌的反面。也叫脚面。

＠指饺链z ～接。 ｜【脚本】 j i凸出品n 圈表演戏剧、曲艺，摄制j影视
E饺刀E j i凸odao 圈金属切削工具，用来使工件｜ 剧等所依据的本子，里面记载台词、故事情节
上原有的孔提高尺寸精度、降低粗糙度。 | 等。

E饺接E j i凸oji岳国用佼链连接：～式无轨电车。 I c脚脖子】 j i凸ob6•zi （方〉圈脚腕子。
E饺链E j i凸olian 圈用来连接机器、车辆、门窗、 j ［脚步］ ji凸obu ['81 0 指走路时两脚之间的距
器物的两个部分的装置或零件，所连接的两部｜ 离s ～大。＠指走路时腿和脚的动作z 放轻

分或其中的一部分能绕着饺链的轴转动。 | ～｜嚓嚓的～声。

矫1 … j i凸0 0 矫正：～枉过正 81 阳两只旧 j i叫i Ii凸ng zhl 川比喻
（婿）假托＇ ~1$ I ～命。 o CJiao>L~ I 因为对事物认识不清或存心投机取巧而跟两

姓。 方面都保持联系。也说脚踏两只船。

矫2 （婿） JIOO 强壮；勇武：～健｜～若游 I c脚灯】 j i凸od岳ng 圈。安装在舞台口边缘向

龙。 I 舞台方向照射的一排灯。＠贴近地面安设的
另见 653 页 l i6o" 

E矫健E j i凸ojian 回到强壮有｝J ：身手～｜～的步

伐。

灯，便于黑暗中行走。

E脚底E j I凸odl 圈脚掌＝～起了茧子。也叫脚

底板。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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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脚底板】 j i凸odiban r：望脚底。
E脚法】 j i凸of凸［望足球运动员用脚踢球的技巧
和方法：～细腻｜射门～欠佳。

E脚夫】 j i凸ofu 圈。旧时称搬运工人。＠旧
时称赶着牲口供人雇用的人。

E脚跟】（脚根） jiaog白圈脚的后部。立定～

（站得稳，不动摇）。
E脚孤拐J ji凸ogu•guai ＜方〉［望大趾和脚掌相
连向外突出的地方。

E脚行E j i凸ohang ~旧时称搬运业或搬运工

入。

【脚后跟】 j i凸ohou•gen ＜口〉圈脚跟o

E脚迹J jiaoj1 圈脚印。
E脚尖E j iaoj ion （～儿）圈脚的最前部分：跪着

～走。
E脚劲】 jiaojin ＜～儿）〈方〉固两腿的力气：妈

妈的眼睛不如从前了，可是～还很足。
E脚扣J jiaokou 圈套在鞋上爬电线杆子用的

一种弧形铁制用具。

E脚力J i iaoli 圈。两腿的力气：他一天能走
八九十里，～很好。＠旧时称搬运工人。＠
脚钱。＠旧时给前来送礼的夫役的赏钱。＠

指代步的马、驴等：租了头毛驴做～。

E脚链E j iaolian c～儿）圈戴在脚腕子上的链形
装饰品．多用金银或珍珠、玉石等制成。

E脚镣E jiaoliao 圈套在脚腕子上，束缚人两脚

的戒具。

E脚炉J jiaolu 圈冷天生!tH却用的小铜炉，外形圆

而稍扇，有提梁，盖上有许多小孔，炉中燃烧炭
壁、锯末或窘糠。

享享【脚轮J jiaolun 圈安在提包、箱笼、沙发腿、床
三辈 腿等底下的小轮子。

Z脚门E jiaomen 见 654 页【角门）， 0 

E脚面E j I凸omian ~脚背。

E脚蹊】 jiaopu r写一种潜水的用具，仿照动物
的膜，用橡胶或塑料压制而成，戴在脚仁，以增

加拨水的力量。
E脚气E j i 凸oqi ［萄＠脚癖的通称。＠由于缺
乏维生素 B，而引起的疾病。症状是患者疲劳

软弱，小腿沉重，肌肉疼痛萎缩，子足痊孪，头
痛，失眠，下肢水肿，心力衰竭等。＠中医指
两脚软弱无力的病。

E脚钱E j i凸oqian 圈旧时指付给搬送东西的人
的工钱。

E脚和lj] j i凸osha ［直汽车等用脚操作的制动器。

E脚手架J ji凸oshoujia ~为了建筑工人在高
处操作而搭的架子。

E脚踏车J j i凸otache ＜方〉［苞自行车。
E脚踏两只船E j I凸o ta Ii凸ng zhi chuan 脚踩两

只船。
U却踏实地】 j iaotashidi 形容f故事踏实认真。

U部腕子E jiaowan• zi 圈小腿和脚连接的部

分。也叫脚腕儿、腿腕子。
E脚下E j i凸oxia 圈。脚底下。＠〈方〉目前，

现时：～是农忙季节，要合理使用劳力。＠
〈方） I临近的时候：冬至～O

U却心】 j i凸oxin I萄脚掌的中央部分。
Z脚癖E j I凸oxuan 画皮肤病，病原体是一种真

菌，多发生在脚趾之间。症状是起水瘤，奇瘁，

抓破后流黄水，严重时溃烂。通称脚气。
E脚丫子J ji凸ova· zi ＜方〉圈脚。也作脚鸭子。
[IJ!;jl鸭子】 j的ova· zi 同“脚丫子”。

E脚印】 j i凸oyin （～儿）［苞脚踏过：后留下的痕迹。

U却掌J ji凸ozhang ［：每脚接触地面的部分。
E脚爪E j i 凸ozh凸0 （方〉直动物的爪子。

E脚指头】 j i凸ozhi•tou C 口语中也读 l l凸ozhi 
• tou) （口〉［匈脚趾。

E脚趾：］ jiaozhi r苞脚前端的分支。
U却注E jiaozhu 圈列在→页末了的附注。

E脚锄】 j i凸ozhu6 ~I 套在脚腕子上的环形装饰
品，多用金、银、玉等做成。舞蹈用的脚锚系有
小铃铛。

搅 m jiao ~ O 搅拌2 茶汤～匀了 l把
（攫）粥～一～。＠扰乱； :trtlt ，～扰 i

胡～蛮缠 l这宗生意让他～黄了。
E搅拌】 j i凸oban ［司用棍子等在混合物中转动、
和弄，使均匀z ～机i～种子！～混凝土。

E搅动J ji凸o;;dong 圈＠用棍子等在液体中翻

动或和弄s 用铁锹在泥浆池里～。＠搅扰z搅

乱：嘈杂的声音～得人心神不宁。
E搅浑） j I凸o;;hun 画搅动使浑浊：把水～（比
喻故意制造混乱）。

' E搅混】 jiao· hun ＜方〉圈混合；掺杂＝歌声和
笑声～成一片。

E搅和E j i 凸o•huo ＜口〉（到＠混合；掺杂z 惊奇
和喜悦的心情～在一起。＠扰乱：事情让他
～糟了。

E搅局E j i凸011 ju r理扰乱别人安排好的事情。
E搅乱】 jiaoluan 画搅扰使混乱；扰乱2 ～人
心｜～会场。

E搅扰】 jiaorao 圈（动作、声音或用动作、声

音）影响别人使人感到不安：姐姐温习功课，别
去～她。

交 j i凸0 （书〉用竹子编的绳索。

.:4 jiao ＜书〉低注。
l'V＼另见 1073 页 q iO 。

敖 Ji凸0 酣



巢 1iao 剿灭，讨伐：卧｜Jc＊剿、销） j~匪。
另见 153 页 choo 。

E巢j除】 j i凸ochu r剥剿灭。

E剿灭］ ji凸omie O却用武力消灭：～土匪。

会主ft. jiao 见下。
’既凡另见 660 页 jiao;1s22 页 yooo

E徽伴】 j i凸axing 见 654 页【侥幸t

b白ι … i i凸0 0 ［亟交纳，交出（指履行义
琉足（擞）材被迫）～费｜上～｜～枪不杀。
＠白面］迫使交出（多指武器），～了敌人的枪。

8 (J l凸口）圈姓。
另见 1731 页 zh凶。

E缴获E jiaohuo ［司从战败的敌人或罪犯等那
里取得（武器、凶器等）：～敌军大炮三门。

E缴纳E j i凸ona I司交纳（多指履行义务或强制

交付）：～税款 1～罚金。
E缴销】 j i凸oxiao 画缴回注销：汽车报废时应
将原牌照～。

E缴械E jiao;;xie 画＠迫使敌人交出武器z 缴

了敌人的械。＠被迫交出武器z ～投降。

激 j i凸0 ＜书〉玉佩

瞰 j i凸0 0 （书〉（珠玉）纯白；明亮。＠〈书〉
清白；清晰。 8 (J i 凸o) IEl 姓。

飞

jiao （叫｜么）

口U _, jiao O 圈人或动物的发音器
叶（＊114）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某种情
绪、感觉或欲望：鸡～｜姻烟儿～｜拍手～好 1 大
～一声。汽笛连声～。＠画招口于；呼唤：外边
有人～你！把他们都～到这儿来。＠匾自告诉某
些人员（多为服务行业）送来所需要的东西：

～车｜～两个菜。。~（名称）是；称为：这～
不锈钢 l 您怎么称呼？ 我～王勇 i 那真～

好！ I这～什么打枪呀？瞧我的。＠［面使；命
令：～他早点儿回去｜要～穷山变富山。。画

容许或昕任z 他不～去，我偏要去。 8 l1l'l 被
④z 他～雨淋了 l把窗户关上点儿，别～风吹着。
＠回跟“看、说”搭配，表示主观看法，相当于

“依”或“照”：～我看，小李今天不会来了｜～我
说，这事就不应该办。＠〈方〉雄性的（某些家
畜和家禽） ：～驴！～鸡。

E叫板E jiaoban p副＠戏曲中把道白的最后一

句节奏化，以便引入到F面的唱腔上去。用动
作规定下面唱段的节奏也叫叫板。 8 ( -// ) 
向对方挑战或挑衅z 他们敢于向世界冠军～。

剿徽缴激微叫 l jiao jiao I “ 7 I 
E叫春】 jiaochun 画指猫发情时发出叫声。

E叫喊】 jiaohan ~司］大声叫；嚷：高声～ l～的声
音越来越近。

E叫好】 jiao;;hao c～儿）画面对于精彩的表演等

大声喊“好”，以表示赞赏。

E叫号J jiao;;hao c～儿）圈。呼唤表示先后次

序的号：看病的人都坐在门外等候医生～。＠
〈方〉喊号子：几个小伙子叫着号把大木头抬

起来。＠〈方〉用言语向对方挑战或挑衅 2 他

这样说简直是在～｜甭～，这点儿问题难不倒人。
E叫花子］（叫化子） jiaohuo· zi ＜口〉圈乞丐。
E叫唤】 jiao· huon 圈。大声叫：疼得直～。

＠（动物）叫：牲口～ 1小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

地～。
E叫魂】 jiao;;hun c～儿） [1i!j] 迷信认为人忠某些

疾病是由于灵魂离开身体所致，呼唤病人的名
字能使灵魂回到人的身上，治好疾病，这种做
法叫作叫魂。

E叫价J jiao;;jia 画公开报出价格；开价z ～竞

买。
E叫劲E jiaojin 同“较劲”。

(P4全臼 jiaojue I到称赞事物好到极点：拍案

。

E叫苦J jiao;;ku ~量诉说苦处·～不迭。
E叫苦连天E jiaoku-liantian 不断叫苦，形容十

分痛苦、烦恼。

E叫骂】 jiaoma 画大声骂人。

E叫卖E jiaomai r亟l 吆喝着招揽主顾：沿街～。

E叫「Jl jiao;;men 画在门外叫里边的人来开

E叫名E jiaoming O C～儿）（百名称：活字本是三三三

版本方面的～。＠〈方〉鹰在名义上叫作：这雪主三
孩子～十岁，其实还不到九岁。 毛三Z

[P叫屈】 jiao;;qu 吕西］诉说受到冤屈：鸣冤～。

E叫嚷E jiao的ng 圈喊叫。

E叫停E jiaoting I础。某些球类比赛中教练
员、裁判员、运动员等要求暂停。＠有关部门

或人员命令停止某种活动或行为：对乱收费
现象坚决～。

E叫日向E jiao矿X的ng D动l 指获得好的声誉并受到

广泛的欢迎g 这种产品已经在市场上～了｜他
是在群众中叫得响的好干部。

E叫嚣E jiaoxioo ~大声叫喊吵闹2 疯狂～。
E叫啸J jiaoxiao 圃呼啸：江水在峡谷中奔腾

~ 。

E叫早E jiaoz凸o E到早晨在预定时间叫人起床2

闹钟～｜电话～ l 明早宾馆服务员会在六点钟
。

E叫真JLl j iao 11 zh岳nr 同“较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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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叫阵】 jiao;; zhen 画在阵前叫喊，挑战。

E叫子】 jiao· zi ＜方〉圈哨JL o 
E叫作E jiaozuo 画（名称）是；称为：这东西～

三角板｜跟纬线垂直的线～经线。也作叫做。

E叫座JL) jiδozuor E园（戏剧、影片或演员）能吸

引观众，看的人多：这出戏连演几十场，很～。
E叫做E jiaozuo 同“叫作”。

l盼… jiao ＜书〉山道
（蠕）另见 1052 页 qi6o 。

，兽多 … iiao 圈睡眠（指从睡着到睡醒）：
冗（贵忡～｜好好儿地睡一～｜一～醒来，
天已经大亮。

另见713 页 jue 0 

交 jioo 啪的眠，用蚌壳、竹片或木片
制成。也叫杯泼。

去指 jiao O 圈订正；校对z ～改！～勘！～稿
’ L.儿子！～样。＠比较g较量：～场。

另见 1446 页 xiooo

E校本J jiaoben 圈根据不同版本校勘过的书

本。
E校场E jiaoch凸ng l各］旧时操演或比武的场地。

也作较场。
E校做E jiaoch6u ＜书〉圈校勘。

E校点】 jiaodi凸n ［到校订并加标点·～古籍。
E校iTl jiaoding 圈对照可靠的材料改正书

籍、文件中的错误：～文稿。

E校对】 jiaodui O 画核对是否符合标准·一

切计量器都必须～合格才可以发售。＠［动按
原稿核对抄件或付印样张，看有没有错误。＠
圈｛故校对工作的人z 他在印刷厂当～。

重重二 E校改】 jiaog凸l 画校对并改.IE错误。

三三~ ［校勘】 jiaokan IZl!ll 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
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

于确定原文的真相。
E校勘学】 j iaokanxue I割研究校勘的学间，是

整理古书的专业知识。

E校验E jiaoyan 画校准并检验z 原子钟的长

期稳定性还要以地球公转周期为准来～。

E校样J jiaovang 国主］书刊报纸等印刷品印刷前
供校对用的样张。

E校阅E jiaovue 画＠审阅校订（书刊内容）。

＠〈书〉检阅 z ～三军｜～阵法。

E校正J jiaozheng I副校对订lE：～错字｜重新

～炮位。

E校注E jiaozhu 画校订并注释。
E校准E jiao;;zhun i副校对机器、仪器等使准

确。

轿一 iiao I画轿子：花～ i抬～
（暗）’

E轿车J jiaoch岳圈＠旧时供人乘坐的车，车

厢外面套着帷子，用骤、马等拉着走。＠供人
乘坐的、有固定车顶的汽车．大～｜小～。

E轿夫E jiaotu r组给人抬轿子的人。

E轿子E jiao• zi !Bl 旧时的交通工具，方形，用竹
子或木头制成，外面套着帷子，两边各有一根

杆子，由人抬着走或由骤马驮着走 z 坐～｜抬

~ 。

较1 ι jiao O 比较（高低大小等） :~ 
（较）量｜～劲儿。＠因用于比较性

状、程度：产量～去年有显著增加。＠自到表示
具有一定程度z 用～少的钱，办～多的事。。
〈书〉计较z 销妹必～。

较2 ~ jiao ＜书〉明显＝彰明～著｜二
（较）者～然不同。

E较比】 jiaobT ＜方〉圃表示具有→定程度；比

较．这间屋子～宽绰｜这里的气候～热。
E较场l jiaoch凸ng fliJ“校场”。

E较到J】 jiaojin （～儿）圃 0 （－／！一）比力气；较量

高低s 他们几个你追我赶，暗中较上了劲儿G @ 
（「夕一）作对川、司别扭；对着手：这天真～，你越

是需要雨，它越是不下。＠指特别需要发挥作

用或使用力气：眼下是三夏时期，正是～的时
候。｜｜也作叫劲。

E较量E jiaoliang 圈。用竞赛或斗争的方式

比本领、实力的高低z ～枪法。＠〈方〉计较。

E较为E j iaowei liID 表示有差别，但程度不很深

（多用于同类事物相比较）＝这会儿他觉得～舒
服些 l这样做～安全。

E较真JL】 jiao;;zh岳nr ＜方〉［砌非常认真： f也办事

fl!l～。也作叫真儿。
E较著】 jiaozhu ＜书〉［制显著z 彰明～。

罗 jiao ＜书〉地窑。

教1 jiao o 教导；教育：管～｜请～｜受～｜因
材施～。＠圈宗教2 佛～｜伊斯兰～ i信

～｜在～。 8 CJiao）圈姓。

教2 jiao CIA也读 jiao) Ll\IJJ ftl!,1(-,iJ: ，～他
无计可施｜～我十分为难。

另见 652 页 l ioo 。

E教案J jiao ’ an 圈教师在授课前准备的教学
方案，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时间、方法、步骤、检
查以及教材的组织等。

E教本J jiaob品『1 白白教科书。

E教鞭E jiaobian 圈教师讲课时指示板书、阁

片用的棍儿。

E教材J jiaocai I望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

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

E教参l jiaocon ［苞指教学参考资料：编～。



E教程】 jiaocheng 圈专门学科的课程（多用于

书名）：近代史～｜政治经济学～。
E教导E jiaodao 唰教育指导z ～处 1～有方。
E教导员】 jiaod凸oyu6n I~ 政治教导员的通

称。
E教范】 jiaofan 睛军事仁指技术方面的基本

教材，如射击教范、维护修理教范等。
E教辅E jiaofu ［附属性词。对教学起辅导或辅

助作用的：～图书｜～人员。
E教父】 jiaotu l室。基督教指约公元 2 12 
世纪在制订或阐述教义方’面有权威的神学家。
＠天主教，iE教及新教某些教派新入教者接
受洗礼时的男性监护人。

E教改l jiaog凸l 圈。教育改革。＠教学改

革。
E教工E jiaogong 圈学校里的教员、职员和工

人的合称。
E教官E j iaoguan IBJ」军队、军校中担任教练或
讲授文化知识的军官。

E教规E jiaogui 圈宗教要求教徒遵守的规则。
E教化E jiaohua ＜书〉［动］教育感化。
E教皇E j iaohu6ng IEJ 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
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任期终身，驻在梵蒂冈Q

E教会】 jiaohui I萄天主教、_rE教、新教等基督教
各教派的信徒的组织。

E教诲J jiaohui 〈书〉匡副教训｜｜；教导 z 谆谆～o
E教具E jia叫。圈教学时用来讲解说明某事某
物的模型、实物、图表和幻灯等的统称。

E教科书E jiaokeshu 圈拨照教学大纲编写的

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

E教练】 jiaolian O ［司训练别人使掌握某种技
术或动作（如体育运动和驾驶汽车、飞机等） : 
～车｜～工作｜～得法。＠函从事上述工作的

人员＝足球～o
E教龄】 jiaoling 圈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年数。
E教令】 jiaoling 圈军队中通常以命令形式颁
发的借试验性的原则规定，如飞行教令、步兵

武器实弹射击教令等。
E教门】 jiao『nen l毯。指伊斯兰教。＠教派。
E教民】 jiaomin ［祖信仰某种宗教（多指基督
教、天主教）的人。

E教母E jiaomu 画天主教、正教反革rr教某些教
派新入教者接受洗礼时的女性监护人。

E教派E jiaopai !E>l 某种宗教内部的派别。

E教区3 jiaoqu IBl 天主教主教管辖的宗教事务
行政区。新教的一些教会也用来作为宗教事

务行政区的名称。

E教师l jiaoshi l萄担任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物理～｜人民～。

教 i ji 凸o I 659 I 
E教师节E Jiaoshi Jie IBJ 教师的节日。我国

的教师节是 9月 1 （）日。

E教士】 jiaoshi [BJ 基督教会传教的神职人员。
E教室】 jiaoshi 白白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

E教授E j iaoshou [=81 高等学校教师的最高专业

职称，其下依次为副教授、讲师、助教。
另见 652 页 J iooshou 0 

E教唆E jiaosuo ［副怂j恿、唆使（别人做坏事）＝

这伙人专门～青少年偷窃。

E教唆犯E j iaosuofan f萄怂恿、唆使别人犯罪

的罪犯。

E教堂E jiaot6ng 圈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

场所。

E教条】 jiaoti6o 0 圈宗教上的信条，只要求

信徒信从，不容许批评怀疑。＠回比喻只凭
信仰，不加思考而盲目接受或引用的原则、原

理。－~回僵化死板，不知变通z 你们不从实

际出发，盲目照搬别人的经验，未免太～了。。
因指教条主义。

E教条主义l jiaoti6o zhuyi 主观主义的一种，

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矛盾的
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j、概念来处

理问题。

E教廷E jiaoting l每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

设在梵蒂冈。

E教头l jiaot6u 圈宋代军队中教练武艺的人，

后来也泛指传授技艺的人。现也指体育运动
的教练员（含诙谐意）。

E教徒E jiaotu I组信仰某种宗教的人。

E教务E jiaowu l组学校中跟教学活动有关的

行政工作z ～处。 三三三
E教习】 jiaoxi O [BJ 教员的旧称。＠〈书〉圈辈辈三
教授（学业）；教练①z ～书法｜～水军。

E教学l jiaoxue 巨型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

生的过程。
另见 652 页 l iOO//Xl」岳。

E教学相长】 jiaoxue剖 iongzhang 通过教学，

不但学生得到进步，教师自己也得到提高。

E教训11 jiao• xun 0 ［动］教育训诫：～孩子。＠
圈从错误或失败中取得的知识z 接受～，改进
工作。

E教研室l jiaoyanshi I每教育厅、局和学校中
研究教学问题的组织。

E教研组E jiaovanzu 圈研究教学问题的组织，
规模一般比教研室小。

E教养】 jiaovang O l到教育培养：～子女。＠

圈指－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有～。
E教养fill jiao帅ngyuan L~ 幼儿园负责全面

教育儿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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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义E jiaoyi 圈某一种宗教所信奉的道理。

E教益J jiaoyi ~受教导后得到的益处z 希望
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使我们能够得到

~ 。

E教育E jiaoyu o 圈按一定要求培养人的工

作，主要指学校培养人的工作z 初等～｜高等
～｜成人～｜～方针。＠区国按一定要求培养：
教师的责任是～下一代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有用人才。＠画用道理说服人使照着（规
则、指示或要求等）做：说服～｜～干部要清正

廉洁。
E教育改造E jiaovu g凸iza。我国对判处徒刑的
罪犯实行的一种措施，根据罪犯的不同情况对
其进行文化、技术、法制、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同时组织他们劳动，培养劳动习惯，学会生产
技能，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

E教员E jiaoyuan ~教师：中学～。

E教正E jiaozheng ＜书〉圃指教改正（把自己

的作品送给人看时用的客套话）：送上拙著一

册，敬希～。
E教职员】 jiaozhiyu归国学校里的教员和职

员的合称。
E教主E jiaozhu ~ O 某→宗教的创始人。＠
指某些宗教团体的领导人。

害 jiao o 圈收藏东西的地洞或坑： itJL 
～！白菜～！白薯都已经入了～。＠圃l 把

东西收藏在害里z 把白薯～起来。

E窑藏E jiaocang 画用窑储藏：保存白薯的最
好办法是～。

E窑肥E jiaotei 〈方〉臣E I区肥②。

三三量也B jiao ＜方〉分支的河道（多用于地名）：道
三雪孽 1 口 ～｜双～（都在广东）。

草坪 jiao O 古时量谷物时平斗俐的器具o

m- 8 ＜书〉校订。

酵 jiao 捕。

E酵母E jiaom心巨型酵母菌的简称。

E酵母菌E jiaomujun 圈真菌的一种，黄白色，

圆形或卵形。酿酒、制酱、发面等都是利用酵
母菌引起的化学变化。简称酵母。

E酵子E jiao·zi ＜方〉画面肥。

激 jiao 同‘喘吁～（在广东）。

”仕 jiao ＜书〉嚼；吃东西。

‘、、
E礁类J i iaolei ＜书〉圈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
活着的人。

嗷 jiao ＜书〉同“叫”。

公斟 jiao ＜书〉＠边界。＠巡查。
l忽儿另见 657 页 j的0 ;1522 页 yao 。

草 jiao 见下。

【高头】 jiao· tou 圈草草C xi的。

而ff: jiao O 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神的礼z 再～
rm c 旧时称寡妇再嫁）。＠打酿。

H薛 jiao 见 266 页［倒H爵］Cd凸ojiao ）。
WT 另见 654 页 ji6o;715 页 jue 。

瞩 jiao 啪洁白；干净。

ii要（圳廿） ] 

节中 j i岳见下。
（筒）另见削页 j险。

E节骨8i(JL] j泊· guyiinr ＜方〉［割比喻紧要的、

能起决定作用的环节或时机z 眼看就要停工

待料了，就在这～上，赶运的原料来了。
E节子l ji岳· zi 圈木材上的疤痕，是树木的分枝

砍去后在干校上留下的疤。

阶（陪？培） :rR~＿：。飞：兀2
姓。

E阶层l ji岳ceng ~o 指在同一个阶级中因社
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如农民阶级
分成贫农、中农等。＠指由共同的经济状况

或其他某种共同特征形成的社会群体：中产
～｜工薪～O

E阶乘E j i岳cheng 圈从 1 到 n 的连续自然数

相乘的积，叫作阶乘，用符号 n！表示。如 5!
= 1 × 2X3X4 × 5。规定。！ = 1 。

E阶地】 j i岳di 圈河流、湖泊
状的地貌。

E阶段E j i 岳duan 圈事物发展进程中划分的段
落z 大桥第一～的工程已经完成。

E阶级］ ji岳Ji 团＠〈书〉台阶。＠旧时指官职

的等级。＠人们在－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
同而分成的集团，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

E阶级斗争】 j i岳ji douzheng 被剥削阶级和剥

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司的斗争。
E阶级性E j i岳＇jixing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
思想意识、所必然具有的阶级特性。这种特性

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反映着本阶级的特
殊利益和要求。

E阶梯E j i岳ti 圈台阶和梯子，比喻向上的凭借

或途径。

E阶下囚E j i岳xiaqiu ~旧时指在公堂台阶下受



审的囚犯，泛指在押的人或俘虏。

邓 ι 陆酬子
（痛）’

E沛子E jie·zi I组皮肤病，由葡萄球菌或链状菌
侵入毛囊内引起。症状是局部出现充血硬块，

化服，红肿，疼痛。
t到U j i岳画都g都是2 比比～是｜尽人～知｜有
同 口～碑｜放之四海而～准。

E皆大欢喜】 j i岳dahuanxT 大家都很满意、很高

兴。
儿卡－－ j i岳圈长出（果实或种子）：树上
’口（结）～了不少苹果！这种花～籽儿不
～？｜园地里的南瓜、豆英～得又大又多。

另见 665 页 l l岳。

E结巴E j i 岳•ba 0 自动J 口吃的通称z 他～得厉
害，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圈口吃的人。

E结果E j i岳；；gu凸阉长出果实：开花～。

另见 666 页 l l句峙。

E结实】 j i岳；； shi 圈长出果实。

E结实） ji岳· shi 睛。坚固；牢固：这双鞋很～｜
绳子绑得很～。＠健壮：他的身体～。

接 j i岳。靠近3接触z 邻～｜～近｜交头～耳。
8 [ijfi] 连接；使连接z ～电线 l～纱头｜这一

句跟上一句～不上。＠圈托住；承受：～球｜
书掉下来了，赶快用手～位。＠［直接受z ～
见｜～待 l～电话｜～到来信。＠阉迎接z 到车
站～人。＠面］接替2 ～1± l 谁～你的班？＠
CJ l邑）圈姓。

E接班） ji岳；； ban c～儿）圈＠接替上一班的工
作z 我们下午三点～，晚十一点交班。＠指接
替前辈人的工作、事业：接好前辈的班。

E接班人） jl岳banren 圈接替上一班工作的人，
多用来比喻接替前辈或前任工作、事业的人z
培养革命的～。

E接办】 j i岳ban f通l 接受并办理；接子经11 ：～业
务｜～案件。

E接棒E j i 岳；； bang 日到接力比赛时，后跑的队员

在规定的地段从先跑的队员手中接过接力棒
继续跑。比喻继任者承接原任者的职务、权力
等（跟“交棒”相对）。

E接驳】 j i岳b6 画＠驳运：～船。＠特指公交
线路相连接，便于换乘2 ～专线 l这个地铁站～
3 路公交车。

E接产E j i 岳；； chan ［量帮助产妇分娩，也指帮助
母畜分娩。

E接茬儿】 j i岳char ＜方） 0 ( -// ) ［量接着别人
的话头说下去；搭腔：他几次跟我说到老王的
事，我都没～。＠圃（～→件事完了〉紧接着（做

另外一件事）：布置完会场，他们～商量晚上开

布皆结接｜ j i 邑 ！“4 」

会的事。

E接触J jiechu l面。挨上；碰着2 皮肤和物体
～后产生的感觉就是触觉。他过去从没有～过
农活儿。＠（人跟人）接近并发生交往或冲突2

领导应该多跟群众～｜先头部队已经跟敌人的
前哨～。

E接触镜E j i岳chujing 圆眼镜的一种，镜片用高

分子材料制成，很薄，直接贴附在眼球角膜上，
以达到矫正视力的作用。通称隐形眼镜。

E接待E ji岳dai 圈迎接招待z ～室！～来宾。

E接地E j i岳di 画＠为了保护人身或设备的安

全，把电器的金属外壳接上地线。＠接上地
线，利用大地做电流回路。

E接地气） ji岳 diqi 与大地的气息相接。比喻贴
近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跟广大群众息息相通2

文艺工作者只有～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E接二连三） j i岳’ er-li6nsan 一个接着一个，形

容接连不断z 喜讯～地传来。
E接防） ji勘tang I虱（部队）接替原驻守某地部

队的防务。

E接访E jiet凸ng [l@] C领导或上级机关）接待群

众上访。
E接凤J ji岳f岳ng 画请刚从远道来的人吃饭：设

宴～｜～洗尘。
E接缝E j i岳teng c～儿） IBl 物体接合处的缝隙，

也指物体接合的地方＝焊接钢管的～｜裤腿～

处开裂了。
E接羔E j i 岳；； goo 圈照顾羊、鹿等产羔。

E接骨E j i岳gu r到中医指用→定的手法（必要时

配合药物和器械）把折断的骨头接起来使它逐
渐复原。 豆三三

E接管E j i岳guan 圈接收并管理：～政权｜～财矗主
务。

E接轨E ji岳；； guT 圈＠连接路轨：新建的铁路

已全线～铺通。＠比喻两种事物彼此衔接起

来：与国际经济～。
E接柜E jie;;gui [ll!J] 在柜台接待（储户、顾客等） : 
～员。

E接合E ji岳he 圈连接使合在一起＝段落之间～
得十分巧妙。

E接火） ji勘hu凸（～JL) （口〉画＠（交战双方）

开始用枪炮互相射击：先头部队JJ'lt敌人接上火
了。＠内外电线接通，开始供电z 电灯安好

了，但是还没～。

E接获E j i岳huo [ll!J] 接到；获得z ～订单l～投诉。

E接机E j i勘F I虱＠到飞机场接人2 由会议接
待组～。＠机场工作人员安排降落飞机的进
港、卸载等事宜。

E接济E j i岳j i [ll!jJ 在物质上援助z ～粮草 l～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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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他经常～那些穷困的青年。
E接驾l ji岳iia rn国古代指迎接皇帝。现也指迎
接客人（含诙谐意）。

E接见l ji岳1ian 圃跟来的人见面（多用于主人
接待客人或上级会见下属）．～外宾｜～与会代
表。

E接界l j1岳1ie 圈交界：这个车站l临近两省～的
地方。

E接近l ji副in 自由］靠近；相距不远z ～群众！时间
已～半夜｜这项技术已～世界先进水平｜大家的

意见已经很～，没有多大分歧了。
E接警E j I岳II jlng 躏（公安部门）接到报警·～
记录｜公安人员～后迅速赶赴现场。

E接境E j I岳Jing 画交界：山西东部同河北～。
E接客E j i岳11ke 圃＠接待客人。＠指妓女接
待嫖客。

E接口】 j I岳lφu 圈两个不同的系统或一个系统
中两个特性不同的部分相互连接的部分。通
常分为硬件接口和软件接口两种。

E接力l j i岳Ii ［翻一个接替一个地进行．～赛跑｜
～运输。

E接力棒】 j i岳Iibang 圈接力赛跑时使用的短
棒，用木料或金属等制成。

E接力赛E j i岳lisai 圈径赛和游泳运动项目，接
}J队一般由 4 人组成，依次接）J完成整个赛
程。也指用接力形式进行的其他竞赛。

E接连】 ji岳lian O ［司连接：把两根电线～在一
起。＠［副一次跟着一次地；一个跟着一个地2
～不断｜他～说了三次 i 我们～打了几个大胜

仗。

主问 i ie11 long l;!JJ IJl 3（叫顶牛ω。
E接纳l j1岳no 匾。接受（个人或团体参加组
织、参加活动等）：他被～为工会会员｜展览会
每天～上万人参观。＠采纳：他～了大家的

意见。
E接气l jie11qi 画l 连贯（多指文章的内容）：这
一段跟下一段不很～。

E接洽E j i 岳q ia [llllJ 跟人联系，洽谈有关事项：～

工作。
E接腔】 j i岳11qiang l到接着别人的话来说：他

说完话，大家谁也没有～。

E接亲l j i岳11qln R主］男方到女方家中迎娶新娘。
E接壤l ji岳的ng ［~交界：河北西部和山西～o

E接任E !ieren 画接替职务：校长一职已由原
教务主任～。

E接埔】 j ieshang [llllJ 下雨或浇水后，上下混土
相接，土壤中所含水分能满足农作物出苗或生

长的需要。

E接生E jie11sheng 画帮助产妇分娩z ～员。

E接事l j i岳shi 圈接受职务并开始工作。

【接收】 j i岳sh6u I司＠收受：～来稿｜～无线电

信号。＠根据法令把机构、财产等拿过来：～

逆产。＠接纳2 ～新会员。
E接手】 j i岳sh凸u 圃接替：他走后，俱乐部工作
由你～。

E接受】 j i岳shou 圈。收取（给予的东西） :~ 

礼品｜～捐款。＠对事物容纳而不拒绝：～任
务｜～考验｜～教训1[ ［虚心～批评。

E接穗E j I岳sui t8] 嫁接植物时用来接在础木上

的校或芽。参看 1663 页阳占木］。
E接棒】 j i岳11sun 圈。连接棒头。＠比喻前后

衔接：这篇文章在前后～的地方没处理好，显
得太散。

E接谈】 j i岳tan 圈接见并交谈：负责人跟来访

的群众～。
E接替】 j i岳ti 圈从别人那里把工作接过来并继

续下去；代替．上级已派人去～他的工作。

E接昕E j i 岳ting 画接（打来的电话）：～咨询电

话。

E接头】 ji岳11t6u 画＠使两个物体接起来。＠

〈口〉接洽；联系＝领导叫我来跟你～。＠熟悉
某事的情况：我刚来，这件事我还不～。

E接头JL] j i岳·tour 画两个物体的连接处（多指
条状物的）：线的～｜这条床单有个～。

E接吻】 j i岳llW品n 画亲嘴。
E接戏】 i，岳11xi 圃演员接受戏剧、影视剧的出
演或导演接受戏剧、影视剧的执导工作：她从

不为了多上镜而随便～。
E接线l jie11xian 圈。用导线连接线路：～

板。＠指话务员把主叫电话线路连接到被叫
电话线路。

E接线员】 j i岳xianyuan 圈话务员。

E接续l ji岳XU I司接着前面的；继续·～前任的

工作！请您～讲下去。
E接应】 j i岳ying l刻＠配合自己一方的人行动：
你们先冲上去，二排随后～。＠接济；供应2 粮
草～不上。

E接援】 j i岳yuan 画接应援助（多用于军队）。

E接站】 j i岛zhan ［到到车站接人：派专车负责
~ 。

E接着E j i岳•zhe O 画连着（上面的il1f) ：我～这

个话题讲几句。＠圃表示跟前面的动作紧相

连z 这本书，你看完了我～看。
E接诊l ji岳zh品n 画接待并诊治（病人）。
E接踵】 j i岳zhong ＜书〉圈后面的人的脚尖接
着前面的人的脚跟，形容人或事物一个又一个

接连不断：摩肩～｜～而来。
E接种】 j i岳zhong 圈把疫苗注射到人或动物体



内，以预防疾病，如l种症。

E接转E j i岳zhuan ［通接收后转给有关的人或部
门：～电话｜～组织关系。

＝ε± _,,_ jie 秸轩：麦～｜袜～｜豆～。

平口（祷）
E秸手fl ji岳gan 圈农作物脱粒后剩下的案。

、β兰同古书伫指一种汇疾。
｝哀、
揭 j i岳＠酬附着在物体上的片状物成片

取下：～下墙上的画｜～下粘在手上的膏
药。 8 ［到把覆盖或遮挡的东西拿｝f：～幕｜

～锅盖。＠圈揭露：～他的老底。＠〈书〉
高举＝～竿而起。 8 (Ji§ ）［望姓。

E掏榜E jie;;bang r副＠考试后出榜；发榜。＠
揭下写有招聘或招标等内容的榜，表示应征。

E揭不开锅】 ji岳•bukai guo 形容穷得连饭都吃

不上。
【揭穿】 j i岳chuan ~揭露；揭破z ～阴谋 i～谎

言｜假面具被～了。
E娟疮疤］ ji岳 chuangbo 比喻揭露人的痛处、短

处或隐私。
E揭底】 jie11di c～儿）｛动l 揭露底细： 11也很怕人家
揭他的底。

E揭短】 j i岛duan c～儿）［司揭露人的短处：不

该当众揭他的短。

E揭发】 j i岳阳回］掬露（坏人坏事）．～罪行｜检
举～O

E揭盖子E j i岳 gai·zi 比喻揭露矛盾或问题。
E揭竿而起】 j i句。n’在rqi 汉代贾谊《过秦论》：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用“揭竿而起”指人

民起义。

E揭露］ ji岳1u 圈使隐敝的事物、厅主露g ～矛盾｜
～问题的本质｜阴谋被～出来。

E揭秘E j i岳mi F动］掏露秘密：这段历史公案有待～o

E揭幕E ji岳mu I刻。在纪念碑、雕像等落成典
礼的仪式上，把蒙在上面的布揭开。＠指重
大活动开始2 展览会～｜国际排球锦标赛～。

E揭牌E j i岳11pai ［；甜揭开蒙在机关、企业等名称

牌子t的布，表示成立、开业等·公司在沪正式
～｜举行～仪式。

E揭破E j i岳阳［动1] ｛吏掩盖着的真相显露出来：

～诡计。
E揭示E j i岳shi I到＠公布（文告等）·～牌。＠
使人看见原来不容易看出的事物z ～客观规

律。

E揭晓E j i由l凸o 自由］公布（事情的结果）：录取名

单还没有～｜乒乓球赛的结果已经～。

日皆 j i岳见下。

接秸咳揭 H皆瞠街？皆楷｜ j i 邑 I 663 I 

[II阴暗 j i岳j i岳〈书〉倾向＠形容敲击钟、铃等的

声音：钟鼓～。＠形容鸟禽鸣叫声：鸡鸣～。

磋 j i岳哺〉＠圈招呼声。＠叹息：～叹。

【磋悔E ji岳hui <i5> ［动］叹息悔恨 2 ～无及。
E睦来之食E j i岳laizhlshi 春秋时齐国发生饥荒吨

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哇，
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磋来之食”
才5纠I这个地步的。最后不食而死（见于忖L记·
檀弓 F妙。今泛指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I搓叹】 jietan ＜书〉［动l 叹息 z ～不已。

会仨 j i岳［雹＠街道；街市：～头｜～心！～景｜
l.J.-.J 大～小巷｜上～买东西｜～上很热闹。＠
〈方〉集市．赶～。 8 (J l 色）姓。

E街道E jiedao (EJ O 旁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
的道路。＠指街道办事处：～主任｜～工作。

E街道办事处】 j i岳dao banshichu 市辖区、不设

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在上一级政府
领导下，负责本辖区内的社区服务、经济发展、
社会治安等工作。

E街士l] ji岳deng I刽装在街道主照明用的灯。

Z街坊E j i岳 •fang ＜口〉圈邻居z 我们是～。

E街机E j i岳JI 圈指设置在公共娱乐场所的商业
件大型游戏机。

E街景】 j i岳jing 圈街头的景观。

E街垒】 j i岳l岳 i ［望用砖、石、车辆、装r泥沙的麻

袋等在街道或建筑物问的空地I堆成的障碍
物2 ～战。

E街fJl i iemen IEJ 院子l临街的门。
E街面JJL上］ ji岳m ianr • shang ＜口〉回到＠市面z

一到春节，～特别热闹。＠附近街巷．他在
这 L住了几十年，～都知道他。 三王三

E街［：＞（~］ j I岳qu I到指城市中的某一片区域，也指雪三
以某种特征划分的地区：商业～｜文化～。

E街市E jieshi 啕商店较多的市区υ

Z街谈巷议】 j i岳tan-xiangyi 大街小巷里人们的

谈论。

E街头E j i岳t6u IEl 街；街上·十字～。
E街头巷尾E j i岳t6u-xiangw副指大街小巷。

E街舞】 j i岳wu r每一种起源于美国街头的舞蹈。
20 世纪 80 年代从欧美传入中国。舞蹈动作
由走、跑、跳及头、颈、肩、四肢的屈仰和旋转等
连贯而成。分为健身街舞和流行街舞两大类。

E街巷E jiexiang 画大街小巷，泛指街道。

E街心】 j i岳xln I萄街道的中央部分：～花园。

潜 j i岳见To

[j自1皆］ ji岳Ji岳〈书〉圆形容水流动2 淮水～。

楷 j i岳圈黄连木。
71见 727 页 k仙。



I 664 I 忡忡｜镣字节

镖（臻） ；~：＞ 剖稻子用的镰刀，刃

, 
j ie c 叫 l廿）

手 jie o ＜书〉单独；孤单：～立｜～身。＠
cJ ie）圈姓。

E子3二E jiejue ~蚊子的幼虫，是蚊子的卵在水

中孵化出来的，体细长，游动时身体一屈一伸。

E字然】 j地ran （书〉圆形容孤独：～一身。

E手遗】 i ievi ＜书〉＠国物种经历大变故后极
少量地遗留．～生物。＠圆经历大变故后遗
留的极少量的物种，也泛指残存的其他事物或

人：劫后～O

E手遗生物E jieyi shengwu 指某些在地质年

代中曾繁盛一时，广泛分布，而现在只限于局
部地区，数量不多，有可能灭绝的生物。如大
熊猫和水杉。

节1ιji自＠叫各段之翩翩
（筒）白方关～！竹～。＠段落z ～

拍｜音～。 81Il 用于分段的事物或文章z 两

～火车｜四～廿点｜上了三～课 1 第二章第八～。
＠圈节日 P节气2 五一国际劳动～｜春～｜清明

～l这件事过了～再说吧。＠删节：～选｜～

录。＠圈节约；节制：～电｜～水｜～育｜开源

～流。＠事项：细～｜礼～｜生活小～。＠古

代授给使巨作为凭证的信物：持～｜握～以死
（表示不忘使命）。＠节操z 气～｜变～｜保持晚

～｜高风亮～。 ID c J ie> !'81 姓。
三军三→←2 i ie 1m1 航海速度单位，符号 kn 。

三主 -p （筒）；小时晰 1 海唱的速度是 1 节。
另见 660 页 l l岳。

E节哀1 iie ，。 i （书〉圈抑制哀痛，不使过分（多

用于劝慰死者家属）。

E节本E jieben 函书籍经过删节的版本z ～《金

瓶梅》。

E节操】 jiecao ＜书〉［直气节操守。

E节点E jiedian 圈。电路中连接三个或三个

以上支路的点。＠指整体事物中的某个关键
点：把握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E节妇1 jiefu r萄旧时指坚守贞节，丈夫死后不

改嫁的妇女。
E节徽E j i岳hul ~为某个特定的节目（多与文化

有关的）规定的代表这个节日的标志：艺术节～。
E节假日E jiejiari ~节日和假日的合称。
E节俭l jiejian E回用钱等有节制；俭省。

E节减E jiejian 圃节省减少（费用）：～经费。

E节丰Ll i iell 圈过节时赠送的礼物。

E节烈】 jielie lllil 封建礼教上指妇女坚守节操，
宁死不受辱。

E节令】 j ieling 圈某个节气的气候和物候：～

不正｜端午节吃棕子，应应～。

E节录l ji自1u o 圈从整篇文字里摘取重要的

部分：这篇文章太长，只能～发表。＠［苞摘录

F来的部分：这里发表的是全文，不是～｜这一
篇是读者来信的～。

E节律1 jielu 圈＠某些物体运动的节奏和规

律。＠诗词等的节奏和韵律。
E节略】 i ielt』白。国概耍，摘要z 讲演稿的～。

＠画省略：文章的后一部分～了。＠圈外

交文书的一种，用来说明事实、证据或有关法

律的问题，不签字也不用印，重要性次于照会。
E节目l jiemu r吕文艺演出或广播电台、电视台

播送的项目 z ～单｜文艺～｜今天晚会的～很精

彩。
E节能】 jieneng 画节约能源：～措施。

E节能灯E jienengd岳ng 圈亮度相同时，耗电比

其他灯具少得多的灯具。
E节拍E iiepai 圈音乐中每隔一定时间重复出

现的有一定强弱分别的一系列拍子，是衡量节

奏的单位。如 2/4 、3/4 、 4/4 、 3/8 、 6/8 等。
E节气】 iie·qi ~根据昼夜的长短、中午日影

的高低等，在一年的时间中定出若干点，每
一点叫一个节气。节气表明地球在轨道上
的位置，也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通常
也指每－点所在的那一夭。参看 348 页i二
卜四节气1。

E节庆】 jieqing l名］节日 g庆祝日 z 举办～展销

活动。

E节日】 jieri 圈。纪念日，如五国际劳动节

等。＠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如1清明节、
中秋节等。

E节省l jiest怡ng 画使可能被耗费掉的不被耗

费掉或少耗费掉：～时间 l～劳动力｜～开支。

E节食E jieshi 画减少食量，节制饮食。

E节外生枝E jiewai-sh岳ngzhl 比喻在问题之外

又岔出了新的问题。

E节下l jie·xia ＜口〉圈指节日或接近节目的日
子。

E节选】 jiexuon I动l 从某篇文章或某本著作中
选取某些段落或章节。

E节衣缩食】 j ieyl suoshi 省吃省穿，泛指节俭。

也制首衣节食。

E节余E iievu o 画因节约而剩下：每月能～
三五百元。＠圈指节余的钱或东西z 把全部
～捐给了灾区。

E节育1 jievu G副节制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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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节制 jievu 国节制欲理，也特指节制性欲。
E节约J jieyu岳［动1 节省（多用于较大的范围）：
增产～lι时间。

["1'1支E j I岳zhl 画l 节约开支＝增收～。
E节肢动物J jiezhl-dδngwu 元脊椎动物中最

大的一类，身体由许多环节构成，一般分头、
胸、腹三部分，表面有壳质的外骨筋保护内部
器官，有成对而分节的腿。种类很多，分为整
肢动物价日蝠子、蜘蛛等）、单肢动物（包括昆
虫）和甲壳动物（如虾、蟹等）二个门。

E节和~］ ji自zhl l司＠指挥管辖2 这三个团全归

你～。＠限制或控制：～饮食。
E节奏E j i 自ZOU 圈＠音乐或诗歌中交替出现
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 2 ～明快。＠泛

指均匀的、有规律的进程：生活～加快｜工作要

有～地进行。
、丁4 iie ＜书〉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
忑7「（~f) ~IJ人的阴私攻～。
劫1 iie 如l 抢劫2

（划、切、切） ti~1 打家～舍 l
歹徒～了一辆汽车。＠威逼；胁迫：～持。

劫2 jie 灾难：扣除1～后余生。［劫波
之省，梵 kalpa]

E劫案E jie ’。n ［组抢劫的案件：侦破银行～。
E劫持E jiechi ［动l E要挟；挟持：～飞机。
E劫道】 jie;;dao c~ JL ）［通拦路抢劫。
E劫夺E jiedu6 [iilll 用武力夺取（财物或人） :~ 

资源。
E劫犯J jiefan 圈用暴力抢劫他人财物的人：

抓捕～。
E劫匪】 iief岳i [E,] 进行抢劫或劫持的匪徒。
E劫机l jie11 F 阐劫持飞机。
E劫掠E i ielue 11动］抢劫掠夺。
E劫难E jienan ［雪灾难；灾祸＝历经～。
E劫数J jieshu I组佛教徒所谓注定的灾难．～

难逃。
E劫狱E iie11vu I司从监狱里把被拘押的人抢出
来。
自 jie o ＜书〉山的转弯处。用于地名：

白～（在陕西）。

前 jie ＜书〉＠酬。＠努力。

气未‘ .. • iie o 才能出众的人：豪～｜俊
川、可（嗦）二。＠杰出： ~1to 0 (jj 岳）［组
姓。

E杰出E jiechu 陨（才能、成就）出众z ～人物。

E刺乍l jiezuo 画超过般水平的好作品。

走 jie ＜书咀嚼1 ”①。

、才兰 '--' iie ＜书〉访问：盘～！反～｜～责。
Z口（苟）另见6仰页 ji 0 

[i吉难l ji在nan 〈书〉［甜责难u

[i占问l jiewen ＜书〉［司追问；责问。
[i吉责E ji自ze （书〉［副责问。

要 iie 同沽”①（多用于人号。

毛卡 iie 见下。

3 口
E拮据J i ieiu 1：形l 缺少钱，境况窘迫：手头～。
斗？ ’ ＠干净①z 清
J口（漂、0-06＊絮）～l 整～ 1 ～净。＠
清臼①：纯～｜廉～。＠使清洁；｛史清白：～
肤 l～面乳｜～身自好。 0 (j l自）函姓。

“絮”另见 1450 页 xi岳。

[j白f臼l j i自bai l围没有被其他颜色染污的白色2

～的床单。～的心灵。
E洁水l j ；自ben l萄小说等文艺作品删除了淫秽

内容的版本：～《金瓶梅》｜影院上映的是该片

的～。

E洁净E j iejlng F回干净①。

[i击具】 i ieju t名l 指澡盆、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
［｛吉癖】 jiepr r画过分讲究清洁的癖好。
E洁身自好E jiesh岳n zlhao 指保持自身纯洁，

不同流合污Q 也指怕招惹是非，只关心自己，

不关心公众事情。

。士 , ._ jie o 幢l 在条状物上于］疙瘩或
’口（川口）用这种方式制成物品·～绳｜～
网 l～彩。＠圈条状物打成的疙瘩：打～｜活

～｜死～｜蝴蝶～。＠［到发生某种关系；结合：

～仇l～社｜～为夫妻。。画凝聚；凝结2 ～至三

晶 l～垢！～挺起｜湖面～了一层冰。＠画结束；雪主
了结：～账｜归根～底｜你不理他不就～了吗？
0 II i时保证负责的字据z 保～ l 具～。＠

(Ji岳）函］姓。

另见 661 页 l l 岳。

E结案】 i ie川 an ［动l 对案件做出判决或最后处

理，使其结束。
E结拜J jiebai ［.动l 元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感情好

或有共同目的而通过一定形式结为兄弟姐妹。
E结伴E jie;,; ban c ～儿）阉跟人结成同伴；搭

f半JL：结个伴儿｜～远行 i～赶集。
E结彩l jie;;cai r司用彩色绸布、纸条或松校等

结成美丽的装饰物：悬灯～｜国庆节，商店门前
都结着彩，喜气洋洋。

[t古肠】 jiechang 画大肠的中段，与盲肠相连

的→段向上行叫升结肠，然后在腹腔内横行叫
横结肠，向下行叫降结肠，最后在左儒骨附近

形成“乙”字形叫乙状结肠。（图见 1436 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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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系统”）

E结。Ll jie11ch6u ~自］结下仇恨。
E结存】 j i自cun 0 ［到结算后余下（款项、货物） : 
本月～两千五百元。＠圈结算后余下的款

项、货物：这个月有两万多元的～。
E结党营私E j i自dang-yingsl 结合成集团以谋取
私利。

E结缔组织E jiedi-z心zhl 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具

有支持、营养、保护和连接功能的组织，由细胞

和不具有细胞结构的活质构成。直H骨、软骨、
韧带等。

E结发夫妻E jieta tuql I日时指初成年结婚的夫

妻（结发是束发的意思，指初成年），也泛指第
一次结婚的夫妻。

E结构】 jiegou o l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

排列：文章的～ i语言的～ i 原子～。 8 ［型建
筑物上承担重力或外）J的部分的构造：砖木

～！钢筋混凝土～。＠［割组织安排（文字、情
节等）：根据主线来～故事。

E结构工资】 j i句δu gongzl 工资制度的一种形

式。一般由职务工资、岗位津贴、效益工资和
工龄补贴等几部分构成。

E结构式】 jiegoushi l旬用元素符号通过价键
相互连接表示分子中原子的排列顺序租结合
方式的式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分子的结构和

化学性质。如分子式为 C, H, C）的化合物有
两种，用结构式表示，分别为2

H H 

|| 
H-C-C C)H（乙醇），

|| 
H H 

H H 

|| 
H C C}-C HC 甲隧）。

I I 
H H 

E结关E jie;;guan 圈指国际航行船舶于出口

前办完海关手续、结清应付的各种款项，海关

准许离港出航。
E结果J' jieguo o 圈在一定阶段，事物发展

所达到的最后状态：优良的成绩，是长期刻苦
学习的～。＠画用在下半句，表示在某种条

件或情况下产生某种结局2 经过一番争论，～

他还是让步了。
E结果T j I句uo 画将人杀死（多见于早期臼话）。

另见 661 页 l ie;;gu凸。

E结合E jiehe 画。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
理论～实际。＠指结为夫妻。

E结合能J jieheneng 圈两个或几个自由状态

的粒子结合在一起时释放的能量。自由原子

结合为分子时放出的能量叫作化学结合能，分
散的核子组成原子核时放出的能量叫作）桌子
核结合能。

E结核E iieh自圈＠肺

于结核杆菌的侵入而形成的病变。＠指结核
病。＠可以溶解的矿物凝结在一块固体核周
围形成的块状物，如钙质结核、铁质结核等。

E结核病E jieh岳bing 函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
结核杆菌，一般通过呼吸道传染，各个器官都
能发生，人的结核病以肺结核为多，还有霄’结
核、肠结核等。除人外，牛等家畜也能感染。

E结汇】 jiehui ［到企业或个人按照外汇管理规

定向银行买进或卖出外汇。
E结婚】 jie11hun l到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

结合成为夫妻z ～证书｜他俩春节～。

E结伙】 jiehuo o c 训一）睛］跟人结成一伙：成

群～。＠［每法律上指两人及两人以上预先通

谋犯罪的组织。

E结集】， iieii l量把单篇的诗文编在 a起；编成

集子：～出版｜诗作～时又有修改。

E结集】＇ i ieii i到聚集；特指军队调动到某地聚

集．～兵力｜在这个地区～了三个师。
E结交】 jiejiao 画］跟人往来交际，使关系密切2

～朋友。
E结节E jiejie t司生长在皮内或皮下的圆形的

小突起，通常由感染、过敏、代谢物沉积引起。

E结晶J jiejlng O 圈物质从液态（溶液或熔化

状态）或气态形成晶体。＠圈晶体。＠［雹
比喻珍贵的成果z 劳动的～。

E结晶体J jiejlngtT 圈晶体。

E结局】 jieju 圈最后的结果；最终的局面z ～

出人意料｜悲惨的～。
E结论】 i ielun f：每＠从推理的前提中推论出来

的判断。如在“凡金属都能导电，铜是金属，所

以铜能导电”这一推理中，最后的判断就是结
论。＠对人或事物所F的最后的论断。

E结盟E j i岛meng ［量结成同盟z 不～国家。

E结膜J jiem6 l直从｝二下眼险内面到角膜边缘
的透明薄膜。（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E结亲J jie11qln 圈。结婚。＠两家因结婚而

成为亲戚。
E结球甘蓝】 jieqiu-9anlan 二年生草本植物，

叶子大，平滑，层层重叠结成球状，花黄色。是
常见蔬菜。通称圆白菜、洋臼菜，在不同地区
有卷，心菜、包d心菜、大头菜等名称。

E结社J jieshe l刻组织团体：集会～。
E结石E jieshi IBJ 某些有空腔的器官及其导管

内，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盐类沉积而形成的坚硬

物质。如胆结石、肾结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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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结识E jieshi 圈跟人相识并来往：这次出访，
～了许多国际友人。

E结束l jieshu 幅＠发展或进行到最后阶段，
不再继续2 秋收快要～了｜代表团～了对北京
的访问。＠装束；打扮（多见于早期白话）。

E结束语l jieshuy心圈文章或正式讲话末了带
有总结性的一段话。

E结算E jiesuan 圈把一个时期的各项经济收
支往来核算清楚。有现金结算和非现金结算
（只在银行转账）两种。

E结尾E jiewei o 圈结束事情的最后一段；收
尾z 文章该～了。＠圈结束的阶段：～工程｜
文章的～写得很精彩。

E结项】 jie;;xicing ［到立项的建设工程、研究课

题等完成并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
E结业】 iie11ve 1司结束学业（多指短期训练
的）：～考试｜～典礼。

E结义E iievi 剧结拜。
E结余E iieyu o 圃结算后余下z 这个月～二
百元钱。＠圈结算后余下的钱、物等z 月月

有～。
E结语E iiev心圈结束语。
E结缘E jie11yu6n 圈结下缘分2 他年轻的时候
就和音乐结了缘。

E结怨］ jie;;yucin 理结下仇恨。

E结于Ll jieza [l(b] 外科手术上，用特制的线把血
管扎住，制止出血，或把输精管、输卵管等扎
住，使管腔不通，达到避孕的目的。

E结账E iie厅hang rn画结算账目：饭后～，连酒
带饭三百多元。

E结子E I怡· zi 圈结②。
占卡 iie 见下。
I口另见 704 页 iu 0 

E桔棒E jiegao 
圈汲水的一

种工具，在井

旁或水边的树
上或架子上挂
一杠杆，一端
系水桶，一端
坠大石块，二

起→落，汲水

可以省力。
E桔梗E iieg岳ng

圈多年生草
本植物，叶子
卵形或卵状披

针形，花暗蓝
色或暗紫白

桔 棒

色。供观赏。根可人药。
佬 ji岳〈书〉＠同“捷

E侥仔～E j i岳vu 同“姥好”。

架 Jr岳夏朝末阳王，即时传是个暴君。
〈古〉又同“杰（保）”。

E架驾E j i 岳’ ao 〈书〉圈倔强：～不驯（性情倔

强不驯顺） 0

E级犬吠尧E jiequan拍1y也o 《汉书·邹阳传》记

载，邹阳从狱中上书：“架之犬可使吠尧气绥的
狗向尧狂吠，比喻走狗→心为它的主子效劳。

E续纣E Jie-Zhδu 圈策和纣，相传都是暴君，也

泛指暴君。

捷1 … iie o 快敏～l～础。＠
（览） cJi岳）圈姓。

在主芷2 ．．今 iie 战胜z 我军大～｜连战连
促（辑）二
E捷报】 jiebao 圈胜利的消息2 ～频传。

E捷径E jiejing 圈近赂，比喻能较快地达到目

的的巧妙手段或办法：另寻～。

E捷运】 jieyun 圈台湾地区指城市铁路。

E捷足先登E jiezu-xiand岳ng 行动敏捷，先达到

目的。

肺山 iie 圈节肢动物，体长约 3 厘米，
（蜻）时杆状，胸部有脚七对，第二对

特别大。生活在海藻或苔聋虫上。也叫麦籽
虫或海藻虫。

写 iie ＜书〉献。
另见 619 页 jl 。

霆 ji岳“寇，

→~ jie 
「口

〈书〉用衣襟兜着。

捷 iie 见下。

E姥好E iieγ山函古代女官名，是帝王妃嫁的称

号。也作佬仔。

絮 iie o 见创页啦。Ji崎姓。
另见 1450 页 XI岳。

王军 ·~ iie 用于人名。仓顿，古代传说中
司歧（旗）的人物，相传他创造了汉字。

另见 1450 页 xieo

iie ＜书〉用作标志的小木桩。揭
睫 iie 睫毛z 目不交～。

E睫毛E jiem6o 圆眼险上下边缘的细毛。有

阻挡灰尘、昆虫等侵入眼内及减弱强烈光线对
眼睛的刺激等作用。

三三



I 668 I ji岳一 j i 邑 l 蝴截棵喝声音竭揭姐她年

蝴 jie 见 11叫I石则

截 jie o 圃切断；割断叫形的东西）＝～
头去尾｜把木条～成两段。＠（～儿）量

段：一～儿木头｜话说了半～儿。＠圃阻拦：
～留｜快把马～住，别让它跑了。＠截止：～
至。 0 (J l岳）画姓。

E截长补短E jiech6ng buduan 比喻用长处补

短处：我们要彼此～，共同提高。
E截断E jie;;duan 圈＠切断：高温的火焰能～

钢板。＠打断s拦住：电话铃声～了他的话。
E截稿l j i甸凸o 画截止收稿z ～日期。
E截获E jiehuo 圈中途夺取到或捉到u：一辆走

私车被海关～o
E截击E iieF 17;/il 在半路上截住打击（敌人） : ~ 

敌人的增援部队。
E截留E iieliu 国扣留所经子的（物品、款项等）：
～税款i 文稿被～。

E截流E i iel iu E到在水道中截断水流，以提高水
位或改变水流的方向 z ～工程。

E截门E jiemen f组阀的一种，一般安在管道中
间，把手多呈环状，旋紧时管道阻塞。

E截面E jiemian 圈剖面。
E截屏E jie;;ping 画在手机或计算机上截取屏

幕上的图像。

E截取E j i问心圈从中取（一段或一部分）：～文

章开头的几句。
E截然E jier6n 圈界限分明地z ～不同｜普及工

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分开的。
E截瘫】 jietan 画腰部以下或下肢全部或部分

三 瘫痪多由脊髓疾病或外伤引起
E截肢E jie11zhl ~医学上指四肢的某→部分
发生严重病变或受到创伤而无法医治时，把这

一部分肢体割掉。
E截止E jiezhi 画I] （到一定期限）停止z 报名在昨
天已经～。

E截至E j iezhi 画截止到（某个时候）：报名日期
～本月底。

E截子l jie• zi E 截②z 活儿干了半～｜走了一

大～山路｜他的外语比你差一大～哪。

楝 i ie ＜书〉鸡栖息的栅或木桩

喝 jie ＜书〉圆顶的石碑z 墓～ l残碑断～。

岳士 jie 古书上说的→种蚌。
回口（角吉）
竭 iie o 尽z ～力 l力～声嘶 l取之不尽，用

之不～。＠〈书〉干湘 z 枯～｜山崩 Jll ～。
e CJie）圈姓。

E竭诚，］ ji岳cheng I国竭尽忠诚；全心全意：～帮
助｜～拥护｜～为读者服务。

E竭尽E jiejin 画用尽 z ～全力。

E竭贩E jiejue ＜书〉回原指走路艰难，后用来

形容经济困难z ～状态 l财政～。
E竭力】 j i自Ii 圃尽力地z ～避免事故发生 l我们

一定～完成任务。

E竭泽而渔ll jieze ’ ervu 排尽湖中或池中的水
捉鱼，比喻取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

长远利益。

揭1 jie 解。
揭2 Jie 我国古代民族是匈奴的－个别支

居住在今山西省东南部，东晋时曾在黄

河流域建立过后赵政权（公元 311-334 ）。

E萄羊E jiey6ng 圈阉割了的公羊。

I/ 

j ie c 叫 l廿）

姐 j i品圈＠姐姐：大～｜二～｜～妹。如
戚中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一般不

包括可以称作嫂的人）：表～。＠称呼年轻的
女子z 杨三～｜空～。 0 (Ji邑）姓。

U且夫E j i邑 •tu 画姐姐的丈夫。

E姐姐】 j i岳•jie IE] 0 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

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同族同辈而
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一般不包括可以称作嫂

的人） ：叔伯～！远房～。

U且妹】 j i品mei 圈＠姐姐和妹妹。 a）不包括

本人z 她没有～，只有一个哥哥。 b）包括本人＝
她们～俩都是先进生产者｜她就～一个（没有姐

姐或妹妹）。＠弟兄姐妹；同胞。

U且｛门JL】 j i岳· menr ＜口〉圈＠姐妹们z 他们家

～三个。＠女性朋友间互称（带亲热的口气） : 
她跟我是～，帮点儿忙是应该的。 II 也说姐儿们
( j l邑r•me的。

E姐JL] jier ＜口〉圈姐妹①b、②．你们～几
个？！～仨里头就数她最会说话。

U且JdfJl ji岳r•men ＜口〉［苞姐们儿。

U且丈E j i岳zhang 圈姐夫。

她 iie m 3 页叫。

解 ~＂ ji邑＠分开z ～剖 l 瓦～！难～难
c~解） 1to ＠画把束缚着或系着的东

西打开z ～扣儿｜～衣服。＠解除：～职 1～渴！
～乏｜～号｜～热。。解释z ～说 1～答 1 注～。
＠了解；明白·善～人意 i令人不～｜通俗易～。
＠解手：大～｜小～。＠圈代数方程式中未



知数的值，例如x+16=0,x ＝ 一 16, 16就

是 x+ 16 ＝。这个方程的解。＠［到演算方
程式；求方程式中未知数的值2 ～题｜～方程。

另见 673 页 j i 自； 1452 页 xi岳。

脱t包】 j i制0 ＜方〉圈（东西）吃下去不容易
饿。

E解馋】 jietchan 阐在食欲上得到了满足（多

指吃到想吃到的食物）：这一顿包子真～。
E解嘲E j i 邑chao 圃用言语或行动来掩饰被别

人嘲笑的事情：自我～l聊以～。
E解愁E jie;;ch6u 画排解忧愁或愁闷。
E解除E jiechu 闻去掉；消除：～警报｜～顾虑｜

～武装！～职务。
U挥答E j i岳da 圃解释回答（问题）＇《几何习题

～》｜他无法～我提出的问题。

E解冻l ji岳！！ dδng 圈＠冰冻的江河、土地等融
化2 一到春天，江河都～了 l拖拉机翻耕～的土
地。两国关系开始～。＠使冷冻的食物融化z
把冰箱里的鱼～一下。＠解除对资金等的冻

结。
E解毒l ji岛du 匾。中和机体内有危害的物

质。＠中医指解除上火、发热等症状。
E解读E j i岳du o到＠阅读解释z ～信息编码｜传

统的训话学以～古籍为主要目的。＠分析；研
究＝～人生｜～史前文化。＠理解s体会2 持不
同观点的人对这项政策会有不同的～。

E解饿】忡忡［量消除饿的感觉z 只吃几块饼干
不～。

鹏乏E iie11fa 画解除疲乏，恢复体力 z 穿着棉
衣睡觉不～。

E解放l ji品fang IZlllJ 0 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
展z ～思想｜～生产力。＠推翻反动统治，特
指我国 1949 年推翻国民党统治z ～前｜～那
年我才 15 岁。

鹏放军E j iefangjun IEJ 为解放人民而组织起
来的军队，特指中国人民解放军。

E解放区】 j i昌fangqu ~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
了人民政权的地区，特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敌伪统治和国
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

E解放战争E j i岳fang zhanzheng 被压迫的民

族或阶级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战争，特指我
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由丰构E j i岳gδu ［副对某种事物的结构和内容进

行剖析z ～作品｜～传统文化。

鹏雇E j i句心圃停止雇用。
颐丰恨E jl岳11hen 圆消除心中的愤恨。

阳惑E j i昌huo 圃解除疑惑：答疑～［～释疑。
脚甲归田l ji岳j i凸－gultian 指军人离开军队，回

解 I i j邑！“9 I 
家务农（解甲 t脱掉铠甲） 0

E解禁E j i岛jln 画解除禁令。

阻救E j i岳'l iu 画使脱离危险或困难：～危难｜

～受灾的同胞。

恤决E ji岳jue rn国＠处理问题使有结果g ～困

难｜～问题卜，矛盾。＠消灭（坏人） ： 残余匪徒

全给～了。

E解渴E i ie11 k岳圈］＠消除渴的感觉z 热天喝酸
梅汤最～。＠比喻能够满足需要或解决问题g

听了张老师的辅导课，很～。
E解困E j i岳kJn 0画解决困难g从困境中解脱出

来＝帮助固有企业～。
E解铃还须系铃人］ ji岳 ling h6i XU xi ling ren 
见 669 页【解铃系铃1 。

时丰铃系铃】 ji岳ling-xi ling 法眼和尚问大家：
“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谁能解下来？”大家回答不

出。正好泰钦禅师来了，法眼又问这个问题。
泰钦禅师说z“大家何不说系上去的人能解下
来呢。”（见于《林间集》）比喻由谁惹出来的麻
烦还囱谁去解决。也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脱码E jie11rr油画＠用特定方法把数码还原

成它所代表的内容或将电脉冲信号转换成它
所表示的信息、数据等的过程。解码在无线电
技术和通信等方面广泛应用。＠语言学上指
人们理解话语的过程。

由丰i司E j i 岳；； men c～儿）画排除烦闷z 闲着没

事，看小说解解闷儿。
E解密E j i岛mi IZllll 0 解除对文件、档案等的保
密措施，允许对外公布。＠给经过加密的信
息除去密码，使还原为加密前的状态，以便获

取信息。 三三
阻民倒悬E j i品min-daoxuan 《孟子·公孙丑主E

上》z“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 t一
也。”后用“解民倒悬斗’比喻把人民从困苦、危急

的处境中解救出来。

蜘难E j I岳11nan 圈解决困难或疑难z 释疑～。

E解难］ j i岳11nan rn!ll 解除危难z 排忧～。
E解囊E j i岳nang 国解开口袋，指拿出财物来

（帮助人） ： 慷慨～｜～相助。
脚聘E j i岳；； pin l到解除职务，不再聘用。

脱剖E j i岳pol』圈＠为了研究人体或动植物

体各器官的生理构造，用特制的刀、剪把人体
或动植物体剖开。＠比喻分析；剖析z 严于～
自己。

E解剖麻雀E j i岳pou maque 比喻通过分析典型

事例，获得对有关事物的全面认识＝用～的办
法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脚气】 j i岳；； qi 圈消除心中的气愤。

鹏劝l j i岳quan 画劝解；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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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扰l ji品的o 画解除干扰信号z ～技术。
脱散l jiesan 画＠集合的人分散开z 队伍～
后，大家都在操场上休息喝水。＠取消（团体
或集会）。

时平释E j i岳shi 圈＠分析阐明z 经过无数次的

研究和实验，这种自然现象才得到科学的～。
＠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词句｜～误会。

E解手E ji岛sh讪（～儿）圈排泄大便或小便。
U挥说E ji岳shuo 圈解释说明z ～词｜讲解员给

观众～这种机器的构造和性能。
Z解套E j i岳；； tao 圈被套牢的证券价格回升至

持有者最初买入时的价格，从而不再亏本，叫

解套。参看 1280 页【套牢1 。
E解四 j i岳F ti rnID 0 解答或演算习题、试题。
＠理解或解释诗文等的题旨：由于～有偏差，
这篇评论未能击中要害。＠对书籍的作者、卷
次、内容、版本等加以说明。
蜘体E ji岳ti 圈＠物体的结构分解。＠崩溃z

瓦解：联盟～｜封建经济～。
E解调】 j1岳tiao 圈调制的逆过程，使经过调幅、

调频或调相的载波重现原来的调制信号。

蜘脱E j i岳tu6 圈。佛教用语，摆脱烦恼，得到

自在。＠摆脱：诸事纷扰，使他难以～。＠开

脱z 为人～罪责。

阻围E ji岳11wei 画＠解除敌军的包围。＠

泛指使人摆脱不利或受窘的处境：要不是你

来～，我还真下不了台。
E解悟l ji岳WU 晴在认识、上由不了解到了解。

E解吸l jl岳xi 圈使所吸收或吸附的气体或溶质

放出。如用活性炭吸附二氧化氮后，加热或降

雪雪主 压使二氧化氮逸出。
雪重重~ ［：解析E jl岳xi ~讲解分析．深入～。

E解析几何E j i邑xi jTh自几何学的一个分支，用

代数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解析几何中，用坐

标表示点，用坐标间的关系表示和研究空间图

形的性质。
防军压E ji岳；； ya 圈缓解压力：～减负 i运动、唱

歌等都是积极的～方法。
E解严E jieyan 画解除戒严状态。

脚颐E j1的i ＜书〉圈开颜而笑（颐2面颊）。

口挥疑E j I岳；； yi 画＠消除疑虑：经他一说，我才

解了疑。＠解释疑难：词典可以为读者释难

~ 。

日军忧l j1岳；；you 圃排解心中的忧愁：排难～。

白挥约E j i岳！IV晴圆取消原来的约定。

U挥l!Hl j i岳II zhi 画解除职务；免职：因工作不
力而被～。

懈 j i昌古书上说的一种树。

j ie ＜叫Ht)

Al iie o 在两者当中：～绍｜媒～｜这座山～

7「 子两县之间。＠介绍·内容简～。＠存
留；放在（心里） ：～意｜～怀。 0 (Ji的画姓。

A._2 ji岳。铠甲·～胃。＠甲壳·～虫｜～

7「壳。
J、』3 iie ＜书〉耿直；有骨气：耿～。

7 「
A._4 jie ＜书〉量用于人，相当于“个”（多表示

7 「 微贱）：一～书生｜一～武夫。
A_S jie 古典戏曲剧本中，指示角色表演动

7 「 作时的用语，如笑介、饮酒介等。
E介词】 jieci 圆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

的前面，合起来表示方向、对象等的词，如“从、
自、往、朝、在、当（方向、处所或时间），把、对、
同、为（对象或目的），以、按照（方式），比、跟、同

（比较），被、叫、让（被动）”。
E介怀】 jiehuai ＜书〉圈介意z 毫不～。

E介壳】 j I自qiao 圈蛤、螺等软体动物的外壳，主

要由石灰质和色素构成，质地坚硬，有保护身

体的作用。

E介入E jieru 画插进其中进行干预z 不～他们

两人之间的争端。

E介绍】 jieshao 圈＠使双方相识或发生联

系：～信｜～人｜我给你～一下，这位是张先生。

＠引进；带入（新的人或事物）：～入会｜中国
京剧已被～到许多国家。＠使了解或熟悉：

～情况｜～先进经验。
E介意E i ie11 vi 画把不愉快的事记在心里；在

意（多用于否定式）：刚才这句话是开玩笑，你
可别～。

E介音】 iieyln IBl 韵母中主要元音前面的元音，
普通话语音中有“ l 、 u 、 u”三个介音，如“天”
ti on 的介音是“ 1”，“多”du己的介音是“u”，

“略”｜时的介音是“u”。参看 1625 页I韵母l 0 

E介质E jiezhi 画一种物质存在于另一种物质
内部时，后者就是前者的介质；某些波状运动

（如声波等）借以传播的物质叫作这些波状运
动的介质。旧称媒质。

E介子】 jiezT IBJ 质量介于电子和核子之间的粒

子。种类较多，性质不稳定，有的带正电，有的
带负电，有的不带电，能用来轰击原子核，引起
核反应。

价 iie ＜书〉称被派遣传送酬报达事情
的人。

另见 628 页 i ia:673 页• j ie 。



τ叶子 ji自＠防备；警惕3 ～心｜～备 l～骄～躁。

川~8 旧同“诫”。＠现戒除：～烟｜～毒［他
把酒～了。。指禁止做的事情：开～｜杀～。

＠佛教戒律：受～。＠戒指z 钻～。＠

CJ l自）圈姓。

b戊备】 i iebei 圃＠警戒防备：～森严。＠对
人有戒心而加以防备＝你对他应有所～o

E戊尺E jiechi 圈旧时教师对学生施行体罚时
所用的木板。

U戊除】 jiechu E面改掉（不良嗜好）：～烟酒。

E戒刀】 jiediio ~旧时僧人所佩带的刀，按戒
律只用来割衣物，不许杀生。

E戒牒】 iiedie 圈旧时寺院发给受戒后的和尚、
尼姑的证明身份的文书。

E戒毒E iie11du 圈戒除毒瘾z ～所。
E戒断E jieduan F动l 戒除使断绝：～毒瘾 l～烟
瘾。

E戊忌E iieii o ~禁忌①。＠自动］对忌讳的事
情存有戒心。

E戒骄戒躁】 j i自jiiio-jiezao 警惕自己，防止骄傲
和急躁。

脱具］ ji剖u ~限制人行动自由的手铐、脚镣

等。
E戒惧E jieju 画警惕，畏惧z ～心理。
E戒律E iielu 圈多指有条文规定的宗教徒（如
佛教、道教徒）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犯～｜清
规～。

阳条l jietiao ~戒律。
b戎心E j i自xln 函］戒备之心；警惕心z 存有～。
E戒严l jie;;yan E到国家遇到战争或特殊情况
时，在全国或某－地区内采取非常措施，如增
设警戒、组织搜查、限制交通等。

E戒指E jie·zhi 圈套在手指上做纪念或装饰用
的小环，用金属、玉石等制成。

芥 jie o 芥菜： ~;lei 斗。＠小草，比喻
轻微纤细的事物2 苹～ l 纤～。

E芥菜l jiecai 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开黄色小花，果实细长。种子黄色，有辣
昧，磨成粉末，叫芥末，用作调味品。芥菜变种
很多，形态各异，按用途分为叶用芥菜（如雪里
草草），茎用芥菜（如青菜头）和根用芥菜（如大头
菜）等。＠特指大叶芥，一年生草本植物，是
叶用芥菜的一种，叶子大，表面多皱纹，时脉显
著，是常见蔬菜。因有的地区读作 gaicai ，所

以也写作盖菜。
E芥蒂1 iiedi ＜书〉圈梗塞的东西，比喻心里的
嫌隙或不快：经过调解，两人心中都不再有什

么～了。

E芥黄E jiehuang 圈芥末。

戒芥 1i：听届界 l j i 自 I 611 I 

E芥蓝】 jielan cgi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

柄伏，叶子卵形，花白色或黄色，嫩叶和菜墓可
以吃，是常见蔬菜。

E芥末】 jie·mo 圈调味品，芥菜种子研成的粉

末，味辣。也叫芥黄。
E芥子气】 jiezlqi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C，盹 Cl),S。无色油状液体，有芥末或大蒜

味。有剧毒，能引起皮肤溃烂，战争中曾用作

毒气。

芥 i ie ＜方〉山间谷地（多用于地名）：岭下～
（在江苏） I 大～口（在浙江）。

所闽中大的圭

届 ~ 陆＠到（时候）：～时｜～期。
（强）＠置略同于“次”，用于定期的

会议或毕业的班级等z 历～｜第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l本～毕业生。 8 CJ l 自）［氢姓。
E届满l jiem凸n I萄i 规定的担任职务的时期已

满z ～离任。

E届期】 iieq1 o 闹到预定的日期：～务请光

I悔。＠固指每一届任期 z 章程对代表大会～

有明确规定｜实行～制，打破终身制。
U面时】 jieshi 画到时候s ～务请出席。

界 iie o 圈界限地～｜边～（省～ l 国～ l
山西和陕西以黄河为～。＠一定的范围：

眼～｜管～。＠职业、工作或性别等相同的一

些社会成员的总体：文艺～｜科学～ l妇女～ l
各～人士。。圈生物分类系统中的最高一
级，如动物界、植物界、真菌界。界以下是门。
＠圈地层系统分类单位的第二级，界以上

为字，如显生宇分为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三三三
界，界以下为系。跟界相应的地质年代分期雪重重

叫作代。
E界碑E i iebei 画在交界的地方竖立的碑，用作
分界的标志。

E界标E jiebiiio I笛分界的标志，如界碑、界石。

E界别】 iiebie 圈按行业或职业等划分的类别，

如教育界、新闻界。

E界尺】 jiechi 画画直线用的木条，没有:tu度。

E界定】 jieding 画＠划定界限；确定所属范

围2 分工要有明确的～｜是优是劣自有客观标

准来～。＠下定义：这一新的术语还没有～。
E界河E j i岳he 圈两国或两地区分界的河流。

E界面l jiemian 圈。物体和物体之间的接触
面。＠用户界面的简称。

E界山】 j ieshiin I望两国或两地区分界的山。

E界石E i ieshi 咽用作分界标志的石碑或石桩。
E界说E j i在shuo 固定义的旧称。

E界限E jiexian 圈＠不同事物的分界z 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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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尽头处；限度：殖民主义者的
野心是没有～的。

E界线】 jiexian 圈。两个地区分界的线：跨
越～。＠不同事物的分界。＠某些事物的边

缘．标出房基地～。

E界域1 iievu 圈事物的界限和范围。
E界约l jieyu岳 IEl 两个国家订立的边界条约。

E界桩］ jiezhuang 圈在交界的地方竖立的桩

子，用作分界的杭志。

济 iie 圈痴疮。

Wf虫E jiech6ng 圈痴蜗。
E济疮E jiechuang 圈传染性皮肤病，病原体是

矿F蜗，多发生在于腕、子指、腋窝、腹股沟等部
位。症状是局部起丘彦而不变颜色，刺痒。

Wf蛤蟆】 jieh6· ma 圈瞻踪的通称。

Wf瞒E jieman IEJ 寄生虫，体很小，椭圆扁平，

身上有毛，有四对脚，脚上有吸盘。寄生在人
或哺乳动物的皮肤下，引起痴疮。也叫济虫。

诫 i ie 警告；劝告：告～｜规～。
（就）’

E诫勉】 jiemian 圈对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

存在问题的干部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由组织
和纪律监察部门对干部谈话规诫、监督管理，

并组织跟踪考核。

阶 i ie 见 4叫酬。

1圭~i iie 画画＠暂时使用别人的物品或金钱；
1日 借进z 向他～书 l跟人～钱。＠把物品或
金钱暂时供别人使用；借出：～书给他！～钱给

三三主 人！把笔～给我用一下。

雪雪＂＂＇ l主~2 〈斗← iie o 假托：～故｜～端。＠
- T日（ι藉）凭借；利用： ~.!i)Jj ～手（假手）。

8 ITII （有时跟“着”连用）引进动作、行为所利
用或凭借的时机、事物等＝～着灯光看书｜～出

差的机会调查方言。
？藉”另见 612 页 ji 。

E借词J jieci 圈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的

词。参看 1344 页【外来语］ o
[f昔fl:J jiedai 圈修辞方式，不直接把所要说的

事物的名称说出来，而用跟它有关系的另一种

事物的名称代替它，如“红领巾参加植树劳动”

中的“红领巾”就是代替“少先队员”。

E借贷1 iiedai o 圈借（钱）：～无门。＠［苞

指簿记或资产表上的借方和贷方。
E借刀杀人E jiedao「sharen 比喻自己不出面，

利用别人去害人。

E借调E jiediao 圈＠→个单位临时借用另一

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不改变其隶属关系。＠

一个单位临时借用调拨另－－单位的物资。
E借读E jiedu 圈没有本地区正式户口的中、小

学生在本地区中、小学就读，叫作借读。没有

某校学籍的学生，因故在某校就读，也叫借读。
E借端】 jieduan 画借口某件事：～生事 i～推

托。
E借方】 jiefang l望簿记账户的左方，记载资产
的增加，负债的减少和收入的减少。

E借风使船J iiet岳『ig-shlchu6n 比喻借用别人
的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说借水行舟。

E借古讽今J iieg心 f品ngjln 假借评论古代某人
某事的是非，影射现实。

E借故J iiegu l国借口某种原因z ～拖延｜他不
愿意再跟他们谈下去，就～走了。

E借光E jie;;guang ＜口〉画。分沾他人的利
益、好处；沾光：能来这里参观，是借了他哥的
光。＠客套话，用于请别人给自己方便或向
人询问：～让我过去｜～，百货大楼在哪儿？

E借花献佛E jiehua xianf6 比喻拿别人的东西
做人情。

E借火E jie;;hu凸（～儿）圃吸烟时向别人借用

弓｜火的东西或利用别人点燃的烟来引火。

[f昔鸡生蛋J jiejl-sh岳ngdan 比喻利用别人或别

的事物使自己获得利益。
E借记卡E j i剖ik凸圈一种先存款后消费或取款
而没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用于转账结算、存
取现金、购物等。

E借鉴J jiejian 圈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

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II ：可资～。
E借景E jiejlng 圈园林艺术中指借取园外之景

或使园内各风景点互相衬托，连成一体。
E借镜】 j iejing 圃借鉴。
盯昔据J iieiu 圈借用别人的钱或物品时所立的
字据，由出借的人保存。

E借口J iiek归 o~ 以（某事）为理由（非真正
的理由）：不能～快速施工而降低工程质量。
＠［写假托的理由 z 别拿忙做～而放松学习。

E借款】 j iekuan o ( -11一）［到向人借钱或借钱
给人。＠圈借用的钱z 一笔～O

E借尸还魂】 j iesh l-hu6nhun 迷信传说人死以
后灵魂可能借别人的尸体复活，比喻某种已经

消灭或没落的思想、行为、势力等假托别的名
义重新出现。

E借势】 jie;;shi 圃＠借机会；趁势：在销售旺

季～推出新产品。＠借助某种权势2 小人～
得志。

E借水行舟】 j ieshul-xingzhou 借风使船。

E借宿E jie;;su 南借男rj人的地方住宿z 勘探队

在老乡家里～了一夜。
E借题发挥E j ieti-fahul 借谈论另一个题目来



借饿骨介解裤藉价家巾斤今｜

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
E借条E j i自tiao c～儿）［组便条式的借据。
E借位E jie11wei 画减法运算中，被减数的某一

位数不够减时向前一·位借一，化成本位的数
量，然后再减。

E借问】 jiewen l司敬辞，用于向人打听事情2

～这里离城还有多远？

E借以E iievi E量用在下半句的开头，表示把上
半句所说的内容作为凭借，以达到某种目的：
略举几件事实，～证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E借用E jieyan9 l捕。借别人的东西来使用z

～一下你的铅笔。＠把用于某种用途的事物
用于另一种用途2 “道具”这个名词原来指和尚
念经时所用的东西，现在～来指演戏时所用的

器物。
E借喻】 iievu ［每］比喻的一种，直接借比喻的事
物来代替被比喻的事物，被比喻的事物和比喻
词都不出现。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干
堆雪”中的“雪”比喻浪花。

E借阅l jieyue 画借图书、资料等来阅读z ～图

书要如期归还o

E借债l ji岛zhai ~型借钱。
E借账】 jie;;zhang 圈借债。
E借支l jiezhl 圈先期支用工资或其他报酬。
E借指E jiezhi 画用与某事物相关联的事物代

指该事物：诗中的丝竹～音乐。
E借重】 jiezhong 圈指借用其他的（力量），多
用作敬辞：～一切有用的力量｜以后～您的地

方还很多，还要常来麻烦您。
E借助E jiezhu 圈靠别的人或事物的帮助：要
看到极远的东西，就得～于望远镜。

饿 iie ＜书〉翻翻

做 iie 圈骨节与青节衔接的地方：脱～（脱
口JI 臼）。

解叩 iie 酬送＝押～｜把犯人～到
（~解）丑。
另见 668 页 j i 吕； 1452 页 xie 。

时丰差E i iechai IEl 旧时押送犯人的人。
E解送E jiesong 画押送（财物或犯人）。
E解元l ji自yuan 圈明清两代称乡试考取第一
名的人。

E解运】 jieyun 画］押运 z ～军用物资。

裤 iie 见下。

E柿子l jie·zi ＜方〉［氢尿布。

藉闽南＠垫在下面的东西＠叫：
枕～。＠见 672 页“借2 ”。

另见 612 页 ji 0 

J18 jin 

• j ie c ·吟l廿）

价～ i ie [Ji;IJ] 0 ＜方〉用在否定嗣后
（贾）击加强语气z 不～｜甭～｜别～。

［注意i>II良否定副词单独成句，后面不再跟别的成
分。＠用在某些状语的后面：成天～忙 l震天
～响。

另见 628 页 iia;67o 页 i ie" 

家• jie IPJ"ffr川的②，时天家、成年
家”。
另见 623 页 l 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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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n 擦东西或包裹、覆盖东西的纺织品：
手～｜毛～！头～ l 围～｜领～｜枕～｜纱～｜浴

~ 。

E巾帽E jTngu6 圈巾和幅是古代妇女戴的头巾

和发饰，借指妇女：～英雄 l～丈夫（有男子气
概的女子）。

E巾箱本l jlnxiongb品n 圈本子特小，可以放在

巾箱中的古书（巾箱，古时装头巾或手巾的小
箱子）。

斤1 ~ , jln lJI] 质量或重量单位。旧
（拗）匍tl 1 斤等于 16 两，市制 1 斤后

改 10 两，合 500 克。

斤2 jln O 古代砍伐树木的工具：斧～。＠
(JTn）圈姓。

E斤斗】 jlndou ＜方〉圈跟头。 三三三
E斤斤E jTnjTn ~过分计较（琐细的或无关紧要三E
的事物）·不要～于表面形式，应该注重实际问
题。

E斤斤计较】 jTnjTn-jijiao 形容过分计较微小的
利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

E斤两E jTnli凸ng 圈分量，多用于比喻：他的话

很有～。

才、 jTn 0 现在；现代（跟“古”相对）：当～ l～
? 人｜厚～薄古｜古为～用。＠当前的（年、天
及其部分）．～天 i ～晨｜～宵｜～冬明春。＠
〈书〉睛指示代词。此；这2 ～番｜～次。＠
(JTn）圈姓。

E今草E jTncao 圈草书的一种，是由章草结合
楷书发展而成的，六朝时为与章草区别，叫今

草。

E今后l jTnhou 国时间词。从今以后：～更要

加倍努力。
E今年E jTnnian 圈时间词。说话时的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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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金？自E jTnb6 圈用金子捶成的薄片或涂上金
粉的纸片，用来包在佛像或器物等外面做装
饰。

E金不换E jTn·buhuan 用金子都换不来，形容极

为可贵：浪子回头～。

E金灿灿】 jTncancan c～的）糊状态词。形容

金光耀眼2 ～的阳光洒满大地。
E金蝉脱壳】 jTnch6n-tu6qiao 比喻用计脱逃而
使对方不能及时发觉。

E金城汤池l jTncheng-tongch i 金属造的城墙，
灌满滚水的护城河，形容坚固不易攻破的城
池。

E金疮E jTnchuiing 

所造成的伤口。

E金点子l jTndiiin•zi 圈指极具价值的主意、11

法。
【金链l jTnding 圈＠（～儿）金元宝。＠用金

f自折成或糊成的假元宝，民间焚化给死者或鬼
神用。＠铸成块状的黄金。

【金额】 jTn ’自［萄钱数。

E金饭碗E jTnfanwiin 圈比喻稳定而待遇非常

优厚的耳Rillc、职位。

E金刚l' Jlngong 圈佛教称佛的侍从力士，因

手拿金刚样（古印度兵器）而得名。

E金刚】2 jTngang ＜方〉圈某些昆虫（如苍蝇）的
蜗o

E金刚努目】 jTngang-numu

说金刚怒目。

E金刚怒目E jTngang-num1江金刚努目。

E金刚花J;] jTngongsha 哩。指碳化硅，纯的为

元色晶体，硬度很大，质脆。工业上用作研磨
材料。＠用作磨料的金刚石、刚玉、碳化硅等
的统称。

E金刚石】 jTngongshi 圈矿物，碳的同素异形

体，多为正八面体、菱形十二面体晶体，纯净的
无色透明，有耀眼的光泽，有极高的折射率，是
己知最硬的物质。用作高级切削和研磨材料

等。也叫金刚钻。
E金刚石婚】 jTngangshihun 圈西方风俗称结

婚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为金刚石婚。也叫
钻石婚。

E金刚钻l jlngangzuan 画金刚石。

E金糕E jlngiio 圈山植糕。

E金戈铁马E jlng副险m凸金属制的戈，披铁甲

的战马，借指威武雄壮的军队，也指战争或军
旅生涯g ～挥师南下 i～的岁月，将他锻炼成一
位坚强的战士。

【金工E jlngong 圈金属的各种加工工作的统

称。

J蜀中医指刀枪等金属器械

形容面曰凶恶。也

E今JLl jlnr （口〉团时间词。今天g ～晚上我
值班。也说今儿个（ jTnr· ge）。

E今人】 jlnren 13SJ 现代的人；当代的人。

E今日l jTnri 圈时间词。今天。

E今生E jlnsh岳ng l3SJ 这一辈子：～今世。

E今世E jlnshi 圈＠当代：～英杰。＠今生。
E今天】 jlntiiin 圈时间词。＠说话时的这一

天：～的事不要放到明天做。＠现在；目前z

～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

E今文E jTnwen 圈汉代称当时通用的隶书。
那时有人把口传的经书用隶书记录下来，后来

叫作今文经。
E今昔E jinx I 圈现在和过去：～对比。

E今译E jlnyi l3SJ 古代文献的现代语译文：古籍

E今音E jTnyln l3SJ 0 现代的语音。＠指以《切
韵》、《广韵）〉等韵书为代表的隋唐音，跟以《诗
经》押韵、《说文》i皆声等为代表的“古音”（周秦
音）区别。

E今朝】 jTnzhoo 圈。〈方〉今天①。＠〈书〉

今天②z 数风流人物，还看～。

九〓 , . jln ＜书〉联结衣襟的带子。
究t的） . 
金1 jln 0 金属，通常指明、铜、铁锡等：

五～｜合～。＠钱·现～｜基～。＠古时

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如锣等：～鼓｜鸣～收兵。
＠圈金属元素，符号 Au。黄色，有光泽，质

软，延展性强，化学性质稳定。是贵重金属，用

来制造货币、装饰品等。通称金子或黄金。＠
用于比喻，形容尊贵、贵重2 ～口玉言。＠像

金子的颜色z ～桶｜碧眼～发。 0 C Jin ）闻自
姓。
户、2 Jin 圈朝代，公元 1115· ·1234 ，女真

王E 族完颜阿骨打所建，在我国北部。建都
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后迁都中都（今北

京）、rt京（今河南开封）。
E金榜E jTnbiing 圈科举时代俗称殿试录取的

榜：～题名。

E金镑E jTnbang 
别称。
险杯E jlnbei 圈奖杯的一种，奖给第一名。

E金本位E jlnb岳nwei 圈用黄金做本位货币的

货币制度。
E金笔E jlnbi 画笔头用黄金的合金，笔尖用依
的合金制成的高级自来水笔。

E金币】 jTnbi 圆周黄金做主要成分铸造的货
币。

E金碧辉煌E jlnbi-hulhu6ng 
常华丽，光彩夺目。

l3SJ 英国等国本位货币“镑”的

形容建筑物等异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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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金瓜E jlnguo ~ 0 草本植物，茎蔓生，叶片粗

糙，边缘锯齿形，花白色，果实卵形，情红色，有
10 条纵棱。＠这种植物的果实。＠古代一
种兵器，棒端呈瓜形，金色。后来用作仪仗。

E金龟】 jlngul 圈乌龟（爬行动物）。

E金龟子E jlnguizl 函昆虫，种类很多，身体黑
绿色或其他颜色，有光泽，前翅坚硬，后翅呈膜

状。幼虫叫跻赠，是农业害虫。
E金贵l F『1• gui ~暨珍贵；贵重：东西越稀少越
～｜这里水比油还～。

E金衡E jlnheng 函英美质量制度，用于金、银

等贵重金属（区别于“常衡、药衡”）。
E金花茶E jinhuacha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椭圆形，有光泽，花金黄色，结新泉，生长在

广西、云南等地，是观赏植物。
E金黄E jlnhuang Ifill 状态词。黄而微红略像金

子的颜色：～色头发｜麦收时节，田野里一

片～。
E金煌煌l jlnhuanghuang （～的） lllil 状态词。
形容像黄金一样发亮的颜色：～的琉璃瓦。

E金晃晃E jinhuanghu凸ng C～的）困状态词。
金煌煌。

E金婚E jlnhun 圈西方风俗称结婚五十周年为
金婚。

E金鸡独立E jlnji-duli 指用条腿站立的姿势。
E金鸡纳霜E jlnjlnδshuong [BJ 奎宁。［金鸡纳，
西 quinquina]

E金奖］ jlnji凸ng ［苞指一等奖；最高奖（多以金

杯、金牌等为奖品）。

E金匠E jlnjiang r包制造金银饰物、器具的小手

工业者。
E金椅E jlnju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披

针形或长圆形，开臼色小花。果实小，长圆形，

果皮金黄色，有特殊的香气，味酸甜，叮以吃。
＠这种植物的果实。

E金卡E jlnk凸圈可享受较多权益或特殊待遇

的高级银行卡或会员卡，一般由储蓄或消费一
定额度的用户、交纳高领会费的会员所持有。

E金科玉律】 jlnk忌vu1。比喻不能变更的信条或
法律条文。

E金口玉言】 jlnki:iu vuvan 极难得的可贵的
话，封建社会多称皇帝讲的话，后也用来泛指

不能改变的话。
E金库E j/nku 圈保管和出纳国家预算资金的

机构。通称国库。
E金兰l Fnlan 圈原指牢固而融洽的友情（语本

《易经·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Cxiu）如兰勺，后来用作结拜的兄弟姐妹

的代称：～谱l义结～。

E金莲E jlnlian 圈旧时指缠足妇女的脚。

E金领］ jlnllng [BJ 指企业中收入较高的高级科
学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如软件设计工程

师、公司部门经理等．～阶层。
E金绿宝石E jlnlO-baoshi 矿物，成分是镀、铝的
氧化物，常含有微量的铁、铁、络等，有黄、绿、
红、褐等颜色，透明或半透明，硬度8.5 ，韧性
好，可用来做首饰。

E金奎殿l jlnluandian [BJ 唐代窟’内有金盔殿，

后来小说戏曲中泛称皇帝接受朝见的殿。
E金迷纸醉E jlnmi-zhlzui 见 1685 页【纸醉金

迷］ o
E金牛座E jinniuzua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参看 573 页I黄道卜二宫］。

E金阪E jin ’。u ＜书〉圈黄金做的盆类器皿，比

喻完整的疆土，泛指国士：～无缺。

E金牌E jinpai 圈奖牌的一种，奖给第一名 z 荣

获～。

E金盆洗手】 jlnpen-xlsh凸u 0 用金盆洗手，是

江湖人物退出江湖时举行的仪式，表示不再从
事原来的活动，后也指盗贼等改邪归正，不再

干坏事（金盆．铜盆）。＠借指退出本行业，罢
手不干：他现在已～，不再干房地产生意了。

E金钱E jlnqian 圈货币；钱。

E金钱豹E jinqi6nbao 圈豹的种，外形像虎

而较小，尾长。毛黄色，密布圆形或椭圆形黑
褐色斑点或斑环，形状像古钱。行动敏捷，性
凶猛：。

E金钱松E jinqiansong ［画落叶乔木，高可达
40 米，树冠呈圆锥形，叶子条形，球果卵形。

木材耐腐蚀，供建筑和制器物等用。树形优三三
美，秋季叶子金黄色，是著名的观赏树。 雪E

E金枪鱼.l jlnqiangyu 固鱼，身体纺锤形，长 1 吾吾
米左右，头尖，鳞细。游得很快，生活在海洋

中。
E金秋E jinqiu l重指秋季＝～季节 l～菊展。

E金曲】 jinqu l苞指深受昕众喜爱的歌曲作品z

十大～o

E金融】 jinr6ng [BJ 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

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
兑的往来以及证券交易等经济活动。

E金融寡头E jinr6ng 凹凸t6u 掌握了金融资本
的少数垄断资本家。他们是国民经济命脉和
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也叫财政寡头。

E金融危机，］ jinr6ng w岳iji 金融体系和金融制

度发生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z商业信用锐
减，大批金融机构破产，银行资金呆怖，有价证
券行市低落，本位货币贬值等。

E金融资本E jinr6ng zlb曲曲银行垄断资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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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垄断资本融合或混合形成的资本。也叫
财政资本。

【金三角E jlnsanji凸o 圈。指经济发达的三角

洲或三个地区的交界处。 8 CJTnsanji凸o）特

指位于泰国、缅甸、老挝兰国交界的地区，曾以
种植婴粟、制作和走私毒品闻名。

E金嗓子E jTns凸ng•zi 自］指音色清脆、圆润悦耳

的歌喉。
E金闷闷E jTnsh凸nshan C～的）圈状态词。形

容金光闪烁z ～的奖杯。
E金日肖E jTnshao [BJ 某些球类比赛中最佳裁判

员的称号。
E金石E jTnshi [BJ 0 ＜书〉金属和石头，泛指坚
硬的东西：精诚所至，～为开（意志坚决，能克

服一切困难）。＠指古代镑刻着文字纪事的钟

鼎碑码等金属和石制器物。＠古时钟、磐等
乐器的总称z ～之声 l～丝竹。

E金属E jTr耐心圈具有光泽和延展性，容易导

电、传热等性质的单质。除求以外，在常温F
都是固体，如金、银、铜、铁、锤、绊等。
险属键E jTnsh凸jian 圈金属原子依靠流动的

自由电子相互结合的化学键。金属的导热性、
延展性等物理性质与金属键有关。

险丝猴E jTnsTh6u 圈哺乳动物，身体瘦长，毛
灰黄色，面孔蓝色，鼻孔向上，尾巴长，背部有
金色光亮的长毛。生活在高山的大树上，是我
国特有的珍贵动物。

险丝雀】 jTnsTque 圈鸟，面部至胸部黄色，腰

部黄绿色，腹部臼色，尾巴和翅膀黑色，叫声很
好昕。变种很多。供观赏。通称黄鸟。

三三三 E金丝燕l jTnsTyan 圈鸟，身体小，羽毛黑褐色，
矗霎雪 翅膀尖而长，足短，淡红色，四趾朝前。生活在

热带岛屿，捕食小虫。喉部有很发达的勃液
腺，所分泌的唾液在空气中凝成固体，是金丝
燕筑巢的主要材料。所筑的巢就是食品中的
燕窝。

E金松E jTnsong 圈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40 米，

大叶扁条形，嫩校上的小叶鳞片状，树冠呈狭

圆锥形，是著名的观赏树。

险汤E jTntang 圈金城汤池的略语z 固若～。
E金田起义E JTntian Qiyi 1ss1 年洪秀全、杨

秀清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领导的农民起义。

参看 1264 页【太平天国1。

E金条E jTntiao 圈铸成长条状的黄金，一般每

条重 30 克、50 克、 100 克、500 克等。

险文E jTnwen 圈古代铜器上铸的或刻的文
字，通常专指殷周秦汉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

鼎文。（图见 514 页“汉字”）
E金乌E jTnwu ＜书〉圈指太阳（传说太阳中有

三足乌） ：～西坠。
【金屋藏娇E jTnwu-cangj iao 汉武帝幼时（时为

胶东王），姑母长公主曾指着其女儿阿娇问他：
“阿娇好不伊武帝笑着回答：“好！若得阿娇作

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见于《汉武故事》）后用

“金屋藏娇”指十分宠爱妻子，也指男人纳妾或
在外包养女人。也说金屋贮娇。

E金屋贮娇】 jTnwu zhujiao 金屋藏娇。
E金星I jinxing [BJ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按离

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二颗，绕太阳公转
周期约224. 7天，自转周期约 243 天，自东向
西逆转。金星是各大行星中离地球最近的→
个。（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金星］2 jinxing [BJ 0 金黄色的五角星＝～勋

章。＠头晕眼花时所感到的眼前出现的像星
星的小点：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前直冒～。

E金钥匙E jTnyao· shi 圈比喻极为有效的解决
问题的方法、门径：科学种田是农民致富的一
把～。

E金银花】 jTnyinhua 圈忍冬。

E金鱼】 jTnyu 圈卿鱼经过人工长期培养形成

的变种，身体的颜色有红、黑、蓝、红白花等许
多种，是著名的观赏鱼。

E金鱼藻］ jTnyuzao [BJ 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
在淡水里，叶子条形，没有叶柄，茎细长。常放
在金鱼缸中，供观赏。

E金玉E jTnyu ＜书〉圈泛指珍宝，比喻宝贵或华
美的事物：～良言｜～其外，败絮其中（比喻外
表很好，实质很糟） 0

E金玉良言E jTnyu-li6ngy6n 像黄金和美玉一样
宝贵的忠告或教诲。

E金圆券】 jTnyuanquan 圈国民政府在 1948

年发行的一种纸币。
E金针】 jinzh岳n 圈。〈书〉缝纫、刺绣用的金

属针。＠针灸用的针，古时多用金、银或铁制
成，现在多用不锈钢制成n 参看 518 页 I毫

针1。＠用作食物的金针菜的花。
E金针菜E jTnzh岳ncai [BJ 0 多年生草本植物，

叶子丛生。花筒长而大，黄色，有香味，花蕾可

以做蔬菜。＠这种植物的花。｜｜通称黄花、黄
花菜。

自主枝玉叶E jTnzhi-y1：』ve 旧时指皇族，也指出身

高贵的公子小姐。

E金砖】 jinzhuan 圈＠铸成砖块状的黄金，常

用于一国的黄金储备。常见的金砖如伦敦金，

纯度为 99. 5% ，重量为 400 盎司（约 12.5 千

克）。＠古时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使用的一
种质地坚硬的铺地方砖。

E金砖国家E Jinzhuan Gu6jia 巴西、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是 21 世纪初全球新兴经济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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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由于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组合 I c筋道l jln•dao ＜方〉睛＠指食物有韧性，耐
BRIC 与英文中的砖（ brick）发音相同，因此｜ 咀嚼z 神面吃到嘴里挺～。＠身体结实（多指
被称为“金砖四国”。 2010 年 12 月，新兴经！ 老人）＝老人的身子骨儿倒很～。
济体的又一代表南非加入，英文首字母组合变｜脱斗E jlnd凸u （方〉圈跟头。
为“ BRI CS”，改称“金砖国家”。 I I：筋骨E jing心圈筋肉和骨头，也指体格：学武

E金子E jin•zi f割金！④的通称。 | 术可以锻炼～。
E金字塔】 jlnzit凸圈古代埃及、美洲的－种建 I c筋节E jinj ie 圈＠肌肉和关节。＠比喻文章
筑物，是用石头建成的三面或多面的角锥体，｜ 或言辞重要而有力的转折承接处。
远看像汉字的“金”字。埃及金字塔是古代帝 l E筋疲力尽E jinpi-lijin 形容非常疲劳，→点儿力
王的陵墓。 | 气也没有了。

E金字招牌】 jinzi zhaopai 商店用金粉涂字的 I c筋肉】 jinrou 圈肌肉。

招牌，用米显示商店资金雄厚、信誉卓著。比｜木术 jin 0 画l 禁受；耐：弱不～风｜这双鞋～
喻向人炫耀的名义或称号。 ｜交R 穿。＠忍住·不～｜情不自～。
开～ jin 0 （叫“厅’也＠耻｜ 另见6叫 ji门
（新）代金属重量单位，也是货币单位。 I c禁不起E jin· buqi i司承受不住（多用于人）：

守主子1 jin 0 唾液：～液｜生～止渴。＠汗， I ～考验。
1寻三遍体生～。＠润泽·～润。 IC禁不住E jin· buzhu 匾。承受不住（用于人
、、盎2 jin ＜书〉渡I l ：～渡｜关～｜要～。 I 或物）：这种植物～霜冻｜你怎么这样～批评？
1寸A ! ＠抑制不住；不由得：～笑了起来。

E津津】 jinjln ［回＠形容有滋味；有趣味：～有 Ir禁得起E jin• deql E到承受得住（多用于人）：青
味！～乐道（很感兴趣地谈论）。＠形容汗、水 l 年人要～艰苦环境的考验。
流出的样子：汗～｜水～｜淌着～汗水。 I c禁得住】 jin • dezhu 画承受得住（用于人或

E津梁】 jinliang ＜书〉南渡口和桥梁，比喻用作｜ 物）．河上的冰已经～人走了。
引导的事物或过渡的方法、手段。 I c禁受E jinshou ［量受；承受：～考验｜～不住打

E津贴E jinti岳。画工资以外的补助费，也指｜ 击。

供给制人员的生活零用钱。＠国］给津贴；补｜与株 jin O 上衣、袍子前面的部分：大～ i 对
助：每月～他一些钱。 I I习可～。＠指连襟z ～兄｜～弟。＠指胸襟＝

E津要］ jinyao ＜书〉圈＠水陆冲耍的地方， I ～抱｜～怀。
扼守～。＠比喻显要的地位：身居～。 IC襟抱E jinbao ＜书〉圈胸襟；抱负 s 满怀爱国

E津液E jinye ~I 中医对体内一切液体的统称， l
包括血液、唾液、泪液、汗液等，有时也专指唾 I c襟怀E jinhuai 啤胸襟；胸怀·～坦白。
液。
拎 jin 0 （书咀嚼，，。如“可，。＠〈书〉

古代读白人穿的衣服。

矜 jin ＜书） 0 '/'t 'tffi ；怜惜～怜。＠自尊
自大g 自夸s 骄～｜不～不伐（不自大自夸）。

＠慎重；拘谨：～持。
另见 481 页 guon: 1 058 页 qin 。

E矜持】 jinchi I用＠庄重；严肃：～不苟｜神态

～沉稳。＠拘谨；拘束：他第一次上台发言，

显得有点儿～。
E矜夸E jinkua ＜书〉画骄傲自夸2 力戒～。

璋 jin （书〉一种玉

筋 ~. jin 0 肌肉～骨 8 （~；L) 
了制）：口〉圈肌臆或骨头上的韧带：

牛蹄～JL I扭了～了。＠〈口〉［直可以看见的
皮下静脉：青～。＠（～JL)像筋的东西z 叶

～｜钢～｜铁～｜橡皮～儿。

v 
jin c 叫 117 ) 

仅（懂） jin O [11』仅仅 2 不～如此｜绝无

～有｜买完这些书，身上～剩下五元
钱。 8 (Jin）［望姓。

另见 679 页 ji门。

E仅见】 jinj ian 圈极其少见：规模之大是历史

上所～的。
E仪仅E jinjin ［副表示限于某个范围，意思跟
“只”相同而更强调z 这座大桥～半年就完工

了｜那篇文章我～看了一小部分。
E仅只】 jTnzhT 回仅仅z 他家～养猪一项，就收

入几千元。

ht 是也 jin 0 画力求达到最大限度2 ～
iζ（佳）早｜～着平生的力气往外一推｜～可
能地减少错误。＠因（有时跟“着”连用）表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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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个范围为极限，不得超过：～着三天把事
情办好。＠圆（有时跟“着”连用）让某些人或

事物尽量优先z 先～旧衣服穿｜单间房间不多，
～着女同志住。＠圆用在表示方位的词前
面，跟“最”相同＝～前头｜～北边。＠〈方〉｛圄

尽自：这些日子～下雨｜事情已经过去了，～责
备他也无益。

另见 679 页 jln"
E尽管E jinguiin 0 圈表示不必考虑别的，放
心去做z 有意见～提，不要客气｜你有什么困难

～说，我们一定帮助你解决。＠〈方〉圈老是；

总是g 有病早些治，～耽搁着也不好。 8 ll!l 表
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下文往往有“但是、然

而、还是”等表示转折的连词跟它呼应 z ～他
不接受我的意见，我有意见还是要向他提｜～
以后变化难测，然而大体的趋势还是可以估计

的。
E尽快l jinkuai 画尽量加快2 使新机器～投入

生产｜～地制订出新的年度计划。
E尽量E jinliang 圃表示力求在一定范围内达

到最大限度z 把你知道的～告诉给大家｜工作

虽然忙，学习的时间仍然要～保证｜写文章要～

简明一些。
另见 679 页 jinliang"

E尽让】 jinrang ＜方〉圈使别人占先；推让：他

们在一起处得很好，凡事彼此都有个～。
E尽先E jinxian 圆表示尽量放在优先地位：～

照顾老年人！～生产这种轿车。
E尽早E jinz归国表示尽可能地提前：用完请

～送回。
三三三 E尽自E jin • zi 
雪雪主 〈方〉圃老
三＝ 是g 总是：

她心里乐滋

滋的～笑｜
要想办法克
服困难，别

～诉苦。

m jin 古
~代举行

雪

婚礼时用作酒器的瓢z 合～（指成婚）。

fl&. jin 0 [WI 物体受

系（聚、繁、繁）与几方面的拉力
或压力以后所呈现的状态（跟“松”相对，下②

③④⑤同） ：绳子拉得很～｜鼓面绷得非常～。

＠圈物体因受外力作用变得固定或牢固：捏
～笔杆儿｜把螺丝钉往～里拧一拧0眼睛～盯住

他｜～记着别忘了。＠匾国使紧2 ～了一下腰

带｜～～弦｜～一～螺丝钉。 o~国非常接近，

空隙极小z 抽屉～，拉不开｜这双鞋太～，穿着
不舒服｜他住在我的～隔壁。全国人民闭结～。

＠回动作先后密切接连g事情急．～催｜一个
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他～赶了几步，追上老
张｜风刮得～，雨下得急｜任务很～｜抓～时间。

＠圈经济不宽裕g拮据：这个月用项多一些，

手头显得～一点儿。
E紧巴巳】 jinbaba c～的）圈状态词。＠形容

物体表面绷得很紧z 衣服又瘦又小，～地贴在
身上。＠形容经济不宽裕g拮据：日子过得～

的。
E紧绷绷E jinbengbe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绷或捆扎得很紧＝皮带系（ jl）得～的。＠

形容心情很紧张或表情不自然：脸～的，像很

生气的样子。
E紧凑E jincou ~画密切连接，中间没有多余的
东西或空隙z 结构～！这部影片很～，没有多余

的镜头。
E紧促】 jincu 圃紧迫急促＝呼吸～！时间～。

E紧箍咒E jinguzhδu 圈《西游记》里唐僧用来

制服孙悟空的咒语，能使孙悟空头上套的金箍
缩紧，使他头疼，因此叫紧箍咒。比喻束缚人
的东西。

E紧急＼］ jinji 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容许拖

延的2 ～集合｜～措施！～关头｜任务～｜战事～o
E紧急状态E jinji zhuangtai 非常紧张的形势，

一般指国家面临战争的状态。
E紧邻】 jinlin IE] 紧挨着的邻居。

E紧锣密鼓E jinlu6-migu 锣鼓点敲得很密，比

喻正式或公开活动前的紧张的舆论准备。也
形容准备工作进行得紧张、急促。

E紧密】 jinmi 圈＠十分密切，不可分隔 z ～结

合｜～联系｜全国各族人民～地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周围。＠多而连续不断：枪声十分～｜～的

雨点。
E紧迫l jinpo 回没有缓冲的余地；急迫z ～感｜
任务～｜形势十分～。

E紧俏E jinqiao 圃（商品）销路好，供不应求：

～货｜～物资。
E紧缺】 jinque ~回（物资等〉因短缺而供应紧

张：商品～｜资金～。
E紧身E jinshen 圃属性词。瘦而紧贴着身体

的（衣服） ：～裤｜～背心。
E紧缩l jinsuo 画缩小；压缩：～开支｜～机构。
E紧要E jinyao E国紧急重要；要紧z ～关头｜无
关～o

E紧张E jinzhang 圃＠精神处于高度准备状态；
兴奋不安2 第一次登台，免不了有些～。＠激
烈或紧迫，使人精神高度集中：～的劳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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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节｜球赛已经进入～阶段 i 工作～｜局势｜二主古~ jin O 谨慎νJ''L、 z 勤～ l恭～｜拘
～。＠供应不足，难于应付粮食～｜的～。 11墨（茜）～｜～记在心｜～守规程。＠圈郑

E紧着E jin• zhe （口〉圈。力ll 紧＇ 1~，、写得太慢｜ 重地：～启 i～领｜～具！我们～向各位代表表

了，应该～点儿｜下星期一就要演出了，咱们得～｜ 示热烈的欢迎。

练。＠紧缩；节省：钱不多，得～点儿花。 I c谨伤l jinchl ＜书〉圃谨慎。

革 jin 见下

E墓菜】 jTncai !El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略呈肾

脏形，边缘像锯齿，花瓣臼色，有紫色条纹。也
叫墓墓菜。

E墓色E jTnse 南浅紫色。

锦… iTn 0 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蜀
（绵）二｜壮～。＠比喻花样繁多而美

好的东西．集～｜什～。＠色彩鲜明华丽．～

霞｜～缎， O<JTnl 圈姓。

E锦标E jinbiao 函授给竞赛中优胜者的奖品，

如锦旗、奖杯等。
E锦标赛l jinbiaosai I割获胜的团体或个人取

得锦标的体育运动比赛，如世界乒乓球锦衍赛。
E锦缎l jTnduan ~表面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

可做服装和装饰品等。
E锦鸡E jTnjl 圈鸟，种类较多，通常指红腹锦鸡，
外形跟维相似，雄的头上有金色的冠毛，颈橙
黄色，背暗绿色，杂有紫色，尾巴很长，雌的羽

毛暗褐色。

E锦葵E jinkui 幽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掌状，互生，有长柄。夏天开花，多为紫红
色。品种很多，供观赏。

E锦纶l jinlun 组合成纤维的一种，强度高，耐
磨，耐腐蚀，弹性大。用来制袜子、衣物、绳子、

渔网、降落伞等。旧称尼龙。
E锦囊妙计】 jTnnang-miaojl 旧小说上常描写
足智多谋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变以及应付的
办法预先用纸条写好装在锦囊里，嘱咐办事的

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拆看，并依计行事。现在
借指能及时解决紧急问题的办法。

E锦旗】 jinqi IE 用彩色绸缎制成的旗子，授给

竞赛或生产劳动中的优胜者，或者送给团体或
个人表示敬意、谢意等。

E锦上添花】 jinshang-tianhua 比喻使美好的
事物更加美好。

E锦心绣腹】 jTnxin-xiufu 锦心绣口。

E锦心绣口l jinxin-xiuk讪形容文辞优美。也

说锦心绣腹。
E锦绣E jinxiu O 画精美鲜艳的丝织品。＠

回属性词。美丽的或美好的：～山河｜～前

程。
E锦衣玉食E jlnyi-yushi 华美的衣服，珍贵的食

品。形容奢侈豪华的生活。

[i草防E jTnf白ng l越小心地防备z ～扒手｜～假

冒｜～上当。
E谨慎l jTnshen i幅对外界事物或自己的言行密

切注意，以免发生不利或不幸的事情．小心～。
E谨小慎微E jinxi凸o-shenw副对琐细的事情过

分小d心谨慎，以致流于·畏缩。

E谨严E jTnyan I宵。谨慎严密：治学～ l作风

～。＠细致严密z 文章结构～。
(i莲言慎行E jinyan『shenxing 说话做事都谨慎

;j，，心Q

懂 ku.. jin 见 5叫饥懂】
（偌）

崖 jTn 0 古书上指小屋＠〈书〉
c~厘）同“仅”①。
另见 1 059 页 qin 。

瑾 jin ＜书〉美玉。

撞 jin 见 927 页呻。

、

j In （叫 l'-r ) 

仅 4 jln （书〉圃将近士卒～万人
（主）异见677 页 F~ 。

同 jln 0 画完：取之不～ l知无不至三

’ζ（盏）￥，言无不～晴、～方法节约资财。主
＠〈书〉死亡：自～｜同归于～。＠达到极端＝＝二

～头 l～善～美｜山穷水～。＠国全部用出 z
～心｜～全力｜～其所有 l 人～其才，物～其用。

＠画用力完成：～职｜～责任。＠菌全；都：

～显（充分显露）！～是些杂事。＠所有的＝～
数｜～人皆知。

另见 677 页 jln 。

E尽力l jin;; ll B由］用→切力量z ～而为｜我一定

～帮助你。
E尽量】 jinliang ［：到达到最大限度z 喝了半斤白

酒，还没～。

另见 678 页 jlnliango

E尽七l jinqi I葡断七。

E尽情E jlnqing 圃尽量由着自己的情感，不加

拘束z ～欢笑｜～发泄 i孩子们～地唱着、跳着。
E尽然E jlnran 画完全这样（多用于否定式） ' 
未必～｜你以为他说的都是事实？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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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尽人皆知】 jlnren-j i岳zhl 人人都知道：那是～

的事｜他的事迹在厂里～。
E尽人事】 jln renshi 尽力做人所能做到的事。
E尽如人意】 jinru-renyi 完全符合心意（多用于

否定式）：难以～｜不能～。
E尽善尽美］ jinshon-jlnm岳l 非常完美，没有缺

陷。
E尽数】 jinshu 圃全数；全部：欠款～归还。

E尽头］ jint6u 圈末端；终点z 胡同的～有一所
新房子｜研究学问是没有～的。

E尽孝】 jin;;xiao 画（对父母和长辈）努力履行

孝道。

E尽心】 jln;;xln 画（为别人）费尽心思．～竭

力｜对老人你们也算尽到心了。
E尽兴】 jinxing 画兴跑得到尽量满足：改天咱

们再～地谈吧｜游览了一天，他们还觉得没有
~ 。

E尽责E jln;; ze ［司尽力负起责任：尽职～。
E尽职］ jln;; zhi I动l 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尽

责｜在班主任工作中．他非常～。
E尽忠E jln;; zhong ［动1] 0 竭尽忠诚：～报国。

＠指竭尽忠诚而牺牲生命：为国～。

、·+J.. 、ι jln 0 画向前移动（跟“退”相
1在（造）对）：推～｜跃～｜～军｜～一步｜更
～一层。＠［到从外面到里面（跟“出”相对） : 

～入｜～门｜～屋来｜～工厂当学徒。＠［盈l 指

吃、喝：～食｜～餐｜滴水未～。。圈接纳；收
入①z ～人｜～款｜～货。＠呈上：～奉｜～言。
＠［重平房的住宅内分前后几排的，一排称为

一进。 0 CJlnJ ［组姓。
三三三孟、+J.. 、ι II• jln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三重 1在（造）后，表示到里面＝走～会场｜把衣服
放～箱子里去。

E进逼】 jinbl 圈（军队）向前逼近2 步步～。

rut兵】 jinblng 圈军队向执行战斗任务的目
的地行进。

rut补E jinbu 面）吃有滋补作用的食物、药物补

养身体：冬令～。
E进步】 jinbu O 自由（人或事物）向前发展，比原

来好：虚心使人～，骄傲使人落后。＠［回适合
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思想！

～人士。

rut餐l jln11can I到吃饭：按时～。

rut馋E jinchan ＜书〉圈在仁级或长辈面前说

人坏话：乘机～。
E进程］ jlncheng 圈事物发展变化或进行的过

程z 历史的～｜革命的～。

rut尺E jinchi 圈井巷掘进、钻探等作业的进

度，通常以米为计量单位：钻机钻探的年～｜隧

道掘进日～十米。

E进出l jinchu 圈。进来和出去z 住在大院的

人由这个门～。＠收入和支出：这个商店每
天要～好几万元。

E进抵】 jindi 画（军队）前进到达某地：我部不

日可望～江岸。
E进度】 jindu 圈工作等进行的速度或进展的

程度：工程～大大加快了｜检查课题～。
E进而】 jin ’在r ~表示在己有的基础上进一

步：先提出计划，～落实实施措施。

E迸发】 jinfa U司（车船或人的集体）出发前进：
列车向北京～｜各小队分头～。

E进犯】 jlnfan Lii!il C敌军向某处）侵犯。
E进攻】 jingong l到＠接近敌人并主动攻击：

向山头上的敌人～｜～敌军盘踞的要塞。＠在
斗争或竞赛中发动攻势：快速～到对方篮下。

E进贡l jin11gong 匾。封建时代藩属对宗主

国或臣民对君主呈献礼品。＠给人送礼求方
便（含讥讽意）。

rut化E jinhua ［到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
到高级逐渐发展变化。

E进化论】 jinhualun [BJ 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

一般规律的学说，认为现在的生物有着共同的
祖先，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通过遗传、变异和自
然选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局级、从种类
少到种类多逐渐变化发展。

E进货】 jln11 huo 画＠商店为销售而购进货

物：进了一批货。＠指投资者买进股票、期货
等。

E进击】 jinjl 画（军队）进攻；攻击2 向敌军～。
富有开拓～精神。

E进见】 jlnjian 圃前去会见（多指见首长）。

E进谏】 jlnjian ＜书＞ I动］以忠言规劝（君主、尊长
等）。

rut军】 jinjun E主］军队出发向目的地前进：红

军渡过乌江， l句川滇边境～｜～的号角响了。向

科学～。

rut 口E jinkou O c～儿）IBJ 进入建筑物或场地
所经过的门或口儿。 8( ／／一）圈（船只）驶进

港口。＠（「←）圈外国或外地区的货物运进
来：～货 i～成套设备。

E进款l jinkuan ＜口〉圈个人、家庭、团体等的
收入。

E挂来E jin11 • lai I到从外面到里面来：你～，咱

们俩好好儿谈谈心！门开着，谁都进得来；门一
关，谁也进不来。

E进来E 11 • jin11 • lai l＇甜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到里面来：烟冲～了｜他从街上跑～！窗户
没糊好，风吹得～｜我刚看见从外面走进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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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E进门E jln;;men 圈。（～儿）走进门：他个儿
高，～要冗头。＠（～儿）入门；摸门儿：我做学

问还没～，请多指教。＠〈方〉指女子出嫁到
男家：她是刚～的儿媳妇。

E进取】 jlnq心［司努力向前；立志有所作为．～

心｜努力～｜人要有～的精神。
E进去】 jin11 • qu 闻从外面到里面去：你～看
看，我在门口等着你｜我有票，进得去刊也没票，

进不去。
E进去】 11 • jln11 • qu i司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到里面去：把桌子搬～｜瓶口很大，手都伸
得～｜胡同太窄，卡车开不～｜从窗口递进一封
信去。

E进入】 jlnru ［型］进到某个范围或某个时期里：

～学校｜～新阶段。～角色。

E进深】 jln· 钳制！每院子、房间等的深度·院子
的～有多少？

[:it!食］ jlnshi ［量吃饭：按时～是个好习惯。
E进士］ jlnshi I名］科举时代称会试考取后经过
殿试的人。

E进退］ jlntui 自由］＠前进和后退：～自如 1～两

难。＠应进而进，应退而退，指言语行动的分
寸2 不知～｜～有度（言行恰如其分）。

E进退两难】 jlntui-1冶ngnan 进退都不好，形容

处境困难。
E进退维谷】 jintui-w自ig心进退两难（维： i吾助

t司；谷：山谷，比喻困难的境地）。
E进位l jlnwei 圈加法运算中，每位数等于基
数时向前一位数进一。例如在十进制的算法
中，个位满十，在十位中加一，自位满十，在千
位中加一。

E进献】 jlnxian 画恭敬地送上z ～花篮。
E进香E jln;;xiang ［到佛教徒、道教徒到圣地或
名山的庙宇去烧香朝拜，特指从远道去的。

E进项E jln·xiang ~收入的款项：农民的～普
遍有了增加。

E进行E jinxing 画＠从事（某种活动）：～讨

论｜～工作！～教育和批评｜会议正在～。 U注意’
“进行”总是用来表示持续性的和正式、严肃的
行为，短暂性的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用“进

行”，例如不说“进行午睡γ‘进行叫喊”。＠前

进z ～曲。
E进行曲】 jlnxingq心圈适合于队伍行进时演
奏或歌唱的乐曲，节奏鲜明，结构严整，由偶数
拍子构成，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

E进行时E jinxingshi IE 语法中指动词所指动
作正在发生的一种时态。改革只有～，没有完

成时。

E进修E jlnxiu 画为了提高能力和水平而进一

步学习（多指暂时离开职位，参加一定的学习
组织）。

[:it!言E jin11γan ［盈l 向人提出意见（尊敬或客气

的口气）：大胆～｜向您进一言。
[:it!一步】 jinylbu 圈］表示事情的进行在程度

上比以前提高：～实现农业机械化｜～加速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E进益】 jinyi 闹。〈书〉指学识修养的进步：

近来学问上大有～。＠指经济收入；收益：你
一年有多少～？

[:it!展l jinzhan L;;!JJ C事情）向前发展：～神速｜

工作有～。

[:it!占E jinzhan ~ 进攻:Jf：占领。

[:it!账E jinzhang 0 C 庐）圈入账．货款当天

～。＠［司收入①2 截至上月底，共～十余万元

。赛程刚刚过半，北京队已有十块金牌～。＠
圈收入②；进款：每月有两三千元的～。

E进驻】 jinzhu I虱（军队等）进入某地或某处驻

扎下来。
二巳 jin 0 晴空间或时间距离短（跟“远”相

AιL 对，下③同）·～郊｜～处［～日｜靠～｜附～｜
歌声由远而～｜现在离国庆节很～了。 f} ［司
接近2 平易～人｜年～二十｜两人年龄相～｜～
朱者赤，～墨者黑。＠圃亲密；关系密切g 亲

～｜～亲｜两家的关系很～。。（ Jin）圈姓。

E近便］ jin· bian ~路比较近，容易走到：从小

路走要～一些。
E近程导弹】 jincheng d凸odan 射程在1 000千

米以下的导弹。

E近代E jindai l重＠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三三

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 19 世纪中叶到五三暨
四运动之间的时期。＠指资本主义时代。

E近道］ jindao 圈距离短的道路（多就比较而

言）：走～。

E近地点E jindidian 圆月球或人造地球卫星绕
地球运行的轨道上离地球最近的点。

E近东】 Jindang 圈见 1694 页【中东1。

E近古］ jing心圈最近的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

上多指宋元明清（到 19 世纪中叶）这个时期。

E近海］ jinh凸 i IE 靠近陆地的海域：～航行｜利

用～养殖海带。
E近乎l jinhu l副接近于：脸上露出一种～天真

的表情。
E近乎E jin· hu C～儿）〈方〉［盟关系亲密z 套～｜
他和小王拉～｜两个人越谈越～。

E近郊E jinj iao 南离城区较近的郊区z 北京～。

E近景】 jinjing 圈＠近距离的景物。＠当前

的景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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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近况E jlnkuang 圈最近）段时间的情况z 不 l E近因］ jinyln ~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区别于
知他的～如何。

E近来】 jinl6i 圈指过去不久到现在的一段时

问：他～工作很忙。

E近邻E jinlin 圈挨得较近的邻居：远亲不如
～｜我们是～，经常见面。

E近路l jinlu ~近道·抄～可以快一些。
E近年］ jinni6n ~最近过去的几年z 他的书法

～颇有长进。
E近旁E jinp6ng 圈附近；旁边z 屋子～种着许
多竹子。

E近期E jinql [BJ 最近的一个时期3 这部影片将
于～ t映｜蔬菜价格～比较平稳。

E近前l jinq ian [BJ 附近；跟前z 走到～才认出

是他。
E近亲E jinqln [8J 血统关系比较近的亲戚：～

之间不可结婚。

E近亲繁殖E jinqln f6nzhi 血缘关系相近的生
物体之间繁殖后代，比喻在人员培养或使用
中，亲属关系或师承关系近的人集中的现象。

E近情E jinqing 0 回合乎人情；近乎情理z ～
近理｜这样做太不～了。＠圈近况。

E近人E jinren 圈。近代的或现代的人。＠
〈书〉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人。

E近日E jinri 圈最近过去的几天；近来：设计方

案的征集工作已于～开始。

E近日点E jinridian 圈行星或彗星绕太阳公转
的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点。

E近世E jinshi 函近代①。

E近视l jinshi 圈＠视力缺陷的一种，能看清
近处的东西，看不清远处的东西。近视是由于
眼球的晶状体和视网膜的距离过长或晶状体

屈光力过强，使进入眼球的影像不能正落在视
网膜上而落在视网膜的前面造成的。＠比喻
眼光短浅。

E近水楼台E jinshul-16ut6i 宋代俞文豹《清夜
录》引宋人苏麟诗，“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喻

因接近某人或某事物而处于首先获得好处的
优越地位。

E近似E jinsi 圈相近或相像但不相同z 这两个
地区的方音有些～｜他说话的腔调～唐山话。

E近似值l jinsizhi 圈计算上接近准确值的数

值叫作近似值，如3. 141 6是圆周率值的近似

值。
E近体诗l jintlshl 圈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
的通称（区别于“古体诗勺，句数、字数和平仄、
用韵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E近义词E jinyici 画意义相近的词，如“本地”

和“本士”、“空洞无物”和“言之无物”。

“远因勺。

E近影】 jinylng 圈近照。

E近战E jinzhan O 圈敌对双方近距离作战z

善于～。＠［蜀近距离的战斗。

E近照】 jinzhao IEl 最近拍摄的照片。

E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jinzhuzh此时， jinmo

zh岳h岳i 比喻接近好人使人变好，接近坏人使
人变坏（见于晋代傅玄《太子少傅箴扮。

也.（＼. jin 见下。

'J.7 
E扮母l jinm心〈方〉圈舅母。

E扮子］ jin·zi ＜方〉圈＠舅母。＠妻兄、姜弟
的妻子：大～｜小～。

劲 iin [BJ 0 川机用
（勤、 1肋）～1 手～儿。＠（～儿）作

用，效力 2 药～｜这种酒～儿大o ＠（～JL）精神 g
情绪：干～儿。＠（～儿）神情；态度 z 礁他那股

骄傲～儿。＠趣味：没～。
另见 693 页 j)ng 。

E劲头】 jint6u (~JL) （口〉圈。力量；力气z 战

士们身体好，～！L大，个个都像小老虎。＠积极
的情绪z 看他那股兴高采烈的～儿 l他学习起来

～十足。＠神情；态度z摆出一副无所谓的～0

1非1 U」 jin E草草。
尽（主主） ’ 

1主·2 ~ jin ＜书〉忠诚：忠～｜～臣。

尽（莹）
[Jc辈革l jincao 圈→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状

披针形，花灰绿色或带紫色，颖果长圆形。汁
液可做黄色染料，纤维可以造纸，全草入药。

＇＂＇阳 、~ Jin O 界水，古水名，即今沙河，
可之（渣）在湖北。＠烬水，水名，在陕西。
也叫白马河。

王IJl.1 ~ jin O 进g ～见。＠升；升级2
日 「青）～级｜～职｜～升｜加官～爵。
王匠2 ~ Jin 0 周朝国名，在今山西、
盲（育）河北南部及陕西东南部、河南
西北部。＠圈朝代。的公元 265 420 ，司

马炎所建。参看 1396 页【西晋1 、 311 页1东

晋lo b）后晋。＠白雪山西的别称。。画姓。
【晋级］ jin;;ji 圃升到较高的等级。

E晋见】 jinjian 画进见。

E晋剧】 jinju ~I 山西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蒲
剧派生而成。主要流行于该省中部地区。也
叫山西梆子、中路梆子。

E晋升E jinsheng 画画提高（职位、级别）：～中
将｜～一级工资。

E晋渴E jinye ＜书〉圈进见；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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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晋职l jin;;zhi 南升到较高的职位：破格～ I I c禁地l jindi ~禁止一般人去的地方。
她以出色的业绩～为副经理。 I c禁毒E jin;;du 圃禁止制造、贩卖和吸食毒品：
旧口 - .. U 」A jin ＜书〉送别时赠给的｜ 开展～统一行动。
卿~（瞌、 E聋）财物2 ～仪（送行的礼物）。 l E祭赌E jin;;d心圈禁止赌博活动。
,I-hf , _..,_ jin 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z 灰 I I禁烟 jinfang I到＠禁止播放．～片｜～电影。
如今（墟）～｜余～。 | ＠禁止燃放 z 除春节外～烟花爆竹。
浸 a ～ jin 0 圈泡在液体里2 ～种｜｜阳l jingu 圈。封建时代统治集团禁止异

c•：漫）放在开水里～一～。＠画液｜ 己的人做官或不许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体渗入或渗出：衣服让汗～湿了。＠〈书〉圃｜ 〈书〉关押；监禁。＠束缚； 5虽力限制：这些陈

逐渐2 友情～厚。 I 规陋习成了～人们精神的物锁。
E浸沉E jinchen 画沉浸。 I c禁果E jinguo 圈《圣经》中上帝禁止亚当、夏

E浸没】 jinma 圈。淹没；漫过去。＠沉浸， I 娃采食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两人因偷食了这种
人们正～在快乐之中。 | 果子被逐出伊甸园，后多泛指禁止触及的事

E浸泡E jinpao 画在液体中泡z ～蚕豆｜木桩长｜ 物。
年～在水里容易朽烂。 I c禁毁】 jinhuT ［.到禁止并销毁（违禁物品等）－

E浸染E jin的n 圃＠逐渐沾染或感染。＠液｜ ～鸦片｜～黄色光盘。
体渗入而使染上颜色或被污染z 血水～了白 IC禁忌】 jinji 0 IBl 犯忌讳的话或行动z 旧时的
衬衣l这一带的水井和土地被海水～。 | 许多～大都与迷信有关。＠画指医药上应避

E浸润】 jinrun 圃＠（液体）渐渐渗入；滋润②， I 免某类事物z ～油腻。
春雨～着大地。＠指液体与固体接触时，液体 i B场臼 jinjue 画彻底禁止g ～卖淫嫖娼！～吸
附着在固体的表面上。＠医学上指由于细菌｜ 食毒品。
等侵入或由于外物刺激，机体的正常组织发生｜跺军E jinj归国古代称保卫京城或宫廷的军

臼细胞等的聚集。 | 队。
E浸透E jintou 圈。泡在液体里以致湿透：他 I c禁伊1J] jinli IBJ 禁止某种行为的条例。
穿的一双布鞋被雨水～了。＠液体渗透：汗 I c禁猎E jinlie 画禁止打猎s禁止猎杀。

水～了衬衫。＠比喻饱含（某种思想感情等l' I c禁令】 jinling IBl 禁止从事某项活动的法令：
这些诗篇～着诗人眷念祖国的深情。 | 解除～｜违反～。

E浸种E jin;; zhong ［姐为了使种子发芽’快，在播 I c禁律】 jinlu I翻禁止某种活动或行为的法律或
种前用温水或冷水浸泡一定时间。 | 规定。

E浸渍E jinzi l司用液体泡：把原料捣碎，放在石 I c禁商l jinluan ＜书〉圈别人不得食用的美味

灰水里～，再加蒸煮，变成廉烂的纸浆。 I 肉块，泛指独自占有而不容别人分享的东西z

谴 J jin 同咽多用于人名） | 视为～
（班）’ I c禁烟 jinmu 画为了使牧场的牧草恢复生长，

R金 jin ＜书〉闭口不言。
另见 1563 页 yin “吟”。

斗三主 jin 太阳旁边的云气，古人认为可预示吉
1-3ζ 凶，多指不祥之气。

占亚 jin 〈书〉＠插。＠摇。

1 日
E措绅】 jinsh曲同“绪绅”。

靳 jin 0 喘不肯给予；吝惜 8 C Jin) 
圈姓。

在~ jin 0 画禁止z ～赌｜～用｜～行｜～烟
刁守（禁止鸦片）｜严～。＠监禁：～闭。＠法
令或习俗所不允许的事项．犯～l违～｜入国问
～。＠｜日时称皇帝居住的地方z ～中 i 宫～。

另见 677 页 jTn 。

E禁闭E jinbi []llj] 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

反省，是一种处罚 z 关～｜～三天。

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放牧。

E禁区E jinqu 圈＠禁止一般人进入的地区。
＠因其中动植物或地面情况在科学或经济方

面有特殊价值而受到特别保护的地区。＠医
学上指因容易发生危险而禁止动手术或针灸
的部位。＠在某些球类比赛中，罚球区以内
的地方。

E禁赛E jin;;sai 画禁止参加体育比赛，是对违

犯规则的运动队或运动员的一种处罚：因服
用兴奋剂而被～两年。

E禁书】 jinshu 圈禁止刊行或阅读的书籍。

E禁药E jinyao 圈禁止使用的药物。

E禁渔l jinyu I苞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在一定时

期或一定水域内禁止捕捞。

E禁欲E jinyu r司抑制性欲或抑制→般享受的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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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禁运E jinyun 画（→国或数国）禁止向某国输
出或由某国输入商品或其他物资。

E禁止】 jinzhT 画不许可＝厂房重地，～吸烟｜～

车辆通行。

E禁制品E jinzhipln 
的物品。

圈非经特别许可不得制造

E禁子】 jin•zi [BJ 旧时称在牢狱中看守罪犯的

人。也叫禁卒。
E禁卒l jinzu 圈禁子。

E禁阻E jinzu ［到禁止；阻止。

远If Jin 古水名。
们日

〈书〉浅红色的吊。绪（错） jin 

E绪绅l jinsh岳n 圈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
的人。也作措绅。

晋 jin ＜书〉像玉的石头。

瑾 jin 〈书〉＠用泥涂塞。＠同“瑾”①。

革见← jin 朝见（君主）；朝阳圣地） :~ 
（勤） ·~I 朝～。

[JI!见l jinjian ＜书〉躏朝见（君主）。

瑾 jin （书〉＠掩埋。＠饿死。

『前来 jin 0 ＜书〉闭口不作声·～声｜～若寒
户刁亏蝉。＠因寒冷而发生的哆嗦z 寒～。

E喋若寒蝉E jinruohanchan 像寒秋的蝉不再

鸣叫，形容不敢作声。

卫些旦i旦兰2

圣（空）川 〈书〉水脉。

•• iino 0 圈植物体的一部分，由
圣（莹）怡发展而成，下部和根连接，上
部一般都生有叶、花和果实。茎能输送水、无

机盐和养料到植物体的各部分去，并有贮存养
料和支持枝、日十、花、果实等生长的作用。常见
的有直立茎、缠绕茎、攀缘茎、匍匍茎等。＠
像茎的东西：阴～。＠〈书〉画用于长条形的

东西z 数～小草｜数～白发。
τ与·1 jfng 0 首都：～城｜～师。＠ (Ji「ig)

A、 ~指我国首都北京：～剧｜～腔｜～味儿｜

进～开会。 8 (Jing）圈姓。

τ与‘2 jing ［勤古代数目名，指一千万。
A、

τ与‘3 Jing 
λ』、

京族。

E京白】 jlngbai

白。

圈京剧中指用北京话念的道

E京白梨l F『igbaili 圈北京地区产的一种梨。

果实皮薄，肉厚，味甜多汁，香味浓郁。
E京城】 jingcheng 画指国都。

E京都E jingdu 南京城。

E京二胡l ji『19 ’ erhu 圈胡琴的一种，和二胡相
似，音响介于京胡和二胡之间，用于京剧伴奏
等。也叫嗡子。

E芽、官】 jingguan IE] 旧时称在京城供职的官

员。

E京胡l jinghu 圈胡琴的－种，形状跟二胡相

似而较小，琴筒用竹子做成，发音较高，羊－要用
于京剧伴奏。

E京华】 jinghua IEJ 首都：誉满～。

E京在民】 jingji ＜书〉圈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E京剧】 jingju IBJ 我国全国性的主要剧种之一。
清中叶以来，以西皮、二黄为主要腔调的徽调、
汉调相继进入北京，徽汉合流演变为北京皮黄
戏，即京剧。

E京派】 jingpai 圈＠京剧的→个流派，以北京

的表演风格为代表。＠泛指北京的风格和特
色z ～小说。

E京腔E jingqiang IE] 指北京语音。

E京师E jingshi （书） [BJ 首都。

E京味JL] jingweir 圈北京风味；北京地方特

色：～小吃｜～十足的电视剧。
E京戏E jingxi （口〉国京剧。

L~油子E jingy6u•zi 圈指久住北京老于世故

而油滑的人。

Z京韵大鼓l jingyun dagu 曲艺，大鼓的一种，

形成于北京，流行北方各地。
E京族】 Jing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广西。＠越南人数最多的民族。
、、又 jing 0 ＜方〉河沟。＠ (Ji「lQ）泾. （淫）河，水名，发源于宁夏，经甘肃、陕
西流入渭河。

E泾渭分明E jfngwei-f岳nming 泾河水清，渭河

水浑，泾河的水流入渭河时，清浊不混，比喻界
限清楚。

·~ jing 0 ＜旧读 jing ）织物上纵的

组（短）方向的纱或线（跟“纬”相对）：～
纱｜～线。＠中医指人体内气血运行通路的主

干 g ～脉｜～络。＠经度z 东～l lE1～。＠经
营；治理：～商｜整军～武。＠〈书〉上吊＝自

～。＠历久不变的；正常：～常｜不～之谈。

＠经典①②2 ～卷｜～文 1 本草～｜佛～｜念～ l

十三～。＠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

的第一类：～部。＠月经z 行～ J ～血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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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经过：～年累月｜几～周折｜这件事是～｜ 和再生产的活动。＠圈国民经济的总称，也
我手办的｜～他一说，我才知道。＠圈禁CFn) I 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
受：～不起｜～得起考验。~（ Jing）圈姓。 | 等。 8G归属性词。对国民经济有价值或影

另见 693 页 jing 。 | 响的z ～作物｜～昆虫。 OIEI 个人生活用度z

E经办E jlngban E型经手办理：这事是他～的。 | 他家～比较宽裕。＠圃耗费较少而获益较
E经闭E jingbi ［到闭经。 | 大：～实惠的家用轿车 1作者用非常～的笔墨
E经部J jingbu 圈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部｜ 写出了这一场复杂的斗争。＠〈书〉圈经世济
类。包括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文字、音韵、｜ 民，指治理国家z ～之才。
训访方面的著作。也叫甲部。参看 1240 页 I ［经济法E jingjif凸固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
【四部1 。 | 定和颁布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统

E经常】 jingch6ng 0 圈属性词。平常的；日｜ 称。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固有企业法、财政法、
常的·～费用！积肥是农业生产中的～工作。｜ 价格法等。
＠圆常常；时常 z 他俩～保持联系｜要～注意 I ［经济犯罪】 jingji fanzui 为牟取非法利益，在
环境卫生。 | 经济领域中违背经济管理制度，危害正常经济

E经回 jingchu6ng 圈刻有佛的一一一｜ 秩序，触犯法律的行为。
名字或经咒的石柱子，柱身多为 Ll I ［经济杠杆】 jingji gangg凸『1 指国家用以调节
六角形或圆形。 91 社会经济活动，使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如价
也坦问dian O 圈指传统的 非善 | 格、税收、中！率等。
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 扎止 I ［经济核算E 11n四i hest』an 企业经营管理的一
圈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 在有 | 种方式，用货币来衡量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消

l!l~：旷 | 耗、物资消耗和劳动的经济效益，要求最充分、性著作。＠画著作具有权威性 撞满！ !I I 
自；iii斓 | 最合理地使用全部劳动力、机器设备、原料、材的：马列主义～著作｜～作家。 剧11i i I 悟：1剧 | 料和资源等，使它们能够发挥最大的经济效。 E回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 国 iiW 国 I ,,_ 

大的：～影片。 国 llliil~ I 且
屈服自 I ［经济基础E jin~ji jichu 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

E经度J jingdu IEl 地球表面东西 A黑毡 | 
电Z理 | 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

距离的度数，以本初子午线为 到前面L | 
6黠鞠 | 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

。。，以东为东经，以西为西经，东 跚跚 | 
＼ζY | 的上层建筑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参看 1144

西各 180° 0 通过某地的经线与 | 
经幢 | 页I上层建筑l 0 

本初子午线相距的度数，就是该 | I ［经济技术开发区】 jingji jishu kaif间。 我国
地的经度。参看 686 页【经线］②。 | 

| 为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开发新产业而在
E经费】 jingfei 圈（机关、学校等）经常支出的｜

| 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的特定区域，在区域内实行主主
费用。 | 

| 一系列优惠政策。 主壁
E经管】问gu凸n 画经手管理2 财务工作设专 I ［经济林E jingjilin IEl 生产木材、油料、干果或
人～！由～人签字盖章。 ! 其他林产品的树林。狭义的经济林不包括生

E经过J jingguo 0 画通过（处所、时间、动作｜ 产木材的树林。
等）＝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要～武汉｜屋子～打 I ［经济全球化E 问ji quanqiuhua 随着现代科
扫，干将了！这件事情是～领导上制考虑过｜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世界
的。＠画过程；经历②z 厂长向来宾报告建｜ 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加强，形成商品、劳
厂～｜说说你探险的～。 | 务、技术、资本及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

E经籍】 jingji （书〉圈。经书。＠泛指图书｜ 动的趋势。

（多指古代的）。 I ［经济人E jingjiren 圈经济研究中假设的消费
E经纪E jingji 0 ［到筹划并管理（企业）；经营， I 者f商等。从这种假设的经济人角度研究经
不善～。＠圈经纪人。＠〈书〉画料理z ～｜ 济现象，推导经济规律。如假设在完全市场竞
其家。 | 争条件下，消费者如何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

E经纪人】 jingjiren 撞到＠为买卖或合作双方｜ 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等。
撮合从中取得佣金的人，如商品经纪人。 8 ! ［经济实体.） jingji shiti 实行独立核算的经济
在交易所中代他人进行买卖而取得佣金的人，｜ 单位，如工广、农场、商店、公司等。
如证券经纪人。 i ［经济适用房】 jingji shiyongf6ng 向城镇中低

E经济】 jin副＠圈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 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具有社会保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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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房。 I c经商】 jlng;; shang 圈经营商业：弃农～｜～
E经济特区E jlngji tequ 为有效地吸收外资和｜ 多年。

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而设置的实行特殊的 I c经史子集】 jlng-shT zT-ji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
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地区。 | 法，把所有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称

E经济体制E jlngji tTzhi 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四部。经部包括儒家经传和小学方面的书。
制度、管理形式、管理方法的总称。 | 史部包括各种历史书，也包括地理书。子部包

E经济危机E jlngji w岳ijl 0 指资本主义社会再｜ 括诸子百家的著作。集部包括诗、文、词、赋等。
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具体表现 l E经手E jlng;;shot』圃经过亲手（办理）：～人｜
是：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许多企业倒闭，生产！ 这件事是他～的。
下降，失业增多，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和混 i （经受E jlngshou ~承受；禁受z ～考验｜～多
乱状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 次打击。

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周期性。＠由于 l E臼 jTngshou 闯］经销：这家商店专门～医
自然灾害、战争或工作严重失误而造成的生产｜ 疗器械。

猛烈下降、经济极度混乱和动荡的现象。 I c经书E 问圳圈指《易经》、《书经M诗经》、
E经济效益E 问ji xiaoyi 经济活动中劳动和｜ 《周礼》、《仪礼》、《礼记》、《春秋M论语》、体经》
物质耗费同劳动成果之间的对比，反映社会生 l 等儒家经传，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儒家
产各个环节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利用效果。 | 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E经济学】问jixue 圈＠研究国民经济各方 I c经天纬地】向gtian呐idi 指谋划天下之事，
面问题的学科。包括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 多用来形容人才能极大：～之才。
学、应用经济学。＠指政治经济学。

E经济制度E jTngji zhidu 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
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一定社会经
济部门或一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如工业经济制
度、农业经济制度等。

E经济作物E jTngji zuowu 供给工业原料的农

作物，如棉花、烟草、甘庶等。
【经久］ jTngj i心＠圈经过很长的时间2 掌声～

不息。＠画经过较长时间不变3 ～耐用。

E经理］ jTnglT 0 画经营管理：这家商店委托

你～。＠回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的人。

E经历E jTngli 0 画亲身见过、做过或遇到过：

盖章 他一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圈亲身见过、
三E 做过或遇到过的事：生活～。

E经纶E jTnglun ＜书〉＠圈整理过的蚕丝，比

喻规划、管理国家大事的才能：大展～｜满腹
～。＠圈整理蚕丝，比喻规划、管理国家大

事z ～天下。

E经络E jTngluo IE 中医指人体内气血运行通

路的主干和分支。

E经脉］ jTngmai 函中医指人体内气血运行的

通路。
E经贸】 jTngmao 圈经济和贸易的合称：～公

司｜～活动。

E经年累月E jTngnian l岳1yue 经历很多年月，形

容时间很长：他是个海员，～在海上。

E经期） jTngqT [E 妇女行经的时间，每次约为
3 5 夭。

E经纱E jTngsha 圈织布时同梭的运动方向垂

直的纱。

E经痛E jTngtong Ll现痛经。

E经纬度l jTngw岳ictu 圈经度和纬度的合称。

某地的经纬度即该地的地理坐标。
E经纬仪E jTngw岳1yi 道｜测量角度用的仪器，由

绕水平轴旋转的望远镜、垂直刻度盘和水平刻
度盘等构成。广泛应用在天文、地形和工程测
量上。

E经线】 jTngxian 圈＠经纱或编织品上的纵

线。＠假定的沿地球表面连接南北两极而跟
赤道垂直的线。也叫子午线。参看 685 页
【经度ll o 

E经销】 jTngxiao r边经手出卖；经营销售 z ～照

相器材｜本书由新华书店总～。
E经心】 jTngxTn 画在意；留心：漫不～。

E经学】 jTngxue l每］把儒家经典当作研究对象
的学问，内容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

E经血】 jTngxue IE 中医称月经。

E经验l jTngyan 0 圈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

能＝他对嫁接果树有丰富的～。＠画经历①；
体验：这样的事，我从来没～过。

E经验主义】 jTngyan zhuyi O 认为感性经验
是唯一可靠的哲学学说。经验主义有唯物的、
唯心的两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把局部的、狭隘的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只相
信局部的直接经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E经意l jTngyi 画经心；留意：毫不～。

E经营E jTngying 画＠筹划、组织并管理2 ～
商业 l苦心～。＠指商业、服务业出售某类商

品或提供某方面的服务．本店～各种文具。
E经由E jTngy6u 因路程经过（某些地方或某条



路线）：从北京出发～南京到上海。
E经院哲学E jlngyuan zhexue 欧洲中世纪在
学院中讲授的以解释基督教教义为内容的哲

学，实际上是一种神学体系。由于采用烦琐的
抽象推理的方法，所以也叫烦琐哲学。

E经咒】 jlngzhou 圈某些宗教的经文和咒语，

认为信仰者念经念咒可以消灾祈祥。
E经传l jlngzhuan I雪原指经典和古人解释经

文的传，泛指比较重要的古书：名不见～。

荆问。圈灌木或小乔木，种类很多，多
丛生，掌状复叶，花紫色，果实’球形，黑色。

＠谦辞，旧时对人称自己的妻子：才出～。

8 (JTngl ［百姓。

E荆棘E jTngji 圈泛指山野丛生的带刺小灌木。
E荆棘载途l jTngji-zaitu 沿路都是荆棘，形容环

境困难，障碍极多O
Df!J条］ jTngti6o 圈荆的枝条，性柔韧，可编制
筐篮、篱笆等。

菁问见下。
E菁华E jTnghu6 圈精华。

E菁菁E jTngjTng （书＞ l1i2l 草木茂盛O
x」亨 jTng 见 574 页【黄狼1 。
:J,lJ 、

施问＠古代一种旗杆顶上用彩色羽毛
f故装饰的旗子。＠〈书〉表扬z ～表｜以～

其功。
E施表】 jTngbi凸0 [lllJl 封建统治者用立牌坊或挂

匾额等表扬遵守封建礼教的人。
U茸旗】 jT「1gqi 圈各种旗子：～招展。
占主芋 t』 jTng ［副＠由于突然来的刺激而
际（需）精神紧张z ～喜｜～呼｜受～｜胆战
心～。＠惊动：～扰｜打草～蛇。＠骤马因害
怕而狂跑不受控制．马～了。

E惊爆E jT「1gbao llllll 因突然传出某种信息或出
现某种情况而使人震惊＝网上～赌球内幕。

E惊诧E jTngcha E目惊讶诧异：这是意料中的
事，我们并不感到～。

［＇惊动】 jTngdδ『19 圈＠举动影响旁人，使吃惊
或受侵扰3 娘睡了，别～她。＠客套话，表示

打扰、麻烦了他人：不好意思，为这点儿小事～

了您。
E惊愕E jTng’岳〈书〉圃吃惊而发愣。
E惊弓之鸟E jTnggongzhTni凸o 被弓箭吓怕了的

鸟，比喻受过惊恐见到一点儿动静就特别害怕
的人。

E惊骇E jjnghai ＜书） [lBJ 惊慌害怕。
E惊鸿一瞥E jTngh6ng明pi岳指美女或所仰慕

的女子动人心魄的目光。三国曹植《洛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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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惊惶E jTnghu6ng [lBJ 惊慌：～不安。

E惊魂E jTnghun 圈惊慌失措的神态z ～稍定。

E惊悸E jTngji [Mi 因惊慌而心跳得厉害。

E惊惧E jTngju l阳惊慌害怕：毒奶粉流入市场，

令人～o

E惊觉】 jTngjue ［甜。惊醒①·从梦中～｜被雷
声～。＠吃惊地察觉：偶然照镜子时～自己

已经变老。
['f,京FPJCJ jTngjue 圈。囚害怕而晕过去。＠医

学上指四肢和面部肌肉阵发性抽搞，眼球上

翻，神志不清的症状，多见于婴儿或幼儿。
E惊恐］ jTnglφ『19 晴惊慌恐A惧：～失色｜～万

状。
E惊雷】 jTngl自i 圈使人震惊的雷声，多用于比

喻。
E惊奇】 jTngqi 圈惊讶奇怪：～的目光｜这里的

变化之大，令人～。

E惊扰E jTngr凸o 画惊动扰乱z 自相～。

E惊人］ jTngren E回使人吃惊：～的消息 l ～的
成就｜数字大得～。

[t京世骇俗E jTngshi-haisu 因言行异于寻常而

使人震惊。也说惊世震俗。
E惊世震俗l jTngshi-zhensu 惊世骇俗。

[t京悚E jTngs凸ng t砌惊慌恐惧z ～小说｜血腥的
场面令人～。

E惊叹】 jTngtan 南惊讶赞叹：精巧的工艺品令主
人～不已。

E惊叹号E jTngtanhao IEJ 叹号的旧称。

E惊堂木J jTngt6ngmu 圈旧时官吏庭审时用

来拍打桌面以显示声威的长方形木块。

E惊涛骇浪E jTngtao hailang O 凶猛而使人害

怕的波涛：船在～中前进。＠比喻险恶的环

境或遭遇。
［＇惊天】 jTngtian 圆形容事件等令社会震惊，影

日向非常大z ～大案。

E惊天动地E jTngtian-dongdi O 形容声音特别

响亮：～一声巨响。＠形容声势浩大或事业

伟大：～的伟业。
E惊喜】 jTngxT [lBJ 又惊又喜z ～不巳｜这件事让

人感到十分～。

E惊吓l jTngxia 圈因意外的刺激而害怕：孩子

受了～，哭起来了。

E惊险E jTngxian 圈（场面、情景〉危险，使人惊

惧紧张g ～小说｜搏斗场面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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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京羡】 jlngxian 画惊叹羡慕。
E惊心动魄】 jlngxTn-dangpo 形容使人感受很

深，震动很大。

E惊醒E jlngxing ［司＠受惊动而醒来．突然从

梦中～。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才～过来。＠

使惊醒：别～了孩子。

E惊醒E jlng •xing 晴睡眠时容易醒来2 他睡觉

很～，有点JL响动都知道。
E惊讶】 jTngya c事感到很奇怪；惊异·～的目

光｜人们对他的举动感到十分～。

E惊艳】 jlngyan rn且对女性的美艳感到惊异，也

泛指对事物的美妙感到惊异＝她一出场，四座
～｜国际马戏表演令观众～。

E惊疑E jlngyi 圃惊讶疑惑：他脸上露出～的

神色。
E惊异E jTngyi 晴惊奇i宅异：令人～。

E惊垫l jTngzhe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3 月 5 、

6 或 7 日。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I二十
四节气］o

曰 jTng 0 光亮z ～莹｜亮～～。＠水晶．
日日茶～｜墨～。＠晶体：结～。 0 (JT门。）
函姓。

E晶体】 jTngtl 圈原子、离子或分子按一定空间
次序排列而成的固体，具有规则的外形n 食
盐、石英、云母、明矶等都可形成晶体。也叫结
晶体或结晶。

E晶体管l jTngtiguan 圈一种电子器件，用绪、

硅等的晶体制成，功用跟电子管相同，但体积
小，不怕震，耗电少。

E晶莹l jTngying 圃光亮而透明z 草上的露珠

～发壳。

E品状体】 jlngzhuangti 圆眼球的一部分，形

状和作用跟凸透镜相似，受睫状肌的调节而改
变凸度，能使不同距离的物体的清晰影像投射
在视网膜上。（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月青问圈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短基和氨
同基的碳原子连接而成的化合物。

U青纶】 jTnglun 圈合成纤维的一种，耐光，耐腐

蚀，柔软蓬松像羊毛。用来纺毛线（或与羊毛
混纺），制造人造毛皮和经常接触阳光的纺织
品，如窗帘、帐篷布等。

鹊~ iTng 见 6叫酬。
（前）

睛？眼珠儿2 目不转～ i定～一看 i叫

梗 问酬。
（梗、评杭）

E梗稻E jTngdao 圈水稻的一类，茎轩较矮，叶
子较窄，深绿色，米粒短而粗。

E梗米E jTngmi ［写梗稻碾出的米，秸性强。

兢问见下。

E兢兢业业】 jTngjTngveve ［制状态词。小心谨

慎，认真负责：他工作一向～，任劳任怨。

精问＠经过提炼或挑选的～盐1～米！
～矿｜～饲料。＠提炼出来的精华：酒～｜

鱼肝油～。＠完美，最好z ～彩｜～益求～。。

~细（跟“粗”相对）：～密｜～确 1～巧 l～纺｜～

加工｜工艺～。＠回机灵心细g ～明｜～干｜这

孩子比大人还～。＠圈精通：博而不～｜～于

针灸。＠精神；精力．聚～会神 l～疲力竭。＠
精液；精子：遗～｜受～。。［苞妖精＝修炼成
～。⑩〈方〉撞到用在某些形容词前面，表示

“十分”、“非常”：～瘦 l雨把衣服淋得～湿。
E精编l jTngbian 两＠精心编篡g精心编排（多

用于书名）：《成语故事～》。＠精心编织2 ～
工艺品。

E精兵E jTngbTng 圈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士

兵2 ～猛将｜率～十万。
E精兵简政】 jTngblng-ji凸nzheng 缩小机构，精

简人员。
E精博E jTngb6 圃精深博大z ～的理论。

E精彩】（精采） jlngcai O ［噩（表演、展览、言论、
文章等）优美；出色·晚会的节目很～｜在大会
上，很多代表做了～的发言。＠〈书）［望神采；
精神。

E精巢E jTngchao ~ 0 动物产生精子的生殖
腺。＠宰丸。

E精诚E jTngcheng ＜书〉圈真诚z ～合作｜～所
至，金石为开。

E精赤】 jTngchi 画（身体）裸露，毫无遮盖z ～

着臂膀｜上身脱得～。
E精虫l jTngch6ng ~人的精子的俗称。

E精粹l jTngcui 0 ~精练纯粹：文章写得短而
～。＠［蜀（事物）精美纯粹的部分z 这种思想
正是他的学说的～。

E精打细算】 jTngd凸－xisuan （在使用人力物力
上）仔细地计算。

E精当】 jingdang 睛（言论、文章等）精确恰当：

用词～O

E精重Lll jingdao 圃精细周到：说理～｜这个道
理，在那篇文章里阐述得十分～。

E精雕细刻l jlngdiao-xike 精心细致地雕刻。

多用于比喻，形容做事认真细致。也说精雕细
缕、精雕细琢。

E精雕细缕E jingdiao-xilou 精雕细刻。

E精雕细琢E jingdiao-xizhu6 精雕细刻。
E精读E jingdu 画反复仔细地阅读（区别于“泛



读”）．有些重要文章需要～。
E精度E jlngdu 圈精确的程度（多用于机械、仪
器、仪表等方面）：高～｜测量～。

E精干］ jlnggan I用精明强千：他年纪虽轻，却
是很～老练｜选了些～的小伙子做侦察员。

E精耕细作E jTngg岳ng-xizua 细致地耕作。

E精工】 jTngg6ng i剧精致工巧：～制作。
E精怪】 jingguai ~迷信传说里所说多年的乌

兽草木等变成的妖怪。

E精光】 jTngguang 圈状态词。＠一无所有；

一点儿不剩：一碗菜吃得～｜杂技团的票，不到
一个钟头就卖得～。＠光洁z 司机把汽车擦
得～发亮。

E精悍】 jTnghan 圈。（人）精明能干z 办事～。
＠（文笔等）精练犀利：笔力～o

E精华］ jTnghua ~ 0 c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
分z 取其～，去其糟柏｜展览会集中了全国工艺
品的～。＠〈书〉光华g光辉．日月之～。

E精减］ jingj iiin 画经过挑选，去掉或减少不必

要的：～人员｜～中问环节。
E精简］ jTngj ion rn!iJ 去掉不必要的，留下必要

的z ～节约｜～机构｜～内容。
E精进E jTngjin 画向精深进展：技艺日益～。

E精力E jTngli E精神和体力：～充沛｜～旺盛｜
耗费～。

E精练］ jTnglian I用（文章或讲话）扼要，没有多

余的词句：语言～｜他的文章写得很～。也作

精炼。
E精炼E jinglian O 圈提炼精华，除去杂质：原
油送到炼油厂去～。＠同“精练”。

E精良］ jingliang 阴精致优良；完善：制作～ l
装备～。

E精灵］ jing•ling ＠圈鬼怪。＠〈方〉圈机警
聪明；机灵：这孩子真～，一说就明白了。

E精美】 jingm邑i 晴精致美好：包装～｜我国～

的工艺品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E精密E ji ng mi ll!2l 精确细密2 ～仪器｜～的观察
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E精密度】 jingmid1江南l 要求所加工的零件尺寸
达到的精确程度，也就是容许误差的大小，容
许误差大的精密度低，要求误差小的精密度

高。
E精妙］ jingmiao I帽精致巧妙：～的手工艺

品。

E精明】 jingming 圃精细明察； 1:JL警聪明s ~ 
强干 i～的小伙子。

E精明强干E jingming-qianggan 机警聪明，办、

事能力很强。

E精囊］ jingnang 圈男子和雄性动物生殖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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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形状像囊，左右各 v 精囊的分泌物
是精液的一部分。

E精疲力竭l jlngpi-lijie 精神非常疲劳，体力消

耗已尽，形容极度疲乏。也说精疲力尽。
E精疲力尽l jingpi-lijin 精疲力竭。

E精辟E jingpi I~！ ＜见解、理论）深刻；透彻：～

的分析｜论述十分～。
E精品l jingpln 画精良的物品；上乘的作品：

艺术～。

E精气l jingqi ~ 0 ＜书〉精诚之气。＠〈书〉
阴阳元气。＠中医指人体维持生理功能的基
本物质和活动能力。

E精巧】 jingqi凸o 圈（技术、器物构造等）精细巧

主1、 z 制作～｜构思～。

E精确】 jingque 回非常准确；非常正确 g ～的

计算｜～地分析｜论点～，语言明快。
E精确农业】 jingque n6ngye 精准农业。

E精肉E jingrou ＜方）~瘦肉（多指猪肉）。

E精锐E jingrui I砌（军队）装备优良，战斗力强：

～部队。

E精深E jingshen 圈（学问或理论）精密深奥；

精湛高深：博大～｜学术造诣～。
E精神E jingshen 圈＠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

和一般心理状态：～面貌｜～错乱｜～上的负
担。＠宗旨；主要的意义：领会文件的～。

【精神】 jing• shen 0 圈表现出来的活力：～

焕发｜振作～。＠园活跃；有生气：越干越～！

这孩子大大的眼睛，挺～的。＠圆英俊才目

貌、身材好：瞧这小伙儿长得多～！
E精神暴力】 jingshen baoli 指对人精神上施

加的严重折磨和伤害等。也叫软暴力。 三三

E精神病】 jingshenbing 圈人的大脑功能紊乱主主
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
知觉、记亿、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

俗称神经病。
E精神分裂症E jingshen f岳nli岳zheng 精神病

的一种，病因未明，多发于青壮年。症状多为
发生幻觉和妄想，沉默，独自发笑，思想、感情

和行为不协调等。
E精神赔偿E jingshen peichang 公民因他人侵

害而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得到
的赔偿。

E精神损耗E jingshen sunhao 见 1385 页1元

形损耗lo
E精神头JL] jing • shent6ur 圈表现出来的活

力和劲头：他一聊起天儿来，～可大了。

E精神文明E jingshen wenming 人类在社会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
的精神成果，包括思想、文化、道德、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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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等。

E精审E jlngsh邑n 〈书〉庄园（文字、计划、意见等）

精密周详2 释义～。

E精算E jlngsuan 画运用数学、统计、会计、金
融、法律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审理和测算。用于
保险业、各种保障业务中需要精确计算的项
目，如保险费率和投保额的确定。

E精算师】 jlngsuanshl 圈从事精算工作的专

业人员。
E精髓E jlngsui ~比喻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
分。

E精通E jlngtong 圈对学问、技术或业务有透

彻的了解并熟练地掌握：～医理。
E精微】 jlngw岳iO 圈精深微妙z 博大～。＠

画精深微妙的地方；奥秘：探索宇宙的～。
E精卫填海E jlngwei-tianh凸1 古代神话，炎帝的

女儿在东海淹死，化为精卫鸟，每天衔西山的

木石来填东海（见于《山海经·北山经衍。后来
用“精卫填海”指有深仇大恨，立志必报。也比
喻不畏艰难，努力奋斗。

E精细】 jlngxi E圈。精密细致：这座雕像手工

十分～｜他遇事冷静，考虑问题特别～。＠精

明细心：为人～。
E精心E jlngxln E回特别用心；细心：～制作｜～
治疗｜～培育良种。

E精选】 jlngxuan 圃精细地挑选z ～良种｜这

些展品都是从各地～来的。
E精盐E jlngyan 画经过加工，没有杂质的食

盐。

E精要E jlngyao 0 圈精华要点：时政～。＠

三三 11121 精当切要2 内容～｜～地分析。

噩噩辈革 E精液】 jlngye 函男子和雄性动物生殖腺分泌
的含有精子的液体。

E精义】 jlngyi 圈精深微妙的义理z 探索传统

文化的～G
E精益求精E jlngyiq iujlng c学术、技术、作品、产
品等）好了还求更好。

E精英】 jlngylng 画＠精华①。＠出类拔萃

的人：象棋～！当代青年的～。
E精湛】 jlngzhan 圃精深：技术～｜～的艺术。

E精制l jlngzhi 画在粗制品上加工；精工制造：

～品｜在生橡胶里加硫黄～，就成普通的橡胶O

E精致E jlngzhi 11121 精巧细致2 ～的花纹｜展览

会上的工艺品件件都很～。
E精忠E jlngzhong E园（对国家、民族）极其忠

诚：～报国。
E精装E jlngzhuang 11121 属性词。＠（书籍）装

订精美的，一般指封面或书脊上包布的（区别
于“平装”）：～本。＠（商品）包装精致的（区

别于“简装”） ：～香烟。

E精壮l jlngzhuang ［事强壮＝～的小伙子。

E精准E jlngzh心n 庄园非常准确；精确： 8 号选手

的远投～O

E精准农业E jlngzhun n6ngye 一种新型农业
生产模式，依靠信息技术，根据作物生长的需
要，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现代化管理。其核

心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农田地理信息系统．高效
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同等

的或更多的效益，并使环境得以改善。精准农
业并不过分强调高产，而主要强调效益。也叫
精确农业。

E精子E jlngzi ~人和动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

能运动，与卵结合而产生第二代。人的精子产
生于辜丸，形状像蚓血斗。

E精子库】 jlngziku 1:81 医院中保存精子供人工
授精用的设备。

才L ,. '- jlng 圈哺乳动物，种类很多，生
勤、（川、）活在海洋中，胎生，外形像鱼，体长
可达 30 多米，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类动物，
头大，眼小，没有耳壳，前肢形成绪，后肢完全
退化，尾巳变成尾绪，鼻孔在头的上部，用肺呼
吸。俗称鲸鱼。

E鲸主室E jlngsha 圈鱼，体长可达 20 米，是现代
最大的→种鱼。灰褐色或青褐色，有许多黄色
斑纹。口宽大，牙小。性温顺，吃浮游生物和
小鱼。生活在热带和温带海洋中。

E鲸吞E jlngtun O动］像鲸一样地吞食，形容大量

侵占 2 ～土地｜～财产。
E鲸鱼】 jlngyu [BJ 鲸的俗称。

康问古书上指一种大的鹿。

臼主 jlng 见 1079 页【翩踹］。
阳目

v 
jing c 叫 IL)

井问＠圈从地面往下凿成的能取水的
深洞，洞壁多砌上砖石z 水～｜一口～ l双

眼～。＠圆形状像井的东西z 矿～｜油～｜竖

～｜探～｜渗～｜天～。＠古制八家为一井，后

借指人口聚居的地方或乡里：乡～｜市～！～

邑｜背～离乡。。形容整齐g ～然｜～～有条。
＠二十八宿之一。 0 (Jing）圈姓。

E井底之蛙l jingdizhlwa 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
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比喻见识狭小的人。

E井架E jingjia 画矿井、钻井等井口竖立的金

属架，用来装置天车、支撑钻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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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井有条E jTngjT ng-yout iao 形容条理分明，｜ 〈古〉又同“影” yTng 。

整齐有序。 ｜主主2 jTng 尊敬；佩服2 ～慕｜～仰。
E井喷E jlngp岳n 画油气井在钻进或生产过程｜与飞

中，地下的高压原油、天然气突然大量从井口 I ［景点］ jTngdian 圈供游览的风景，点：旅游～。

喷出。股市交易量～｜西部旅游本月～。 I c景观】 jTngguon 圈。指某地或某种类型的

E井然E jTngran ＜书〉圆形容整齐的样子z 秩｜ 自然景色：草原～（黄山以它独特的～吸引着

序～l条理～｜～不紊。 | 游客。＠泛指可供观赏的景物：人文～｜街头
E井水不犯河1J<l jTngshuT bu tan heshuT 比喻｜ 雕塑也是这个城市的～之一。
两不相犯。 I c景况】 jTngkuang IEJ 情况：境况：我们的～越

E井台】 jingtai c～儿）圈井口周围高出地面的｜ 来越好。

部分。 I E景慕】 jingmu ＜书〉画景仰 z 他怀着～的心情

E井臼和tll jingtianzhi ［望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 参观鲁迅博物馆。
土地制度。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 I c景颇族E Jingpozu IEJ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监督奴隶劳动，把土地划分成许多方块，因像｜ 布在云南。
“井”字形，所以叫作井回制。 IC景气】 jTngqi 0 圈指生产增长、失业减少、信

E井筒E jTngtong 圈。从水井口到井底的筒｜ 用活跃等经济繁荣现象～指数上升。＠画
状四壁或空间。＠采矿、修建长隧道和地下 i 兴旺；繁荣（多用于否定式）：市场很不～。
铁道时开凿的联系地面和地下巷道的通道。 : ［景区E jTngqu ［苔l 供游览的风景区：开辟新～o

E井盐】 jT咱yon 圈打井汲取含盐量高的地下 l z：景色E jingse IEl 景致．～迷人 1 日出的时候～
水制成的食盐。我国四川、云南等地都有出｜ 特别美丽。

产。 I c景深】 jingsh岳n IEl 摄影用语，指用摄影机拍
阱 ,._._,. 问捕野兽用的陷坑：胁。 I 摄某景物时，可保持该景嗣后的其他景物成

（养弃） | 像清晰的范围，使用小光圈、短焦距和适当地
讲问讲洲（Jin

I c景泰E Jingtai 圈明代宗（朱祁缸）年号（公元

圣u II 问〈书〉用刀割脖子z 自～。 I 叩 1456）。
~（到） I c景泰蓝E 问tailan 圈我国特种工艺品之一，

脚问制机化合物，化学式 H,NNH, 0 I 用紫铜做成器物的胎，把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
元色油状液体，有类似氨的刺激性气味，｜ 在铜胎仁，填上法琅彩袖，然后烧成。明代景

有剧毒，腐蚀性强，燃烧时发出紫色光。用来｜ 泰年间在北京开始大量制造，法琅彩袖多用蓝
制药，也用作火箭燃料。 L英 hydrazine] I 色，所以叫景泰蓝。 ~ 

:h~ jing or吝）颈项 z 长～鹿。（图见 I c景物E jTngwu 圈可供观赏的景致和事物z 山雪主
织领） 1159 页叫身体”）＠物体上｜ )I［秀丽，1宜人。 主
的形状像颈或部位相当于颈的部分z 瓶～｜曲 I c景象E jlngxiang I组现象s状况：太平～｜一派
～瓶。 | 欣欣向荣的～。

另见 447 页。吕吨。 I c景仰］ jingy凸ng 国佩服尊敬；仰慕＝～先生
E颈联】 jTnglian 圈律诗的第三联（五、六两｜ 的为人。

句），一般要求对仗。 I c景遇】 jingyu IEJ 景况和遭遇：～不佳。
E颈项】 jingxiang 圈脖子。 I c景致】 jingzhi IEl 风景：西山有几处好～。
E颈椎】 jT咱zhui 圈颈部的椎骨，共有 7 块，较 I Ji协 jing 让人自己觉悟而牙~3日过错2 ～戒 l 以
小的第－颈椎和第二颈椎的构造与其他颈椎｜’阿凡～效尤。
不同，分别称为寰椎和枢椎。（图见 468 页“人 I c做成】 jingjie 同“警诫”。

的骨筋”） I ，~Ji!. F ng ＜书〉醒悟：～悟｜～然。
景1 问。卜呻景致；风景：雪～｜十｜尽

步一～｜西湖十～。＠情形；情况：远～ I I ［憬悟l jTngwu ＜书〉阐醒悟。
背～。＠戏剧、影视的布景和摄影棚外的景 I -r佳品 jing （书〉一种玉。
物：内～｜外～。＠［重剧本的一幕中因布景 l J电凡
不同而划分的段落·第三幕第一～。 81 t且 jTng （书〉玉的光彩。
(Jing）圈姓。 I .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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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6＇坦 I Fng I 警

警问＠戒备2 ～惕｜～戒。＠（感觉）敏
锐：机～｜～觉。＠使人注意（情况严重）；

告诫z ～报｜～告 j～世｜惩一～百。。危险紧
急的情况或事情z 火～ 1报～。＠指警察·民
～l武～ i交通～。 Cl) (Jing）圈姓。

E警报E jTngbao ~通过电台、电视台或用汽
笛、喇叭等发出的将有危险到来的通知或信

号：防空～｜台风～｜降温～。

E警备E jTngbei mill 警戒防备z 加强～｜～森严。
E警察E jTngch6 圈。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
安行政人员。包括户籍警察、司法警察、交通
警察等，＠见 1391 页I武装警察l 0 

E警车E jingc幅画警察执行公务用的机动车

辆。
E警灯l jingdeng 圈警车上安装的指示灯。也

指救护车、抢险车上安装的具有警示作用的
灯。

E警笛E jTngdi ~ 0 警察用于示警的哨子。＠
发警报的汽筒。

E警督E jTngdu 圈警衔，低于警监，高于警司，
分为三圾。

E警方］ jTngfang 圈警察方面，指公安机关：犯
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E警匪片JL] jTngf岳ipianr ＜口〉圈警匪片。
E警匪片E jTngf岳1pian 圈以表现警察与盗匪的

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

E警凤J jTngf岳ng ~警察的作风。

E警Hill jTngfu 圈警察穿的制服。
E警告E jTnggao 画＠提醒，使警惕。＠对有

错误或不正当行为的个人、团体、国家提出告
诫，使认识所应负的责任。这是对犯错误者的

一种处分。
E警官l jTngguan 圈警察中的官员。有时也用
于称呼警察。

E警棍E jinggun 圈警察执行任务时使用的特
制棍棒。

E警号E jinghao 圈。报警的信号：以灯光为

～。＠警察俯l戴在警服上的有编号的徽章。
E警花E jTnghua ~对年轻女警察的美称。
E警徽E jinghul 圈警察的标志。我国人民警

察警徽图案由国徽、盾牌、长城、松枝和飘带组
成。

E警纪】 jingji 圈警察的纪律z 整顿～。
E警监E jingjian 圈警衔，低于总警监和副总警

监，高于警督，分为三级。
E警戒E jingjie o 圃军队为防备敌人的侦察
和突然袭击而采取保障措施，也泛指为防备出
各类问题而采取保障措施：～哨｜～线｜加强
～。＠同“警诫”。

E警戒色】 jingjiese 圈某些动物在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能起警告敌害、保护自身作用的鲜艳色

彩。
E警诫】 jingj ie 画告诫人使注意改正错误。也

作警戒、做戒。
E警句】 jingju 圈简练而含义深刻的语句。

E警觉】 jingjue O 圈对危险或情况变化的敏

锐感觉：提高～｜高度的～性。＠圈敏锐地
感觉到·他对事态的严重性有所～c

E警力E jingli 圈警察的实力，包括人员和武器

装备等．部署～｜～不足。

E警龄】 jingling 圈警察从事警务工作的年数：

他已有近十年～n

E警犬］ jTngquan 圈受过训练，能帮助人侦查、
搜捕、巡逻、警戒的狗。

E警容E jingr6ng 画指警察的外表、纪律、威仪

等。
E警嫂】 jings凸o 圈对警察妻子的尊称。

E警示】 jingshi E到警告；启示：～后人｜予以～。

E警世】 jingshi ［到警戒世人，使醒悟 z ～之作。
E警司】 jTngsl 圈警衔，低于警督，高于警员，分

为三级。
E警探】 jingtan 圈从事侦探工作的警察：便衣

~ 。

E警惕］ jingti 圈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或错

误倾向保持敏锐的感觉．提高～，保卫祖国。
E警卫E jingwei O 画用武装力量实行警戒、
保卫：～连｜执行～首长的任务。＠圈指执行
这种任务的人：门口有～把守。

E警务】 jingwu ~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等的事

务：～繁忙。
【警衔】 jTngxi6n ~区别警察等级的称号。

我国人民警察的警衔分为总警监、副总警
监、警监、警督、警司、警员等；武装警察的警
衔和军衔相同。

E警械E jingxi岳圈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警棍、

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子铐、脚镣、警

绳等警用器械。
E警省】 jingxTng 同“警醒”②。

E警醒】 jingxTng 0 [WI 睡眠时易醒、睡不熟＝

他睡觉最～不过。＠圈警戒醒悟：鉴往知来，
值得我们～。也作警省。＠圈使警戒醒悟：
～世人。

E警用】 jingyong 回属性词。警务上使用的2

～专线｜～直升机。
E警语】 jingy心~警句：～名句｜交通安全～。
E警员E jTngyuan ~警衔中的最低一等，分为

两级。
E警钟E jingzhong 圈报告发生意外或遇到危



险的钟，多用于比喻·～长鸣（比喻持久地保持
警惕性＞ I这次火灾给那些麻痹大意的人敲了

。

E警种】 jingzh凸ng lBI 警察的类别，如户籍警

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等。

、

j 1ng c 叫 IL)

又占－， jing 坚强奋力；力量大2 强～｜刚
s;JJ （到）～｜～风｜～旅 i～射｜疾风知～草。

另见 682 页 Jlno

E劲拔】 jingba ＜书〉晴雄健挺拔：苍松～o

E劲爆】 jingbao 回热烈火爆z 场面～。

E劲敌l jingdi [Bj 强有力的敌人或对手。

E劲歌E jing肘。画风格租矿豪放、节奏强烈

有力的流行歌曲。＠画用力地歌唱2 ～一曲。
E劲旅】 jinglu 函强大而有实力的队伍。

E劲射】 jingshe l司强劲有力地射门：一脚～，

球应声入网。
E劲升E jingsh岳ng 圈强有力地上升：股指～o
E劲舞l jingw心。圈节奏强烈有力的现代舞

JI§ ：青春～。＠画用力地跳舞·人们尽情地

欢歌～。
/,-Z. jing ＠狭窄的道
干工（程、0-8/'o祷遥）路；小路：山～｜曲
～。＠比喻达到目的的方法：捷～｜门～。＠

画径直：～向有关部门举报｜取道武汉，～回

广州。＠指直径：口～ i半～。
“j军”另见 693 页“运”。

E径流】 jingliu 圈降水除蒸发的、被土地吸收
的和被拦堵的以外，沿着地面流走的水叫径
流。渗入地下的也可以形成地下径流。

E径情直遂E jingqing-zhisui 随着意愿顺利地
获得成功。

E径赛】 jingsai ［吕田径运动中各种赛跑、竞走

项目比赛的总称。

E径庭】 jingting （｜日读 jlngt ing) （书＞ I蜀中目差

很远2 大有～ l大相～。

E径行E jingxing 剧表示直撞进行；径白：～办

理｜厂商希望能～进口自己所需的产品。

E径直l jingzhi 圈。表示直接向某处前进，不

绕道，不在中途耽搁：登山队员～地攀登主峰 l
客机～飞往昆明，不在重庆降落。＠表示直接

进行某件事，不在事前费周折你～写下去吧，

等写完了再讨论。

E径自E jingzi 圆表示自己直接行动·～答复｜
他没等会议结束就～离去。

警劲径净 E圭运经 I jTng jing I 693 I 

、电 1 一 jing 0 圈清洁；干净·～水 1
｛于 C"r事）国洗～。＠画擦洗干净2
～一～桌面儿。 8 lffil 没有余弟tl ：细收～打！碗

里的水没喝～。。纯．～重｜～利｜～增！～赚。
＠［副表示单纯而没有一别的；只；老是：书架上

～是科技书籍｜这几天～下雨｜别～说些没用的
话｜他～爱跟人开玩笑。

净2 、A jing 圈戏曲角色行当，扮演
才:t C*r手）盹刚烈或粗暴的男性人物。
通称花脸。

E》争菜E jingcai 圈经过择洗等加工处理后出

售的蔬菜（区别于“毛菜勺＝～包装上市。

E净产值】 jingchanzhi 圈用货币形式表现的

生产部门在定时期内投入生产的活劳动所

新创造的价值，是总产值减去物质消耗后的剩
余。

E净化l jinghua [il!JJ 清除杂质使物体纯净z ～
污水｜～城市空气。～心灵｜～社会风气。

［／＇争价l jingjia 圈商品除去各种消耗费用和税

款等的价格。
E净尽】 jingjin 陋一点儿不剩：消灭～。
[l争角l jingjue c～儿）圈净2 。

[l争口】 jingkou ［苞曲艺表演中指去掉了低级、

粗俗成分的话（区别于“荤口勺。

[l争利】 jingli 圈企业等总收入中除去一切消

耗费用和税款、利息等所剩下的利润（区别于
“毛菲lj勺。

U争身】 jingshen [;Jj] 0 使身体清洁：～后入

验。＠指男子被阉割。
[l争身出户】 jingshen-chuhu 指离婚时一方不

带走任何家庭财产而离开。 三三三

E净子E jing;; sh凸u 圃＠〈方〉洗手·净一净主主
手。＠婉辞，指排泄大小便。 王三

[l争桶E jingtong 圈婉辞，指马桶。

[l争土E jingtu 圈＠佛教认为佛、菩萨等居住

的世界，没有尘世的污染，所以叫净土。＠泛

指没有受污染的干净地方：这个风景区是难得

的一块～0心灵上的～。

[l争余E jingyu I司除去用掉的剩余下来＝这个

月～了三百元。

E净重E jingzhong I割货物除去包装、盛器或牲

畜家禽等除去皮毛的重量（区别于“毛重勺。

3圣 jing E弧度的旧附称
(j翌）

、艾 jing 用于地名：～头（在广东）。

1主（逗）“淫”另见 693 页“径”。
1:7 jing 画织布之前，把纺好的纱或

经（经）统密地绷起来，来回梳整，使成
为经纱或经线：～纱。



三主

I 694 I Fng ｜腔惊疫竞竟海婿舰敬

另见684 页 jTng 。

口又 jing 圈小腿。
月£（腔、头腔） , 。

E腔骨E jingg心圈小腿内侧的长骨，上端和下

端膨大，中部的横断面为三角形。（图见 468

页“人的骨悟”）
，古· jing ＜书〉强。

’ V.J、飞另见 818 页 liang"

痊 问见下
（，整）～

E痊孪】 jingluan 圈肌肉紧张，不自主地收缩。
多由中枢神经系统受刺激引起。

竞叫阳g 0 竞争；竞赛～走 l～技
（兢）＠〈书〉强劲：南风不～。

E竞标E jing;;biao ~ （投标者）互相竞争以争

取中标：这个工程有好几家公司～。

E竞猜E jingcai E直比赛谁先猜出答案或结果：

～热线｜灯谜～。
E竞答l ji「1gd6 圈比赛谁先说出答案或结果＝

法律知识～o

E竞渡l jingdu 画＠划船比赛z 龙舟～。＠

渡过江湖等水面的游泳比赛：～昆明湖。
E主岗E jingg凸ng 圈通过竞争以得到工作岗

位。
E竞购E jinggou 画竞买。
E竞技E jingji 圈指体育竞赛：～场｜同场～。

E竞技体操E jingji ticoo 竞赛性体操运动项
目。男子项目有自由体操、单杠、双杠、吊环、
鞍马、跳马等，女子项目有自由体操、平衡木、

高低杠、跳马等。
E竞技状态E jingji zhuangtai 参加竞赛的运动

员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技术、战术等方面表

现出来的状态：～良好。
E竞价】 jing;; jia 画竞相报价（以争取成交） : 

举牌～｜轮番～o
E竞买E jingm凸l 圈竞相报价，争取买到：叫价

～｜～失败。

E竞卖l jingmai ［量竞相报价，争取卖出。

E竞拍l jingpai 圃＠指拍卖．～活动。＠在
拍卖中竞相报价（以争取成交）＝～价格直线上
升。

E竞聘】 jingpin ［司通过竞争争取得到聘任·～

执教｜推广干部～制。

E竞赛l jingsai 圈互相比赛，争取优胜：体育
～｜劳动～。

E竞投］ jingt6u 圈以竞争的方式投标或参与
拍卖：无底价～O

E竞相E jingxiang 国争相。

E竞销E jingxiao 圈争夺销路．这种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有～能力。
E竞选】 jingxuan ［到候选人在选举前进行种种

活动争取当选z 参加总统～！发表～演说。
E竞争】 jingzh岳ng E司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

跟人争胜：贸易～｜～激烈｜自由～。

E竞逐E jingzhu 圈竞争角逐z 群雄～｜两党～

总统大位。
E竞走l jingzou 圈径赛项目之一，走时两脚不

得同时离地，脚着地时膝关节不得弯曲。

竟 jing 0 完毕：未～之业＠从头到尾；
全：～日｜～夜。＠〈书〉画终于·有志

者事～成。＠圈表示出乎意料：真没想到他
～敢当面撒谎｜都以为他一定不答应，谁知他～
答应了。 8 (Jing）~姓。

E竟然E jingr6n ［国竟④：这样宏伟的建筑，～
只用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E竟日E jingri （书〉画终日；整天E ～游乐。
E竟至E jingzhi 画竟然至于；竟然达到：～如

此之多。

E竞自】 jingzi G画面竟然 2 虽然没有人教，但他摸
索了一段时间，～学会了。

部电 jing 〈书〉＠静；安静＝～立安坐。＠编
占"'1"' 造：～言。

婿问〈书〉肚子有才能。＠女子苗条
美貌。

翻』问〈书〉＠柳耐。＠美丽。
盲ILi （前）另见川页 1ia吨。
E规妆】 jingzhuang ＜书〉［望美丽的妆饰。

敬问。尊敬：～重｜～爱｜～仰｜致～｜肃
然起～。＠恭敬2 ～请指教｜～谢不敏。

＠固有礼貌地送上（饮食或物品）：～烟｜～

酒｜～茶｜～你一杯。 0 (Jing）［事姓。

E敬爱E ji吨’ ai 画尊敬热爱：～父母｜～的张

老师。
E敬称E jingch岳ng 0 南）尊敬地称呼：因为知
识广博，同学们都～他“小先生”。＠圈尊敬的
称呼2 “小先生”是同学们对他的～。

E敬词】 jingci 同“敬辞”。

E敬辞】 jingci ~表示恭敬的言辞，如“请问、借

光”等。也作敬词。
E敬而远之】 jing ’在ryu凸nzhl 表示尊敬，但不愿

接近。
E敬奉】 jingfeng i盈＠虔诚地供奉〔神佛）。＠

恭敬地献上z ～锦缎一匹。

E敬Hill jingfu 画敬重佩服：他为人正直，让人

～｜人们都～先生的人品才学。
E敬告l jinggao 画敬辞，告诉：～读者。

E敬贺E jinghe 圈敬辞，祝贺。
E敬候E jinghou 画＠敬辞，等候z ～回音 1～



光l险。＠恭敬地问候：～起居。
E敬酒不吃吃罚酒】 jing j i心 bu chi chi fa jiu 
比喻好好地劝说不听，用强迫的手段却接受

了。

E敬老院］ jinglaoyuan 巨型养老院。
E敬宇Ll jing11 Ii 自由］＠立正、举手或鞠躬等表示

恭敬＝向老师敬个礼。＠敬辞，用于书信结尾。
E敬慕E jingmu ~尊敬仰慕。
E敬佩E jingpei 画敬重佩服。

E敬畏E jingwei I刻又敬重又畏惧2 令人～。

E敬羡E jingxian I司敬重羡慕：他的学问、人品

都令人～o
E敬献】 jingxian 画恭敬地献上：向烈士陵墓
～花圈。

E敬谢不敏J jingxie-bumln 表示推辞做某件事
的客气话（谢：推辞；不敏：不聪明，没有才能） 0

E敬仰］ jingyang ［司敬重仰慕：他是青年们～

的导师。
E敬业】 jingye E事l 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爱
岗～｜～精神。

E敬业乐群I jingye-lequn 专心于学业或工作，
乐于与同事、朋友一起切磋、交流（语出《礼记·

学记》）。

E敬意E jingyi !Bl 尊敬的心意：他让我转达对
你的～n

E敬i吾l jingyu 1'81 敬辞；语言中表示尊敬的成
分。

E敬赠E jingzeng 画恭敬地赠送。
E敬重E jingzhong 巨型恭敬尊重。
E敬祝】 jingzhu 圈敬辞，祝愿：～身体健康。
语问。没有变故或动乱；平安：地方安
异同～。＠使秩序安定；平定（变乱），～边｜～
乱。 O (Jing)IEJ 姓。

E靖康］ Jingkang [0盒宋钦宗（赵桓）年号（公元

1126 1127 ）。

静问＠圃安定不动（跟机对）：～止｜
安～！风平浪～。＠圈没有声响z寂～｜清

～｜傍晚，公园里很～。＠［翅使平静或安静：

～下心来｜请大家～一～。。（ Jing）圈姓。
E静赣！］ jingbian 圈鸣鞭②。

E静场］ jing;; chang 圈剧场、电影院等演出结
束后，观众退出。

E静电】 jingdian 画不流动的电荷，如摩擦所
产生的电荷。

E静电感应I jingdian g凸nying 导体接近带电

体时，导体表面产生电荷的现象。这时导体两

端的电荷相等而正负相反。
E静观E jingguan l到冷静地观察z 在一旁～｜～

事态的发展。

敬靖静境猿｜ Fn9 I 69s I 

E静候l jinghou 画安静地等候z ～佳音。

E静脉l jingmai 圈把流到全身各部分的血液
输送回心脏的血管。静脉巾的血液含有较多
的二氧化碳，血色暗红。

E静脉曲张E jingmai quzhang 静脉扩张、伸长

或弯曲的症状。多由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受
阻，压力增高引起。患者小腿发胀，沉重，容易

疲劳。
E静谧］ jingmi ＜书〉回安静2 ～的园林。

E静默E jingmo O 圆寂静；没有声音：会场上

又是一阵～。＠圈肃立不作声，表示悼念＝
～三分钟。

E静穆E jingmu 回安静庄严：气氛～｜～的灵

堂。
E静悄悄】 jingq iaoq iao c～的）圈状态词。形

容非常安静没有声响z 夜深了，四周～的。

Z静态J jingtai O 画相对静止状态；非工作状

态：～工作点｜～电流。＠画属性词。从静

态角度来考察研究的z ～分析｜～研究。
E静物】 jingwu 函用作绘画、摄影对象的静止

的物体，如水果、鲜花、器物等＝～画 l ～写生｜
～摄影。

E静心］ jing;;xln 圆心情平静；使心神安定：～

读书 l你快出去，让我静静心。
E静养E jingγ凸ng 画安静地休养2 你这病需要

～一段时间。
E静园E jing;;yuan 画公园在规定时间停止开

放，游人退出。
E静止］ jingzhr 圈。物体不运动s 轮船靠岸，

～不动。＠哲学上指事物在一定阶段上的相

对稳定状态，即量变阶段：一切物体都在不断三孟

地运动，它们的～和平衡只是暂时的，相对的。 主E
E静坐］ jingzuo I到＠排除思虑，闭目安坐，是
气功疗法采用的一种方式。＠为了达到某种

要求或表示抗议安静地坐着z ～示威。

境问＠疆界；边界， oo~ I 入～。＠地
方；区域z 渐入佳～｜如入无人之～。＠境

况；境地2 家～ l处～！事过～迁。
E境地E jingdi 圈。生活上或工作上遇到的情
况z 处于孤立的～。＠境界②。

E境界E jingjie IEl O 土地的界限。＠事物所
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思想～｜他的演技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
E境况E jingkuang ［苞状况（多指经济方面的） : 
近年家庭～略有好转。

E境域】 jingvu ［组＠境地。＠境界。

E境遇l jingyu 画境况和遭遇：～不佳。

猿问古书上说的一种像虎豹脯，生下
来就吃生它的母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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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问问＠镜子①：穿衣～｜波平如
（镜）～。＠利用光学原理制成的帮助

视力或做光学实验用的器具，镜片一般用玻璃
制成：花～ I 9R～儿｜凹～｜凸～｜望远～｜三棱

E镜花水月】 jinghua-shulyu岳

的月，比喻虚幻的景象。
镜中的花，水里

E镜框E jingkuang （～儿）自亘在用木头、石膏、塑
料等做成的框予中镶上玻璃而制成的东西，用

来装相片或字画等。

E镜片l jingpian 圈光学仪器或眼镜等上的透

镜。

E镜台】 jingtai 圈装有镜子的梳妆台。

E镜头］ jingt6u 温＠摄影机、摄像机或放映机

上，由透镜组成的光学装置。用来形成影像。
＠照相的一个画面。＠拍摄影视片时，从摄

影机或摄像机开始转动到停止时所拍下的」
系列画面。

E镜匣l jingxia 圈盛梳妆用品的匣子，其中装

有可以支起来的镜子。

E镜箱】 jingxiang ［刽＠指照相机的暗箱。＠

盟洗室内设置的装有长方形镜子的箱状设备。
E镜像】 jingxiang 圈＠物体在镜子中的图像。

＠一种计算机备份，硬盘、网站等都可以做镜

像，因像照镜子－一样而得名．～文件｜～备份。

E镜子】 jing•zi [BJ 0 有光滑的平面，能照见形

象的器具，古代用铜铸厚圆片磨制，现在用平

面玻璃镀银、镀铝或背面涂上水银做成：照

～。＠〈口〉眼镜：戴～。

jiong c 叫 LJL)

娴 jiang 〈书〉野外。

百日 jiong < I> 0 马肥ii：：～～牡
旷日（翩）马。＠骏马。
~主 jiong ＜书〉＠自外关闭门户用的门 l习、

II叮门环等。 fj fl ；门扇。＠关门。

y 

jiong （叫 LJL)

同 ji6ng 〈书〉＠光。＠明亮。

E:t j的ng 〈书〉＠日光。＠明亮。
夕℃另见 493 页 Gui o 

迥（咀）比1~~ > ~OJF ~： ~~~主
两人。

E迥别】 jiongbie 回大不相同·新城与旧城～。

【迥然】 j iong ran Ifill 形容差别很大． 个沉着，

一个急躁，他俩的性格～不同。
E迥异】 j i凸ngyi ［用相差很远；迥别·风格叫他

们二人性情～。

涧 jiong ＜书〉耻。＠伽阳阔。

〈书〉罩在外国的纲（钢、嚷） ~;90 
师i jiong 〈书〉明亮； ~~o 
炯（炯）
U可炯】 jiongjiong 圆形容明亮（多用于目光）：

目光～｜两眼～有神。

哭 j i凸ng （书〉叫

r l g 〈书〉火光。烦（妇） ji凸
窘 j i凸咱们穷困2 附卜。＠盯

难：我事前没做准备，当时很～。＠［面l f吏
为难＇：用话来～他。

E袋’促】 j i凸ngcu ＜书〉［回窘迫。

E窘境】 jiongjing 四十分为难的处境；困境：
陷入～｜摆脱～O

E窘况l jiongkuang 
的境况。

［名］非常困难又无法摆脱

E窘困E jiongkun ［事困窘。

E窘迫E i iongpo Ifill o 非常穷困：生计～。＠
十分为难：处境～。

E窘态E jiongtai 圈受窘时的神态：他被大家

笑得红了脸，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显出一副～。

jiu c 叫l又）

细 i iu 〈书〉聚集。

纠1 （纠、将L)
集。 0 CJ l口）圈姓。

jiu o 缠绕z

缠。＠集合＝
～纷｜～

～合｜～

人『 12 iu ＠〈书〉督察；检举z

Z叫 （纠、有L）～察｜～举。＠纠正z ～
偏｜有错必～。

E纠察】 jiucha O 画在群众活动中维持秩序：

～队。＠圈在群众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人：担
任～O

E纠缠l jiuchan ［割＠绕在一起：问题～不清。
＠搅扰，找人的麻烦：～不休｜我还有事，别再
～了。

E纠错】 jiu;;cuo 画纠正错误。

E纠纷】 jiuf岳n 圈争执的事情z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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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纠风】 jiOf岳ng

工作。

画纠正行业不让之风抓好～｜ 着妈妈的衣襟不放。＠牵扯；牵连：这件案子

E纠葛】 jiuge 圈纠缠不清的事情；纠纷：他们

之间有过～。
E纠合】（坞合J iiuhe 画集合；联合（多含贬义）：

～党羽，图谋不轨。
E纠集】Ch每集J jiuji 画纠合（含贬义）。

E纠结】 jiujie o I盟与：相缠绕：藤蔓～ l各种矛
盾～在一起。＠国纠合z 这些人～成伙，尽千
坏事。－~思绪纷乱，心情烦闷z 生活的压
力让我很～。

E纠举】 i iui心〈书〉圈督察检举；弹动：～贪官。
E纠偏】 jiu11pian 圃纠正偏向或偏差。
E纠正E jiuzheng ［到改正（缺点、错误）·～姿
势｜～偏差｜不良倾向已得到～。

坞… iiu 圈外形像鸽子的一类鸟，常
（姆）丑的翻到鸟。

E坞合】 jiuhe 见 697 页【纠合lo
(jJ鸟集】 i iui i 见 697 页1纠集］。
U呜形鹊面】 j iuxing-humian 形容人因饥饿而

很瘦的样子（坞形：腹部低陷，胸骨突起；鹊面：
脸上瘦得没有肉）。

U鸟占鹊巢E j i uzhanquechcio 见 1 087 页【鹊

巢坞占L
夕R jiu o 仔细推求；追查z 研～｜追～｜深～c
7L 8 ＜书〉圄到底；究竟：此事～应如何办
理？

E究办l jiuban 画追查惩办z 依法～。
E究根JL] jiu;;g岳nr ＜口〉画追问事情的来龙去

脉，追究根源、 2 这事已经了结，不必～了。
E究i占E j iuj I岳〈书〉［画迫问结果或原委。

E究竟】 jiOjing 0 函］结果；原委·大家都想知
道个～。＠圈］用在问句旱，表示追究·～是

怎么回事？｜你～答应不答应？［注意’是非问句
（如“你答应吗？”）早不用“究竟”。＠［国毕竟；
到底：她～是经验丰富，说的话很有道理。

E究问】 jiuwen l甜追究；追问：此事不予～。

赳 jiu 见下

E且赳l jiujiu ~国健壮威武的样子2 ～武夫｜雄

～，气昂昂。

．、：1 』廿 iiu c～儿）画抓阉儿时卷起或揉
阳I c 国）民团的纸片。参看 1717 页悯
阎儿Ao
揪 jiu 画］紧紧士肌抓住并拉z ～耳朵｜～

着绳子往上爬｜把他～过来。
E揪辫子E jiu bian·zi 比喻抓住缺点．作为把柄。
也说抓辫子。

E揪扯E jiuch岳｜司。抓住并用）J拉：小孩儿～

已经～出好几个人了。＠纠缠；搅扰：许多事
情～在一起，一时难以理清头绪。

E揪斗】 jiudou 国（把人）揪出来批斗：～汉奸。

E揪府】 jiu11sh6 画民间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

通常用手指揪颈部、额部等，使局部皮肤充血
以减轻内部炎症。

E揪心E ji011xln （口〉圃放不下心，担心；挂心．

孩子这么晚还没回来，真让人～。

瞅 jiu 见下。

E瞅卿］ jiOjl 阻E形容虫、乌等细碎的叫声。

E瞅瞅l jiOjiu 阻自形容许多小鸟一齐叫的声

音。也形容凄厉的叫声。

樱 j iO ＜书〉树木向下弯曲

霖 i ;o （～JLl圈头发盘成的结。

v 
jiu c 叫 l叉）

九 j i心。湖八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参看
1219 页【数字｝。＠［到从冬至起每九天

是一个叮L”，从一“九”数起，二“九”、三“九”，一
直数到九“九”为止2 数～｜冬练三～，夏练三

伏｜～尽寒尽。＠表示多次或多数：～霄｜～

泉l三弯～转｜～死一生。。 c J iuJ 圈姓。
E九重霄】 jiuch6ngxioo 圈重霄。

E九地E I泊di 圈极深的地下：为L天～｜深在～。
E九鼎l jiudlng ［昌古代传说夏禹铸了九个鼎，三主

象征九州，成为夏、商、周三代传国的宝物。 雪主E
E九宫】 j i心gong l萄见 456 页i宫调j 。

E九宫格JL] j i心gongg甘南］练习汉字书法用的
方格纸，每个大格再用“Jjc”字形交叉的线分成

九个小格U

[JL~ll jiugui l组珠算中用一一到九的九个个位
数为除数的除法。

E九角戏l ji心j i凸oxi ~高甲戏。

E九九歌】 j i心j i闯邑（望小丸九①。
E九九归】 j i心l泊 guiyi 原是珠算中归除和还

原的口诀，借指转来转去最后又还了原：～，还

是他的话对。也说九九归原。
E九九归原l j1心j I心－gulyu6n 九九归→。

E九流三教E ji心liu-sonjiao 见 1123 页i三教九

流l 0 

E九牛二虎之力l ji心 niu er hu zhi Ii 形容很大

的力量。

E九牛一毛】 jiuniu-yimcio 比喻极大的数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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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E九泉］ ji问uan 函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也借
指阴间：～之下 l含笑～。

E九死一生］ ji心sl-ylsh岳ng 形容经历极大危险

而幸存。

E九天】 j i心tian 圈极高的天空z ～九地i可上～
揽月。

E九天九地E j i 心tian-jiudi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形容差别极大。
E九霄E j i 心xiao 明天空的最高处，泛指极高或
极远的地方z 豪情冲～。

E九霄云外E j i以iaoyunwai 形容远得无影无

踪z 他把我们的忠告抛到了～。
E九一八事变】 JiιYlba Shibian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

东北的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
始。 19 日日军侵占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
等省区发动进攻。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
侵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四个多月内，东
北全境沦陷。 1945 年日本投降，东北领土才

全部收复。
E九音锣】 j i的lnlu6 圈云锣。
UuHll jiuzhou 圈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
划，后用作中国的代称。

E九族E jiuzu 圈旧时指本身上及父、祖、曾祖、
高祖，下及子、孙、曾孙、玄孙的亲属。也有包
括异姓亲属的说法，即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

族两代。
久川＠圈时间长（即时对）：～别｜～

经锻炼｜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了｜你来了有
多～？｜历时三个月之～。. (Ji心）圈姓。

三毛 E久别E iiubie 圈长时间地分别：～重逢。
三三~ ［久而久之l j泊’在rjiuzhl 经过了相当长的时

问：机器要不好好儿养护，～就要生锈。
E久假不归E j i心j i 凸－bugul 长期借去，不归还。
E久久】 j i心j i心圈许久；好久E 心情激动，～不能

平静。
E久留E j i 心 Iiu lillll 长时间地停留 z此地不宜～。
E久违l ji心wei 圃客套话，好久没见z ～了，这
几年您上哪儿去啦？

E久仰E iiuv凸ng lillll 客套话，仰慕已久（初次见
面时说）。

E久已】！ iuvl 画很久以前已经；早就．这件事
我～忘了。

E久远E jiuyuan ~长久2 年代～。
也..... ji心东仇c Dongjiu ），因ifLCXljiu ），团洗

1) L CTu6门i iu），湖名，都在江苏宜兴。
另见 492 页 gul 。

政1 ji心旷九”的大写。据川页【数
字l 0 

政2 ji心〈书〉像玉的浅黑色石头

尔 j i心函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用燃烧的
y、艾绒等熏烤一定的穴位或患部。

韭干 iiu 韭菜。
（并主E>

ffi菜】 jiu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细长而

扁，花白色。是常见蔬菜。
ffi黄l jiuhuang 南在黑暗、温湿条件下培育

的韭菜，颜色浅黄，嫩而味美。
视需 iiu 圈。用粮食、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
1口物质经过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如臼

酒、葡萄酒等。 o cJiu）姓。
E酒吧E j i 心ba 圈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供

人饮用的地方，也有专门开设的。也说酒吧
闷。［吧，英 bar]

[i西吧间】 jiubajian 圈酒吧。

E酒菜】 jiucai 圈。酒和菜。＠下酒的菜。
E酒筹l jiuch6L』［雹行酒令时所用的筹。

E酒店】 jiC』dian 画＠酒馆。＠较大而设备较

好的旅馆（多用于旅馆的名称）。

E酒馆l ji心gu凸n C～儿）圈卖酒和下酒菜等的铺

子z 下～。也叫酒馆子。
E酒鬼E jiugul r画好Chao）酒贪杯的人（骂人的

话）。
E酒酣耳热】 jiuhan毛rre 形容酒兴正浓。

E酒花】 jiuhua 圈啤酒花。

[i商会】 jiuhui !Bl 形式较简单的宴会，用酒和点

心待客，不排席次，客人到场、退场都较自由。
E酒家】 jiujia 啤酒馆，现多用于饭馆名称。

[j四驾l ji心iia ~国酒后驾驶：严禁～。

E酒浆l ji心jiang ＜书〉圈酒。

E酒精l ji心jlng 圈乙醇的通称。

E酒力l ji心Ii 啤饮酒后，酒对人的剌激作用 z 不

胜～。
E酒帘E j i 心lian 圈酒望。
E酒量l jiuliang 圈一次能喝多少酒的限度z

～大｜他～不行，喝一口就脸红。
E酒令】 j i心ling （～儿）［写饮酒时所做的可分输

赢的游戏，输了的人罚饮酒：行～｜出个～儿。
E酒楼E jiul6u 圈酒馆（多是楼房建筑）：一座

~ 。

E酒囊饭袋】 j i心nang-fandai 比喻无能的人。

E酒酿E jiuniang 圈江米酒。

E酒器E j i心qi !Bl 饮酒用的器皿。
E酒钱E jiuqian 圈喝酒用的钱，旧时借指小费。
E酒曲］ jiuqO 圈酿酒用的曲。

E酒肉朋友E j iurδu-peng•you 指只在一起吃喝

玩乐



E酒色l jiuse 圈酒和女色：沉洒～｜～之徒。

（；酒食］ jiushi r萄酒和饭菜。
E洒水］ jiushui ~ O 酒、汽水、果汁等饮料z 餐
厅备有二十多种～。＠〈方〉指酒席：办了两

桌～O
er酋肆】 jiusi ＜书〉圈酒馆：茶楼～。
E酒徒】 i iutu t萄好Chao) l因贪杯的人。
E酒望】 jiuwang l祖旧时酒店的幌子，用布做
成。也叫酒塑子、酒帘。

E酒涡】 jiuwo 同“酒窝”。

E酒窝E jiuwo c～儿）~笑时脸颊上现出的小
圆窝。也作酒涡。

E酒席】 jiuxi ~I 请客或聚餐用的酒和整桌的
菜：摆～｜办了三桌～。

E酒兴】 jiuxing I苞饮酒的兴致：～正浓。

E酒宴】 jiuyan 圈酒席。
E酒药E jiuyao 圈小曲c xiaoqOl 。

E酒眉E jiuve ＜方〉［萄酒窝。
E酒意E jiuvi 圈将要醉的感觉或神情：有了几

分～o
E酒糟】 jiuzao 圈造酒剩下的渣浮。
E酒糟鼻】 j i心zaobi 圈洒渣鼻。
E酒渣鼻】 j i心zhabi 函慢性皮肤病，病因不明，
鼻子尖出现鲜红色斑点，逐渐变成暗红色，鼻
部结缔组织增长，皮脂腺扩大，成小硬结，能挤

出皮脂分泌物。也叫酒糟鼻。
E酒蛊】 jiuzhong （～儿）圈小酒杯。也作酒钟。
E酒钟】 jiuzhong 同“酒血”。

E酒醉】 jiuzui 画喝醉了酒．～失言。

jiu ＜叫！又）

酒旧 I jiu- jiu I 699 I 
E旧调军弹E jiudiao-chongtan 比喻把陈旧的
理论、主张重新搬出来。也说老调重弹。

E旧都E jiudO 圈故都。

E旧j恶E i iu’自〈书〉圈巳往的过失或罪恶z 不

念～o

E旧观E jiuguan 圈原来的样子：迥非～。

E旧国】 jiuguo 圈旧都（占‘称都城为国）。

E旧好l jiuhao ＜书〉圈。指过去的交谊z 重
修～。＠指旧交；老朋友。

E旧交E i iuj iao IEl 老朋友。
E旧教l jiujiao ~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
基督教新教后，称天主教为旧教。

E旧屑E jiujO 圈从前居住过的住所。
E旧历E jiu Ii 圈农历①。

E旧例】 i iu n 画过去的事例或条例z 沿用～。
E旧梦E jiumeng ［望指过去经历过的事：重温

~ 。

E旧情】 jiuqing 圈旧日的情谊：不忘～。

E旧日E jiuri 画过去的日子g 想起～的情景。
E旧诗】 j i I；』shl f到指用文言和传统格律写的诗，

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E旧石器时代E jiu shiqi shidai 石器时代的早

期，也是人类历史的最古阶段。这时人类使用
的工具是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生产上只有渔
猎和采集。

E旧时E jiushi ~时间词。过去的时候；从前。
E旧式E jiushi 圃属性词。式样或形式陈旧过

时的 z ～长袍｜～家具｜～婚礼。
E旧事l jiushi l组已往的事z ～重提。

E旧书E jiushO l名］＠破旧的书。＠古书。

[Ir:］~ 0jiushuo 圈旧时的或陈旧的说法z 泥主
U剧性 jiusu 圈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川日

｜日斗 iiu o 画过去的$过时f
口（蓄）丰目Xf，下②同）～说 l～时代 l～经 I [I日｜渭】 jiuwen 圈指社会上过去发生的事情, 
验｜～社会｜不要用～脑筋对待新事物0 f) 圈｜ 特指掌故、逸闻、琐事等Q
因经过长时间或经过使用而变色或变形的， I c旧物l jiuwu 函＠先代的遗物，特指典章文

～书 i～房｜～货｜～衣服｜窗纱～了。＠［黝曾｜ 物。＠指原有的国土：光复～。
经有过的；以前的z 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会。 l E旧习】 jiuxi 圈旧的习惯或习俗z ～难改｜陈
＠指老朋友或过去的事物z 怀～｜念～｜亲戚｜ 规～。
故～。 0 (J1心）啤］姓。 I c旧学】 jiuxue ~指我国未受近代西方文化影

E旧案1 jiu ’。n 圈。历时较久的案件z 积年～｜ 响前固有的学术·这位老先生～功底很深。
都已经清理完毕。＠过去的条例或事例：优： ［旧业E iiuve 圈。曾从事过的行业、职业：重
抚工作暂照～办理。 操～。＠原有的产业、家业2～无存｜靠～为生。

E旧病E jiubing r虽历时较久、时犯时愈的病；宿； E旧友1 iiuv凸u 圈从前结交的朋友，老朋友。
疾2 ～复发。 E旧雨E iiuvu ＜书〉圈杜甫《秋述》z“卧病长安

E旧部E jiubu 函旧日的部属。 ' 旅次，多时，……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
E旧地1 iiudi ~曾经去过或生活过的地方：～｜ 则不来。”后人就把“l日”和“雨”连用，借指老朋
重游。 | 友：～新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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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旧章E jiuzhang 画过去的典章制度；老规矩：

更定～｜率由～。
E旧账E jiuzhang f组旧日欠的账，比喻以前的

纠葛、纷争等事情：不要算～。

E旧知J jiuzhl ~老朋友： I日友：～新雨 l顾念
~ 。

E旧址J jiuzhT ~已经迁走或不存在的某个机

构或建筑的旧时的地址。
E旧制E jiuzhl 圈旧的制度。特指我国过去使
用的一套计量制度。

臼 iiu o 醉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
成，中部凹下。＠形状像白，中间凹下的：

～齿。
E臼齿E jiuchT 圈磨牙Cm6y6J 的通称。

咎 iiu o 过失；罪过：引～自责｜～有应得。
＠责备z 既往不～。＠〈书〉凶 z 休～（吉

凶）。 o cJiul 画姓。

E咎由自取E jiuy6uzlq心遭受责备、惩处或祸害

是自己造成的。
证主‘ iiu ＜书〉对于自己的错误感到内心痛苦：
l／飞、负～｜内～。

枢 jiu 装着尸体的棺材1～降。

柏 iiu 见川剧乌柏］。

救 … iiu 画＠援助使脱离灾难或危
了抹）险z ～命｜挽～｜营～｜搭～｜抢～ i

一定要把他～出来。＠援助人、物使免于（灾

难、危险） ：～亡｜～荒｜～灾｜～急。
E救兵E jiublng 圈情况危急时来援助的军队，

三三 也泛指救援人员·搬～。
三章 E救场E jiu;; ch凸ng 画戏剧演出中，因演员生病
＝士 或其他缘故造成误场而有停演可能时，由另外

的演员顶替上场z ～如救ko

E救国E jiu;;gu6 函］拯救祖国，使免于危亡：～

救民｜九一八事变后，许多青年都参加了抗日～
运动。

E救护】 iiuhu i到援助伤病人员使得到适时的
医疗，泛指援助有生命危险的人：～队｜～车｜

～伤员。

E救荒】 jiu;;huang ［到采取措施，度过灾荒：～

作物 i～运动 l 生产～。
Z救火】 jiu;;hu凸画画在失火现场进行灭火和救

护工作z ～车｜消防队员正在～。

E救急E iiu11ii 圈帮助解决突然发生的伤病或
其他危难。

E救济l jiuji I动］用金钱或物资帮助灾区或生活

困难的人z ～费 l～粮卜难民。
E救驾E iiu11 iia 圈原指救助处于危难中的帝

王。现也指援救处于困境中的人（含诙谐意）。
E救苦救难】 i iuku j iunan 拯救在苦难巾的人。

E救命】 jiu;; ming 圃援助有生命危险的人：～

恩人｜治病～。
E救命稻草】 jiuming-daoc凸o 快要淹死的人为

求生而抓住的稻草，比喻摆脱困境的一线希望
（多含贬义h 在一片罢免声中，他只得把后台
搬出来当～。

E救生E jiush岳ng ［副救护生命z水上～｜～设备。

E救生服】 jiushengfu 函］救生衣。

E救生圈】 jiush岳ngquan 圈水上救生设备的

一种，通常是用软木或其他轻质材料做成的圆

环，外面包上帆布并涂上油漆。供练习游泳用
的救生圈也可用橡胶制成，内充空气。

E救1：艇】 jiush岳ngtTng l亘在轮船、军舰或港

口设置的小船，用来营救水上遇险的人。
E救生衣】 jiushengyl 圈水上救生设备的一

种，通常是用布包裹软木等轻质材料做成的背
心。也叫救生服。

E救世主】 J iushizhu t8l 基督教徒对耶稣基督

的称呼。基督教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降生
为人，是为了拯救世人。

E救市J jiu11shi 画采用→定的手段或方式对市

场施加影响，使其摆脱困境z 开会讨论～措施。
E救赎J jiushu E到圣经中把耶稣为解救世人，

洗脱世人的原罪而献身叫救赎，现泛指拯救：

～灵魂｜自我～。
E救死扶伤】 i iusT-fushang 救活将死的，照顾受

伤的．～是医务人员的职责。

E救亡E jiuw6ng 画拯救祖国的危亡2 ～图存。

E救亡问存】 i iuwang-tucun 拯救国家或民族

的危亡，谋求生存。
E救险J jiuxian ~到解救使脱离危险＝井下～｜
海上～队。

E救￥.l jiuxlng I司比喻帮助人脱离苦难的集
体或个人n

E救应】 jiu·ving ［动］救援；接应①。
E救援l jiuyuan I到援救：请求～｜～人员。
E救灾】 jiu;;zai 圈。救济受灾的人民：放粮
～。＠消除灾害z 防洪～。

E救治】 jiuzhi 圃医治使脱离危险：全力～伤
员。

E救助】 jiuzhu 圈拯救和援助：～灾民。

服 { 卢 jiu 马棚，泛指牲口棚2
1眈（顿、祷肢） ～肥。
[JI!正H巴】 iiufei 1'8l 家畜的粪尿和垫圈的干士、杂
草等混在一起j区成的肥料。也叫圈 c juan l 
肥，有的地区叫圄CqTng）肥。

士~ iiu o 凑近；靠近·迁～ 1 避难～易。＠
r、 到；开始从事s ～位｜～业｜～寝｜～学｜～



职。＠被；受：～歼！～擒。。完成：成～｜功
成名～ l 生铁铸～的，不容易拆掉。＠画一
边儿是菜蔬、果品等，一边儿是主食或酒，两者

搭着吃或喝：花生仁儿～酒。（！） ITil a）趁着（当
前的便利）；借着（有时跟“着”连用）：～便｜～
近 l～手儿｜～着灯光看书。 b）表示动作的对象
或话题的范围：他们～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l
～工作经验来说，他比别人要丰富些。＠擅』 a)
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内：我～来｜您稍等一
会儿，饭～好了。 b）表示事情发生得早或结束
得早．他十五岁～参加革命了！大风早晨～住
了。 c）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想起来～说｜卸
下了行李，我们～到车间去了。 d）表示在某种
条件或情况下自然怎么样（前面常用“只要、要
是、既然”等或者含有这类意思）：只要用功，～
能学好｜他要是不来，我～去找他｜谁愿意去，谁
～去。 e）表示对比起来数目大，次数多，能力

强等2 你们两个小组一共才十个人，我们一个小
组～十个人｜他三天才来一次，你一天～来三次｜
这块大石头两个人抬都没抬起来，他一个人～把
它背走了。 f) 放在两个相同的成分之间，表示

容忍：大点儿～大点儿吧，买下算了。 g）仅仅；
只 z 以前～他一个人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h）表示加强肯定．我～知道他会来的，今天他
果然来了｜我～不信我学不会｜那～是他的家｜
幼儿园～在这个胡同里。 t!) ll!l 表示假设的让
步.Ji'~“就是”③相同 z 你～送来，我也不要。

E就伴】 jiu;;ban c～儿）司做伴；搭伴：我想跟
你～进城。

E就便l jiubian c～儿）圈顺便：你上街～把这
封信发了。

E就餐E jiucan ［逼到供应饭食的地方去吃饭：
他们几个在机关食堂～。

E就此l jiucl 画就在此地或此时·～前往｜文章
～结束。

E就道l jiudao ＜书〉画上路；动身：束装～i来
信催他立即～。

E就地】 jiudi liW 就在原处（不到别处）·～正法｜
～取材，～使用。

[ff"Jt读】 iiudu 1动］在某个学校读书＝早年曾～于
清华大学。

E就范】 jiufan I到听从支配和控制 z 迫使～。
E就合l jiu·he ＜方〉圈。凑合；迁就：你别～
他｜买包方便面，～着吃一顿算了。＠蜷曲；不

舒展z 冻得全身～成一团儿。

E就歼l j ii：』jian 圈被歼灭z 残敌全部～。

[ff"Jt教J jiujiao 画请教；求教（含敬意）：移搏
～｜～于专家。

E就近E j iujin 画在附近（不上远处）：蔬菜、肉

就舅｜ jiu I 101 

类等副食品～都能买到。

E就里1 i iun IBl 内部情况：不知～。
E就擒E jiuqin 圃被捉住z 束手～。

E就寝l jiuqln 画上床睡觉z 按时～。

E就任l jiur白『1 画担任（某种职务）：～总统。
E就势l jiushi 圃顺着动作姿势上的便利（紧接

着做另一个动作）：他把铺盖放在地上，～坐在

上面。
E就事论事E jiushi拍nshi 根据事情本身情况

来评论是非得失。
E就是】 jiushi o 圈用在句末表示肯定（多加

“了”）：我一定办到，你放心～了。＠国单用，
表示同意：～，～，您的话很对。＠自量表示假
设的让步，下半句常用“也”呼应z 为了祖国，我

可以献出一切，～生命也不吝惜｜～在日常生活
中，也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

【就手E jiust由』（～儿）圈顺手；顺便g 出去时

～儿把门带上。
E就算l jiusuan ＜口〉圈即使：～有困难，也不

会太大。
E说位E jiuwei 画到自己应到的位置上：主席

团～O

E就绪】 jiuxu 画事情安排妥当：大致～｜一切

布置～O
E就学】 j iuxue [1;!j] 旧时指学生到老师所在的地

方去学习，今指进学校学习·～于北京大学。

E就业】 iiu11ve 自由l 得到职业；参加工作：劳动
～｜～人数逐年增加。

E就民】 iiu11v1 画病人到医生那里请他治病2

小病可到社区医院～。
E就义l jiuyi I到为正义事＿＼Ur而被杀害3 从容三三

E就诊l jiu;;zh品n ［直就医。 ~ 

E就il】 j iuzheng [1;!j] 请求指正z 现将拙文公开

发表，以～于读者。
E就职］ jiu;; zhi ［＠］正式到任（多指较高的职

位）：～演说 i 宣誓～。
E就中】 jiuzhong O 画居中（做某事）：～调

停。＠圈方位词。其中z 这件事他们三个人
都知道，～老王知道得最清楚。

E就座】（就坐） jiu;;zuo 画面坐到座位上z 按顺

序～。

舅 jiu o 圈舅父：大～｜二～。＠妻的弟
兄z 妻～。＠〈书〉丈夫的父亲z ～姑（公

公和婆婆）。
E舅父1 iiutu 圈母亲的弟兄。

E舅舅】 jiu· jiu ＜口〉啕舅父。
E舅妈】 jiuma ＜口〉圈舅母。

E舅母E jiu·mu 圈舅父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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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舅嫂】 jius凸0 （口〉圈妻子的弟兄的妻子。

E舅子E jiu·zi ＜口〉圈妻子的弟兄：大～l小～。

做 jiu ＜书〉租赁： ~110 

就 jiu 用于地名：～峪（在陕西）

莺一 i iu 圈秃莺服等的胁。
（萦）

赚 i iu ＜方〉酬，~；（£窗户下面吃饭
另见 222 页 cu 。

且~且i

车十 jO 圈象棋棋子的一种
（草）另见 155 页 ch岳。

且 jO ＠〈书〉圈相当于“啊”：狂童之狂也
～。＠用于人名，如范雌，也作范且。
另见 1055 页 qi岳。

拘 jO 0 圈逮捕或拘留： ~till I ～押 I {{Ii, fZ'l 
盗窃被警察～起来了。＠拘束：～谨｜无

～无束。＠不变通：～泥。。因］限制．多少
不～｜不～一格。

E拘板】 jOb凸n （方〉圃（举动或谈话）拘束呆

板p不活泼＝待人接物有些～｜自己人随便谈

话，不必这么～。

E拘捕E jObu 画逮捕。
E拘传J jOchuan 画司法机关对无正当理由不

到案的受传唤人采取措施强制到案。
E拘管E jOguan 圈管束；限制：严加～。

三生 E拘i蔓E jOjin [Mi C言语、行动）过分谨慎；拘束：
三重重 他是个～的人，从不和人随便谈笑。
王三 E拘禁E jOjin 圈把被逮捕的人暂时关起来。

E拘控］ jOkδng ~拘留，监控。

E拘丰Ll jOIT 画拘泥礼节：熟不～。
E拘留E jOliu [l面公安或司法机关依法对特定的

人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人身自由，是一种强制
性措施或处罚。包括刑事拘留、司法拘留和行
政拘留。

E拘骂k:J jOluan ［到＠肌肉收缩，不能伸展自如：

手脚～。＠〈书〉拘泥：～章句。

E拘泥】 jOni 0 圈固执；不知变通．～成说。
＠圈拘束；不自然2 ～不安。

E拘审】 jOsh前国拘留审查z 因涉嫌诈骗被公

安机关～。
E拘束】 jushu o l盈对人的言语行动加以不必
要的限制；过分约束：不要～孩子的正当活动。

＠画过分约束自己，显得不自然＝她见了生
人，显得有点儿～。

E拘押】 jOya 圈拘禁。
E拘役】 jOyi ［司短期（一般为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剥夺犯罪人自由并关押在一定场所，

是一种刑罚。
i ［拘固】 jOyou ［到拘泥；局限＝不为旧说～。
E拘执】 jOzhi ［到拘泥①：～常礼 1这些事儿可以
变通着办，不要过于～。

直 jO 0 南补： Zi＇~o 8 见下

E直麻E j0m6 l祖大麻的雌株，所生的花都是雌
花，开花后结实。

咀 jO >!.. qO （书〉带土的石山。

狸 jO 0 古书上指一种猴子。＠〈书〉窥
伺：～击。

[1且击】 jOjl 画埋伏在隐蔽地点伺机袭击敌人：

～手。
、、臼 JO 沟河，水名，发源于河北东北部，流经
1 叩北京东部，至天津北部入葫运河。

居 jO 0 住～民｜分～。＠住的地方；住
所：迁～ i 民～｜故～。＠在（某种位置）：

～左｜～首。。占据；属于（某种情况）：～多｜

二者必～其一。＠当；任．～功｜以专家自～。
＠积蓄；存：～积｜奇货可～。＠（书〉停留；
固定：变动不～｜岁月不～。＠用于某些商店
的名称（多为饭馆）：同和～｜砂锅～。。（ JO)

圈姓。

E居安思危I jO ’ an-slw岳i 处在安定的环境而想

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难。

E居处】 ju』chu 画居住（在某个地方）·～陋巷。
E居处】 juchu l1Sl 住所；住处：～狭小。

E居多】 j0du6 画占多数：他的文章，关于文艺

理论方面的～。
E居高临下】 jOgao-linxia 处在高处，俯视下面。

形容处于有利的地位或傲视他人。
E居功E j0g6ng ［司认为某件事情的成功是由

于自己的力量；自认为有功劳·～自傲。
E居积E jOjl （书〉圈积累（财物）；囤积：不善
～卜，致富。

E居家】 jOjia 圈住在家里：～过日子。

E居问】 jOjian 倒在双方中间（说合、调解）：～

调停。
E居留】 jOliu 画停留居住：～证｜～权｜他在外
国～了五年。

E居留权】 jOliuquan I司一国政府根据本国法

律规定给予外国人的在本国居留的权利。
E居民E jOmin I组固定住在某－地方的人z 街

道～｜城镇～。
E居民点E jOmindian 圈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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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居民身份证】 jumin shenfenzheng E 由公
安机关统一印发管理、证明本国公民身份的法
定证件。我国从 19白5 年开始实行居民身份

证制度。简称身份证。
E居民消费价格指数E jiJmin xiaofei jiage 

zhishu 反映→定时期内居民购买生活消费

品和l服务的价格的变动趋势、变动程度的相对
数。用于研究、分析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
响情况。是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英文
缩写为CPI"

E居奇】 juqi 画看成是很少有的奇货，留着卖
大价钱z 囤积～。

【居然】 juran 画表示出乎意料，竟然：我真没
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来。

E居丧】 jusang ＜书〉固守孝。
E居士】 jushi 圈不出家的信佛或修道的人。
E居室】 jushi IEJ 居住的房问：这套房有三间
～，还有一个过厅。

E居所E jusuo 圈居住的处所；住所z ～狭小。
E居心E ju;;xin P赳怀着某种念头（多含贬义）：

～不善｜是何～？
E居心E视tl] juxin-p凸出存心险恶，不可推测。
E居于E iuvu 圈处在（某个地位）·～领导地位｜
该省粮食产量～全国之首。

E居中E juzhong 0 画位置在中间3 标题～。
＠圆周i间；从中～调停｜～斡旋。

E居住E juzhu r到较长时期地住在→个地方：
他家一直～在北京。

11.b -· iu o 少壮的马＝千里～。＠
~J!J （胸）；～儿唱驹子：小驴～儿。
E驹子1 ju· zi 蜀初生或不满一岁的骤、马、驴z
马～。

+E主 ju 〈书〉＠握持。＠同“橱”①。
l口

咀 ju 〈书〉覆盖薄士的石山。

g iiJ 〈书〉捉兔子的网。泛指捕野兽的网。

I曰 Ju I蜀姓。
防守另见 707 页 l心。
、『主f ju 圈中医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而肤色
又1:1. 不变的毒疮。

掬 a 」 iu o ＜书〉两手捧（东西）0笑
（’1纲）容可～l憨态平。. (J口）阻

姓。
据 iu 见 665 页【拮据1。

另见 708 页 ju"
岳8 ju ＜书〉＠抬士的器具。＠抬人行走于
节目j 山路的器具。
崛 ju 刷（州山名，在江西。

嫩 JO 圈姓。

种卫。 8 (JO ）圈瑭 jiJ 0 古人佩戴的
姓。

走且 iu 见 1切页【赵超l 0 

p巳土另见 1056 页 qie"

据 iu 古书上说的一种小树，肝肿大，可以
做拐杖。

胸 iu ＜书〉腿脚因寒冷而辟。

铜… iu o 圈用铜子连接破裂的陶瓷
（锅）器等： ~iii. I ～缸！～锅 l ～碗儿的。

8 (JO）圈姓。

另见 704 页 ju 0 

E锅子］ jiJ•zi ［：割用铜或铁打成的扁平的两脚

钉，用来连接破裂的陶瓷等器物。

踞 iu ＜书〉干脆的鸟肉。

雄 iu 用于人名，如阳、酬，都是战国时
人。

E雌坞】 jiJjiiJ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鸟。

锯 ju llll"4%i"C ju) CD 。
（锯）另见 708 页 ju 。

鲍 iu 圈鱼，体侧扁或近圆筒形，长
（倘） ~ 13 厘米，有须一对，背鳝一般

没有硬棘。生活在温带淡水中。

据 ju ＜书〉＠衣服的大襟。＠衣服的前后
部分。

鞠1 ju o ＜书〉抚养；养育：～养｜～育＠
〈书〉弯曲：～躬。 8 (JO）画姓。

鞠2 ju 古代叫球川～

E鞠躬E jiJgong 0 ＜书〉庄园小心谨慎的样子：
～如也｜～尽瘁。. ( fl ）圈弯身行丰L：～道

谢l深深地鞠了个躬。
E鞠躬尽瘁E jugong乒ncui 三国诸葛亮《后出师
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力”选本多作
“瘁勺。指小心谨慎，贡献出全部精力。

E鞠养】忡忡ng ＜书〉圈抚养；养育：～之恩。

刑。〈书〉用斗、勺辑取。

鞠 iu 〈书〉审问 s ～问｜～讯 l～审。

,, 
ju （叫μ ）

E主1 ju o 棋盘：棋～。＠棋类等比赛z 开
Jr:l.J ～｜对～｜当～者迷。＠棋类等比赛的形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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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或结局：胜～｜平～ i和～。＠［垂下棋或其
他比赛一次叫局．下了一～棋。＠形势；情
况；处境：结～｜战～｜顾全大～。＠人的器量：

～量｜～度。＠称某些聚会：饭～｜赌～。＠

圈套：骗～＂ 0 <Ju)I割姓。
仨主2 ju o 部分：～部。 8 [=8] 机关组织系

)r=t_J 统中按业务职能划分的单位（级别 J般
比部低，比处高）：教育～ 1 商业～。＠园里办理

某些业务的机构 2 邮～｜电话～。。某些商店

的名称：书～。
l=t.3 且 iu o ＜书〉屈曲不舒
Y可 「踢、＠兴倔） Mk：～踏。＠拘束：
～促｜～限n

E局部E jubu ~一部分，非全体．～麻醉｜～地
区有小阵雨。

E局促】（锅促、踢促） jucu 圈＠狭小：房间太

～，走动不便。＠〈方〉（时间）短促．三天太

～，恐怕办不成。＠拘谨不自然z ～不安。

E局地E judi 圈局部地区．本省明天～有阵雨。
E局点E judian 圈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
比赛一局进行到最后阶段，一方再得分即叮在
此局获胜，这时称为比赛的局点。

E局踏】 iuii ＜书〉晴＠形容畏缩不安。＠狭
隘；不舒展。

E局面】 jumian ~ O 一个时期内事情的状态z

稳定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方〉规模z

这家商店～虽不大，货色倒齐全。
E局内人】 junei「自n 圈原指参加下棋的人，泛

指参与其事的人2 非～不得而知。也说局中

人。

三矗阳E iu 
E局势】 jush1 匮31 （政治、军事等）一个时期内的

发展情况·～平稳｜～越来越严重。
E局夕阳 juwai 圈棋局之外，指与某事无关：～
人｜置身～。

E局外人】 juwairen 固指与某事无关的人2 ～

不得而知。

E局限l juxian 圈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性｜提

倡艰苦朴素，不能只～在生活问题上。

E局域网】 juyuw凸ng 1:8］把小区域范围内的若
干计算机和数据通信设备直接连接而成的网

络。
E局中人】 juzhongren l组局内人。

E局子】1 ju·zi ＜口〉圈＠旧时指警察局。现
在也指公安局或派出所。＠指镖局等。

E局子】2 ju·zi 圈圈套（多见于早期白话）。

＋卡 ju “桶”俗作“桔”。
1口另见667 :l夜间。

菊 iu 函＠菊花：墨～｜赏～＠（叫。

E菊花】 juhu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有

柄．卵形，边缘像锯齿或有缺~1L 秋季开花u

经人I：培育，品种很多，颜色、形状和大小变化
很大。是观赏植物。有的品种可人药。＠这

种植物的花。

E菊坛】 jutan t8J 指戏曲界（多指京剧界）。

止日 iu ＜方〉＠［司烹调方法，利用蒸汽使密
N叼问容器中的食物变熟：盐～鸡。＠［到饲
油：头发该～一～了｜把头发～成黄色。＠回
因空气不流通或气温高’湿度大而感到憋闷。

E饲油E ju;;y6u 画一种染发护发方法， 4般是

在头发上抹上染发剂或护发膏等，用特制机具
放出蒸汽加温，使油质渗入头发。

b口 ·一 iu t8J 金属元素，符号 Cm。银白
？可（锅）色，有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上用它做热电源。

另见 703 页 j iJ 0 

澳 Ju 酬，水名，在河南

鹦 iu tt4tt:指棚。
（搏）

桶 iu 圈。桶子树，常绿乔木，树枝细，通常
有刺，叶子长卵圆形，果实球形稍扁，果皮

红黄色，果肉多汁，味酸甜。果皮、种子、叶子

等都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蜜～。

E椅柑E jugan ＜方〉圈椅子。
E桶红】 juh6ng O 圈中药上指柑惰类干燥的

外果皮，有散寒、除湿、消炎等作用， 8 画像
红色椅子皮那样的颜色。

E桶黄E juhuang 圈比黄色略深像椅子皮的颜

色。
E桶络E juluo I＇每桶皮和桶瓣中间的网络形的
纤维，可入药。

E桶子E ju· zi 圈。椅子树。＠椅子树的果实。 II

有的地区叫桶柑。

II 

ju c 叫μ ）

弃 l心 〈书〉收藏；保藏：藏～。

柜 ju 见下
另见 493 页 guio

E柜柳E j心I i心圈枫杨。

日日 1心嚼：含英～华。
且另见 1752 页 zuT O 

E咀嚼】 I心jue r租＠用牙齿磨碎食物。＠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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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反复体会：诗句的意境，耐人～。

、、口 iu o ＜书〉阻止：～其成行。＠（气色）
tll. 败坏；颓丧．～丧。

另见 707 页 iu 。

E沮遏】 ju' e ＜书〉画j 阻止。

E沮丧】 jusang I形i 灰心失望z 神情～。

宫叫吉县的，在此＠酬。

拘 iu 见下。
另见 460 页 g凸u ;461 页 gouo

E拘橡】 juyuan i萄。常绿小乔木或大灌木，有
短刺，叶子卵圆形，花瓣里面白色，外面淡紫
色。果实长圆形，黄色，果皮粗而厚。供观赏，
果实、种子、叶和根都可入药。＠这种植物的
果实。｜｜也叫香橡。

矩 … iu o 画直角或正方形挪用
（挺架）的由尺：～尺。＠法度；规则z

循规蹈～。

E矩尺】 l心chi IEl 曲尺。
E矩形】 l以ing ［组对边相等（通常邻边不相
等），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也叫长方形。

E矩矮1 juyu岳〈书〉圈规矩；法度。

举～… l心＠盯上托：往上
（主辑、翠） f申：～重｜～手｜高～着红

旗。＠举动：义～ 1壮～｜一～一动｜一～两得。
＠兴起s起2 ～义｜ι兵｜～火。＠〈书〉养育；

生（孩子）：～一男。＠圈推选；选举：推～｜
～代表｜公～他做学习组长。＠指举人2 中～｜
武～。＠画提出：列～｜～一反三｜～个例子。
＠〈书〉全：～座｜～国｜～世。。＜ Ju＞圈姓。

E举哀】 iu ’。l 圈。举行哀悼活动：降半旗～。
＠丧礼用语，指高声号哭。

E举案齐眉E I心’ an qimei 汉代梁鸿的妻子孟
光给丈夫送饭时，总是把端饭的托盘举得和眉
一样高，以表示尊敬（见于《后汉书·逸民传》）。
后用来形容夫妻互敬互爱。

E举办E I心ban I动］举行（活动）；办理（事业）：～
展览会｜～学术讲座｜～训练班｜～群众福利事

业。
E举报E jubao l司向有关单位检举报告（坏人、

坏事）：～违法犯罪行为。
E举兵一E jublng 〈书＞ IZWI 出兵；起兵z ～出征1 ～

西进。
E举步E I心bu ＜书〉！到迈步 z ～维艰。
E举步维艰E jubu-weijian 迈步艰难（维：语助

i币，比喻办事情每向前进行 步都十分不容

易。

E举槌E J心；； chui 阐开槌。
E举措E jucuo 回到举动；措施z 新～｜～失当。
E举动E l心dong 圈动作；行动：～缓慢｜近来他

有什么新的～？
E举发】 jufa 1司检举；揭发（坏人、坏事）。
[>l主fL] j心fan ＜书〉画凡是CF文大多列举） : 
戏曲表演的手法，内容非常丰富，～喜、怒、哀、
乐、惊、恐、愁、急等感情的流露，全都提炼出一
套完整的程式。

E举告］ j心goo 画检举告发：～贪官。

E举国】 jugu6 I~ 整个国家；全国－～欢腾｜～
一致｜～上下。

E举火】 I心hu6 （朽〉圈。点火：～为号。＠专

指生火做饭。

E举荐E l心jian 画推荐（人）：～德才兼备的人来
校任教。

E举例1 iu111i t动］提出例子来：～说明。
E举目E jumu ＜书〉圈抬起眼睛（看）：～远眺｜
～无亲。

E举目元亲】 l心mi:』－wuqln 指单身在外，见不到

亲属和亲戚。
E举棋不定］ j心qi-buding 比喻做事犹豫不决

（棋＝棋子）。
E举人E juren 圆明清两代称乡试考取的人。

E举世E jushi 圈整个世间；全世界：～闻名｜～

瞩目～无双。

E举事】 l心shi ＜书〉［刻发动武装暴动。
E举手投足1 jush6u-t6uzu 一抬手一踏步，泛指

一举一动：～显出一种优雅的风度。

E举手之劳E ju sh凸uzhllao 形容事情很容易办
到；不费事。

E举行E j心xing 画进行（集会、比赛等）：～会
谈 l～球赛｜展览会在文化宫～。

E举要】 j心yao E盈列举大耍，多用于书名，如《唐

宋文举要》o ~ 
E举一反三E l心yl拍「lScl 『1 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雪

道许多事情。也说一隅三反。
E举隅E I凸vu ＜书〉画《论i吾·述而》：“举一隅，不

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隅2墙角）现指举出个

别事例来说明一类问题（多用于书名或文章篇
名）：英汉表达差异～｜《唐宋诗文鉴赏～》。参
看 705 页【举 A反三ll 0 

E举债】 l心zhai （书〉［动］借债：～度日。
E举证E juzheng 画出示证据；提供证据·原
告、被告先后～，进行法庭辩论。

E举止E juzhl 函指姿态和风度；举动2 ～大方｜

言谈～。

E举重E juzhong I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

员以抓举、挺举两种举法举起杠铃。
E举重若轻E I心zhong-ruoqlng 举重东西就像
举轻东西那样。形容做繁难的事或处理棘手
的问题轻松而不费力。

E举足轻ifi:] juzu-qlngzhong 所处地位重要，



7旧｜ J Li 一 ju ｜举钮槟售商样由自踊巨句

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局：他身居要职，是个～ I c巨款】 jukuan 函数目很大的钱：一笔～。
的人物。 I c巨浪】 julan9 圈。巨大的波浪：海啸掀起

E举座】 l心zuo 圈所有在座的人。 | ～。＠比喻浩大的声势：改革开放的～席卷

全且 心旧下。 ｜全国cl （组）咀”另见 195 页 chu 锄。 I ［§流】 iuliu 圈巨大的水流，比喻时代潮流Z
E钮锯E j心川同“扭曲音”。 | 历史～。

t目 l心＠见 1687 页I权棋］。＠古代祭祀 i E巨轮】 julun 匾。巨大的车轮，多用于比喻z
’防守用的架子，用来放置宰杀的牲口。 I 历史的～滚滚向前。＠载重量很大的轮船：
筐 l心〈书〉圆形的竹筐。 I 万吨～。
南 I c叫 ju0ren ~ 0 身材高大异于常人的人

1心见下。 | ＠童话里指比一般人高大，而往往有神力的
| 人物。＠指有巨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物2 一代

E葫酱】 j心jiang 圈。萎叶。＠用萎叶果实做｜ ~ 

的酱·有辣味·供食用。 I c巨贪E jutan ~贪污数额巨大的人。
E豆苗菊】 j心川圈魔芋。 I c巨头】阳6u ~政治、经济界等有较大势力、
剖总 l心幽桦树，落叶乔木，高可达 3o I ’ 
悴（棒）坏，叶卵形或椭圆披针形，秋天鲜 l 能苟明的人z 金融～。

I I I ［巨万E 1uwan ＜书〉圆形容钱财数目极大：家
黄色或带紫红色，供观赏，木材坚韧，花纹美｜ ’ 

| 私～｜耗资～。
观，可用来制家具或做建筑材料。 | 扭 l凸见下 I ［巨元霸l J~w~ba 圈指在同类中最强或最大
（跑）’ | 的人或事物。

' E巨撕】 juxl 巨型爬行动物，身体长约 2 米，背部
黑褐色，尾梢尖细，四肢强壮。生活在热带地

区近水处，会游泳，能爬树，吃蛙、蛇和小鸟等。

E阻踊】 iuvu ＜书〉画上下牙齿不相对应，比喻
意见不合，相抵触：双方发生～。也作钮悟。

蹒灿见下
E踊踊E J凸j心〈书〉圆形容一个人在路孤零零的

样子：～独行。

、

ju （叫口）

仁二t 晶〈 iu ＠大；丰良大：～款 l ～轮｜
主巳（＠
言 e <Ju）圈姓。

“矩”另见 707 页“钮”。

E巨变E jubian 圈巨大的变化：这几年家乡的
面貌发生了～。

E巨壁E juba ＜书〉画大拇指，比喻在某一方面
居于首位的人物：医界～。

E巨大E juda 11121 ＜规模、数量等）很大z 耗资～｜
～的工程｜～的成就。

E巨额1 iu'e 圈属性词。数量很大的（钱财）：
～贷款｜～资金｜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E巨幅1 jutu o Ifill 属性词。（字画、标语、广告
等）面积很大的：～画像。＠撞到幅度很大地：
～振荡｜～波动。

E巨富E jutu o 回非常富有z 家业～｜～人家。
8~非常富有的人或人家z 这个家庭没有几
年就成了本地～。

E巨匠E jujiang 圈指在科学或文学艺术上有
极大成就的人：文坛～。

E巨细E juxi 圈指大的和小的事情z 事无～｜～
毕究。

E巨蟹座E juxiezuo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参

看 573 页I黄道十二宫］。
E巨星】 juxlng 圈。光度大、体积大、密度小的
恒星。＠比喻在某一方面有成就、影响大的
人物：影坛～｜～陨落。

E巨帘tll juzhi 圈指伟大的作品，也指规模大的
作品：鸿篇～。

【巨著E juzhu 圈篇幅长或内容博大精深的著
作。

E巨资】 juzl 画大量的钱财；巨额资金·耗费～。

E巨子】 juzT 圈在某方面卓有成就、有声望的
人物z 文坛～｜实业界～。

E巨作E juzuo ~篇幅或规模巨大的作品。

句 iu o 句子：如词～悔。问用
于话语或诗文：三～话不离本行｜写了两

～诗。
另见460 页 g6u;461 页 gou 。

【句点E iudi凸n ~句号。
【句读E judou 圈古时称文辞停顿的地方叫句
或读（ d凸u）。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
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
段落。

E句法E jut凸圈。句子的结构方式：这两句诗

的～很特别。＠语法学中研究词组和句子的
组织的部分。



句 i巨拒首曲目具炬沮幸巨柜俱倔 l JU 707 

E句号E juhao l每标点符号（。），用于陈述句或

J:i'j-fiτ和缓的祈使句末尾，表示一个句子完了。
科技文献中也写作小圆点（．）。也叫句点。

E句类E ju lei 圈根据语气划分的句子类型，包
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等。

E句群】 juqun ~l i吾段。
E句式】 jushi l每句子的结构形式。

E句型E juxing ~J 根据一定的语法结构划分的
句子类型，如单句和复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

等。
E句子】 ju·zi 圈用词和词组构成的、能够表达完

整意思的语言单位。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语
调，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或感叹的语气。在连
续说话时，句子和句子中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
在书面上每个句子的末尾用句号、问号或叹号。

E句子成分】 ju·zi chengfen 句子的组成部分，
包括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六种。
、口、 iu ＜书〉圆白，表示反问2 ～料突
lE c i'ie) 'r&生变｜～知天气骤寒。
拒 iu o 抵抗；抵挡3 抗～ l～敌。＠拒绝：

～收｜来者不～1～不执行。

E拒捕E jubu rnll! 抗拒逮捕。
E拒贿】 juhui ~司拒绝他人的贿赂2 断然～。
E拒谏饰非l jujian-shif岳i 拒绝别人的规劝，掩

饰自己的错误。
E拒绝】 jujue 剧不接受（请求、意见或赠礼等）：

～诱惑 l～贿赂｜无理要求遭到～。
[:f巨聘】 jupin I型i 拒绝接受聘请或聘用。
E拒签E juqian 函。拒绝签字或签约。＠特
指一国主管机关拒绝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
有的护照等证件上签注、盖E[l ，不准其出入本

国国境。
[:j'巨载E juzai 画（出租车）拒绝载客：拦了三辆

出租车，前两辆～。

宦 iu 见川页阳。
另见 1079 页 qu 。

曲目 iu o 大山。＠东山巨（ 0己ngju ），西山巨
巳 C XTju），岛名都在浙江。

具1 ju o 用具， :R ~ I ~：＿ I :¥'. ~ I 雨～ l 卧
～｜餐～。＠〈书〉才干；才能：才～！干

城之～（捍卫国家的将才）。＠〈书〉量用于棺
材、尸体和某些器物：座钟一～o

s 2 ju o 具有 2 ～备｜初～规模｜略～轮廓。
步寻t ＠〈书〉备；办2 ～呈｜敬～菲酌。＠〈书〉
陈述；写出：～名｜条～时弊。

E具保l jubao lZl!1l 指找人担保。

E具备】 iub自 i ill国具有一；齐备：～条件｜青年必须

～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双重本领。

Z具结】 ju11 iie r动JO 旧时对位’署提出表示负责

的文件：当堂～｜～完案。＠以文字的形式做
出保证z ～书｜自行～按月缴纳税款。

E具名E ju;; ming 圈在文件k署名：由双方共
同～。

E具体1 jut! o 圈细节方面很明确的；不抽象
的；不笼统的（跟“抽象”相对）．～化！～计划｜
深入群众，～地了解情况｜事件的经过，他谈得

非常～。＠韧属性词。特定的：～的人｜你
担任什么～工作？＠画把理论或原则等结合

到特定的人或事物上（后面带‘回勺 z 安全生产
措施～到每一个环节｜个人经历起止时间～到
月份。

E具体而微】 jutl ’ erw岳i

或规模较小。
内容大体具备而形状

E具体劳动E jutl laodong 按一定形式和目的

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如木工做家具，纺织工
人纺纱织布等（跟“抽象劳动”相对）。

E具文E juwen O ［盈写成文字（多用于公文） : 
须将情况～上报。＠理］指徒有形式而无实际
作用的规章制度：规约如不切合实际，就不过

是一纸～。
E具象E juxiang O 圈具体的；不抽象的2 这幅
作品过于～。＠圈具体的形象。

E具有l juyou 画有（多用于抽象事物）：～信

心｜～伟大的意义。
E具足戒】 juzuj ie 圈佛教和尚和尼姑的戒律。

戒条数目说法不一。我国隋唐以后，和尚戒
250 条，尼姑戒 348 条。因与沙弥、沙弥尼所

受十戒相比，戒条更加完备，所以叫具足戒。
也叫大戒。

炬 iu 火把：火～｜目光如～
、、口 ju 见下。
1且．另见 705 页 j Ci 。

[llirtml juru 圈由腐烂植物埋在地下而形成的
泥沼。

钮 ι 叫〈书〉坚硬的铁。＠〈书〉
（缸）钩子。 8 cJu）画姓。
“策”另见 706 页“巨”。

租 iu ＜书〉黑茶子。

I曰 iu ＜书〉圃全；都＝百废～兴（面面～到O
V专另见 703 页 J口。

E俱乐部E julebu 圈进行社会、文化、艺术、体
育、娱乐等活动的团体或场所。〔日，从英

club]
E俱全l juquan 晴齐全g完备：一应～1样样～｜

麻雀虽小，五脏～。

倔扣书〉傲慢：忖恭。

主



I 7回｜ ju ｜倔柜剧据渲距惧惧咫虞锯

E倔傲E l心’∞圈骄傲；傲慢z ～无礼｜此人态
度～，大家都不理他。

柜 j~ 见下。
E拒牧J juno 圈古代一种用油炸或煎的面食。

11 （剧）时～｜话～I~，除｜这个～的居 iu 圈＠戏剧：～社｜～评｜～

主题很鲜明。惨～｜丑～。 o CJu）姓。

居 iu 猛烈；厉害z ～烈！～痛｜～12 （扇j) '.r;1 ～变！加～。
E剧本E juben IBl 戏剧作品，由人物对话或唱词
以及舞台指示组成，是戏剧排练、演出或影视
剧拍摄的依据。

E剧变E jubian 植面］剧烈变化·形势～。

mH场】 juch凸ng 画供演出戏剧、歌舞、曲艺等
用的场所。

【剧毒E iudu IBl 强烈的毒性z 批霜有～。

即l集E juj i I重＠连续剧．电视～。＠泛指系

列的戏剧作品或电影作品。
E剧减】 juj ian 画急剧地减少：数量～。

E剧烈】 iulie 11121 猛烈 z 饭后不宜做～运动。

E居l 目】 jumu 圈戏剧的名目：传统～｜保留～o

E剧情J juqing 圈戏剧、影视剧的情节：～介

绍｜～起伏多变。
E剧痛J jutong IBl 剧烈的疼痛：强忍～。
WJ团E jutu6n IBJ 表演戏剧的团体，由演员、导

演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

研lj务E juwu 圈＠指剧团里有关排演、演出

的各种事务。＠担任剧务工作的人。

E剧院J juyuan i富＠剧场。＠用作较大剧团

三主 的名称：北京人民艺术～｜青年艺术～。
三言 E剧增E juzeng 画急剧地增长z 投资金额～。
研1JJl\\l juzhao 圈戏剧中某个场面或影视剧

中某个镜头的照片。
WJ种E juzhong 圈。戏曲的种类，如京剧、评
静iJ ,J ＂剧、越剧、豫剧等。＠戏剧艺术的种类，

如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

E居j组J juzu IBl 为演出或拍摄戏剧、影视剧等

由编导及演职人员组成的集体。

WJ作E juzuo 圈戏剧作品g ～选｜经典～。

据出… ju o 占据：～为己有
（援、贺）＠凭借；依靠：～点｜～险

固守。＠因按照；依据z ～理力争｜～实报告｜
～民歌改编。。可以用作证明的事物z 凭～ 1

证～｜字～｜论～！票～｜实～。 o cJu）圈姓。
另见 703 页 l口。

E据称J juch画ng 圈据别人声称9据说g 老王打
算辞职，～是对薪酬不满。

E据点E judian 圈。军队用作战斗行动凭借

的地点：攻占敌军两个～。＠泛指进行活动
凭借的地点（多含贬义）：这个团伙把一个烂尾
楼的地下室作为～进行违法活动。

E据守】 jushou 圈占据防守：凭险～｜～阵地。

E据说】 jushuo 画据别人说；根据传说（有时是

有出处而不愿意说明） ：～今年冬天气温偏高｜
这种药～疗效不错。

E据闻J juwen 圈听说；据说。

E据悉】 juxl B面］根据得到的消息知道·～，今年

入境旅游、观光的人数已超过千万。

在E iu 〈书〉多水草的沼泽地带o
1...t:i. 另见 1748 页 z口。

距1 iu o 画距离①两地丰川远｜～今已
有十年。＠距离②：行Chang）～｜株～。

距2 ju 国雄鸡、雄等叩后面叫脚
趾的部分。

E距离】 juli 0 I望在空间或时间上相隔s 天

津～北京约有一百二十公里 l现在～唐代已经

有一千多年。＠［翻相隔的长度z 等～｜拉开一

定的～。他的看法和你有～。

L日 ·~口 ju 圈害怕；恐惧z 畏～｜毫无所
民（惺）～｜连我也～他三分。
E惧内】 junei ＜书） ［剥怕老婆。

E惧怕J jupa 圈害怕：～困难｜我们不～任何敌

人。

E惧色E juse 圈畏惧的神色：他面对凶恶的敌
人毫无～。

路曰 ju ~牵引犁、相等农具的畜力单位，能
节专拉动一种农具的畜力叫一惧，有时是一头
牲口，有时是两头或两头以上。

腮 iu 见下
（腮）

E腿风J iuf岳ng 圈＠发生在大西洋西部的热

带气旋，是一种极强烈
的风暴。＠气象学上
11=1指 12 级风。参看

389 页【风级l 0 

d辛”』』 iu 古代
屎（嚷）悬挂钟或
馨的架子两旁的柱子。

锯… iu o 圈9 （锯）拉（ 16）开
木料、石料、钢材等的
工具，主要部分是具有
许多尖齿的薄钢片：

拉～｜电～｜手～ l 一把
～。＠画面用锯拉

（｜ω ＝～树｜～木头。
另见 703 页 jOo

虞

虞和集（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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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锯齿】 juchl ＜～儿）圈锯条上的尖齿。
E锯床E juchu6ng I主i 金属切削机床，用来锯金
属材料。加工时金属材料固定在工作台上，条

锯或圆盘锯做往复或旋转运动去锯。
[i居末l jumo r名l 锯木头、竹子等时掉下来的细

末。
E锯条】 juti6o 咀锯的主要部分，长条形薄钢
片，上面有许多尖齿。

E锯子】 ju• zi 圈锯①。

聚 iu o 圈聚集z ～会 i～沙成塔｜大家～在
一起商量商量｜明天星期日，咱们找个地方

～～。 e <Ju)IBJ 姓。

Z聚宝盆】 jubaopen IEJ 传说中装满金银珠宝
而且取之不尽的盆，比喻资源丰富的地方。

E聚变】 jubian I理轻原子核聚合为重原子核并
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如氢弹爆炸就是使朱、

氟等聚合为氮核的聚变反应。
E聚餐E ju;; can 画为了庆祝或联欢大家在二

起吃饭。
E聚赌E judu 1~ 聚众赌博：清除～窝点。
E聚光灯】 juguangd岳ng lEl 装有凸透镜，可以
调节光束焦点的灯。用于舞台或摄影等的照明C

E聚光镜l juguangjing 圈＠使光线聚成光束
的凸透镜。＠使平行光线聚焦的凹面镜。

E聚合1 iuhe 圈。聚集到一起。＠指单体合
成为分子量较大的化合物。生成的高分子化
合物叫聚合物。参看 1256 页1缩聚］。

E聚合果】 iuh句LIO IEl 果实的一类，由一年朵花

内聚生的多个成熟子房和花托联合发育而成。
如草莓、莲、八角等的果实。

E聚花果】 juhuagu凸 !BJ 果实的一类，出生长在

一个花序 t的许多花的成熟子房和其他花器
官联合发育而成。如菠萝、无花果等的果实。
也叫复果。

E聚会l juhui O ~ ＜人）会合；聚集 z 老同学～
在一起很不容易。＠圈指聚会的事：明天有
个～，你参加不参加？

E聚和】 iuF 圈－点一滴地凑集；积聚。
E聚集】 iuii 画集合；凑在一起2 ～力量｜～资
全l广场上～了很多人。

E聚集态】 iuiitai r富物质分子集合的状态。常
见的有气态、液态和国态。通常把等离子体叫
作物质的第四态，把存在于地球内部的超高
压、超高温状态叫作物质的第五态。另外，还
有超导态和超流态。也叫物态。

E聚歼l jujian 画把敌人包围起来消灭。

E聚焦E jui iao I盈＠使光或电子束等聚集于一
点：～成像。＠比喻视线、注意力等集中于某
处：最近，新闻报道～于保护农民工权益问题。

E聚精会神】 it：“ng-huishen 集中精神；集中注
意力：同学们～地听老师讲解。

E聚居E juju 画集中地居住在某一区域z 少数

民族～的地方。

E聚敛l julian 画＠用重税等搜刮（民财）。＠
收集（物品）：～衣被食物帮助灾民。

E聚拢】 iul凸ng I割聚集。

E聚落】 juluo 圈人聚居的地方才寸落：原始～o

E聚齐1 iu11qi E重（在约定地点）集合z 参观的人
八时在展览馆门口～。

E聚沙成塔E jusha-chengt凸比喻积少成多。也

说积沙成塔。

E聚生E jusheng 圈聚集在一起生长：草莓和
莲的果实都是～的。

E聚首】 jush凸u ＜书〉圈聚会：～一堂。

E聚讼E jusong 圈聚在一起争论：～不已｜～

纷纭（大家议论纷纷，没有一致看法）。

E聚谈E jut6n l道］聚在一起谈论；相聚交谈：同

事们在一起～见闯 l约几个朋友来此～。
E聚屋】 juxlng 圈聚集成群并有力学联系的几

颗恒星叫作聚星。

E聚众E juzhong Ill国纠集一伙人：～闹事。

篓干 iu ＜书〉贫穷z 贫～
（蕃）

踞尘。如或坐龙盘虎～。＠盘踞；占

履属 iu 古时用麻、葛等制成的鞋。
（属）

_,r=er iu o 匆忙乡，急、：匆～ i 急～。＠圃立即；
足尘赶快：情况不明，不能～下定论。＠惊慌z

f皇～。。＜ Ju）圈姓。

E且E然E jur6n ＜书〉［因突然 2 ～离去。

漉 Ju 酌k拍，在陕西。

镣… iu o 古乐器，像钟。＠〈书〉同
（镀）唬”。

醺 iu ＜书〉大家凑钱z ～金｜～资

juan c 叫μ习）

捐 juan 0 舍弃；抛弃＇~＃ I ～生（舍弃生
命）｜～躯。＠［到捐助：～献 j ～钱｜募～。

8lEJ 税收的一种名称：车～1上了一笔～o
E捐款］ juanku6n O ( --;; ）画捐助款项z 向灾

区～。＠［组捐助的款项z 把～寄给灾区。
E捐弃E juanqi ＜书〉［到抛弃：～前嫌。
E捐躯E juanqu I到（为崇高的事业）牺牲生命：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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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

E捐输】 juanshu ＜书〉南捐献z 解囊～。
E捐税】 juanshul ~捐和税的合称。

E捐献】 juanxian Ill画拿出财物献给（国家或集

体） ： 他把全部藏书～给图书馆。
E捐赠】 juanzeng r动］捐献赠送（物品给国家或

集体）：～图书。

E捐助E juanzhu r到拿出财物来帮助：～灾区

人民。

E捐资E juan;; zl rnJj] 捐助资财：～兴学｜踊跃～。

涓 juan ＜书〉细小的流水z ～埃｜～滴。

E涓埃E juan ’。 i （书〉函细小的水流和尘埃。
用于比喻，形容微小：略尽～之力。

E涓滴l juandl ＜书〉圈极少量的水，借指极少

量的钱或物：～不漏｜～归公（属于公家的收入
全部缴给公家）。

E涓涓E juanjuan ＜书〉画细水慢流的样子：～

清泉。

娟 juan ＜书〉美丽：～秀。

E娟秀】 juanxiu ＜书〉囡秀丽：字迹～。

圈 juan 画＠用栅栏把家禽家畜围起来
把鸡～起来。别让暑气～在心里。＠把人

关起来：孩子总～在家里不好。
另见 711 页 JUOn;1081 页 quano

会 juan ＜书〉＠剥削。＠减少。

1ι）（.＿另见 1752 页 zul 。

E股肖lj] juanxu岳〈书〉圈剥削 g ～民众。

三共同 juan ＜书〉明亮。

旦白 ~~ juan 见 323 页【杜自剧。
＝目－（踌）
镑 juan ＜书〉雕刻＇ ~＊~I 

（镜、嚼）二石。
E镑刻】 juanke 圈雕刻g 大殿柱子上～着一副

对联。

蹦 juan O ＜书〉免除z ～除｜～免＠积存
（多见于早期白话）。

E盖自除E juanchu 〈书〉啕免除2 ～旧例。

E蝇免E juanmian ＜书〉［到免除（租税、罚款、劳

役等）。

I/ 

jL』凸n C 叫μ习）

卷 I巾＠阳东西弯转
（播、o：储）裹成圆筒形：把竹帘子

～起来｜～起袖子就干｜烙饼～大葱。＠圈一

种大的力量把东西撮起或裹住z 风～着雨点

劈面打来｜汽车～起尘土，飞驰而过。她～入了
这场争论。＠（～儿） [El 裹成圆筒形的东西：

铺盖～儿｜把挂历裹成一个～儿寄出去。。
（～JL)卷子（ juan•zi ）：花～儿 i 金银～儿（白面

裹玉米面做成的花卷）。＠（～儿） III 用于成

卷儿的东西：一～纸｜一～铺盖。
另见 710 页 juan 。

E卷尺J juanchT 圈可以卷起来的尺：皮～。
E卷款】 juan;; kuan ~司］（家里的人或本单位的
经营者、管理者）偷走全部钱财（外逃）：传销

公司老板～潜逃。
E卷帘「］） ju凸nlianmen l司用许多条形铝合金
材料并排连接制成的门，开门时，门像竹帘一

样向上卷起。
E卷铺盖】 juan pu·gai 借指被解雇或辞职，离

开工作地点。

E卷曲E juanqu O 圃弯曲 z ～的头发。＠圈

｛吏弯曲：把头发～起来。
E卷舌元音】 jL』凸nshe-yuanyln 把舌尖卷起来，

使舌面和舌尖同时起作用而发出的元音，如普
通话中的 er(JL、耳、二）。

E卷缩E juansuo 画卷曲而收缩。

E卷逃E ju凸ntao O割（家里的人或本单位的经营
者、管理者）偷了全部钱财而逃跑。

E卷土重来】 juant心－changlai 比喻失败之后重

新恢复势力（卷土：卷起尘土，形容人马奔跑）：
叛匪蓄谋～i警惕封建思想～。

E卷心菜） jL』凸nxlncai ＜方〉晴结球甘蓝。

E卷须E juanxu r萄某些植物用来缠绕或附着
其他物体的器官。有的卷须是从茎演变而成
的，如葡萄的；有的卷须是从叶子演变而成的，
如豌豆的。

E卷烟） jL』凸nyan ~o 香烟＇ 0 8 雪茄。

E卷扬机E juanyangjl 圈 种起重机械，由卷

筒、钢丝绳等构成，常用于采矿业和建筑工地。
通称绞车。

E卷子E juan•zi ~→种面食，和（ hu6）面制成

薄片，一面涂k油盐等，再卷起蒸熟。
另见 711 页 juan• zi 。

带 juan ＜书〉卷袖子。
另见 711 页 juan 。

倦 juan 画刀峭的刃弯曲。
（鳝）

juan c 叫 LJ11)

卷 juan O 书本：～秩｜手不释～。日
古时书籍写在简吊或纸上，卷起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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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书籍的数量论卷，一部书可以分成若干
卷，每卷的文字自成起施，后代仍用来指全书
的一部分＝～一｜第一～｜七～｜藏书十万～n
＠（～儿）圈卷子c juan· zi ）：答～｜交～儿。＠

机关里保存的文件：～宗｜调～｜查～。
另见 71 （）页 JU凸n 。

E卷次E juanci 圈书刊分卷的次序。
E卷I跌E juanzhi ＜书〉圈书籍（就数量而言）．

～浩繁。
E卷轴】 juanzh6u
等。

〈书〉圈指棱好带轴的书画

E卷轴装］ juanzh6uzhuong 画图书装订法的
一种，把纸粘连成长幅，用木棒、玉石等做轴，
从左到右卷成一束。

E卷子l juan·zi 圈。考试写答案的薄本子或

单页纸；试卷＝发～｜改～。＠指可以卷起来
的古抄本z 敦煌～。

另见 710 页 ju凸n• zi 。

E卷宗】 juanzong 函＠机关里分类保存的文
件。＠保存文件的纸夹子。
眷 juan ＜书〉囊。

另见 71 （）页 juan 。

隽儿 juan O ＜书〉隽永。＠（叫
f需）自姓。
另见 718 页 iun 。

E隽A<l juany凸ng （书〉［画（言语、诗文）意味深

长：语颇～，耐人寻味。
E隽语】 juany心〈书〉［组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
话语：～箴言。
倦 iuan O 圈疲乏：疲～｜人有

（勒）！点儿～，想睡觉。＠厌倦z 孜孜
不～ J海人不～。

E倦怠E juandai I殖疲乏困倦：～无力。
E倦容】 juanr6ng IBl 疲倦的脸色＝面带～。
E倦色E juanse I名］倦容。
E倦意E juanyi f组＠疲乏的感觉＝毫无～ l 一
股～袭来，直打磕睡。＠厌倦的感觉＝对烦琐
事务产生了一些～。

x口 juan ＜书〉＠猖急。＠猖介。

矶目f猿）’
E猖急、E juanji ＜书〉圈性情急躁。
E猖介J juanjie ＜书〉圃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
污：～之士。

主邑 juan c～儿）圈穿在牛鼻子上的小木棍儿
？！＂或小铁环：牛鼻～JL o 

九口 卢 juan 画质地薄而坚韧的丝织品，

，目悦目）也指用生丝伊疏的→种丝织品。
E绢本J juanb品n 圈写在绢上或画在绢上的字
画：这两幅山水都是～。

E绢花E juanhuo 画一种手工艺品，用各种颜

色的绢仿制的花卉。
[gfl子】 juan· zi ＜方〉圈子绢儿。
那 Juan 郭城（ Ju创ch自肌地名，在山

东。

圈 juan 圈＠养猪羊等牲畜的简易建筑，
有棚和栏：猪～｜羊～｜牛～。 8 CJuan) 

姓。

另见 710 页 juon; 1081 页 quono

E圈肥】 juanfei 圈既肥。

E圈养】 juany凸ng 圈关在圈里饲养z ～牲畜。

眷血 iuan O 亲属：～属｜家～｜亲
（＠势腾）～｜女～。＠〈书〉关心3怀念z

～顾 l～注｜～恋。
E眷P页E jua『i9u ＜书〉面关心照顾。
E眷眷l juanjuan ＜书） llf2l 念念不忘；依恋不

舍z ～之情。
E眷恋】 juanlian ＜书〉圈（对自己喜爱的人或

事物）深切地留恋z ～旧物｜～故园。

E眷念E juannian ＜书〉画想念：～故土｜～亲

人。
E眷属E juanshu 圈。家眷；亲属。＠特指夫

妻：愿天下有情人终成～。
E眷注E juanzhu ＜书〉［动］关怀；关注：深承～o

H自 juan 见下。

[61嗣同E juanjuan ＜书〉［塑侧目而视的样子。

胃 juan ＜书〉挂。

jue c 叫μ廿）

原（雁、情）
“烧”。

ju岳〈书〉萃鞋。

“路”另见 1051 页 qioo

獗1 ju岳圈＠翘起：～着尾巴。＠〈口〉当
面使人难堪；顶撞：～人｜他平白地～了

我一顿。
獗2 ju岳〈口〉圈折（州 z ～一

（守主色） 根柳条当马鞭。 ~ 
明史 ju吁翘起（嘴唇）：～嘴。

E暗藏嘴】 ju岛 zuT Ll司翘起嘴唇，表示生气或不

满z 别老吸着嘴啦，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

, 
jue （叫 LJ-lt)

3二 jue 见 664 页1平3二1 。

三三

三重



I 712 I jue ｜决诀抉角

决1 iue o 决定：表～｜判～｜犹豫
（快）与～｜～一雌雄。＠圃坚决；

一定（用在否定词前面）：～不罢休｜～不退缩。
＠圈决定最后胜败z ～赛｜～战｜今日乒乓球

赛要～出前三名。＠执行死刑：枪～｜处～｜立
~ 。

~r-h 2 _ • iue 圈决口，泛指破裂，断开：

仗（快） .i贵～｜大堤～了一个口子｜～裂。
E决标E jue;; biao 画依据招标标准和应标的

条件，选定中标者：面向全国招标的大桥工程
将于明天～。

E决策J juece O 闯］决定策略或办法：运筹～。

81El 决定的策略或办法：明智的～。
E决雌雄J jue cixi6ng 决定胜负、高下。也说

决一雌雄、一决雌雄。
E决定E jueding O 画对如何行动做出主张：

领导上～派他去学习｜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怎么

办，最好是由大家来～。 81El 决定的事项：请
组长们回去传达这项～。＠圃某事物成为另

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性｜存在～
意识｜这件事～了他未来的生活道路。

E决定性］ juedingxing 圈对产生某种结果起

决定作用的性质：～的胜利｜在生产中起～作

用的是人。

E决斗E juedou 画＠过去欧洲流行的一种风

俗，两人发生争端，各不相让，约定时间地点，

并邀请证人，彼此用武器格斗。＠泛指进行
你死我活的斗争。

E决断E jueduon O 圈拿主意；做决定：无从

～｜请您最后～。＠圈决定事情的魄力．他

三主 f故事很有～。

王三 E决计E jueji O 圈拿定主意；决定：无论如何，

我～明天就走。＠圃表示肯定z →定：这样
办～没错 IL o 

E决绝J juejue O 画断绝关系．与不良嗜好
～｜～一切往来。 8G形］非常坚决：态度～｜话
说得十分～。

E决口J juekou o c 11 l圈（河堤）被水冲出缺

口。＠圈（河堤）被水冲出的缺口 z 堵住～O

E决裂J juelie l赳（谈判、关系、感情）破裂l：自她

和我～之后，再没有见面｜五四时代的青年开始

和封建主义的传统～。

E决然J juer6n ＜书〉圈。表示很坚决：毅然
～｜～返回。＠必然；一定：东张西望，道听途

说，～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E决赛E juesai ［副体育运动等竞赛中决定名次
的最后一次或最后一轮比赛。

E决胜l juesheng 画决定最后的胜负：～千里

之外。

E决死l juesT lllil 属性词。敌我双方你死我活

的（斗争）·～战｜～的斗争。
E决算E juesuan O !BJ 根据年度预算执行的结
果而编制的年度会计报告。＠［司做决算。

E决心E juexln O 圈坚定不移的意志：～书｜

下定～。＠［动］拿定主意；坚定意志＝～钻研

学问。
E决一雌雄E jueylcixi6ng 决雌雄。

E决一死战J jueylsTzhan 不怕牺牲，对敌人做

你死我活的战斗：誓与敌人～。

E决议】 jueyi 圈经一定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

E决意】 jueyi 圈拿定主张；决计①z 他～明天

一早就动身。
E决战E juezhan 圈敌对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

定胜负的战役或战斗。
、叶啻 1 jue o 就事物主要内容编成的
V走（言是） Ji顶口押韵的、容易记忆的词句：
口～｜歌～。＠诀窍z 秘～｜妙～。

、叶12 _,_, jue 分别·～别｜永～。
lft （盖起）
E诀别E jueb1岳圃分别（多指不易再见的离

别）。
E诀窍E jueqiao c～儿）罔关键性的方法：炒菜

的～主要是拿准火候儿。
E诀要】 jueyao 圈诀窍：深得其中～。

抉 jue ＜书〉州州： ~t~o 

E抉择E juez岳圈挑选；选择：从速做出～。

E抉摘J juezhai ＜书〉函。抉择2 ～真伪。＠

揭发指摘z ～弊端。

角 1 jue ←州圈角色主～｜配～！他在
这出戏里扮演哪个～儿？＠行当②·丑～ 1

旦～。＠圈演员·名～。

角2 jue 竞赛；忡：～
斗｜口～。

角3 jue 占代盛酒的器
具，形状像爵，但口沿

上没有小柱。（见右图）参
看 715 页“哥”。

角4 jue 古代五音之一，
相当于简谱的“3”。参

看 1389 页［（五音］。

角5 Jue 画姓。
另见 654 页 j iao 。

【角斗】 juedou 画搏斗比赛：～场。

【角力J jueli i到比赛力气。

角

E角色JC脚色＞ juese 圈＠戏剧j、影视剧中，演

员扮演的剧中人物：我在剧中只演一个小～。

＠比喻生活中某种类型的人物＝在这一事件



中，他扮演了极不光彩的～。
E角逐I juezhu 圈。武力竞争：群雄～。＠

泛指竞争或竞赛：两队在绿茵场上展开激烈～。

驶（肤） jue 见下
E驶骏E jueti 巨型＠公马和母驴交配所生的杂
种，身体较马骤小，耳朵较大，尾部的毛较少。
也叫驴骤。＠古书上说的一种骏马。

跺 ju告古时佩戴的二－
J、玉器，环形，有缺
口。

Tl u … iue ＜书〉
垃（嚎）否在一
起的两块玉。

缺 jue ＜书〉石头
白ι． . . iue 古书
与犬（献）！上指伯劳。

块

E驮舌l jueshe ＜书〉圈指伯芳的叫声，形容语

言难懂。

~二 … iue O ＜人或动物的器官）对刺激
：见（霓）白感受和辨别s感觉①：视～｜听
～l味～。＠［通觉得①；感到：不知不～｜下了
雪，～出冷来了｜干了一天活儿，～着有点儿累。

＠〈书〉睡醒：大梦初～。＠觉悟·～醒｜自
～。 8 (Ju邑）［吕姓。

另见 658 页 l iao" 
E觉察】 juecha 圈发觉；看出来：日子长了，她

才～出他耳朵有些聋。

E觉得】 jue·de 画＠产生某种感觉：游兴很

浓，一点儿也不～疲倦。＠认为（语气较不肯

定）：我～应该先跟他商量一下。
E觉悟E juewu O I甜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
而认清；醒悟 2 经过老师的耐心帮助，他终

于～了。＠画一定的政治认识：阶级～｜思

想～。
E觉醒】 juexlng lili 醒悟；觉悟。

妈 M 见 1叫时
（膊）’

hb.. iue O 断绝：～交｜～缘｜隔～ l 络
，也（馅）导和。＠画完全没有了；穷尽
净尽：斩尽杀～｜法子都想、～了。＠走不通

的；没有出路的：～地｜～壁｜～处逢生。＠气
息、中止，37E亡：气～｜悲 J胁欲～。＠圈独一元

二的；没有人能赶k的·～技！师傅的手艺真
～ i他的书画可称双～。 0 llill 极；最 z ～早！～

大多数 1～大部分。＠圆绝对（用在否定词前
面）：～无此意。＠绝句2 五～｜七～。

［§色版E jue11biin 画书籍毁版不再印行。

角驮珠在砍驶觉妈绝｜ jue I ~三l

E绝笔E juebl ~ O 死前最后所写的文字或所

做的字画。＠〈书〉指最好的诗文或字画z 堪
称～O

E绝壁E juebi r萄极陡峭难以攀援的山崖z 悬崖

~ 。

E绝产】 juechiin O 画绝收。＠圈指没有合

法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遗产。

E绝唱E juechang I望＠指诗文创作的最高造

诣：千古～。＠死前最后的歌唱z 明星已经去
世，这张专辑成了她的～。

E绝处逢生】 juechu fengsh岳ng 陷入绝境的时
候又有了生路。

E绝代l juedai ＜书〉圈当代独－元二z 才华
～｜～佳人。

［§色倒E juectiio ＜书〉圈。笑得前仰后合：诙谐

百出，令人～。＠非常何回民：诗文甚妙，令人～。
E绝地】 juedi 圈。极险恶的地方．这里左边

是悬崖，右边是深沟，真是个～。＠绝境②z 陷
于～O

［§色顶E juedlng O 圃极端A非常z ～聪明。＠

〈书〉圈最高峰z 会当凌～，一览众山小。
E绝对E juedui O [fill 没有任何条件的；不受任

何限制的（跟“相对”相对，下②同） ：～真理｜～

服从｜反对～平均主义｜任何时候党的领导都～
不容动摇。 8 [fill 属性词。只以某一条件为根

据，不管其他条件的：～值｜～温度｜～高度。
＠圈完全；肯定．～正确｜这些我都检查过，～

没有错儿。。［liilJ］最；极：我们的同志～大多数

都是好同志。
E绝对高度】 juedui gaodu 从平均海平面起算

的高度。
E绝对零度l juedul lingdu 热力学温标的零度，
就是 273. 15"C. 

E绝对温度E ju自dul shld1；』单位体伊、空气中所

含水蒸气的质量，叫作空气的绝对湿度。
E绝对温标E juedui w岳nbiiio 热力学温标的旧

称。
E绝对真理l juedui zh岳nil 指元数相对真理的

总和。参看 1428 页1相对真理）！ 0 

E绝对值］ jueduizhi 国－个实数 α，在不计它

的正负号时的值，叫作这个数的绝对值，通常
用｜ α ｜来表示。如＋ 5和 5的绝对值都是 5,

记作 1s1 。

E绝好E ju自h凸o E 特别好，超出一般2 ～的机

i/!. 
E绝后E juehou 圆 0 （－／／一）没有后代。＠今

后不会再有：空前～O
E绝户E jue•hu 01到绝后①。＠圈指没有后
代的人或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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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绝活儿l juehu6r 强最拿手而有特色的本领；
绝技：一定要把师傅的～学到手。

E绝技E jueji 圈高超的、别人不易学会的技艺2

身怀～。
E绝迹E jue;; ji 画断绝踪迹；完全不出现：由于
乱伐森林，这里的稀有野生动物～了｜天花在我
们这儿已经～。

E绝佳E juejia Ifill 绝好z 风景～。
E绝交E jue;;jiao 圈（朋友间或国家间）断绝关

系：断然～｜～多年。
E绝经l juejing 画因卵巢功能衰退或遭受破
坏而停止月经。女子生理性绝经一般发生在
45 50 岁之间。

Z绝境E juejing 圈＠〈书〉与外界隔绝的境

地。＠没有出路的境地z 濒于～。
E绝句E jueju IB! 旧诗体裁之一，一首四句。每
句五个字的叫五言绝句，每句七个字的叫七言

绝句。
E绝口E juek归。画住口（只用在“不”后）：赞
不～。＠圃因回避而不开口 z他～不提此事。

E绝路l juelu o c 「←）圈断绝了出路：这个办
法要是还不行，那可就绝了路了。＠圈走不

通的路；死路：走上～O
E绝伦】 ju刽un （书〉圈独一无二；没有可以相

比的：荒谬～｜聪颖～。
E绝门E juemen O 圈没有后代的人家：～绝
户。＠（～儿）圈比喻没有人从事的工作、事
业等z 这个行当快成～了。＠（～儿）函绝技；
绝招JL ：这一手是他的～。。（～儿）圆形容一
般人想象不到或做不出来：他在这件事上做

重重三 得太～啦！
三叠叠•c绝密E juemi 晴极端机密的4、须绝对保密的
三三三言 （文件、消息等）：～材料｜此事～，切勿外传。

E绝妙】 juemiao 11121 极美妙：极巧妙：～的音

乐｜～的讽刺。
E绝灭l juemie r司完全消失；灭绝·恐龙早已～。
E绝命］ jueming 圈死亡，多指非正常死亡2 ～

书 l～诗。
E绝命书］ juemingshu 圈指临死（多指自杀）

前写的遗书。
E绝品l juepin 圈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最好的物

品（多指艺术品） ：《清明上河图》乃宋人～。
E绝情E jueqing 0 ( -11 ) [§fi] 断绝情谊z ～忘

义。＠恒不讲人情g无情无义z 这样做未免
太～了 i 同志之间不要说这种～的话。

E绝色】 juese ＜书〉圈绝顶美丽的容貌（指女
子） ：～佳人。

E绝食E jue;;shi 圈断绝饮食（自杀或表示抗议）。
E绝世E jueshi [§fi] 绝代·～珍品｜～佳作。

E绝收】 jueshau l量完全没有收成。

E绝嗣l juesi ＜书〉圃没有子孙。

E绝望E jue;;wang ~虱希望断绝；毫无希望z 感

到～｜～的呼喊。
E绝无仅有l juewu-jinyou 极其少有z 这种奇
事是～的。

E绝口向l juexi凸ng ＜书〉圈＠本指失传的音乐，

后来泛指传统已断的事物：经过努力发掘，这
种已成～的技艺后继有人了。＠绝唱①z 《红

楼梦》堪称古今～。

E绝续l ju自XU I量断绝和延续z 存亡～的关头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E绝学】 juexue ＜书〉圈＠失传的或极难掌握
的学问 z 再不培养后继人员，甲骨文研究就会

成为～。＠高明而独到的学问：高才～。

E绝艺E jueyi 圈卓绝的技艺d色技．身怀～｜传
授～O

E绝育E jue;;yu [ll画采取结扎输精管或输卵管

等方法使人失去生育能力。
E绝缘E jueyu6n 圈＠跟外界或某→事物隔

绝，不发生接触。＠隔绝电流，便不能通过。
具有极高电阻的物质可以用来绝缘。

E绝缘体E jueyuanti U组极不容易传导热或电
的物体，分为热的绝缘体（如土、气体、橡胶）和
电的绝缘体（如陶瓷、云母、油脂、橡胶）。

(t色缘子】 jueyuanzi r萄一种电器零件，呈椭圆

形、鼓形、圆柱形等，多用瓷或玻璃制成。用来
固定导体并使这个导体与其他导体绝缘。俗

称瓷瓶。
E绝招JL] juezhaor 圈。绝技：身怀～。＠一

般人想象不到的手段、计策。 II 也作绝着JL o 

E吉色着JL] juezhaor O 圈下棋时下出的 A般人
想象不到的着数。＠同“绝招儿”。

E绝症l juezheng 圈指现在无法治愈的危及

生命的疾病：身患～。
E绝种E jue;;zh凸ng 圈某种生物（如恐龙）因不
能适应新环境等而逐渐稀少，终于灭绝。

倔 jue 义同啸’Cjue), ft用于“倔强”。
另见 716 页 ju白。

E倔强E juejiang 回（性情）刚强不屈 z 性格～｜

他有股～劲儿。也作倔辈。
E倔翠】 juejiang 同“倔强”。

掘 ju岳圈包d

E掘进E jL』eji『1 画在采矿等工程中，开凿地下巷

道，叫作掘进。通常包括打眼、爆破、通风、清
除碎石、安装巷道支柱等。

E掘墓人l juemuren I萄挖掘墓穴的人，比喻摧
毁旧事物的新生力量z 旧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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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掘土机l juetuji 圈挖土用的机械，由起草装

置和土斗构成，常用来进行大量土方挖掘工
程，也用于露天矿开采。

确间〈书〉方形的橡子。

崛 jue ＜书〉崛起。

E崛起l jueqi ＜书〉圈。（山峰等）突起：平地
上～一座青翠的山峰。＠兴起：民族～｜经济

～｜太平军～于广西桂平金田村。

脚 jue 旧同γ（ j ue) 0 

了脚）另见 655 页 j i 凸O"
E脚色】 juese 见 712 页［角色l 0 

触 ju自喘不满足；不满意。

厥1 jue 0 失去知觉，不省人事，晕倒：痰
～｜昏～。 8 CJuel 圈姓。

厥2 jue ＜书〉＠圆指示代词其；他的：～
后｜～父｜大放～词。 f9 !JI』乃；才z 左丘

失明，～有《国语》。

催 M 用于人名，搏，舰队

厕 jue 见 602 页明

、号f; 、一 iue ＜书〉＠欺诈z 正而不～。＠

确（搞）奇特，怪异：诡～。
E漏诈l ju岳zha （书〉回奸诈．虚伪～｜～多端。
葳 M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山野草

地里，根状茎长，横生地下，羽状复叶，用

于包子繁殖。嫩叶可以吃，叫藏菜，根状茎可帘j

淀粉，也可入药。
E族类植物】 juel自l zhiwu 植物的一大类，远古

时多为l高大树木，现代的多为草本，有根、茎和
叶子，茎有维管束，叶子通常较小，用于包子繁

殖，生长在森林和山野的阴湿地带，如旗、石松

等。

獗 l川 144 页【猖獗1

獗 Ju岳阳，水名棚北。

极一 iue 川酬子z 钉上一个小
了原） *~!Lo 

E概子E jue·zi 圈短木板：木头～。

n~ j时〈书〉大笑：可发一。
λ本另见 1489 页 xue 。

顿 U“键”
（颁）

铺 阳台〈书〉箱子上娥的纽。
（鳝）』

百骂 1 jue o 爵位．公～｜封～。 8 (Ju岳）圈
民可姓。
百虫 2 jue 占代饮酒的
民可器皿，有三条腿，
口沿仁有双小柱。

E爵禄】 juelu 〈书〉圈

爵位和傣禄。
E爵士l jueshi 圈欧洲

某些君主国最低的封
号，不世袭，不在贵族
之内。

E爵士乐E jueshiyue 
~→种主要来源于黑 爵
人劳动歌曲的流行音

乐，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爵士，

英 jazz]

E爵位】 juewei 圈君主国家贵族封号的等级。

颐… jue 摔倒，比喻失败或挫折z 一
（喔）二不振。
另见 715 页 j峙。

曼 jue ＜书〉惊视的样子。

E攫稣】 jueshuo ＜书〉圈形容老年人很有精神

的样子·精神～onil. jue 义同“聊’（ j i 60），用于某些复合词和
辰！）＂成语：咀～｜过屠门而大～。

另见 654 页 j iao; 660 页 l iao 。

孀 jue 盯

E嚼火】 ju岳hu凸〈书〉圈火把；小l、火。

攫 M 抓；夺：～取｜～为时

E攫取】 ju自q心圈掠夺Q

攫 jue 古书上说的一种较大的猴。

E鲤揉】 juenao 函古书上指一种猴子。也作
蟆揉。

键… 川自〈方〉理馒头
（锺）’

E馒头E jue•tou ＜方＞ !El 包j土用的一种农具，类
似铺Cg凸o ）。

攫 M 旧（嗨）与见 ~~79° 页 qu 。
E攫猿】 juenao 向“狸猿”

v 
jue c 叫μ廿）

颐 ju岳见下。
另见 715 页 jue"

王三



I 116 I iu邑一 j Ci门 I i颜倔军

E贩子E ju岳•zi l每骤马等用后腿向后踢叫尬

c liao＞贩子。

飞

jue c 叫μ廿）

倔 jue 肘子直，态度胁～脾气。
另见 714 页 jue 。

E倔头倔脑】 juet6u-juen凸o 形容说话、行动生

硬的样子。

ill!!土旦出

军… jun 圈。军队：～列（军用列
（草）车）｜我～｜解放～｜参～｜扣。生产

大～｜劳动后备～。＠军队的编制单位，通常
隶属于军区或方面军，下辖若干个师．第一～｜
敌人的兵力估计有两个～。＠军种。如陆军、
海军、空军。 O <Jun）姓。

E军备E junbei 函军事编制和军事装备：裁减

～｜扩充～O
E军车E jCinch岳圈军用机动车辆。

E军刀E jCindao ~军人用的长刀。

E军地E jCindi l组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
E军队E jCindui 圈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正规武装

组织。
E军阀E junf6 圈＠旧时拥有武装部队，割据

一方，自成派系的人：北洋～。＠泛指控制政
治的反动军人。

E军法E jCinf凸圈军队中的刑法：违反军纪者将

王…E军费l jCinfei 圈国家用于军事方面的经费。

E军奴IJ junf岳『1g 画军队的作风。

E军服】 junfu 型军人穿的制服。

E军港】 jung凸ng l型军用舰船专用的港口。通
常有各种防御设施。

E军咽 junge 圈。正式规定的代表一支军队

的歌曲。＠为军人创作的歌曲。

E军工E jCingong ［萄＠军事工业。＠军事工
程。

E军功l jungong 圈战功；武功：赫赫～。
E军功章E jCingongzhang 函授予有军功的人

的荣誉证章。
E军购E jCingou R面］购买军火：～合同。
E军官E jCinguan 圈被授予尉官以上军衔的军

人。也指军队中排长以上的干部。
E军管l jun凹凸n 圈军事管制。

E军国主义l jungu6 zhuyi 把国家完全置于军
事控制之下，一切都为侵略和战争服务的思想

和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扩军备
战，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
对外掠夺，干涉别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

E军号l jCinhao I写军用的一种喇叭，用来传达
简短号令、发布警报等。

E军徽】 jCinhui 圈军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军徽是五角红星镶金黄色边，当中嵌金黄
色的“八一”两字。

E军婚】 junh归国在我国指夫妻一方为现役

军人的婚姻。

E军火】 jCinhuo 画武器和弹药的总称：～库。

E军机】 jCinji 南＠军事机宜：贻误～。＠军

事机密：泄露～。
E军籍E jCinji ~原指登记军人姓名等的簿册，
转指车’人的身份。

［＇军纪l junji 圈军队的纪律：～严明。

E军舰】 junjian 剧有武器装备能执行作战任

务的军用舰艇的统称，主要有战列舰、巡洋舰、
驱逐舰、航空母舰、潜艇、鱼雷艇等。也叫兵
舰。

E军阶l junji岳温军衔的等级。

E军垦】 junk品n 画部队开荒搞生产：戍边～｜

～农场。

E军礼】 jCinli 圈军人的礼节，通常包括举手礼、

注目礼、举枪礼等2 行～o
E军力l jCinli ［每兵力。

E军粮E jCinli6ng f苞供应军队食用的粮食。

E军龄l jCinling ~军人在军队中已服役的年

数。
E军令l jCinling 圈军事命令：～状｜～如山。

E军令状E junlingzhuang 圈＠戏曲和旧小说

中所说接受军令后写的保证书，表示如不能完

成任务，愿依军法受罚。＠｛昔指接受任务时
所做的按时完成任务的保证。

E军旅E junlu ＜书〉圈军队，也指军事：～剧｜～
生涯。

E军马】 jCinm凸｜萄＠军用的马 z ～场。＠

〈书〉兵马，泛指军队g 各路～。

E军民】 jCinmin 圈军队和人民：～鱼水情。
【军品】 jCinpTn ~军用物品（区别于“民品勺。

E军棋】 jCinqi 圈棋类游艺的一种。有陆军棋

和陆海空军棋，棋子按照军职和军械定名。两

人对下，双方按照规则走棋，最后以夺得对方
军旗者为胜。

E军旗E junqi ［苞军队的旗帜。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旗为红地儿，左上角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
一”两字。

E军情l jCinqing ~军事情况：刺探～。
E军区E jCinqO ~根据国防和战略需要划分的



军事区域c 设有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该区域内

军队的作战、训练、政治、后勤，以及卫戍、兵
役、民兵等工作。

E军权E junquan 圈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

掌握～o

E军人］ junren ~J 有军籍的人；服兵役的人o

E军容E junrong 圈指军队和军人的外表、纪

律、威仪等：整伤～｜～严整。

E军嫂E junsao 圈对军人妻子的尊称。

E军师】 junshl 圈＠古代官名，掌管监察军务。

＠旧时小说戏曲中所说在军中担任谋划的

人，现泛指给人出主意的人：你要不象棋，我来

给你当～。

E军：tl junshl 圈某些国家高于兵，低于尉官

的军人。
E军士长］ junshizhang t8l 军衔，士官的一类，

在我国，军士长由高到低分为一至四级。
E军事l junshi [BJ 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事情：

～工作｜～行动 l～基地｜～科学。
E军事法庭】 junshl f凸ting 军队系统中的审判

机关。
【军事管制】 junshi gu凸nzhl 国家在战争或其
他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种措施，由军事部门暂

时接管特定的单位、局部地区，以至国家政权。
E军事基地E junshl jldi 为军事仁的进攻或防
守而驻扎军队并储备军火和军事物资的地区。

E军事科学E junshi k臼ue 研究战争和战争指

导规律的科学。

E军事体育l junshi tlyu 与军事知识和技能有
关的体育运动，如跳伞运动、航空模型运动、摩
托车运动、越野、军事五项和海军五项等。

E军事训练］ junshl xunlian 进行与战争有关
的知识、技能等方丽的教育和培训。

E军事演习E junshl yanxi 军队为 γ提高指挥

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而进行的综合性演练z

大规模～。

E军售l junshoL』［显出售军火：对外～o
E军属】 junshu tsl 现役军人的家属。

E军团E juntuan 圈。方面军和集团军的统
称。某些国家的军团相当于我国的军。＠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一级

编制单位。
E军团病】 juntuanbing 圈传染病，病原体是军

团菌，多发生于夏秋季节，在封闭式的现代办
公环境中容易感染。症状类似肺炎，表现为头
晕，烦躁，呼吸困难，发热，咳嗽，甚至出现肾功

能衰竭等。这种病因 1976 年美国费城退伍
军人集会时暴发流行，所以叫军团病。

E军威E junw岳l 圈军队的声威·～大振。

军均｜ jun I 717 I 
【军务】 junwu ［萄军队的事务；军事任务z ～繁

忙！督理～。
E军衔E junxian 圈区别军人等级的称号u 如

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士官等。
f军饷E junxiang 圈军人的薪傣和给养。

E军校】 junxiao IEJ 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

【军械】 junxie t8l 各种枪械、火炮、弹药及其备
件、附件等的统称。

【军心】 jiJnxln 圈军队的战斗意志2 振奋～｜动

摇～。

【军需］ junxu 圈＠军队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和

器材。特指给养、被ij~等。＠旧时军队中指
办理军需业务的人员。

【军训ill jiJnxun 圈军事训练。

E军演】 junyan ［司军事演习：举行海陆空联合
~ 。

E军医】 junyl ［名］军队中有军籍的民生。

E军营】 junying l'8J 兵营。

E军用】 junyong 回到属性词。军事上使用的z

～物资｜～地图｜～飞机。

E军邮】 juny6u I盘军队系统里的邮政。
E军乐】 junyue t每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

的音乐，因为军队中常用而得名：～队。
E军政l junzheng r盘。军事和政治。＠军事

上的行政工作。＠指军队和政府。
E军职l junzhi I名］军队中的职务：～人员｜免除

~ 。

E军种E junzhong 圈军队的基本类别。一般

分为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每一军种由几
个兵种组成。

E军装］ junzhuang 圈军服。 二二二

也~jun O 庄园均匀；相等：平～｜～摊 l分得主主三
’可不～。＠撞I ｛吏相等；均分·～贫富｜把几＝＝二

堆东西～一～。＠国都；全．老幼～安｜各项
工作～已布置就绪。。＜ Ju门）懂｜姓。

〈古〉又同“韵” yun 。

E均等】 jund岳ng r：朋平均叶目等：机会～。

E均分】 junf岳n 圈平均分配：大伙儿～。

E均衡】 junheng E回平衡：国民经济～地发展 l
走钢丝的演员举着一把伞，保持身体的～。

E均价】 junjia 画平均价格＝新楼每平方米～
5 （）（）（）元。

E均势E junshi 圈力量平衡的形势：形成～｜保
持～。

E均摊.］ juntan 圈平均分摊z 费用按户～。

E均线l junxian 圈在坐标图上显示的→段时
间内指数、价位等的平均值所连成的线，如五
日均线、卡日均线等。

E均匀l junyun 回分布或分配在各部分的数



718 I jun 一 jun I 均龟君钧若菌较药锯虞俊郡据峻隽俊泼

量相同；时间的问隔相等z 今年的雨水很～｜钟

摆发出～的声音｜把马料拌得均均匀匀的。
E均沾l junzhan 画大家平均分享（利益）：利

益～o

E均值】 junzhi 画几个数平均以后得出的值。

龟← jun 见下
（噩）另见 490 页 g山 1072 页 qiOo

E龟裂】 junlie O 向“较裂”。＠同］裂开许多缝

子；呈现出许多裂纹z 天久不雨，田地～。

君 jun O 君主：国～｜～臣。＠对人的尊
称：张～｜诸～。 G <Jun）圈姓。

E君临】 junlin ＜书〉画原指君主统辖，后泛指

统治或主宰：～天下 1～一切。
E君权l junqu6n 圈君主的权力。

E君王】 junw6ng IEl 君主；帝王。

E君主】 junzhu !Bl 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现

代某些国家的元首。有的称国王，有的称皇帝
等。

E君主国】 junzhugu6 圈由君主做元首、实行

君主制的国家。
E君主立宪E junzhu llxian 用宪法限制君主权
力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
式。

E君主制E junzhuzhi IEJ 君主（国王、泉帝等）独
揽国家政权，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制度。

E君子E junzT E亘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

格高尚的人z 正人～｜以小人之心度～之腹。
E君子国l junzTgu6 圈传说中人人都有很高的

道德的地方。
E君子兰E junzTl6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阕

三三三孟 质，叶子宽带形，花漏斗状，红黄色，供观赏。
三三三E E君子协定E junzT xiedlng 指国际间不经过书

面上共同签字只以口头上承诺或交换函件而订

立的协定，它和书面条约具有相同的效力。借
指彼此之间互相信任的约定。也叫绅士协定。

左元宵 jun O 画古代重量单位，一钧等
向（钧）于三十斤2 时万～之势｜千～一
发。＠和l陶器所用的转轮。＠〈书〉敬辞，用
于称有关对方的事物或行为（对尊长或上级
用） ：～座｜～鉴 l～启。 0 (JO门）圈姓。

若 jun 见F。

E若蓬莱E jundacai 圈一年生或二年牛－草本植
物，叶子菱形，有长柄，花绿色。叶子嫩时可以

吃。

菌 jun 圈某些低等生物，以寄生或腐生方
式摄取营养，如细菌、教菌、真商等。
另见 719 页 jun 。

E菌落l junluo li"\J 单个儿菌体或于包子在固体培

养基上生长繁殖后形成的肉眼百I见的微生物
群落。

较（鞍） jun 盯
E较裂】 junlie 画皮肤因寒冷干燥而开裂。也

作龟裂。
绚 jun 绢连（JOnliδn

另见 1622 页 yun 。

面君 jun 圈平铀的旧称
♂He倔）
廉 • jun 古书上指猿子

（~属）另见川9 页 q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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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 0 圈相貌清秀（＠兴儒、＠头侥） Z看z ～秀｜～俏！这
个孩子长得好～呀！＠才智出众的：～杰｜英
～｜～士。 G CJun）圈姓。

E俊杰E junjie 圈豪杰：识时务者为～o

E俊朗】 l巾的ng 幽俊秀爽朗z ～聪慧。
E俊美】 junm岳l 圃俊秀：容貌～。

E俊俏】 junqiao E国（相貌）好看：模样～。

Z俊秀】 junxiu 圈清秀美丽z 容貌～。
E俊雅】 junya 回俊秀文雅：她穿上这身男装，
显得格外～。

E俊逸】 junyl E回俊秀洒脱：姿态～｜字体～。
郡 jun o 古代的行政区划，比县小，秦汉以

后，郡比县大·～县｜会稽～｜秦分天下为
三十六～。 8 <Jun）画姓。

E郡王】 junw6ng IEJ 古代皇帝封赏给皇子或功
臣的爵位，地位低于亲王。

E郡主E junzhu 函唐代称太子的女儿，宋代称
宗室的女儿，明清称亲王的女儿。
捂 jun ＜书〉棚。

（！捕、 1搪）
峻 jun O ＜山）高大z 险～｜叶岭＠严

厉z 严～｜严刑～法。

E峻拔E junb6 lll2J ＜山）高而陡z 山势～。

E峻急】 junji ＜书〉睛。水流急。＠性情严厉
急、躁。

E峻峭】 junqiao I硕形容山高而陡3 山势～。

隽儿 jun ＜书〉同“
（兴儒） 另见 711 页 juan 。

b < k, jun ＜书〉＠吃后弟l F的食物。
'I发（俊）＠吃别人剩下的食物。
-,.)fl A 、 h jun 挖深p疏通（水道）：疏～ 1
战（L', ＊＂、）～渠｜～河 i～泥船。

另见 1496 页 Xun 。



骏（酸） jun 刑。
E骏马E junma ［~跑得快的马；/if马。

瑭 jun ＜书〉一种知

菌 jun 由xun)o
另见 718 页 jOn"

E菌子E jun·zi ＜方） l割草（ xun ）。

峻 jun ＜书〉＠早晨。＠明亮。

，，会 jun ＜书〉用火烧。
l'!X.二另见 1078 页 q0o

夜 jun ＜书〉大
另见 1258 页 Su己。

骏原菌峻峻夜峻月困竣需溶~一上Z翌」

峻 jun 古代做事的官。

腼 jun ＜书〉＠肌肉凸起处。＠腹内或肠
间的脂肪。

竣 jun 完毕＇ %~I告～｜～工｜～事

E竣工】 jungong rnID 工程完成：～验收｜提前

～｜即将～｜全部～。

寓 jun ＜书〉同“俊”②。

溶 jun O 见 718 页“霄，。＠用于人名，拓
跋漏，北朝北魏文成帝。

另见 1496 页 xun “泼”。



I 120 I ka 一陆｜咔咖喀揭卡

k 
ka c 歹丫）

『t.J:: ka 阻声］形容器物清脆的撞击声z ～的

... P 一声关上抽屉。
另见 721 页怡。

E咔H巴l kaba 题理形容物体断裂等的声音：～

一声，棍子搬成两截。也作喀吧。
E咔嚓】 kacha 醒理形容物体断裂等的声音z

～一声，树枝被风吹折Csh岳）了。也作喀嚓o
E咔磁l kada 同“咔嗒”。

E咔嗒】 kada 鹏用形容物体轻微的碰撞声．～

一声，挂断了电话。也作咔脏、喀啦。

功H ka 见下。
另见 415 页 goo

E咖啡E kaf岳l 圈＠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

长卵形，先端尖，花白色，有香气，结浆果，深红

色，内有两颗种子。种子炒熟制成粉，可以做
饮料。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炒熟的
咖啡种子制成的粉末。＠用咖啡种子的粉末
制成的饮料。［英 coffee]

E咖啡碱1 kaf岳1j ian IEJ 咖啡因。

E咖啡色E kaf岳ise IEl 像咖啡一样的颜色；深棕

色。
E咖啡厅】 i伯伯ting 圈单独开设的或宾馆、酒

三三重量 店等附设的出售咖啡及其他饮料的地方。
三三三~ ［咖啡因】 kaf岳1yln [El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队• H, C)o 臼色有光泽的柱状晶
体，有苦味。多含在咖啡、可可的种子和茶叶
中。可做中枢兴奋药和利尿药等。也叫咖啡
碱。［英 caffeine]

喀 ka 防］形容呕吐唰等的声音。

E喀nei.1 kaba 同“咔吧”。
E喀嚓l kacha 同“咔嚓”。
E喀贴E kada 同“咔嗒”。

E喀斯特E kaslte 唱指可溶性岩石特别是碳酸

盐类岩石（如石灰岩等）受含有二氧化碳的流

水溶蚀，并加上沉积作用而形成的地貌。形状
奇特，有洞穴也有峭壁。由亚得里亚海岸的喀

斯特（Karst）高地ml得名。我国广西、云南、贵

州等地多见这种地貌。也叫岩溶。

揭 ka < 11 ＞刺刀子制

【揭哧】 ka·chi ＜ 口〉国揭：墙上的泥点儿好容

易才～下来。

\I 

k凸 （亨丫）

卡 k凸＠置卡路里的简称。使 1翩翩
温度升高 1℃所需要的热量就是 1 卡。＠

卡片：资料～｜年历～｜目录～。＠函］磁卡z
银行～1刷～｜我的～忘带了。。录音机上放
置盒式磁带的仓式装置：双～录音机。［英
cassette] 8 卡车：十轮～。
另见 1036 页 q恼。

E卡宾枪】 kablnqiang [El 枪的一种，枪身较短，

能自动退壳和连续射击，有效射程较步枪近。
［卡宾，英 carbine]

E卡车l k凸ch岳圈运输货物、器材等的载重汽

车。 C卡，英 car]
E卡尺l k凸chi 圈量具的一种，卡Cqia）在工件

的内缘或外缘测量长度2 游标～o

E卡带E K凸dai IEl 盒式录音带：音乐～｜一盒
~ 。

E卡丁车】 kadlngch岳圈一种微型汽车，结构

简单，操作便捷。可分为娱乐型和竞赛型等。
［卡丁，英 karting]

【卡规l kagul l'8l 一种测量轴或凸形工件的量

具。

E卡介苗l kajiemiao 圈一种预防结核病的疫

菌，除能预防结核病外，还有防治麻风病的作
用。这种疫苗是法国科学家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和介林（Camille Guerin）两人首先

制成的，所以叫卡介苗。
E卡拉（）K] 峭的（）K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

日本发明的一种音响设备，日语是“无人乐队”
的意思。它可以供人欣赏机内预先录制的音
乐，还可以供人在该机的伴奏下演唱。〔卡拉，
日力＞（，； OK ，英 orchestra]

E卡路里l k凸lull I重l 热量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符
号 cal。简称卡。〔法 calorie]

E 卡片】 k凸pian 圈用来记录各种事项以便排

比、检查、参考的纸片g 资料～！～目录。［卡，
英 card]

E卡其E kaqi IBl 一种质地较密较厚的斜纹布。

旧译作咔叽。［英 khaki]

E卡钳】 kaqian IBl 用来测量或比较作件内外



一直径或两端距离的量具。两个脚可以开合，开

口的尺寸可用另

外的钢尺量出。
E卡特尔E K凸t岳’岳r

圈资本主义垄断

组织的形式之一。
生产同类商品的
企业为了垄断市
场，获取高额利

润，通过在商品价 卡钳
格、产量和销售等
方面订立协定而形成的同盟。参加者在生产
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法 car
tel] 

E卡通l katiing 圈＠动画片。＠漫画。［英
cartoon] 

作陆见下

E千卡倪族l Kawazu 圈低族的旧称。
n1:::. k凸见下。
.... P 另见 720 页 ko 。

E咔叽E K凸ji 圈见 720 页【卡其］ o
E咔瞠E kazuo l~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丁， H,)2NH。无色晶体，容易升华。是制造
合成染料和塑料的原料。〔英 carbazole]

咯陆国用力使东西从日时气管里出来
～血｜把鱼刺～出来。
另见 437 页 g岳； 840 页 •lo; 862 页

IL」0 。

E咯血】 k凸／／ Xie 画喉部或喉以下呼吸道出血

经口腔排出。咯出的血液鲜红色，常带有泡
沫。见于肺结核、肺炎、支气管扩张、肺癌等病
或胸部外伤。
脐陆圈异腊的旧称［~ carbylamine] 

r ka i （叨）

开1 一 陆iO 时关闭着的东西不
（阔）再关闭；打开：～门｜～锁｜～箱

子｜不～口。＠［塾！打通g开辟．～路｜～矿｜墙
上～了个窗口｜～了三千亩水田。＠［动］（合拢
或连接的东西）展开；分离；：桃树～花了｜扣儿～
了｜两块木板没粘好，又～了。。［重］（河流）解
冻z 河～了。＠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

戒｜～禁｜～斋｜～释。＠闻发动或操纵（枪、
炮、车、船、飞机、机器等）·～枪｜～汽车｜～拖
拉机l 火车～了。＠圈］（队伍）开拔：昨天～来

两团人，今天又～走了。＠司开办：～工厂｜

卡｛卡咔咯胖汗 I Iφ － kai I 121 I 

～医院｜～了一家百货店。＠开始：～工 l～
学 i～演。＠（司杀行（会议、座谈会、展览会

等h ～会｜～运动会｜～欢送会。＠画写出
（单据、信件等）；说出（价钱）：～价｜～发票｜～

药方｜～清单｜～介绍信。＠［司l 支付；开销 z ～
薪｜～饷｜～工钱。＠〈方〉南开革；开除：他

被老板～掉了。＠［到（液体）受热而沸腾．水

～了。＠〈方〉［动l 吃：他把包子都～了。＠

圈指按十分之几的比例分开：三七～。＠画

印刷上指相当于整张纸的若干分之一： 32 ~ 
纸。~ CKoi)l主l 姓。

开2 … koi IAJ o 开金中含纯金量的
（阂）计算单位（24 开为纯金）：这条

金项链是 1 自～的。［英 karat］＠开尔文的简

称。 1 开是水的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
1/273. 160 

开… 11·kiii I鹉趋向动词用在动词或
（阔）形容词后o a）表示分开或离开z

拉～｜躲～！把门推～ 1 窗户关得紧，打不～。 b)
表示容下：屋子小，人多了坐不～｜这张大床，

三个孩子也睡得～。 c）表示扩大或扩展：喜
讯传～了。 d）表示开始并继续下去：下了两
天雨，天就冷～了｜天还没亮，大家就干～了。

E开拔E koiba 国（军队）由驻地或休息处出发z
拂晓前，部队～了。

E开班］ kiii;;biin i到进修班、培训班等第一次

上课。
E开办】 koiban 画建立（工厂、学校、商店、医院

等）：～幼儿园｜～培训班。

E开本】 kiiiben IBJ 拿整张印书纸裁开的若干等

份的数目做标准来表明书刊本子的大小叫开
本，如 16 开本、32 开本等。

E开笔E K均i;;bi 圈。旧时指开始学做诗文：他

八岁～，九岁就成了篇。＠旧时指一年中开始

写字：胁。如开始写某一本书由主
文章。

E开’编】 koibion I割开始编写；开始编辑．这部

大词典已经～。
E开标】 kiii;;biiio 圈把投标文件拆封，通常由

招标人召集投标人当众举行。
E开播I koibo 圈开始播种。

E开播l' koibo 圈＠广播电台、电视台正式播

放节目 z 庆祝电视台～二十周年。＠某一节
目开始播放：这部电视连续剧～后收到不少观

众来信 l春节联欢晚会今晚八点～。

E开采】陆icai l噩挖掘（矿物）：～石油｜～地下

资源。
E开报E kiiicha c～儿JO c -11 l圈在衣服干部

边缘的两侧或后身开口儿。＠ [BJ 衣服下部边



722 kai 开

缘两侧或后身开的口儿。｜｜有的地区叫开气儿。
E开场】 kai;;chang 圃演剧或一般文艺演出等
开始，也泛指一般活动开始·我们赶到剧院时，
戏早就开了场｜他带头发言，话虽不多，倒给会
议做了个很好的～。

E开场白E kaich凸ngb6i 圈戏曲或某些文艺演

出开场时引人本题的道白，也泛指文章或讲话
等开始的部分。

E开车J kai;;ch岳画＠驾驶机动车．雨天路
滑，～要注意安全。＠泛指开动机器。

E开诚布公J kaicheng-bugong 诚意待人，士日白

无私。

E开诚相见E kaicheng-xiangjian 跟人接触时，

诚恳地对待。
E开秤E kai;;cheng 圈开始交易（多用于收购

季节性货物的商业）：果品收购站已经～收购
西瓜了。

E开初】 kaichu 圈开始的时候；起初：～他们

互不了解，日子一久，也就熟了。
E开除E kaichu 圈机关、团体、学校等将成员除

名，使退出集体，是纪律处分的最高等级：～

党籍｜～两名学生｜他被～公职了。
E开锄E kai;;chu 画一年中开始锄地。

E开创E kaichuang ［剖开始建立；创建：～新局
面｜这家老店～于十九世纪末。

E开槌E kai;;chui ~指拍卖会开始：拍卖会定

于明天上午～O
E开春E kai;;chun c～儿）画春天开始；进入春

天（一般指农历正月或立春前后）：一～，天气
就渐渐暖和起来了。

E开打】 kaid凸画＠戏曲中演员表演搏斗。＠

指动武或某些体育比赛开始：女子乒乓球锦

标赛今晚～。
E开裆裤E kaidangku IEl 幼儿穿的裆部有口的

裤子。
E开刀J kai;;dao 圈＠医生用医疗器械给病

人做手术。＠比喻从某个方面或某个人下
子z 为了整顿纪律，领导决定先拿迟到、早退现

象～。＠执行斩刑（多见于早期白话）：～问
斩。

E开导E kaidao 画以道理启发劝导．孩子有缺

点，还是得耐心～。
E开倒车J kai daoch岳比喻违反前进的方向．

向后退z 要顺应历史潮流，不能～。
E开道】 kai;;dao 圈。在前引路．～车｜鸣锣

～。＠〈方〉让路。

E开吊E kaidiao 画办丧事的人家在出殡以前
接待亲友等来吊唁o

E开动J kaidong 圈。（车辆）开行以机器）运

转：～机车｜轰隆隆机器～了。～脑筋。＠开

拔前进：队伍休息了一会儿就～了。
E开冻】 kai;;dong i动］冰冻的江河、土地融化。

E开端】 kaiduan 圈（事情的）起头；开头：良好

的～。
E开恩E kai11岳n 画画给予宽恕；施与恩惠（多用于

向人求情）：求您开开恩，饶了我这回。
E开尔文】 kai ’岳rwen I事热力学温度单位，符号

K。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汤
姆森（被封为开尔文男爵， William Thom 
son, Lord Kelvin）而定的。简称开。

E开发】 kaita 圈＠以荒地、矿山、森林

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的目

的；开拓．～荒山｜～黄河水利｜～边疆。＠发
现或发掘人才、技术等供利用 z 人才～中心｜～

高新技术。
E开发】 kai ·fa 圈支付；分发·～车钱｜～喜钱。

E开饭】 kai;;fan ［动。把饭菜摆出来准备吃。
＠食堂开始供应饭菜。

E开方】1 kai;; fang c～儿）［剖开药方。也说开

方子。
E开方Y kai;; tang 画求一个数的方根的运
算，如日1 开 4次方得士30

E开房】 kai;;f6ng 画。租用旅馆的房间。＠
婉辞，特指非夫妻关系的男女租用旅馆房间发
生性关系。｜｜也说开房间。

E开放】 kaifang O l到（花）展开：百花～。＠

画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z

改革～｜机场关闭了三天，至今日才～｜公园每

天～｜食堂只对本单位职工～。＠庄园性格开

朗；思想开通，不受拘束：性格～｜思想～。

【开付】 kaitu l噩开具并交付s ～收据｜～清单。

E开赴E kaitu ~ c队伍）开到（某处）去z ～工

地｜～前线。
E开革J kaige 圈开除；除名。
[::If工E kai;;gong 圈＠（工J－）开始生产。＠

（土木工程）开始修建。

E开弓没有回头箭E kai gong meiyou huit6u
jian 箭已射出就无法收回，比喻事情既然已

经开始，就必须一直做下去z ～，改革关头勇者

胜。
E开关】 kaiguan 圈＠电器装置上接通和截断

电路的设备。通称电门。＠设在流体管道上
控制流量的装置，如油门开关、气门开关。

E开光E kai;;guang 圈神佛的偶像雕塑完成

后，选择吉日，举行仪式，揭去蒙在脸上的红
绸，开始供奉O

E开锅】 kai;;guo ＜口）~锅中液体煮沸z 柴湿
火不旺，烧了半天还没有～ i 等开了锅再下面



条儿。讨论一开始，会场就开了锅。
E开国】 kaigu6 i可指建立新的国家（在封建时
代指建\f新的朝代） ：～元勋｜～大典。

E开航】 kai;;hang 圈。新开辟的或解冻的河
道开始行船；新开辟的民航航线开始有飞机航

行。＠起航。

E开河l' kai;;h在国］河流解冻。
E开河E kai11h自圈开辟河道。
E开后门E kiii houmen （～儿）比喻利用职权给

予不应有的方便和利益。

E开户】 kai11hu E到单位或个人跟银行、证券交
易所建立储蓄、信贷、委托代理等业务关系。

E开花】 kai11hua c～儿）（动。生出花朵；花蕾
开放：～结果。＠像花朵那样裂开2 ～儿馒
头 l这只鞋～儿了｜炮弹在敌人的确堡上开了花。
＠比喻心里高兴或脸露笑容：心里开了花｜乐
开了花。＠比喻经验传开或事业兴起z 全面
～ l遍地～o

E开化】1 kaihua o 画由原始的状态进入文明

的状态。 8 l1f2l 思想开通，不封建不守旧 z 脑
筋不～O

E开化Y kaihua ［司冰、雪开始融化。
E开怀E kai;;huai 圆心情无所拘束，十分畅快：
～畅饮｜乐开了怀。

E开怀JL] kai;;huair ＜口〉［剥指妇女第」次生
育：没开过怀儿（没有生过孩子）。

E开荒E kai;;hua『19 唰开垦荒地。

E开会E kai;; hui l盈若干人聚在一起议事、联
欢、听报告等。

E开荤l kai;;hun 画。（信奉佛教等宗教的人）
解除吃素的戒律或已满吃斋的期限，开始吃
荤。也泛指经常素食的人偶然吃荤。＠比喻
经历某种新奇的事情（多指第一次）：生平头一

回坐飞机，总算开了个荤o
E开火E kai;;huo c～儿）［到＠放枪打炮，开始
打仗：前线～了。＠比喻进行抨击或开展斗
争：向腐败现象～。

E开伙E kai;;huo I割。办伙食：他一个人懒得
在家～，每天都吃食堂。＠供应伙食：这个学
校的食堂只是中午有饭，早上晚上都不～。

E开豁E kaihuo rwi 0 宽阔；爽朗2 雾气一散，四

外都显得十分～。＠（思想、胸怀）开阔：听了
报告，他的心里更～了。

U于非几E kai11 F E副＠开动机器；打开机器。＠
指影视片等拍摄工作开始。

E开价l kai矿 i ia c～儿）［动］说出价格；要价．～大

高。
E开架E kaijia t盈＠指由读者直接在书架上选

取图书（区别于“闭架”） ：～借阅。＠指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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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直接在货架上选取商品：～售货。
【开间E kaijian O ＜方〉［重旧式房屋的宽度单
位，相当于一根攘的长度（约→丈）：单～！双
～。＠［富房间的宽度：这间房子～很大。

E开讲E kaiji凸ng 画开始讲课、讲演或开始说
书。

E开奖l kai11ii凸ng [ij!］确定或宣布获奖的等次

和人员：足球彩票今晚当众～。
E开交E kaijiao 画结束；解决（多用于否定式），

忙得不可～。

E开胶】 ka i 11 j iao lil!iJ 用胶秸合的地方裂开：三

合板～就没法儿用了｜这双运动鞋没穿一个月
就开了胶。

E开街】 kaiji岳富国商业街等建成后正式向公众

开放并营业。

E开解E kaii；岳圈开导劝解（忧愁悲痛的人）：

大家说了些～的话，她也就想通了。

E开戒l kai11 i ie 圈原指宗教徒解除戒律，也泛
指一般人解除生活上的禁忌，如吸烟、喝酒等。

E开金E kaijln 圈含黄金的合金：～首饰。参
看“开2”①。

E开禁】 kaijin Q面解除禁令。
E开镜l kaijing 画指影视片开拍2 这部影片拟

于九月～，年底停机。
E开局E ka胁。［副（下棋或赛球）开始，泛指工

作、活动等开始t 这盘棋刚～｜今年的工业生产
一～就很顺利。＠圈（下棋或赛球）开始的阶

段，泛指工作、活动等开始的阶段：～不太顺
利，后来逐渐占了上风｜今年的图书市场～良

好。
【开具】 kaiju INll 写出（多指内容分项的单据、

信件等）；开列：～清单。
E开卷E kaijuan 画＠〈书〉打开书本，借指读

书2 ～有益。＠（～儿）一种考试方法，参加考
试的人答题时可自由查阅有关资料（区别于圣王三
“闭卷勺。 三~

Z开掘E koijue lil!iJ O 挖：～新的矿井。＠文艺
上指对题材、人物思想、现实生活等深入探索
并充分表达出来。

E开i果】 koi11ke 圈。学校开始上课。＠设置
课程，也指教师（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担任某一

课程的教学2 教师～要做充分的准备｜下学期
开哪几门课，教研室正在研究。

E开垦l kiiik岳n 画把荒地开辟成可以种植的土

地。
E开口】1 koikou O < -11一）（功］张开嘴说话：没
等我～，他就抢先替我说了。＠（ i' ）圈挖开
缺ri ；裂开口子：～放水｜～棒子。＠［萄挖开

或裂开的口子2 衣领的～太大｜鞋子有个～。



三重E

724 kai 开

E开口Y kai11 kot』圈开刃儿。
E开口饭E kaikoufan 圈旧时把以表演戏曲、曲
艺等为职业叫作吃开口饭。

E开口呼E kaikouhu 圈见 1240 页I四呼lo
E开口子E kai k凸u巾。指堤岸被河水冲开。
＠比喻在某方面破例或放松限制 g 这样做，向

无先例，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E开快车E kai kuaich岳比喻加快工作、学习速
度z 又要～，又要保证质量。

E开矿E kai;;kuang 蝴开采矿物。

E开阔E kaikuo o 颐（面积、或空间范围）宽广：

～的广场｜雄鹰在～的天空中朝翔。＠回（思、

想

人08 画使开阔＝～眼界｜～路面 l～胸襟。

E开阔地E kaikt」odi 圈军事上指没有树林、山

丘等遮挡的大片平地。
E开来l 11 ·kai·l6i 画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分开：不同性质的问题要区别～。＠用

在动词后，表示扩散z 病毒很快就传播～。＠
用在动词后，表示放开：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
～｜有什么问题敞～说。。用在动词或形容词

后，表示开始并继续下去z 妈妈一大早就忙活

E开朗l kail凸ng E国＠地方开阔，光线充足z 豁

然～。＠（思想、心胸、性格等）乐观、畅’快，不

阴郁低沉：胸怀～，精神焕发。

E开犁E kai111i 圈。一年中开始耕地。＠开
摘。

E开例E kai;; Ii 圈做出不合规定或尚无规定的
事情，让别人可以援例：如果从你这里～，以后

事情就不好办了。
E开镰E kai;; lion [;Jj] 指一茬庄稼成熟，开始收

得tl 0 

E开脸］ kai;; I的n 画＠旧俗，女子临出嫁改变
头发的梳妆样式，去净脸和脖子上的汗毛，修
齐鬓角，叫作开脸。＠雕塑工艺中指雕刻人

物的脸部。

E开列E kailie rnID 一项一项写出来＝～名单｜按
照～的项目进行。

E开裂E kailie 画出现裂缝z 木板～｜墙体～。

E开路E kailu o 圈开辟道路z 逢山～，遇水架

桥。＠画在前引路z ～先锋。＠圈电路中
的开关呈开启状态或去掉一个负载，使电流不
能构成回路的电路。

E开绿灯】 kai ludeng 比喻准许做某事或为某
事提供方便z 不能给不合格产品上市～。
m锣E kai;; lu6 圈戏曲开演，也泛指活动开

始z ～戏（开锣后的第一出戏）｜我们进了剧院，
离～的时候还早｜举重锦标赛月底～。

E开门】 kai;;men 画＠敞开门，比喻公开做某

事或广泛昕取意见z ～办学｜～整风。＠指营

业开始z 银行九点才～。
E开门红E kaimenh6ng 指在一年开始或一项

工作开始时就获得显著的成绩：争取新学年

E开门见山】 kaimen-j ianshan 比喻说话写文
章直截了当 z 此文～，一落笔就点明了主题。

E开门拇盗l kaimen-yldao 开了门请强盗进

来，比喻引进坏人来危害自己。
E开蒙】 kai;;meng 擅自旧时私塾教儿童开始识

字或学习；儿童开始识字或学习 2 请王老师给

他～｜他六岁开的蒙。
E开明l kaiming 圈原指从野蛮进化到文明，

后来指人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z ～人士。

E开幕E kai11mu 画＠一场演出、－个节目或

一幕戏开始时打开舞台前的幕。＠（会议、展

览会等）开始g ～词｜～典礼｜运动会明天～。
E开拍】1 kaipai 圃开始拍摄（影视片等）：这部

影片由去年初～，直至今年底才停机。
E开拍Y kaipai l司（物品）开始拍卖。

E开拍】＇ kaipai 1雹（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开始比赛。

E开盘E kai;;p6n c～儿）画。指证券、黄金等

交易市场营业开始，第一次报告当大行情。＠

指棋类比赛开始。＠指新楼盘开始发售：新
楼～后销售状况良好。

E开炮E kai;;pao I到＠发射炮弹·向敌军阵地

～。＠比喻提出严厉的批评。

[:ff辟E kaipi r;国＠打开通路：～航线。＠开

拓扩展：～市场｜～边疆。＠开创；创立·～历
史新纪元。

E开篇E kaipian 圈。弹词演唱故事之前先弹

唱的一段唱词，自为起施，作为正书的引子，也

可以单独表演。江苏、浙江有些地方戏曲演出
前，有时附加内容与正戏元关的唱段，也叫开
篇。如越剧开篇、沪剧开篇。＠指著作的汗

头。
E开瓢儿】 kai;;pi6or

含诙谐意） 0

〈方〉［到指脑袋被打破（多

E开票E kai11piao 画。投票后打开票箱，统计

候选人所得票数：当众～。＠开发票：开单

据。

E开启E kaiqT I到＠打开：这种灭火器的开关

能自动～｜～闸门。～民智。＠开创z ～一代
新风。

E开气：；Ll kaiqlr 
圈开被②O

〈方） 0 ( －／／一）画开被①。＠

E开腔E kai;;qiang 画开口说话＝大家都还没



说话，他先开了腔。
E开窍l kai;;qiao c～儿）阉＠中医指开心窍，

使从昏厥或昏迷中苏醒。＠（思想）搞通＝思
想开了窍，工作才做得好。＠（儿童）开始长见

识·现在的孩子～早。

E开去J 11 • kai • qu 画趋向l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扩散：乌云渐渐飘散～｜这件事很快就
传播～。＠用在琐J词后，表示离开：见情况不
妙，他急忙逃了～。

E开缺】 kai;;qu岳南］旧时指官员因故去职或者
死亡，职位一时空缺，准备另外选人充任。

E开歹JJL] kai;; renr ［司新的刀、剪等在使用前
抢Cqiangl 、磨使刃锋利。

E开赛E kaisai 圈开始比赛＝亚洲杯足球赛～｜
少年戏曲比赛今天～。

E开山】 kaishan O 画因采石、筑路等目的而
把山挖开或炸开：～劈岭。＠［到指在一定时
期开放己封的山地，准许进行放牧、采伐等活
动。 8 [i\Jj] 佛教用语，指最初在某个名山建立

寺院。＠圈开山祖师。

【开山祖】 kaishanzu 圈开山祖师。
E开山祖师】 kaishan zushl 原是佛教用语，指

最初在某个名山建立寺院的人，后来泛指首创
学术、技艺的某一派别或首创某一事业的人。
也叫开山祖。

【开衫l kaishan ＜～儿）圈两襟在胸前相对的
针织上衣：男～｜女～。

E开摘E kai;; shang I勤耕地时，先用犁开出一
条沟来，以便顺着这条沟犁地。也叫开犁。

E开哨E kaishao 圃裁判吹响开赛的哨子，指
足球、篮球等体育比赛开始。

E开设J kaishe ~动］＠设立（店铺、作坊、工厂
等）：～洗染店。＠设置（课程）：～公共关系
课。

E开始l kaishT O l司从头起g 从某一点起z 新
的一年～了｜今天从第五课～。＠圃动手做；
着手进行：～一项新的工作 l提纲已经定了，明

天就可以～写。＠圈开始的阶段z 一种新的
工作，～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E开氏温标E Kai sh I w岳nbiao 热力学温标的旧
称。因英圈物理学家开尔文制定而得名。参

看 722 页【开尔文l 0 

E开市l kai;; shi 圈＠市场、商店等开始交易
或营业。＠市场、商店等一天中第一次成交z
现在生意难做，有时一整天也开不了市。

E开释】 kaishi 画释放（被拘禁的人）：～出狱｜
无罪～。

E开涮E kaishuan ＜方〉圈戏弄（人h开玩笑。

E开1.Kl kaishuT ~煮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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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开司米】 kaislmT [;SJ O 山羊的绒毛，纤维细

而轻软，是优良的毛纺原料。原指克什米尔地
方所产的山芋绒毛。＠用这种绒毛制成的毛
线或织品。［英 cashmere]

E开台E kaitai D司戏曲开演2 ～锣鼓i戏已～。

E开膛E kai;;tang I量剖开胸腔和腹腔（多指家

禽、家畜的）：～母鸡 1猪炮毛后就～。
E开题［］ kai;;ti ［：动l 选定科研课题以后对该课题

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目标和方法等做

出说明。

E开天窗l kai tianchuang 旧时政府检查新闻，

禁止发表某些报道或言论，报纸版面上留下成

块空白，叫开天窗。现泛指报刊留下成块空

白。
E开天辟地，J kaitian-pidi 神话中说盘古氏开辟

天地后才有世界，因此用“开天辟地”指宇宙开

始或有史以来：取消农业税在我国是～第一

囚。

E开庭】 kai;;ting R到狭义指法官在法庭上宣布

开始审判案件；广义指法院自开始审判至宣告
判决的全部诉讼过程。

E开通E kaitong 画＠使原来闭塞的（如思想、

风气等）不闭塞z ～风气｜～民智。＠交通、通

信等线路开始使用g 国内卫星通信网昨天～ i
这条公路已经竣工并～使用。

E开通E kai•tong O G园（思想）不守l日；不拘谨

固执＝思想～｜老人经常参加社区活动，脑筋更
～了。＠画l 使开通：让他多到外面去看看，～

～他的思想。

E开头E kait6t』（～儿）0 （－／／－）［：琐事情、行动、

现象等最初发生：我们的学习刚～，你现在来

参加还赶得上。 8 ( // ）［到使开头：请你先
开个头儿。－~开始的时候或阶段：～我们
都在一起，后来就分开了｜这篇文章～就表明了

作者的意向
[7flml kai…画推卸或解除（罪名或对过失主
的责任）：～罪责｜不要为他～。

E开拓E kaituo r量。开辟s扩展z ～市场 i～处

女地。这一年短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得更广阔
了。＠采掘矿物前进行的修建巷道等工序的
总称。

E开外E kaiwai ~方位词。超过某一数量；在
某一数目之上（多用于年岁、距离）＝这位老人，
看上去有七十～了，可是精神还很健旺｜南北四
十里，东西六十里～。

E开玩笑E kai wanxiao 0 用言语或行动戏弄
人：他是跟你～的，你别认真 l 随便开两句玩
笑。＠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当作JL戏z 这事
关系许多人的安全，可不是～的事情。



三重E

I 126 I koi ｜开揩钢

E开胃l kaiw岳l t到增进食欲：这药吃了能～o
E开线l kai;; xian 国衣物等的缝合处因线断

而裂开z 裤裆开了线了。

E开销】 kai·xiao O ［到支付（费用）：你带的钱
一路够～吗？＠圈支付的费用z 住在这儿，～
不大，也很方便。

E开小差E kai xi凸ochai ＜～儿）＠军人私自脱

离队伍逃跑，也泛指擅自离开岗位z 没到下班
时间怎么能随便～呢？＠比喻思想不集中：
用心听讲，思想就不会～。

E开心l kaixin O 圆心情快乐舒畅：大伙儿在
一起，说说笑笑，十分～。＠圈戏弄别人，使
自己高兴·别拿俄～n

E开心果E kaixinguo IEJ 0 阿月浑子（一种落
叶小乔木）的果实。成熟时黄绿色或粉红
色，果壳裂开，露出种仁，所以叫开心果。可
以吃。＠借指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含诙谐
意） 0 

E开心丸E kaixinwan ＜～儿）圈宽心丸。
E开行l kaixing 圈（车或船）启动行驶：火车已

经～，站台上欢送的人们还在挥手致意。
E开学E kai;;xue I望学期开始z ～典礼。

E开言l kai;;yan 画开口说话（多用于戏曲中） 0

E开颜E kaiyan 圆脸上现出高兴的样子：～而

笑！更喜峨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
E开眼l kai11v凸『1 画看到美好的或新奇珍贵的
事物，增长了见识：这样好的风景，没来逛过

的，来一趟也～｜快把那几幅名画拿出来，让大
家开开眼。

E开演E kaiyan l司（戏剧、电影等）开始演出或

放映z 准时～｜电影～了十分钟他才来。
E开洋】 kaiyang ＜方） IEl 虾米①（多指较大

的） 0

E开洋荤E kai yanghun 指第一次吃西餐或外
来食品，泛指初次接触外来的或新鲜的事物：
这次出国旅游长了不少见识，也算是开了洋荤

τ 。

E开业】 kai11ve 圈商店、企业或律师事务所、私

人诊所等开始进行业务活动z ～行医｜公司近
日～。

E开夜车E kai yech岳比喻为了赶时间，在夜间
继续学习或工作g 开了一个夜车，才把这篇稿
子赶出来。

E开印E kaiyin 圈（书报、图片等）开始印刷：本

报今日三点十分～o
E开映】 kaiying 画（电影）开始放映。

E开元，］ Kaiyuan r哥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

;n:;713 741 ）。

E；开园】 kai;;yuan 圈。园子里瓜、果等成熟．

开始采摘。＠公园等正式开始接待游客：游

乐园已于昨日～O
E开源节流】 kaiyuan-jieliu 比喻在财政经济上

增加收入，节省开支。

E开凿】 kaizao 阉挖掘（河道、隧道等）：修筑

这条铁路共～了十几条隧道。
E开斋】 kai;;zhai 圈。指吃素的人恢复吃荤。

＠伊斯兰教徒结束封斋。
E开斋节】 Kaizhai Jie 圈伊斯兰教的节日。

伊斯兰教历九月封斋后的第二十九天黄昏时，
如果望见新月，第二天就过开斋节，否则就推
迟一夭。我国新疆地区叫肉孜节。

E开展I kaizhan O 圃使从小向大发展；使展
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科学技术交流活动。

＠画］从小向大发展·植树造林活动已在全国
～起来。＠圈开朗；开豁：思想～。

E开展】2 kaizh凸n 画展览会开始展出：一年一

度的春节花展明天～。
E开战E kai;;zhan 画＠打起仗来。＠比喻开

始进行激烈斗争·向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E开绽】 kai;;zhan 画（原来缝着的地方）裂开2

鞋～了。

E开张】 kai;; zhang 圈。商店等设立后开始

营业：择日～｜这家药店明日～。＠经商的人
指一天中第一次成交。＠泛指某种事物开
始。

E开仗l ka i 11 zhang 函。开战。＠〈方〉打

架。

E开账E kai;;zhang 圈。开列账单。＠支付
账款（多用于吃饭、住旅馆等）。

E开诊】 kaizh岳n 〔甜医院、诊所等开始诊治病

人。
E开征】 kaizh岳ng I到开始征收（捐税）：～个人

所得税。

E开支】 kaizhi O 圈付出（钱）：不应当用的钱，

坚决不～。＠圈开支的费用·节省～。＠
〈方〉圈发工资：每月 5 号～。

E开宗明义E kaizong-mingyi 《孝经》第一章的

篇名，说明全书宗旨，后来指说话作文一开始
就说出主要的意思。

E开罪E kaizui 画得罪：从未～于人。

揩 kai 酬；抹：～汗｜把桌子～干净。

E揩拭E kaishi I噩擦拭：用抹布～桌面。

E揩油E kai;;y6u 圈比喻占公家或别人的便

宜。

铜… kai 南金属元素，符号 Cf。有放
（制）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用作实

验室的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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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凸 i （亨1fi)

见下。剖（量。） k凸1
E剖切J kaiqie ＜书〉圈。跟事理完全相合＝
～详明。＠切实：～教导。

此’” . kiii 0 胜利的乐歌：～歌｜～旋｜
gl~ （凯）奏～而归。＠（附）强］姓。
E凯歌E K凸ig岳圈打了胜仗所唱的歌：～嚓亮｜
高唱～而归。

E凯旋） kiiixu6n E司战胜归来：战士～｜欢迎～

的体育健儿。

挡（埠） kiii 

阔（罔）
k凸l

↑岂（惺）陆l

铠（锺） ts~ ＇. 
铁～｜首～（头

盔）。

E铠甲E kiiiji凸南｜

古代军人打仗时
穿的护身服装，
多用金属片缀

成。

蕾 k凸l 固有
机化合物，

是鼓的同分异构

〈书〉地势高而且干燥：爽

〈书） Jf启。

〈书〉快乐；和乐。

辅
铠 甲

体，天然的曹尚未发现。［英 carane]

慨 A iii 0 愤激：愤～。＠感慨2
（＠丁既）～叹。＠慷慨：～允。

E慨然】 kiiir6n 圈。感慨地：～长叹。＠慷

慨地z ～相赠｜～应允。
E慨叹） k凸itan 画有所感触而叹息：不胜～ i～

不已。

E慨允】｜φiyun

资。

画慷慨地应许：～捐助百万巨

楷灿＠法式；模范～模。＠汉字形体
的一种：～书｜～体｜小～｜正～。
另见 663 页 l l岳。

E楷模E K凸im6 圈榜样；模范z 光辉的～。

E楷书】 kaishu 圈汉字字体，就是现在通行的
汉字手写正体字，它是由隶书演变来的。也叫

正楷、真书。（图见 514 页“汉字”）

E楷体E K凸itT 圈＠楷书。＠指拼音字母的印

刷体。

错（销） kai 
〈书〉好铁。

kai 
、

（亨1fi)

〈书〉愤恨·同仇敌～。’民（如 kai
价 kai 〈书〉明火。

放
’国

kai 见 1070 页I警放l 0 

另见 737 页陆“咳”。

kai ＜书〉贪。

另见 531 页 he;103s 页 q ）。

kan c 亨与）

币 kan O 古时指书版雕刻，现在J （＊架）也指排印出版：～行l创～｜停～。
＠刊物，也指在报纸上定期出的有专门内容
的一版：办～｜周～ 1 月～｜副～。＠削（ XU岳）

除；修改z ～误｜～谬补缺。
【刊本E kanb岳n IEl 刻本：原～｜宋～。
E刊播E kanb凸圈在报刊上登载，在电视、广播

里播出：～广告｜～讨论文章。
E刊布J kanbu ＜书〉画通过印刷品来公布。
E刊登E kand岳『lg Ll司刊载z ～广告｜～消息。

E刊发E kanfa 画刊载；发表：本期杂志～了一

些新人的习作。
[fiJ刻】 kanke 画刻（木版书）。

E刊授】 kanshou 国以刊物辅导方式为主进行

教学（区别于“面授、函授勺。
E刊头E kant6u 圈指报纸、杂志上标出名

称、期数等项目的部分z ～题字｜～设计。
E刊物】 kanwu 直接载文章、图片等的定期或

不定期的出版物：内部～｜文艺～。
［！斗j行E kanxing rnID 出版发行（书报）：此书年

内将～问世。

E刊印E kanyin 圃刻板印刷或排版印刷。

E刊用E kanvδ『lg 画报刊对审查合格的稿件予

以发表：下达～通知｜这篇论文不宜～。
E刊载J kanz凸i 画在报纸、杂志上登载：报纸

上～了许多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

看 kan mill 0 守护照料：～门｜～自行车 1 一
个工人可以～好几台机器。＠看押；监

视＝～犯人｜～俘虏。
另见 729 页 kan 。

E看财奴J kanc6inu IEJ 守财奴。

王三



主主

728 些主旦U 看勘鑫堪 d堪战坎

E看管】 kangu凸n

照管＝～行李。

画。看守②：～犯人。＠

E看护】 kanhu O 南护理：～病人。＠囱护
士的旧称。

E看家l kanjia o c 11 ）画在家或在工作单位
看守、照管门户。＠圈属性词。指本人特别
擅长、别人难以胜过的（本领）：～戏｜～的武
艺。

E看家狗l kanj iagau r'BJ 看守门户的狗，旧时常
用来骂官僚、地主等家里的管家一类的人。

E看家戏】 kanjiaxi IEJ 某个演员或剧团特别擅

长的戏剧。

E看青l kan;;qlng I翻看守正在结实还未成熟

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
E看守E kanshou O 画负责守卫、照料：～山
林｜～门户。＠圈监视和管理（犯人、俘虏）。

＠圈旧时称监狱里看守犯人的人。

E看守内阁】 kanshou neige 指某些国家因故

更换内阁，在新内阁组成前，继续留任，处理日
常工作的原内阁，或另外组成的临时内阁。也
叫看守政府、过渡内阁、过渡政府。

E看守所l kanshous1」凸圈临时拘押犯罪嫌疑

人的机关。
E看守政府E kansh凸u zhengfu 看守内阁。

E看摊l kan;;tan c~ JL) （口〉［司照看摊位，泛

指照管工作、事务：别人都出差了，只留我一人

～儿。

E看押E kanya I到看管在押犯人或犯罪嫌疑人

等：～重案犯。

勘 kan O 校订；核对＇ ~iJ't I校飞机地
查看；探测：～探｜～查｜～验。

E勘测】 kance ~型勘察和测量：公路～。

E勘查】 kanch6 ［到实地查看一或调查，特指在采

矿或工程施工以前，对地形、地质构造、地下资
源蕴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地质～｜公安人员

仔细～现场，收集证据。
E勘察E kanch6 国实地考察或调查；勘查．地

基～｜～地形｜～设计。
E勘界l kanjie 画实地勘测以确定边界。

E勘探E kantan 画瓷明矿藏分布情况，测定矿

体的位置、形状、大小、成矿规律、岩石性质、地
质构造等情况。

E勘误E kanwu 画作者或编者更正书刊中文

字上的错误：～表。
E勘验】 kanyan 画司法人员对案件或民事纠
纷的现场、物证等进行实地勘查和检验。

E勘正E kanzheng 圃校正（文字）。

鑫 A kan 供奉神佛的小阁子佛～。
（革）

堪 kan 0 llJ" ；他～当重任｜～称楷模｜苦不
～言。＠能忍受；能承受．难～｜不～凌

辱。 8 (Kδn）圈姓。

E堪布】 kanbu 圈＠藏传佛教中佛学知识渊

博的僧人。＠藏传佛教寺院或各个学院的主
持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僧官名。

E堪称】 kancheng 画画可以称作；称得上：～一

绝｜～典范。
E堪达罕l kand6han ＜方〉圈驼鹿。 C蒙］
E堪忧】 kanyo1』回到令人担忧：市场不景气，经

济形势～o
E堪舆】 kanvu ＜书〉画风水。

眼 kan ＜书〉凹凸不平的山。

(tl堪岩E kany6n ＜书〉圈高峻的山岩。
战 kan 用武力平定（叛乱）：～乱｜～平叛

乱。
E勘乱l kanl1』an ［量平定叛乱。

v 
kan （亨与）

:f·L (8喝）是“三”’代表水。参看 16 页,, :1 kan O !Bl 八卦之一，卦形

1八卦1。＠（～儿）圈田野中自然形成的或人

工修筑的像台阶形状的东西z 土～儿｜田～儿｜
前面有道～儿，当心别绊着。＠〈书〉低洼的地
方；坑。。 CK凸n）圈姓。

坎2 k凸n 画翩翩简称忖源发出
频率为 540X10＂赫的单色辐射，并且

在这个方向上的辐射强度为1/683 瓦每球面
度时的发光强度就是 1 坎。

E坎德拉】 k凸nd自la IBJ 发光强度单位，符号 cd 。
简称坎。［英 candela]

E坎肩l kanjian c～儿）睛不带袖子的上衣（多
指尖的

E坎坷】 k凸nke 圈＠道路、土地坑坑1圭泼z ～不
平。＠〈书〉形容去刽万曲折，不得志：半世～。

E坎擦】 k凸nlan ＜书〉圈困顿；不得志·一生～。
E坎杰】 kanqi 函中药t指干燥的脐带，用来治

肾虚气瑞等。
E坎JL]' K凸nr （口〉匾。指最紧要的地方或时

机；当口 JL ：这话说到～上了 l 事情正在～上。
＠比喻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人一辈子免不了

遇上些～。
E坎JL]2 k凸nr 同“侃儿”。

E坎儿井】 kanrjing 撞到干旱地区的 种灌溉工

程，从山坡上直到田地里挖成一连串的井，再

把井底挖通，连成暗沟，把山上融化的雪水和
地下水引来浇灌回地。我国新疆一带有这种



灌溉工程。
E坎子］ Iφn·zi 圈地而高起的地方：土～。
ft.::t 1 ·~ kan ＜书〉＠冈H 1lo 8 和乐
节TL （养阳） 的样子。
I口 2 kan ＜方〉［到闲谈；｜刑9P ：两人～起来没
VIL 完没了。也作砍。
【侃大山】 kan dashan ＜方〉漫无边际地聊
天儿；闲聊。也作砍大山。

E侃侃E K凸nk凸n （书）~形容说话理直气壮，从

容不迫．～而谈。
(-OiJ.JL] K凸nr （方〉圈隐语；暗语：调 Cdiao ）～｜

这是他们古玩行的～。也作坎儿。

E侃爷E K凸nye ＜方＞ I苞指喜欢并善于侃大山的
人（含戏i虐意）：这几个～凑在一起，聊得热闹
极了。也作砍爷。

百元，1 kan I司。用刀斧等猛力切入物体或将
”／飞、 物体断开·～柴｜把树枝～下来｜肩膀被
歹徒～了一刀。＠削减；取消：～价｜从计划
中～去一些项目。＠〈方〉把东西扔出去打：
捡起砖头朝对方～了过去。

次2 kan 同“侃2 ”

E砍大山l kiin dashan I司“侃大tl1 ＇’。

E砍刀l kandao 画砍柴用的刀，刀身较长，刀
背较厚，柄多为木质。

E砍伐】 kanfa 圈用锯、斧等把树木的枝干弄

下来或把树木弄fl'Uo

E砍价l kan;;jia ＜口〉画l 买卖东西时买方要求
卖方削减售价。

E砍爷E kanye 同“侃爷”。
寸士 kan 画有机化合物，是茵的同分异构体，
耳火白色晶体，有棒脑的香味，容易挥发，化学
性质不活泼。［英 camphane]

做 kan ＜书〉＠不耐～然刑满的样
子）。＠忧愁；不得意。

槛… kan 门槛；，＇.＂－） ~llL
（槛）另见ω 页 i ion 0 

'jif －~ kan 见下。
腕贝（！颠）
E版领】 k凸nhan ＜书〉圆形容因饥饿而面黄肌

瘦。
奋E坠 … kan 见下。

咽（醺）
E撼辆E K凸nke （书〉同“坎坷”。

kan C7与）

看 kan O ~使视线接触人或物：～书 i～
电影｜～了他一眼。＠南l 观察并加以判

坎侃砍茨欲槛颇丰感看 I k凸n kan I 729 I 

断：我～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这个办法好不

好。＠面i 取决于；决定于：这件事能不能成

功全～你了｜飞机能否准时起飞，要～天气如

何。。画访问；探望·～望｜～朋友。＠毒且
对待：～待 i另 ll'l.相～｜另1J拿我当外人～。。陆］

珍治·王大夫把我的病～好了。＠照料：照
～｜衣帽自～。＠圈用在表示动作或变化的
词或词组前面，表示预见到某种变化趋势，或

者提醒对方注意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
不好的事情或情况·行情～涨｜别跑！～摔
着！｜～饭快凉了，快吃吧。＠圃用在动词或
动词结构后面，表示试一试（前面的动词常用

重叠式）：想想～ 1找找～｜等一等～ l评评理～｜
先做几天～。
另见 727 页 kano

E看’板】 kanban 圈用于公布通告、启事，张贴

广告等的板子：要闻～｜天气～｜房地产～。

E看扁E kanbian ~型小看；低估·别让人把咱们
～了。

E看病】 kan;;blng I动10 （医生）给人或动物治

病：王大夫不在家，他给人～去了。＠找医生

治病；就诊：我下午到医院～去。
E看不起】 kan•buql ＜口〉助l 轻视：别～这本小

字典，它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E看茶】 kancha 画旧时吩咐仆人端茶招待客
人的用语。

E看承E kancheng ＜书〉画看顾照料。
E看穿l kan川 chuan 圃看透：～了对方的心

思。
E看待】 kandai 画对待：把他当亲兄弟～。

E看淡E kandan E到＠（行情、价格等）将要出现

不好的势头：行情～｜销路～。＠认为（行情、
价格等）将要出现不好的势头：商界普遍～钟
表市场。

E看得起l kan•deql ＜口〉［副重视·你要是～圣王三
我，就给我这个面子。 雪些三

E看点l kandian 圈值得观看、欣赏的地方z 众
多明星的加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

E看跌】 kandi岳圈（市场仁股票、商品价格）有

下跌的趋势：汽车价格～。

E看法l kan·fa I旬对客观事物所持的见解＝谈

两点～｜两人～一致。

E看风使舵l kanfeng-shlduo 比喻态度、做法等
跟着情势转变方向（含贬义）。也说见凤茶舵。

E看！如（l kangu ［到照看；照顾：这位护士～病人
很周到。

E看好】 kanhao 画＠（事物）将要出现好的势
头2 旅游市场的前景～｜经济前途～。＠认为
（人或事物）将要出现好的势头：这场比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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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八一队。 I 作我们一定要做好，不要给人家～。
E看见】 kan;;jian 画看到：看得见｜看不见｜从 I E看医生】 kan yT钳制g 看病②。

来没～过这样的怪事。 I c看涨】 kanzhang ［萄（市场上股票、商品价格）

E看紧J kanjTn [;!l] ＜行情、形势等）趋于紧张z 成｜ 有上涨的趋势：黄金继续～。
品油供应持续～｜风声～。 IC看中】 kan;; zhong [;!l] 经过观察，感觉合意：

E看开E kan;;kai 画不把不如意的事情放在心｜ 看得中｜看不中 l你～哪个就买哪个。
上z 看得开｜看不开｜对这件事，你要～些，不要 I c看重】 kanzhong 画很看得起s看得很重要2

过分生气。 | ～知识｜我最～的是他的人品。
E看客E kanke ＜方〉圈观众。 I c看作E kanzuo 圃当作：不要把人家的忍让～

E看来E kanlai ［到根据经验或已知情况做出大｜ 软弱可欺。也作看做。
概的推断．老师这么晚还没到，～是发生什么 I c看座E kon;;zuo 圈旧时吩咐仆人或跑堂儿的
事了。 | 等给客人安排座位的用语。

E看破E kan;;po 圈看透3 ～红尘。 I c看f故】 kanzuο 同
E看破红尘E kδnpo-h6ngc『1自『1 看透人世间的｜王E手 ka『l （书〉＠快乐。＠刚直o
一切，指对生活不再有所追求。 I I I .J 

E看齐E kanqi 圈＠整队时，以指定人为标准

排齐站在一条线上。＠拿某人或某种人作为
学习的榜样：向先进工作者～。

E看俏E kanqiδo 擅自商品受消费者欢迎，销售

势头良好g 数码相机～。

E看轻】 kanqT ng [;!l] 轻视：不要～环保工作。

E看热闹】 kan re•nao 0 观看热闹的景象。＠
指袖手旁观或看别人遭遇麻烦：人家遇到难
处，他却在一旁～｜听说我要创业，有人支持，有
人却等着～。

E看上E kan;;shang 画看中：看不上｜看得上｜

她～了这件上衣。

E看上去】 kan shang •qu 从表面判断、估计．她
已年过五十，但～也就四十来岁。

E看上眼】 kan;; shang van 看中；合意：这么低

档的东西，她才不会～呢！｜这点儿小钱人家根
本看不上眼。

E看死E kansT 巨型指把人或事看得一成不变：

要看到他的进步，别把人家～了。

E看似E kansi 画从表面看着好像：这件事～

容易，做起来难｜～无心，实则有意。

E看台E kantai 圈建筑在场地旁边或周围，供

观众看比赛或表演的台子（多指运动场上的观
众束） 0

E看透】 kan;;tou [;!l] O 透彻地了解（对于的计

策、用意等）：这一着棋我看不透。＠透彻J地
认识（人或事物的负面特性）：～了世道人情 l
这个人我～了，没什么真才实学。

E看望】 kanwang 南到长辈或亲友等处问候g

～父母｜～老战友。
E看相E kan;;xiang i到观察人的相貌、骨倍或

手掌的纹理等来判断命运好坏（迷信）。
E看笑话】 kan xiao•hua （～儿）拿别人不体面
的事当作笑料：大家都在看他的笑话｜这项工

号与 kan 赤坡（Chika时，地名，在台湾。

乓火
七y kan ＜书〉同“圾”。
目L人另见 1046 页 qia门。

勘 kan ＜方〉高的堤岸（多用于地名）：～上
（在江西）。

阙（阔） ~6;;, 5~~0 hano 

砌 kan ＜方〉山崖（多用于地名）：～头（的
徽）｜槐花～（在浙江）。

瞰 an 从高处往下在俯视
C *H固）鸟～。＠〈书〉窥；视。

国理旦旦

j'Lf kang 见下。

l川（阔）另见 732 页 k凸吨
E阅阀E kangl6ng ＜方〉圈建筑物中空廓的部
分：这井下面的～这么大啊！也叫间阂子。

康1 kang O 健康：安～｜～宁｜～乐｜～复。
＠〈书〉富足；丰盛z ～年（丰年）｜小～。

8 <Kang）圈姓。

康2 kang ＜叫‘糠”

E康拜因】 kangbaiyTn 圈联合机，特指联合收
割机。［英 combine]

E康采恩l kangcai ’岳n 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

的形式之一。它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
包括工业企业、贸易公司、银行、运输公司和保
险公司等联合组成。目的在于垄断销售市场、

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攫取高额利润。
［德 Konzern]

E康复E kangfu 画恢复健康z 病体～。

E康健E kangjian E国健康①z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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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康乐】 kangle ~回安乐。
E康乃馨E kangn凸ixln ~香石竹。［英 carna

ti on] 

E康宁】 kangning ＜书＞ IE 健康安宁。
E康衙】 kangqu ＜书〉圈四通八达的大路。
E康泰E kangtai ＜书） [fill 健康平安：全家～｜身

体～。
E康熙E Kangxl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
号（公元 1662一1722 ）。

E康庄大道l kangzhuang-dadao 

大路，比喻光明美好的前途。

攘 kang 盛壤镇 CShE
名，在湖北。

见下。

宽阔平坦的

慷（喻） k~ng 
E惊慨】 kangkai ［回＠充满正气，情绪激昂 z

～陈词。＠大方；不吝惜．～无私的援助 l～
解囊（毫不吝啬地拿出钱来帮助别人）。

E慷慨激昂】 kangkai-F ’。ng 形容情绪、语调激
动昂扬而充满正气。也说激昂慷慨。

糠 kang 见 7叫附

糠 kan口＠圈稻谷子等
（糖、杭）作物籽实的皮或壳（多指

脱下来的）·米～｜～菜半年粮（形容生活贫困）。
＠圈发空，质地松而不实（多指萝卡因失掉水

分而中空）·～心儿｜萝卡～了。
E糠平比l kangbi 圈税糠。
E糠隆l kangquan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CJ•CHο。无色液体，用稻糠、玉米芯、花
生壳等为原料经水解后制成。是制造塑料、合

成纤维、合成橡胶、药物等的原料。

镰 L kang 如页明。
（＃康）。

, 
k6ng （亨尤）

扛 kang 圈。用肩膀承担物体：～枪 i ～
着锄头。这个任务你一定要～起来。＠

〈口〉支撑；忍耐：冷得～不住了。
另见 426 页 gongo

E扛长工】 kang changgong 

说扛长活。

做长；:C；扛活。也

E扛长活】 kang ch6nghu6 扛长工。
E扛大个JLl kang dager ＜方〉指在码头、车站
等用人力搬运重东西z 他是个～的。

E扛活E k6ng;;hu6 l到指旧社会里给地主或富

农当长工。

飞

kang （亨尤）

丁云A kang O 高z 高～。＠高傲：不～不卑。

..) lJ 8 过度；极；很z ～早 l～奋。＠二十八宿

之→。 0 CKang）画姓。

另见 516 页怕门90

E亢奋E kangf en E回极度兴奋：精神～。
E亢早E kanghan E国长久不下雨，干旱情形严
重；大旱o

E亢进l kangjin 11@1 生理机能超过正常的情况。

如胃肠蠕动亢迸、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去r kang O ＜书〉对等；相称（指配偶） :~ 
lJ lJ 俩。＠〈书〉高大。 8 <Kang)IEJ 姓。

E优俑E kangli ＜书） IE] 夫妻：～之情。

抗 kang O ~抵抗；抵挡：顽～｜～灾｜～日
』l.J U 战争｜皮大衣旧点儿没关系，只要能挡风～

冻就行。＠拒绝；抗拒：～命｜～税。＠对等z
～衡｜分庭～礼。。（Ka门。）~姓。

E抗暴】 kangbao 画抵抗和反击暴力的压迫＝

～斗争。
E抗辩E kangbian 画不接受责难而做辩护。

E抗毒素】 kangdusu 圈外毒素（某些致病菌分
泌的毒性物质）侵入后，机体内所产生的能中
和外毒素的物质。

E抗法】 kangf凸圈抗拒法令、法规和法律裁决

的执行z 暴力～o
E抗旱l kang;;han 圈在天早时，采取措施使农

作物不受或少受损害：积极～O

E抗衡E kangheng ［副对抗，不相上下g 对方实

力强大，无法与之～。

E抗洪l kang;;h6ng 圈发生洪水时，采取措施
避免造成严重灾害z ～救灾。

E抗婚】 kanghun 画抗拒包办的婚姻。

E抗击E kangjl 画抵抗并且反击z ～敌人。
E抗拒E kangju 回抵抗和拒绝．～命令。
E抗捐E kang;; juan ［到拒绝交纳捐税。

E抗菌素】 kangjunsu ~抗生素的旧称。
E抗涝】 kang;;Jao 画在雨水过多时，采取措施

使农作物不受或少受损害＝做好防汛～工作。
E抗联l Kanglian ［事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
E抗命E kangming ［到拒绝接受命令。
【抗日战争E Kang Ri Zhanzh岳ng 中国人民抗

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开始局部抗日战争，1937 年七七事变后开始

全面抗日战争，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

无条件投降书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

王三



732 I kang 一怡。｜抗园闵炕统屁考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中国共产党为
中流砾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最终取得胜利。我国已

将 9 月 3 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

E抗上E kangshang 圈违抗长辈或上级：～不

）久。

E抗生素E kangsh岳ngsu 圈某些微生物或动植

物所产生的能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化学
物质。如抗菌用的青霉素、链霉素、红霉素、头
拖拉定，抗肿瘤用的丝裂霉素，抑制免疫的环

抱素等。多用来治疗人或禽畜的传染病。也
用作催肥剂、消毒剂、杀虫剂等。旧称抗菌素。

E抗税l kang;;shul 圈拒绝履行纳税义务。

E抗诉E kangsu E面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或裁

定确认有错，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重新审理

的诉讼要求。

E抗体】 kangtT I量人和动物的血清中，由于病

菌或病毒的侵入而产生的具有免疫功能的蛋
白质。抗体只能跟相应的抗原起作用，如伤寒
患者体内所产生的抗体只能对伤寒杆菌起作
用。

E抗性l kangxing 圈植物抵抗外界不良环境

的能力，如有的作物耐干旱，有的作物能抵抗
某些害虫为害等。

E抗药性E kangyaoxing ~某些病菌或病毒在

含有药物的人和动物体内逐渐产生抵抗药物
的能力，使药物失去原有的效力，这种特性叫

抗药性。如结核杆菌对链霉素能很快产生抗
药性。

E抗议l kangyl 画对某人、某团体、某国家的言

论、行为、措施等表示强烈的反对：提出～｜举

行～示威。

E抗御E kan9vu 画抵抗和防御z ～外侮｜～灾

三主害。
三三雪 E抗原E kangyuan 圈进入人和动物体的血液

中能使血清产生抗体并与抗体发生化学反应

的有机物质。一定种类的抗原只能促使血清
中产生相应的抗体。

E抗灾l kang;; za i ［：动l 灾害发生时，采取措施减

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E抗战E kangzhan O 圈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

战争：英勇～。 8 (Ka门gzha门）画特指抗日

战争。
E抗震l kangzhen 画＠（建筑物、机器、仪表

等〉具有承受震动的性能。＠对破坏性地震
采取各种防御或补救措施，尽量减轻生命财产

的损失。
E抗争E kangzheng 画对抗g斗争z 据理～。

园 kang ＜方〉画藏Cc6ng ）。

t王I ang 〈书〉高大。
｜月~（阔）另见 730 页 kong
·＂呈r 血 ar、r’＠圈北方一些地区用
万LC0提匠）士正古哥专砌成的睡觉用的长方
台，上面铺席，下面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

烧火取暖：～洞｜～沿。＠〈方〉画烤z 白薯还
在炉子边上～着呢｜把湿褥子在热炕头上～一
~ 。

E坑梢E kangshao c～儿）~炕离烧火的地方远

的一头。
E炕头E kangt6u ＜～儿）圈炕离烧火的地方近
的一头：热～。

E坑席】 kangxi ~铺炕的席。

E吭桌JL] kangzhuor 圈放在炕上使用的矮小

桌子。

丘告 kang i画金属元素，符号 Sc。是

切LC筑）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质软。用
来制特种玻璃、轻质耐高温合金等。

kao c弘）→「

员 kao ·i±1·t5上指屁股

II 

k凸0 （亨么）

考1 , 胁。＠画提出问题让对方回
（吸）答＇~！＇"JI ～～妈妈！他被我～

住了。＠自动］考试3 期～｜他～上大学了。＠

调查；检查＝～察｜～勤。。推求；研究2 思～｜
～古。

考2 k凸0 0 ＜书〉寿命长2 町～＠
〈书〉父亲的尊称，特指己故的父亲：先

～｜～烛。 8 CKaol圈姓。

E考直比】 kaobT ＜书〉圈父亲和母亲的尊称，特

指已故的父亲和母亲：如丧～（像死了父母一

样的伤心和着急）。

E考博l k凸011b6 画通过考试以取得博士研究
生入学的资格。

E考查l kaoch6 圈用一定的标准来检查衡量

（行为、活动）：～学生的学业成绩。

E考察E k6och6 I司＠实地观察调查：他们到

各地～水利工程。＠细致深刻地观察z 进行
科学研究，必须勤于～和思索，才能有成就。

E考场E K凸och凸ng 圈举行考试的场所。

E考J点】 kaodian 圈进行大型考试时设置的考



试地点：今年高考全市共设二十多个～，三百

个考场。

E考订E K凸oding 画考据订正。
E考分l kiiof岳n （～儿）圈考试后评定的分数。

E考凤】 lφof岳ng ~考试的风气：严肃～考纪。
E考古E K凸og心。画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

文献研究古代历史。＠圈指考古学。
E考古学E kiioguxue 圈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

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历史的
学科。

E考官】 lφoguiin ~旧时政府举行考试时担任

出题、监考、阅卷等工作的官员，现也泛指在招
生、招工或招干中负责考试工作的人。

E考核E K凸出自画考查审核＝定期～｜～干部。
E考级】 k凸0/1 ji [;Jj] 参加某一专业或技能的定级
或晋级考试：英语～｜举办电子琴、手风琴的～

活动。

E考古己） Iφoji 圈有关考试的纪律。

E考绩E K凸oji 0 区国考核工作人员的成绩。＠

圈考核的成绩：～优秀。
E考究】胁。·jiu 0 圈查考；研究．这问题很值
得～。＠［量讲究①：衣服只要穿着暖和就行，

不必多去～。－~精美z 这本书的装帧很～。
E考据E K凸oju I菌考证。
E考卷E kiiojuan 圈试卷。

E考量E kiio·liang ［画考虑；思量2 这件事我已
经～过了，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E考虑E kaolu l量思索问题，以便做出决定z 这
个问题让我～一下再答复你｜你这么做，有点儿

欠～。
E考聘】 kiiopin 画考核聘用：全院医生都是经

过～上岗的。
E考评】 lφoping 圈考核评议z 通过～决定干
部的聘任｜主管部门要定期对企业进行～。

E考期】 kiioql 圈考试的日期。
E考勤E kiioqin 画考查工作或学习的出勤情

况z ～簿。

E考求】 k凸oqiu 圈探索；探求2 ～真谛。
E考区l kiioqu 圈统考中分区考试时设置考场

的地区。

E考取E K凸0//Q心［量报考并被录取z 他～了师

范大学。
E考任E K凸oren 圈通过考试选拔任用。
E考生E K凸osh岳ng ~报名并参加招生、招工、

招干等考试的人。
E考试E kiio;;shi 画通过书面或口头提问等方
式，考查知识或技能。

E考释E K凸oshi 圈考证并解释z 古文字～。

E考题】 k凸oti 圈考试的题目。

考拷湾拷烤｜ kao I 733 I 

E考！＇ii]) kiiowen 国为考查对方而提问：我～

～你｜我被他～住了。
E考学E K凸o;;xue 圃通过考试以取得进入高

一级学校学习的资格。

E考研E kao;;yan 画通过考试以取得研究生入

学的资格，特指通过考试以取得硕士研究生入
学的资格。

E考验E kiioyan 画面通过具体事件、行动或困难

环境来检验（是否坚定、忠诚或正确等）：革命
战争～了他｜我们的队伍是一支久经～的队伍。

E考语E K凸oy凸圈｜日时指对公职人员的工作或

其他方面的表现所做的评语。
E考1i£l K凸ozheng ［塾l 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
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

拷1 k凸o 拷打＝～问

拷2 k凸o 圃拷胁叫文f牛～

E拷贝E k凸obei O 臣E 用拍摄成的电影底片洗

印出来供放映用的胶片。也叫正片。＠圈

复和tl（音像制品、计算机文件等）。＠圈复制j
出的音像制品和计算机文件等。［英 copy]

E拷打E K凸od凸 l噩打（指用ff!j) ：严刑～。

E拷纱E kiioshii 圈香云纱。

E拷问E K凸owen lil国拷打审问。

涛拍0 用于地名＝～溪（在广东）。

拷 k凸0 酣树，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形，
壳斗近球形，表面有短刺。木材致密，供

建筑等用，树皮、壳斗含草案酸，可以制染料和拷
胶。

E拷胶E kiiojiii。因植物草案剂的通称，主要成分
是单宁（草案酸），从拷树、标树等植物中提取制
得，主要用来探皮，也用于选矿、锅炉除垢、木

材教合等方面。 主噩噩
E拷姥E K凸ol凸o 圈笆斗。也作笔笼。 雪重三三
，位也 kiio 圈。将物体挨近火使热、熟或干
／、3 燥z ～肉｜～白薯 l馒头～～再吃｜把湿衣裳

～干。＠将身体挨近火取暖2 ～火。
E烤串l k＜凸ochuan ~用炭火或电热烤熟的成

串儿的食物，撒上孜然等作料后食用：羊肉～｜
海鲜～。

U号电E kao;;dian ［萄指利用高频电流使人体
患病部位受热来进行治疗。

U考款E K凸ofu ~食品，用面筋加调料蒸煮制

成。

E烤火E K凸o;;huo 画靠近火取暖z 坐在炉旁～。
【烤蓝E K凸olan [llJj] 发蓝。

E烤箱E K凸oxiang 圈用来烘烤食物等的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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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 目标运动，使彼此间的距离缩小·船慢慢地～
E烤鸭E kilo回国挂在特制的炉子里烤熟的鸭 l 码头了。
子。 I E靠拢E kaol凸『19 圈挨近；靠近2 大家～一点儿o

E烤烟E K凸oyan IBl 在特设的烤房中烤干的烟 l t：靠i普JLl kao11 pur ［毫靠边②．他说话太不～。
叶，颜色黄，弹性较大，是香烟的主要原料。也 I l靠旗】 kaoqi 圈戏曲中扎靠的武将背后插的

指制造烤烟的烟草。 | 三角形绣旗。
E靠L!J] kaoshan IBJ 指可以依靠的有力量的人

或集体。
E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kao shan ch I shan, kao 

shuT chi shuT 比喻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充分

利用周围现成的有利条件。
E靠手】 kaosh凸u 函椅子边上的扶手。

E靠枕】 kaozh岳n IBl 半躺半坐时靠在腰后的枕

头。

E靠准】 kao;;zhun c~ JL) （方） [112] 可靠 z 这个消

息不～｜他很～，有要紧的事可以交给他办。

；扉 kao 圃用微火使鱼肉等菜肴的汤汁变
浓或耗干。

等 k凸0 见下。

［~害与喜E K凸ol凸o 同“拷姥”。

、

kao （亨么）

铐… kao O 搏斗～｜上～阳
（铐）给人戴上子铐：把犯人～起来。

E铐子E kao·zi ＜方〉圈子铐。

；惜 kao 同“埠”

阵主r kao 稿劳．～赏｜～师。
’ t I Ill 

E稿劳】 kao·lao O 画用酒食等慰劳：～将

士。＠圈指慰劳的酒食等2 吃～（享受精

劳）。
E楠赏l kaosh凸ng 画稿劳赏赐z ～三军。

靠1 kao o [1'Jj] CA）坐着或站着时，让身体
一部分重量由别人或物体支持着；倚靠：

～枕｜～垫｜两人背～背坐着｜～着椅子打 ii!\JLo
＠圃（物体）凭借别的东西的支持立着或竖起

来：扁担～在门背后｜把梯子～在墙上。＠［直

接近F挨J!I ：～拢｜船～岸。＠画依靠：～劳
动生活｜学习全～自己的努力。＠信赖：可～｜

～得住。

靠2 k~o 圈戏曲中古代武将所穿的铠甲
扎～。

E靠背l kaobei 圈椅子、沙发等供人背部倚靠
的部分：～椅。

E靠边E kao11 bian ＜～儿）＠圈靠近边缘p靠

到旁边：行人～走。＠回近乎情理；挨边z 这
话说得还～儿。

E靠边儿站E kaobianr zhan 站到旁边去，比喻
离开职位或失去权力（多指被迫的）。

E靠不住E kao·buzhu 固不可靠；不能相信：他

这话～。

E靠得住l kao•dezhu ［望可靠，可以相信．这个
消息～吗？｜这个人～，这件事就交他办吧。

E靠垫E kaodian c ～儿） [8］半躺着或坐着时靠
在腰后的垫子，如沙发靠垫。

E靠近E kaojin 圈＠彼此间的距离近：他家～

运河l～沙发的墙角里有一个茶几。＠向一定

ke C7古）

毗 见节。

E毗在'Jl ke•la 同“坷垃”。

可 k岳见F。
另见 739 页怡。

E坷垃】 k岳•la ＜方〉圈土块·土～｜打～。也作
如I拉、瞅奇。

E坷拉】 k岳•la 同“坷垃”。

二监 k岳＠圈苛刻；过于严厉z ～求｜对方提

叫出的条件大～了。＠烦琐：～礼（烦琐的
礼节）！～捐杂税。

E苛察】 kecha ＜书〉圈苛刻烦琐，显示精明。

E苛待l k岳dai r葫苛刻地对待：～下级。
E苛捐杂税】 kejuan-zashui 指繁重的捐税。

E苛刻E K岳ke r1121 c条件、要求等）过高，过于严

厉； tilj薄：这个条件大～，接受不了。

E苛评l k岳ping E副苛刻地评论：不必妄加～o

E苛求E keqiu 1到过严地要求：不要～于人。

E苛细E K岳xi ＜书〉圈苛刻烦琐。

E苛杂】 k岳za 函苛捐杂税·免除～o
E苛责】 k岳ze 画过严地责备。

E苛政】 lφzheng 自］指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

政治2 ～猛于虎。

医 k岳酬阳叫名，在山西。

阳I K岳呵功（K邑｜的，泰国地名。
F气』另见 1 页。； 2 页 6;2 页凸； 2 页句2 页

•a;523 页闹。



两 ke ＜叫做的石头。＠马笼头上的
装饰。

E网罗版E K岳lu6ban 画印刷上用的一种照相
版，把要复制的字、画的底片，晒制在涂过感光

胶层的玻璃片上做成，多用于印制美术品。也
作两Z罗版。［英 collotype]

E两主罗版】 k岳lu6ban 同“两罗版”。

可怕。〈书〉草木的枝茎2 枝～｜交～错
叶。＠〈书〉斧子的柄：斧～。 8 CK邑）画

姓。
E柯尔克孜族］ K岳’岳rkezizu IBl 我国少数民族

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

辆嗣 k岳＠用于人名，孟子，名辆，战
（剌）国时人。 8 (K咱姓u
另见 739 页怡。

工、I 1 k岳＠圈学术或业务的类别：～目｜文
/j~ ～｜理～｜专～｜牙～ l妇～。＠圈机关组
织系统中按业务职能划分的单位（级别一般比

处低，比股高）·秘书～｜财务～｜总务处下面分
三个～。＠科举考试，也指科举考试的科目．

～场｜登～ l开～取士。＠科班：坐～｜出～。
＠圈生物学中把同一目的生物按照彼此相

似的特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科，如松柏
目分为松科、杉科、柏科等，鸡形目分为维科、
松鸡科等。科以下为属。＠〈书〉法律条文z

金～玉律｜作奸犯～。＠〈书〉判定（刑罚） :~ 

刑｜～罪｜～以罚金。。 CK吕）函姓。
工、I 2 k岳古典戏曲剧本中，指示角色表演动
/j!-!f 作时的用语，如笑科、饮酒科等。
E科白E K岳bai IBl 戏曲中角色的动作和道自。

E科:J!JI] K岳ban c～儿）IBJ 旧时招收儿童，培养成
为戏曲演员的教学组织，现也泛指正规的教育
或训练、z ～出身。

E科场E K岳chang 撞到科举时代举行考试的场所。

E科处E K岳ch心圈判决处罚 2 ～徒刑｜附加刑既
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与主刑合并～。

E科第E K岳di 圈科举制度考选官吏后备人员
时，分科录取，每科按成绩排列等第，叫作科

第。
E科幻】 k岳huan IBJ 科学幻想：～小说。
【科技】 k岳Ji IBl 科学技术z 高～｜～信息｜～工

作者。
E科甲E K岳Ji凸［写汉唐两代考选官吏后备人员

分甲、乙等科，后来因称科举为科甲＝～出身
（清代称考上进士、举人的人为科甲出身）。

E科教E K岳Jiao 函科学教育：～片！～战线。
E科教片JLl kejiaopianr ＜口〉圈科教片。
E科教片】 kej iaopian IBJ 科学教育影片的简

称。

甲柯柯科｜ k邑 I 13s J 

E科教兴国］ Iφjiao xinggu6 通过发展科学和

教育来振兴国家。
E科举E K岳I心圈从隋唐到清代朝廷通过分科考

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唐代文科的科目很多，每
年举行。明清两代文科只设进士一科，考八股
文，武科考骑射、举重等武艺，每三年举行一
次。

E科考】I k岳k凸o 圈科学考察2 深入南极腹地进

行～。

E科考】2 k岳怡。〈书〉［副科举考试z 上京～｜～

落第。
E科言】 k岳m6ng 圆缺乏科学常识的人。

E科目】 kemu 圈。按事物的性质划分的类别

（多指关于学术或账目的）。＠科举考试分科

取士的名目。
E科普l k岳p心［到科学普及z ～读物。
U斗室E K岳shi IBJ 企业或机关中管理部门的各
科、各室的总称：～人员。

E科头~足】 ket6u-xi凸nzu 不戴帽子，不穿鞋

袜，形容生活贫困或行为散漫不受拘束。
E手斗学】 k岳XU岳＠圈反映自然

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回合乎科
学的 z ～种田｜这种说法不～｜革命精神和～态
度相结合。

E科学发展观］ k臼ue fazhanguan 是以胡锦

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
段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

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体
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科学共产主义E K岳xue gongchan zh心yi 科学
社会主义。

E科学家E K臼uejia 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一

定成就的人。 二二
【科学教育影片E K臼ue jiaoyu yTngpian 介绍主E三
科学知识的影片。简称科教片。 三量主

【科学社会主义】 k臼ue shehui zh心yi 马克思
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主张依靠工人阶
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元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无产

阶级专政，从而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
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学
说。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也叫科学共
产主义。

【科学学E K岳xuexu告圈探索和研究现代科学

的自身结构和演化规律，预测各个学科的发展
趋势，为科学活动提供最佳决策和最佳管理的
科学。

【科学院E K岳xueyuan 圈规模较大的从事科学



736 I 陆一 ke I 科炯间病棵须撞瞌裸案梳颗磕瞌蚌｝悚壳

研究的机关，有综合性质的和专门性质的两

种u

E科研E K的an l割科学研究：～计划｜推广～成

果。
炯陆问（叫邑），古代郡名，在今贵州｜

境内。

两届见下
E网掺】 k岳· chen （方〉。回寒掺①②。＠［动］
寒掺③。

由与 岳（旧i卖邑）〈书〉病：沉～（长久

？可（摘）而严重的病ll养～。
棵 k岳置多用于植物：一～树｜一～草 i一～

牡丹。
E棵JL】 k岳r IEl 植株大小的程度z 这棵花～
小｜拣～大的菜拔。

E棵子l k岳. z i （方〉圈植物的茎和枝叶（多指庄
稼的）：青～｜树～｜玉米～长得很高。

额（旗） ：称号~：i：：：~~嘴的下面
另见 737 页怡。

撞幅画把东西向别的物体上碰栅着的
东西掉下来：把筐里的土～一～。

P$ 陆（～儿）〈方〉圈话，有时特指现成的
I皿话：唠～｜他的嘴老不闲着，～真多。

另见 742 页怡。

裸怡见下

E裸麦E k岳mai 圈青裸。

案 k岳画鸟兽昆虫的窝：狗～｜蜂～｜鸟在树
上做～o

[JI!;臼】 kei iu ＜书〉圈比喻现成格式；老套子
（多指文章或其他艺术品）：不落～｜作品摆脱

前人～，独创一格。

主植 k岳古时盛酒叫器具。
田"ift 岳画多用于颗粒状的东西z 一

积（颗）～珠子｜一～子弹｜一～牙齿i 一～
～汗珠子往下掉。

B页粒E K岳II 圈。小而圆的东西z 珍珠的～大

小不一｜这个玉米棒子上有多少～？＠（粮食）
一颗一粒g ～无收｜～归仓。

磕 k岳圈＠碰在硬东西上：碗边r掉一
块！脸上～破了块皮。＠磕打：～烟袋锅

子｜～掉鞋底的泥。＠〈方〉比喻作对；争斗z
死～｜这俩人向来就有矛盾，这回算是～上了。

E磕巴l k岳· ba （方〉＠画口吃＝说话～。＠

~口吃的人。
E磕打l k岳•da 圈把东西（主要是盛东西的器

物）向地上或较硬的东西上碰，使附着的东西

掉 F来＝他～了一下烟袋锅 JL I 抽屉里的土太
多，拿到外边去～～吧！

E磕磕绊绊】 ki:i• kebanban I画状态词。＠形容
路不好走或腿脚；有毛病而行走不灵便。＠形

容事情遇到困难、挫折，不称心，不顺利。

E磕磕撞撞】 k岳· kezhuangzhuang llEJ 状态词。

形容走路不稳、东倒西歪的样子。

E磕碰】 k岳peng 堕＇10 东西互相撞击：还是买

几个塑料的盘子好，禁得起～｜这一箱瓷器没包
装好，一路磕磕碰碰的，碎了不少。＠〈方〉人

和东西相撞：衣架放在走廊里，晚上走路的时
候总是～。＠比喻冲突s 几家住一个院子，有

点儿～是难免的。
E磕碰JL] k岳· pengr （方〉 圈。器物上碰伤

的痕迹：花瓶口上有个～。＠比喻受到的挫

折．不能遇到点儿～就泄气。
E磕头l k岳；； t6u E型旧时的礼节，跪在地L两

手扶地，头近地或着地。
E磕头碰脑】 k岳t6u-pengn凸0 0 形容人多而相

挤相碰或东西多而人跟东西相挤相碰3 一大

群人～地挤着看热闹。＠指经常碰见、往来：

都住在一条胡同里，成天～的，低头不见抬头
见。＠比喻发生冲突g闹矛盾2 老人家热心
肠，街坊四邻有个～的事，他都出面调停。

瞌 k岳见下。

E瞌院】 k岳· chong ＜方〉圈瞌睡＝打～。
E瞌睡】 k岳shui 画因困倦而不由自主地进入睡

眠或半睡眠状态；想睡觉z 打～｜夜里没睡好，
白天～得很。

E瞌睡虫】 k岳shuich6ng 圈＠旧小说中指能

使人打瞌睡的虫子。＠称爱打瞌睡的人（含
讥讽意）。

蚌↓ k岳见下。

E蚌｝血斗］ k岳d凸u 圈蛙、瞻除或锐、蛛螺等两栖动

物的幼体，黑色，椭圆形，像小鱼，有量理和尾巴。
生活在水中，用尾巴运动，逐渐发育生出四肢。
蛙、瞻踪的蚓虫斗在发育中尾巴逐渐变短而消
失。

骨果 k岳圈骨头上的突起，多在骨头的两端

,, 
ke （亨古）

τc- . ke c ～儿）〈口〉圈义同“壳”

冗（放） (qi凸出贝～｜脑～｜鸡蛋～儿｜子



弹～儿。
另见 1053 页 qiao,

E’克郎猪］ ke• langzhu ＜方） [BJ 架子猪。

”六·〈 k在［动］咳嗽：干～｜百日～｜连
l织（＂＇吸） ～带喘。

另见 506 页 hai o “放”另见 727 页 ka1,

E明明 ke· sou I量喉部或气管的秸膜受到刺

激时迅速吸气，随即强烈地呼气，声带振动发
声。咳嗽是保护性的反射动作，能清除呼吸道
中的异物或分泌物，也是某些疾病的症状。

E咳血1 ke;;xie r面咯（k凸）血。

搭 k自〈方〉耐性g 抽屉～住了，拉不
开｜这双鞋又小又瘦，穿着～脚。＠刁难：

～人。
中t ke 见 539 页【红点放1 、 775 页

究贝（旗） ［蓝点须1、川剧策和L ］、m页
I红青在须JLJ 、775 页I蓝青在须JL],
另见 736 页闹。

v 
k品 （亨古）

百f1 陆＠［姐表示同意：许～ 1认～｜不加～
1-t.J 否。＠画适合；符合：～口｜～人意｜这
回1fd～了他的心了。＠画助动词。表示许可
或可能，跟“可以”的意思相同 z ～见 l 牢不～
破｜～大～小｜榆木～制家具。。画助动词。

表示值得：～爱｜～贵｜这出戏～看。毒重’（ 1)
多跟单音动词组合。。）“可”有表示被动的
作用，整个组合是形容词性质，如“这孩子很可
爱”，“他非常可靠”。唯有“可怜”表示被动的

作用时，是形容词性质，如“这个人可怜’气表示
主动的作用时，是动词性质，如“我很可怜她”。

参看 946 页“能”条自主意’（4）、（ 5）两项。＠
〈书〉圆大约2 年～二十｜长～七尺。＠〈方〉

因可着2 ～劲儿吃｜疼得他～地打滚儿。＠

（病）好；痊愈（多见于早期白话）。 0 CK邑）函
姓。
可2 k岳。画表示转折，意思即可是”相

同：虽然立春了，～天气还很冷。＠［国
表示强调：她待人～好了，谁都喜欢她｜昨儿夜
里的风～大了｜记着点儿，～别忘了｜大家的干劲
～足了｜你～来了，让我好等啊！＠圆用在反
问句里加强反问的语气．这件事我～怎么知道

呢？ I北京这么大，～上哪儿找他去呢？＠圃

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前面，表示疑问：这件事他

～愿意？ I你心里～难受？
另见 739 页怡。

E可爱］ k岳’ ai 圃令人喜爱z 这孩子真～。

壳 I孩搭额可 I k岳时 I 131 I 

E叮悲】陆民I ［用令人悲伤；使人痛心：结局～O

[ilJ比价格】 k岳bi-iia9e 不变价格。

[uJ鄙E K品bi I用令人鄙视·～的刻窃行为｜损人

利己是最～的。

(tiJ不】 k岳bu 圃表示附和赞同对方的话：您老

有七十岁了吧？～，今年五月就整七十啦！也
说可不是。

E可不是］ k邑bu·shi 圈可不。

E可操左券】 lφcoo－凹凸quan 古代称契约为券，

用竹、木等做成，分左右两片，立约的人各拿一
片，左券常用作索偿的凭证。“可操左券”比喻
成功有把握。

E可乘之初Ll K岳chengzhljl 可以利用的机会。

也说可乘之隙。
E可乘之隙】 lφchengzhlxi 可乘之机。

E可持续发展E K岳chixu fazhan 指自然、经济、

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这种发展既能满足当代

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长远利益。
E可耻］ k品chi E回应当认为羞耻z 节约光荣，浪

费～。
E可丁可卵］ k岳ding k岳m凸0 （～儿）＠就着某个

数量不多不少或就着某个范围不大不小z 每

月工资总是～，全部花光。＠指严格遵守制

度，不通融＝他办事～，从不给人开后门儿。｜｜
也作可钉可饼。

E可钉可饼E lφding-Iφ『n凸o 同“可丁可卵”。

E可读性］ k岳duxing 圈指书籍、文章等所具有

的内容吸引人、文笔流畅等使人爱读爱看的特
性。

E可锻铸铁】 k品duan-zhuti岳用白口铸铁经过

热处理后制成的有韧性的铸铁。有较高的强
度和可塑性，广泛应用于机器制造业。也叫马
铁、玛钢。参看 1716 页【铸铁］。

E可歌可泣］ k岳g岳－k岳qi 值得歌颂，使人感动得

流泪，指悲壮的事迹使人非常感动。 二三三
E可更新资源E K句岳ngxln zlyu6n 指通过天然王三三
作用或人工经营，在合理开发条件下，消耗速

度和恢复速度达到平衡，能够为人类反复利用

的各种自然资源，如土壤、水、动植物等。也叫

可再生资源。

E可观］ k品guan E匾。值得看．两岸峰峦青翠，

花草丛生，风景着实～。＠指达到的程度比较
高＝规模～｜三十万元这个数目也就很～了。

E可贵E K岳gui ~值得珍视或重视z 难能～｜～

的品质！这种精神是十分～的。

E可好E K邑h凸o llll 正好；恰巧z 我正想找他，～

他来了。

E可恨E kehen 圃令人痛恨s使人憎恨．他这是

明知故犯，你说～不～？



738 k吕 可

E可见］ Iφjian ~量承接上文，表示可以做出判

断或结论z 接连来了几次电话，～情况十分紧

急。
E可见度］ Iφjiandu 圈物体能被正常目力看见

的清晰程度。可见度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光线
的强弱及介质传播光线的能力。

E可见光E lφ＇l ianguang IEl 肉眼可以看见的光，

即从红到紫的光波。参看 484 页“光”①。

E可敬E kejlng 团军值得尊敬z 他为人正直，教学
尽心尽力，是一位～的老师。

E可卡因】 k岳k凸yin IEl 药名，有机化合物，化学
式 C,1 H,, 0, No 白色晶体状粉末，有使血管
收缩的作用．可以做局部麻醉药。也用作毒

品。 C英 cocaine]

E可靠E K岳kao 圈＠可以信赖依靠z 他忠诚老

实，为人很～。＠真实可信2 这个消息～不～？
E可可E K岳胎圈。可可树，常绿乔木，叶子卵

形，花冠带黄色，花等粉色，果实卵形，红色或
黄色。种子炒熟制成粉可以做饮料，榨的泊可

供药用。生长在热带地区。＠可可树种子制

成的粉末。＠用可可树种子的粉末制成的饮
料。｜｜也译作寇寇Ckoukou）。［英 cocoa]

E可可JL的E K岳k岳r•de ＜方〉圈恰巧；不迟不早，

正好赶上：我刚出门，～就遇着下雨。
E可口l k岳k凸u （～儿）画食品、饮料适合口味或

冷热适宜：吃着家乡菜，觉得特别～。
E可兰经E K岳lanjlng 圈古兰经。

E可乐】 k岳1e IEl 一种饮料，用可乐果树的籽实

为原料加工配制而成，含二氧化碳，不含酒精，
味甜，呈棕色。也指其他类似的饮料。［英
cola] 

E可怜E lφlion O 圈值得怜悯：他刚三岁就死

了父母，真～！＠圃’怜悯2 对这种一贯做坏事

的人，绝不能～他。＠圈（数量少或质量坏

到）不值得一提z 少得～｜知识贫乏得～。
E可怜巴巴］ Iφlianbaba c～的）［暨状态词。形

容可怜的样子：小姑娘又黄又瘦，～的｜儿子眼

里含着泪，～地瞅着他。

E可怜虫E K岳li6nch6ng 画称可怜的人（含鄙视

意） 0

E可怜见E lφlianjian c～儿〉〈口〉回值得’怜悯g
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娘，怪～的。

E可能E K岳neng 0 回可以实现的；能成为事实

的z ～性｜团结一切～团结的力量｜提前完成任
务是完全～的。＠圈能成为事实的属性；可

能性z 根据需要和～安排工作｜事情的发展不
外有两种～。＠圈助动词。表示估计，不很
确定g 他～开会去了。

E可逆反应l k晶ni-f凸nying 在一定条件下，既可

向生成物方向进行，同时也可向反应物方向进
行的化学反应。在化学方程式中常用＃来表

刁亏。

E叮怕】 k邑pa 圈使人害怕z ～的事情！后果不

堪设想，实在～。
E叮气】 k邑qi 圆令人气愤z 怎么说也不听，你说

～不～！

E可巧l Iφqi凸0 [JU] 恰好；凑巧z 母亲正在念叨

他，～他就来了。

E可亲l k品qln E回使人愿意亲近z 和蔼～。
E可取E K品qu l1f2l 可以采纳接受；值得学习或赞

许：他的意见确有～之处｜我认为 I陷阵磨枪的
做法不～。

E可圈可点】 k岳quan-k品di凸n 文章精彩，值得加

以圈点，形容表现好，值得肯定或赞扬2 影片中

男女主角的表演都～。

E可燃冰E K岳r6nblng 圈指天然气水合物结晶，

外形像冰。是在海水低温和高压作用下形成
的，可以燃烧。

(PT人】 k岳ren （书〉＠画有长处可取的人；能

干的人。＠圈可爱的人；意中人。＠圈可

人意；使人满意z 楚楚～｜风味～O

E可身E K岳sh岳n （～儿）〈方〉圈可体：这件大衣
长短、Jlf.瘦都合适，穿着真～。

E可视电话】 lφshi-dianhua 既能通话，又能传

送通话对方图像（或文字、图片等）的电话。
E可视性】 lφshixing IEl 指影视作品等所具有

的内容吸引人、使观众爱看的特性。

E可是】 lφshi 0 ~雪表示转折，前面常常有“虽
然”之类表示让步的连词呼应：大家虽然很累，

～都很愉快。＠画真是；实在是：她家媳妇那
个贤惠，～百里挑一。

E可塑性】 k岳suxing 圈＠固体在外力作用下

发生形变并保持形变的性质，多指胶泥、塑料、

大部分金属等在常温下或加热后能改变形状
的特性。＠生物体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影响

下，某些性质能发生变化，逐渐形成新类型的

特性。年轻人～强。
E可叹E K岳tan 晴令人叹息；令人感叹。

E可体E K邑tT E囱衣服的尺寸跟身材正好合适g

合身。
E可望E K岳wang 画可以指望；有希望z 今年粮

食～获得丰收。
E可望而不可即】陆 wang er bu K岳 ji 只能够

望见而不能够接近，形容看来可以实现而实际
难以实现。

E可谓E K岳w岳i （书〉圈可以说。

E可恶l k邑WU I固令人厌恶；使人恼恨：在别人
背后搬弄是非，～透了。



[iiJ吸入颗粒物E K品xlru k岳liwu 飘浮在空气中

的可被人吸入呼吸器官的极微小颗粒（直径小
于或等于 10 微米），可以随气流飘到很远的地

方，造成大范围污染。
E可惜E K岳x1 回令人惋惜z 机会难得，错过了实

在～o
E可惜了儿的l kexlli凸or· de 〈方〉庄园令人惋
惜：材料白白糟蹋了，怪～。

E可喜l kexi ~回令人高兴3值得欣喜：取得了
～的进步。

E可想而知E K岳xi凸ng' erzhl 能够经过推想而

知道；可以想见。

E可笑l k岳xiao ~暨＠令人耻笑：荒唐～。＠
引人发笑·滑稽～ i说到～的地方，连他自己也

忍不住笑了起来。

E可心】 lφ；； xln lllil 恰合心愿；合意：～如意 i 买
了件～的皮夹克。

【可信度l k吕xindu ［氨］值得信赖的程度．提高

~ 。

E可行E K岳xing lllil 行得通；可以实行：方案切

实～o
E可行性】 kexingxing 圈指（方案、计划等）所

具备的可以实施的特性：设计方案需要进行～

论证。
E可疑】 k邑yi lllil 值得怀疑：形迹～。
E可以I K岳yi 0 画助动词。表示可能或能够z

不会的事情，用心去学，是～学会的 l这片麦子
已经熟了，～割了。＠［量助动词。表示许可2

7字～走了。 0 rnPl 助动词。表示值得s 那篇文
章写得不错，很～读一读。参看 946 页“能”条

注重’（圳、（ 5 ）两项。。〈口〉［回好；不坏；过
得去z 这篇文章写得还～。＠〈口〉圈厉害：
你这张嘴真～｜天气实在热得～。

E可意】｜〈岳／／ Yi 圈可心；女日意：这套房子你觉得

还～吗？
E可有可无】 k品you田k岳WU 有没有都可以，形容

人或事物不重要：这个角色很重要，绝不是～

的。
E可再生资源l k岳zaish岳ng zlyuan 可更新资

源。

E可憎】 k邑zeng E冒令人厌恶；可恨：面目～。

E可着】 k岳·zhe （口〉［到表示在某个范围内达
到最大限度，尽 CjTn ）着·～劲儿干｜～嗓子叫

唤｜～这块布料，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E可知论l k品zhllun IEl 主张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哲学学说。

如I 陆见四周坎坷］o
J 另见 734 页闹。

可坷奇和I炯渴可克 j k吕－ k自 I 139 

圭H‘ k岳奇岚（K品的时，地名，在山西。
口 I

会曰. ~→ k品见 729 页【穗何］ o

利（朝）另见而页闹。
炯 i书〉火。

访日 k岳 0 lllil 口干想喝水3 解～｜又～又饿｜

Tll寻临～掘井。＠迫切地2 ～望｜～念。＠

(K邑）吕~I 姓。

【渴慕l k岳『nu 圈非常思慕z ～已久｜大家怀着

～的心情访问了这位劳动模范。
【渴念】 k昌nian 画渴想z ～远方的亲人。

E渴盼】 k岳pan 国迫切地盼望：离散几十年的
亲人～早日团圆。

【渴求E lφqiu ~国迫切地要求或追求：～进步。

【渴望E lφwang INll 迫切地希望z ～和平｜同学

们都～着和这位作家见面。

【渴想】 lφxiang ［虱非常想念。

ke （亨古）

可 ke 见下。
另见 737 页怡。

[nJ汗E kehan IEJ 古代鲜卑、突厥、回花、蒙古等

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简称汗。

克1 ke o 能z
（＠。旭、8-0*Jill;）～勤～俭l不

～分身。＠克服；克制z 以柔～刚｜～己。＠

攻下据点；战胜＝～复｜～敌｜攻必～。。消化z
～食｜～化。 0 CKe）圈姓。

克2 ke 严格限定（期限）＝
（＂＂＇魁、坦）～期｜～日。

τE::;--3 ke ~质量或重量单位，符号 g" I 克等

J~ 于；千克（公叫千分之→。［法草
ramrne 

克4 ke 酬藏族地区容量单位，1 克青裸
约重 25 市斤。＠藏族地区地积单位，

播种 1 克（约 25 市斤）种子的土地称为 1 克
地，1 克约合 1 市商。

“魁（且正）”另见 742 页 kei"
E克敌制胜】 kedi-zhisheng 打败敌人，取得胜

利。
E克ij~J kefu 圈。战胜或消除（缺点、错误、坏

现象、不利条件等h ～急躁情绪｜～不良习气｜

～困难。＠〈口〉克制；忍受（困难）：这儿的生

活条件不太好，请诸位～一下n

E克复E kefu 1司经过战斗而夺回（被敌人占领

的地方）：～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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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克格勃】 Kegebo IBl 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俄文（ KoMHTeT rocy11,apCTB8HHO晶

Be3onacHoCTH）缩写（KI'B）的音译。也指克格
勃的人员。

E克化l kehua ＜方〉圈消化（食物）。
E克己E keF o 圈克制自己的私心；对自己要
求严格．～奉公。－~旧时商店自称货价便

宜，不多赚钱。＠圃节俭；俭省：自奉～。
E克己奉公】 keji-fenggong 严格要求自己，奉

行公事。

E克扣E kekou 
物：～工钱。

国私自扣减应该发给别人的财

E克拉E kela 圈宝石的质量或重量单位，符号
k。 1 克拉等于0. 2克。［法 carat]

E克朗E K岳｜凸ng IBl 瑞典、挪威、冰岛、丹麦等国
家的本位货币。

E克里姆林宫E KelTmulin Gong 圈俄国沙皇
的宫殿，在莫斯科市中心。十月革命后是苏联
最离党政机关的所在地，现俄罗斯联邦政府设

在这里。常用作苏联和现俄罗斯联邦官方的

代称。［英 Kremlin，从俄 KpeMJib]

E克隆E ke16ng 巨型＠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
无性繁殖，复制出遗传性状完全相同的生命物
质或生命体。＠指复制（强调跟原来的一模
一样）。 E英 clone]

E克难E kenan 圈克服困难z 攻坚～｜～前行，

百折不挠。

E克期］（刻期＞ keqT 
工｜～送达。

圈约定或限定日期z ～完

E克勤克俭E keqin-keji凸n 既能勤劳，又能节俭z

～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E克曰：）（刻日） keri 圈克期2 ～动工。
E克食E keshi 国帮助消化食物z 山植能～。

E克星l k岳xlng IBJ 迷信的人用五行相生相克

的道理推论，认为有些人的命运是相克的，把
克某人的人叫作某人的克星。现多用来比喻

能对某种对象起制服作用的人或事物z 猫头
鹰是鼠类的～。

E克制】 kezhi 巨型抑制（多指情感）：采取～的态

度｜他很能～自己的情感，冷静地处理问题。
方rl ke o 圃用刀子等在竹、木、玉、石、金属
况可等物品上雕成花纹、文字：雕～｜篆～｜～
石｜～字 i～图章。＠量古代用漏壶it时，一
昼夜共一百刻。参看 845 页【漏壶1。＠量

用钟表计时，以十五分钟为一刻2 下午五点一
～开车。＠时间：顷～｜立～｜即～｜此～。＠
形容程度极深z 深～！～苦。。刻薄：尖～｜苛
～。＠同“克2”。

E刻板E keb凸n 0 画在木板或金属板上刻字

或图（或用化学方法腐蚀而成），使成为印刷用

的底版。也作刻版。－~呆板没有变化g 表
情～ l别人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能～地
照搬。

E刻版1 keb凸n 同“刻板”①。

E刻本】 keb昌n 圈用木刻版印成的书籍2 宋～。

E刻薄】 kebo ~园（待人、说话）冷酷无情；过分苛

求z 尖酸～｜待人～。
E刻不容缓E kebu r6nghuiin 
形容形势紧迫。

片刻也不能拖延，

E刻毒】 kedu 圃刻薄狠毒2 为人～｜～的语言。

E刻度】 kedu IBl 量具、仪表等上面刻画的表示

量（如尺寸、温度、电压等）的大小的条纹。

E真rj工E K句。ng 圈。雕刻的技术．～精细。
＠从事雕刻工作的工人。

E刻骨】 keg心国刻在骨头上，形容感念或仇恨

很深，牢记不忘z ～铭心｜～的仇恨。
E刻骨铭心E keg心－mingxln 刻在骨头上或心
上，形容感念很深，永远不忘。也说楼骨铭心、
铭，c,、刻骨。

~~画】（刻划＞ kehua 画＠刻或画：不得在古

建筑物上～。＠用文字描写或用其他艺术于
段表现（人物的形象

成功地～了阿 Q 这个形象G
E刻苦】 keku ~o 肯下苦功夫；很能吃苦：～

钻研｜学习～。＠俭朴：他生活一向很～。
E刻录机】 keluF 函光盘刻录机的简称。
E刻期E keqT 见 740 页【克期l 0 

E刻日】 keri 见 740 页1克肘。

E刻丝】 kesl 同“绎丝”。
E刻下】 kexia 圈目前；眼下z ～家里有事，暂时

不能离开。
E刻写E kexi岳画把蜡纸铺在誉写钢版上用铁

笔书写：～蜡纸。

E刻意】 kevi 圃用尽心思．～求工！～经营。
E刻舟求剑l kezhou-q iuj ion 楚国有个人过江
时把剑掉在水里，他在船帮上剑落的地方刻上

记号，等船停下，从刻记号的地方下水找剑，结
果自然找不到（见于《吕氏春秋·察今》）。比喻
拘泥成例，不知道跟着情势的变化而改变看法
或办法。

恪 ke 带谨慎而恭敬： ~9'1～遵

E恪尽职守E kejin-zhishou 谨慎认真地做好本

耳RI作：每个公务员都应该～。

E恪守】 keshou ＜书〉圃严格遵守z ～中立｜～

不渝。

客叫醉人（跟“主”相对）：宾～ i 请
～｜会～｜家里来～了。＠旅客z ～车 i ～



船 J～店。＠寄居或迁居外地：～居一｜～籍｜作

～他乡。。客商z 珠宝～。＠顾客：乘～｜～
满。＠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

称呼：说～｜政～ l侠～。＠非本地区或非本
单位、非本行业的；外来的：～队｜～座｜～串。

＠在人类意识外独立存在的2 ～观｜～体。＠
〈方〉［重用于论份儿出售的食品、饮料．一～蛋

炒饭l三～冰激凌。 (V> CKel圈姓。

E客舱】 kecang I组船或飞机中用于载运旅客

的舱。

E客场】 kechang I萄体育比赛中，主队所在的
场地对客队来说叫客场。

E客车J kech岳圈铁路、公路 t载运旅客用的
车辆。铁路仁的客车还包括餐车、邮车和行李

车。
E客串】 kechl』归自动］非专业演员临时参加专业
剧团演出，也指非本地或本单位的演员临时参
加演出。

E客店】 kedi臼n ~规模小设备简陋的旅馆。

E客队E kooul I吕体育比赛中，被邀请或按赛制
前来参加比赛的外单位或外地、外国的运动队

叫客队。
E客饭J kefan 堕JO 机关团体的食堂里临时给
来客开的饭。＠饭馆、火车、轮船等处论份儿
卖的饭。

E客房E kefang 圈供旅客或来客住宿的房间。
E客服J kefu Ifill 属性词。有关客户服务的：～

部｜～档案。

E客观E K句uan 匾。属性词。在意识之外，
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优良“主观”相对，下

同） ：～存在 1～事物！～规律。＠按照事物的

本来面目去考察，不加个人偏见的：他看问题

比较～。
E客观世界E keguan shljie 指在人的意识之外
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存在

的，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能动的
反映。

E客观唯心主义J keguan weixln zh的i 唯心

主义哲学的一个派别，主张有不依赖人的意识
而存在的“精神”或“理”，认为物质世界是这种

‘精神”或“理”的体现或产物。

E客观主义】 keguan zh心y) 0 资产阶级主观
主义的→种表现形式，标榜在认识社会现象、

分析问题时不掺杂主观见解，其实是以虚伪的
“纯客观”、“无党性”、“超阶级”等口号做幌子来

掩饰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
哲学经典作家有时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仁使用

客观主义这一概念，即认为主观意识是客观存

客 k自 741 

在的反映的观点。

【客官】 keguan 堕！旧时店家、船家等对顾客、
旅客的尊称。

【客户】 kehu 哩］＠旧时指外地迁来的住户。

＠工商企业或经纪人称来往的主顾；客商：这
次展销的新产品受到国内外～的欢迎。

E客机，J keil r祖载运旅客的飞机。
【客籍】 k自ji 函＠寄居的籍贯（区别于“原

籍勺。＠寄居本地的外地人。
【客家E Kejia 圈指在 4 世纪初（西晋末年）、9

世纪末（唐朝末年）和 13 世纪初（南宋末年）从
黄河流域这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
广东

【客家话】 k岳Jiahl』a I割？又i吾方古奇之一，分布在

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

E客居J keju 画在外地居住；旅居z 二十岁时告
别故乡，以后一直～成都。

E客流.J keliu 圈＠运输部门指在一定时间内，

向一定方向流动的旅客。＠商业部门指在一
定时间内进出商场的顾客。

【客轮】 kelun r苞载运旅客的轮船。
E客票E kepiao rgi 旅客乘火车、飞机、轮船等的
票。

E客气1 ke·qi o 回对人谦让、有礼貌＝说话挺
～｜不～地回绝了他。＠［却说客气的话；做客
气的动作：您坐，别～｜他～了一番，把礼物收

下了。
【客卿E keqlng IE 古代指在本国f故宫的其他诸

侯国的人。
E客人】 ke• ren 圈。被邀请受招待的人；为了

交际或事务的目的来探访的人（跟“主人”相
对）。＠旅客；顾客。＠客商。

E客商J keshang 圈往来各地进行贸易的商

人z 过往～ 1各国～齐集广州交易会。

E客歹El kesi ＜书〉［噩死在他乡或外国z ～异王三三
域。

主三三三蚕
E客岁】 kesui ＜书〉［每去年。

E客套J ketao o I毡表示客气的套语：我们是

老朋友，用不着讲～。＠画说客气话z 见了
面，彼此～了几句。

E客套话E ketaohua ~表示客气的话，如“劳
驾、借光、慢走、留步”等。

E客梯.J ketT 圈主要用来载人的电梯。

E客体1 keti r萄。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
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
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
品、行为等。

E客厅 E ketTng 国接待客人用的房间。

E客土】 ketu 圈。〈书〉寄居的地方；异乡 z 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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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为改良本处土壤而从别处移来的｜ 时叫课堂，泛指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的场所：～
土。 | 讨论｜～作业。

E客｛立E k岳W岳i 臣E 宾客的席位，特指乘客

等的席位。 | 解决的重大事项z ～组｜做～！科研～｜严重缺
E客星l k岳xlng 圈我国古代指闯入其他星宿 l 水给我们提出一个新～。

范围的星体，如新星、彗星、超新星等。 I l课外】 kewai 圈学校上课以外的时间：～作
E客姓E kexing IEJ 指聚族而居的村庄中外来｜ 业｜～活动｜～辅导。

户的姓，如王家庄中的张姓、李姓。 I l课文E kewen IBJ 教科书中的正文（对注释和
E客源E keyuan 圈顾客、乘客、游客等的来源：｜ 习题等而言）：朗读～。

扩大～｜～锐减。 I l课业E keve 圈功课；学业z 要好好儿用功，不
E客运】 keyun 圈运输部门载运旅客的业务＝ I 可荒废～。

～站｜增加车次，缓和～紧张状况。 I l课余】 kevu 画上课时间以外的时间z ～她喜
E客楼E ke2han 圈设备简陋的旅馆，有的兼供｜ 欢唱唱歌，打打球｜丰富多彩的～生活。
客商堆货并代办转运。 ｜有雪 ke 圈气体元素，符号 Kro 元色无臭无

E客座E kezua O 圈宾客的座位。＠圃属性 I ＞己、味，大气中含量极少，化学性质很不活泼。
词。指应邀在外单位或外地、外国不定期讲！ 能吸收X射线，用作 X射线的屏蔽材料。
学、演出等而不在编制的z ～教授｜～演员｜～｜ η田 ~~ ke 雌性的（骤、马等）：～马。
研究员。 ｜抹（躁）

2回 1 、－ ke 圈＠有计划的分段教学：｜在壁，. . ke 见下。
味（裸）上～｜下～｜星期五下午没～081~早（饵）
教学的科目：主～！语文～｜这学期共有五门
～。＠教学的时间单位：一节～。＠教材的
段落z 这本教科书共有二十五～。＠旧时某
些机关、学校、工厂等按工作性质分设的行政
单位2 秘书～｜会计～。

二田2 、｝ ke o 旧时指赋税 z 国～｜完粮
两毛（琛）交～。＠画征收（赋税）：～税。
飞到3 、… ke 占卡的一种＝起～｜卡～。
现毛（言果）
E课本E keb岳n [BJ 教科书：数学～。

E课标E kebiao 圈课程标准的简称：新～。

E课表1 kebi凸o 圈课程表。

E课程】 kecheng 圈学校教学的科目和进程：

～表｜安排～。

三雪矗主 E课间E kejian I望两节课之间间歇的时间：～

三三主 操｜～活动。

E课间操l kejiancao 圈学校在课间集体做的
体操。

E课件E kejian 圈一种辅助性教学工具，利用

计算机将授课内容的文字、图形等制作成多媒
体形式，可以在课堂上演示。

E课卷E kejuan IBl 学生的书面作业。

E课曰：E kemu IBl O 课程的项目。＠军事训
练中进行讲解和训练的项目。

E课内l kenei IBl 学校上课的时间：～作业。

E课时E keshi IBl 学时z 我担任两班的语文课，
每周共有卜～。

E课窒E K岳shi 圈教室。
E课堂E ketang 圈教室在用来进行教学活动

E绎丝】 k岳sl 0 [1gjJ 我国特有的一种丝织手工

艺。织时先架好经线，按照底稿在上面描出图
画或文字的轮廓，然后对照底稿的色彩，用小
梭子引着各种颜色的纬线，断断续续地织出图
画或文字，同时衣料或物品也一起织成。＠

圈用缔丝法织成的衣料或物品。｜｜也作刻

可← ke ＜书〉同“眩，。
（翻）另见 1阳页 qiao

瞌 k岳圈用上下门牙咬榻的或硬的东西z
～瓜子儿｜老鼠把箱子～破了。
另见 736 页闹。

棵 古银子：金～｜银～。
（媒）

E棵子】 ke· zi [BJ 旧时做货币用的小金链或银

链。

渣 ke ＜书〉固忽然；突然： ~~1斗机
突然去世） 0

E温然E keran ＜书〉圆忽然；突然2 ～长逝。

意 ke ＜书〉同“恪”盹

kei c 亨飞）

魁（宽） k副〈方） [1gjJ 0 打；打架＝挨了

一顿～，鼻青脸肿的｜吵着吵着，俩
人动手～起来了。＠骂；申斥：你成天在外惹

事，回家不挨～才怪呢！
另见 739 页陆“克1 ”、“克2 ”。



肯垦恳啃跟捎根坑吭 i k岳n k岳ng~巳

熟就收下来吃。＠指牲畜吃青苗。

跟 ·r】〈书〉同‘‘啃”
（肯良）另见 1564 页 yin 。

v 
ken c 7'7) 

~1 - 1φn ＜书〉附着在骨头上的肉 z
同 （养育） 中～｜～柴。

...Lh2 k旬国＠表示同意z 首～｜我劝说了半

同 天，他才～了。＠助动词。表示主观上
乐意；表示接受要求：～虚心接受意见！我请他

来，他怎么也不～来。
E肯定E lφnding 0 ［勤承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
的真实性（跟“否定”相对，下②同）：～成绩。
8~属性词。表示承认的； IE丽的3 ～判断｜
我问他赞成不赞成，他的回答是～的（＝赞成）。
＠圈确定；明确：他今天来不来还不能～！请
给我一个～的答复。＠画表示无疑问；必定：

他～会同意｜情况～是有利的。
E肯干】 k品ngan 0 画同意并愿意做（某事），
这个工作不知他是否～。＠［翻做事努力；有
干劲：积极～1小伙子工作很～。

E肯紫E Iφnqing ＜书〉圈筋骨结合的地方，比

喻事物的关键z 深中～。

垦… k岳n 翻土；开垦（荒地）：～地 i ～
（翠）荒｜～殖。

E里荒E K岳nhuang 圈开垦荒地。

E垦区】 k品nqu 圈规模较大的开荒生产的地

区。

E垦殖l k岳nzhi 画开垦荒地，进行生产2 ～场。

E垦种E K岳nzhong 画开垦种植z 那里有大片可
以～的沙荒地。
因 ~~ ken ＠真诚；诚恳z ～求！～托｜
，也（葱）～谈｜勤～。＠请求：转～（转达
恳求）！敬～。

（.恳切E K岳nqie 圈诚恳而殷切：言辞～｜情意
～｜～地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E，恳请E K岳nqing 圈诚恳地邀请或请求：～出
席｜～原谅。

E恳求E lφnqiu 画恳切地请求z 我～他不要这
样做。

E，恳谈E K品ntan 圈恳切地交谈z ～会。
E，恳托E K品ntuo 圈恳切地托付z ～你把这封信
带给他。

E恳挚l k品nzhi 圈（态度或言辞）诚恳真挚2 ～

的期望｜词意～动人。

啃 k邑n 画一点儿L
～老玉米O～书本。

E啃老族l k岳nl凸ozu ［萄指已有谋生能力但仍
然主要依靠父母养活的成年人。

E啃青E K岳nqlng ＜方〉圈。指庄稼未完全成

ken c 7'7) 

措 ken ＜方＞ 0 ~ tl(;ff：～住牛脖子＠
刁难z 勒～。＠随1] （眼里）含；喻：～着泪

花。

根 en 圈上衣靠腋下的接缝部
c：褐）分z 抬～｜煞～（把被缝上）。

些旦旦兰2

坑（“就） ~：:n ~~；I~黑市1
刨个～儿｜一个萝卡一个～。＠地洞；地道：～
道｜矿～。＠古时指活埋人：～杀｜焚书～儒。
。画坑害＝～人 l她被人～了。 8 CK岳ng）［重
姓。

E坑道E kengdao 圈＠开矿时在地下挖成的

通道。＠互相通连的地下工事，用来进行战
斗、隐蔽人员或储藏物资。

E坑害E k岳『1ghai 画用狡i乍

到损害：不法商人销售伪劣商品～消费者｜罗
织罪名～好人。

E坑井l k岳ngjing 圈坑道和矿井。
E坑坑洼洼l k岳ngkengwawa （～的）直到状态

词。形容地面或器物表面高一块低一块z 路
面～，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厉害。

E坑蒙E kengmeng 圃坑害，蒙骗z 以次充好，

～顾客。
E坑蒙拐骗E K岳ng刊岳ng-gu凸i-pian 指用各种

欺骗子段坑害他人，捞取钱财。

E坑木E K岳ngmu 圈矿井里用作支柱的木料。

E坑浓E K岳ngn6ng ~且坑害农民2 打击出售伪

劣化肥和种子的～行为。

E坑骗l k岳ngpian 圈用欺骗的手段使人受到

损害z 有的小贩漫天要价，～外地游客。
E坑子E K岳ng•zi ＜口〉圈坑①：水～。

n去r k岳ng [;lj] 出声；说话z 一声不～｜有什么
勺J U 需要帮忙的事儿，你就～一声。

另见 516 页 hang 。

E吭哧l k岳『1g•chi 0 阻雪形容某些重浊的声

音：马～～地喘着粗气 i 列车启动时发出～～
的声响。＠画画因用力而不自主地发出声音＝
他背起一麻袋粮食走着，嘴里直～。他～了好

几天才写出这篇作文。＠圆形容说话吞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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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他～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

E吭气】 keng;;qi c～儿）画吭声 z 我怕老人知道
了着急，一直没敢～｜不管你怎么追问，他就是

不～。

E吭声】陆ng;;sh岳ng C～儿）画出声，说话（多用

于否定式） ：任凭她说什么你也别～｜他受了很

多累，可是从来也不吭一声。

怪 陆ng ＜书〉阴形容敲打
（砸、主理）石头的声音。

E怪硅E K岳ngk岳ng （书） ［归形容浅薄固执：～

自守｜～之见（谦辞，称自己的见解）。

铿阳， k岳ng 赔］形容响亮的声音：铁
（铿）轮大车走在石头路卜～作响。

E铿锵】 k岳ngqiang lllil 形容声音响亮而有节

奏：～悦耳｜～有力的歌声｜这首诗读起来音调
~ 。

E铿然E kengran ＜书〉圆形容声音响亮有力：

铃声～｜溪水奔流，～有声。

k6ng C7'J..L l 

，去了 kong O 固不包含什么；里面没有A＇网

::I二或没有内容；不切实际的z ～箱子｜～想！
～谈～话｜把房子腾～了｜操场上～无一人。

＠天空：晴～｜高～｜当～｜领～ i ～中楼阁｜对

～射击。＠圃没有结果地；白白地．～忙｜～

欢喜｜～跑一趟。。（Kong）圈姓。
另见 748 页 kongo

E空包弹E kongbaodan 睛一种没有弹头的枪

弹或炮弹，通常用于礼炮或部队演习。
E空仓E kong;;cang 圈指投资者将所持有的

证券、期货等全部卖出，只持有资金。
Z空巢】 kongchao IEJ 指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后，

三三画三 只有父母单独生活的家庭．～老人。
三雪享雪 E空城计E kongchengji 匮l 小说《三国演义》中

的故事。蜀将马谩失守街亭后，魏将司马部率
兵直~西城，诸葛亮元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

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司马魏怀疑设有

埋伏，弓｜兵退去。后来用“空城计”借指掩饰力
量空虚，以期骗过对方的策略。

E空乘】 kongcheng 圈＠航空乘务，客机仁为

乘客服务的各种事务：～人员。＠指客机上

的乘务员：一名男～。
E空挡E kongd凸ng ［名］汽车或其他机器上，当从
动齿轮与主动齿轮分离时机器的状态。

E空荡E kongdang 圄（房屋、场地等）很空：）

的房间｜～的山谷。
E空荡荡E kongdangdang c～的）陋状态词。

＠形容房屋、场地等很空：同学们都回家了，

教室里～的｜广场上～的，只有两三个人。＠
形容精神空虚，不充实：整天没事干，心里～

的。
E空洞】 kongdang O 圈物体内部的窟窿，如

铸件里的砂H臣、肺结核病人肺部形成的窟窿
等。－~国没有内容或内容不切实．～无物｜

～的说教。
E空洞洞】 kongdongdong c～的）［葡状态词。

形容房屋、洞穴等很空，没有人或没有东西：
房间里～的，连张桌子也没有。

E空对空E kongduikong 指说话、写文章等空

洞、不切实际·理论研究不能搞～。

E空乏E kongf a 晴空洞乏味＝内容～。
Jc\见 748 页 kongfa 。

E空翻】 kongfan i'81 →种体操动作，身体腾空

向前、向后或向侧面翻转一周或一周以上。
E空泛l kongfan 圈内容空洞浮泛，不着边际：

～的议论l八股文语言干瘪，内容～o

E空房’】 kongfang IEl 0 没放东西或无人居住
的房子。＠见 1205 页【守空房］。

E空腹】 kongfu 画空着肚子，没有吃东西：～

抽血化验。
E空港E kongg凸ng r每航空港的简称。
E空谷足音】 kongg心－zuyln 在空寂的山谷里昕

到人的脚步声（语本《庄子·徐元鬼》：“夫逃虚
空者……闻人足音建然而喜矣勺。比喻难得
的音信、言论或事物。

E宅喊l konghan rnJ] 只是口头上叫嚷，并无实

际行动：～口号。

E空耗】 konghao 圆白白地消耗：～时间｜～精

力。

E空话】 konghua 圈内容空洞或不能实现的

话：～连篇｜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E空怀.J konghuai 圈适龄的母畜交配或人工
授精后没有怀孕。

E宁主］】 konghuan 晴空虚而不真实g虚幻。

E空际】 kongji 圈空中：山顶的纪念碑高耸～｜

广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回荡在～。
E空寂E kongji ~园空旷而寂静；寂寥z ～的山

野 l i胡岸～无人。

E空架子E kongjia·zi 圈比喻只有形式或外表，

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多指文章、组织机构
等） o

E空间】 kongjian 函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

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

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三维～。

E空间波】 kongjianbo 圈从发射点在空间直
线传播到达接收点的无线电波。



E空间技术E kongj ian jishu 探索、开发、利用宇

窗空间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
其中包括运载工具和宇航器的设计、制造、试

验、发射、运行、返回等全过程中的各有关技
术。也叫宇航技术。

E空间科学】 kongjian k臼ue 研究地球系统、

太阳系、银河系、局部宇宙、生命物质起源等自
然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包括空间物理
学、空间化学、空间地质学、空间生命科学、空

间天文学等。
E空间探测器】 kongjian tanceqi 对宇宙中的

天体和空间进行探测的无人航天器。 r1J分为

月球探测器、行星和行星际探测器、小天体探
测器等。也叫宇宙探测器。

E空间通信E kongjian tongxin 以人造卫星、宇

宙飞船或星体为对象的无线电通信。包括卫
星通信、空间站与地面站的通信以及空间站之

间的通信等。
E空间站J kongjianzhan I萄＠一种在地球卫
屋轨道上航行的载人航天器，设竟有通信、计
算等设备，能够进行天文、生物和宅间加工等
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设置在月球、行星

或宇宙飞船等上面的空间通｛言设施。｜｜也叫
航天站、太空站。

E空降l kongjiang l动1]0 利用飞机、直升机、降

落伞由空中着陆：～部队。＠比喻官员由上
级直接派下：～干部。

E空降兵】 ko『igj iangblng 圈＠空降作战的兵
种，能够空降到战场作战。＠这一兵种的士

兵。

E空姐E kongji岳圈空中小姐的简称。

E空警E kongjTng ［量空中警察的简称。
E空军】 kongjun 画以航空只为主体，在空中
作战的军种，通常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
炮兵、空降兵、雷达兵、通信兵等兵种和专业勤
务部队组成。

E空空如也】 kongkongruy岳空空的付么也没

有（语出《论语·子罕》）·有些人喜欢夸夸其谈，
其实肚子里却是～。

E空口】 kongk凸u 圈。不就饭或汹（而ii』乞菜蔬

或果品）；不就菜蔬或果品（而吃饭、饮酒）。＠

不拿出事实或采取措施，只是l嘴说：光～说不
行，得真抓实干。

E空口说白i再】 kongkou shuo baihua 指光说

-1＇做，或只是嘴说而没有事实证明。
E空口无凭】 kongkot』－wuping 只是嘴说而没

有真凭实据。
E空旷E kongkuang r刷地方广阔，没有树木、建

筑物等2 ～的原野｜厂区周围十分～。

A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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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空阔】 kongkuo 晴空旷：高原上，到处都是一

样的～O

E空廓E kong kuo Ifill 空旷。

E空栏E kongl6n 圈指圈（ juan）里没有饲养牲

畜（多用于统计）．生猪～率｜肉价偏低，养猪户

持续～。

E空灵E kongling ~到灵活而不可捉摸：～的笔

触｜这～的妙景难以描绘。

E空论E konglun 圈空洞的言论：不切实际的

～｜少发～，多做实事。
E空落落E kongluoluo ＜口语里多读 konglao

lao）（～的）回状态词。＠空旷而冷冷清清z

落了叶子的树林子～的。＠形容心中没有着
落，若有所失 z 他送走孩子回到家来，心里觉得

～的，像少了点儿什么似的。

E空茫】 kongm6ng i用＠宅旷而迷茫：～的沙

漠。＠形容心电空荡落的，没有着落：心里一
片～O

E空r-111 kongmen 圈指佛教，因佛教认为世

界是一切皆空的·遁入～（出家为僧尼）。

E空门E kongmen 圈指某些球类比赛中因守

门员离开而元人把守的球门：面对～却把球

踢飞了。

【字蒙l kongmeng ＜书〉［形］形容景物迷茫 z 山

色～｜烟雨～。

【空名E kongming 晴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名义；虚名 z 他在公司只挂个～，不任具体职务。
【空难l kongnan lEJ 飞机等在飞行中发生的灾

难，如失火、坠毁等。

E空气l kongqi 圈。构成地球周围大气的气

体。无色，无昧，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还有

极少量的氨、氮、氛、氧、氮、侃等稀有气体和水
蒸气、二氧化碳等。＠气氛：学习～浓厚｜不

要人为地制造紧张～。 三三三

【空气锤E kongqichui I雹利用压缩空气产生动主王三

力的锻锤。简称气锤。
【空气污染E kongqi wuran 通常指接近地面的

低层大气污染。参看 244 页【大气污染l 0 

【空气污染指数】 kongqi wuran zhTshu 根据

空气质量标准和各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

态环境的影响来确定的污染物浓度的值，是评
估空气质量的一种依据。我国日前计入空气
污染指数的污染物项目有二氧化硫、→氧化

碳、臭氧、二氧化氮、iiJ吸入颗粒物等。
【专气质量l kongqi zhiliang 指空气的清洁程

度。检测空气质量的项目主要有二氧化硫、一
氧化碳、臭氧、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我
国现将空气质量分为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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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I 
n 
皿1

囚2

JV, 
JV, 
v 

kong 乡可
二工三

空气污染指数

o~so 

51 ~ 100 

101 ~ 150 

151 ~ 200 

201 ~ 250 

251 ~ 300 

301 以上

空气质量

优

良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重污染

重度污染

E空前E k6ngqi6n 画以前所没有z 盛况～｜生

产力得到了～发展。
~前绝后】 kongqi6n-juehou 以前没有过，以

后也不会有，多用来形容非凡的成就或盛况。
E空勤E kongqin 圈航空部门指在空中进行的

各种工作（区别于“地勤勺。

E空嫂l kongsao 圈指已婚的客机女乘务员。

E空身l kong;; shen C～儿）画指身边没有携带

东西：他什么都没带，就～儿去了广州。
E空驶E kongshi E司（机动车辆等）没有载货或

载客而空着行驶。

E空子E kong;; sh凸u 圃＠手中没有拿东西：

～对打｜～夺刀。＠指身上没有一携带东西＝他

行李都没带，一个人～去旅行了。
E空子道】 kongshoudao ［：但＠日本的一种拳

术，源于中国少林寺的技击。不使用器械进行

格斗，分为进攻和防御两部分。＠比喻不付
出本钱或代价而取得回报的招数2 他在生意
场上大玩～。

E空疏】 k6ngshu ＜书〉圈（学问、文章、议论等）

空虚，空洞 z 才学～ l～之论。

E空谈E k6ngt6n 0 ［司只说不做；有言论，元行
动z 切忌～ i～误国，实干兴邦。 8 ［~不切合

实际的言论；空话r 那些所谓的道理不过是娓

娓动听的～。

重重主 E空天飞机】 k6吨tian-f副F 航空航天飞机的简
三三季 称。能在机场跑道上水平起飞和降落，既可在

大气层J*J飞行，也吁在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行器。

动力装置在大气层内用吸气式发动机，在大气
层外用火箭发动机。

E空调E k6ngti6o 圈空气调节器，能够调节房

屋、机舱、船舱、车厢等内部的空气温度、温度、
洁净度、气流速度等，使达到一定的要求：安

装～ l开～G
E空头l k6ngt6u 0 圈从事商品泊价证券交
易的人，预料货价将跌而卖出现货或期货，
伺机买进相抵，这种做法叫空头（因为卖出
的货尚未买进，所以叫“空头”；跟“多头”相

对）。参看 871 页［买空卖空1。 8 Ifill 属性
词。指有名无实，不发生作用的 z ～人情｜～

政治家。
E空头支票】 k6ngt6u zhlpiao O 因票面金额
超过存款余额或透支限额而不能生效的支票。
＠比喻不能或不想实践的诺言。

E空投】 k6ngt6u 励］利用飞机、降落伞等从空

中投下（人员、物资等）：飞往灾区～救灾物资。
E空文】 kongwen 圈。说空话的文章g没有实

用价值的文章。＠有名无实的规章条文：一

纸～O

E空袭】 kongxi 画用飞机、导弹等从空中进行
袭击。

E空想】 k6ngx1凸ng 0 闻凭空设想：不要闭门

～，还是下去调查一下情况吧。＠函l 不切实
际的想法z 离开了客观现实的想象就成了～O

E宅想社会主义l kongxi凸ng shehui zh心yi 19 

世纪初期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学说η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来源之一。

E空心】 kongxln O C 「户）圈树干髓部变空或

蔬菜中心没长实2 老槐树～了｜大白菜空了心

了。＠圈属性词。东西的内部是空的z ～

坝｜～面。
另见 748 页 kongxi门。

E空心菜】 kongxlncai ［名］蔬菜Cwengcai ）。

E空心砖l kongxlnzhuan 圈中心空的砖。这

种砖有较好的保暖和隔音性能，用在结构上不
承重的部分，可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并节约材
料。

E空虚】 kongxu llf2J 里面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

不充实：后方～｜精神～。
E空穴来风l kongxue拍if岳『19 有了洞穴才有风

进来Ci岳出宋玉《风赋》）。比喻消息和传说不
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现多用来指消息和传说毫
元根据。

E空言l k6ngy6n 0 画说空话g空谈：不必～

大道理。＠晴空话：满纸～o

E空域E kongvu I割指空中划定的一定范围·
战斗～｜搜索～。

E空运】 kongyun ［司用飞机、直升机等从空中

运输：～救灾物资。

E空载E kongzai 南］指机器、设备、车辆等在没
有负载的情况下运转：加强调度，减少车辆～。

E空战l kongzhan ~敌对双方用飞机等在空
中进行的战斗。

E空置】 kongzhi ［甜（房屋）没有人居住或使用：

客房～率较高！那栋楼已经～了一年。
E空中E kongzhong 0 圈天空中：～飘着自
云。＠圈属性词。指通过无线电信号传播而
形成的z ～信箱｜～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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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空中大学E kongzhong daxue 台湾地区指广

播电视大学。
E空中管制E k6ngzh6ng gu凸nzhl 指空中交通
管制。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利用技术等手段对
飞行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保证安全和有秩序的

飞行。
E空中警察】 k6ngzh6ng jTngch6 维护民用航
空治安，保证飞机顺利运行和旅客安全的警
察。简称空警。

E空中楼阁E k6ngzh6ng-16ug自指海市屡楼，多
用来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理论、计划

等。
E空中小姐】 k6ngzh6ng x的oji岳指客机上的

女乘务员。简称空姐。
E空中走廊］ k6ngzh6ng z凸ul6ng 为飞机或其

他航空器划定的空中飞行通道，宽度通常为
8 ()()() 1 () （）（）（）米，以便飞行管制，保证飞行安

全。
E空钟］ kong·zhong ＜口〉［司空竹。
E空竹E kongzhu 画用竹木等制成的玩具，在
圆柱的一端或两端安上周围有几个小孔的困
盒，用绳子抖动圆柱，圆盒就迅速旋转，发出嗡
嗡的声音。也叫空钟。

E空转】 kongzhuan I到＠机器在没有负载时

运转。内阁瘫痪，政府～。＠由于摩擦力太小
或车轮转速急剧增加，机车或汽车等的动轮在

轨道上或路面上滑转而不前进。
A六 kong 见下。
·1~二另见 748 页时ngo
[f到同E k6ngt6ng （书） l1f2l 蒙昧无知。

空 kong 用于地名 z 都～（在陕西）。

.r~ kong 腔山同 CK6ngt6ng ），山名，在甘肃。
vr..r. 又岛名，在山东。

J腔 kong 见下。

E惶惶E K凸ngkong

〈书〉圆形容诚恳0

2起 kong ＜书〉
’1-lL 匮理形容石头

撞击的声音。
另见 749 页

kongo 

壁 k~ng 见下。
E篓筷］ k6ngh6t』圈

古代弦乐器，分卧

式、竖式两种，弦数
因乐器大小而不 篓筷
同，少的五根弦，多

的有数十根弦。

\I 

k6ng c 亨XL)

子L 怡ng 0 圆润；窟窿；眼JL ：鼻～！毛～！
胃穿～｜这座石桥有七个～｜水银泻地，无

～不入。＠〈方） [ml 用于窑洞 2 一～土窑。＠
CKongl圈姓。

E于L道】 kongdao IBl 通往某处必经的关口：交

通～O
E子L洞E kongdong 圈窟窿（多指在器物上人工

f故的）。
E于L方兄E kongfangxiong 圈指钱，因旧时的

铜钱有方形的孔（诙谐兼含鄙视意）。
E子L径】 kongjing ~ O 机件上圆孔的直径。
＠桥孔、涵洞等的跨度。

E孔孟之道l Kong-Meng zhl dao 孔子和孟子

的思想和主张，指儒家学说。
E孔庙l Kongmiao 圈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庙。
E孔雀E iφngque 圈鸟，头上有羽冠，雄的尾

巴的羽毛很长，颜色绚丽，展开时像扇子。常
见的有绿孔雀和白孔雀两种。成群生活在热
带森林中或河岸边，吃谷类和果实等。多饲养
来供观赏。

E孔雀石l kongqueshi 圈矿物，成分是铜的碱

式碳酸盐，翠绿色，有光泽，多呈葡萄状或肾

状，硬度3. 5 4。可作为寻找原生铜矿的标

志，也用来做装饰品。
E孔隙】 k凸ngxi 圈窟窿眼JL ；缝JL o 
E孔穴l kongxue I翻窟窿跟JL ;JL洞。

E子L眼E lφngyan 圈小于L；眼JL ：叶子上有虫吃

的～｜这些筛子的～大小不同。

3苏L K凸ng 0 害怕；畏惧z ～慌｜惊～！有恃无
ii!i王～｜诚惶诚～。＠使害怕 z ～吓。＠画－二＝
恐怕：～难胜任 It也不出席～有原因。 量量三

E恐怖E K凸ngbu I颠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或残害毛三三

而恐惧z 白色～｜～手段｜那血腥的场面大～
了 Y

E恐怖分子】陆ngbu fenzi 进行恐怖活动的

人。
E恐怖主义E kongbu zh凸yi 蓄意通过暴力手段
（如制造爆炸事件、劫持飞机、绑架等〉，造成平

民或非战斗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以达到某种
政治目的的行为和主张。

E恐高症】 konggaozheng I富登高时因恐惧而
产生的症状，如心跳加快、颤抖、眩晕等。

E恐吓E konghe 画以要挟的话或手段威胁人；

吓唬：～信。
E恐慌】 lφnghuang E国因担忧、害怕而慌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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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748 I 陆ng- kong I 恐控空控

安：～万状｜洪水要来的消息使人们十分～。

E恐惧E Kδngju 圃惊慌害怕 z ～不安。

E恐龙］ k6ngl6ng 圈古爬行动物，种类很多，

大的长达几十米，小的不足→米，生活在陆地

或沼泽附近。繁盛于中生代，在中生代末期灭

绝。
E恐怕J kangpa O ~害怕s担心：他～把事情
闹僵，所以做出了让步。＠圈表示估计兼担

心：～他不会同意｜这样做，效果～不好。＠［副
表示估计、推测：他走了～有二十天了。

E恐水病E kongshuibing 圈狂犬病。

位陆ng 见下。
另见 747 页 k6ng 。

E佼t忽E K凸ngzong ＜书）［~］ 0 （事情）急迫勿
忙：戎马～。＠穷困。

‘、
kong （亨XL)

，去~ kong Or量腾出来；使空：文章每段开
:..:i工头要～两格｜～出一天时间参观游览｜把前
面几排座位～出来。＠圈没有被利用或里面

缺少东西：～白 l ～地｜车厢里～得很。＠
（～儿〕圈尚未占用的地方或时间 z 填～l屋里

堆得连下脚的～儿都没有｜抽～儿到我这儿来一
趟。＠同“控3 ”。

另见 744 页 k己吨。

E空白E kongbai ~ ＜版面、书页、画幅等上面）
空着，没有填满或没有被利用的部分：版面上

还有块～，可以补一篇短文。～点｜这项新产品
又填补了一项～。

E空白点E kongbaidian 圈工作没有达到的方

面或部分：计划生育宣传不要留～。
E空场E kangchang 圈＠（～儿）没有占用的场

地g空地2 厂房后面是一大片～儿。＠演出过
程中，舞台上出现的没有演员或主持人的情

况z 节目衔接紧凑，没有出现～。

E空当E kongdang c～儿）圈空隙2 趁这～儿，你

去了解一下｜书架上摆满了书，没有～。也说空
当子。

E空档E kongdang 匾。尚未占用的梢期z 新

影片要利用市场的～赶紧上映。＠某种物资

短缺的时间段：从南方调运蔬菜，填补北方冬
季～。

E空地】 kongdi 圈。没有被利用的土地： 1丁

前有一块～可以种菜。＠（～儿）空着的地方；
空隙z 床边还有点儿～儿，正好放一个小柜。

E空额E kong’自圆空着的名额2 编制已满，没

有～了。

E空乏E Kδngf6 ＜书〉圈穷困＝家计～。
另见 744 页 k6ngf60

E空岗E kongg凸ng 南人员空缺的岗位。

E字缺E kongqu岳圈＠空着的职位；缺额·还

有－一个副主任的～。＠泛指事物中空着的或
缺少的部分2 填补～o

E空位E kongwei 圈没有占用的座位或职位

等．餐馆里一个～也没有了｜等公司有了～你
再来吧。

E空隙】 kongxi 圈。中间空着的不大的地方5
尚未占用的不长的时间．农作物行间要有一定

的～｜利用工作～抓紧学习。＠空子②o
E空暇J kongxi6 I羽没有事情的时候s空着的

时间。
E空闲】 kongxi6n O 固有空；不忙：最近我比

较～。＠圈空着的时间号闲暇·他一有～就

练习书法。 8 lllil 空着不用的；闲置的：充分
利用～设备。

E空心E kongxin （～儿）［司没吃东西，空着肚

子：这剂药～吃｜先吃点儿菜垫一垫，免得待会儿

喝～酒。
另见 746 页 kδngxino

E空余E kongyu 阻空闲③z ～房屋｜～时间。
E兰兰子E kong•zi 圈＠尚未占用的地方或时间E

找了个～往里挤 l抽个～到我们这里看一看。

＠可乘的机会（多指做坏事的）：钻～。

控1 kon9 告发酌～诉｜指～。

控2 kong 控制： :!J!~i:'lc~o 

毛贞3 kong 匾。使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悬

'.J'.'.:I二 空或处于失去支撑的状态z 腿都～肿了｜
枕头掉了，～着脑袋睡觉多难受啊！＠使容器
口儿（或人的头）朝下，让里边的液体慢慢流出：
把瓶里的油～干净。

E控告】 konggao 画向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告
发（违法失职或犯罪的个人或集体）。

E控购E konggou l到控制社会集团购买g ～指

标 i～商品。
E控股】 kong;;gu l剥指掌握一定数量（半数以

上或相对多数）的股份，而取得对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控制权。

E控盘］ kongp6n 南］操纵、控制股市行情：庄
家～。

E控诉】 kδngsu 画向有关机关或公众陈述受

害经过，请求对加害者进行法律制裁或舆论谴
责＝～大会卜’旧礼教。

E控制E kongzhi 圈＠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或
越出范围；操纵z ～疫情｜～局势｜～人数｜自动



～。＠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z
～金融市场！制高点的火力～了整片开阔地。

E控制论］ Iφngzhil归国研究生物（包括人类）

和机器中的操纵、控制和信息传递的一般规律
的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操纵、控制和信息传递

过程中的数学关系，而不涉及过程内在的物
理、化学、生物、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现象。

腔 kong 用于地名 z ～南（在广东）。
另见 747 页 ki5ngo

鞋 kong ＜书哺头。

kou c 亏又）

根据 kou O 画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
f匹（砸）从里面往外挖z 把掉在砖缝里的
豆粒～出来。＠圈雕刻（花纹）：在镜框边上
～出花儿来。＠画不必要地深究；向一个狭
窄的方面深求：～字眼儿｜死～书本儿。。圃
吝啬z 这个人～得很，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E抠门JLl koumenr ＜方〉［国吝啬 z 这人真～，一
块钱也舍不得出。

E抠搜】 kou·sou 〈口〉＠圈抠①。＠回国吝
啬：这人真～，像个守财奴｜大方点儿，别这么抠
抠搜搜的。 II 也说抠唆。

E抠唆E kou· suo O 圈抠搜①。＠回抠搜
( O 

E抠字眼JLl kou ziy凸nr 0 说话或写作讲究字
句的使用。＠挑人说话或文章中字句的毛
病。

在 kou 古书上指葱。

E在脉E koumai 圈中医指重按时中间无而两
边有的脉搏，好像手指按葱管的感觉。多见于

大出血。

呕 。u ＜书〉弓弩两端系弦的地方。
（）匾）

H区 。u 圆眼珠子深陷在眼眶里边2
应付匾）他病了一场，眼睛都～进去了。

［~区陵】 kou• lou 圈 H区。

\I 

k凸u （亨又）

口胁。画人或动物进饮食的器官，有的
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通称嘴。＠指

口味：～轻｜～重。＠指话语z～才｜～气 1～彩。
＠指人口 z 户～｜家～｜拖家带～。＠（～儿）圈
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g 瓶子～儿｜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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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儿）画出入通过的部位：出～ l入
～｜门～儿｜海～｜关～｜胡同～儿。＠长城的关
UC多用于地名），也泛指这些关口 z ～外｜喜峰

～ 1古北～｜～蘑｜西～。＠（～儿）圈口子1②g

伤～｜衣服撕了个～儿。＠圈性质相同或相近
的单位形成的管理系统z 归～｜财贸～。＠圈

刀、剑、剪刀等的刃 2 刀倦～了。＠圈指马、
驴、骤等的年龄（因可以由牙齿的多少看出
来h 六岁～｜这匹马～还轻。 11!1 [SJ a）用于
人g 一家五～人。 b）用于某些家畜或器物等z
三～猪｜一～钢刀｜一～缸。 411 CK凸u）圈姓。

E口岸E K巾’归国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

入国境的港口、机场、车站、通道等z 通商～｜～
城市。

E口杯E koub岳I [BJ 喝水、漱口等用的杯子。

E口碑E koub岳i [BJ 指群众口头上的称颂（称颂

的文字有很多是刻在碑上的），有时也指群众
口头上的评价z ～载道｜～欠佳。

E口碑载道l koub岳i-zaidao 形容到处都是群
众称颂的声音。

E口北E K凸ub岳I IBJ 长城以北的地方，主要指张
家口以北的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也叫口外。

E口才E koucai 圈说话的才能2 有～｜他～好，
说起故事来有声有色。

E口彩l kouc凸i 圈指吉利话：讨个～。

E口吃l kouchl 圈说话时字音重复或词句中
断，是一种习惯性的语言缺陷。通称结巴。

E口齿】1 怡uchi 圈说话的发音；说话的本领z

～清楚（咬字儿正确）｜～伶俐（说话流畅）。
E口齿T kouchi 固指马、驴、骤等的年龄。

E口臭E kouchou O 圃嘴里发出的气味难闻。
引起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是踊齿、牙槽化版、
慢性口炎、消化不良等。＠圈嘴里发出的难

闻的气味：消除～。
E口传3 kouchuan 画口头传授s ～心授｜民间
艺人大都用～的方法来教徒弟。

E口疮E kouchuang 圈口腔秸膜发炎形成的溃

殇，边缘红肿，中间灰白或淡黄色，常反复发
作。

【口袋E kou•doi C～儿）圈＠用布、皮等做成的

装东西的用具z 面～｜纸～儿。＠衣兜z 这件
制服上有四个～儿。

【口袋书E koudaishu 圈开本小、可以放在衣

服口袋里的书籍z 由于携带方便，～深受读者

喜爱。也叫袋装书。
【口淡】陆udan ＜方〉圈口杠。
【口奴tl K凸uf岳ng 圈指话中透露出来的意思z

你先探探他的～，看他愿意不愿意去。



三三

750 kou 口

E口HIU' k凸ufu 画口头上表示信服z ～心不
服。

E口HIU2 Iφufu 圈内服z ～药｜～液。

E口福E koufu 圈能吃到好东西的福气（含诙

谐意）：～不浅 l很有～。
E口腹E K凸ufu 圈指饮食2 ～之欲！不贪～。
E口感E kougan !Bl 食物吃到嘴里时的感觉z

这种面条儿不但吃起来～好，而且营养也丰富。
E口供E kougδn9- 圈受审讯者口头陈述的与案
情有关的话z 问～l不轻信～。

E口号E K凸uhao 圈＠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

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g 呼～ l标语～。＠旧
时指“口令”②。

E口红］ Iφuh6ng 圈化妆品，用来涂在嘴唇上

使颜色红润。

E口惠E K凸uhui ＜书〉圃口头上许给人好处（并

不实行）：～而实不至。
E口技E K凸uji 圈杂技的一种，表演者运用口部

发音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
E口角E kouji凸o 圈嘴边：～流涎！～生风（形容

说话流利）。
另见 750 页时uj晤。

E口紧E koujfn 圃说话小心，不乱讲；不轻易透
露情况或答应别人。

E口喋E koujin 圈中医指牙关紧闭、口不能张

开的症状。

E口径E K凸ujing 圈＠器物圆口的直径·这架

天文望远镜～500 毫米。＠泛指要求的规格、

性能等z 螺钉与螺母的～不合。＠比喻对问

题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开会统一～l 咱
俩说的～要一致。

E口诀E K凸ujue ［萄根据事物的内容要点编成

的便于记诵的语句z 珠算～o

E口角E K凸uju岳圈争吵z 不要为了一点儿小事儿

就和人家～起来。
另见 750 页 koujiao"

E口口声声E kou•koushengsh岳ng 圆形容不止

一次地陈说、表白或把某一说法经常挂在口
头＝他～说不是他干的。

E口粮］ k6uli6ng ~原指军队中按人发给的粮
食，后来泛指每个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

E口令E K讪ling 圈。战斗、练兵或做体操时

以简短的术语下达的口头命令：喊～。＠在
能见度不良等情况下识别敌我的一种口头暗

号，一般以单词或数字表示：问～｜对～。
E口马l kouma 画口北出产的马。
E口蜜腹剑E lφumi-fujian 嘴上说的很甜，肚子

里却怀着害人的坏主意。形容人阴险。
E口蘑E k6um6 ~真菌的一种，有白色肥厚的

菌盖，多生在牧场的草地上，可以吃。张家口
－带出产的最著名。

E口气E kou·qi 圈＠说话的气势：他的～真不
小。＠言外之意g 口风z 探探他的～｜听他的

～，好像对这件事感到为难。＠说话时流露出
来的感情色彩＝严肃的～｜诙谐的～ 1 埋怨的
~ 。

E口器l kouqi 圈节肢动物口周围的器官，有摄
取食物及感觉等作用。

E口腔】 kouqiang 圈口内的空腔，由两唇、两

颊、硬腾、软腾等构成。口腔内有牙、舌、唾液
腺等器官。

E口琴E K凸uqin 画一种乐器，一般上面有两行

并列的小孔，里面装着铜制的簧，用口吹或吸
小孔发出声响。

E口轻】， Iφuqlng E园＠菜或汤的味儿不咸：我

喜欢吃～的，请你少放点儿盐。＠指人爱吃味
道淡一些的饮食：他～，不喜欢吃太咸的东西。

E口轻］2 k6u;;qlng ~ （驴、马等）年龄小：～的
骤子。也说口小。

E口若悬河］ Iφuru6xu6nhe 说话像瀑布流泻

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
E口口肖JL] k凸出haor !BJ 双唇合拢，中间留一小

于LC有的把手指插在口内），使气流通过而发出
的像吹哨子的声音：吹～。

E口舌E koushe 圈。因说话而引起的误会或

纠纷：～是非。＠指劝说、争辩、交涉时说的
话g 班长费了很多的～，才说服他躺下来休

息。
E口实E k6ushi 圈假托的理由；可以利用的借

口：贻人～。

E口试E lφushi 圈要求口头回答问题的考试

（区别于
E口是心

心里想的又是一套，心口不一致。
Z口授】 lφushou 画。口头传授（还没有文字

记录的歌曲、方技等）：我国许多地方戏曲都是

由民间艺人世代～而保存下来的。＠口头述
说而由别人代写．～作战命令。

E口述E koushu 圈口头叙述：他～，由秘书记

录。

E口水】 kot』shuT 圈唾液的通称2 流～。

E口水战】 koushuTzhan 圈用言语进行的相互

攻击；激烈的争论z 竞选对手之间打起了～！辩

论双方陷入～。也说口水仗。
E口水仗］ k6ushuTzhang 画口水战。

E口算E kousuon 画边心算边说出运算结果。

E口蹄疫E koutiyi 圈偶蹄类动物（牛、猪、羊等）
的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病毒，经接触传播。



主要症状是体温升高，口腔教膜和蹄部发生水
痕并且溃烂，嘴里流白沫，版行。有时人也能
感染。

E口条】 k创刊iao 圈用作食品的猪舌或牛舌z

酱～。
E口头】 kout6u O ［雹嘴（指说话时的）：他总
把这句话挂在～上。＠圈属性词。用说话方
式来表达的（区别于“书面”） ：～汇报｜～翻译 i
～文学。

E口头禅】 k凸ut6uchan 1=81 原指有的禅宗和尚
只空谈禅理而不实行，也指借用禅宗常用语
作为谈话的点缀。今指经常挂在口头的词

句。
E口头文学】 k6ut6u wenxue 口耳相传，没有

书面记载的民间文学。
E口头语】怡ut6uy心（～儿）［写说话时经常不自

觉地说出来的词句：“瞧着办”三个字几乎成了

他的～。
Z口外】｜〈凸uwai 1=81 口北。
E口腕E kouwan l组某些低等动物（如水母）生

在口旁的器官，有捕食的作用。

E口味E lφuwei （～儿）圈＠食品的滋味：这个
菜的～很好。＠各人对于味道的爱好．食堂
里的菜不对我的～。＠指个人的情趣、爱好：
联欢晚会的节目难以适合所有观众的～。

E口吻E K凸uw品n l名］＠某些动物（如鱼、狗等）
头部向前突出的部分，包括嘴、鼻子等。＠口

气③z 玩笑的～ 1教训｜人的～。
E口误E kouwu O 圃因疏忽而说错了话或念
错了字。＠圈因疏忽而说错的话或念错的

字。
E口香糖］ koux iiingtang 1=81 糖果的一种，用人

心果树分泌的胶质加糖和香料制成，只可咀

嚼，不能吞F。

E口小E kou;;xi凸o E窗口密。
E口信］ Iφuxin （～儿）圈口头转告的话＝请你

给我家里捎个～儿，说我今天不回家了。
E口形E K凸uxing 圈人的口部的形状，语音学

上特指在发某个声音时两唇的形状。
E口型］ Iφuxing 圈指说话或发音时的口部形

状。
E口血未干E K凸uxue-weigiin 古人订立盟约时

要饮牲畜的血或在嘴唇上涂上牲畜的血以示
诚信。“口血未干”指订立盟约不久（多用于订

立盟约不久就毁约）。

E口译E kouyi 画口头翻译（区别于“笔译勺。

E口音E K凸uyin 圈发音时软膀上升，阻住鼻腔
的通道，气流专从口腔出来的叫作口音，对鼻
音和鼻化元音而言。普通话语音中 m、门、

口叩 I k己u kou I 751 I 

ng ：：：＇.个是鼻音，ng 尾韵儿化以后前面的元音
变成鼻化元音，其余都是口音，如 α、 E、 0 、
b 、 p 、 f 等。

E口音E kou•yin ［望＠说话的声音：听他的～，
好像是山东人。＠方音：有～（说话带方音）｜

～很重。

E口语l kouy心圈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区别于

“书面语勺。

E口谕E kouyu 画旧时指上司或尊长口头的指
y页。

E口占il kouzhan ＜书〉｛萄＠不打草稿，口头述
说出来z ～电文。＠指即兴做诗词，不打草
稿，随口吟诵出来：～一绝。

E口罩E kouzhao ＜～儿〉［苞卫生用品，用纱布
等制成，罩在嘴和鼻子上，防止灰尘和病菌
侵入。

E口重E K凸uzhong 11121 0 菜或汤的味儿成：我
知道你爱吃～的，所以多搁了些酱油。＠指人
爱吃味道咸一些的饮食z 我～，不喜欢吃太淡
的东西。

E口诛笔伐E lφuzhu-bTfa 用语言文字宣布罪

状，进行声讨。

E口子l' k凸u•zi I望＠（山谷、水道等）大的豁
口：山谷的～上有一座选矿厂。＠（人体、物
体的表层）破裂的地方：不小心手上拉＜la＞了
一个～。

E口子T K凸U•Zi （口〉量＠用于人z 你们家有

几～？＠跟“那、这”连用，称说自己或别人的

配偶z 我们家那～整天都很忙。

、

kou （亨叉）

日日 … OU 0 圈敲； tT：～门。＠－
l.J C0嗷）磕头：～首｜～头｜～谢。＠三三
〈书〉询问；打昕略～生平 l ～以文义。＠主主
(Kou＞圈姓。

E叩拜E koubai Q司叩头下拜，一种旧式的礼节。

F阿Tl kauda 画敲；打：他用手指轻轻地～着

房门。

E叩｜诩E kouhun ＜书〉画官吏、百姓到朝廷诉
冤：～无门（无处申冤）。

E叩见l koujian ＜书） &j] 进见；拜见。

E叩首E koust、ω 画磕头z 三跪九～。

E叩头E kou;;t6u 圃磕头。

E印谢E Kδuxie 圈磕头感谢，泛指表示深切的

谢意z 登门～。

E叩诊E kouzh岳『1 圈西医指用于指或锤状器械
叩击人体胸、腹等部位，倍以诊断疾病。



I 7臼 I kou - kO I 扣寇箱寇鼓屹钊枯

扣 ,_ kou O 圈套住或搭住：～扣
(ti＊~日）子｜把门～土。＠圈器物口朝

下放置或覆盖别的东西·把碗～在桌子上｜用
盘子把碗里的菜～住，免得凉了。＠圈比喻
安上（罪名或不好的名义）：～帽子。。国扣
留过口押g 把犯罪嫌疑人～起来。＠圃从原
数额中减去一部分z ～除｜～分｜不折不～ l打
九～（减去十分之一）。＠（～儿）圈扣子①2 绳
～儿！系（ji) 一个活～儿。＠（～儿）圈扣子②z
衣～。＠画用力朝下击打：～球。＠同
“箱”：丝丝入～。⑩圈指螺纹z 螺丝～勋（肉
了。 fJI CKou)IBJ 姓。

E扣除E K边uchu 圈从总额中减去2 ～损耗｜～
伙食费还有节余。

E扣发］ k<'>ufa 圈＠扣下（工资、奖金等）不发
给：～事故责任者当月奖金。＠扣住（文件、
稿件等）不发出或不发表 z ～新闻稿。

Z扣减E koujian 画扣除z减去g 通话费将自动
从账户中～。

E扣缴l kouji凸0 [;lj] 0 扣下一部分钱用来缴纳
税款等：个人所得税已从稿费中～。＠扣留

收缴z ～营业执照。
E扣留E kouliu 画用强制手段把人或钱财、物
品留住不放＝由于违章，交警～了他的驾驶证。

E扣帽子E kou mao•zi 对人或事强加上现成的
不好的名目，如“落后分子”、“自由主义”等z 别
随便给人扣“自由主义”的帽子。

E扣人心弦E kourenxlnxi6n 形容诗文、表演等
有感染力，使人心情激动。

E扣肉E kourou 画一种菜肴，把肉块煮到半
熟，油炸后切片，肉皮朝下挨次码放在碗里，加

入作料蒸熟后再扣在盘子里。
E扣屎盆子E kou shipen·zi ＜口〉比喻栽赃、污
蔑。

王叩 kou;;ti 画围绕主题；切题： 1t5c~注
意～。

E扣头E Kδu· tou f苞打折扣时扣除的金额。
E扣压l kδuya 暗自把文件、意见等扣留下来不
办理：群众的举报信被他～了。

E扣押l kouyo mm 拘留；｝O留 z ～人质｜～赃物。

E扣眼l kδuy凸n （～儿）圈套住纽扣的小孔。
E扣子】 kou·zi 圈。条状物打成的疙瘩。＠纽
扣。＠章四小说或说书在最紧要、热闹时突
然停顿的地方。扣子能引起人对下面情节的
关切。

寇（ kou O 强盗姗来的侵
（施、冠）略者（也指敌人）：～仇｜

海～ i外～（入侵的敌寇）。＠敌人来侵略g 入
～｜～边。 O CKou）圈姓。

E寇仇E Kδuch6u I写仇敌：视若～。
房价？ • OU ［写织布机上的主要机件之
口（：＇.寇） 1形状像梳子，用来确定经纱的
密度，保持经纱的位置，并把纬纱打紧。也叫
中于Czhu ）。

楚 kou 见下

E寇丹E koudan 圈染指甲的泊。［英 Cutex]

E寇寇l koukou 圈见 738 页【可可］ o

般 。u ＜书〉初生的小鸟儿。
（意艾）

「 ku c 以）

花 kO 见下。

U扭扭 kOkO ＜书〉圈勤劳不懈的样子：孜孜

～｜～终日。

到 kO ＜书〉剖开；挖空＝～木为舟。

枯叫画（植物等）失去水分： ~$1 ～ 
搞｜～草｜～骨。＠庄园（井、河流等）变得没

有水：～井｜海～石烂。＠肌肉干瘪z ～瘦。

＠没有生趣；枯燥z ～坐。＠〈方〉芝麻、大

豆、油茶等榨泊后的渣浮2 菜～｜茶～｜麻～。
(!) CKO）圈姓。

E枯肠】 k0ch6ng ＜书〉圈指写诗作文时贫乏

的思路：搜索～，不成一句。

E枯干E kugan E国干枯s枯摘：河流～。

E枯稿］ kOg凸o E国＠（草木）干枯z 禾苗～。＠

〈书〉（面容）憔↑卒z 形容～。
Z枯骨l kOgu IE 尸体腐烂后剩下的骨头。
E枯黄】 k0hu6ng 圈子枯焦黄·～的禾苗｜过了

中秋，树叶逐渐～。
E枯寂l k邱庄园枯燥寂寞z ～的生活｜他们人

多，虽然在沙漠中行进，也不感到～。

E枯焦E kujiao E国焦枯g干枯s 久旱不雨，禾苗

~ 。

E枯竭E kOjie lllil 0 （水源）于润；断绝：水源～｜
河道～。＠（体力、资财等）用尽；穷竭2 精力

～l资源～o
E枯井】 kOjing 圈干枯没有水的井。

E枯窘】 k0ji6ng ＜书〉幽枯竭贫乏：文思～。
E枯木逢春E kOmu-fengchOn 比喻重获生机。

E枯涩E kuse ~国＠枯燥，不流畅z 文字～。＠
干燥，不滑润z 两眼～。

E枯瘦E kOshou 圃干瘪消瘦z ～的手｜～如柴。

E枯水期E kOshulql 圈河流、湖泊处于最低水



位的时期。

E枯萎E kuw岳i r~J 干枯萎缩z 入秋，荷叶逐渐～

了。

E枯朽E kuxi心圈干枯腐朽：这棵老树已经～
了。

E枯燥E kuzao 嗣单调，没有趣味：生活～｜～

无味。

E枯坐E kuzuo D司无所事事地干坐着。

哭 kO 圃因痛苦悲哀或感情激动而流r§,:ff
时候还发出声音：～喊｜～叫｜～闹｜～诉！

放声大～。
E哭鼻子】 kO bi•zi ＜口〉哭（含诙谐意）：输了不
许～。

E哭哭暗暗】 kukutiti l~J 状态词。形容没完没

了地哭。

E哭灵】 ku11 ling ［：翔在灵枢或灵位前痛哭。
E哭泣】 kuqi 圈轻声哭。

E哭腔l kuqiang （～儿）圈。戏曲演唱中表示
哭泣的行腔。＠说话时带哭泣的声音。

E哭穷E ku;;qi6ng 圈向别人诉说自己穷困（多
指装穷），

E哭丧E ku;;sang ［苞号丧（hao;; song ）。

E哭丧棒E kusangbang 圈旧俗出殡时孝子拄

的棍子，上面缠着臼纸。
E哭丧着脸】 kO•sang•zhe lion 心里不痛快，脸

上流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E哭诉】 kusu ~哭着诉说或控诉z 她向大伙儿

～自己的不幸遭遇。
E哭天抹泪】 kutian-molei 哭哭啼啼的样子（多

含厌恶意）。
E哭笑不得l kuxiao-bud岳哭也不是，笑也不

是，形容处境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掘 ku ＜书〉＠同“窟”。＠开凿洞穴
圄 __ ku 见下。

（！日男）
E圆圆l kulue IBl 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也泛
指圈起来的一块地方（现多用于村镇名称） : 
马家～（在内蒙古）。也译作库伦。

窟 kO 0 洞穴：石～｜山～｜狡兔子。＠
某类人聚集或聚居的场所：匪～｜盗～｜赌

～｜贫民～。

E窟窿l ku•long 圈＠洞：冰～｜老鼠～｜鞋底磨
了个大～。＠比喻亏空。

E窟窿眼JLl ku • longy凸nr （口〉圈小窟窿川、
孔2 这块木头上有好些虫蛙的～。

E窟穴l kuxue 圈洞穴g巢穴（多指坏人隐藏的

地方）。
E窟宅】 kuzhai 圈巢穴，多指盗匪盘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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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M 见F

E骨古楼E k016u 圈于枯元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

骨憾。

v 
ku ＜亨〉〈）

::t!:: k心。 [Mi 像胆汁或黄连的味道（跟“甘、

l=I 甜”相对） ：～胆｜这药～极了。 fj ~难
受；痛苦：～笑｜艰～｜愁眉～脸｜～日子过去了｜
～尽甘来。＠｛量使痛苦；使难受：一家五口
都仗着他养活，可～了他了。＠苦于g ～旱｜～

夏。＠画有耐心地：尽力地z ～劝｜～干 l ～

思｜勤学～练。＠〈方〉圈除去得太多多损耗太

过：指甲剪得太～了｜这双鞋穿得太～了，不能
修理了。＠（Ku）圈姓。

E苦熬】 k心’ 60 圈忍受着痛苦度日：～岁月。

E苦差E kuchai l苞艰苦的差事；没有什么好处

可得的差事z 出了一趟～。
E苦楚l kuch心~痛苦（多指生活上受折磨或

精神上受打击）：辛酸～｜满腹～，无处倾诉。
E苦处E kuchu 圈所受的痛苦2 这些～，向谁去

说？
E苦胆E kud凸n 圈指胆囊，因胆汁昧苦，所以叫

苦胆。

E苦工】 k心gong IBl 0 被迫从事的辛苦繁重的
体力劳动z 做～。＠做苦工的人：老爷爷当

年在煤矿当过～。
E苦功l k心gong 圈刻苦的功夫·语言这东西不

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不可。

E苦瓜l k心gu凸 IBJO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掌

状深裂，花黄色。果实长圆形或卵圆形，两头

尖，表面有许多瘤状突起，未熟时绿色，熟时桶
黄色，略有苦昧，可做蔬菜。＠这种植物的果

实。

E苦果E K心gu凸圈味苦的果子，借指坏的结果
或使人痛苦的结果2 自食～。

E苦海E kuh凸l 圈原是佛教用语，后来泛指很困

苦的环境z 脱离～。

E苦寒E K心han 圃＠极端寒冷；严寒2 气候～。

＠贫寒；寒苦：世代～。
E苦活JLl kuhu6r 圈费力多而报酬少的工作
（跟“甜活儿”相对〉。

E苦尽甘来E kujin-gonlai 艰苦的境况过去，美

好的境况到来。也说苦尽甜来。
E苦尽甜来l kujin-tianlai 苦尽甘来。

E苦境E kujing 圈痛苦1盯住的境地。

E苦酒E K心j i心圈质劣味苦的酒，借指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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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z 饮下了自酿的～。
E苦口E K凸k凸u 0 圃表示不辞烦劳、反复J恳切

地说：～相劝。＠画引起苦的味觉z 良药～
利于病。

E苦口婆心E kukou-p6xln 劝说不辞烦劳，用心

像老太太那样慈爱，形容怀着好，心再三，恳切劝

告。
E苦苦E kuku 画＠表示十分痛苦z ～等待 l～
煎熬。＠表示竭力，一再地：～追求｜～相劝｜
～哀求。

E苦力】 k心Ii 圈＠旧时指出卖力气干重活儿并

受奴役的工人。＠干重活儿所付出的劳力：
卖～。

E苦旅E K心i画画艰辛的旅程，多用于比喻：人

生～O
E苦闷l kumen 圃苦恼烦闷z 心情～。
E苦命l kuming 圈不好的命运；注定受苦的

命：～人。
E苦难E kunan IE 痛苦和灾难z ～深重｜～的日
子 I 7i<.远不能忘记旧社会的～。

E甜商E kun凸o 圈痛苦烦恼z 自寻～｜为此事他
～了好几天。

E苦肉计l kurouji r望用故意伤害自己肉体的
方式，骗取对方信任，以便借机行辜的计谋。

E苦涩E kuse [H2J o c味道）又苦又涩。＠形容

内心痛苦z ～的表情｜他～地笑了笑。
E苦水】 kushui 圈＠因含有硫酸锅、硫酸偿等
无机盐而味道苦的水。＠因患某种疾病而从
口中吐出的苦的液体，通常是消化液和食物的

混合物。＠指心中的痛苦或遭受的困苦2 对
好友倒出了满肚子～｜我的童年是在～中度过
的。

E苦思冥想l kusl-mingxi凸ng 深沉地思索。也

说冥思苦想、冥思苦索。
E苦痛】 k心tong 冒冒痛苦。
E苦头E kut6u c～儿）圈稍苦的味道z 这口井的

水带点儿～儿。

E苦头E ku·t6u c～儿）圈苦痛P磨难；不幸2 吃尽

～｜什么～我都尝过了。
E苦夏E kuxia 画指夏天食量减少，身体消瘦。
有的地区叫症夏Czhuxia ）。

E苦相l k心xiang 圈愁苦的表情；苦命的面相2
不知他遇到什么难处了，最近总是一脸的～｜长
得一副～。

E苦笑E kuxiao rnllJ 心情不愉快而勉强做出笑

--'tro 

E苦心E kuxln O 圈辛苦地用在某些事情上的
心思或精力 g 煞费～｜一片～。＠画费尽心
思2 ～研究 l～经营。

E苦心孤诣E kuxln-guyi 费尽心思钻研或经营，

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境地（孤诣＝独自达到的境地）。

E苦刑】 kuxing 圈酷刑z 受～。

E苦行l kuxing 圈某些宗教徒在修行中故意

用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种种痛苦来磨炼自己，是
→种修行手段。

E苦行｛曾】 kuxings岳ng I重用苦行的手段修行

的僧人，也借指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自我磨炼、
甘愿受苦的人。

E苦役E kuvi 圈旧时统治者强迫人民从事的艰

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服～。
E苦于E kuvu l副对于某种情况感到苦恼：～力

不从心 i～没有时间。

E苦雨l kuvu !Bl 连绵不停的雨s久下成灾的

雨2 凄风～。

E苦战l k心zhan 圃艰苦地奋战z 通宵～。

E苦衷】 kuzhong 圈痛苦或为难的心情：你应

该体谅他的～。
E苦楠E K心zhu !Bl 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果实
扁圆形。木材致密坚韧，是建筑、制造家具等
的良好材料。

E苦主E kuzhu 圈指人命案件中被害人的家属。

桔 ku ＜书〉粗劣；不坚固；不精致
’l 口另见 SSS 页仙。

、

ku c 亨〉〈）

库1 斗 ku 圈。储存大量东西的建筑
（库）物或设备2 水～｜仓～ l 书～ l入

～0文～｜思想～。＠指数据库z 语料～。＠
CKu）姓。

库2 平 ku 醉仑的简称。电流为 1
（库）安时，1 秒钟内通过导体横截面

的电量为 1 库。
E库藏】 kucang O 晴在库房里储藏g 清点～

物资｜～图书三十万册。＠圈库房里储藏的

东西：清理～。
另见 755 页 kuzang 。

E库存E kucun ［萄指库中现存的现金或物资z

清点～。
E库缎E kuduan 圈纯桑蚕丝织成的提花缎子，
因清代宫廷入库收藏而得名。

U车房l kufang IE 储存财物的房屋。
E库锦】 kujin 国用金线、银线和彩色绒线织成
花纹的锦，因清代宫廷入库收藏而得名。

E库仑E kulun 画电量单位，符号 C。这个单位

名称是为纪念法国物理学家库仑（Charles de 
Coulomb）而定的。简称库。



U辈伦l kulun 圈见 753 页【圆圆lo
E库区l kuqu 画水库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
～移民 l三峡～。

E库容】 ku「6ng !Bl 水库、仓库、冷库等的容积。
E库藏l kuzang ＜书〉圈仓库。

另见 754 页 kuc6ng"

Uh: . . ku 同“裤”，用于“统窍”。
窍（籍）
主导冬 …- K心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
营（馨）
裤 ku 裤子z 短～｜棉～｜毛

（裤、将）～｜灯笼～。
E裤权JLl kuch凸r 圈＠短裤。＠贴身穿的遮
蔽腰以下两腿以上部位的内衣（多为三角形）。

E裤裆】 kudang 圈两条裤腿相连的地方。
E裤兜】 kudou c～儿）圈裤子上的口袋。
E裤管】 kugucin ＜方〉圈裤腿。也叫裤脚管。

E裤脚1 kuii凸o 圈＠（～儿）裤腿的最下端。＠
〈方〉裤腿。

E裤脚管】 kuii凸ogu归国裤管。

E裤头E kutOL』（～；L)（方〉圈裤权JL ：游泳～儿。
E裤腿l kutuT c～儿）圈裤子穿在两腿上的筒状

部分。

E裤袜E kuwa 圈连裤袜。
E裤线l kuxian I毫指裤腿前后正中从上到下
奥成的裙子。

E裤腰E kuyao 圈裤子的最上端，系腰带的地

方。
E裤子】 ku·zi 圈穿在腰部以下的衣服，有裤腰、

裤裆和两条裤腿＝一条～。
面1f.1 ku o 残酷·～刑｜～吏。＠程度深的；
同口极：～热｜～寒 l～似｜～肖。
百1'-2 ku E影］形容人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
目口坚毅，有个性。 E英 cool]
E酷爱】 ku' ai 圈非常爱好：～书法！～音乐。

E酷寒】 kuhan E冒（天气）极冷＝气候～的冬季。
E酷吏1 kull ＜书〉［望滥用刑罚、残害百姓的官

吏。
E酷烈】 kulie ＜书〉圃＠残酷：中国人民在反
动统治时期遭受的苦难极为～。＠（香气）很

浓：异香～。＠炽烈：～的阳光。

E酷虐E kunoe lllil 残酷狠毒z ～成性。

E酷热E kure 圈（天气）极热z ～的盛夏。

E酷暑E kush心［组指极热的夏天z ～难耐。

E酷似.l kusi 圈极像：她长得～母亲。
四告肖l kuxiao ＜书〉阉酷似．～其父。
E酷刑】 kuxing 圈残暴狠毒的刑罚：～逼供。

E酷炫E kuxuan 圈炫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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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 c 亨〉〈丫）

夸1 比 kua 圈。夸大2 叫他把这
（挎）点小事～得比天还大。＠夸奖：

人人都～她学习刻苦。

夸2 Kua 圈姓。

E夸大l kuada 画把事情说得超过了实际的程

度2 ～缺点｜～成绩。

E夸大其词E kuada-qici 说话或写文章不切实

际，扩大了事实。也作夸大其辞。

E夸大其辞E kuada-qici 同“夸大其词”。

E夸诞E kuadan ＜书〉圈（言谈）虚夸不实z ～

之词，不足为信。

E夸父追日l kuafu-zhulri 古代神话，夸父（旧读

Ju）为了追赶太阳，渴极了，喝了黄河、渭河的

水还不够，又往别处去找水，半路上就渴死了。
他遗下的木杖，后来变成一片树林，叫作邓林

（见识（山海经·海外北经》）。后来用“夸父追

日”比喻决心大或不自量力。

E夸海口E kua h凸ikou 漫无边际地说大话。

E夸奖l kuaji凸ng ~称赞z 大家～他做了一件

好事。

E夸克】 kuake 圈组成质子、中子等粒子的更

小的粒子。现 quark]

E夸口l kua;;k凸u 圈说大话：你别～，先做给大

家看看。

E夸夸其谈E ku6ku6-qit6n 说话或写文章浮

夸，不切实际。

E夸示l kuashi 圈向人吹嘘或显示（自己的东

西、长处等）。

E夸饰】 kuashi ［噩夸张地描绘z 文笔朴实，没二二

有半岛L～。 主E
E夸耀E kuayao U司向人显示（自己有本领、有 E二

功劳、有地位势力等）：不要在人面前～自已。

E夸赞E kuazan 画夸奖：人们都～她心灵手

巧。

E夸张】 kuazhang O 圈夸大；言过其实g 这种

说法实在太～了。＠圈修辞方式，指为了启

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
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如“他的嗓子像

铜钟一样，十里地都能听见”。＠圈指文艺创
作中突出描写对象某些特点的手法。

E夸嘴E kua;;zuT ＜口〉｛到夸口。

挎 ku6 ＜书〉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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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ku凸（亨〉〈丫）

传卢 kua ＜方〉圈＠语音不正，特指
c ：跨）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土气

②z 这身衣服～得要命。＠粗大；不细巧：几

年不见，长成个～大个儿！这个箱子大～了，携带

不方便。
E侮子E ku凸· zi ＜方〉圈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
的外乡人；土气的人（含轻蔑意）。

』差~ kua rnID 0 倒塌；树下来2 洪水再大也冲
F牙不～坚固的堤坝。别把身体累～了。＠崩
溃z溃败＝～台｜打～了敌人。

E垮塌l ku凸ta 毒国倒塌；胡塌z 河堤～｜桥身突
然～。

E垮台E kua;;tai 圈比喻崩溃瓦解。

kua c 亨〉〈丫）

挎 M 圈。胳膊弯起来按住或钩住东西：
～着篮子｜两个女孩子～着胳膊向学校走

去。＠把东西挂在肩头、脖子上或腰里z ～着
照相机。

E挎包E kuabao c～儿）圈带子较长的可以挂在
肩膀上背的袋子。

【挎斗E kuad归（～儿）IBJ 安装在摩托车右侧的
斗形装置，可供人乘坐。

膀 M 酬的两侧和大腿之间的部分z ～
下｜～骨。

白斡当】 kuadang 圈两条腿的中间。

E跨骨E kuag心目E镜骨的通称。
跨 kua O mill 抬起一只脚向前或向左右迈

（一大步）：～进大门｜向左～一步。＠圈
两腿分在物体的两边坐着或立着z ～在马上。

铁桥横～长江两岸。－~到超越一定数量、时

间、地区等的界限：～年度｜～地区｜～行业。

＠附在旁边的z ～问｜～院儿。
E跨度】 kuadu 圈＠房屋、桥梁等建筑物中，
梁、屋架、拱券两端的支柱、桥墩或墙等承重结

构之间的距离。＠泛指距离g 时间～大。
E跨国公司E kuagua-gongsl 通过直接技资、转
让技术等活动，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当地
资本合股拥有企业的国际性公司。由在两个
或多个国家的经营实体组成。也叫多国公司。

E跨栏E kua;;lan 圈回径运动项目之一，在规

定的竞赛距离内每隔一定距离摆设栏架，运动
员要依次跨过栏架跑到终点。

E跨年度E kuδniandu （任务、计划、预算等）跨
着两个年度g越过一个年度进入另一个年度－
～工程｜～预算。

E跨院l kuayuan c～儿）圈正院旁边的院子。

E跨越】 kuayue 圈越过地区或时期的界限z

～障碍｜～长江天笙｜～了几个世纪。

v 
ku凸 i （亨j..1Jj)

~、11 kl』凸 i ＜方〉圈用指甲抓s搔＝～3iL. c撞）痒痒｜～破了皮。
－（，、γ2 kuai ＜方〉圈＠挎①＝～着小
3iL~C摧）篮。＠画：从桶里～水。
删阳也i IBl 0 剧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用用 条形，花褐色。生长在水边或阴湿的地

方。茎可用来编席，也可造纸。 8 CKu凸 i ）姓。

、

kuai c 亨j..1Jj)

自 kuai ＜书〉土块。

」生』 A kuai 总计＝～计0
2ξ（舍）另见583 页 hui 。
E会itl kuai ·ii IBl O 监督和管理财务的工作，
主要内容有填制各种记账凭证，处理账务，编
制各种有关报表等。＠担任会计工作的人
员。

E会计师E kuaijishl 圈。企业、机关中会计人

员的职务名称之一。＠由政府或权威机构发
给证书并受当事人委托承办会计、审计等业务
的会计人员。如中国的注册会计师、美国的职
业会计师等。

块 kuai O c ～JL）画成疙瘩或成
（魄）团JL的东西：糖～JL I 把内切成～JL 。

－~用于块状或某些片状的东西z 两～香

皂 l三～手表｜一～桌布｜一～试验田。＠〈口〉
画用于银币或纸币，等于“元气三～钱。

E块儿八角E kuai·er-baji凸0 ＜口〉块儿八毛。
E块儿八毛l kuai•er-bamao ＜口〉一元钱或比
一元钱略少。也说块儿八角。

E块根】 kuaig岳『1 圈根的－种，呈块状，无定形，

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养料，如甘薯供食用的部分
就是块根。

E块茎E kuaijlng 圈地下茎的一种，呈块状，含

有大量的淀粉和养料，上面有凹人的芽眼，芽

眼中的芽可以长成地上茎，如马铃薯供食用的
部分就是块茎。



E块垒l kuail副〈书〉南累积的块状物，比喻郁

积在心中的气愤或愁闷：借j西浇心中～o
E块JL) kuair 圈＠〈口〉指人身材的高矮胖瘦·
这人～很大。＠〈方〉处；地方z 这一带我熟得

很，哪～都去过｜你哪～摔疼了？｜我在这～工
作好几年了。

Z块头J kuait6u ＜方〉圈指人身材的高矮胖
瘦：大～。

，~-ft kucii O ［朋速变高；走路、f故事等费的时
ν飞、间短（跟“慢”相对）：～车｜～步 l又～又好｜

他进步很～。＠圃赶快＝～来帮忙｜～送医院
抢救。 81副l 快要；将要z 你再等一会儿，他～
回来了｜他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了。。~
灵敏：脑子～｜眼疾手～。＠［固（刀、剪、斧子

等）锋利（跟“钝”相对）：菜刀不～了，你去磨一

磨。＠爽快；痛快；直截了当：～人～语。＠
愉快；高兴；舒服2 ～感｜拍手称～｜大～人心。

＠旧时指专管缉捕的差役：捕～［马～。＠
CKuai）圈姓。

E快板儿】 kuaibanr 圈曲艺的一种，词儿合辙押
韵，说时用竹板打节拍，节奏较快。也叫’快板儿

书。

E快板儿书】 kuaibanrshu 圈’快板儿。

E快报l kuaibao 圈能及时反映信息、情况的
报纸或墙报等z 校园～｜都市～。

Z快步流星】 kuaibu-liuxlng 大步流星。
E快步舞E kuaibuwu 画现代舞的一种，起源于

美国。 4/4 拍，舞曲奔放欢快。舞步轻快灵
活，跳跃感强。

E快餐】 kuaican 圈能够迅速提供给顾客食用

的饭食，如汉堡包、盒饭等：～店。
E快餐文化】 kuaican wenhua 指创作速成，内
容通俗，在一定范围短期流行的文艺作品。

［＇快车E kuaich岳函中途停止占较少，全程行车时

间较短的火车或汽车（多用于客运）。
［＇快车道J kuaichedao 圈机动车分道行驶时，

专供快速行驶用的车道，一般在内侧。改革已
经进入～。

E快当］ kuai•dan~ 圈迅速敏捷；不拖拉。
E快刀斩乱麻】 kuaidao zh凸n luanma 比喻用
果断的办法迅速解决复杂的问题。

E快递】 kuaidl ［皇］特快专递的简称。

E快感】 kuaig归国主］愉快或痛快的感觉：好的
歌舞节目能给人以～ο

E快活E kuai•huo G归愉快s快乐：提前完成了任
务，心里觉得很～。

E快货E kuaihuo I蜀卖得快的货物g畅销的商
p 
口口。

E快件E kuaijian 圈。运输部门把托运的货物

块快 i kuδj I 1s1 I 
分为快件

的叫慢件，运输速度较快、运费较高的叫快件。
快件一般凭火车票办理托运，物品随旅客所乘

列车同时运到。＠邮政部门指须要快速递送
的邮件。＠泛指须要快速完成的工作：这张
订单是～，须要马上加工。

E快捷E kuaijie 圈（速度）快；（行动）敏捷＝动作
～｜他迈着～的步伐走在最前头。

E快捷键l kuaijiejian ['81 计算机键盘中的特殊

键．使用快捷键能够快速实现某些功能，提高
工作效率。

［＇快镜头】 kuaijlngt6u 圈拍摄影视片时，用慢

速拍摄的方法拍摄，再用正常速度放映或播
映，从而产生镜头画面的人、物动作的速度比

实际快的效果。这样的镜头叫作快镜头。

E快乐】 kuail自圆感到幸福或满意：～的微笑｜
祝您生日～。

E快马加鞭】 kuaim凸－i iabian 对快跑的马再打

几鞭子，使它跑得更快，比喻快上加快。

【快慢J kuaiman 圈指速度2 这艘轮船的～怎

么样？
E快门l kuaimen c～儿）圈照相机中控制曝光

时间的装置，由薄金属片或不透光的布帘构
成。拍照时快门的开启时间可以是数秒、一
秒、几分之一秒以至千分之一秒或更短。

E快枪l kuaiqiang 圈泛指能较快地上子弹的
枪（对“土枪、鸟枪”而言）。

E快热J kuaire 圈进入状态比较快的z ～型选
手。

E快人快语l kuairen-kuaiy心爽快的人说爽快
的话，指人性格直爽。

E快三步】 kuaisanbu 圈维也纳华尔兹。

E快事l kuaishl l也令人痛快满意的事z 好友相
逢，畅叙别情，实为一大～。

E快子E kuaishou c～儿）圈指f故事敏捷的人。 二三三
E快书J kuaishu 圈曲艺的一种，用铜板或竹板三暨

伴奏，词儿合辙押韵，说时节奏较快，有山东快
书、竹板快书等。

E快速E kuaisu Ifill 属性词。速度快的；迅速：

～通道 l～炼钢｜～行军｜～育肥。
E快速路】 kuaisulu 圈专供汽车以较快速度行

驶的道路。设施和速度标准比高速公路略低。

E快艇E kuaitTng 圈汽艇。

E快慰E kuaiwei E固痛快而感到安慰；欣慰z 得
知近况，不胜～o

E快信E kuaixln [BJ 邮政部门指须要快速投递

的信件。

E快’防卫 kuai •xing ＜方〉圈性情爽快：他是个～
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I 1sa I kl」凸 i - kuan l 快偿邹哈汪会治脸筷馀宽

E快婿E kuaixu ＜书〉圈指为岳父岳母所满意｜ 严，待人～。＠回宽裕；宽绰z 他虽然手头比
的女婿z 乘龙～。 | 过去～多了，但仍很注意节约。 0 CKuon ）圈

E快讯E kuaixun 圈指迅速采访、刊出或播发｜ 姓。
的消息。 I c宽敞】 kuon•chang 圃宽阔；宽大．这间屋子

E快要J kuaiyao 圃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就｜ 很～。
要出现某种情况z 铅笔～用完了，再买几支去 I I c宽畅E kuonchang 圃（心里）舒畅z 胸怀～。
国庆节～到了｜她长得～跟妈妈一样高了。 I E宽绰） kuon•chuo 回＠宽阔；不狭窄z ～的

E快意E kuaiyi 圆心情爽快舒适g 微风吹来，感｜ 礼堂｜人口不多，虽然只两间房子，倒也宽宽绰
到十分～。 | 绰的。＠（心胸）开阔z 听了他的话，心里觉着

E快鱼E kuaiyu 同“绘鱼”。 | ～多了。＠富余z 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了。
E快运E kuaiy归国快速运送（货物等）。 I c宽打窄用） kuiind凸－zhiiiyong 订计划的时候
E快照E kuaizhao !Bl C照相馆）拍照后快速洗｜ 打得宽裕→些，而实际使用的时候节约一些。
印交付的照片。 I c宽大E kuanda E国＠面积或容积大z 衣袖～｜

E快嘴J kuaizui 画指不加考虑、有话就说或好｜ ～豁亮的客厅。＠对人宽容厚道：襟怀～。
传闲话的人。 | ＠对犯错误或犯罪的人从宽处理g ～政策 l～

/A ,A kuai 旧时指以拉拢买卖从中取｜ 处理。

？云（倩）利为职业的人z 市～｜牙～｜驱～ I c宽大为怀J kuii咄咄1hu6i 待人接物胸怀开
Czangkuai ）。 | 阔，态度宽容厚道。

邹 阳ai 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新 I ［宽明 kuiin耐圈模拟通信中指频率大大高
（部）密东北。＠圈姓。 | 于话音的带宽数字通信中通常指传输速率超

哈」 kuai ＜书〉咽下去。 | 过 2兆比特／秒附宽。
（噜） I c宽贷E kuiindai 圈宽容；饶恕z 如果再犯，决

汪会叫 kuai ＜书〉附：狡～。 | 不～。
（猎） I c宽待J kuiindai 圈宽大对待：～俘虏。

也各；也 kuai ＜书〉田间的水沟。 I c宽度J kuandu 函宽窄的程度；横的距离（长
｛去（槽）另见附页 Hui 。 | 方形多指两条长边之间的距离）。
脸队阳ai ＜书〉＠切得很细的鱼或问日 M巾圃（内容意义等）涉及的面

（腊）肉。＠把鱼、肉切成薄片， ~!'Io I 宽：这个词的含义很～1 办公室的职责比较～。
除炙人口E kuaizhi-renkou 美味人人都爱吃， I c宽幅】 kuiintu O 圈属性词。幅面宽的：～
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人们都称赞叹：烤熟｜ 布。归翩翩：大盘～振荡。

．甲肉）。 I c宽f】 kuanguong 回＠面积大z ～的原野｜
布常 ku创筷子：碗～。 | 
2日i I 道路越走越～。＠范围大z 题材～｜～的艺术
v、 | 领域。＠（心胸）开阔以见识）广博z 胸怀～ 1 眼
E筷子J kuai·zi 圈用竹、木、金属等制的夹饭菜｜ 田～

主主 或其他东西的细长棍儿一双～｜竹～｜火～（夹｜肮和J kuonhe 圈宽厚温和2 待人～｜性情～。
炭火用的）。 | • • I c宽宏） kuiinh6ng E园（度量）大z ～大量。也作

====== Ir.A . . kua i 见下。 | 
回去（僧） | 脚。
~－ m同 I c宽宏大度】 kuonh6ng-dadu 宽宏大量。
E绘鱼E kuaiyu 圈锄（｜自）。也作快鱼。 | 

I E宽宏大量】 kuanh6ng-dal iang 形容人度量

kuan <7义与）

句与主 . , . kuiin 0 圈横的距离大；范围广
见品（宽）（跟“窄咱对）：～银幕｜这条马路
很～｜他们说我这也管那也管，嫌我管得～。＠

圈宽度：我国国旗的～是长的三分之二｜碑高
五尺，～二尺。＠圈放宽；使松缓z ～限｜～
心｜听说孩子已经脱险，心就～了一半。。庄园
宽大；不严厉；不苛求：～容！从～处理 i 对己

大。也作宽洪大量。也说宽宏大度。
E宽1月 kuiinh6ng 0 ~园（嗓音）宽而洪亮2 ～

的歌声。＠同“宽宏”。
E宽洪大量J kuonh6ng-daliang 同“宽宏大
量”。

E宽厚E kuiinhou E匾。宽而厚z ～的胸膛。＠

（待人）宽容厚道：为人～。＠（嗓音）浑厚2 唱
腔高亢～。

E宽假E kuanji凸〈书〉圈宽贷；宽恕。

E宽解E kuiinj i岳圈使宽心$使烦a恼解除s 母亲



生气的时候，姐姐总能设法～。

E宽旷l kuankuang ~冒宽广空旷：～的草原。
E宽阔E kuankuo I咽＠宽①；｜词①z ～无垠 l～

平坦的大道。＠（心胸、见识等）开阔，不狭隘：

胸襟～ 1 思路～。
E宽让】 kuanrang 圃让着别人，不争执；宽容
忍让。

E宽饶】 kuanroo 圈宽恕；饶恕：依法惩治，决
不～。

E宽容】 kuiinr6ng ［到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追
究＝大度～｜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绝不能～。

E宽赦l kuanshe 画宽大赦免；宽恕。
E宽舒l kuanshu ［毫］＠舒畅：心境～。＠宽
敞舒展：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平整～。

E宽恕tl kuanshu ［司宽容饶恕。
E宽松E kuan•s6ng U韵。宽绰；不拥挤：列车
开动以后，拥挤的车厢略为～了一些。＠（衣
服）肥大·～衫｜～式的连衣裙。＠宽畅；松快：
～和谐的环境｜她听了同事们劝慰的话，心里～
多了。＠宽裕：工资提高了，手头～多了。

E宽慰E kuanwei O 圈宽解安慰z 她用温和的
话语～着妈妈。＠！用宽畅欣慰：儿子总算理
解了自己的苦心，她感到很～。

E宽限】 kuan;; x ian ［到放宽限期：我们借的东
西还要用，请你～几天。

E宽心】 kuiin;; xin 圈解除心中的焦急愁闷：

大家去陪她玩儿玩儿．让她宽宽心。
E宽心丸】 kuiinxinw6n （～儿）圈指宽慰人的
话或事物。也说开心丸。

E宽延l kuiiny6n 回到放宽延缓（期限）：工期还

可以再～几天。

E宽衣】 kuiin;;yi r司敬辞，用于请人脱衣g 屋里
热，请～。

E宽以待人】 kuiinyidairen 用宽容、宽厚的态

度对待他人z 应该提倡严以律己，～。
E宽银幕电影E kuiinyinmu dianying 电影的一

种，银幕略作弧形，比普通电影的银幕宽，使观
众看到的画面大而完整，并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这种电影的配音多是立体声。

E宽有l kuiinyou ＜书＞ I虱宽恕；饶恕。
E宽余E kuiinyu llliJ 0 宽阔舒畅。＠宽裕z 他
近两年手头～多了。

E宽裕E kuiinyu 圃宽绰富余z 生活一天天～起
来｜时间很～。

E宽窄E kuiinzh凸 i IBl 宽度：这块布的～做窗帘
正合适。

E宽展］ kuiinzh创〈方〉匾。（心里）舒畅：听
他们一说，心里～多了。＠（地方）宽阔2 ～的
院落。＠宽裕z 手头不～i 日子过得还算～。

宽愤款 I kua 「i - kuan I 759 I 

E宽纵l kuiinzong 圈宽容放纵；不加约束z 对
孩子要严加管教，不要一味～。

髓… kuan 见下
（骨置）

E锻骨l kuang心圈组成骨盆的大骨，左右各
一，形状不规则，是由憾骨、坐骨和耻骨合成
的。通称膀骨。（阁见 468 页“人的骨髓”）

" kuan （亨义z; ) 

士:l.+1 kuan O 诚恳z ～留｜～曲。

每人 f欺）＠招待；款待z ～客。
士:l.+2 kuan O 画法令、规章、条约
悉人「欺）等条文里分的项目，通常在条
下分款，款下分项z 条～。 8 !'SJ 款项①；钱g

现～｜公～｜存～｜汇～｜一笔～。＠（～儿）圈书
画上题写的作者或赠送对象的姓名等：上～！

下～｜落～儿o 。［割款式：这是刚出厂的新～
风衣｜橱窗里摆着各～鞋帽。 0 III a）用于款
式的种类：两～风衣｜五～西式点心。 b）用于

条文里的项目 2 第二条第一～。
斗争43 kuan 〈书〉敲①z ～门｜～关。

磊人「欺）
4子44 ku凸n ＜书〉缓；慢 z ～步｜清风

惑人「欺）徐来，柳丝～摆。
E款步l kuanbu r司缓慢地步行：～向前｜～漫

游。
E款待E kuandai f动］亲切优厚地招待：～客人｜

盛情～O
E款冬E kuandong l割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略

呈心脏形，有长柄，花黄色。花蕾可入药。
E款额l kuan’在圈经费或款项的数额。

E款款l' kuankuan ＜书〉圈诚恳s忠诚2 ～深

情。
即l' kuankuan ＜书〉圆慢慢地： ~ ji'jJ 行I.
花香～飘来。

E款留】 kuanliu 画诚恳地挽留（宾客）：再三

~ 。
E款洽】 kuanqia E 亲切融洽z 情意～。

E款曲】 kuanqu ＜书〉＠画］殷勤应酬：不善与

人～。＠圈殷勤的心意z 互通～O

E款式】 kuanshi 圈格式；样式＝～新颖｜这个书
柜的～很好。

【款项E ku凸nxiang 圈。为某种用途而储存

或支出的钱（多指机关、团体等进出的数目较
大的钱）。＠（法令、规章、条约等）条文的项
目。

E款型】 kuanxing IEJ C服装等的）款式z 时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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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款爷E kuanye ＜口＞~指很有钱的男人（含戏

谑意）。
E款识E kuanzhi 圈＠钟、鼎等器物上所刻的

文字。＠书信、书画上面的落款。
E款子】 kuan·zi ＜ 口〉南款项①；钱（数目较大

的）：汇来一笔～。

家 kuan ＜书〉＠空隙＠空虚

kuang c 亨义尤）

臣 kuang O ＜书〉纠正：～谬。＠〈书〉和
l兰主帮助：～济｜～助｜～我不逮（帮助我所做不

到的）。＠〈方〉画粗略计算；估计：～计｜～

算｜～一～。＠料想（多见于早期白话）·不
～。 8 (Kuang）圈姓。

E匡扶E kuangfu ＜书〉画匡正扶持；辅佐：～

汉室。

E匡复】 kuangfu ＜书〉国挽救国家，便转危为

安z ～社餐。
E匡计E kuangji 画粗略计算z 以每亩增产六十
斤～，全村能增产粮食十来万斤。

E匡救E kuangjiu 圃挽救而使回到正路上来υ

E匡谬E kuangmiu ＜书〉圈纠正错误·～正俗。
E匡时l kuangshi ＜书〉［剥挽救危难的时局：

～救世。
E匡算l kuangsl』δn l盈粗略计算：据初步～，

今年棉花将增产百分之十二。
E匡正E kuangzheng E直l 纠正；改正．～时弊。

E匡助】 kuangzhu E面］辅助；扶助。

助 kuang 见下。

E励勤E ku6ngr6ng （书〉［回急迫不安的样子。
也作｛匡健。

｛匡 kuang 见下。

(11匡镶】 ku6ngr6ng 〈书〉同“助勤”。

、 I节 kuang 圈 i匡骗；哄骗·～人｜又

3坠（言匡）让他～了一囚。
(i匡骗l kuangpian 画说谎话骗人。

日匡 kuang 帽形容撞击震动的声音：～的
仨立一声，脸盆掉地上了。

(n匡当E kuangdang 阻理形容器物撞击的声

音：～一声，门被踢开了。
(n国郎l kuanglang 理理形容器物撞击的声音：
他回身把门～一声关上了。

：匡 Kuang i'.肌古水名，在今广东。

J眶叫〈书〉害怕；惊慌： ~＇f-fi. I ～怯。

筐川川函用竹箴、柳条荆条等
编的容器z 抬～｜粪～｜编竹～儿｜两～土。

E筐子l kuang•zi 画筐（多指较小的） ： 菜～。

,, 
ku6ng c 亨〉〈尤）

狂叭。精神失’离乡疯狂z 发～｜～徒｜
丧心病～0工作～。＠猛烈；声势大z ～

风｜～奔。＠纵情地、元拘束地（多指欢乐）．
～喜｜～欢 l～舞。。［形！狂妄＝～言｜～傲｜你
这话可说得有点儿～。

E狂暴】 ku6ngbao ［朋猛烈而凶暴z 性情～｜～

的北风。
E狂奔】 ku6ngben 画迅猛地奔跑：战马～0洪

水～而来。

E狂飘】 ku6ngbi6o 圈急骤的暴风，比喻猛烈

的潮流或力量。
E狂草】 ku6ngc凸o 圈草书的一种，笔势奔放，
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

E狂潮E ku6ngch6o 圈汹涌的潮水，比喻声势

浩大的局面。

E狂放I kuangfang E回任性放荡2 性情～。

E狂吠】 kuangfei 圈狗狂叫，借指疯狂地叫喊

（骂人的话）。
E狂风E ku6ngf岳ng 圈＠猛烈的风3 ～暴雨。

＠气象学上旧指 10 级风。参看 389 页【风

级l 0 

E狂欢】 ku6nghu6n 圈纵情欢乐g ～节。

E狂劲】 ku6ngjin （～儿）｛组张狂的劲头。

E狂劲】 ku6ngjing ［砌狂放刚劲：～的黑人音

乐。

E狂澜】 ku6ngl6n 圈巨大的波浪，比喻动荡不

定的局势或猛烈的潮流z 力挽～。
E狂怒】 kuangnu [ID] 极端愤怒。

E狂气E ku6ng叩［用狂妄自傲的样子。

E狂犬病l ku6ngquanbing 圈急性传染病，病

原体是狂犬病病毒，常见于狗、猫等家畜，人或
其他家畜被患狂犬病的狗或猫咬伤时也能感
染。人患狂犬病时，症状是精神失常，恶心，流
涎，看见水就恐惧，肌肉痊李，呼吸困难，最后
全身瘫痪而死亡。也叫恐水病。

E狂热】 kuangre 画一时激起的极度热情（多

含贬义）：～情绪｜～购物。
E狂人］ ku6ngren 圈＠疯狂的人。＠极端狂

妄自大的人。

E狂胜】 ku6ngsheng 画体育比赛中指以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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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优势取胜z 主队以 8 比 0 ～客队。 | 怡。＠耽误；荒废z ～课 i～工｜～日废时。＠
E狂涛E kuangtao 圈汹涌的波涛，比喻浩大的｜ 圈相互配合的两个零件（如轴和孔、键和键槽
声势。 | 等）的间隙大于所要求的范围；衣着过于肥大，

E狂妄】 kuangwang llliJ 极端的自高自大z ～！ 不合体．车轴～了｜螺丝～了｜这双鞋我穿着大
自大｜态度～。 | ～了。 0 CKuang）圈姓。

E狂喜】 kuangxi 圃极端高兴＝他们相见时～ I c旷达】 kuangd6 ＜书＞ IE 心胸开阔，想得开z

地拥抱在一起。 | 胸襟～。
E狂想、】 ku6ngx1凸ng 圈＠幻想：～曲。＠妄

想。
E狂想曲J kuangxi凸ngq心目到→种富于幻想、或
叙事性的器乐曲，根据民歌或民间舞曲的主题

改编而成。
E狂笑E kuangxiao 阐放纵地大笑。
E狂言E ku6ngy6n 圈狂妄的话z 口出～。

E狂野】 kuangy邑圃狂放粗野；不驯服＝风格

～｜生性～O
E狂躁E kuangzao 南非常焦躁，不沉着：多次
的挫折，使他变得越来越～。

2法r 、 a 牛 ku6n口圈＠欺骗；骗2 ～语 i 仲、
耻（苞）别～杀。＠〈方〉用言语或行动逗
引人以取乐：他是和你～哩。

E班话E kuanghua 圈谁语。
E谊语E kuangyu 圈骗人的话。也说谊话。

莺一川圈鸟，外形像老鹰，但尾
（慧）部羽毛不分叉，全身褐色，尾部稍

淡。吃鼠类等，是益鸟。

v 
kuang c 亨〉〈尤）

τk kuan~ ＜方＞ r显两山之间的谷地；洼地

11r c多用于地名）：大～ i刘家～ 1马草～（都在
山东）。

、

kuang c 歹〉〈尤）

什 kuang CJ日i卖 9己n

roe庚~） KL 

扩 川 a 隅墓穴＝～穴 l 打~ 。

（横）＠〈书）~豆：
E扩I良E kuanglang ＜书〉圆形容原野空旷辽
阔，一望元际o

扩（镰） kl 

H广 U川ang ”＂＂ ITlJ觅附～身 l地～y (ij贵）工稀。 fJ~Ll忌开i马I~ ＇.＿，达h心士神

E旷代】 kuangdai ＜书〉画＠当代没人比得

上：～文豪。＠经历很长久的时间z ～难逢
的盛事。

E旷荡J kuangdang 圈＠空l淘 g宽广：～的草

原。＠（思想、心胸）开朗g 心怀～。
E旷废J kuangfei ［动］耽误；荒废：～学业。
E旷费E kuangf岳I ［副浪费 z ～时间。

E旷工】 kuang,rgong 圈（职工）不请假而缺勤。

E旷古E kuangg心。画自古以来（都没有）：～

未闻｜～绝伦。＠圈远古；往昔。
E旷课E kuang;;ke 圈（学生）不请假而缺课。
E旷日持久E kuangri-chijiu』多费时日，拖得很

久。
E旷世J kuangshi ＜书〉圈＠当代没有人或事
物能够相比z ～功勋。＠经历很长久的时问：

～难成之业。

E旷野E kuangy岳圈空旷的原野。

E旷远E kuangvuan IE 0 空旷辽远＝江面浩渺
～。＠〈书〉久远：年代～。

E旷职】 kuang;;zhi 圈（工作人员）不请假而缺
勤。

v口 1 二 kuang 0 情形z 情～｜状～！
OL C ＇况）概～｜盛～ l近～。＠比方2 比
～｜以古～今。 O (Kuang）圈姓。

V口 2 , kuang ＜书〉圈况且；何况3
OL C ＊况）年少者尚不能，～老支乎？
E况且J kuangqi岳画用在后一分句前面，表示

更进一层，多用来补充说明理由＝上海地方那三E
么大，～你又不知道地址，一下子怎么能找到他主主

呢？
E况味J kuangwei ＜书〉圈境况和情味z 个中
～，难以尽言。

矿斗山 kuang c I日读 gong咀
（磺、英镰）＠矿床。＠指矿石z ～

车｜精～｜安全采～｜拉来一车～。＠开采矿石
的场所z 露天～。。 CKuang）姓。

E矿藏E kuangc6ng 圈地下埋藏的各种矿物的

统称：我国的～很丰富。
E矿层】 kuangceng 圈地层中作层状分布的矿

物。
E矿产E kuangchan 圈地壳中有开采价值的矿

物、岩石等，如金刚石、花岗岩、煤、石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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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
E矿床E kuangchuang !El 地表或地壳里由于
地质作用形成的并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开采和
利用的矿物的集合体。

E矿灯l kuangd岳ng 圈矿工在矿井工作时随身

携带的特制的照明灯。
E矿工E kuanggong 圈开采矿物的工人。

E矿井E kuangjTng 画为采矿而在地下修建的

井筒和巷道的统称。
E矿警E kuangjTng ［颈维护矿区治安的警察。
E矿坑E kuangkeng 圈开矿挖掘的坑和坑道。
E矿脉E kuangmai 圈填充在岩石裂缝中成脉

状的矿｛卒，常跟地层形成一定角度。金、银、
铜、鸽、锦等常产子矿脉中。

E矿茵E kuangmiao 圈露头＜1u1凸u ）。

E矿难】 kuangnan 鸣］矿井在生产中发生的重

大事故（多指有人员伤亡的）。

E矿区E kuangqu 圈开采矿石的地区。

E矿泉E kuangquan 圈含有较多矿物质的泉。

一般是温泉，有盐泉、铁质泉、硫黄泉等。有些
矿泉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E矿泉水】 kuangquanshui ［销含有较多对人体

有益的矿物质的地下水。
E矿砂E kuangsha 睛从矿床中开采的或由贫

矿经选矿加工制成的砂状矿物。
E矿山E kuangshiin 函开采矿物的地方，包括

矿井和露天采矿场。

E矿石l kuangshi 圈。含有有用矿物并有开
采价值的岩石。＠在无线电收音机仁特指能
做检波器的方铅矿、黄铁矿等。

E矿物E kuangwu !El 地壳中由地质作用形成
的天然化合物和单质。通常具有固定的化学
成分、原子排列规则和性质，是组成岩石和矿
石的基本单元。绝大部分是固态的（如石英），

三三主 极个别是液态的（如自然乘）。

主重重量 E矿物纤维E kuangwu xiiinwei 从岩石中取得
的纤维，如石棉的纤维。

E矿物油E kuangwuy6u 南］分馆石油或干馈页
岩等矿物所得到的油质产品，如汽油、煤油、柴

油、润滑油等。
E矿业】 kuangye 圈开采矿物的事业：招商引

资，开发～。

E矿源E kuangyuan !El 矿产资源s 勘查～。

E矿渣l kuangzhii IE] 矿山开采、选矿及加工冶

炼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E矿脂E kuangzhT 圈凡士林。

[Jjf柱E kuangzhu 圈地下采矿过程中保留下

来的矿体，用来支撑顶板，也有保护巷道和地
面建筑物的作用。

回归 kuang 〈书〉赠；赐。
”巳（规） -

.,rt. . . . kuang ＜书〉同“扩”。

写拟就）
框 kuang O 圈嵌在墙上为安装门窗用的

架子。＠圈（～儿）镶在器物周围起约

束、支撑或保护作用的东西z 镜～儿。＠（旧读

kuiing ，下同）画框框：这条消息被人用红笔

加了个～。。画在文字、图片的周围加上线

条．把这几个字～起来。＠阉约束g限制z 不

能～得太死。

E框定E kuangding 圈限定（在4定的范围

内）：公安人员经过反复排查，～了作案人的范围。
E框架】 kuangjia 圈。建筑工程中，由梁、柱

等联结而成的结构：完成主体～工程。＠比

喻事物的基本组织、结构：这部长篇小说已经

有了一个大致的～。
E框框E kuang•kuang （～儿）圈。周围的圈 z

他拿红铅笔在图片四周画了个～。＠比喻事
物固有的格式、传统的做法或事先划定的范围

等：突破旧～的限制。

E框子】 kuang•zi 圈框②（多指较小的）：眼镜

～｜玻璃～。

眶 kuang 眼的四周；眼眶子z 热泪盈～i 眼
E二泪夺～而出。

kul c 以飞） 寸

ζ工‘＿，.＿ kui 圈。受损失；亏折z ～本｜盈

亏（腐）～｜～损｜做生意～了。＠欠缺s短
少z 血～｜理～｜功～一赘。＠亏负 z ～心 l 人
不～地，地不～人 l 1T放心吧，我～不了你。＠
多亏z ～他提醒我，我才想起来。＠反说，表

示讥讽：这样不合理的话，倒～你说得出来 i～
你还是哥哥，一点儿也不知道让着弟弟。

E亏本l kui;;ben ＜～儿）圈损失本钱F赔本z ～

生意｜做这种买卖亏不了本儿。
E亏产l kuichan ~面没有达到原定生产数量；欠

产．上半年～原煤五百多万吨｜改进管理制度，
变～为超产。

E亏秤E kui;; cheng rnllJ O 用秤称东西卖时不
给够分量z 无论老人、小孩儿去买东西，他从不

～。＠折秤（sh自／／ Che门g）：青菜水分大，一放

就会～。

E亏待E kuidai f到待人不公平或不尽心：你放
心吧，我一定不～他。

E亏得l kui·de 圈。多亏：～厂里帮助我，才渡

过了难关。＠反说，表示讥讽z 这么长时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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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我，～你还记得。
E亏短J kurdu创［租数量不足；缺少z ～分量｜
账上～ I 000元。

E亏负】 kulfu 画＠辜负2 他～了大家的期望。

＠使吃亏：大家没有～你的地方。
E亏花J kurhao 0 匮扭亏损消耗：久病之后，元
气～，需要好好Jc调养。 8 f8］损耗②z 这批水
果运输时间长，～很大。

E亏空E kur•kong 0 ［到支出超过收入，因而欠
人财物．没有精打细算，上月～了 1 000元。＠

[El 所欠的财物：过日子要是精打细算，就拉不

了～。

E亏累E kull副［置一次又一次地亏空：由于经
营不善，这个商店连年～。

E亏欠】 kurqian 毒面亏空：～人家近万元。

E亏折E kurshe 圈损失（本钱）：～血本。
E亏蚀l kl」rshi O 圈指日食和月食。＠圈亏
本：资金～。 8 [;ii］损耗 z 瓜果在运输途中总

要～一些。
E亏损】 kursun 画＠支出超过收入；亏折z 企
业经营不善，连年～。＠身体因受到摧残或缺
乏营养以致虚弱 z 气血～o

E亏心E kui;;xrn 圈感觉到自己的言行违背良

心：你说这话，也不～？（为人不做～事，半夜
敲门心不惊。

圭U kur ＜书〉割。
1=l.J • .. kur 见下。

I丑（爵）
E启然E kuiran ＜书） ［用高大独立的样子：～不

动｜～独存。

E启巍l kl」rw岳I （书〉圈高大矗立的样子：山峰
~ 。

，占1J kuT 用于人名，李f里，战国时人。

I.：±二另见 799 页 IL

w kur 0 r：萄盔子。＠军人、消防人员等用

卫芷来保护头部的帽子，多用金属和j成2 ～甲｜
钢～ l铝～。＠（～儿）形状像盔或半个球形的
帽子．帽～儿。

E盔甲E kurji凸圈古代打仗穿的服装，盔保护
头，甲保护身体，用金属或皮革等制成。

Z盔头E kul•tou 圈戏曲演员扮演角色时戴的
各种帽子，着重于装饰性，按剧中人物的年龄、
性别、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分别使用。

E盔子E kui•zi 画像瓦盆而略深的容器，多用陶
瓷制成。

？兰r kur O 从小于L或缝隙里
规（窥、饲）看：管中～豹。＠暗中察
看2 ～探｜～测｜～破（看穿）。

E窥豹一斑E kurbao听ban 比喻只见到事物的
斗小部分。参看 483 页i管中窥豹1。

E窥测E kurce 圈窥探推测z ～动向。

E窥察J kurcha 画偷偷地察看s窥探：～地形｜

～敌人的动静。
E窥度l kurdu6 圃暗中猜度。

E窥见】 kurjian 画看出来或觉察到：从这首诗

里可以～作者的广阔胸怀。

E窥视】 kurshi 圈窥探z ～敌情！他探头向门外

~ 。
E窥视镜］ kulshijing 圈门镜。

E窥伺E kuisi 圈暗中观望动静，等待机会（多含
贬义）：～可乘之机。

E窥探E kui"tan 圃暗中察看：～虚实。

, 
kui ＜亨〉〈飞）

奎 kui 0 二十八宿去。＠伯咱姓。

E奎宁】 kuining 圈药名，化学式C川 H,. O, N, o 

是从金鸡纳树等植物的皮中提制出来的白色
晶体或元定形粉末，有苦味。用于治疗芜疾。
也叫金鸡纳霜。 C英 quinine]

遥 kui （书〉道路

尴 kui ＜书〉同“运”

陇 Kui 酬。
另见 1365 页 W岳 l 0 

接 kui （书〉＠推测揣度，~~本意｜～情度
理。＠准则；道理z 古今同～。＠管理；

掌管：总～百事。＠指宰相，后来指相当于宰
相的官·首～｜阁～（内阁的首席长官）。

E换回 kuidu6 ＜书〉圆估量；揣测：～得失。 主革

E按情度理E kuiqing-du61i 按照一般情理推测雪SI
揣度。

葵 kui O 指某些开大花的草本植物1～ l
蒲～ 1 向日～。 8 (Kui)圈姓。

E葵花.J kuihua 圈向日葵。

E葵花子】 kuihuazl （～儿）圈向日葵的种子，可

以吃，也可以榨油。

E葵扇J kuishan 圈用蒲葵叶制成的扇子。俗
称芭蕉扇。

唾 kui 见下。
［~董琳J kuilin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ιH4(CH),N。元色液体，有特殊臭味。用

来制药，也可制染料。［英 quin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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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 kui 见下。
（睽）

E骏骏】 kl』ikui ＜书〉圈形容马强壮。

睽 kui ＜书〉（人跟人耕地方）隔开；分配
～离｜～隔｜～违。

E睽别J kuibie ＜书〉函］分别g离别z ～多日｜～
经年。

E睽隔】 kuige ＜书〉圈睽离z 故乡山川，十年～o
E睽离E kuill ＜书〉圃离别；分离：～有年。
E睽违E kuiwei ＜书〉画分离；不在一起＜ I日时
书信用语）：～数载。

白：L kui 0 为首的；居第一位的 z ～首 l 罪～ l
~夺～｜花～。＠（身体）高大：～梧 i ～伟。
＠魁星①。 0 CKui)圈姓。

E魁岸J kl」i ’ an （书〉圈魁梧z 身材～。
E魁首J kuishou I望＠指在同辈中才华居首位

的人z 文章～｜女中～。＠首领。
E魁伟E kuiw岳i 圈魁梧：身材～。
E魁梧E kui•wu 圃（身体）强壮高大z 这个战士
宽肩膀，粗胳膊，身量很～。

E魁星E kuixlng 圈＠北斗七星中成斗形的四
颗星。一说指其中离斗柄最远的一颗。＠
(Kuixlng）神话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

旧时很多地方都有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 ! 
E魁元.） kuiyuan ＜书〉圈＠魁首。＠第名 z I 

秋试得中～。

戮 kui 古代就→类的兵器。

睽 kui ＜书〉＠同“睽”。＠违背；不合。

E睽睽） kuikui （书〉圆形容注视z 众目～。
E睽异E kuiyi ＜书〉［到（意见）不合。

蜂 kui 见下。

E蜂蛇E kuishe IBJ 毒蛇的一种，体长 1 米左右，
主 背部暗褐色，背辆黑色的链状条纹，身体两

侧有不规则的斑点，腹部黑色，多生活在森林
或草地里，捕食小鸟、断赐、青蛙等。

榈 kui 阳ω
聚1 kui 古代传说中一种像龙的独脚怪兽

聚2 Kui 0 菱州H’旧府名，府治在今重庆奉
节。＠圈姓。

kul c 亨〉〈飞）

＋可 kui 古代→种用来束发并固定帽

文贝（妞）子的发饰。

愧 M 见下

E饱f晶J kullei 圈。木偶戏里的木头人。＠比

喻受人操纵的人或组织（多用于政治方面） : 

～政权。
E倪倔戏E kuil岳ixi 圈木偶戏。

睦 kui 古代称半步，一只脚迈出去的距离，
相当于今天的一步：～步。

[Ii!主步】 kuibu ＜书〉圈半步：～不离 1～千里。

E蛙步千里】 kuibu-qianli 一步一步地坚持走

下去，就可以达到千里之外。比喻做事只要努
力不懈，总可以获得成功。

烽 kui ＜书〉火燃烧的样子。

魄 kui 见下

E魄磊】 kuil品 i （书〉画＠成堆的石块。＠比

喻心中郁积的不平之气；块垒。

飞

ku1 c 亨〉〈飞）

匮 ui ＜书〉缺乏： ~_z1~~0 
（匮）〈古〉又同咽” gui 。

E匮乏J kuifa ＜书〉圈（物资）缺乏；贫乏 z 药品

～｜极度～。
E匮竭E kuijie ＜书〉圈贫乏，以至于枯竭2 精力

～｜被困山谷，粮食～。

E匮缺】 kuiqu岳〈书〉圈缺乏＝器材～｜能源～。

要干 kui （书〉盛土的草包
（萤）

口自 kui 〈书〉叹气2 ～叹｜感～。

[P胃然】 kuiran ＜书〉圃叹气的样子：～长叹｜

～太息。

[P自叹E kuitan ＜书〉圃因感慨而叹气z ～不

已。

h血 ui 0 馈赠：～送 i ～以
'tJ]tC债、规）鲜果。＠传输： ~#ll 反

~ 。

E馈送E kuisong ［萄馈赠。

E馈线】 kuixian 圈发射机和天线之间的传输

线。

E馈赠J kuizeng 画赠送（礼品）：带些土产～亲

友。
部且主 、由 kui 0 (7j(）冲破（堤坝） ：～堤｜～

顶（潢）决。＠〈书〉突破（包围）：～围。
＠溃败；溃散z ～兵｜～退｜～不成军。。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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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腐烂z ～烂。
另见 586 页 hui 。

E溃败】 kuibai 画（军队）被打垮z 敌军～南逃。
【溃不成TI kuibuchengjun 军队被打得七零
八落，不成队伍，形容打仗败得元法收拾。

E溃决】 kuijL』古画大水冲开（堤坝）：～成灾。

E溃口l kui;; kou 圈（堤坝）胡塌决口。
E溃烂E kuilan 圈伤口或发生溃殇的组织由于

病菌的感染而化服。

E溃乱E kuiluan 圈崩溃混乱：敌军全线～。
E溃灭】 kuimie 圈崩溃灭亡z 邪恶势力必定

~ 。

E溃散l kuisan 圈（军队）被打垮而逃散。
E溃逃E kuitao 圈（军队）被打垮而逃跑2 闯风

~ 。

E溃退】 kuitui 圈（军队）被打垮而后退z 敌军
狼狈～。

E溃围】 kuiwei ＜书〉圈突破包围 z 乘势～｜～

而逃。
E溃殇】 kuiyang ［；动皮肤或勃膜组织缺损、溃

烂。如胃溃殇、口腔溃殇等。

愤… kui ＜书〉糊涂；此昏～ I ~＇！Lo 
' （惯）
E愤乱】 kuiluan 〈书） lfili 昏乱。
愧 u i lfili 惭愧：羞～｜～对父母 l
[ （才鬼）问心无～｜～不敢当（感到惭愧，承
当不起）。

['t鬼汗E kuihan ＜书〉画因羞愧而流汗，形容羞

愧到了极点z 忆及往事，不胜～。

E愧恨E kl」ihen l甜因羞愧而自恨：他明白了自

己的不对，内心深自～。

E愧悔l kuihui 圈羞愧悔恨2 ～不及｜提起这些

事，～难言。
［＇愧疚l kuijiu 圃惭愧不安：～的心情｜内心深

感～。
[t鬼号页】 kuiling 画］领受别人的情谊、馈赠时说

的客套话：您的心意，我～啦。

［＇愧色】 kuise IEJ 惭愧的脸色：面带～。

[t鬼痛E kuitong 圈因羞愧而感到痛苦：脸上

流露出～的表情。
E愧作E kuizua ＜书〉［噩惭愧。
J』且主 ~ kui ＜方〉＠（～儿）圈用绳子、带
倾（横）子等拴成的结：活～儿｜死～儿。＠
圈拴；系（ji）：～个横儿 l把牲口～上。

睛一 kui 叫：由～
（醺）

簧… kui 叫士的筐子z 功亏一～。
（警）

kun c 亨义与）

坤 kun O 圈八卦之一，卦
(086望）形是“三”，代表地。参看

16 页【八卦lo ＠指女性的z ～表｜～车｜～包。

8 CKOn）圈姓。
E坤包l kunbao 圈妇女用的挎包、手提包等，
一般比较小巧。

E坤表l kunbi凸o 圈女式手表，比较小巧。

E坤角l kunjue c～儿）圈旧时指戏曲女演员。

E坤伶E kunling 圈坤角。
E坤造E kunzao [BJ 旧时称婚姻中的女方。
E坤宅l kunzhai 圈旧时称婚姻中的女家。

昆1 kun O ＜书〉哥哥z ～仲｜～季。＠〈书〉
子孙；后嗣：后～。 8 CKOn）圈姓。

昆2 On 见 7叫昆仑lo
（兴昆、咄昆）

E昆布】 kunbu 画一种海藻，生长在温带海洋

中，长 1 米左右，黑褐色，固着在岩礁上。基部
叉状分枝，柄部圆柱状，像叶子的部分扁平，含
有丰富的腆和氨基酸等，可入药。

E昆虫】 kunch6ng [EJ 节肢动物的一纲，身体分
头、胸、腹三部。头部有触角、眼、口器等。胸
部有足三对，翅膀两对或对，也有没翅膀的。

腹部有节，两侧有气门，是呼吸器官。多数昆

虫都经过卵、幼虫、蜗、成虫等发育阶段。如蜜
蜂、蚊、蝇、跳蚤、蛙虫、蜘虫等。

E昆季E kunji ＜书〉圈兄弟（xiongdi)"

E昆剧E kunju 圈昆曲①。
E昆仑l kunlun IEJ 山名，在新疆、西藏和青海。

E昆腔E kunqiang 圈戏曲声腔之一，元代在江
苏昆山产生。明代至清中日十以前非常流行，对
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影响。也叫昆曲、

昆山腔。

E昆曲E kunq心 IEJO 流行于江苏南部（南昆〉及

北京、河北（北昆）等地的地方戏曲剧种，用昆

腔演唱。也叫昆剧。＠昆腔。
Z昆仲l kunzhong ＜书〉圈对别人兄弟

Cxiongdi)的称呼。

望 kun O 见 765 页“坤”。＠用于人名。
8 CKOn）圈姓。

裤 。n ＜书〉满裆
罕（棒、：中罩、 2棍） 裤，特指内裤。
娓 kun 用于人名。

玉昆 kun ＜书〉一种美玉。

[.f昆语E kunwu ＜书〉圈像玉的美石。



I 7“ I kOn - kuo I 娓凳鸥键因昆银捆阙惘壶因扩

大昆 kOn 〈书〉明亮。

主主主 • ·~ kun 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
完（贺）
鹏 。n 鹏古书上指像鹤

（踌、嚼）的一种鸟。
馄（银） kun 见下。
E银锯E kOnwu 圈。 CKOnwu）古书上记载的

山名，所产的铁可以铸刀剑。＠借指宝剑。

自昆 kun 圈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芳香族母
核的两个氢原子各由一个氧原子所代替

而成的化合物。仁英 quinone]

局曰 On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鱼。

殊巳（银）
E银鹏E kOnpeng IBJ 古代传说中的大鱼和大

鸟，也指鲤化成的大鹏鸟（见于《庄子·逍遥
游》）。

I/ 

kun c 亨〉《r,)

捆 心n 0 圈用绳子等把东西缠
（细）紧打结：～行李！把麦子～起来。

被清规戒律｝住了手脚。＠（）儿）圈捆成的

东西z 袜秸～儿。＠（～JL）国用于捆起来的东

西z 一～柴火。
E捆绑E kunbang 圈用绳子等捆（多用于人）。

E捆绑式】 kunbangshi 圈属性词。指把多项

事务归并在一起处理的：～销售｜～咨询服

务。
E捆于LJ kunza ~把东西捆在一起，使不分散：
把布袋口儿～好｜这批货物运送的时候，应该妥

为包装～。

三三 llmrl kun•zi O 酬②：把芦叩～＠
l.i 捆③z 一～稻草｜两～大葱。

| k心n （书〉＠门槛。＠指妇女居闺（阔）住的内室＇ ~1lJ I 件。＠借指妇
女：～范（女子的品德规范）。

惆 k心n （书〉真心诚意：～诚｜聊表谢～o

-±'" . kun ＜书〉宫里的路。
宣（童）

飞

kun c 亨x'7)

困（00~困） ~~PfO!Jll班；：：：：：：

脱：为病所～｜想当年当Cdang）无可当，卖无可

卖，真把我给～住了。＠巨型控制在一定范围
里；围困：～守｜把敌人～在山沟里。＠困难：

～苦｜～厄。＠疲乏z ～乏｜～顿。 0 11121 疲乏
想、睡z 你～了就先睡。＠〈方〉圈睡z ～觉｜天
不早了，快点～吧。

E困惫J kunbei ＜书） 11121 非常疲乏z ～不堪。
E困顿E kundun E国＠劳累到不能支持z 终日

劳碌，十分～。＠（生计或境遇）艰难窘迫s 漂
泊在外，～潦倒。

E因厄E kun’岳圈（处境）艰难窘迫2 从艰难～

中闯出一番事业。

E困乏J kunta 圈。疲乏z 走了一天路，大家都
～极了。＠〈书〉（经济、生活〉困难z 连年歉
收，百姓～o

E困惑J kunhuo O 回感到疑难，不知道该怎
么办2 ～不解｜十分～。＠［塾使困惑：这个问

题一直～着他们。
E困觉】 kun11 jiao ＜方〉画睡觉。
E困境】 kunjing IBl 困难的处境：陷入～｜摆脱
～｜处于～O

Z困窘】 ku叫的ng 11121 0 为难：他～地站在那
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穷困 z 家境～！～的
生活。

E困局E kunju 圈困难的局面z 陷入～｜摆脱～。

E困倦E kunjuan 圃疲乏想睡z 一连忙了几天，
大家都十分～O

E困苦E kunku 圈（生活上）艰难痛苦：生活～ i

～的日子过去了。

E困难E kun ·nan 0 11121 事情复杂，阻碍多：这

件事做起来很～。＠圈穷困，不好过z 生活
～。＠圈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不易解决的问

题或障碍z 克服～。
E困扰】 kun的0 型围困并搅扰；使处于困境而

难以摆脱z 游击队四处出击，～敌军｜这几天被
一种莫名的烦乱所～。

E因守J kunsh凸u 画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坚守

（防地） ：～孤城。
E困兽犹斗J kunshδu-y6udou 比喻陷于绝境

的人（多指坏人）虽然走投无路，还要顽强抵

抗。

、

kuo c 亨〉〈古）

扩山 kuo 画扩大：～展｜～版｜～建｜
（撩）～音机。

E扩版J kuoban 画报刊扩大版面或增加版数2

晚报～后，将由 16 版增为 24 版。



扩括适梧道虫舌害阔廓些」 kl」凸 口哩」
E扩编】 kuobian 圈扩大编制z 把三个师～为｜ 文中注释的部分。
三个军。 I c括弧E kuohu 圈。小括号。参看 767 页1括

E扩产］ kuochan l画扩大产量s扩大生产z增资｜ 号j①。＠括号②。
I c括约肌E kuoyu岳jl 圈胚门、尿道口、幽门等处

E扩充，］ kuoch6ng 圈扩大充实z ～内容 1～设｜ 的环状肌肉，能收缩和舒张，收缩时使!II门、尿
备 i教师队伍在不断～。 I 道口、幽门等关闭，舒张时使它们开放。

E扩大E kuoda 阉使（范围、规模勒比原来大， J~ kuoO 同咀”。 8 CKuo咽姓。
～生产｜～战果｜～眼界｜～影响｜～耕地面积。 川丛另见 1197 贞 shL

E扩大再生产］ kuoda zaishengchan 扩大原｜去子 kuδ 见 1567 页［！！：是括1 。
有规模的再生产。参看 1629 页【再生产］ 0 I 'I 口另见 474 页 gua"

E扩盯 kuo11g心圈股份公司或其他合股企业 I~囡 kuδ 〈书〉疾速（多用于人咎。
发行新股以增加资本z 公司决定～吸收新股东。 l 子ζL

E扩建E kuojian I到扩大原有的建筑规模或区｜配E kuo 见下。
域规模z ～厂房｜～高科技园区。 |<H

I [!lifli矮E ku6J6u 圈占书上指矮姑。E扩军］ kuδ1un ［到扩充军备。 | 
I ［恬揄】 kuovu 圈软体动物，外形像去壳的蜗

E扩权】 kuoqu6n 画扩大权限。 | I 牛，表面多勃液，头上有长短触角各→对，眼长
E扩容】 kuor6ng ［疆。扩大通信设备等的容 l

| 在长触角上。背面淡褐色或黑色，腹面白色。
量：电信～工程。＠泛指扩大规模、范围、数｜

| 昼伏夜出，吃植物的口十子，危害蔬菜、果树等农
量等：去年股市～较快。 I I 作物。俗称鼻涕虫，有的地区叫蜒蛐。

E扩散】 kuosan 圈扩大分散出去：～影响｜毒｜撞 kuo 啪箭尾扣弦的部分。
素已～到全身。 ｜二吾：：：－

E扩销］ kuoxiao 画扩展销路；增加销量z 增产｜品 kuo O c面积）如宽广：
｜附（阔、销）广～｜辽～｜海～天空。～

E扩胸器】 kuoxiongqi 圈拉力器。 l ’别。＠空泛；不切实际z 迂～｜高谈～论。＠
E扩音机E kuov时圈用来扩大声音的设备，｜ 圈阔绰；阔气；有钱：摆～｜～人｜他～起来了。
多用于有线广播。 I I 0 (Kuo）圈姓。

E扩印】 ku的in 画］放大洗印（照片）：～机 i ～｜I E阔别E kuobie ~要l 长时间地分别：～多年。
彩色照片。 ! I E阔步E kuobu l功］迈大步z ～前进｜昂首～O

E扩展E kuδzh加［到向外伸展；扩大：小巷～成！
I E阔绰］ kuochuo ~画排场大，生活奢侈。

了马路（五年内全省林地将～到一千万亩。 ! 
I E阔佬】（阔老） kuol凸0 [El 有钱的人。

E扩张E kuozhang 圈扩大（势力、疆土等）：向 i
I c阔气E kuo叩画豪华奢侈z 摆～。

外～l这种药能使血管～。 I 
E扩招E kuozhao 南］扩大名额招收z 今年我校 l E阔少E kuoshao 固有钱人家的子弟。

I E阀野E kuov岳圈广阔的原野＝一望无际的～。又～了二百多名新生。 | 
+.::c. kuo O 于L：束：～州。 I c阔叶树E kuoveshu 圈叶子形状宽阔的树木，主
才百（＠＠捂）＠包括：总～i 概～。＠！ 如白扬、枫树（区别于啃叶树勺。 辈
- －圈对部分文字力ll上括号2 把这几个字用括号！匾E kl 
～起来。 0 CKu」o ＞圈姓。 I ＇~缘z 轮～｜耳～。＠〈书〉开拓；扩大z ~ 

E括号J kuohao 明＠算术式或代数式中表示｜ 张。＠清除s澄清2 ～除｜～清。
几个数或项的结合关系和先后顺序的符号，形｜阳落E kuoluo ＜书〉圈空阔寂静的样子z ～的
式有（）、［］、｛｝三种，分别叫作小括号、中括 i 夜空。
号、大括号或圆括号、方括号、花括号。中括号 IC廓清E kuoqlng 画澄清；肃清：～天下l ～邪
用在小括号的外层，大括号用在中括号的外｜ 说 l～障碍。
层，运算时先从小括号内的式子算起。＠标 ll廊张l kuozhang ＜书〉［羽扩散；扩大2 吵闹声
点符号，最常用的形式是圆括号，与数学上的｜ 不断～开去。
小括号相同，还有方括号（［］）、六角括号（〔〕〉 ！盘古 kuo ＜书〉去毛的兽皮。
尖括号（（〉）、方头括号（［ ］）等几种，主要表示！军事（~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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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10 见 734 页1毗苗］。

_Ll..... I。

马L
见下。

E垃圾E laF o 圈脏土或废弃物z 倒～0清除社

会～。＠圃属性词。比喻失去价值的或有不

良作用的z ～邮件｜～短信｜～食品。
E垃圾分类J laF f岳nlei 根据垃圾的不同性质和
处置方式，对垃圾进行分类，以便做不同的处理。

一般分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两类，或分为可
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E垃圾股J lajlg心圈指业绩差，没有投资价值的
股票。

【垃圾食品］ lajl shipin 指对人的健康无益甚

至有害的食品，如含过多热量的甜食或油炸食
品等。

E垃圾邮件J lajl y6ujian 指向没有同意接收的

用户发送的广告、文章、资料或含虚假信息等
的电子邮件。

拉1 的画＠用力使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或
".J...!l.. 跟着自己移动：～锯｜～纤｜把车～过来。
＠用车载运：平板车能～货，也能～人。＠带

领转移（多用于队伍） ：把二连～到河那边去。
＠牵引乐器的某一部分使乐器发出声音：～
胡琴｜～手风琴。＠拖长；使延长2 ～长声音说

话｜快跟上，不要～开距离！＠拖欠g ～亏空｜
～下不少账。＠〈方〉抚养：他母亲很不容易

地把他～大。＠帮助z 人家有困难，咱们应该

～他一把。＠牵累d主扯：自己做的事，为什么
要～上别人？⑩拉拢；联络2 ～关系！～交惰。

＠组织（队伍、团伙等）：～队伍｜～帮结伙。

＠招揽．～买卖｜～生意。＠〈方〉闲谈：～

话 i～家常。

丰括2 怕〈口〉圈排泄（大使）：～屎｜～肚子。
:J...!L. 另见 770 页的；770 页｜凸；770 页 loo

E拉帮结伙J labang-j iehu凸拉起一帮人结成集
团。也说拉帮结派。

E拉帮结派】 labang-i iepa i 拉帮结伙。
E拉不开栓】 la bu kai shuan 拉不开枪栓，比

喻忙得应付不过来：事情太多，我都快～了。
E拉场子】 la chang·zi O 指艺人在街头空地招
引观众国成场子，进行表演。＠指撑场面或

打开局面．请客～。
[:f'li:t止】 la·che 〈口〉画＠拉1 ①：你～住他，别

让他走｜这样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辛
勤抚养：屎一把，尿一把，大妈才把你～大。＠
扶助；提拔z 师傅见他有出息，愿意～他一把。
＠勾结；拉拢。＠牵扯；牵涉2 一人f故事一人
当，不要～别人。＠闲谈：我急着要出门，无心
跟他～。

E拉床J lachuang ~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工

孔眼或键槽。加工时，一般工件不动，拉刀做

直线运动切削。
Z拉吹】 lachui ＜口〉圈＠（事情）失败；没成功：

他俩的婚事～了｜这宗生意～了。＠拉{ftj ：你
要不愿意，这事儿就～o

E拉大片J la dapian 拉洋片。

E拉大旗，作虎皮】 la daqi, zuo h心pi 比喻打着
某种旗号以张声势，来吓唬人、蒙骗人。

E拉倒E lad凸0 （口〉画算了；作罢：你不去
就～。

E拉丁E la;; ding 圈。旧时军队抓青壮年男子
当兵。＠拉夫。

E拉丁舞】 ladingwu 圈体育舞蹈的一类，包括
伦巴、桑巳、恰恰、斗牛舞和牛仔舞。

E拉丁字母E Lading zim心拉丁文（古代罗马人
所用文字）的字母。一般泛指根据拉丁文字母

加以补充的字母，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字

母。《汉语拼音方案》也采用拉丁字母。［拉
丁，英 Latin]

拉丁字母表

大写 小写 名称祷 大写 小写 名称始

A a a N n ne 

B b be 。 。 。

c c ce p p pe 

D d de Q q q1u 

E e e R r ar 

F f 在｛ s s es 

G g ge T t te 

H h ha u u WU 

I 1 y1 v v ve ，、

J ]le w w wa 

K k k岳 x x XI 

L εl y y ya 
M m em z z ze 

兴 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



E拉动】 ladong 幽采取措施使提高、增长或发

展：～内需｜～产值 1～文化市场。
E拉肚子·J la du·zi ＜口〉指腹泻。
E拉仄tJ lafeng ＜方〉＠（～1/- ) ［到兜风。 f,) ［~ 

时尚；前卫z ～汽车 i这种款式最～。

E拉夫E 1a11tu r动l 旧时军队抓老百姓充当夫役。
E拉杆】 lagan （～儿）圈。安装在机械或建筑
物上起牵引作用的杆形构件，如自行车闸 t的
长铁棍。＠由不同直径的管状物套接而成的

杆，能拉长或缩短：～支架［～天线。
E拉钩J la;;gou （～儿）毒面两人用右手食指或小

拇指互相钩着拉一下，表示守信用，不反悔。
E拉关系E la guan·xi 跟关系较疏远的人联络、
拉拢，使有某种关系（多含贬义）。

E拉管E laguiin 圈长号的俗称。

E拉呱JLJ la;;gu凸r ＜方〉圈闲谈：歇着的时候，

几个老头儿就凑到一起～。
E拉黑E lii;;h副画＠把手机等通信工具或微
信、QQ 等通信软件中的联系人列入黑名单加
以屏蔽：她被好友～，还浑然不觉。＠指列入

黑名单加以惩治z 违规网站被监管部门～。
E拉后腿】 la houtuT 拖后腿。

E拉桔族】 Lahu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云南。

E拉花JL] lahuar 画一种彩色纸花，可以拉成
长串，多在节日、喜庆时悬挂。

E拉活JL] lii;;hu6r 画＠（出租车、货车等）载运
乘客或货物z 出租车在机场外排队～。＠揽
活儿：他帮我们公司拉了不少活儿。

E拉饥荒E Iii jl • huang ＜口〉欠债。
E拉家带口】 lai ia-dai ken』带着－家大小（多指

受家属的拖累）：那时工资低，～的，日子过得挺

艰难。
E拉架E Iii;; j ia E哥拉开打架的人，从中调解。
E拉交情】 Iii jiiio•qing 拉拢感情；攀交情（多含

贬义）。
E拉脚】 Iii;; ji凸o 画用大车等载旅客或为人运货。

E拉近乎E Iii jin • hu 套近乎。
E拉锯E 1011 iu n量两个人用大锯一来一往地锯

东西，比喻双方来回往复z ～式 l～战。
E拉客］ Iii;; ke 圈。（饭馆、旅店等）招揽顾客
或旅客。＠（三轮车、出租车等）载运乘客。＠
指招引嫖客。

E拉亏空l Iii kul •kong 欠债2他家由于老人住院

拉下了亏空。

E拉拉队E laladui 同“啦啦队”。
E拉郎配】 la long pei 封建时代为逃避家中未
婚女子被选入宫中，仓促找男子跟她成亲。比

喻不顾实际，强行使双方联合或合并。

拉 16 769 

E拉力E Ioli 圈。拉拽的力量。＠物体所承受

的拉拽的力。
E拉力器E Iii liq i 圈体育运动用的一种辅助器
械，上面装有弹簧，练习时用双手把它拉开，能
增强胸部和臂部肌肉的力量。

E拉力赛l lalisai l~l →种汽车或摩托车比赛，

赛程较长，一般为连续性地分站进行。〔拉力，
英 rally]

E拉练】 lalian 圈野营训练。多指部队离开营

房，在长途行军和野营过程中，按照战时要求
进行训练。

E拉链E lalian c～儿）［寄一种可以分开和锁合

的链条形的金属或塑料制品，用来缝在衣服、
口袋或皮包等上面。也叫拉锁。

E拉拢】 10. 的ng ［§国为对自己有利，用手段使别

人靠拢到自己方面来z ～人 i～感情。
E拉买卖E Iii m凸i•mai 招揽生意。

E拉面l lamian ＜方〉画押面。
E拉尼娜现象E lanina xianxiang 指赤道附近

东太平洋水域大范围海水反常降温的现象。
每隔几年发生一次，多出现在厄尔尼诺现象之
后，持续时间长，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也叫反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西 La Nina] 

E拉皮11 lapi c～儿）圈粉皮z东北～l 肉丝炒～o

E拉皮12 1011 pi 圈通过手术等方法使松弛的皮
肤变紧。

E拉皮条E Iii piti6o 指撮合男女发生不正当的
关系。

E拉偏架J la pianj ia 拉偏手儿。
E拉偏子JL] Iii pianshour 指拉架时有意偏袒

一方。也说拉偏架。

E拉票E 1011 piao B司在选举、评选等过程中，设
法让选举人、评选人等投自己或某人的票。

E投平E 1011 ping I§国使有高有低的变成相等的：

甲队反攻频频得手，双方比分逐渐～。

E拉纤E 1011 qian 圈＠在岸上用绳子拉船前

进。＠为双方介绍、说合并从中谋取利益：说

媒～l这笔生意是他拉的纤。
E拉山头］ Iii shiint6u 指组织人马，结成宗派。 王三

E拉手l la· shou 圈安装在门窗或抽屉等上面主主

便于用于开关的物件，用金属、木头、塑料等制
成。

E拉锁】 liisu凸（～儿）［量拉链。

E拉套E lap tao 画＠在车较的前面或侧面帮

着拉车z 这匹马是～的。＠〈方〉比喻帮助别
人，替人出力。

E拉网式E lawiingsh i 圈属性词。（搜索、检查
等）全面而没有遗漏的：对本区餐饮业的卫生

状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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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拉稀l 1a矿xi ＜口〉圈腹泻。
E拉下脸E la;; xia lion 0 指露出不高兴的表

情：他听了这句话，立刻～来。＠指不顾情

面：他办事大公无私，对谁都能～来。

E拉下马】 la;;xia m凸比喻把有权位的人赶下

台：把贪官～o
E拉下7j(] la;;xia shui 比喻引诱人和自己一起

做坏事。
E拉线E la;;xian Q到比喻从中撮合：他俩交朋

友是我拉的线。

E拉秧l la;;yang 圃瓜类和某些蔬菜过了收获

期，把秧子拔掉。
E拉洋片】 la yangpian 一种民间文娱活动，在

装有凸透镜的木箱中挂着各种画片，表演者一

面拉换画片，一面说唱画片的内容。观众从透
镜里可以看到放大的画面。也叫拉大片。

E拉杂】 laza 圃没有条理；杂乱：这篇文章写得
太～，使人不得要领｜我拉拉杂杂谈了这些，请

大家指教。

E拉账l la;;zhang E副欠债2 拉了一屁股账。

啦叫见下。＠见795 页【幌啦啦1
叮旦．另见 772 页·｜α 。

E啦啦队E laladui 画体育比赛时，在现场给运

动员呐喊助威的一组人。也作拉拉队。

~ 1a 见 548 Jlf~呼喇J ,1340 页叫
另见 770 页 16; 770 页的。

通 la 见下。

E凰遏】 la· ta ＜口〉圈不整洁；不利落：～鬼｜
办事真～。

, 
16 （为丫）

晃川415 页阳儿1

拉 16 [§!jJ ］］刃与物件接触，由一端向另一端
移动，使物件破裂或断开；割z 把皮子～

开｜手上～了个口子。
另见 768 页 10; 770 页的； 770 页恼。

剌 16 同＂VZ:"( 16 ）。
J 另见 770 页的。

碰 16 ＜方〉硅子（多用于地名）：青
豆（ :fi自）石～（在河北）。

E硅子l la·zi ＜方〉圈山上耸立的大岩石（多用

于地名）：白石～（在黑龙江）。

搁 16 见下。

E棚子l la·zi ＜方〉圈玻璃瓶。

喇16 见 505 页［哈喇子1。
另见 770 页 10; 770 页｜凸。

v 
1a c »丫）

拉叫见FoO 见 37 页I半:fil:] 0 

另见 768 页｜。； 770 页 16; 770 页的。

(:J'立忽E l凸•hu ＜方〉圈马虎：这人太～，办事靠

不住。

喇的。见下。。L凸）剧。
l 另见 770 页的； 770 页｜白。

E喇叭】｜凸•ba 圈。管乐器，上细下粗，最下端
的口部向四周张开，可以扩大声音。＠有扩

音作用的、喇叭筒状的东西z 汽车～｜无线电～

（扬声器）。
E喇叭花E l凸· bahua t函牵牛花的通称。

E喇嘛】｜凸•ma ~藏传佛教的僧人，原为一种尊

称，意为“高僧”。也是活佛的一种称呼。［藏1
【喇嘛教l L凸· majiao 圈见1633 页 I藏传佛

教lo

、

10 c »丫）

拉1 叫“帘’（｜创。

拉2 10 见下。
:1-11.. 另见 768 页 la; 770 页 16; 770 页的。

E拉拉姑1 10109心同“喇喇姑”。

剌 10 ＜书〉乖庚；乖张z 乖～。
J 另见 770 页的。

珠 10 用于人名，李儿只斤 和世珠，元明
刁之言。

落 10 圈。遗漏z 这里～了两个字，应该添
上。＠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忘记拿走z

我忙着出来，把书～在家里了。＠因为跟不上
而被丢在后面：大家都努力干，谁也不愿意～

在后面。
另见 787 页｜凸0;860 页 lui5; 863 页 IU00

E落空E 1011 kong c～儿）〈口〉圃错过机会：学

校组织的每年一次的旅游活动，他从没落过空。
另见 863 页 luo;;ki5ng 。

吐吐 a o 古代在农历十
JffiCH融、＠＠腾）二月里合祭众神叫作
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冬天（多在腊

月）脆制后风「或熏丁的（鱼、肉、鸡、鸭等） :~ 
肉！～鱼｜～味。 9 (La）画姓。

另见 1401 页 x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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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2 I ·la - 1ai I 啦啦来

•la （·纱丫）

旷 •la 圃“了”（·｜叫“啊”C. a）的筒，兼
i 有“了”②和啊”的作用z 二组跟咱们挑战

～！｜他真来～？
另见 770 页的。

瞌 •la 见13叫栅l

, 
16 i ( '}JIJj) 

来1 . - 刷＠国从别的地方到说话入
（来）所在的地方（跟γ相对） :~ 

往｜～宾｜～信！从县里～了几个干部。＠圈
（问题、事情等〉发生P来到2 问题～了｜开春以

后，农忙～了。＠圃做某个动作（代替意义更

具体的动词）：胡～｜～一盘棋 i ～一场篮球比
赛l你歇歇，让我～｜何必～这一套？＠圃趋向
动词。跟“得”或“不”连用，表示有能力或没有

能力，也表示可能或不可能z 这个歌我唱不～｜
他们俩很谈得～。＠圈用在另一动词前面，
表示要做某件事2 你～念一遍｜大家～想办法。

0 rnlll 用在另一动词或动词结构后面，表示来

做某件事z 我们贺喜～了 i 他回家探亲～了。
＠画用在动词结构（或介词结构）与动词（或

动词结构）之间，表示前者是方法、方向或态
度，后者是目的z 他摘了一个荷叶～当雨伞｜你

又能用什么理由～说服他呢？＠回来着：这
话我多会儿说～？＠未来的：～年｜～日方长。
＠圈方位词。以来，表示从过去到现在：别

～无恙｜两千年～。参看 1548 页【以来1。＠
圈用在“十、百、千”等数词或数量词后面表示

概数＝十～天｜五十～岁｜三百～人｜三斤～重｜
二里～地。＠圃用在“ 4、二、三”等数词后

面，列举理由、事实等：他这次进城，一～是汇

报工作，二～是修理机器，三～是采购图书。＠
词缀，构成时间词：从～｜向～｜近～。＠
(Loi）圈姓。

来2 •. 嗣诗歌熟语、口时里用作
（来）衬字z 正月里～是新春｜不愁吃

～不愁穿｜黑白桑甚儿～大樱桃。

来 L F刷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来）后。＠表示动作朝着说话人所在

的地方z 把锄头拿～｜各条战线传～了振奋人

心的消息。＠表示结果z 信笔写～｜一觉醒～｜
说～话长｜看～今年超产没有问题｜想～你是早

有准备的了。
E来宾） 16ibln 圈来的客人，特指国家、团体邀

请的客人z 接待～｜各位～。

E来不得E 16i •bu• de 画不能有；不应有z 科学
研究～半点儿虚假。

E来不及） 16i• buji 圈因时间短促，无法顾到或
赶上＝还有一个钟头就开车，～去看他了。

E来潮】 16i;;ch6o 圈＠潮水上涨。心血～。＠

指女子来月经。

E来得】1 16i·de （口〉圈胜任z 粗细活儿她都

～！他说话有点儿口吃，笔底下倒～。
E来得】2 16i ·de ＜口〉圈（相比之下）显得：海
水比淡水重，因此压力也～大｜下棋大沉闷，还
是打球～痛快。

E来得及E lai • deji 圈还有时间，能够顾到或赶
上：电影是七点开演，现在刚六点半，你马上去
还～。

E来电】 laidian O 画打来电报、电话或发来电
传等：各界～祝贺。＠圈打来的电报、电话

或发来的电传等＝～收到，货款不日即可汇出。
＠（千户）圃比喻内心激起对异性的好感：不

管介绍人怎么撮合，他们俩就是不～。
E来犯】 laifan 圈前来侵犯或进犯：坚决消灭

一切～之敌。
E来访E 16if6ng mill 前来访问：报社热情接待～

的读者。
E来复枪】｜白ituqiang 圈旧时指膛内刻有来复

线的步枪。［来复，英 rifle]

E来复线E 16ifuxian 圈膛线。［来复，英 rifle]

E来稿E 16ig凸0 0 （「←） mill 编辑、出版单位等
指作者投来稿件：上月共～350 篇。＠圈编

辑、出版单位等指作者投来的稿件z 编辑部收
到很多～。

E来归】 16igul 国＠归JI民归附。＠古代称女

子出嫁（从夫家方面说）。
E来函） 16ih6n 0 （「俨）画面来信①：旅行社昨
日～，告知旅游有关注意事项。＠王军来信②2
～敬悉。

E来鸿E 16ih6ng ＜书〉国借指来信：远方～。
E来回E 16ihui 0 圈在一段距离之内去了再回
来z 从机关到宿舍～有一里地。＠（～儿） fEI 
往返→次z 从北京到天津，一天可以打好几个

～儿。＠圃表示来来去去不止一次z 大家抬
着土筐～跑｜织布机上的梭～地动。

E来回来去E 16ihui-16iqu 形容动作或言语来回

多次地重复z 他～地走着｜他怕别人不明白，总
是～地说。

E来火E lai;;huo c～儿）圈指生气2 他一听这话
就来了火。



E来件】 laijian I萄寄来或送来的文件或物件。
E来劲l lai11 jin c～儿）〈口〉圃＠有劲头儿；起
劲儿：他越干越～。＠使人振奋＝足球比赛又
赢了，可真～！

E来客E laike 画来访的客人：欢迎远方～。
E来历】 lai Ii 圈人或事物的历史或背景z 查明
～｜～不明｜提起这面红旗，可大有～。

E来l恼l lailin 国来到；到来：暴风雨即将～｜每
当春天～，这里就成了花的世界。

E来龙去脉】 lai16ng-qumai 山形地势像龙一样
连贯着。本是迷信的人讲风水的话，后来比喻
人、物的来历或事情的前因后果。

E来路】 lailu 圈。向这里来的道路：洪水挡住
了运输队的～。＠来源z 断了生活～。

E来路】 lai·lu I画来历2 ～不明的人。
E来年】 lainian 圈时间词。明年3 估计～的收
成会比今年好。

E来去】 laiqu 圈＠往返z ～共用了两天时间。
＠到来或离去z ～自由。

E来人E lairen IEJ 临时来取送东西或联系事情
的人：收条儿请交～带回。

E来日E lairi 圈时间词。未来的日子；将来g ～

方长｜以待～。
E来日方长E lairi-fangchang 未来的日子还很

长，表示事有可为，或劝人不必急于做某事。
E来生】 16 isheng IEl 指人死了以后再转生到世

上来的那一辈子（迷信）。
E来使E laishi 圈奉命前来办交涉的使者：两

国交战，不斩～。

E来世l laishi l1SJ 来生。
E来势】 laishi 圈人或事物到来的气势z ～汹
汹｜海潮～很猛。

E来事】 laishi c～儿）〈口〉画处事（多指处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头脑灵活，挺会～的。

E来书】 laishu ＜书〉画来信。
E来头】 lai·tou c～儿）圈＠来历（多指人的资
历或背景）：这个人～不小。＠来由；缘由（多
指言语有所为而发）：他这些话是有～的，是冲
着咱们说的。＠来势：对方～不善，要小心应

付。＠做某种活动的兴趣：下棋没有什么～，
不如打球。

E来往】 16 iwang [;JjJ 0 来和去z 大街上～的人
很多｜翻修路面，禁止车辆～ i 车站上每天都有
不少来来往往的旅客。＠交际往来2 两家经
常～。

E来文l laiwen l富送来或寄来的文件。
E来向】 laixiang l1SJ 来的方向 2 根据风的～调
整扬场机的位置。

E来项1 lai训。ng （方〉巨型收入的钱g进项2 他

来保莱睐保沫楝料镰｜ 1ai I 113 I 

家最近增加了～。
E来信l laixin O c -11 l画画寄信来或送信来z

在国外的儿子经常～｜到了那里请来封信。＠

圈寄来或送来的信件2 人民～｜～收到了。

E来意E 1aivi IEl 到这里来的意图2 说明～。

E来由】 laiv。u 圈缘故；原因：这些话不是没有

～的。
E来源】 laiyuan O 圈事物所从来的地方；事

物的根源z 经济～｜资料～。＠画（事物）起

源；发生（后面跟“于勺：神话的内容也是～于

生活的。
E来者E laizh品圈＠将来出现的事或人＝～犹

可追。 8 l'U来的人或物z ～不拒。
E来者不拒E laizh岳-Ouju 对来人或送来的物品

等一概接纳，不予拒绝：不管谁来请教，他都

～，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

E来着E lai ·zhe ＜口〉圃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
事情z 你刚才说什么～？｜他去年冬天还回家
～｜你忘记小时候爸爸怎么教导咱们～。

E来自】 laizi 画从某处或某方面来．～五湖四

海｜他的自信～雄厚的实力。

保儿 1ai 用于地名 z 大～庄刷东）。
（保）“惊’另见 773 页“保”。

莱斗 lai o ＜书〉黎。＠古时指郊外
（柬）轮休的田地，也指荒地。

E莱H阻 1aitu 圈萝卡。
E莱卡E 1aika t苞氨纶纤维的一种。［英 lycra]

E莱塞】 laise l1SJ o 激光的旧称。＠激光器的
旧称。【英 laser]

睐… 刷邱蛛（ Qi叫i），山名，又地
（睐）名，都在四） 1 J 。

保 怕见 16叫酬。
（僚、6~悚）另见川页｜凸i 。
“f31t＂另见 773 页“保”。

沫、. '- 凶沫水，古水名，即今拒马河。
（沫）今河北沫源、林（地名），都从沫

7)(1导名。

楝… lai 见下。 主
（楝）主

E楝木】 laimu 型落叶乔木，叶子近卵形，花黄毛三

白色，核果椭圆形，紫色。种子榨的油可制肥

皂和润滑油，树皮和叶子可制拷胶。
~白 ．，二 1ai 见下。

和当（来自）
E料鹦E 1ai ＇凸o 圈美洲驼0 ［新拉 Rhea]

妹 u 1ai l1SJ 金属元素，符号 Reo 银白
（稣）色耐，机械性能好，电阻高。用

来制电极、热电偶、耐高温和耐腐蚀的合金，也
用作催化剂。



774 I I 创 16门｜僚资睐赖激癫籁睐兰岚拦

保（僚）
费（查）

lai < '111/J) 

lai ＜书〉慰劳z 劳～（慰勉）。
另见 773 页 16i 0 

lai ＜书〉赏赐z 赏～。

睐 ι 刷〈书〉＠隐仁不正。＠看；向
（睐）旁边看：青～。

址在1 U伞 ·~ lai o 依赖g依靠z 仰
相足（赖、祷、）～｜完成任务，有～于大
家的努力。＠回指元赖z 耍～｜～皮｜他说话
不算数，太～了。＠同］留在某处不肯走开．

孩子看到橱窗里的玩具，～着不肯走。。［却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责任；抵赖z ～债｜～婚｜

事实俱在，～是～不掉的。＠圈把不是别人
的错误强加给别人；诬赖g 自己做错了，不能～

别人。＠画责怪z 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哪一
个人。 8 CL凸 i ）圈姓。

赖2 ,,_ … 1ai ＜口〉固不好；坏2
（赖、兴、）好～｜今年庄稼长得真不

～｜不论好的～的我都能吃。
E赖婚E 1ai11h归国订婚后反悔不履行婚约。

E赖皮E laipi o 固不讲道理；元赖z 你真～，

以后再不跟你玩牌了。＠圈无赖的作风和

行为2 耍～。－~元赖的人z 没人搭理这个

~ 。
E赖以1 laiyi 圈依靠某事物或条件得以（达到

某种目的） ：～为生｜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

境。
E赖账l lai;; zhang 画欠账不还，反而抵赖（不

承认欠账或说已还清等）。你说的话要算话，不

能～。

E赖子E lai• zi 圈耍元赖的人。

注怡 … Joi 〈书〉揣急的水。
摊贩懒）
‘岳重＿，＿ lai ＜方〉＠圈黄癖2 头上长～

主嫩（癫）了。＠外表粗糙不平，像长了黄
雪雪 癖似的z ～瓜 l～蛤蟆｜～皮狗。

另见 771 页｜包。

帧蛤明 laiha·ma 圈檐除的通称。

阳皮狗l laipigou ~对卑鄙无耻的人的憎称。
顾头副 lait6uyu6n 画意鱼。

U额子l lai•zi ＜方〉圈。黄癖z 长了一头～。
＠头上长黄癖的人。
籁中恼iO 古代的一种策。＠从孔穴

（籁）里发出的声音，泛指声音：天～｜
万～俱寂。

• lai ( • '111/J) 

n＊ 」 • lai ＜方〉圃＠用在疑问句（特
!7jt（睐）指间、正反问）的末尾，相当于
“呢”：你们敲锣打鼓的干什么～？｜人～？怎

么找不到了？｜你们都有了，我～？＠相当于
“啦”：大伙儿干得可欢～。＠相当于“来着”

娘怎么说～，怎么都忘了？

, 
Ian < 'IJ弓）

4轩 Ian o 圈兰花。＠圈兰草。＠
二（商）古书上指木兰： ~~o 0 Clan) 
~姓。

E兰草】 lane凸o 圈。古书上指泽兰。＠兰花

的俗称。
E兰花E lanhua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种类很多，

叶子丛生，条形，花有多种颜色，气味芳香，供
观赏。花可制香料。俗称兰草。

E兰花手】 16nhuashou 圈兰花指。

E兰花指】 16nhuazhi 圈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合，

其余二个手指翘起的姿势。也叫兰花子。
E兰谱l Janpu 圈结拜盟兄弟时互相交换的帖
子，上面写着自己家族的谱系（兰味香，比喻情
投意合，《易经·系辞》z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E兰若】 16nr岳圈阿兰若的省称。

E兰章】 lanzhang ＜书〉圈美好的文辞（多用于

称颂）。

仨且 • , . Ian 山里的雾气2 山～｜晓～。
反tC凰）
E岚烟E lanyan 圈山间雾气：～缭纱。

占卢！.. ·~口 Ian 画画。不让通过；阻挡：前面
才豆（捕）有一道河～住了去路 i你愿意去就
去吧，家里决不～你！他刚要说话，被他哥哥～
回去了。＠当；正对着（某个部位） : ～头一棍l
～腰斩断。

E拦挡l land凸ng [§!jJ 不使通过3使中途停Ji: z 路

上有障碍物～，车辆过不去。
E拦道木E landaomu 圈拦挡行人、车辆等的横
杆或横木，多设在与铁路交叉的公路口。

E拦堵】 landu [Nil 拦阻堵截z ～肇事逃逸车辆。
E拦柜】 16ngui 圈柜台。也作栏柜。

E拦河坝】 lanheba 圈拦截河水的构筑物，多

筑在河身狭窄、地基坚实的地方。

E拦洪坝E lanh6ngba 圈拦截洪水的构筑物。

E拦击E lanF [§!jJ 拦住并打击z ～敌人。



E拦劫】 lanjie I司拦住并抢劫z ～商船！半路遭

遇匪徒～。
E拦截E lanjie ［到中途阻挡，不让通过＝～洪

水｜～歹徒。
E拦路】 Ian,,- lu !;!ii 拦住去路2 ～抢劫。
E拦路虎J lanluhu 画过去指拦路打劫的匪徒，

现在比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困难。

E拦网】 lan11w凸『19 圃打排球时拦阻球网上方

对方打过来的球。

E拦蓄】 lanxu I画修筑堤坝、把水流拦住并蓄积

起来z ～山洪。

E拦腰J lanyao E到从半中腰（截住、切断等）：

～抱住l大坝把黄河～截断。
E拦阻E lanzu 画l 阻挡。

...J..ll. w… Ian ＠栏杆＝石～｜桥～｜凭～远
4工（楠）望。＠圈赛跑中供跨越的体育
器械，起障碍作用：跨～｜高～。＠圈养家畜
的圈z 牛～｜用干土垫～。＠圈报刊书籍在
每版或每页上用线条或空白隔开的部分，有时

也指性质相同的一整页或若干页z 左～｜专～｜
广告～｜书评～。＠圈表格中区分项目的大

格JL：备注～｜这一～的数字还没有核对。。
画专供张贴布告、报纸等的装置：布告～｜宣

传～。
E栏杆】 langan ~桥两侧或凉台、看台等边上
起拦挡作用的东西z 桥～｜石～。

E栏柜E langul 同“拦柜”。

E栏目】 lanmu ~报纸、杂志等版面上或广播、
电视等节目中按内容性质分成的部分z 小说

～ l每逢寒暑假，报纸增设《假期生活》～｜电视
新增访谈～。

婪 Ian 见附页唰

在E;t1 _ Ian ＜书〉＠同“栏”①。＠同

l刺（阑）“拦”①。
守、王12 Ian ＜书〉＠将尽z 岁～｜夜～
l剌（阑）人静。＠擅自（出入）： ~tl:l I~ 
入。

E阑干E langan ＜书〉＠圆形容纵横交错；参差

错落的样子．星斗～。＠间“栏杆”。
E阑入】 lanru ＜书川王国＠擅自进入不应进去的

地方。＠掺杂进去。
E阑珊】 lanshan ＜书） ［量将尽；衰落z 春意～｜
意兴～。

E阑尾E lanw副［组盲肠下端蜓蚓状的突起，→

般长7 9 厘米。人的阑尾在消化过程中没

有作用。管腔狭窄，容易阻塞而引发炎症。
（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统”）

E阑尾炎E lanw岳1y6n 函阑尾发炎的病，多由

拦栏婪阙蓝 l ｜δn I 11s 」
于病菌、寄生虫或其他异物侵入阑尾引起。主
要症状是右下腹疼痛，恶心，呕吐等。俗称盲
肠炎。

蓝中 Ian o 画像晴天天空的颜色：蔚
（重）～｜～布。＠圈寥蓝。 8 CL6n) 

圈姓。

E蓝宝石】 lanbiioshi ［萄蓝色的或红色以外其

他颜色的透明刚玉，也有无色的。硬度大，用
来做首饰和精密仪器的轴承等。参看 427 页
1刚玉l 0 

E蓝本】 lanb阳湖著作所根据的底本z这部电

视剧以同名小说为～改编而成。

E蓝筹股E 16nch6ug心圈指在某一行业内占有

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的大公司的股票。蓝

筹是西方对赌博中使用的最高筹码的称呼。
E蓝点须E landiiinke ~鸟，身体大小和麻雀相
似，羽毛褐色。雄的喉部天蓝色，叫的声音很
好听。通称蓝青在须儿。

E蓝肯定E landiar】闺鼓蓝的通称。

E蓝吉定主!liJLl landianker ［苞蓝点频的通称。
E蓝光】 languang 圈＠→种数据存储技术，用

波长较短的蓝色激光在光盘上读写数据，存储
容量比用红色激光i卖写数据的（如 DVD）有大
幅提高。＠用这种技术读写数据的光盘。

E蓝晶晶】 lanjlngjlng C～的）圈状态词。蓝而

发亮（多形容水、宝石等）。

E蓝鲸E lanjlng 圈鲸的→种，是现在世界上最
大的动物，体长百J达 30 多米。身体灰蓝色，有
白色斑点。也叫剃刀鲸。

E蓝领】 lanlTng IEJ 某些国家或地区指从事体

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劳动时一般穿蓝色工作
服。

E蓝缕J 1an1Li 见 776 页I槛楼lo
E蓝皮书） 16叩ishu 圈见 25 页I白皮书t

E蓝屏】 Ianping 圈指计算机操作系统产生严

重错误时，显示屏为蓝色，上面标有错误原因
等信息的状态。

E蓝青官话E lanqlng-guanhua 方言地区的人 ζ＝
说的普通话，夹杂着方音，旧时称为蓝青官话主三
（蓝青：比喻不纯粹）。 王三

E蓝色农业E lanse n6ngye 指近海水产养殖业、

捕捞业等，因海水是蓝色的，所以叫蓝色农业。
E蓝田人E Lant』anren 圈考古学 t指蓝田猿

人。
E蓝田猿人J Lantian yuanren 中国猿人的一
种，大约生活在 80 多万年以前，化石在 1964

年发现于陕西蓝田的公王岭。也叫蓝田人。
E蓝图E lantu t8J o 用感光后变成蓝色（或其
他颜色）的感光纸制成的图纸。＠借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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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z 国家建设的～。

E蓝牙】 16ny6 圈一种近距离的无线传输应用
技术，在 10 100 米范围内，把专用的半导体

装入机器中，元须借助电缆就可连接计算机、
打印机、数字相机、电视机、手机、微波炉等，并
能同时进行数据和语音传输。是英语 Blue
tooth 的直译。

E蓝盈盈】 16nyingying 同“蓝莹莹”。

E蓝莹莹］ 16nyingying （～的）圃状态词。形
容很蓝．～的光｜～的宝石｜～的湖水！～的天

空。也作蓝盈盈。
E蓝藻］ 16nz凸o 圈藻类植物的一大类，生长在
海水、淡水中或陆地的阴湿地方。由单细胞或
多细胞组成，普通是蓝绿色，也有红色或紫色

的。

碗一 16n 于磁镇CGanl6n z肌地
（确）名，在浙江。

二监2 、… Ian 〈书〉＠诬赖。＠抵赖。
可剧（拥）
E调言E 16ny6n [EJ 诬赖的话g没有根据的话z

无耻～。

占监I 、… 16『1 大波浪；波浪：波～｜微～｜力
｛附（澜）挽狂～｜推波助～。
斗〓在 Ian 见下。
他（槛）
E槛楼】（蓝缕） lanlO ~国（衣服）破烂z 衣衫～。

你 μ．． Ian O c～川圈篮子竹～｜网
监（篮）～｜花～儿。＠（～川阻圈投
～儿。＠指篮球运动：男～｜女～。 o Clan) 

圆姓。
E篮板］ lanban 圈＠篮球架上固定篮圈的长

方形板。＠指篮板球。
E篮板球l 16nb凸nqiu 函篮球运动中指投篮未

中，从篮板或篮圈上反弹回来的球。
E篮球l lan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把球
投入对方的篮圈中算得分，得分多的获胜。＠

篮球运动使用的球，用牛皮做壳，橡胶做胆，也

有全用橡胶制成的。

霎三三 E篮圈l 16nquan [EJ 固定在篮板上的铁圈，用
三三 实心铁条制成，圆形。圈下装有线网。

E篮坛］ 16nt6n 圈指篮球界z ～劲旅。

E篮子E Ian ·zi 圈用藤、竹、柳条、塑料等编成的
容器，上面有提梁：菜～｜草～。

占监I 、“ Ian 见 33 页1斑斓1。
只隅。国）
h国 Ian 圈金属元素，符号 La。是

喇喇（铺）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质软，在
空气中容易氧化。用于制备侈、销和德。斓的
化合物用来制光学玻璃、高温超导体等。

澜 。n 古时上下衣相连的
（楠、咱国）长袍在下摆所加的横幅，

后多指这种样式的士人服装。

筒 an 古时背在身上的盛
（筒、 1斓）弩和箭的袋子。

\I 

Ian ＜纱4)

JI.A‘ 回手』 l凸『1 看z 游～｜展：～｜浏～｜阅～｜一

见（霓）～胁。
E览胜】｜凸nsheng ＜书〉画观赏胜景或游览胜
地：黄山～。
揽川 Ian 圃＠用胳膊围住别人，使靠

（攫）近自己 2 母亲把孩子～在怀里。＠
用绳子等把松散的东西聚拢到一起，使不散
开：把车上的柴火～上点儿。＠拉到自己这方
面或自己身上来z 包～｜～买卖｜他把责任都～
到自己身上了。。把持z 独～大权。

E揽承J lancheng 画应承；承揽。
E揽储】｜凸nchu 圈招揽储蓄存款：制止违规～

行为。也说揽存。
E揽存】 l凸ncun 圃揽储。

E揽活JL] l凸n;;hu6r 圃承揽活计：他在外面揽

了许多活川。

E搅，总】｜凸nzong （～儿）圈全面掌握（工作） ；总

揽。

缆… Ian O 拴船用的铁索或许多股
（锺）拧成的粗绳：～绳 i 解～（开船）。

＠许多股拧成或结成的像缆的东西：钢～｜电
～｜光～。＠画用绳索拴（船〉．～舟！把船～
住。

E缆车JI凸nch岳圈＠在斜坡上沿轨道上下行

驶的运输设备。用缆绳把车厢系在电动机带
动的绞车上，转动绞车，缆车行驶。＠指索道

上用来运输的设备。
E缆绳J lansheng 圈许多股棕、麻、金属丝等拧
成的粗绳。

E缆索E i凸nsuo 圈缆绳。

榄… ｜凸n JJtI. 425 页【橄榄］。
（槽）

南｜凸n ＜方〉阳捕鱼或捞娟、河泥的工
具，在两根平行的短竹竿上张一个网，再

装两根交叉的长竹柄做成，两手握住竹柄使网

开合。＠回用南捞z ～河泥｜～泥船。

3朵朵~－－~ Ian 圃＠用盐或其他调味品拌
w;c嚼）（生的鱼、肉、蔬菜）。＠（柿子）放
在热水或石灰水里泡，除去涩味z ～柿子。

壤斗 Ian 见 728 页阳
（~填）



，旧在川， . . • Ian 圃＠懒惰（跟“勤”

阴阳懒、、懒）相对）：腿～｜好吃～做。
人勤地不～。＠疲倦；没力气z 身子发～，大概

是感冒了。

E懒虫E lanch6ng ＜口〉圈称懒惰的人（骂人或
含诙谐意味的话）。

E懒怠E l凸「1•dai 0 明懒惰。＠画面没兴趣；不

愿意（做某件事）＝身体不好，话也～说了。
E懒得l lan·de 画厌烦；不愿意（做某件事）：天

大热，我～上衔。
E懒惰】｜凸nduo 固不爱劳动和工作P不勤快g

这人太～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愿意干。
E懒骨头E l凸ng心•tau 圈懒惰的人（骂人的话）。
E懒汉E lanhan ［萄懒惰的男人。
E懒汉鞋］ I凸nhonxie 圈鞋口有松紧带，便于

穿、脱的布鞋。
E懒猴］ I凸nh6u 函猴的一种，头圆，耳小，眼大
而圆，四肢粗短，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
白天在树上睡觉，夜间活动，行动缓慢。也叫
蜂猴。

E懒散】｜凸nsan 圃精神松懈，行动散漫；不振

作z 他平时～惯了，受不了这种约束。
E懒洋洋】 lany6ngy6ng C～的）圃状态词。没
精打采的样子。

飞

Ian （纷与）

,f,.ll. ,__ Ian O [112] 某些固体物质组织、被

仨（煽）破坏或水分增加后松软：～泥｜牛
肉煮得很～。＠圃腐烂：～苹果｜樱桃和葡萄

容易～。·~园破碎；破烂z ～纸｜破铜～铁｜衣

服穿～了。＠圆头绪乱2 ～账｜～摊子。＠
表示程度极深2 ～醉｜～熟。

E烂糊E Ian· hu 庄园很烂（多指食物）：老年人吃
～的好。

【烂漫】（烂燥、烂缰l lanman [112] 0 颜色鲜明而

美丽：山花～。＠坦率自然，毫不做作z 天真
~ 。

E烂泥】 Ianni 冒雪稀烂的泥z ～坑｜一摊～。

E烂熟】 lanshu r：但＠肉、菜等煮得十分熟。＠

十分熟悉g十分熟练：台词背得～。
E烂摊子E lontiin ·z i 圈比喻不易收拾的局面或
混乱难于整顿的单位。

E烂尾E lanw岳I F回属性词。指建筑工程由于

盲目上马、供大于求、资金不足等导致中途停

建或无法竣工的．～楼｜～工程。
E烂账l lanzhang ［每＠头绪混乱没法儿弄清
楚的账目。＠指拖得很久、收不回来的账。

懒烂滥郎郎 I Ian long I 777 I 

E烂醉】 lanzui r到大醉z 喝得～i～如泥。

滥… Ian o 泛滥＠晒过度；没有
血（瘟）限制＝～收费｜宁缺毋～｜～用职
权。＠不切实际；浮泛＝～调。

E滥调l landiao c～儿） IEl 叫人腻烦的、不切实

际的言辞或论调g 陈词～。

E滥交l lanjiao 画＠没有选择地结交（朋友〉。
＠指与多人发生淫乱的性行为。

E滥情】 lanqing 圈毫无约束地放纵感情z 纵

欲～O
E滥权】 lanqu6n 画滥用职权2 ～渎职｜因贪污

～被判刑。

E滥筋】 lanshiing ＜书〉＠圈江河发源的地

方，水少只能浮起酒杯，泛指事物的起源。＠

［到起源：词～于唐，兴盛于宋。
E滥套子l lantao·zi 圈文章中浮泛不切实际的
套语或格式。

E滥用l lanyang 画面胡乱地或过度地使用z 行
文～方言｜～职权。

E滥竿充数E lanvu-changshu 齐宣王用三百人

吹竿，南郭先生不会吹，混在中间充数（见于
《韩非子·内储说上》）。后借指没有真正的才
干，而1昆在行家里面充数，或拿不好的东西混
在好的｜里面充数。

些旦L_(些主2

W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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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H
H
U
F

HHH 
｜凸『19 见下。

(P郎当E liingdiing （方〉国左右；上下（用于表
示年龄）：他才二十～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

候。

, 
16ng （为尤）

郎 long O 古代宫名：侍～｜员外～。＠对
V 某种人的称呼：货～｜放牛～｜女～。＠女

子称丈夫或情人z ～君｜情～｜～才女貌。。王三
旧时称别人的儿子·大～｜令～。 0 Clang）三三
［组姓。

E郎才女貌l 16ngc6i-numao 男的才华出众，女
的姿容出色，形容男女双方非常相配。

(Ill~当］ 1 16ngdiing 同“银铛”c 16ngdang）。

(Ill~当］2 16ngdiing 圈＠（衣服）不合身；不整

齐z 衣裤～。＠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样子2
看他走起路来郎郎当当的。＠不成器；潦倒狼
1!1！：～东西（骂人不中用）｜境遇～。

l~B舅l long闽南男子和他妻子的弟兄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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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I ［琅嫖】 16nghu6n （书〉圈神话中天帝藏书的

E郎中】 langzhong 圈。古代一种官职。＠｜ 地方，借指仙境。也作娜娘。
〈方〉中医医生。 I E琅琅】 16ngl6ng 阻理形容金石相击声、响亮

狼 16ng 时乳动物，外形像狗，面部长，耳｜ 的读书样：书声～
朵直立，毛黄色或灰褐色，尾巴向下垂。｜岳白 long 见下。

昼伏夜出，冬天常聚集成群，性凶暴，吃野生动｜’I IX-
物和家畜等，有时也伤害人。 I ［粮粮］ 16ngl6ng （书〉匮声］形容木头相撞击的

E狼狈l langbei 帽形容困苦或受窘的样子：｜ 声音。
每月入不敷出，十分～｜今天外出遇到大雨，弄

得～不堪。
E狼狈为好】 langbei-weij ion 传说狈是一种
兽，前腿特别短，走路时要趴在狼身七，没有

狼，它就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做坏事。
E狼奔东突E 16ngb岳n shitu 狼和猪东奔西跑，

形容成群的坏人乱窜乱撞。
E狼疮E langchuang ~皮肤病，病原体是结核
杆菌，多发生在面部，症状是皮肤出现暗红色
的结节，逐渐增大，形成溃殇，结黄褐色癫，常
形成癫痕。

E狼狗E langgou ~狗的一个品种，外形像狼，
性凶猛，嗅觉敏锐。多饲养来帮助打猎或牧
羊。

E狼毫E /6ngh6o ~用黄鼠狼的毛做成的毛
笔：小楷～o

[1良猿］ 16nghuan 圈绍熊。

E狼藉】（狼籍＞ langji ＜书〉圈乱七八糟3杂乱
不堪2 声名～｜杯盘～。

E狼头】 lang• tou 见 778 页【掷头1。
E狼吞虎咽E 16ngtun h的an 形容吃东西又猛

又急。
E狼尾草l langw岳ic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丛
生，叶子条形，花穗暗紫色，上面有刚毛，像狼

的尾巴。茎叶可用来造纸。也叫真草。
E狼心狗肺l 16ngxin-g6ufei 形容心肠狠毒或

忘恩负义。
E狼烟E langyan ~古代边防报警时烧狼粪升
起的烟，借指战火z ～滚滚｜～囚起。

［~良烟四起l langyan-siqT 四处有报警的烽火，

革时不隅。
E狼主】 16ngzhu I蜀旧小说、戏曲中称北方民族

量孟言 的君主。

E狼子野心E langzT y岳xin 0 狼崽子虽幼小，也
有凶残的本性，比喻以l暴的人用心狠毒，本性

难改。＠指险恶的用心；野心：识破敌人的
~ 。

J' long 见 7呗［闵周（阔）另见m 页｜δngo
琅（哪） ~~g 叫一种玉石＠洁
E琅开l langgan ＜书〉圈像珠子的美石。

廊 16ng 廊子：走～｜长～｜回～ l前～后厦

U郎庙】 16ngmi6o 〈书〉回到指朝廷。

[Ji~桥】 16ngqi6o 圈有顶的桥：木拱～。
U郎檐】 16ngy6n 画廊顶突出在柱子外边的部

分。

U郎子】 long· zi 圈屋檐下的过道或独立的有顶
的过道。

娜问见下。
E娜娘E 16nghu6n 同“琅嫂”。

掷 long 见下。

E挪楝】 16ng•kang （方〉回器物长而大，笨重，

用起来不方便。
E梆头】（狼头、锵头＞ long· tot』睛锤子（多指比
较大的）。

踉 long 带回形容水石撞击声。

银（敛）问
E银铛E 16ngdang 0 ＜书〉圈铁锁链z ～入狱

（被铁锁链锁着进监狱）。＠醒理形容金属撞
击的声音：铁索～。｜｜也作郎当。
粮 16ng O 古书上指狼尾草 8 Clang) 

国姓。
E粮秀】 16ngy凸u 圈粮和芳，都是形状像禾苗

l而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比喻坏人。

锵（绑）问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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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纱尤）

1凸ng 0 光线充足；明亮2 明～｜晴～ 1 开

～！天～气清。＠声音清晰响亮 z ～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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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o (Lang）圈姓。

E朗读】 liingdu 圈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

～课文。

E朗朗l I凸ngl凸ng 帽＠形容声音清晰响亮：～

上口｜笑语～。＠形容明亮：～星光｜～乾坤o
E朗生】 l凸ngsh岳ng 圈见 939 页【囊生lo
E朗声】｜凸ngsheng 画高声；大声z ～大笑。
E朗诵l langsong 画大声诵读诗或散文，把作
品的感情表达出来：诗歌～会。

娘的ng （书〉明朗（多用于人咎。

荫 liing （方〉指沼泽地或滩涂（多用于地
名）·～底｜南～（都在广东）。

望 … long 用于:il!;,Z ' i'J ~他广东）。
（主朋） -

奥 long 奥梨（叫

飞

long < 'h尤）

垠 long 见 761 页问。

真 long 见下
另见 814 页 li6ng 。

E丧若】 langda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
呈块状，灰黑色，叶子互生，长椭圆形，花紫黄
色，结葫果。有毒。全草入药。

良 long 良山CL凸ngs

、’T ~~ long 阀中 CLδngzh己ng ），地名，
｜民J （罔）在四川｜。

另见 778 页的吨。
E阅苑E langyuan ＜书〉圈传说中神仙居住的
地方，诗文中常用来指宫苑。
~向 long O 圈波浪2 风平～静｜乘风破～｜
1l又白～滔天。＠像波浪起伏的东西：麦～｜
声～。＠没有约束；放纵z 放～｜～费。＠
〈方〉圈逛z 到街上～了一天。 0 Clang）圈

姓。

E浪潮E langch6o 圈比喻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或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行动：改革的～o

[y良船E langchu6n [BJ 儿童体育活动器械，用

木制的船挂在架下，坐在上面，可以来回摇
荡。

E浪荡】 langdang O l直到处游逛，不务正业；

游荡z 终日～。 8 llJ2l 行为不检点；放荡2 ～公

子。

E浪费J langfei l盈对人力、财物、时间等用得

不当或没有节制：不要～水。

E浪花E langhua 圈＠波浪激起的四溅的水z

～飞溅。＠比喻生活中的特殊片段或现象＝

生活的～。
E浪迹】 langji 圈到处漂泊，没有固定的住处z

～江湖｜～天涯。

E浪漫】 langman E圈。富有诗意，充满幻想：

富有～色彩。＠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多就男
女关系而言）。〔英 romantic]

E浪漫主义】 langman zh心yi 0 指 17 世纪末

至 18 世纪末流行于欧美的一股思潮和文学

艺术上的一种创作方法，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

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

指→种充满理想、富于想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

E浪木】 langmu 画体育运动器械。用一根长
木头挂在架下，人在上面用力使木头摇荡，顺
势做各种动作。也叫浪桥。

E浪桥】 langqi6o 圈浪木。

E浪人】 langren 圈。到处流浪的人。＠指日
本流浪武士。

E浪涛】 langtao i望波涛2 ～滚滚。

E浪头】 long· tau 哩。〈口〉涌起的波浪z 风

大，～高。＠比喻潮流z 赶～。
E浪游J langy6l』圈漫无目标地到处游逛g ～

四方。

E浪子l langzT 圈游荡不务正业的青年人g ~ 
回头。

E浪子回头金不换】 langzT huit6u fin bu huan 
形容做了坏事的人改过自新后极为可贵。

日良 long 〈方〉耐①②。

菠 long 宁菠（叫long）础，在云南。

r loo （批）

捞… loo 圈。从翩翩翩里取主
（捞）东西z 打～｜～饭｜～鱼。＠用不矗三

正当的手段取得：～钱｜趁机～一把。＠通过三三

不正当手段使被拘押的人得到释放：～人！他
想托关系把他弟弟从局子里～出来。。〈方〉
顺手拿：披上衣服，～起铁锹就走。

E捞本】 lao;;ben c～儿）圃赌博时赢回输掉的

本钱，泛指采取办法把损失补偿上（多含贬
义）。

E捞稻草l loo daoc凸o 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

根稻草，想借此活命，比喻在绝境中做徒劳无

益的挣扎。也比喻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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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捞锢 lao•mo 〈口〉圈在水里寻找东西，借指
捞取（好处） 0

E捞取E laoqu 国国＠从水里取东西z 塘里的鱼
可以随时～。＠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z ～暴

利。
E捞着l lao;;zhao 画得到机会（做某事）：那天

的联欢会，我没～参加。

,, 
lao c 'h么）

劳川 lao O 劳动z 按～分配｜不～而
（劳）获。＠画画烦劳（请别人做事所用

的客气话）：～驾｜～您走一趟。＠劳苦；疲劳g

任～任怨 l 积～成疾。＠使劳苦；使疲劳：～
神｜～民伤财。＠功劳z 勋～｜汗马之～。＠

慰劳g 搞～｜～军。 8 <Lao）圈姓。

E劳保E la ob凸o 圈＠劳动保险。＠劳动保

护。
E劳步E laobu l7l!ll 敬辞，用于请人或感谢人来

访2 不敢～｜您公事忙，千万不要～。

E劳瘁】 laocui ＜书） [ffiJ 辛苦劳累2 不辞～。

E劳动l laodong O 圈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
富的活动z 体力～ l脑力～。＠圈专指体力

劳动z ～锻炼。＠圈进行体力劳动：他～去

了。
E劳动E lao•dong 画敬辞，烦劳2 ～您跑一趟｜

不敢～大驾。
E劳动保护l laodong b凸ohu 为了保护劳动者

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而采取的各种措
施。

E劳动保险】 laodong baoxian 工人、职员在怠

病、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享
受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

E劳动布】 laodongbu IBJ 用较粗的棉纱、棉线
织成的斜纹布，质地紧密厚实，坚实耐穿．多用
来做工作服。

E劳动对象l laodong duixiang 政治经济学上
指在劳动中被采掘或加工的东西。它可以是

自然界原来有的，如地下矿石s也可以是加过
工的原材料，如棉花、钢材等。

E劳动法l laodongf凸圈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
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如有关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劳动报酬、劳动保
护、劳动纪律等方面的法规。

E劳动改造l laodong gaiza。我国对判处徒刑
的罪犯实行的一种改造措施。凡有劳动能力
的，强迫他们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E劳动教养E laodong j iaoy凸ng 我国曾经实行

过的，对违反法纪而又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有劳动能力的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
对他们采取劳动生产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
的方针，帮助他们学习劳动生产技术，树立爱
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E劳动节l Laodong Jie f组五一劳动节。

E劳动力】 laodongli ［望＠人用来生产物质资

料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即人的劳动能力。＠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所具有的体力劳动的能力，
有时指参加劳动的人：全～｜半～｜辅助～。

E劳动模范】 laodong m6fan 我国授予在生产
建设中成绩卓著或有重大贡献的先进人物的
→种光荣称号。简称劳模。

E劳动强度l laodong qiangdu 劳动的紧张程

度。也就是在单位时间内劳动力消耗的程度。
E劳动日】 laodongri 圈计算劳动时间的单位，

一般以八小时为一个劳动日。

E劳动生产率E laodong shengchanlu 单位时

间内劳动的生产效果或能力，用单位时间内所
生产的产品数量或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来表示。也叫生产率。

E劳动手段】 laodong shouduan 劳动资料的

IEl称。
E劳动者E 16odongzh岳圈参加体力劳动或脑
力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

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
E劳动资料】 16odong zlliao 人用来影响和改

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生
产工具、土地、建筑物、道路、运河、仓库等，其
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 1日称劳动手

段。

E劳顿】 16odun ＜书〉［固劳累（多指行程中） ：旅

途～｜鞍马～。

E劳乏】 16of6 画疲倦；劳累。

E劳烦】 16ofan ＜方〉圈烦劳：～尊驾｜～您走

一趟。
E劳一方】 16ofang 圈指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一

方。

E劳改E laogai [i勤劳动改造z ～人员。

E劳工E 16og6ng 圈。旧时称工人z ～运动。
＠做苦－工的人；苦力。

E劳绩E 16oji IBl 功劳和成绩z ～卓著。

E劳驾E 10011 i ia 圈客套话，用于请别人做事或
让路z ～，把那本书递给我｜劳您驾，替我写封
信吧！｜～，请让让路。

E劳教l 16ojiao 圈劳动教养＝～人员。

E劳金］ laojln 画旧时店主或地主等付给店员

或长工的工钱。

E劳倦】 laojL』an 圈疲劳；疲倦：不辞～｜他连续



工作了一整天也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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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l坐～｜关进～里。。 lllil 牢固；经久：～不
可破｜把车床固定～｜多温习几遍，就能记得更
～。 0 <Lao）圈姓。

E劳军】 10011 jun 圈慰劳军队：各界代表到前
线～。

E劳苦E laoku ~国劳累辛苦z ～大众｜不辞～。
E劳苦功高】 laoku-gonggao 做事勤苦，功劳很

大。
E劳累】 laol岳 i 0 ［~J 由于过度的劳动而感到疲
乏2 工作～。＠［噩敬辞，指让人受累（用于请
人帮忙f故事） ：这件事还得～你去一趟。

E劳力】 laoli O I割体力劳动时所用的气力。
＠［写有劳动能力的人：壮～｜农村剩余～。＠

〈书） ［~从事体力劳动。

E劳碌E laolu 闹事情多而辛苦2 终日～。
E劳民伤财】 laomin-shangc6i 既使人民劳苦，

又浪费钱财。
E劳模l 16om6 l昌劳动模范的简称。
E劳神】 l6011shen 圈耗费精神（常用作请托时
的客套话）：你身体不好，不要多～｜～代为照

顾一下。
E劳师l laoshl ＜＇书〉［副慰劳军队。
E劳师动众】 laoshl-dongzhong 原指出动大批

军队，现多指动用大批人力（含小题大做之

意）。
E劳什子】 laoshi·zi ＜方〉圈使人讨厌的东西。
也作牢什子。

E劳损】 laos心n U司因疲劳过度而损伤：腰肌

～｜脏腑～o
E劳务】 laowu IBJ 指不以实物形式而以劳动形
式为他人提供某种服务的活动：～市场｜出口
～ l～输出。

E劳务费J laowufei 圈提供劳动服务所取得

的报酬。
E劳心JI白oxln 匾。费心；操心z不为小事～。
＠〈书〉从事脑力劳动。＠〈书〉忧心。

E劳燕分飞】 laoyon-f岳nf岳l 占乐府《东飞伯劳
歌》：“东飞伯劳四 ·is~~。”后世用“劳燕分飞”比
喻人别离（多用于夫妻）。

E劳役l laoyi Or＝名］指强迫的劳动z 服～｜～繁

重。＠［量指（牲畜）供使用·他家有三头能～

的牛。
E劳逸】 laoyi IBJ 劳动和休息·～结合。
E劳资】 16ozl ['8］指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资产
所有者。

E劳作】 laozuo O 圈旧时小学课程之一，教学
生做子工或进行其他体力劳动。＠圈劳动，
多指体力劳动z 农民在田间～。

牢 lao o 养牲畜的圈 z 亡羊补～。＠古代
祭祀用的牲畜；牺牲①z 太～（原指牛、羊、

猪三牲，后也专指祭祀用的牛）。＠［毫监狱：

E牢习丐可破l 16obukepδ 坚固得不可摧毁（多用

于抽象事物）：我们的友谊是～的。
E牢房l 16of6ng 圈监狱里监禁犯人的房间。

E牢固l laogu l~ 结实；坚固：基础～｜～的大坝

挡住了洪水。

E牢记】 16oji ~牢牢地记住：～在心｜～老师的

教导｜～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牢靠l laokoo E回＠坚罔；稳固：这套家具做

得挺～。＠稳妥可靠z 办事～O
E牢笼】 16o16ng 0 南关住鸟兽的东西，比喻

束缚人的事物＝冲破旧思想的～。＠圈骗人

的圈套：堕入～。＠〈书〉阐用手段笼络 z ～

诱骗。＠圈束缚z 不为旧礼教所～。
E牢骚】 16o•s6o ＠「割烦闷不满的情绪2 发～｜

满腹～。＠睛说抱怨的话：～了半天。
E牢什子】 16oshi •zi 同“劳什子”。

E牢实】 16o•shi I回牢固结实＝基础～｜～的铁

门。

E牢稳】 16ow岳n 圈。（物体）稳定，不摇晃z 机

器摆放得很～。＠稳妥可靠2 重要文件放在
保险柜里比较～。

E牢狱E laoyu 圈监狱。

4书A 160 见 437 页【吃境］。
窃（垮）
唠… 160 见下。

（嘴）另见 786 页的Oo
[I劈叨】 160· dao I虱说起来没完没了；絮叨z ~ 

了半天｜唠唠叨叨的让人心烦。

畴 。。盼山，山名，在山东也作劳
(d唠） !lJ 0 

t二书· loo !El 金属元素，符号 Lr。有放

切（鳞）射性，由人］核反！但获得。
癖 o 妨病：肺～ l!lm~I 干血～。

（雳）
E病病E laobing 函中医指结核病。

第 160 见m 页【腾竹l
（努）

币用 160 〈书〉＠未滤出渣子的酒；浊酒。＠

日多泛指酒。
E团要糟E 16oz6o 圈江米酒。

I/ 

l凸o （为么）

老 l凸0 0 圆年岁大OH~＂少、幼”相X肌～
人｜～大爷 l他六十多岁了，可是一点儿也不

王三



782 ｜凸o 老

显～。＠老年人，也用作尊称：敬～院｜扶～
携幼｜徐～｜王～。＠［副婉辞，指人死（多指老
人，必带“r”）·隔壁前天～了人了。。对某些
方面富有经验；老练（跟“嫩”相对，下③⑨。

同）：～手｜～于世故。－~园很久以前就存在
的；时间久的（跟“新”相对，下⑥同） : ～厂｜～
兵｜～朋友｜～革命｜～根据地｜这件大衣式样很

～了。 01用陈旧：～脑筋｜～机器｜这所房子

大～了。－~回原来的：～脾气｜～本行｜～地

方。＠南（蔬菜）长得过了适口的时期：油菜
太～了。＠圃（食物）烹调时间过长；火候过

大·鸡蛋煮～了！青菜不要炒得太～。⑩（某
些高分子化合物）变质：～化｜防～剂。＠圆

（某些颜色）深．～绿｜～红。＠画很久：老张
近来很忙吧，～没见他了。＠圃经常：人家～
提前完成任务，咱们呢？＠圃很g极 z ～早｜～
远｜太阳已经～高了。 a; l制排行在末了的：

～儿子｜～闺女 l～妹子。＠前缀，用于称人、

排行次序、某些动植物名：～王｜～三｜～虎｜～

玉米。. (L凸o）函姓。
E老姐】｜凸0’凸0 （书〉圆年老的妇女。

E老八板JLl liiobab凸nr （方） 0 lli2l 拘谨守旧。
＠圈指拘谨守旧的人。

Z老八辈子】 l凸obabei·zi ＜口〉形容年代久远或

古老、陈腐：这是～的话了，没人听了。

E老白干JL] I凸obaiganr ＜方〉圆白干JL o 

E老百姓】 l凸obiiixing ＜口〉圈人民；居民（区别
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

E老板J liiobiin I苞＠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
者；掌柜的。＠旧时对著名戏曲演员或组织

戏班的戏曲演员的尊称。
E老板娘JI凸obiinniang 画老板的妻子。
E老半天E l凸obantian 数量词。指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多就说话者的感觉而言）·怎么才来，

我们等你～了。
E老伴儿JI凸obanr ［毡老年犬妇的一方。
E老鸭E liiob凸。回鸪砾。也叫老鸭子。

E老辈JI凸obei 圈＠（～JL）前代；前辈 2 他家～
三王三 都是木匠。＠年长或行辈较高的人。
三三言 E老本J liiob昌n C～儿）圈＠最初的本钱做生

意赔了～。＠比喻原有的基础或过去的成绩．
要学习新知识，光靠～不行｜不要躺在功劳簿上
口户（）
lo 

E老鼻子JI凸obi•zi （方〉嗣多极了（后边带“了”

字）：书市上的书可～了。
E老表】 l凸obi凸o 圈。表兄弟。＠〈方〉对年
龄相近的、不相识的男子的客气称呼。＠江

西省以外的人对江西人的称呼（含戏谑意）。
E老兵J liioblng 圈。入伍时间长的战士z ～

退役。＠泛指长期在某一领域工作的人z 爷

爷是出版界的一名～。
E老病】｜凸obing O 圈经久难治的病；没有完

全治好、经常发作的病z 天一冷，～就犯。＠
圈指人年老多病．我～无能．多亏他处处关照

我。
E老伯】 l凸ob6 IBJ 对父亲的朋友或朋友的父亲

的尊称。也用来尊称老年男子。

E老财】｜凸oc6i ＜方） IBl 财主（多指地主）。

E老巢】 l凸och6o I量鸟的老窝，借指匪徒盘踞

的地方·捣毁土匪的～。
E老成】｜凸ocheng ~回经历多，做事稳重：少年

～｜～持重。
E老成持重E i凸ocheng-ch i zhang 阅历多，办事

稳重。
E老诚】 liiocheng 圈老实诚恳；诚实2 ～忠
厚 11也是个～孩子，从来不说谎话。

E老抽］ I凸ochou ＜方〉圈加入焦糖色的浓酱

油，用于烹调需要上色的菜肴（区别于“生
拙”）。

E老粗E l凸ocu （～儿） bSl 指没有文化的人（多用

作谦辞） 0

E老搭档】｜凸odadang ［包经常协作或多年在一

起共事的人。
E老大E laoda o ＜书〉圆年老：少壮不努力，
～徒伤悲。＠圈排行第一的人。＠〈方〉［亘

木船上主要的船夫，也泛指船夫。 Ol担某
些帮会或黑社会团伙对首领的称呼。＠圃

很；非常（多用于否定式）：～不高兴 1心中～不

忍。
E老大不小】｜凸oda』buxi凸o 指人已经长大，达

到或接近成年人的年龄．他～的了，还跟孩子

似的。

E老大难】｜凸o da-n6n 圃属性词。问题错综复

杂、难于解决的：～单位｜～问题｜这个班秩序
乱，成绩差，是全校有名的～班级。

E老大娘l I凸oda· ni6ng ＜口〉圈尊称年老的妇
女（多用于不相识的）。

E老大爷】｜凸oda·ye ＜口） IBl 尊称年老的男子

（多用于不相识的）。
E老旦】 l凸odan 圈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年

老的妇女。
E老当益壮】 l凸odangyizhuang 年纪虽老，志向

更高、劲头儿更大C

E老到】｜凸odao 圈。（｛故事）老练周到。＠（功

夫）精深：文笔～，风格苍劲。
E老道E l凸odao ＜口〉圈道士。

E老底】 1凸odl （～儿）［画＠内情；底细 z 揭～。

＠指祖上留下的财产，老本：他家～儿厚｜那家



伙不务正业，几年工夫就把～儿败光了。

E老弟］ I凸odl 圈称比自己年纪小的男性朋友。
E老调E l凸odiao 圈＠指说过多次使人厌烦的

话；陈旧的话。＠河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
行于保定等地区。也叫老调梆子。

E老调梆子］ I凸odiao bang·zi 圈老调②。
E老调重弹】｜凸odiao<hongtan 旧调重弹。

E老掉牙】｜凸odiaoy6 圆形容事物、言论等陈
旧过时。

E老爹E l凸odi岳〈方〉啤j 尊称年老的男子。

E老豆腐】｜凸odδu•fu 圈＠北方小吃，豆浆煮
开后点上石膏或盐卤凝成块（比豆腐脑儿老
些），吃时浇上麻酱、韭菜花、辣椒油等调料。

＠〈方〉北豆腐。
E老坟】 l凸ofen 圈祖坟。
E老夫】｜凸ofu ＜书〉阁年老男子的自称。
E老夫子］ I凸ofuzi 圈。旧时称家馆或私塾的

教师。＠清代称幕宾。＠称迂阔的读书人。
E老赶E l凸ogan ＜方〉＠圈指没见过世面z 你

真～，连这个也不懂。＠圈指没见过世面的

人；外行的人＝别把我当～o
E老干部】 1凸oganbu IBJ 年纪大的或资格老的
干部，特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参加革命
工作的子部。

E老疙瘩E laog岳•do （方）~指最小的儿子或

女儿。
E老公E l凸ogong ＜口〉圈丈夫c zhang•fu ）。

E老公E lao•gong ＜口〉圈太监。

E老公公】 laogong•gong ＜方〉圈＠小孩子称

日于年老的男人。＠丈夫的父亲。
E老姑娘】的ogu•niang t萄＠年纪大了还没结

婚的女子。＠最小的女儿。
E老古董E 16ogud凸ng 圈＠陈旧过时的东西。
＠比喻思想、陈腐或生活习惯陈旧的人。

E老鸪］ I凸o•gua （方〉［氢乌鸦。
Z老汉E l凸ohan 圈。年老的男子。＠年老男
子的自称。

E老好人E 16oh凸oren （口〉圈脾气随和、待人

厚道、不得罪人的人。

E老狐狸E laohu•li IBl 比喻非常狡猾的人。
E老虎E l凸ohu 强＠虎的通称。＠比喻大量

耗费能源或原材料的设备：煤～｜电～。＠比
喻有大量贪污、盗窃或偷漏税行为的人。＠
特指职位很高的严重腐败分子：～相继落马，
对问题官员形成巨大震慑。

E老虎凳】 laohudeng 圈旧时的残酷刑具。是

→条长凳，让人坐在上面，两腿平放在凳子上，
膝盖紧紧绑住，然后在脚跟 F垫砖瓦，垫得越

高，痛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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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老虎机］ I凸oh心F I组…种赌博机器，内装有计
算机控制程序，参赌者将硬币投入机器，如获
胜，机器会将储藏在内的硬币自动吐出，否则
硬币便被机器吞掉。

E老虎钳】 l凸ohuqi6n 圈。台虎钳。＠子工工

具，钳口有刃，多用来起钉子或夹断钉子和铁
企生σ

E老虎灶】的ohuzao ＜方〉［萄烧开水的一种大

灶，也指出售热水、开水的地方o

E老花眼］ I凸ohuay归国老视的通称。

E老化】 1凸ohua 圈。橡胶、塑料等高分子化合

物，在光、热、空气、机械力等的作用下变得勃

软或硬脆：电线～。＠生物体的组织、或功能
逐渐衰退z 肌肤～0心理～。＠指在一定范围
内老年人的比重增长z 人口～ l领导班子～。
＠知识等变得陈旧过时＝知识～。

E老话E l凸出ua 圈。流传已久的话：“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是很有道理的一句～。
＠（～JL）指说过去事情的话：～重提｜咱们谈
的这些～，年轻人都不大明白了。

E老皇历】｜凸ohu6ng•li 圈比喻陈旧过时的规

矩：情况变了，不能再照～办事。

E老黄牛E l凸ohu6ngniu f'8J 比喻老老实实、勤

勤恳恳工作的人。
E老JL］的oji 圈＠扫问于第几。＠用于反问，表
示在某个范围内数不上、不够格（多用于自谦

或轻视别人）：我不行，在他们中间我算～？
E老骥伏韧E l凸ojl-full 曹操《步出夏门行》诗2

“老骥伏棚，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
比喻有志的人虽年老但仍有雄心壮志。

E老家］ I凸ojia IBl 0 在外面成立了家庭的人称
故乡的家庭。＠指原籍：我～是湖南。

E老家JL] I凸ojiar ＜口）~指上了年生己的父母，
有时也指其他尊亲。

E老奸巨猾］ I凸oj ian-juhu6 形容十分奸诈狡猾。

E老茧】 l凸oji凸n IBl 茧子。也作老册。

E老朋】 l凸oji凸n 同“老茧”。

E老江湖E l凸ojianghu 固指在外多年，很有阅

历，处世圆滑的人。 主三

E老将】 l凸ojiang 圈年老的将领；宿将（多用于彗壁
比喻） ：～出马，一个顶俩。

E老景E laojing 圈老年时的境况z ～凄凉｜～

堪怜。

E老境E laojing IBl 0 老年时期z 渐入～。＠

老年时的境况：他的～倒也平顺。
E老酒】 l凸oji心〈方〉圈酒，特指绍兴酒。

E老辣E laola E园＠老练狠毒：手段～。＠圆
熟泼辣：画风质朴淳厚，～苍劲。

E老来俏E i凸o16iqiao ＜口〉画指年老而爱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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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的人（多用于妇女，含幽默或讥讽意）。
E老赖】 laolai ＜口）~讥称长期赖账不还的

人。
E老老E lao• lao 同“姥姥”。

E老例】 l凸oli l寄旧规矩；l日习惯。

E老脸】｜凸oli凸n 圈。谦辞，年老人称自己的面

子。＠厚脸皮。

E老练E laolian 圈阅历深，经验多，稳重而有办

法：他年纪不大，处事却很～。

E老两口JL) I凸oliangkou「〈口） l=BJ 指老年夫

妇。
E老林E laolin 圈没有开发的森林z 深山～。

E老龄E l凸oling 圈属性词。老年的：～化（人
口的年龄结构变老）｜～大学。

E老路】｜凸olu ~ 0 以前走过的那条旧道路。
＠比喻旧办法、旧路子。

E老妈子E l凸oma·zi 圈旧时指年龄较大的女

仆。也叫老妈JL o 

E老马识途JI凸om也shitu 管仲跟随齐桓公去
打仗，回来时迷失了路途。管仲放老马在前面
走，就找到了道路（见于《韩非子·说林上》）。
比喻阅历多的人富有经验，熟悉情况，能起引

导作用。
E老迈E l凸omai 圆年老（常含衰老意）。

E老.冒JL) l凸omaor ＜方〉强指没见过世面而又
带傻气的人。

E老面J laomian ＜方〉画面肥。
E老谋深算E l凸om6u-shensuan 周密的筹划、

深远的打算。形容人办事精明老练。
E老纳】｜凸ona （书〉圆年老的僧人，也用作老

僧人的自称。
E老奶奶E l凸on凸i • nai 圈＠曾祖母。＠小孩

子尊称年老的妇女。
E老焉JL) l凸onianr ＜方〉［画指不爽朗、不爱讲

话、不善交际的人。

E老年JI也onian ［萄六七十岁以上的年纪。

E老年斑】 l凸onianban 圈老年人皮肤上出现

三三兰 的黑色或褐色的斑（多指脸上的）。也叫寿斑、
三E三 老人斑。
三三言 E老年间E l凸onianjian IEl 很早以前g古时候。

E老年性痴呆J I凸onianxing chldai 由于老年
性脑萎缩所导致的进行性智能缺损，不易被发
现，病程进展缓慢，主要症状有个性改变，记忆
力和判断力下降以至丧失等。

E老娘E laoniang IEl 0 老母亲。＠〈方〉已婚
中年或老年妇女的自称（含自负意）。

E老娘们JL) I凸oni6ng叮nenr （方〉圈。指已婚

女子z 虽然我是个～，我的见识可不比你们男

人低。＠指成年妇女（含贬义）：你们～，少管

这些闲事。＠指妻子：他～病了。
E老牛破车】｜凸oniu-poch岳形容做事慢慢腾腾，
｛象老牛拉破车一样。

E老牛跃稳】｜凸0『iiu础idu 比喻父母疼爱子女。

E老农】｜凸on6ng [;SJ 年老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

农民。
E老牌】 l凸opai ＜～儿）＠［事］创制多年，质量好，

被人信任的商标、牌号：顾客公认的～。＠圃
属性词。资格老，人所公认的g ～足球劲旅。

E老派】 l凸opai （～儿）＠幽举止、气派陈旧 2 他

穿着绸子裤，裤脚系着带儿，未免太～了。＠圈
指举止、气派陈旧的人。

E老婆） I凸o• po ＜口〉圈妻子（ql•zi ）。
E老婆婆E l凸op6· po ＜方〉圈＠小孩子称呼年

老的妇人。＠丈夫的母亲。
E老婆儿】 1凸op6r IEl 年老的妇女（多含亲热意） 0

E老婆子】｜凸op6· zi 圈。年老的妇女（多含厌

恶意）。＠丈夫称妻子（用于年老的）。
E老气E l凸o·qi 圈。老成的样子：别看他年纪

小，说话倒很～。＠形容服装等的颜色深暗、

样式陈旧：她打扮得有点儿～。
E老气横秋E l凸oqi-hengqiu O 形容人摆老资

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形容人没有朝

气，暮气沉沉的样子。

E老前辈E l凸oq ianbei IEl 对同行里年纪较大、

资格较老、经验较丰富的人的尊称。

E老亲JI凸oqln 圈。多年的亲戚z ～旧邻。＠

年老的父母z 奉养～。
E老区E i凸oqu IEl 指老解放区；老革命根据地。

E老拳E l凸oquan 圈拳头（用于打人时）：饱以

～（用拳头狠狠地打）。

E老人】｜凸0「在n IEl 0 老年人。＠指上了年纪
的父母或祖父母z 你到了天津来封信，免得家

里～惦记着。＠指机关、团体中工作时间长的
人员 z ～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E老人斑】｜凸orenban IEl 老年斑。
E老人家E lao•ren•jia ＜口〉圈。尊称年老的

人z 您～｜他～｜这两位～在一起合作几十年

了。＠对人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年老的父亲或

母亲：你们～今年有七十了吧？
E老人星E l凸orenxlng IEl 南部天空的一颗星，

光度仅次于天狼星。我国南方可以看到它在

近地平线处出现。古人认为它象征长寿，也称

它为寿星。
E老弱残兵） I凸oruocanblng 泛指由于年老、体

弱以及其他原因而工作能力较差的人。

E老三届E l凸osanjie 圈指 1966 、 1967 、 1968

年三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E老少边穷E l凸o-sh凸o七ian-qi6ng 老解放区、



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的合称，也

泛指贫穷落后地区。
E老少E l凸oshao 圈老年人和少年人，泛指家

属或不同年龄的所有的人：～皆宜｜一家～大
团圆｜老老少少一大家子。

E老少咸臼 1凸oshao xianyi 对老年人和少年

人都适合：游泳这种运动～。
E老身E l凸osh岳n 圈老人的自称，后一般为老年
妇女的自称（多见于早期白话）。

E老生】 l凸osh岳ng l组戏曲中生角的一种，扮演
中年以上男子，在一占典戏中挂鬓口（胡须）。分

文武两门。也叫须生。

E老生常谈】｜凸osh岳ng-changt6n 原指老书生
的平凡议论，今指很平常的老话。

E老师】｜凸oshl 圈对教师的尊称，泛指传授文
化、技术的人或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

E老师傅E 的oshl•fu 圈尊称擅长某种技能的
年纪大的人。

E老实JI凸o•shi 阳＠诚实：对党忠诚～｜当～
人，说～话，办～事。＠规规矩矩；不惹事2 这
孩子很～，从来不跟人吵架。＠婉辞，指人不

聪明。

E老实巴交】 l凸o·shibajiao 圃状态词。形容人

老实、本分：他是个～的人，从不惹是生非。
E老式E l凸oshi 圃属性词。式样或形式陈旧过

时的z ～家具l～婚姻。
E老视】｜凸oshi ~年老的人由于眼球的调节能
力减退而形成的视力缺陷，表现为近处物体看
不清。用凸透镜制成的眼镜可以矫正。通称
花眼或老花眼。

E老是E l凸o•shl ＜口〉圆总是①（多含不满或厌

恶意）：～感冒｜～发脾气｜～埋怨别人｜～把朋
友的劝告当成耳旁风。

E老子JI凸oshou c～儿）［量对于某种事情富有

经验的人＝听轮～｜开车的～。
E老寿星E i凸oshou•xing 圈＠对高寿人的尊
称。＠称被祝寿的老年人。

E老鼠JI凸oshu 圈鼠的通称（多指家鼠）。

E老鼠仓】｜凸oshucang 圈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违法将公有资金转化为私有资
金从中牟利的一种手段。

E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l凸oshu guo ji岳，「en ren 
h凸n d凸形容危害人的人和事人人都痛恨。

E老死JI凸osT 圈由于年老体衰而死亡（对“病

死”而言〕。
E老死不相往来】 l凸o sT bu xiang w凸ngl6i 形

容相互之间一直不发生联系。

E老宋体J laosongti ~ Jl 1244 Ji:i！宋体字]o

E老太婆】 laotaip6 ~老年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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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老太太】｜凸otai ·tai t望＠尊称年老的妇女。

＠称对方的或对人称自己的年老的母亲、婆
婆、岳母。

E老太爷】 l凸otaiye 圈＠尊称年老的男子。＠

尊称别人的父亲（也对人称自己的父亲或公

公、岳父）。

E老态JI凸otai ［吕身体衰老的样子2 ～龙钟｜他

行动迟缓，一副～o
E老态龙钟E l凸otai-16ngzhong 形容年老体弱、
行动不灵便的样子。

E老汤】的otang ［吕＠炖过多次鸡、鸭、肉等的

陈汤。 8 ＜方〉掩咸菜、泡菜的陈汤。
E老套子E laotao·zi ［萄老一套。也说老套。
E老天爷） I凸otianve 画民间认为天上有个主

宰一切的神，尊称这个神叫老天爷。现多用来
表示惊叹：～，这是怎么回事JL ! 

E老头JL）的ot6ur 圆年老的男子（多含亲热

意） 0
E老头儿鱼E l凸ot6uryu 〈方〉圈盘查鲸 Ca「1而

kang ）。

E老头子】的ot6u·zi 圈。年老的男子（多含厌

恶意）。＠妻子称丈夫（用于年老的）。＠帮
会中人称首领。

E老土E l凸ot凸〈口〉圈指没见过世面的人，也

指穿着士气的人。
【老外】的owoi （口〉圈＠外行z 一看你这架

势就是个～。＠指外国人（含诙谐意）。
E老顽固JI凸ow6ngu 圈思想极守旧，不肯接受

新事物的人。

E老翁】 laow岳ng ＜书〉圈年老的男子。

E老窝】 l凸owo 圈。鸟、兽长期栖息的处所。

＠借指坏人盘踞的地方．端敌人的～。
E老弦E laoxi6n ［吕京胡、二胡等乐器上用的粗
弦。

E老乡JI凸oxiang I萄＠间乡 z 听你口音，咱们

好像是～。＠对不知姓名的农民的称呼。
E老相JI凸o•xiang E回相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z

他长得有点儿～，才囚十出头，就满脸皱纹了。 三~
E老小E l凸oxi凸0 ~老人和小孩儿，泛指家属或主主
从老人到小孩儿所有的人＝全村～l 一家～。 彗重量

E老兄.） I凸oxiong l名］男性的朋友或熟人相互间

的尊称。
E老羞成怒】！凸oxiu-chengnu 因羞愧到了极点

而发怒。

E老朽l I凸oxi心＠圃衰老陈腐z 昏庸～ 1 ～无

能。 81望谦辞，老年人的自称。
E老鸦JI凸ova ＜方〉圈乌鸦。
E老眼昏花E l凸oyan-hunhua 老年人视力差，看

东西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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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老爷E l凸o•ye 0 圈旧社会对官吏及有权势

的人的称呼，现在用时含讽刺的意思：干部是
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做官当～的。＠圈旧社

会官僚、地主人家的仆人等称男主人。＠同
“姥爷”。 o~ 属性词。陈旧的、式样老的

（车、船等） ：～车｜～船。
E老爷们JL) l凸oye•men「〈方〉圈＠指成年男

子：谁家的～不干活儿，光让老娘们儿去干？＠
指丈夫c zhang ·fu) ，她～在外地做买卖。

［老爷爷E i凸oye·ye 圈＠曾祖父。＠小孩子

尊称年老的男子。
E老爷子】的oye•zi ＜口〉圈。尊称年老的男

子。＠对人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年老的父亲、

公公、岳父。
E老一套JI凸oyltao ［名］陈旧的一套，多指没有一

改变的习俗或工作方法。也说老套子。
E老鹰】｜凸oylng 圈鸟，嘴蓝黑色，上嘴弯曲，脚

强健有力，趾有锐利的爪，翼大善飞。是猛禽，
捕食蛇、鼠和其他鸟类。也叫莺。

E老营】｜凸oying IBl 0 旧时指军队长期居住的
营房。＠旧时指歹人、匪徒等长期盘踞的地

方。

E老油条】｜凸oy6uti6o 圈老油子。

E老油子】｜凸oy6u•zi I写处世经验多而油滑的

人。也说老油条。

E老幼JI凸oyau I雹老人和小孩儿·～咸宜。

E老于世故JI凸oyushigu 指富有处世经验（多
含贬义） 0

E老玉米E l凸oyu·mi ＜方） ［~玉米。

E老姐】 laoyu ＜书〉［童年老的妇女。

E老丈】 l凸ozhang ＜书〉圈尊称年老的男子。

E老账】 i凸ozhang 函 01日账：陈年～｜～未还，

又欠新账。＠比喻已经过了很久的事（多指消

极的）：不要翻过去的～了。

E老者JI凸ozh岳〈书〉圆年老的男子。

E老着脸皮JI凸o· zhe lianpi 不顾丢面子（去做

某事）。

E老子】 l凸o•zi （口〉圈。父亲。＠男性的自

称（含傲慢意，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

就是不怕，他还能吃了我！
E老字号】｜凸ozi • hao 圈开设年代久的商店：

这是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

E老总E laozong IBl 0 旧时对一般军人和警察
的称呼。＠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高级

领导（多和姓连用）。＠尊称有总工程师、总经
理、总编辑等头衔的人。

佬陶醉的男子（含轻视意）：阔～

姥 i凸0 （方〉画绰Ccha叫取z 天一亮，
他就～起锄头出去了。

若｜凸0 部溪Claon6ng X明名在台

湾。

姥 l凸o 见下。
另见 926 页 muo

E姥姥】 l凸o•lao [BJ 0 外祖母。＠〈方〉收生婆。｜｜

也作老老。
【姥爷】 l凸o•ye 圈外祖父。也作老爷。

拷 l凸0 见 7叫酬。

姥 l凸0 圈金属元素，符号 Rh。银
（结）白色，质硬。常镀在探照灯等的反

射镜上，也用来制热电偶和销佬合金等。

筝 l凸0 见 734 页饵］

a达t. I凸0 （书〉＠雨水大。＠路上的流水、积

1刁飞水。

另见 820 页 liao 。

乐（棠）
络（铭）

飞

loo （为么）

lao 用于地名·～亭（在河北）。
另见 787 页｜告； 1618 页 yue"

lao 义同“络”c luo）① ④。

另见 862 页 luo 。

E络子J lao·zi I重＠依照所装的物件的形状，

用线结成的网状的小袋子。＠绕线绕纱的器
具，多用竹子或木条交叉构成，中有小孔，安装

在有轴的座子上，用于摇动旋转。

唠 J lao ＜方〉画说3谈（话
（唠）慢～｜大家在一起～得4民热闹｜有什

么问题’咱们～～吧o
另见 781 页 1600

E唠扯J lao·che ＜方〉［到闲谈；聊天儿 2 来，咱们

坐下～～｜几个人在屋里～起来。

E唠口在J lao;;ke c~ JL) （方〉圈闲谈；聊天儿．没

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凑在一块儿～川昨天我跟
我大哥唠了会儿噎儿。

烙 lao rnm 0 用烧热了的金属器慨，使衣
ij［［平整或在物体上留下标志2 ～印｜～衣

服。＠把面食放在烧热的铛或锅上加热使
熟z ～馅儿饼。
另见 863 页 luo"

E焰饼】 laobing 圈烙成的饼，饼内一般加油

盐。

E恪花E lao;;hua O 画一种工艺，用烧热的铁

杆子，在扇骨、梳筐



烙涝落榜酷惨肋嘲伪芳吻乐｜的o I自 I 1s1 I 

烫出各种图案、花纹。也叫烫花。＠圈用烙

花工艺制成的工艺品。
E烙铁l 1a口 •tie ［到＠烧热后可以烫平衣服的

铁器，底面平滑，上面或一头儿有把儿cba「）。

＠焊接时熔化焊！辙用的工具，－端有柄，另一
端为紫铜制成的头，有一刃。

［·烙印E Jaoyln O 同亘在牲畜或器物上烫的火

印，作为标记，比喻不易磨灭的痕迹：时代～。

＠圈用火烧铁在牲畜或器物七烫成痕迹，比

喻深刻地留下印象：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将

～在广大观众的心头。

3圭t工、 A loo o rMI 庄稼因雨水过多而被
切（涕）淹（跟哩’相对）：防旱防～｜庄稼～
了。＠因雨水过多而积在田地里的水＝排～。

E涝害E Jaohai I望因雨水过多农田被淹造成的

危害，如引起农作物机体破坏和死亡。
E涝灾l Jaoziii 圈因涝害而造成农作物减产或
绝收的灾害。

可拮· Joo 义同“霄’c luo）①②⑥⑨⑩，用于

f肯下列各条。
另见 770 页 10;860 页 lu6; 863 页｜叫。

E落包涵】 Joo biio· hon ＜方〉受埋怨；受责难：
帮他半天忙，倒落了包涵。

E落不是】 Joo bu• shi 被认为有过失而受责难．

他怕～，不想多管这件事l跟他跑里跑外忙了半
天，反落一身不是。

E落汗】 Jao;;han I动］身上的汗水消下去2 累了

半天，等落了汗再接着干吧。

E落价】 10011 jia c～儿）画降价；减价。
E落架】 100,1 i ia ＜方） [l;JJJ 房屋的木架倒塌，比喻
家业败落。

E落忍】 Jaor岳n ＜方〉闻心理过意得去（多用于

否定式）：老麻烦人，心里怪不～的。

E落色E lao;;sh凸 i ［；动］布匹、衣服等的颜色逐渐

脱落z褪色。
E落枕】 Jao矿 zh岳n l动］睡觉时脖子受寒，或因枕

枕头的姿势不合适，以致脖子疼痛，转动不便。
E落子】 Jao·zi I割＠〈方〉指莲花落等曲艺形

式：～馆。＠评剧的旧称·唐山～。
精… loo O ['81 平整土地用的一种农

（川）具，长方形，用藤条或荆条编成。
功用和祀差不多，通常在祀过以后用粉进一步

平整土地，弄碎土块。也叫榜Cm的或盖。＠

E到用捞平整土地。
酷的0 0 用牛羊、马的乳汁做成的半凝固

的食品：奶～。＠用果：f9j(;果子的仁做

的糊状食品：杏仁～｜核桃～。
J顷刻 loo 修房c Lao ＇凸仆，战国时秦国人。

提罗

L二一！豆世主）

肋 le 见下。
另见 791 页｜白。

U力j成E I岳•de 又｜岳· te ＜方） ~］ （衣服）不整洁，

不利落。

哺 l岳见下。
另见 792 页•lei"

[P勒嘲l I岳·le 〈方） liltil 唠叨：瞎～｜你穷～什

么！！少～两句行不行？

、

1e c 11J古）

伪 1e 〈书〉余数。

E仇i吾】 iev心圈词组的旧称。

芳 1e 见 861 页阳。

功 1e o c 叫新加坡（我国侨民称新加坡
为石功、可J埠）：～币。＠呵功（ Kel韵，泰

国地名。

,, ，ι ｜岳。［勘快乐：欢～｜～事｜～不

刁亏（架）可支｜～而忘返｜心理～得像开了
花。＠乐于3 ～此不疲。＠民国笑：他说了个
笑话把大家逗～了。 0 C Le) ［刽姓（与 Yu岳不
同姓）。

另见 7片6 贞’ lδ0;1618 页 yue"

E乐不可支】 lebuk邑zh／乐得都支撑不住了，形
容快乐到了极点。

E乐不思蜀】 Jebuslsh心蜀汉亡国后，后主刘禅

被安置在魏国的都城洛阳。一天，司马昭问他
想念不想念西蜀，他说“此间乐，不思蜀”（见于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后
来泛指乐而忘返。

E乐此不倦E JecT bujuan 乐此不疲。
E乐此不疲E lecT bupi 冈喜欢做某件事而不知

疲倦。形容对某事特别爱好Jfri沉浸其中。也主主
说乐此寸、倦。 王三

E乐得l Jede 1动）某种情况或安排恰合自己心

意，因而顺其自然 z 主席让他等一会儿再发言，

他也～先听听别人的意见｜他们都出去旅游了，
我一个人在家也～清静。

E乐观l Jeguiin 回精神愉快，对事物的发展充

满信心（跟“悲观守目对）：～主义｜～情绪｜不要

盲目～。
E乐观其成E leguanqicheng 乐于看到事情的

成功（通常用来表示立场）：有关各方拟恢复协



I 788 I 1e ·le I 乐动渤勒筋蝴了馅

商，我们～。
E乐呵呵】 lehehe ＜～的）圃状态词。形容高兴
的样子g 老远就看见他～地向这边走来。

E乐和】 le·he ＜方〉庄园快乐（多指生活幸福） ：日

子过得挺～｜人们辛苦了一年，春节的时候都愿

意～～。
E乐极生悲l leji-sh岳ngb岳i 快乐到了极点的时

候，发生悲痛的事情。
E乐见E lei ian 圈乐于看到~：喜闻～｜～其成｜两

岸关系改善是两岸人民所～的。

E乐趣1 1eciu 圈使人感到快乐的趣味z 工作中

的～是无穷的｜只有乐观的人才能随时享受生

活中的～。

E乐JL] ler ＜方〉圈乐子。
E乐善好施E leshan-haoshl 乐于行善，喜欢施

舍。
E乐事l leshi 圈令人高兴的事情z 人生～。

E乐陶陶】 letaotao ~状态词。形容很快乐的

样子z 船家生活～，赶潮撒网月儿高。
E乐天E let ion 画安于自己的处境而没有任何

忧虑z ～派。

E乐天知命E letian-zhlming 相信宿命论的人

认为自己的一切都由命运支配，于是安于自己
的处境，没有任何忧虑。

E乐土1 10伯国安乐的地方＝人问～。

E乐意1 1evi o 画甘心愿意2 这件事只要你～
办，保险办得好。＠圆满意z高兴g 你的话说

得太生硬，他听了有些不～。

E乐于］ I的。［到对于做某种事情感到快乐＝～

助人。

E乐园E leyuan 圈＠快乐的园地z 儿童～。＠

基督教指天堂或伊甸园。
E乐滋滋】 lezlzl c～的）~状态词。形容因为
满意而喜悦的样子2 他听得心里～的，把原来
的烦恼事儿都忘了。

E乐子E le·zi ＜方〉［组＠快乐的事2 下雨天出不

了门儿，下两盘棋，也是个～。＠惹人笑的事＝
小品演员一上台，就有～看了。

动川剧页酬。

渤 10 ＜书〉＠石头顺着纹理裂开。＠书
写z 手～。＠同“勒2”c 1e ）。

勒1 叫〈书〉带嚼子的马笼头。＠时
住缰绳不让骤马等前进z 悬崖～马。＠

强制；逼迫z ～令｜～派｜～索。。〈书〉统率z

亲～六军。 8 CL的圈姓。

勒2 10 ＜书〉雕刻卜石｜～碑。

勒3 10 画勒克斯的简称。嘀嘀盼的光
通量均匀地照在 1 平方米面积上时的光

照度是 1 勒。
另见 789 页 leio

E勒逼】 1eb1 r司强迫；逼迫。

E勒克斯E lekesl [II] 光照度单位。符号 Ix。简

称勒。仁英 lux]

E勒口E lek凸u 圈书籍封皮的延长内折部分。
E勒令E le ling 画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z

～停业。
E勒派］ I岳pai 画强行摊派：～苛捐杂税。

E勒索l lesuo 圈用威胁手段向别人要（财物）：

敲诈～i～钱财。
E勒抑】 ievi 画＠指用压力迫使降低售价。＠

勒索压制。

E勒诈】 lezha 圃勒索敲诈＝～钱财。

筋怆见下

E筋搅E led凸ng 圈常绿灌木或乔木，校上有刺，
小叶长圆形，花淡青色，葫果紫红色，种子黑
色，可提制芳香油。根可入药。

E筋竹E lezhu 圈竹子的一种，高达 15 米左右，

校上有锐利硬刺，叶子披针形，背面有稀疏的
短毛。

锄… 10 圈鱼，体侧扁，银白色，头小，
（跚）盘时L大，现~线。生活在海中，是

重要的食用鱼类。也叫自去鱼、曹臼鱼。

·le C·'/J古）

了 ·le l!!lJJ 0 触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
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 a）用于实际已经

发生的动作或变化z 这个小组受到～表扬！水

位已经低～两米。 b）用于预期的或假设的动
作z 你先去，我下～班就去｜他要知道～这个消
息，一定也很高兴。＠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
停顿的地方，表示变化或出现新的情况。 a）表

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下雨～｜春

天～，桃花都开～ i他吃了饭～｜天快黑～，今天
去不成～。 b）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出现某种

情况z 天一下雨，我就不出门～｜你早来一天就

见着他～。 c）表示认识、想法、主张、行动等有

变化2 我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他本来不想去，
后来还是去～。 d）表示催促或劝止z 走～，走

～，不能再等～！｜好～，不要老说这些事～！
另见 820 页 liaoo

各… •le 见山剧协1
（铭）另见437 页肘。



lei ＜纷飞）

勒累雷蒙嫖综棵擂擂磁 l l岳l 一 lei~巳

E雷动l leidong 圈（声音）像打雷一样2 掌声

～｜～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勒｜岳1 酬绳子等捆住或套住，再用力拉
紧g系紧z 行李没有捆紧，再～一～｜中间再

～根绳子就不会散了｜腰带大紧，～得肚子不舒

服。
另见 788 页｜岳。

E勒措］ I岳1 •ken （方〉圃强迫或故意为难。

,, 
lei （纷飞）

累… tei 见下。
（萦）另见 790 页｜邑 i; 791 页｜自 i 0 

E累累】1 1eilei ＜书＞ ilJ2l 憔悴颓丧的样子2 ～若
丧家之狗。也作憬憬。

E累累】2 lei I岳i （书＞ Ifill 接连成串的样子z果实～。
另见 790 页自由。

E累赘］（累坠＞ lei·zhui O 圈（事物）多余、麻
烦；（文字）不简洁z 这段话显得有些～。＠匾国
使人感到多余或麻烦z 我不想再～你们了，明

天就回乡下去。＠圈使人感到多余、麻烦的
事物z 行李带多了，是个～。

ξP- I岳10 圈云层放电时发出的响声z 打～i
a:t 春～。＠军事上用的爆炸武器z 地～｜水
～｜鱼～｜布～（扫～。＠〈口〉圈使震惊：～
人｜他的荒唐建议～倒了在座的专家。＠
(l邑 i ）圈姓。

E雷暴E leibao 圈由积雨云产生的雷电现象，

有时伴有阵雨或冰雹。
E雷场】｜岳ich凸ng ~亘布设许多地雷的地段。
E雷池E Lei chi 圈古水名，在今安徽望江。东
晋时庚亮写给温l睐的信里有“足下无过雷池一
步”的话，是叫温阶不要越过雷池到京城（今南
京）来（见于《晋书·庚亮传》）。现在只用于“不

敢越雷池一步”这个成语中，泛指不敢越出一
定的范围。

E雷达E leida 圈利用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进
行目标探测和定位的装置o 主要由发射机、天
线、接收机和显示器等组成。目标的距离可通
过电磁波从雷达到目标、又反射回雷达的时间
测定。广泛应用在军事、天文、气象、航海、航
空等方面。［英 radar]

E雷达兵l leidablng 圈。以霄达为基本装备
的部队。＠这一部队的士兵。

E雷打不动E 1eid凸budong 形容坚定，不可动

摇＝他每天早晨坚持跑步，～。
E雷电E leidian 圈雷和闪电的合称。

E雷公E Leigong 圈神话中管打雷的神。

E雷管E leiguan 圈弹药、炸药等的寻l爆装置。

～般用容易发火的化学药品（如雷录）装在金

属等的管理制成。
E雷击E leifl 画雷电发生时，由于强大电流的

通过而杀伤或破坏（人、畜、树木或建筑物等〉。
E雷厉炽昕E 1eill-f，画ngxing 像雷一样猛烈，像风
一样快，形容执行政策法令等严格而迅速。也
泛指做事情声势大丽行动快。

E雷鸣E leiming I§国＠打雷z ～电闪。＠像打

雷那么响（多用于掌声）＝掌声～。
E雷区E teiqu 圈埋设地雷的区域，也用来比喻

存在敏感而棘手问题的地方。
E雷声大，雨点小E lei sh由g do, vu』dian xi凸o

比喻话说千销良有气势或计划订得很大而实际
行动却很少。

E雷霆E leiting 圈＠雷暴s霹雳。＠比喻威力

或怒气：～万钧｜大发～（大怒）。
E雷霆万钧】 leiting-wanjun 形容威力极大g 排

山倒海之势，～之力。

E雷同l leit6ng ilJ2l 指随声附和，也指不该相

同而相同（旧说打雷时，许多东西都同时响
应）。

E雷雨E leiv心白雪伴有雷电的雨，多发生在夏天
的下午。

E雷阵雨E leizheny凸 l望伴有雷电的阵雨。

票干闹〈书〉土筐。
（主噩）

嫖闹嫖祖（Lei乱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发
明养蚕。

b田 lei 见下。
三系（缤）
［~军细 leixie ＜书〉圄捆绑犯人的绳索，借指

牢狱z 身陷～O
JI.明 lei ＜书〉公牛。

1, 1、

占岳 lei 圈＠〈方〉研磨：～米粉。＠打：～矗三
3间鼓｜自吹自～l～了一拳。 三三三

另见 792 页 l在 i 0 

去静 lei 古代作战时从高处推下大木头，以打

1田击敌人。
E棺木E lei mu 圈古代作战时从高处推下以打
击敌人的大木头。

宿 ei o 古代作战毗高处推下大
（哺）石头，以打击敌人。＠〈书〉击。

U富有ll leishi tiSJ 古代作战时从高处推下以打

击敌人的大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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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篇～牍｜欢聚～日。＠〈书〉同“垒”①。

目与J2 I岳l 牵连：牵～｜连～｜～及。
月可另见789 页｜邑 i; 791 页｜自i 。

E累次】｜岳ici I画屡次：～三番｜～获奖。

E累犯E l品1fan 圈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服刑完毕或者赦免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
必须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犯。

E累积E l副F E重层层增加3积聚z ～资料｜～财

富｜前八个月完成的工程量～起来，已达到全年

任务的 90% 。

E累及］ I品 i j i 画连累到：～无辜 l～亲友。

E累计E l岳I ji ［到加起来计算；总计2 一场球打下

来，～要跑几十里呢。

E累加］ I岳1j ia l到累积相加2 那几笔钱～起来可

是不小的数目。
E累教不改】｜岳1jiao-bug凸l 屡教不改。

E累进】｜岳1jin 圃以某数为基数，另一数与它的

比值按等差数列（如 1%,2%,3%,4% ）、等
比数列（如 1%,2%,4%,8% ）或其他方式逐

步增加，叫作累进z ～率｜～税。
E累进税率E l岳ijin shuilu 随纳税者收入或财
产数额增加而递增的税率（跟“累退税率”相

茸才）。

E累累E l岳i I岳iO 圆形容累积得多．罪行～。＠

画屡屡z ～失误。
另见 789 页｜在i凶。

E累卵E l岳iluan 画一层层堆起来的蛋，比喻极

不稳定，随时可能垮台的局势2 危如～｜～之

急。

E累年】 l岳inion

沉痛～。

E累世】｜岳1shi

居海外。
E累退税率］ I岳itui shuilu 随纳税者收入或财
产数额增加而递减的税率（跟“累迸税率”相

1才）。

磊｜岳l

E磊磊E 翩翩

～涧中石。

E磊落E l岳iluo 匾。（心地）正大光明z 光明～｜

～的胸怀。＠〈书〉多而错杂的样子＝山岳～ i

巨岩～，石径崎岖。

蕾陆l 花奋斗｜蓓～｜护苗保～。

E营铃E l邑iling ~棉花的花蕾和棉铃。

E蕾丝】 1岳isl ~花边②：～内衣｜白色～婚纱礼

服。［英 lace]

圃连年2 ～丰收｜～平均气温｜

岳国接连几个世代：～之功｜～侨

见下。

锚 ei 圈金属元素，符号 Rao 银白
（锚）色，质软，有放射性。用来治疗恶

性肿瘤，锚盐和镀粉的混合制剂可制成中子

源。

赢 lei o ＜书〉瘦＇ ~~~I ～瘦。＠〈书〉疲
劳z ～惫｜～顿。 0 CL岳 i) f望姓。

E赢顿E Jeidun 〈书〉

圈。瘦弱困顿。

＠疲惫困顿。

E赢弱E leiruo 〈书〉

~瘦弱。

暴 lei 古代一种
盛酒的器具，形

状像壶。

镖 lei 见下。

E像僚E lei lei 
累1 ”。

摞陶古代走山
路乘坐的器具。

hAm 

飞
、
飞

来

母
量且

未陶＠凸代的一种农具，形
状像木叉。（见右图）＠古

代农具来相上的木柄。
E未和E l岳isi 圈古代一种像犁的
农具，也用作农具的统称。

、k仨 、， 1岳 i ＜书〉＠叙述死

味（言来）者事迹表示哀悼（多
用于上对下）。＠这类哀悼死者
的文章。

垒 岳10 圈用砖、石
（垦）土块等砌或筑＝～猪

圈｜～一道墙｜把井口～高点儿。
＠军营的墙壁或工事：壁～｜堡
～｜深沟高～｜两军对～。－~
棒球、垒球运动的守方据点z 跑

" ( '/J飞）

同“累

i岳i

〈书〉圆形容石头很多z 怪石～｜

E垒球E l品1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球场
呈直角扇形，四角各设一垒（守方据点）。比赛
双方每局交换一次攻守，攻方（击球一方）的一

位球员按一定规则安全通过全部的垒即得一

分，累计得分多的一方获胜。＠垒球运动使

用的球，比棒球略大些。里面用丝或其他纤维
缠成硬团，外面包着软皮。

日::f 1 … ｜岳iO 积累2 日积月～｜成千～

系（萦）万。＠屡次z连续z ～教不改 l

王三



I田 l岳l 见 764 页【愧i剧。

引删
古军 l岳i （书〉＠藤：葛～。＠缠绕。＠同
回田“蕾”。

瘤陆l 函中医指皮肤阔的小疙瘩

癌怡i 见 983 页【剧！

.;',J主主 L岳I 古水名，j二游即今桑干河，中游即今
｛另当永定河，下游即今海河。

飞

lei c l/J飞）

肋剧酬部的侧面2 两～｜左～ l～骨。
另见 787 页｜岳。

E肋骨】｜自19心圈人和高等动物胸壁两侧的长
条形的骨。人有 12 对肋骨，形状扁而弯，后
接脊柱，前连胸骨，有保护胸腔内脏的作用。
有的地区叫肋条。（图见 468 页“人的骨

筋”）

E肋膜E leim6 ~胸膜的旧称。
E肋条1 lei·tiao ＜方〉圈＠肋骨。＠作为食品

的带肉的肋骨：～肉。
~I口 ｜岳i !Bl 眼泪； 1日液z ～痕｜热～｜
J日「挟）～如雨下。烛～。
E泪奔E 1eib岳『1 画眼泪奔涌2 伤心往事，令人

~ 。

E泪崩】｜自1b岳ng 画瞬间泪流满面z 看到动情之

处，观众纷纷～o
E泪点E leid的n ［每＠让人感动或伤心流泪的
地方：父女相认的情节是这部电影的～。＠
使人流泪的最低限度：～低（指人容易哭）。

E泪痕】 leihen ~眼泪流过后所留下的痕迹：

满脸～o
E泪花】 leihua ＜～儿）毒l 含在眼里要流还没有
流下来的泪珠z 两眼含着～。

E泪涟涟】 leilianlian 帽状态词。形容不断流
汩的样子。

[r目人JL] leirenr ［名l 形容哭得泪流满面的人：

哭得成了个～了。

【泪水］ leishuT 圆眼泪。

E泪汪汪］ I在iwangwang （～的） fl!?] 状态词。
形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Z泪腺】｜自1xian I组眼眶外上方分泌泪液的腺，

略呈椭圆形，受副交感神经纤维的支配。
E泪眼E 1eiv凸n 圈含着泪水的眼睛：～模糊｜～
相视。

[t目液】｜岳iye r~ 眼内泪腺分泌的液体，无色透

偏高瘤痛漂肋泪类累 I I 吕 l ｜自 i I 191 I 

明，有保持眼球表面湿润，清洗眼球的作用。

通称眼泪。
E泪珠E l岳1zhO （～儿）［每一滴一滴的眼泪。

类← lei o 圈许多相似或相同事物
（颓）的综合：种～｜分～｜同～。＠置

用于性质或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分成几

～｜两～性质的问题。＠类似·～人猿｜～新

星｜画虎不成反～狗。 0 (Lei ）圈姓。

E类 !:1::1 leibT 圈。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

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

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

性的推理，其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证明。

＠比较：这两件事情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简单
~ 。

E类别J 1eibie r割不同的种类z按种类的不同而

做出的区别：土壤的～｜～一栏中填写商品种

类的名称。

E类地行星］ leidi-xingxlng 行星的一类，物理

性质和天体特点跟地球相似，体积小，密度大，
自转慢，卫星少。包括地球、水星、金屋和火

星。
E类固醇】 leiguchun ~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广

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一般具有重要的生理作
用，如胆固醇、胆酸、维生素 D和性激素等。旧
称笛类化合物。

B主乎】｜岳i •hO 画好像；近于z 这个故事很离奇，

～神话。

E类激素E leijlsu 圈环境激素。
E类木行星】｜自1mu xingxlng 行星的一类，物理

’性质和天体特点跟木星相似，体积大，密度小，
自转快，卫星多。包括木屋、士屋、天王星和海

王屋。

E类人猿］ I岳irenyuan 画］外貌和举动较其他猿

类更像人的猿类，如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

臂猿等。

E类书】 leishu 圈摘录各种书上有关的材料并

依照内容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以备检索的书
籍，例如《太平御览M古今图书集成》。

E类似】 leisi r重大致相像．找出犯错误的原因，主三

避免再犯～的错误。 王三三
E类同】 leit6ng 画大致相同：样式～。

E类推】 lei tu I 画面比照某一事物的道理推出

跟它同类的其他事物的道理：照此～｜其余
~ 。

E类型】 leixing 圈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

成的种类。

日寻 lei o 圈疲劳z 越干越有劲儿，一点儿也
月飞不觉得～。＠［动］使疲劳耐劳累：眼睛刚

好，别～着它｜这件事别人做不了，还得～你。



192 I 1ei ｜吕ng I 爵擂额喻棱愣峻楞棱愣菠冷

＠圈操劳：～了一天，该休息了。
另见 789 页 1ei; 790 页｜品。

酶怡I （书〉把酒浇在地上，表示祭奠

也带 lei 擂台 z 打～｜守～｜～主。
1间另见 789 页闹。

E擂台E 1eitai IEl 为比武所搭的台子z 摆～｜打
~ 。

E擂主l leizh心圈摆擂台的人2 这次象棋挑战

赛的～是上届冠军。
茹辐 … lei 〈书〉缺点；毛病g 疵～。
想足（颖）

• lei （·纷飞）

哺 •lei 圈用法跟“喽
更轻快些z 好～，我这就去｜雨不下了，走

另见 787 页 l岳。

些旦旦兰2

幸去 Ieng 见 212 页I刺棱］， 538 页【红不棱
'12又登1、 555 页1花不棱登1、 1015 页【扑棱lo

另见 792 页！臼g;830 页ling0

嘲 i岳ng 回形容纺车等转动的声音z 纺车
～～转得欢。

,, 
Ieng c 'JJL) 

峻 Ieng 见下。

E峻峭】 lengceng ＜书〉畸形容山高。

楞｜岳ng ＜方〉田地址的坡JL: ~坎｜地～o

E甥坎】 lengkan ＜方〉画田地边上的坡儿和田

埂子。也作棱坎。

棱 Ieng 川圈＠物体上不同
（祷棱）方向的两个平面连接的部分2 见

～见角｜桌子～儿。＠物体上条状的突起部分2

瓦～｜眉～｜搓板的～儿。
另见 792 页 l邑ng;830 页 ling0

E棱缝JL】 leng·fengr ＜方〉圈＠物体的接缝的
地方，特指砖墙的接缝的地方。＠比喻事物
有毛病的地方2 找不出～｜←眼就看出了～。

E棱角E lengji凸o 圈＠棱和角 z 河沟里的石头
多半没有～。＠比喻显露出来的锋芒z 他很

有心计，但表面不露～。

E棱镜】｜在ngjing IEl 用透明材料做成的多面体

光学器件，在光学仪器中用来把复合光分解成
光谱或用来改变光线的方向。常见的是三棱
镜。

E棱坎E lengkan 同‘嚼坎”。

E棱台E lengtai ［苞棱锥的
底面和平行于底面的一

个截面间的部分，叫作棱
台。

E棱柱l lengzhu IEJ 两个

底面是平行的全等多边 棱台
形，侧面都是平行四边形
的多面体。

E棱锥E lengzhul 圈一个多边形和若干个同一

顶点的三角形所围成的多面体。

{- , 

棱柱 棱锥

E棱子】 leng·zi ＜方〉［萄棱①z 木头～。

楞 Ieng 同‘机问）。

菠 Ieng 见 98 ]fl］菠菠菜1

I/ 

Ieng c 'JJL) 

YA Ieng O 睛温度低；感觉温度低（跟“热”
E 、〈相对，下＠同）：～水｜现在还不算飞雪后

才～呢｜你～不～？＠〈方〉［到使冷（多指食

物）：大烫了，～一下再吃。＠咽不热情；不温

和：～面孔｜～言～语｜～～地说了声“好吧”。
＠寂静；不热闹：～落｜～清清。＠生僻；少见

的z ～僻｜～字。＠不受欢迎的；没人过问的 z
～货｜～门。＠乘人不备的g暗中的；突然的：

～箭｜～枪 i～不防。＠圆形容灰心或失望：
心灰意～｜看到他严厉的目光，我的心～了半

截儿。 0 CL邑ng）圈姓。

E冷傲】 l岳吨’ ao ~冷峻高傲：表情～。
E冷板凳E l品ngbandeng 圈见 1758 页 I坐冷

扳凳1。
E冷暴力】 l品ngbaoli 圈用冷漠、疏远等方式使



他人精神上、心理上受到伤害和侵犯的行为：
家庭～。

E冷冰冰E l岳ngblngblng （～的）［垣状态词。＠

形容物体很冷：～的石凳 l 两只手冻得～的。

＠形容不热情或不温和2 ～的脸色。
E冷兵器E l品ngblngqi 圈指用于砍杀、撞击、刺
杀的不带爆炸或燃烧物质的武器，如刀、剑、
矛、锤、棍、刺刀、匕首等（区别于“火器”）。

E冷不丁］ I岳ng• budlng ＜方〉画冷不防z ～吓

了一跳。
E冷不防】 1岳ng·bufang 剧没有预料到］；突然：

～摔了一跤。

E冷布E l岳ngbu ~防蚊蝇、糊窗户等用的很稀

疏的布。
E冷藏】 l岳ngcang ~直把食物、药品等贮存在低

温设备里，以免变质、腐烂：～库！把海鲜～起

来。
E冷藏库】｜品ngcangku ［写冷库。
E冷场】｜岳ng;; chang W!l 0 戏剧、曲艺等演出
时因演员迟到或忘记台词而演出不能正常进
行。＠指开会时没有人发言。＠指文艺演出
或体育比赛时没有观众或只有很少的观众观
看。

E冷嘲热讽JI品ngchao拍f岳ng 尖刻地嘲笑和

讥讽。

E冷处理】 1岳ngch心 11 圈。材料洋火冷却到常温
后，继续在（）℃以下的环境中冷却，叫作冷处
理Q 材料经过冷处理以后，机械性能较高，规
格比较稳定。＠比喻事情发生后暂时搁置起
来，等适当机会再做处理。

E冷淡】｜创gdan O 愤不热闹；不兴盛：生意
～。＠咽不热情；不亲热；不关心z 态度～。
＠圈便受到冷淡的待遇：他强打着精神说

话，怕～了朋友。

E冷点】 1岳ngdian [El 指某一时期不受人注意的

地方或问题（对“热点”而言）。
E冷碟E l岳ngdie （～儿）冒雪盛在碟子或小盘子里

的凉菜。
E冷冻］ I岳ngdδng [Z面］降低温度使肉、鱼等所含

的水分凝固 z ～设备 l把鱼虾～起来。
E冷页L】 l画ngfeng l'Bl 0 寒冷的风。＠指背地
里散布的消极言论z 吹～｜刮～。

E冷锋］ I邑ngfeng ［＇割冷气团插入暖气团的底
部，并推着暖气团向前移动，在这种情况下，
冷、暖气团接触的地带叫作冷锋。

E冷敷】 l品ngfu ［量用冰袋或冷水浸湿的毛巾放
在身体的局部，以降低温度、减轻疼痛、控制炎
症等。

E冷宫E l岳nggong l每戏曲、旧小说中指君主安

冷 ｜邑ng 793 

置失宠的后妃的地方，现比喻存放不用的东西
的地方或人被冷落的处境：打入～。

E冷光E i岳ngguang 圈＠指荧光和磷光，因为

这种光线所含的热量极少，所以叫冷光。＠
指冷酷严峻的目光：眼里闪烁着逼人的～。

E冷丰El lenggu i [El 冰柜。

E冷害】 l岳nghai ~气候寒冷造成的危害，如引
起植物生长缓慢、发育不良等。

E冷汗】｜昌nghan 圆白惊恐或休克等原因而出

的汗，出汗时手足发冷，所以叫冷汗。

E冷荤］ I岳nghun 圈荤的凉菜。

E冷货］ I品nghuo 圈不容易卖出去的货物。也

说冷门货。
E冷寂］ I岳ngji 回清冷而寂静g ～的秋夜。

E冷加工】 1岳ngjiagong E到指对在常温下的金

属进行加工，直Q车削、饮削等。

E冷箭E l品ngjian 圈乘人不备暗中射出的箭，

也用来比喻暗地里害人的手段。
E冷喋】 l品ngjin 圈冷战；寒喋：打了个～。

E冷静】｜岳ngjing 陌＠人少而静；不热闹：夜

j呆了，街上显得很～。＠沉着而不感情

用事：头脑～l～下来，好好儿想想。

E冷峻】 1品ngjun E回冷酷严峻；沉着而严肃z 神

色～l～的目光。
E冷库］ I邑ngku 圈冷藏食物或药品的仓库。也
叫冷藏库。

E冷酷］ I邑ngku 僵（待人）冷淡苛刻：～无情。

E冷厉】 l品ngli E回冷峻严厉：～的目光。

E冷脸子E l昌nglian·zi ＜方） !Bl 冷淡的脸色；不
温和的脸色。

E冷落】 l邑ngluo 0 圃不热闹：门庭～ i过去这

里很～，现在变得很热闹了。＠圆冷淡地对
待z 另lj～了他｜受到～。

E冷门E l岳ngmen c～儿）圈＠原指赌博时很少

有人F注的一门，现比喻很少有人从事的、不
时兴的工作或事业等＝过去地质学是～儿。＠

见 52 页｛爆冷门 lo
E冷门货】｜岳ngmenhuo 1'81 冷货。

E冷面】＇ I岳ngmian 圈形容不讲私情或神情冷王三

傲z ～包公！～小生。 三三
E冷面r lengmian 圈。朝鲜族的一种传统食
品，用养麦面或小麦曲等加入淀粉、水拌匀，压
成圆面条儿，煮熟后浸在冷水中，捞出后拌牛肉
片、辣椒、泡菜等作料，加入牛肉汤做成。＠
〈方〉凉面。

E冷漠E l岳ngmo I固（对人或事物）冷淡，不关
心2 神情～｜～的态度。

E冷凝E lengning Ill国气体或液体遇冷而凝结，
如水蒸气遇冷变成水，水遇冷变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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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冷暖】｜昌ngnu凸n 匾。寒冷和温暖，泛指人的

生活起居z 关心群众的～。＠指世态炎凉z 饱
尝人间～。

E冷盘E lengp6n c～儿）圈盛在盘子里的凉菜
（多用来下酒）。

E冷僻E Ieng pi 晤。冷落偏僻z 地段～ 1～的

山乡。＠不常见的（字、名称、典故、书籍等） : 

～字。
E冷气E lengqi 圈＠利用空调制冷等方式产生
的低温空气。＠指能产生冷气的机器设备。

E冷气团】 l岳ngqitu6n 圈一种移动的气团，本身

的温度比到达区域的地面温度低，多在极地和
西伯利亚大陆上形成。

E冷枪】 l品『1凹陷ng 圈乘人不备暗中射出的枪

弹z 打～。

E冷峭E l品ngqiao E圈。形容寒气道人：北风
～。＠形容态度严峻，话语尖刻。

［~j育l Ieng叫ing 晴冷静而凄凉：冷冷清清｜

～的深夜 i后山游人少，显得很～。
E冷清清］ I昌ngqlngqlng C～的） [112] 状态词。形

容冷落、幽静、凄凉、寂寞z ～的小巷｜～的月
色｜通跨院儿的月亮门儿～地开着。

E玲泉l lengqu6n 圈泉水温度在当地年平均

气温以下的泉。
E冷却］ I品ngque 擅自物体的温度降低；使物体的

温度降低z 自然～｜～剂。

E冷然］ I邑吨ran 0 [112] 冷淡的样子：～一笑！目
光～。 8 ［国冷不防：～一声惨叫｜他～冒出这
么一句，让我大为吃惊。

E冷热病］ I岳ngrebing 圈＠〈方〉症疾。＠比

喻’情绪忽高忽低的毛病。
E冷若冰霜E l岳ngruoblngshuang 形容人不热

情、不温和。也形容态度很严肃，使人不易接

近。
E冷色】｜品ngse 函给人以凉爽的感觉的颜色，
如白色、绿色、蓝色（跟“暖色”相对）。

E冷森森E l品ngs岳阳岳n （～的） [112] 状态词。形容

寒气逼人g 山洞里～的。

E冷杉】 l品ngshan 圈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40

米，树皮灰色，小枝平滑，叶子条形，果实椭圆

形，暗紫色。耐寒，木材可制器具。
E冷食】 l品ngshi 圈温度低的食品，大多是甜

的，如冰棍儿、冰漠淋等：病人忌～O

E冷水E l昌ngshui 函＠温度低的水：泼～ l～
浇头（比喻受到意外的打击或希望突然破灭）。

＠生水 z 喝～容易得病。
[l'令丝丝E l岳ngslsi （～的）圈状态词。形容有
点儿冷z 细雨打在脸上～的。

E冷跑跑E l品ngsausot』（～的）圈状态词。形

容风很冷或寒气逼人·初冬的风～的。
E冷烫】｜昌ngtang ［动烫发的一种方法，用药水

而不用热能，所以叫冷烫。

E冷天】｜岳ngtian 圈寒冷的天气。

E冷线］ I邑ngxian 圈比较清闲的交通路线．旅

游～O
E冷笑］ I岳ngxiao 幽含有讽刺、不满意、无可奈

何、不屑、不以为然等意味或怒意的笑：～了一

声｜嘴角挂着一丝～。
E冷笑话E lengxiao•hua IEJ 用不同寻常的思维，

如故意混淆概念、违反逻辑等制造的笑话，通

常不会使人开怀大笑。

E冷血动物］ I品ngxue dongwu O 变温动物的
俗称。＠比喻没有感情的人。

E冷言冷语］ I岳ngy6n岭ngy心含有讥讽意味的

冷冰冰的话。

E冷眼E l品ngyiin 圈＠指冷静客观的态度：他

坐在墙角里，～观察来客的言谈举止。＠指冷
淡、轻视的态度：～相待｜遭人～。

E冷眼旁观】 l品ngyiin-p6ngguan 用冷静或冷淡

的态度从旁观看（多指可以参与而不愿意参
与）。

E冷艳l lengyan ~ O 耐寒而美丽（多形容

花）：～的梅花。＠冷傲而美艳（多形容女
性）：面容～。

E冷饮E l岳ngyin 圈餐饮业中指温度低的饮料，

大多是甜的，如汽水、酸梅汤等。
E冷幽默】 lengyoumo 圈用貌似庄重的形式

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的幽默。
E冷i苦冰人】｜岳ngyιblngren 用尖酸刻薄的话

伤害人。

E冷遇E l岳ngyu 圈冷淡的待遇：遭到～。
E冷战】｜岳ngzhan 圈指国际间进行的战争形

式之外的敌对行动。

E冷战】｜岳『1g•zhan ［苞见 235 页I打冷战］。也

作冷颤。
E冷颤E I品ng•zhan 同“冷战”（ I 邑ng·zha川。

E冷招JL] l岳ngzhaor 圈指不常使用的、出其不

意的招数。
Z冷子E l岳ng•zi ＜方〉圈冰雹。
E冷字E l品ngzi 巨型冷僻的字。

Ieng c 为2)

境 Ieng 用于地名：长～（在1IW),

，~J!I! Ieng O 画失神；呆：发～ l他～了半天
／二F 没说话。＠〈口〉圈说话做事不考虑后



果；鲁莽z ～小子｜开车小心点，别那么～。＠
〈口〉圈偏偏；偏要：明知不对，他～那么做。

E愣神JL] Ieng;; shenr ＜口〉圈发呆$发愣。

E愣是l leng·shi ＜口〉画＠愣③·不叫他去，他
～要去。＠硬是①；竟然．一再降价，可～卖不

动。
E愣头愣脑） I岳ngt6u岭ngn凸o 形容鲁莽冒失的

样子。

E愣头儿青】 lengt6urqlng ＜方＞GSJ 指鲁莽的人。
Z愣怔E leng•zheng 圈＠发呆地直视：～着眼
睛。＠发愣。 II 也作陵蹄。
陵 Ieng ＜方〉圆睁大眼睛注视，表示不满

意z 她狠狠地～了他一眼。
E陵睁E Ieng• zheng 同“愣怔”。

II （为！）

哩 II 见下。
另见 799 页 IT; 807 页•li;1570 页 ylng-

［~里哩啦啦】 11· lilala ＜口〉帽状态词。零零散
散或断断续续的样子z 他不会挑水，～洒了一

地｜雨很大，客人～的直到中午还没到齐。
［~里哩~眼】 II •lilu61u6 （口〉圃状态词。形容
说话眼唆不清楚：他～地讲了半天，我还是没

听明白。

,, 

Ii ＜为｜）

柏 Ii （书〉同‘‘
另见 338 页 duo “拖”； 1544 页 yi 

“拖”。

o::::tt:: Ii 0 丽水（ LishuT），地名，在浙

111~ （鹿）江。＠见 432 页【高丽1 、460 页
“句＇＇'T“高句丽”n

另见日04 页 Ii"

厘 ι Ii 0 （某些计量单位的）百分
（μ董）之一：～米｜～升。＠量计量

单位名称。 a）长度， 10 毫等于 1 厘， 10 厘等
于 1 分。 b）质量或重量， 1 （）毫等于 1 厘， 10

厘等于 1 分。 c）地积， 10 厘等于 1 分。＠圈
利率单位，年利率 1 厘是每年百分之一，月利
率 1 厘是每月千分之一。＠〈书〉整理；治理2
～定。

“筐’另见 1403 页 xl;1406 页 xT “禧”。

E厘定E liding （书〉画整理规定z 重新～规章
制度。

E厘米E liml 擅长度单位， 1 厘米等于 1 米的

愣陵哩他丽厘狸离 I I自ng Ii I 795 

1/100 0公制长度单位的厘米旧称公分。
E厘清l liqlng [Zl国梳理清楚：～二者关系。

E厘正］ lizheng ＜书〉圈订正＝～遗文。

狸 … Ii 见下。
「组）

［~里猫l limao 圈豹猫。

离1 一 Ii 0 画分离；离开z ～别 i ～
（雕） 岗 l～席 l悲欢～合｜貌合神～｜他

～家已经两年了。＠圈距离①z 我们村～车

站很近l两个地方～得不远｜～国庆节只有十天

了。＠圆缺少z 发展工业～不了钢铁。＠
(Lf)!BJ 姓。

离2 』 山八卦之一，娜是“二”’代
（雕）献。据 16 页I八卦］ o

E离岸E Ii' an (ZlljJ 离开口岸，泛指到境外、海外，

多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方面z 人民币～中
心｜～金融市场。

E离别E libie 画较长时间地跟熟悉的人或地方
分开2 三天之后咱们就要～了｜～母校已经两
年了。

E离愁l lich6u !Bl 离别的愁苦：～别绪（离别的

愁苦心情）0
E离岛E lid凸0 !Bl 与陆地不相连的岛屿，也指大
岛屿周围的小岛。

E离队E li;;dui (ZlljJ 脱离队伍z离开岗位z 不得擅

自～O

E离格儿J li;;ger ~离谱儿z 你办的这事儿也太
～了。

E离宫E Ii gong 圈帝王在都城之外的宫殿，也
泛指皇帝出巡时的住所。

E离合】 1ihe 国分离和聚会z 悲欢～。

E离合器E liheqi !Bl 汽车、拖拉机或其他机器上
的一种楼置。用离合器连接的两个轴或两个
零件通过操纵系统控制，可以结合或分开。

E离婚•］ li;;hun 圈依照法定手续解除婚姻关

系。

E离间E lij ian 毒面从中挑拨使不团结、不和睦z

挑拨～ i～上下关系。
E离解E lij i岳画在可逆反应中，分子分解为离主主

子、原子、原子团或较简单的分子。如醋酸分三三三
解成氢离子和醋酸根离子，碳酸钙分解成氧化
钙和二氧化碳。

E离经叛道E Ii jlng-pandao 原指不遵循经书所
说的道理，背离儒家的道统，现泛指背离占主
导地位的思想或传统。

E离开E li;;kai 画跟人、物或地方分开z 离得

开｜离不开｜鱼～了水就不能活｜他已经～北京
了。

E离乱E liluan 圃乱离＝八年～ l～中更觉友情



巴些」 Ii l 离驯缅樱梨犁鹏崛雳篱蚓莺漓

的可贵。
E离谱JLl li;;pur 圈（说话或做事）不合公认的

准则z 说话～。
E离奇】 liqi 固不平常；出人意料z 情节～｜～古
怪！～的故事。

E离弃E liqi 圈离开，抛弃（工作、地点、人等）＂

E离情E liqing 圈离别的情怀z ～别绪。
E离群索居E liqun-su凸ju 离开同伴而过孤独的

生活。

E离任E Ii;; r自n Ill且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z 大使
～回国。

E离散J lisan ［到＠分散不能团聚（多指亲属） : 

家人～。＠分散，不连续z ～信号。

E离世E lishi 圈＠指洁身自好，与世隔绝z 绝

俗～。＠离开人世，指死亡。
E离索E lisuo ＜书〉陆］因分居而孤独s离散z ~ 

之感。
E离题） Ii;; ti 圃（文章或议论的内容）离开主
题g ～万里｜他说着说着就离了题。

E离析E lixl ＜书〉圈＠分离5离散z 分崩～。＠

分析；辨析：～章句。
E离弦之箭E lixianzhljian 射出的箭，多用于比

喻，形容速度极快：发令枪一响，选手如～一般
飞奔出去。

E离弦走板E lixian-zoub归比喻说话或做事偏
离公认的准则。

E离乡背井） lixiting』Jeijing 见 57 页 i背井离

乡 1 。
E离心） lixln 圃＠跟集体或领导不是一条心g
有异心z ～离德。＠离开中心＝～力｜～作用。

E离心离德E lixin-lide 集体中的人不是一条心，
不团结。

E离心力E lixinli 圈物体沿曲线运动或做圆周

运动时所产生的离开中心的力。
E离休E lixiu 圃具有一定资历、符合规定条件
的老年干部离职休养g ～干部｜这位老红军战
士已经～多年了。

E离异E liyi 画离婚z 夫妻～。

E离辙E li;;zhe ＜口〉圈比喻离开正确的道路
或正题。

E离职E Ii;; zhi 圈。暂时离开职位z ～学习。
＠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回来。

E离子） lizi 画原子或原子团失去或得到电子
后叫作离子。失去电子的带正电荷，叫正离子
（或阳离子）；得到电子的带负电荷，叫负离子

（或阴离子）。
E离子键E lizijian 圈正离子和负离子之间通

过静电作用形成的化学键，如氯化纳（ NaCl)

分子中锵离子（Na＇）和氯离子CCI ）之间的

键。

骗（辘） Ii ＜书〉纯黑色的马。

Im舌甲 Ii 见 826 页【制el"
;HH Cf&）另见 1405 页 Xl"
理 Ii ＜书〉锹类的器具

采U i 圈＠梨树，落叶乔木或灌木．
穷是（兴黎）叶子卵形，花一般白色。果实是
常见水果。品种很多。＠这种植物的果实。
8 Cli）姓。

E梨膏E ligtio ［望用梨汁和蜜制成的膏，有止咳
作用。

E梨果E liguo 圈肉果的一类，果肉主要由花托

的一部分形成，如梨、苹果等。
E梨园E Liyuan ~据说唐玄宗曾教乐工、宫女
在“梨园”演习音乐舞蹈，后来沿用梨园为戏院

或戏曲界的别称：～世家。
E梨园弟子】 liyuan dizi 梨园子弟。

E梨园戏E liyuanxi 圈福建地方戏曲剧种之

一，流行于该省南部。
白旦园子弟】 liyuan zidi 旧时称戏曲演员。也
说梨园弟子。

!J －~ Ii 0 ~翻土用的农具，有许多
牢（理）种，用畜力或机器（如拖拉机）牵
弓 I ＇扶～｜一张～。＠自主］用犁耕地z ～田。＠
(Li) 圈姓。

E犁伴E lihua 圈安装在犁的下端，用来翻土的

铁器，略呈三角形。
E犁镜E lijing 圈犁七的零件，是用铸铁或钢制

成的一块弯板。安在犁铮上方，并向一侧倾
斜，表面光滑，作用是把犁起的土翻在一边。

E犁杖） Ii •zhang ＜方〉圈犁。

鹏 Ii 见川剧酬
~ （唐自）
腥 Ii 见 415 页【咖咂J, 16叩睹瞻J。

雳 Ii ＜书〉用刀划g害u

茵斗 Ii 见ω页叫o
（蘸）

唰 H 见 441 页叫。

莺 ιIi ＜书〉同‘‘鹏
（翠）

漓1 Ii 见 651 页【棚］ '8叫淋漓1

漓2 … Li 漓江，水名在广西。
岗（滴在）



缩璃童基黎蝙罹篱酶黎橡蕉蠢蠢。礼 l Ii 一 IT 797 

缩 i 古时妇女所用的佩巾＝｜蠢 Ii （书〉明。＠贝壳。
（锅、唱）结～（古时指女子出嫁）。 ｜蠢另见 800 页 IL

璃 i 见 98 JJl: ！玻璃］， 838 刑｜时l lice ＜书〉圈以蠢（瓢）懈的略语，比
（嗯）剧。 | 喻以浅见揣度2 管如。

麓 Ii ＜书〉寡妇 2 ～妇。 ｜蠢。 Ii （书〉慨割破。
E童基妇E litu 〈书〉圈寡妇。
黎1 Ii 0 （书〉众，~~。＠〈书〉黑。＠

C Li）圈姓。

黎2 Li 黎族： ~t'flo

E黎黑E lih岳l 见 797 页【蕉黑］ 0 

E黎锦l lijin ~黎族地区出产的一种锦，上面
有人物花鸟等图案。

E黎民E limin ＜书〉圆百姓；民众。
E黎明］ liming 圈时间词。天快要亮或刚亮的

时候z ～即起。被压迫人民盼来了～。
E黎庶E lishu ＜书〉圈百姓g民众。
E黎族E Li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
在海南。
~，一 Ii 见 874 页I缀细］。
!!!HH C耀）
店里 Ii （书〉遭遇；遭受（灾祸或疾病）＝～祸｜
T臣～病。
（·罹难E linan ＜书〉圈遇灾、遇险而死g被害＝
不幸～。

篱1ι 川1656 Yl:！刑。
（能）

篱2 … Ii 篱笆：樊～｜竹～茅舍。
（簸）

E篱笆E Ii• ba 圈用竹子、芦苇、树枝等编成的
遮拦的东西，一般环绕在房屋、场地等的周围。

E篱落】 lill』δ 〈书〉圈篱笆。
E篱栅E lizha 圈用竹子、树枝等做成的栅栏。

酶 Ii ＜书〉峭的酒。

黎血 iO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
（＠传粟）直立，叶子略呈三角形，花小，

黄绿色。嫩叶可以吃。全草入药。也叫灰菜。
＠见 612 页【茨黎］ o

E黎霍E lihuo ＜书〉圈黎和霍，指粗劣的饭菜。

橡 Ii 见下。

E橡橡］ limeng ~常绿小乔木，校上有刺，叶子
椭圆形，花紫红色，主要用作果树的硝木。也
叫广东拧橡。

熏 Ii ＜书〉黑色黑而黄。

E黛黑］（黎黑） lih岳 i （书〉［圄（脸色）黑z 面目～。

v 
Ii （划）

礼、.u. IT 0 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
（橙）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

婚～｜丧～。＠国表示尊敬的言语或动作＝
～节l敬个～。＠圈礼物＝送～｜献～｜千里送
鹅毛，～轻情意重。＠〈书〉以礼相待z ～贤下

士。 8 CLD圈姓。
E礼拜E ITooi 0 ［温宗教徒向所信奉的神行礼z

～堂｜做～。＠〈口＞ [BJ 星期s 下～l开学已经
三个～了。＠〈口〉圈跟“天（或日）、一、二、

三、四、五、六”连用，表示一星期中间的某一

天z ～三｜～六。＠〈口＞ [BJ 指礼拜天2 休～

（礼拜天休息〉。

E礼拜日E ITooiri 圈礼拜天。
E礼拜寺E ITooisi 圈清真寺。
E礼拜堂E ITooitang 圈基督教（新教）教徒举行

宗教仪式的场所。
E礼拜天l ITbaitian ＜口〉圈星期日（因基督教
教徒在这一天做礼拜）。也叫礼拜日。

[fLfil ITooo 圆周作礼品的装有食品、用品等
的包，多有精美装饰2 新年～。

E礼宾E ITbin 圃属性词。按一定的礼仪接待宾
客的（多用于外交场合）：～服｜～司！～用车。

E礼兵E ITbing 圈在隆重的庆典和迎宾、葬礼等
活动中接受检阅或担任升旗、护卫灵枢等工作

的士兵z 人民解放军～。
(:fLnltl licheng 画仪式结束。

E礼单E lidan lBJ 送礼时开列礼物名称和数目

的单子。也叫于L帖。
E礼法E Ii伯国社会上通行的法纪和札仪。

E礼佛E li;;f6 圃拜佛z 烧香～。

l:fLHIU I汗。圈在庄重的场合或举行仪式时穿
的服装。

E礼花】 lihua ~举行庆祝典礼时放的烟火。

(:fL拥 ITjiao 圈礼仪教化，特指旧传统中束缚
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

Z礼节E lij i岳圈表示尊敬、祝颂、哀悼之类的各
种惯用形式，如鞠躬、握手、献花圈、献哈达、鸣
礼炮等。

E礼金E lifln 圈作为礼物的现金。



巳生」 IT l 礼李里

E礼篮】 man 圈装着礼品的篮子，多有精美包
装。

E礼帽E ITmao 圈跟礼服相配的帽子。
E礼貌E ITmao O 圈人际交往中言语动作谦虚
恭敬、符合一定礼仪的表现：有～｜讲～。＠

圈有礼貌g 他很～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待

人。
l:tLm ITpao 圈表示敬礼或举行庆祝典礼时
放的炮。

E礼品E ITpTn 圈礼物。

E礼聘E ITpin 圈用尊敬的方式（如拜访、送礼）

聘请＝重金～｜～名师。
E礼器E ITqi 函古代在婚丧、祭祀等活动中所使

用的器物，如鼎、彝、篮、舰、铸等。
E礼券E ITquan 圈由商店发行的一种代替礼物
的凭证，持券人可到发券商店选购与券面指明

或标出的金额等价的物品。

l:tLi上E IT rang 画礼貌地谦让：互相～｜在人行
横道处，机动车应～行人。

E礼尚往来E ITshangw凸nglai 在礼节上讲究有

来有往。现也指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
样。

E礼数E llshu IEJ 礼貌；礼节g 不懂～｜～周到。
E礼俗E lisu 圈泛指婚丧、祭祀、交往等的礼节
与习俗：不拘～。

E礼堂;J litang 圈供开会或举行典礼用的大厅。

E礼帖E liti岳强礼单。

E礼物E liwu IEJ 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

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 2 生日～。
E礼贤下士】 lixian-xiashi 封建时代指帝王或

大臣敬重有才德的人，降低自己的身份与他们
结交。现多指社会地位高的人重视和延揽人
才。

E礼仪E liyi 圈礼节和仪式z ～之邦｜～从简｜～
小姐｜外交～。

E礼仪小姐】 liyi xi凸oji岳在宾馆、酒店或大型仪
式、活动中从事礼节性服务工作的年轻女子。

E礼义廉耻l IT-yi-lian-chi 指崇礼、行义、廉洁、
三噩噩 知耻，是古代推行的道德准则。

三三三 E礼遇E 11vu 圈尊敬有礼的待遇z 受到隆重的

~ 。

E礼赞＇］ ITzan 圈怀着敬意地赞扬：这种为人类
谋利益的高贵品质，是值得人民～的。

李日圆肚子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倒卵形，花白色，果实球形，黄色或紫红

色，是常见水果。＠这种植物的果实。＠
C LT) 姓。

E李代桃僵E ITdaitaoj iang 古乐府《鸡鸣》．“桃

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啃桃根，李树代

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后来用“李
代桃僵”借指以此代彼或代人受过。

E李遥】 Li Kui 1EJ 《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之
一，绰号“黑旋风”，具有农民的纯朴、粗豪的品
质，反抗性很强，对正义事业和朋友很忠诚，但
性情急躁。是刚直、勇猛而又鲁莽的人物典
型，元代以来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E李子l li·zi 圈＠李子树。＠李子树的果实。
E李自成起义E Li Zicheng Qiyi 明末李自成领

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的政
治主张，队伍发展到百万人。公元 1644 年起

义军在西安建立“大顺”农民政权，不久攻克北
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后明将吴三桂勾结

满洲贵族共同镇压起义军，起义失败。

里1 干、 Ii IEl 0 川衣服被
（裹、提袒） 褥等东西不露在外面的

那一层g纺织品的反面z 被～儿｜衣服～儿｜这面
是～儿，那面是面儿。＠方位词。里边（跟“外”

相对） ：～屋｜～圈 i往～走。

里2 Ii 0 街巷z 邻～｜～弄。＠家乡 2 故～ l
乡～。＠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LT) [EJ 姓。

里3 Ii E长度单位，1 市里等于 150 丈，合
500 米。

里干 •Ii [EJ 方位词。里面；
（裹、相） 内部Cl!＆“外”相对）：手～｜

箱子～｜话～有话。＠附在“这、那、哪”等字后

边表示地点：这～｜那～｜头～。

E里边】 Ii •bian C～儿）圈方位词。一定的时间、

空间或某种范围以内．柜子～｜他一年～没有

请过一次假｜这件事～有问题。

E里程E licheng 圈＠路程：～表｜往返～。＠

指发展的过程2 革命的～。

E里程碑】 ITchengbei 圈。设于道路旁边用以

记载里数的标志。＠比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
E里出外进E ITchu-waijin 不平整z参差不齐z

墙砌得～｜牙长得～的。

E里带】 lidai 圈内胎的通称。
E里勾外连E ligou-wailian 内外勾结，串通一
气。也作里勾外联。

E里勾外联】 ligou-wailian 同“里勾外连”。

[!fl_；＠、后重】 liji-houzhong 病疾的症状，有急

于排泄粪便的感觉，但排不出去或不能排净。
E里脊E Ii. j i 圈牛、羊、猪脊椎骨内侧的条状嫩
肉，做肉食时称为里脊：～丝｜滑溜～ i糖醋～o

E里间】 lijion c～儿）圈相连的几间黑子里不亘

接通到外边的房间。也叫里间屋。
E里间屋】 Iii ionwu IEJ 里间。



E里拉】 Illa 画意大利的旧本位货币。［意 li
ra] 

E里弄E ITlong ＜方〉圈巷；小胡同（总称）。
UtUfill llmian ＜～儿）圈方位词。里边：衣服
放在箱子～｜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

E里手】1 ITsh凸u （～儿） !BJ 赶车或操纵器械时指

车或器械的左边，也泛指靠里的一边：骑自行
车的人大都是从～上车。

E里子r lishou ＜方〉圈内行；行家z 行家～o

E里首】 lishou ＜方〉圈里头；黑边。
E里通外国】 Ii tong waigu6 暗中与外国勾结，
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E里头】 Ii•tau 圈方位词。里边．屋子～坐满了

人｜炉子～的煤已经烧得很红了。

E里外里E liwaili [luJ O 两方面合计。 a）减少

收入加上增加支出山）减少支出加上增加收
入；c）预料的收入加上意外的收入；d）预料的

支出加上意外的支出：这个月省了五十块钱，
爱人又多寄来五十块，～有一百块的富余。＠

表示不论怎么计算（结果还是一样）：三个人干

五天跟五个人千三天，～是一样。

E里屋l liwu 圈里间。

E里巷E lixiang 1'81 小街小巷；小胡同：～深处 l
他所写的多半是～间的琐事。

E里应外合】 liying-waihe 外面攻打，里面接

应。

E里子】 li·zi 1'81 里1①z 棉袄～。

但 Ii 但俗：～语｜～歌。

（｛望歌E Ilg岳圈民间歌谣。
（｛里曲】 ITqu 1'81 俗曲。

E但俗E !Tsu 圃粗俗。
（｛里i吾E !Ty心 1'81 粗俗的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
词，如北京话里的“撤丫子”（放开步子跑）、“开

瓢儿”（脑袋被打破）。
、·ittt IT 见 1550 页1迄i国~o

地旦（遁）
哩 IT 又向。IT E英里旧也作哩。

另见 795 页 IT; 807 页• Ii 。

涅 IT 5l hai IT 画海里旧也悍

＇~田 IT ＜书〉忧；悲。
l.:t. 另见 763 页 kuT 0 

姐盯见 170 叫

理 IT 0 物质组织的条纹明：木～｜肌
～0条～。＠圈道理；事理：合～ l～屈 l

～当如此。＠画自然科学，有时特指物理学z

～科 i数～化。。管理d、理z 处～｜～财｜当家

里但通嗖涅惺一些塑」 巴些」
～事。＠画整理；使整齐z ～发｜～一～书籍。

＠阉对别人的言语行动表示态度；表示意见
（多用丁否定式） ：路上碰见了，谁也没～谁 1置

之不～。 f) (LT) 圈姓。

E理财E IT11c6i I到管理财物或财务．当家～｜～
之道。

E王军＋踩】 ITc凸i 圈理⑤：不加～｜大家都不～他。

E理茬儿】 IT;; char ＜方〉画对别人提到的事情
或刚说完的话表示意见（多用于否定式沁人
家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别理他的茬儿。

E理当】 ITdang 圈应当s理所当然：～如此。

E理短l liduan I用理亏 z 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

～的地方。
E理发l IT 11 fa fz;ID 剪短并修整头发2 ～师｜我去

理个发。

E理该l ITgai i司照理应该；理当：您年纪这么

大，我们～照顾您。

E理工l ITgong IEJ 理科和工科的合称。
E理合E !The 画按理应当（｜日时公文用语） :~ 
备文呈报。

E理化.J lihua l萄物理学和化学的合称。

E理会l IThui ［甜。懂得；领会＝这段话的意思
不难～。＠注意；留心（多用于否定式）：在公
交车上他只顾想事儿，没有～已经坐过了站。＠
理，睬；过问（多用于否定式），对于别人的批评，

他从不～。＠理论②；交涉（多见于早期白
话）。＠照料；处理（多见于早期白话）。

E理解E ITj i岳画懂；了解2 ～力｜互相～｜加深～｜

～文件精神l你的意思我完全～。
E理据E ITju 圈理由；根据：这篇论文观点明确，
～充足。

E理科E ITk岳圈教学上对物理、化学、数学、生物
等学科的统称。

E理亏E ITkuT 庄园理由不足以行为）不合道理z 他

自知～，慢慢地低下了头。
[J理疗l liliao o 圈物理疗法的简称。＠国
用物理疗法治疗。

E理路】 mu 圈＠思想或文章的条理g ～不清
的文章最难修改。＠〈方〉道理2 他每句话都
在～上，使人听了不能不心服。 写三三

E理论】 ITlun o 圈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

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医E 辩论是非；争论s讲理①：他正在气头上，我
不想跟他多～。

E理念E ITnian 圈＠信念：人生～。＠思想；
观念：经营～｜文化～。

E王眼睛 ITpei 1Ni1 合同双方中的→方在对方要求
赔偿时进行处理z 保险公司按约～。

E理气l liq］圈中医指用药物来治疗气滞、气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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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气虚。
E理屈E ITqu 帽理亏：他觉得自己有点儿～，没

再说下去。
E理屈词穷］ 1Tqu-ciqi6ng 理由已被驳倒，元话

可说。
E理事l ITshi 0 画处理事务；过问事情z 他是

个不当家不～的人。＠圈代表团体行使职权

并处理事情的人＝～会｜常务～。
E理所当然］ ITsu凸dang ran 从道理上说应当这

样。
E理想l ITxi凸ng 0 圈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

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跟空想、幻想不

同）：我的～是当一名医生｜共产主义是人类的

最高～。＠圈符合希望的；使人满意的：这

件事办得很～｜这个办法还不够～，需要再改

进。
E理想化E ITxianghua 画不切实际地设想或要

求事物跟自己所希望的一样圆满、美好z 她择
偶的标准过于～，因而至今仍是单身。

E理性］ ITx Ing 0 11121 属性词。指属于判断、推
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认识。＠圈

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失去～。
E理性认识l ITxing ren•shi 认识的高级阶段。在
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
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自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
断、推理。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飞跃，它反
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参看 425
页I感性认识］ o

E理学J lixue 圈宋明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想。
主要有以周敦颐、程颗、程颐、朱票为代表的客

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
唯心主义。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
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
生。后者提出“心外元物，心外无理”，认为主
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叫道学。

E理应E liylng 圈照理应该z 灾区有困难，我们

～帮助。

三叩 1r~6u IE 事情为什叫故或那样做
的道理z ～充足i 毫无～。

E理喻l ITyu ~用道理来解说，使当事人明白 2

不可～｜可以～｜难以～。
E理直气壮E lizhi qizhuang 理由充分，因而说

话做事有气势或心里无愧，无所畏惧。

E理智E ITzhi 0 圈辨别是非、利害关系以及控
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画有理智g
当时他表现得非常～。

鲤 山金属元素，符号 Li＂银白
（鲤）色，在空气中易氧化而变暗，质软，

是最轻的金属元素，化学性质活泼。用于核工

业和冶金工业，也用来制特种合金、特种玻璃
等。

里 I 圈鲤鱼，体侧扁而长，背部苍~ （鲤）黑色，腹部黄臼色，有的尾部或全
身红色，口边有须两对。是我国重要的淡水
鱼

渔 LT 海水梢，在湖南。

醋叫〉＠酬。＠甘甜的泉水

It.曲 ~~ IT 圈鱼，身体圆筒形，头扁，背鳝
贾宣（艘）和臀鳝很长，尾鳝圆形，头部和躯
干都有鳞片。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是乌鲤。

蠢 IT 0 用于人名，恼，春秋时人。＠
(LT)蠢县，地名，在河北。

另见 797 页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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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Ii 0 酬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
获得加速度和发生形变的外因。力有三

个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力量g
能力：人～｜物～｜目～｜脑～｜药～｜理解～｜说

服～｜战斗～。＠圈特指体力：大～士｜四肢

无～｜用～推车。＠尽力 g努力 z ～争上游｜维

护甚～。 0 (Li) 圈姓。

E力保E libao 圈＠努力保持或保证；尽力保

障z ～增产增收｜～一方平安。＠竭力保荐＝
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

E力避E libi 圈尽力避免g ～被动｜～事故发生。

【力臂］ libi 圈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转动时，

力的作用线与转轴间的垂直距离。
E力不从心】 libuc6ngxln 心里想做，可是能力

或力量够不上。

E力持E Ii chi 画画努力坚持2 ～异议｜～正义。

E力畜】 lichu IE 用来耕地、运输等的家畜，如

牛、马、骤子、驴、骆驼等。也叫役畜。

E力促】 lieu 圃尽力促使：～此事成功。

E力挫】 licuo 画奋力击败：～对手｜～上届冠

军。

E力道】 Ii ·dao ＜方〉圈＠力气g力量z 他手很

有～。＠效力；作用：这味药～很大。

E力度1 lidu 圈。力量大小的程度；力量的强

度z 风的～足以吹折这棵小树。＠指曲谱或
音乐表演中音响的强度。从弱到5虽可分为最

弱、更弱

功力的深度；内涵的深度．这是一部有激情、有



～的好作品。
E力荐】 lijian r动）竭力推荐：～贤能｜～有真才
实学的人担任此职。

E力竭声嘶l llj ie-shengsl 见 1172 页1声嘶力

竭］ o
E力戒1 rijie 画极力防止或戒除：～骄傲｜～主

观片面｜～种种不良嗜好。

E力矩】 liiu 函表示力对物体产生转动效应的
物理量，数值上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

E力克】 llke 圈尽力克服；奋力战胜：～积习｜
甲队以 1 : 0 ～乙队。

E力量E Ii ·liang 圈。力气：人多～大｜别看他
个子小，～可不小。＠能力：尽一切～完成党
交给的任务。＠作用s效力＝这种农药的～大。
＠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或集体·新生～o

E力偶l ll'ou 圈作用于物体上的大小栩等、方
向相反而且不在一直线上的两个力。力偶能

使物体转动或改变转动状态。
E力排众议E lip6i-zhongyi 极力排除、反驳各种

不同的意见z 在论证过程中，他～，终于得到了
多数人的支持。

E力拼E lipln 圈奋力拼争。

E力气E Ii •qi 圈肌肉的效能：他的～大，一个人
就搬起了这块大石头｜累得连说话的～也没有

了。

E力气活JL】 Ii叩hu6r 圈费力的体力劳动：从
前的搬运工干的都是～。

E力求1 liqiu 圃极力追求；尽力谋求：～公正 l
～提高产品质量。

E力士E lishi 圈力气大的人。
E力所能及l lisu6nengji 自己的能力所能办到
的z 让学生参加一些～的劳动。

E力挺E Ii ting 圈极力支持、拥护z 亲友们～他
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

E力透纸背】 litouzhibei o 形容书法道劲有

力。＠形容文章深刻有力。
E力图】 litu 圃极力谋求；竭力打算z ～实现自
己的抱负。

E力挽狂澜E liw6n-ku6ngl6n 比喻尽力挽回险
恶的局势。

E力行］ lixing 国努力实践：身体～｜～诚信原
则。

E力学E lixue 圈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物体机械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现已发展为独

立的学科。
E力战E lizhan 画努力奋战。

E力争】 lizh岳ng 圈。极力争取：～上游｜～超

额完成生产任务。＠极力争辩：据理～。
E力争上游】 lizh岳『1g-shangy6u 努力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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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先进。

E力证E lizheng O ［富有力的证据。＠画面尽
力证明：在法庭上～自己的清白。

E力主】 lizhu 蝴极力主张z ～和谈｜因为天气
要变，他～提前出发。

E力作l lizuo ~精心完成的功力深厚的作品z
这个剧本是他晚年的～。

历1 Ii 0 经历；他～程｜～险｜～
（犀） 时半年｜身～其境。＠经历过的

事情：学～｜病～｜简～。＠统指过去的各个

或各次z ～年｜～代！～次｜～届。＠〈书〉圃
遍；一个一个地：～访各校 l～试诸方，均无成
效。 0 (Li) 圈姓。

历2 iO 糊糊日和节
（屑、安麻）气的方法；历法＝阳～｜

阴～！农～。＠记录年月日和节气的书、表等2
日～ l挂～ l天文～。

E历朝】 lichao 圈＠历代z ～官制。＠指同一

朝代各个君主的统治时期：明代营建北京宫
城，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以后～续建，到正统
六年才全部完成。

E历陈E lichen 画一条→条地陈述。

E历程E licheng 圈经历的过程z 成长～ i光辉

的～。
U万次］ lici E回属性词。过去各次的z 在～竞

赛中他都表现得很突出。

E历代】 lidai ~ o 过去的各个朝代z ～名画。

＠过去的许多世代：～务农。
E历法E Ii的圈用年、月、日计算时间的方法。
主要分为阳历、阴历和阴阳历三类。具体的历
法还包括纪年的方法。

E历届E liiie u国属性词。过去各届的g ～毕业
生｜～人民代表大会。

[JJj尽E lijin 圈多次经历或遭受z ～沧桑｜～磨

难1~千辛万苦。

E历经】 lijlng 圈经历；多次经过：～劫难｜小庙

～百余年的风雨剥蚀，已残破不堪。
E历久E liiiu ~经过很长的时问：～不衰。
E历来1 rilai 画从来；一向：～如此 l老校长～三三
重视学生素质教育｜我国人民～就有勤劳勇敢雪三
的优良传统。

E历历】 lili 圃（物体或景象）一个一个清清楚楚
的z ～可数｜～在目。

E历练E Illian O ［型经历世事；锻炼z 孩子大了，

要到外边～～。＠圃阅历多而有经验：他～
老成，办事稳重。

E历年］ linian 圈过去的很多年；以往各年3 ～
的积蓄｜比照～，今年的收成算中上。

E历任l liren 0 画多次担任g先后担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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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参军后，～排长、连长等职。＠圈属性词。
以往各任的g ～所长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E历时】 lishi O 圈（事情）经过时曰：这一战役

～六十五天。＠圈属性词。指历史发展中不

同时代的（跟“共时”相对）：对语言进行从古到

今的～研究。
E历史l lishT 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

历z 地球的～｜人类的～。＠过去的事实：这
件事早已成为～。＠过去事实的记载。＠指

历史学。

E历史观】 lishTguan 圈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
的看法，属于世界观的一部分。唯物史观和唯

心史观是两种对立的历史观。

E历史回皿 lishTju 圈指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戏

剧。
E历史唯物主义l lishT weiwu zh心y）马克思、
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

律的科学，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
客观规律；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

决定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
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
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叫唯物史观。

E历史唯心主义】 lishT weixln zh心yi 关于人类
社会发展的非科学的历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决
定社会存在，人们的思想动机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原因，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叫唯心
史观。

E历史学E lishTxue 圈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

的学科。也叫史学。
E历世E lishi 圈历代2 ～珍贵文物｜～在朝为

官。
E历书】 lishu 回按照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
节气、纪念日等供查考的书。

E历数l lishu rn画一个一个地举出来z ～敌人的

罪行｜当面～对方违反协定的事实。

享享三三 E历险E lixian B国经历危险z 山中～记。

三三三F E三』－ Ii 0 严格：～行｜～禁文物走私。
l刀（属）＠严肃p猛烈z 严～ l～色｜雷～风
行｜声色俱～。 8 (Li）圈姓。

〈古〉又同“硕”g又同“癫”laio

E厉兵袜马E liblng-moma 见 923 页【袜马厉

兵1。
E厉鬼E liguT 圈恶鬼g鬼d怪。

E厉害E li•hai ~ 0 难以对付或忍受；剧烈；凶
猛g 心跳得～｜天热得～｜这着棋十分～。＠了
不起z 小小年纪就能把《离骚》背下来，大～了！

＠严厉＝这个老师很～，学生都怕他。｜！也作
利害。

E厉色E lise !Bl 严厉的面色；愤怒的表情z 正言

~ 。

E厉声】 lish岳ng 圃（说话）声音严厉地：～斥责。

【厉行E lixing 画严格实行：～节约。
...,.i... Ii 0 圃站I ：～正｜肃～！坐～不安。＠

」L. u量使竖立；使物件的上端向上z ～碑｜～

竿见影｜把梯子～起来。＠直立的z ～柜 i ～
轴｜～领。。［司建立；树立：～功｜～志。＠
［司制定；订立 z ～法｜～约｜～个字据。＠指君

主即位。＠圈指确定继承地位；确立z ～嗣！

～皇太子。＠存在；生存＝自～｜独～。＠固
立刻~：～奏奇效｜～候回音。⑩ C Li）圈姓。

E立案l li;;an 圈。在主管机关注册登记；备

案：办厂须向主管机关～。＠设立专案z ～审
查。＠指把案件纳入诉讼处理的程序。

E立场】 lich凸ng 圈＠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

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特指政治立场：～
坚定。

E立春E lichun O ［蜀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2 月

3、4或 5 日。我国习惯上以立春为春季的开
始。参看 664 页【节气］、348 页【二十四节
气lo 8 （－←）雨交立春节气；春季开始＝立
了春，天气就要转暖了。

E立此存照l licT-cunzhao 立下这个（契约、字
据），保存起来以备查考核对（旧时契约等文书
中的习惯用语）。

E立等】 lid品ng 圈＠站着等候，指等候时间很

短；稍等一会JL ：～可取。＠立刻等着（办） : 
～回信。

E立地】I JJdJ 0 圃立在地上z 顶天～｜～书橱

（比喻学识渊博的人）。＠圈林业上指树木生
长的地方和气候、水文等条件：～不同，树木的
生长就有差异。

E立地】2 lidi 固立刻2 放下屠刀，～成佛。
E立定］ liding 圈＠军事或体操口令，命令正

在行进的队伍（也可以是一个人）停下并立正。

＠站稳：～脚跟。＠牢固地确定z ～主意 l ~ 
志向。

E立冬E lidong O 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1 月

7 日或 8 日。我国习惯上以立冬为冬季的开

始。参看 664 页［节气1 、348 页【二十四节
气1。＠（「于一）圈交立冬节气；冬季开始z 立

了冬，天气就冷了。
E立法E li;;f凸圈国家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程序
制定或修改法律z ～机关｜～程序｜立了法就要

严格执行。
Z立法法】 Ii伯伯圈规范国家权力机关创制、修



改法律法规的各项制度的法律。包括立法权
限、立法程序、法律解释等各项制度。

E立法权E lifaquan ~制定、修改、废止法律的
权力。

E立方E lifang O 圈指数是 3 的乘方，如矿
(a•a•a) ,43 (4 X 4 X 的。＠圈立方体的简

称。＠置指立方米。
E立方米l lifangmi 画体和、单位，边长 1 米的
立方体的体积是 1 立方米，符号为 m' o 

E立方体l lifangti ~六个面积相等的正方形
所围成的立体。简称立方。也叫正方体。

E立竿见影】 ligan-jianying 比喻立见功效。

E立功E li,;;gong ~建立功绩2 ～受奖｜一人～，
全家光荣｜在救灾中他可立了大功。

E立功赎罪E ligong shuzui 建立功劳以抵消所
犯的罪过。也说立功自赎。

E立功自赎J ligong zishu 立功赎罪。

E立柜】 ligui [BJ 一种直立的较高的柜子，前面
开门，有的装有隔板或若干抽屉，多用来存放

衣物等。
E立国】 ligu6 画建立或建设国家。

E立候】 lihou 圃＠站着等候z ～多时。＠立
等号D：～回音。

E立户】 1111 hu 函。组织家庭z立户口。＠建
立户头。

E立即】 Ii j i 固立刻：接到命令，～出发。

E立交E lijiao 国立体交叉：～桥｜～工程。
E立交桥】 lljiaoqiao 圈使道路形成立体交叉
的桥梁，不同去向的车辆等可以同时通行。

E立脚】 li;;ji凸o 圈立足①：～点｜～不稳｜地方
太小，立不住脚。

E立脚点】 llj i凸odi加固立足点。
E立决J lijue ＜书〉圈立即处决（死刑犯）。
E立克次体】 likeclti 圈微生物的一类，比细菌

小，在普通显微镜下看得见。种类很多，多以
虱、蚤、璧虱等为传播媒介。只有少数能引起
人类疾病，如斑殇伤寒、恙虫病等。由美国病
理学家立克次（Howard Taylor Ricketts）发
现而得名。

E立刻J like 圆表示动作行为紧接着某个时
候；马上：请大家～到会议室去｜同学们听到这
句话，～鼓起掌来。

E立领】 lilT门g （～儿）［组衣领的一种样式，领子
直立，不向外翻（区别于“翻领”）：～衬衫。

E立论E lilun ［到对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表示自己的意见：～精当。

E立马J limo c～儿）〈方〉国立刻：事情打听清
楚了，～给我个回话。

E立米】 limi E 指立方米。
E立秋l liqiu o 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H 月

立 803 

7 、8 或 9 日。我国习惯上以立秋为秋季的开
始。参看 664 页 I节气1 、348 页 1二十四节
气1。 8 (-7/ ）圈交立秋节气；秋季开始z 立

了秋，把扇丢。

E立射E lishe C=81 射击训练和比赛的一种姿势，
站着射击。

E立身处世E lish岳n-ch心shl 指做人和在社会上
待人接物的种种活动。也说立身行事。

i ［立身行事E lish岳n-xingshl 立身处世。

E立时】 lishi 圃立刻：他～醒悟过来 l 剧团一
到，～就来了许多的人。

E立誓） li;;shl ［型发誓。
E立嗣E lisi ＜书〉画没有儿子的人以别人（通常
是本家族的同辈人）的儿子承继$立继承人。

E立体】 litT 0 庄园属性词。具有长、宽、厚的（物

体）：～图形。＠圈几何体。＠团军属性词。
上下多层次的；包括各方面的：～交叉l ～气
候｜～战争。。 E回属性词。具有立体感的＝
～声 l～电影。

E立体电视】 litT dianshl 使观众对画面积音响
有立体感觉的电视。

E立体电影E litT dianyTng 使观众对画面和音
H向有立体感觉的电影。

E立体几何】 lltT jThe 几何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立体图形的性质，如形状、大小、位置等。

E立体交叉J litT jiaocha 利用跨线桥、地下通
道等使相交的道路在不同的平面上交叉。

E立体角】 litTji凸o 画一个锥面所围成的空间部
分。

E立体媒体E litT m岳itT 指电视、互联网等通过
视觉、昕觉等多维度传递信息的现代媒体（区
别于“平面媒体勺。

E立体声J litTsh岳『19 圈使人感到声源分布在空
间的声音。适当组合和安排传声器、放大系统
和扬声器，能产生立体声效果。宽银幕电影、
环幕电影或某些电视机、音响设备等多采用立
体声。

E立体图E lititu IBl 利用透视原理，对物体的形
状绘出的图形。

E立体战争】 litT zhanzh岳ng 指交战方在陆地、王＝
海洋、天空等多方位进行的战争。 王三

E立夏】 lixia o 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5 月芒兰

5 、6 或 7 日。我国习惯上以立夏为夏季的开
始。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 I二十四节
气1 。 8 （－／／一）画交立夏节气；夏季开始z 立
了夏，把扇架。

E立宪】 lixian ~君主国家制定宪法，实行议
会制度z 君主～。

E立项】 li;;xia『19 圈某项建设工程、研究课题

等经有关部门批准立为项目。
E立言J liyan ＜书〉圈。指著书立说z ～传世。



巴些」 l 立伪吏场劳丽励切顺利

＠提出意见或建议；立论：为民生～。

E立业E li11ve [lllJJ o 建立事业z 建功～。＠置
办产业：成家～。

E立意E liyi E萄＠打定主意：他～要出外闯一
闯。＠命意z 这幅画～新颖｜作文时要注意审
题～。

E立约E li;;yu岳画订立契约或公约2 ～签字｜租
房先得立个约。

E立账】 li;;zhang 画面建立账簿，记载货币、货物

等进出事项。
E立正E lizheng rnlll 军事或体操口令，命令队伍
（也可以是一个人）按动作要求在原地站好。

E立志、】 lit1zhi 圈立定志愿2 ～做一名教师。
E立轴E lizh6u !Bl 长条形的字画，高而窄，尺寸
比中堂小z 一幅～。也叫单条。

E立锥之地】 lizhulzhldi 形容极小的一块地方

（多用在“元”后） ：贫无～。
E立字l li;;z] （～儿）画写下字据2 借钱得立个
字儿｜空口无凭，～为据。

E立足】 lizu 圈＠站得住脚，能住下去或生存
下去2 ～未稳｜～之地。＠处于某种立场．～
基层，面向群众。

E立足点E llzudian 圈。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
处的地位z 为消费者着想，是产品设计的～。
＠生存或占有的地方2 先巩固～，再求发

展。 II 也说立脚点。
物 Li 0 古县名，在今山东商河一带。 M

姓。

吏 Ii 0 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z 脊
～。＠旧时泛指官吏z 大～｜酷～。＠

(Li) 圈姓。

E吏治l lizhi 圈官吏的作风和政绩z 澄清～｜～

严明 o

扬… Ii 中场（ Zh
（墟）

蔚干 Ii 见 13叫朝］o
（藤）

一一1 Ii 0 好看；美丽z 壮～｜秀～ l风

旧日（窟）和日～。 0 CL咱姓。
一一2 __ Ii 〈书〉附着z 附～

旧日（蘑）另见 795 页 Ii o 

E丽人E liren ＜书〉圈美貌的女子r 白领～o
E丽日E Ii ri （书〉圈明亮的太阳2 晴空～。
E丽质E lizhi ~ C妇女）美好的品貌：天生～。

励… Ii 0 劝他勉～｜铲除。＠
（励）〈书〉振奋g振作z ～精图治。＠

(Li）圈姓。
E励精图治E lijlng-tuzhi 振作精神，想办法把国

家治理好。
E励志l lizhi ＜书〉圈奋发志气，把精力集中在

某方面z ～读书｜～图强。

日［ ll 见下。
J刀（ U麽）
【叨叨E Ii Ii ＜书〉阻雪形容鸟类清脆的叫声：莺
声～。

i切 i 阴阳，山名祖西。
（崛）

利 Ii 0 锋利；锐利町”相X弘～刃l ～
爪。＠顺利；便幸lj ：不～｜成败～钝。＠

利益（跟“害、弊”相对）：～弊｜有～｜兴～除害。
＠圈利润或利息：暴～｜薄～多销｜本～两清。

＠便有利z ～国～民｜毫不～己，专门～人。＠
C Li) 圈姓。

E利弊l libi !Bl 好处和害处z 权衡～｜两种方法
各有～。

【利差】 Iicha 函利率之间的差额：缩小存贷
~ 。

E和j淡J lidan 圈利空。

E和l钝E Ii dun 圈。锋利或不锋利：刀剑有～。
＠顺利或不顺利：成败～。

E利多】 lidu6 ~利好。
E利滚利】 ligunli 高利贷的一种，利息变作本金
再生利息，利上加利，越滚越多。

E利害E lihai 画利益和损害z 不计～｜～得失l
～攸关（利害所关，指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司I害l Ii •hai 同“厉害”

[;j司I好】 lih凸o 圈指对市场行情有利，可能引起
价格上涨的消息。也说利多。

E利己l Ii jT [llJjJ 对自己有利 s 损人不～。
E利己主义E lijT zh心yi 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
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思想。

E利剑E lijian 圈锋利的剑：一柄～0高举反腐
~ 。

E利金】 lijin ＜方〉圈利息。
E利空】 lik6ng 圈指对市场行情不利，可能引
起价格下跌的消息。也说利淡。

E利令智昏E lilingzhihun 贪图私利使头脑发

昏，丧失理智。
E利禄E Iii山〈书〉［雪（官吏的）钱财和爵禄：功

名～｜～小人。
E利率E 111ti 圈利息和本金的比率。
E利落】 Ii •luo E回＠（言语、动作）灵活敏捷，不
拖泥带水z 说话～｜动作挺～。＠整齐有条
理z 身上穿得干净～。＠妥当 P完毕z 事情已
经办～了！病还没有好～。

E利尿E liniao 画促进排尿z 吃西瓜～。
E利器E liqi 圈＠锋利的兵器z 精兵～。＠有
效的→L具＝计算机是统计工作的～。

E利钱】 li·qian ＜口〉圈利息。

E利权E liquan 圈经济上的权益（多指国家



的）：～外溢｜挽回～。
E和l人】 liren [z;!JJ 对他人有利：无偿献血是一项
～利己的社会公益活动。

E利刃】 liren 圈。锋利的刀刃。＠指锋利的

刀、剑z 手持～。
E利润J lirun 圈经营工商业等赚的钱。

E利市】 lishi O ＜书〉圈利润：～三倍。＠
〈方〉厦］买卖顺利的顶兆：发个～。＠〈方〉
白雪吉利z ～之日｜讨个～。＠〈方〉［写送给办
事人的赏钱。

E利税】 lishui 圈利润和税金：该企业全年创

～三亿元。

E利索E Ii •suo 伽利落3 手脚～ l把屋子收拾～
了！脚伤早就好～了向

(flj他E lita r到原为佛教用语，指给予他人方便
和利益而不图回报，现泛指使他人有利，尊重
他人利益．～精神｜自利～。

E利息E lixl 圈因存款
的钱（区别于“本金”）。

E利息所得税】 lixl SU凸deshui 指国家对个人

存款、有价证券等的利息收入所征收的税。
E利益】 liyi 画好处z 物质～ l ～均沾（好处分
享，有关方都有份儿）｜个人～服从集体～。

E利用】 liyong t到＠使事物或人发挥效能：废
物～｜～当地的有利条件发展畜牧业。＠用手

段使人或事物为自己服务：互相～。

E利诱J liy创［通用利益引诱z 威逼～。

E利于】 nvu [i动］对某人戎某事物有利：忠言逆

耳～行。
E利欲熏心E liyu-xunxln 贪财图利的欲望迷住
了心窍。

E利嘴】 lizuT 圈能说会道的嘴：～不饶人。

,)0:: … Ii 0 液体→滴一漓地落下：～血。
IDJC握）＠一滴一滴落下的液体：余～o
E沥涝】 lilao i量沥水淹 r庄稼：～成灾。

E沥沥】 lili （书〉匮声］形容水声或风声：泉声
～｜风吹～有声。

E沥青E liq Ing 画有机化合物的混合物，黑色或
棕黑色，呈胶状，有天然产的，也有分馆石油或
煤焦油得到的。用来铺路面，也用作防水材
料、防腐材料等。

Ct历水】 lishuT 圈降雨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积

水：这里地势低洼，～常淹庄稼。

橱… Ii <45> 0 马槽：老时～＠
（樨）同“矿山。

何l Ii 0 圆用来帮助说明或证明某种情况
V习或说法的事物：举～｜～证。＠从前有过，
后来可以仿效或依据的事情：援～｜先～｜史无
前～。＠圈调查或统计时指合子某种条件的
事例z 病～！十五～中，八～有显著进步，四～

利沥沥例房珍庚隶｜ Ii 巴E

进步不明显，三～无变化。＠规则；体伊tl ：条
～ l发凡起～。＠按条例规定的；照成规进行
的z ～会｜～行公事。

E例规】 ligul !El 0 沿袭F来→贯实行的规矩；
惯例。＠旧时指按照惯例给的钱物z 交～。
＠条例和规章。

E伊会】 lihui 圈按照规定定期举行的会。

E例假E lij ia 圈＠依照规定放的假，如元旦、春
节、五一、国庆等。＠婉辞，指月经或月经期。

E例禁J lijin ＜书〉唱法规明令禁止的事情z 有
子～。

(fYtl句】 1iju 圈用来作为例子的句子。
E例如】 liru I量举例用语，放在所举的例子前
面，表示下面就是例子z 田径运动的项目很多，
～跳高、跳远、百米赛跑等。

E例题】 liti 睛说明某→定理或定律时用来做
例子的问题。

E例外】 liwai O 画在一般的规律、规定之外z
大家都得遵守规定，谁也不能～。＠圈在一
般的规律、规定之外的情况：一般讲，纬度越
高，气温越低，但也有～。

E例行】 lixing 画按照惯常的做法处理z ～公
事｜～检查。

E例行公事E lixing-g6ngshi 按照惯例处理公
事，多借指只重形式，不讲实效。

E例言l liyan 圈书的.i.E文前头说明体例等的
文字；凡例。

E例证】 lizheng 圈用来证明→个事实或理论
的例子。

E例子】 li·zi IEJ 例①z 举个～。

病～ Ii （书〉＠瘟疫：～疫＠毒疮。
（~雷）

E房疫J liyi （书〉圈瘟疫。
诊｜｝〈书〉＠指灾害的气象。＠伤害。

E诊孽E linie ＜书〉圈妖孽。
庚 Ii （书〉＠罪过E 罪～。＠乖张z 暴～l

乖～。

E庚气E liqi 函暴庚的习气；邪恶的情绪＝～重｜
消解～。 三三

隶（裁吨嗦 Ii 0 附属：～属。三、 l 、气 ）＠旧社会里地位
低下被奴役的人：奴～ i仆～。＠衙役z 皂～｜
～卒。＠汉字形体的一种：～书｜汉～。

E隶书E lishu ［萄汉字字体，由篆书简化演变而

成，汉朝的隶书笔画比较简单，是汉朝通行的
字体。（图见 514 页“汉字”）

E隶属E lishu @JJJ ＜区域、机构等）受管辖；从属 g

直辖市直接～国务院。

E隶字】 lizi 圈隶书。



巴些」 Ii l 隶砾荔标丽附俩俐崩塌莉在高栗窃砾位猢涮奠桶航峡笠杨粒缤

E隶卒E lizu ＜书〉圈衙门里的差役。
T『f Ii 见 286 页【沟砾］。
胡言（躁）
荔 iO 指荔枝2 鲜～｜～肉。＠

了荔） (Li）圈姓。
m枝】 lizhl IEJ 0 常绿乔木，羽状复叶，小叶
长椭圆形，花绿白色，果实球形或卵形，外皮有

瘤状突起，熟时紫红色，果肉臼色，多汁，味道
很甜，是我国的特产。＠这种植物的果实。

岳口干 i IEl 标树，乔木或灌木，叶子边
钥捉襟）缘有锯齿或分裂，柔夷花序，果实
为坚果。种类很多，如栓皮栋、麻标等。通称
橡树。
另见 1619 页 y峙。

邮 Li 圈姓
HH!lC膊）
去.，... i （书〉＠车轮碾轧。＠欺压：
钥＼（醺）凌～。
tm; i 0 成对的g双的z 骄～｜～句｜～

↑BBC倔）辞。＠指夫妇： ~J;（夫妇的合影）。
俐 Ii 见削页i伶俐］。

7中（瘾）二 Ii 见 862 页【凛痴］ o

琢 Ii （书〉刀剑销上用蚌类的壳做成的装
饰。

tl Ii 见 922 页【莱莉］ 0 

子~ i （书〉到：～l临｜～会｜
位（鞋、哨立）～任。
E在会】 lihui ＜书〉圈到会；参加会议z ～讲话。

E在临E lilin ＜书〉画来到；来临（多用于贵宾） : 
～会场｜敬请～指导。

E在任］ liren ＜书〉圈（官员）到职z ～视事。
τ弓‘ … ¥ Ii 古代炊具，样子像鼎，
l再（顿、 Z磨）足部中空。

另见 440 页

主主 -Ni;于市1 Ii 圈。栗
71℃子树，落叶

乔木，叶子长圆

形，花黄白色。
果实为坚果，包
在多刺的壳斗

内，成熟时壳斗

裂开而散出。果

实可以吃。种类

很多，通常指板 高
栗。＠这种植物

的果实。 9 Cli）姓。

栗2 i 发热哆嗦2 战～｜不寒而
（～屎）～o

E栗暴E libao 圈把手指弯曲起来打人头顶叫凿

栗暴或打栗暴．头上挨了几个～。也说栗凿。

E栗钙土E ligaitu 圈栗色的土壤，含栗色腐殖
质，是比较肥沃的土壤。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
北地区和内蒙古。

E栗然］ lir6n ＜书〉圃战栗的样子。
E栗色J lise 圈像栗子皮那样的颜色。
E栗凿】 liz6o 圈栗暴。

E栗子E Ii· zi 圈。栗子树。＠栗子树的果实。
跚 i （书〉＠磨刀石。即（刀）

（瞩）低～｜磨～。
E硕石］ lishi ＜书〉圈。磨刀石。＠粗石。
玄rr ~，， n 小石块；碎石：沙～｜瓦～ l ～
例飞（碟）石｜～岩。
E砾漠E limo 固地表几乎全为砾石所覆盖的
荒漠，没有土壤，植物稀少。

E砾石］ lishi ［重经水流冲击磨去棱角的石块。
去L • , Ii ~金属元素，符号 Lv。有放
军且（位）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猢 Ii 见 11町I酬］ 0 

油I Li 渊j江，水名，在广东。

'"r!J 另见 813 页 liano

真 Ii 见下。

［］草草E lie凸o B狼尾草。

岳吕吕 ，卢 Ii 〈书〉正梁；栋。
栩HC孀）
蜘｝ Ii 指牡妨： ~jtt（峭的阳。

（蠕）
映 Ii 啪啪服等）鸣叫：风声鹤～。

《作‘ I i 用竹或草编成的帽子，可以遮雨、遮阳

J.L 光．斗～ l竹～｜草～。

且比二 .......... Ii 〈书〉糙米g 粗～。
砌（糖、：精）
粒 Ii 0 卜儿L
什~西：豆～儿｜米～儿｜盐～儿｜颗～｜微～。＠

[II 用于粒状的东西2 一～米｜三～子弹。
E粒子］ lizi 圈构成物体的比原子核更简单的

物质，包括电子、质子、中子、光子、介子、超子
和各种反粒子等。也叫基本粒子。

E粒子］ li•zi 啤粒①：立～l盐～。

缤（缺） Ii 见下
E缤木E limu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卵状



雳烁营僚 t栗病 j栗策菊熬 P里俩奋连 I Ii ~ lion 1 807 

椭圆形，花冠臼色。
~ Ii 见 992 页i霹雳］。

民t重）
踩 i ＜书〉走动；跨越3 骥骥－~.;r::

J\ （躁）能千里。
另见 864 页 luo 。

雪 Ii （书〉骂 z ～骂｜～辞。

E晋辞） lici （书〉圈骂人的词语。

保 Ii 见下。

E僚傣族J Lisuzu [EJ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云南和四） , ，。
课 Ii （书〉寒冷 z 斗。

(l栗IJIJ) lilie （书〉圈非常寒冷。

、 。 Ii 荆疾2 赤～（白～。

E病疾E Ii. j i 圈传染病，按病原体的不间，可分
为细菌性病疾和阿米巴病疾两种。前者较为
常见，主要症状是发热、腹痛、腹泻、里急后重，

大便有股血和新液等。

漂 Li 0 深7j(
刁写二名’都在江苏。＠［重姓。

第 Ii 见叮啊。
莘莘 Ii 见 771 页【娇弱1。
来U
整 Ii （书〉凶狠耐。

• Ii < ·划）

哩• Ii ＜方〉圈。跟普通话的“呢”相同，但
只用于非疑问句：山上的雪还没有化～。

＠用于列举，跟普通话的“啦”相同z 碗～，筷

子～，都己经摆好了。
另见 795 页 IT; 799 页 ii; 1570 页 yTnglT 0 

、，

I i凸（纱l丫）

两） Ii凸〈口〉数量词。＠两个z 咱
（俩）～i你们～｜一共五个，我吃了～，他

吃了仨。＠不多；几个z 就是有～钱儿，也不能

乱花呀！ I 一共只有这么～人，恐怕还不够。

毒薯，“俩”后面不再接“个”字或其他量词。
另见 817 页 Ii凸吨。

lion ＜纱111 ) 

瓷（宦、官、窗、饭、吸）旦
妇女梳妆用的镜匣：镜～｜妆～。

~元？ 、中 lion o l塾l 连接：心～心！骨肉相

应（速）～｜天～水，水～天｜藕断丝～｜这两
句话～不起来。＠圃连续；接续：～演一个多
月｜～打几枪。＠团表示包括在内 z ～我三个

人｜～皮三十斤｜～根拔。。［到表示强调（下
文多有“也、都”等跟它呼应），含有“甚而至于”
的意思2 ～爷爷都笑了｜她燥得～脖子都红了｜

你怎么～他也不认识？｜～下棋也不会｜～一天
都没休息。＠圈军队的编制单位，隶属于营，
F辖若干排。 0 CLian）圈姓。

E连鬓胡子】 lianbin-hu·zi 络腮胡子。

E连播J lianbo 圃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把一个内

容较长的节目分若干次连续播出：长篇评书

~ 。
E连词J lianci 啤连接词、词组、句子或段落的

词，直ri“和、与、而且、但是、因为、如果”。
E连带E liandai 圈。互相关联z 人的作风与思

想感情是有～关系的08 牵连z 不但大人遭
殃，还～孩子受罪。＠附带；捎带：修房顶的时
候，～把门窗也修一修。

E连…带…E lian···dai··· o 表示前后两项包括
在一起：～本～利｜～车～牲口都借来了｜～老

～小一共去了二十三个。＠表示两种动作紧
接着，差不多同时发生z ～说～唱｜～滚～爬｜
～蹦～跳。

E连裆裤】 liandangku l萄＠裆里不开口的裤
子（对“开裆裤”而言）。＠见 199 页i穿连裆
裤］。

E连队】 liandui IEJ 军队中对连以及相当于连

的单位的习惯称呼。

E连番J I ianfan llW 连续数次：～上演｜～进攻｜

～提出建议。

E连根拔】 liang岳nba 圈比喻彻底铲除或消灭。

E连亘J liangen 画接连不断（多指山脉等）：山

岭～｜长城～万里。
E连贯苏联贯） lianguan ［量连接贯通z 长江大

桥把南北交通～起来了｜上下句意思要～。
E连锅端J I ianguoduan ［盈比喻全部除掉或移
走：据点的敌人，已经被我们～了｜整个单位
～，迁到外地去了。

E连合E lianhe 圈使相连而合为一体。

E连环J lianhuan O 圈一个套着一个的一串

王三



8四 I lion I 连

环z 九～。＠圃属性词。一个接着一个互相

关联的z ～计｜～画｜～债。

U奎环保E li6nhu6nb凸0 ~旧时官府统治人民

的一种手段，把住在一起的几个人或几户人家
组织起来，强迫他们相互监督，如果一人或一

家出事，其余各人或各家都得连带负责。
E连环画E I i6nhu6nhua 圈按故事情节连续排

列的许多幅画，一般每幅画都有文字说明。
E连柏al lianjia ~一种农具，由一个长柄和一
组平排的竹条或木条构成，用来拍打谷物，使
籽粒掉下来。也作槌棚。

E连脚裤E li6nji凸oku 圈婴儿穿的一种裤子，裤

脚不开口．包住脚底。
E连接】（联接） li6nji岳画＠（事物）互相衔接：
山岭～。＠使连接：～线路。

E连接号E li6nji岳hao 圈标点符号（ ），表示把

意义密切相关的词语连成一个整体。
E连结l lianjie 见 810 页1联结lo

E连襟】 I ianjln c～儿）圈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

丈夫之间的亲戚关系：他是我的～｜他们是同

事又是～。
位裤袜l liankuwa 圈供女性配裙装穿的连
腰的袜子。也叫裤袜。

E连累E lian·lei ［动。因事牵连别人，使别人也受
到损害：一家失火，～了邻居｜一人做事一人
当，决不～大家。

E连类E lianlei E顽把同类的事物连在一起＝～

而及。

E连理】 lianli ＜书〉＠画不同根的草木枝干连

生在一起，古人认为是吉祥的征兆z ～枝｜嘉禾
～。＠圈连生在一起的枝干，比喻恩爱夫妻：

结为～。
E连理枝】 lianlizhi ~枝干合生在一处的两棵

树，多比喻恩爱夫妻。

E连连E li6nli6n E到表示连续不断：～称赞｜爷
爷～点头。

E主忙E lianmang 圃赶紧；急忙z 老大娘一上

车，乘客就～让座。

三重量 E连抉E lion『nei 见 810 页【联抉l 0 

矗三言 E连绵】（联绵） li6nmi6n 画（山脉、河流、雨雪
等）接连不断z ～起伏｜阴雨～｜～不断的思绪。

E连年l liannian 圈接连许多年·～大丰收。

E连篇】 lianpian 圈。（文字）一篇接一篇：～

累牍。＠充满整个篇幅g 白字～。
性篇累牍l lianpian leidu 形容叙述的篇幅过
多、过长。

E连翩E lianpian 见 810 页I联翩lo

E连翘E li6nqi6o 圈落叶灌木，叶子卵形或长

椭圆形。先开花后长叶，花黄色，供观赏。果

实叮入药。

E连任E li6nren 晴连续担任（同一职务）：连选

～｜～两届工会主席。

E连日】 li6nri 圈接连几天：暴雨～｜～赶路｜这

个车问～超产。
E连射】 li6nsh岳画用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

等自动武器进行连续射击。
E连声E li6nsh岳『ig G司一声紧接一声z ～称赞｜

～答应 1～呼救。

E连锁l li6nsu6 圈属性词。一环扣一环，像锁

链一一样连续不断的：～反应｜～商店。
U奎锁店】 li6nsuodian ~一个公司或集团开
设的经营业务相关、方式相同的若干个商店。

E连锁反应】 liansu凸 fanying 0 物理或化学

上指由某一反应引起的相关事物的一连串的
反应。＠比喻若干个相关的事物，只要一个

发生变化，其他都跟着发生变化z 商品市场扩
大了，就会引起工业生产的～。

E连台本戏E li6nt6i-b品nxi 分好多次演出的很

长的本戏，每次只演一两本。
E连体l liantT 圈属性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人体或物体连在一起的z ～婴儿｜～别墅。

E连天J li6ntian 闹。接连几天：～阴雨｜～赶

路。＠连续不间断z 叫苦～。＠形容远望山
水、光焰等与天空相接：湖水～｜芳草～｜炮火～。

E连通】 liantong 圈接连而又相通：大海和大

洋是～的｜住宅区四周有道路～。
E连通器】 I iantongq i ~底部彼此连通的容
器，同一种液体在连通器里液面永远保持相同

的高度。
E连同】 li6nt6ng ~主l 连；和：货物～清单一并送

去｜今年～去年下半年，公司盈利几十万元。
E连雾】 li6nwu 同“莲雾气

E连线】 li6n;;xian 画通过电话等联系对方，进

行交流．～当事人｜～事发现场记者。
E连写E li6nxi岳画＠指汉语用拼音字母注音

或拼写时把每一个复音词的几个音节连起来

写，如“r自nmfn （人民）、 tu己 1ajTC拖拉机）”。＠

书写时笔画之间连续不断。
E连续l 1 ianxu [1jlj] －个接一个g ～不断｜～十年

无事故｜这个车间～创造了高产纪录。
E连续剧E lianxuju ~分为若干集，在广播电

台或电视台连续播放的情节连贯的戏剧z 广
播～｜电视～。

E连夜E lianve o 国当天夜里（就做）＝医护人
员～赶到现场抢救伤员。＠画接连几夜z 连
天～。

E连衣裙E lianyiqun IEJ 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

的女装。



E连阴天E li6nylnti6n 

气。

E 接连多日阴雨的天

E连阴雨E lianylny心~很多天连续不断的雨u
E连用】 li6nyong 层面＠连起来使用广‘俩”
（｜的〉和“个”这两个字不能～。＠连续使用＝
这把着帚～了三年还没坏。

E连载E 1i6nz凸l 画一个篇幅较长的作品在同
一报纸或杂志上分若干次连续刊载：小说～。

E连中三元］ li6nzhong-sanyu6n O 旧时指在
乡试、会试、殿试中接连考取解元、会元、状元。
＠比喻在三次考试或比赛中连续得胜，或在

一项比赛中连续三次取得成功。
E连轴转］ li6nzh6uzhu归国比喻夜以继日地
劳动或工作z 工作一忙，我们几个人就得～。

E连珠l li6nzhu ~连接成串的珠子，比喻连续
不断的声音等：～炮｜妙语～｜～似的机枪声！
捷报～似的传来。

E连属】 li6nzh心〈书〉画连接；联结＝两地～｜～
成篇。也作联属。

E连缀苏联缀） li6nzhui 画联结2 孤立地看，每
一个情节都很平淡，～在一起，就有趣了。

E连作】 li6nzuδ 画画在一块田地上连续种植同

一种作物。
E连坐】 li6nzuo ~面旧时一个人犯法，他的家
属、亲族、邻居等连带受处罚。

，也A … lion o 怜悯：可～｜～惜｜同病相
｜？（幡）～。＠爱：～爱｜爱～。
E怜爱l lian'ai 圈疼爱z 这孩子胖胖的、大眼
睛，真叫人～。

E怜悯E li6nmin 型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z
～之心 l我不需要别人的～，只希望得到大家的
理解。

E怜贫惜老】 li6npin-xll凸o

贫lo

见 1400 页［惜老怜

E怜惜】 li6nxl R事l 同情爱护z 决不～恶人。
E怜香情玉l li6nxiang-xlyu 指男子对女子非
常温存、体贴、爱护（香、玉z借指女子）。

E怜恤l li6nxu 画怜悯：孤寡老人得到四邻的
～和多方面的照顾。

帘 lion c～儿）＠用布做成的望
（＠策）子z 酒～。＠圈用布、竹子、苇

子等做的有遮蔽作用的器物．竹～｜窗～JL I 门
～儿。

E帘布l lianbu 圈轮胎里面所衬的布，作用是
保护橡胶，抵抗张力。也叫帘子布。

E帘子E li6n•zi 圈帘②：竹～ l 窗～。
莲干 lion 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

（建）在浅水中，地下茎肥大而长，有节，
叶子圆形，高出水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

连怜帘莲涟槌联 lion 809 

香气。地下茎叫藕，种子叫莲子，都可以吃。
也叫荷或芙蓉。＠指莲子z 建～（福建产的莲
子）｜湘～（湖南产的莲子）曰 0 Clio川圈姓。

E莲步l lianbu ＜书〉圈指美女的脚步．轻移～。
E莲菜l li6ncai ＜方〉圈用作蔬菜的藕。

E莲房l li6nf6ng （书〉圈。莲蓬。＠指僧人
的居室。

Z莲花E li6nhu6 圈。莲的花。＠指莲。

E莲花白］ I i6nhu6b6 i （方〉圈结球甘蓝。
E莲花落l li6nhualao 圈曲艺的－种，用竹板

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
子做衬腔或尾声。

E莲藕】 lion ＇凸u ~o 指莲的地 t茎和地下茎：
～同根（比喻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指藕2

种植～。
E莲蓬l li6n•peng 圈莲花开过后的花托，倒圆

锥形，里面有莲子。

E莲蓬头】 I ion· pengt6u ＜方〉圈喷头，因形状
略像莲蓬，所以叫莲蓬头。

E莲蓉］ li6nr6ng 圈莲子煮熟晒干后磨成的

粉，用来做糕点的馅JL ：～月饼。

E莲台l li6nt6i 圈莲座②。

E莲雾J li6nwu 圈。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

花臼色，果实钟形或梨形，粉红色至鲜红色，可
以吃。原生长在马来半岛。＠这种植物的果
实。｜｜也作连雾。

E莲心】 li6nxln 圈。莲子中的胚芽，绿色，有

苦昧，可入药。＠〈方〉莲子。
E莲子】 li6nzi ~莲的种子，椭圆形，当中有绿

色的莲心，肉呈乳白色，可以吃，也可入药。
E莲座】 li6nzuo 圈＠莲花的底部，呈倒圆锥

形。＠佛像的底座，多呈莲花形。

注去干－－~ lion ＜书〉＠风吹水面所形成的
优（油）波纹2 ～涡。＠泪流不断的样子z
～洞｜泣涕～～。

E涟涌l lion ’在r （书〉圆形容涕泪交流。

E涟满E li6nyl ＜书） IEl 细小的波纹：微风吹过，
湖面上泛起层层～。

、 1 ，中 li6n 见 809 页I桩榈lo
4定（槌）

见 839 页1榴槌］。槌2 （槌？ lion 

E槌柏D] li6nji6 同“连伽”。

联叫 lion o 联结；联合2 ～盟｜～系｜
（聊）～络 1 ～欢 1 ～名｜三～单。＠对

联2 春～｜挽～。 o (Lian）圈姓。
E联办】 li6nban 画联合办理；联合举办：本届
画展由文化局和美术学院～。

E联邦】 li6nb6ng 圈由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行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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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有国、邦、州等不同名称）联合而成的

统一国家，各行政区域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机
关和政府，联邦也有统一的宪法、立法机关和
政府。国际交往以联邦政府为主体。

E联保E lianb凸o 圈若干家商店或维修点对同
一厂家的产品联合保修。

E联播】 lianbo 画若干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同时

播送或转播（间一节目）：新闻～。

E联产E li6nchan 画面＠跟产量相联系＝～承

包。＠联合生产z 实行～联销。
E联H昌E lianchang 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连

接着演唱或一个人、一个合唱队连着演唱两个
以上的歌、曲牌等z 诗歌～。

Z联程.l li6nch岳ng 国＠使需经一次或几次中
转的行程在时间安排上彼此衔接（多指乘坐同
种类型交通工具）：～机票｜中转～。＠指两
个以上的异地电脑程序，通过互联网连接工

作z ～办公。

E联电E li6ndian l到联合通电，联名拍发宣布
政治上某种主张的电报。

E联动E li6ndong 圈若干个相关联的事物，一

个运动或变化时，其他的也跟着运动或变化z

空调降价可能产生～效应。
E联防］ li6nf6ng 圈＠若干组织联合起来，共

同防御、防范z 军民～｜治安～。＠球赛中的
联合防守。

E联贯E lianguan 见 807 页［连贯lo

E联合E lianhe o 圈联系使不分散g结合z 全

世界无产者，～起来！＠圈属性词。结合在

一起的；共同＝～收割机｜～声明｜～招生。＠
医E 两块以上的骨头长在一起或固定在一起，
叫作联合，如耻骨联合、下颁骨联合等。

E联合国】 Li6nhegu6 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于 1945 年成立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美国

纽约。主要机构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秘书处等。其主要宗旨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

主 进经町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是联合
国创始会员国之一。

E联合收割机E I i6nhe shoug岳jT 收割农作物的

联合机，能同时完成多种工作。也叫康拜因。
E联合战线l li6nhe zhanxian 统一战线。
Z联合政府E 1 i6nhe zhengf心两个或两个以上
党派联合组成的政府。

E联欢］ li6nhuiin 圈（一个集体的成员或两个

以上的集体）为了庆祝或加强团结，在一起欢
聚g ～会｜军民～。

E联机E li6njT ~量指某台计算机与网络或其他
计算机相连接，也指把一部设备（如打印机）与

计算机相连接，并在其控制下运行。

E联建E lianjian 画画联合建造；联合建设z 集资
～教师住宅。

E联接］ li6nji岳见 808 页I连接］。

E联结】（连结川i6nj ie 圃结合（在一起）：画一

条直线把这两点～起来｜锦州是～东北和华北
的战略要点。

E联句E li6nju 圈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两人或
多人各做一句或两句，相联成篇（多用于宴席
及朋友间酬应）：～赋诗｜即景～。

E联军】 li6njun 圈由两支或两支以上的武装
组织联合而成的军队z 东北抗日～。

E联络】 lianluo ~彼此交接s接上关系z ～员｜

～站｜失掉～｜～感情｜他～了一些人办了一个
读书会。

E联抉】（连抉） li6nmei ＜书〉［剥于拉着手，指一
同（来、去等）：～而往｜～而至｜～登台献艺。

E联盟E li6nmeng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为了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

反法西斯～。＠指个人、集体或阶级的联合
体：工农～。

E联绵E li6nmi6n 见 808 页I连绵］。

E联绵词】 li6nmi6nci 函指双音节的单纯词，

包括，a）双声的，如“仿佛、伶俐”ω 叠韵的，如

“阑干、逍遥飞c）非双声非叠韵的，如“蛐姻、玛

瑜”。旧也叫联绵字。
E联绵字】 li6nmi6nzi 圈联绵词的旧称。

E联名】 li6nming 画由若干人或者干团体共同

具名 z ～发起｜～写信。
E联翩】（连翩） li6npiiin 圃鸟飞的样子，形容连

续不断：浮想～｜～而至。
E联勤】 li6nqin 圈指军队诸军种间联合组织
的后勤保障。在统一领导下，将各军兵种的后
勤保障力量进行整合，以适应不同规模、不同

区域联合作战的需要。
E联赛E ii6nsai 圈（在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
中）三个或三个以上同等级的球队之间的比

赛2 全国足球甲级～。
E联手】 li6nshou 画联合；彼此合作z 十多位
科学家～进行实地调查｜这部电视剧由两家电

视台～摄制。

E联署】 lianshu 圈联合签署（姓名、名称）：此

项提案有二十余人～｜公告由三部委～发布。
E联通E li6ntong 画互相联系相通z 网络～｜信

M ~ a 之」＇ 0 

E联网］ li6n11wang 画供电网络、电信网络、计
算机网络等同类的网络之间互相连接，形成更

大的网络z ～发电｜计算机～。
E联席会议E lianxi huiyi 不同的单位、团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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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彼此有关的问题而联合举行的会议。 ｜岛生 li6n 圈链鱼，体侧扁，鳞细，背部
E联系E li6nxi 圈彼此接上关系2 ～人｜保持 l 地（艘）银灰色，腹部白色，是我国重要的
～ i理论～实际｜密切～群众｜以后多写信，不要｜ 淡水鱼。也叫屿（ xu）。

失掉～。 ｜守国E Lian O 潦江，水名，在江西。＠函姓。
E联想E lianxi凸ng 圈由于某人或某事物而想 I~

起其他相关的人或事物；由于某概念而引起其｜日应 lian 小腿的两侧z ～骨 l～疮。
他相关的概念z ～丰富｜看到他，使我～起许多 l m怵
往事。 ！后醋E h占 ,.,,._ • _,_ I i6n ＠镰刀：~

E联销E lianxiao 圈联合销售z 联队。 ！哪（镰、饰、辘）～l开～i挂～。＠
E联谊】 lianyi 画画联络友谊z ～会l～活动。 I c Lian）圈姓。
E联姻】 lianyln 圈。两家由婚姻关系结成亲 IC镰刀E li6ndao 圈收割庄稼和割草用的一种

戚。＠比喻双方或多方联合或合作z 企业和｜ 农具，由刀片和木把构成，有的刀片上带小锯
科研机构～，开发新的产品。 | 齿。

E联营E lianying 画联合经营·～企业｜这个煤
矿由三个县～O

E联运E lianyun 画不同的交通部门或分段的
交通路线之间建立联系，连续运输，旅客或托
运者只要买→次票或办一次手续，如水陆联
运、国际联运等。

E联展E I i6nzh6n rnID 联合展览或展销 z 书画～｜

老年用品～。
E联属E lianzhu 同“连属”。

E联缀l lianzhui 见 809 页I连缀1。

Z联宗E lion矿zong ~副同姓不同宗族的人互相
承认同属－个宗族z 他们联了宗，以兄弟相称。

涟… lion 川1 页i酬。
（槌）
廉干干 lion o 廉洁z 清～｜～

？廉、养廉） 耻。＠（价钱）低；便宜z
f民～ l价～物美。 8 CLi6n）圈姓。

E廉耻E lianchi 圈廉洁的操守和羞耻的感觉z

不顾～。

E廉价E lianjia 圈价钱比→般的低z ～书｜～出
售｜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其实很～。

E廉洁］ li6叫 l自固不损公肥私；不贪污2 ～奉

公i 刚正～。
E廉明E lion『ning E回廉洁而清明z 为官～｜～
公正。

E廉正E lianzheng ~廉洁正直z ～无私。

E廉政E lianzheng 圈使政治廉洁z ～爱民 l～

措施｜搞好～建设。

E廉直E lianzhi （书〉庄园廉正 2 ～之士。

E廉租】 li6nz0 圈以低廉的价格出租。
E廉租房E li6nzuf6ng ~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而建的普通住宅，由政府出资建
房或利用腾退的旧公房，以较低租金租给住房
困难户，或给他们发放租金补贴。

碟 lion ＜书〉一种磨刀石。
另见 1040 页 qiano

镰 lion

囊 lian

道（嗨）

见378 页I萤嫌t

〈书〉形容须发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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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 古代宗庙盛君在穰的器具。

之＊ lion o ＜书〉收起；收住z
政（敏、嗽）～容｜～足。＠〈书〉约
束z ～迹。－~收集；征收z ～钱｜横征暴～！
把工具～起来。

E敛步】 lianbu ＜书〉画收住脚步，不往前走。

E敛财E I I凸n;;c6i ~ 搜刮钱财。

E敛迹】 lianji ＜书〉画＠隐蔽起来，不敢再出

头露面z 盗匪～｜～潜踪。＠约束自己的言

行z 屏气～。＠退隐：～山林｜～避贤。
E敛钱】 Ii凸n;;qi6n 画向大家收取费用或捐款2

～办学｜非法～｜敛了一笔钱。
E敛任E lianren ＜书〉圈＠整整衣襟，表示恭

敬：～而拜。＠指妇女行礼。也作检枉。
【敛容］ li6nr6ng ＜书〉圈收起笑容p脸色变得

严肃：～正色。

E敛足l lianzu ＜书〉圈收住脚步，不往前走。

日鸟”A ian 圈＠头的前部，从额到下
脏（滕）巴：圆～｜洗～。＠（～儿）某些物
体的前部z 门～儿｜鞋～儿。＠情面；面子：丢
～｜不要～。。（～JL）脸上的表情：笑～儿！把
～一变。

E脸蛋JLl liandanr ~脸的两旁部分，也泛指脸
（多用于年幼的人）：小姑娘的～红得像苹果。
也说J脸蛋子。

【脸红】｜陆n;;h6ng 国国指害躁．说这话也不～？

【脸红脖子粗】 lian hong b6· zi cu 形容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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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怒或激动时面部颈部红涨2 一点儿小事，何
必争得～的。

E脸颊】 Ii凸njia 圈脸的两旁部分2 红润的～｜汗

珠子顺着～直往下淌。

E脸面E lianmian 圈。脸①：～消瘦。＠情
面；面子·看我的～，不要生他的气了。

E脸庞E lion pang 圆脸盘JL ：鸭蛋形～。

E脸盘JL】 lianpanr IEJ 指脸的形状、轮廓·圆

～｜大～。也说脸盘子。

口金皮】 lionpi 圈＠脸上的皮肤z 白净～｜黑黄
的～。＠指情面：撕破～。＠指羞耻的心理，
容易害羞叫脸皮薄，不容易害羞叫脸皮厚。

【脸谱】 lianpu 圈戏曲中某些角色（多为净角）
脸上画的各种图案，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特

征。
E脸谱化E lianp曲ua 画指在文艺作品中，按照
某个固定模式塑造人物，从而使人物失去个

性，脱离生活。

E脸热） Ii凸n;;re 匾。脸上发热，指害腺：她听
大娘说要给她介绍对象，觉得有些～。＠过分
重情面：他～，好Ch凸o）说话。

E脸软JI的n;;ruan ~过分重情面g 他一向～，

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要求。
E脸色J lianse 圈。脸的颜色：～微红｜～灰
白。＠脸上表现出来的健康情况；气色2 经过
几个月调养，他的～比过去好多了。＠脸上的

表情：～温和｜～阴沉｜一看他的～，我就知道
准是有什么好消息。

E脸膛JLl liantangr ＜方〉圈脸①：四方～｜～
晒得黑黑的。

E脸形J lianxing IEl 脸的形状z ～端正｜长方

~ 。

E脸型J I ianxing IEl 脸的类型：姐妹俩的脸形

一个较圆，一个较方，属于不同的～。
E脸子J lion· zi ＜方〉圈＠容貌（多指美貌，用
于不庄重的口气）。＠不愉快的脸色：他不会
给你～看的。＠情面g面子z 他是要～的人，不

能当着大伙儿丢这个丑。

检（橡） lian 见下。

E检任】 I i凸nren 同“敛枉”②。

支仨 ．．伞 I i凸n 见 25 页【白主l( l 0 

1©(（蔽）

、

lian （划与）

1注企‘ , • lion ＠〈书〉白绢 z 江平如～。
琼（媒）＠画把生丝煮熟，使它柔软洁

臼 z ～丝。＠画练习；i)/I练：～兵｜～功夫！～

毛笔字。＠经验多；纯熟z 老～｜干～｜熟～。
0 CLian）圈姓。

E练笔】 lian;;bT 圈＠练习写作。＠练习写字

或画画儿。
E练兵J lian;;blng 圃＠训练军队。＠泛指训

练各种人员 z 乒乓球队正抓紧赛前～。

E练达J lianda ＜书〉圈阅历多而通达人情世

故·～老成。
E练队】 lian;;dui 国参加游行或检阅之前练习

队形、步伐等。
E练功J lian;;gong 圈训练技能；练习功夫，有

时特指练气功或武功＝～房｜演员坚持～｜练过
几年功，有两下子。

E练家子】 lianjia· zi ＜口〉圈会拳脚功夫的人。
E练手】 lion;; sh凸u （～儿）画练习做活儿技

能z 初学裁缝，先做点儿小孩儿衣服练练手。

E练摊】 lian;;tan c～儿）〈口〉圈摆摊儿做生意

（含诙谐意）：在集贸市场～｜练了几年摊儿，稍

稍有了点儿积蓄。

E练武】 1 ianwu mill 0 学习或练习武艺：～强
身。＠学习或练习军事技术2 民兵利用生产

空隙～。
E练习E lianxi O ［却反复学习、实践，以求熟
练：～心算｜～写文章。＠画为巩固学习效果

而安排的作业等：～题｜～本｜做～｜交～。

品企山 ~ lion o 圈用加热等办
脉（燥、钢）法使物质纯净或坚韧z ～
铁｜～钢｜～乳｜猪油～过了。＠圈烧2 真金不

怕火～。＠用心琢磨，使词句简洁优美z ～

字｜～句。 o CLian)IEJ 姓。

E炼丹J lian;;dan 画道教徒用朱砂炼药。

E炼焦J lian;;jiao 晴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经

高温加热，使煤分解，得到焦炭、煤气、煤焦油
等。

E炼句J lianj1；』画写作时斟酌语句，使简洁优

美：要写好文章，还须炼字～。

E炼手Ll lianr心画一种乳制品，用鲜牛奶或羊

奶经消毒浓缩加糖制成，可贮存较长时间。

E炼油E lian;;y6u 圈。分馆石油。＠用加热
的方法从含泊的物质中把油分离出来。＠把
动物油或植物油加热使适于食用。

E炼狱E lianyu 圈＠天主教等宗教指人生前
罪恶没有赎尽，死后灵魂暂时受苦的地方。＠
比喻人经受磨炼的艰苦环境。

U东市tll lianzhi mill 提炼制造z～焦泊。

E炼字J lianzi 属国写作时推敲用字，使准确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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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市专 ιt lion o 恋爱：初～｜失～｜～人。｜ 并放出两到三个中子，这些中子再打入其他铀
似（德）＠的砾，不忍分离：留～｜～｜ 酬的原子核，又引起裂变，这种连续不断的
家｜～～不舍。 8 Clian）圈姓。 | 核反应叫链式反应。链式反应能产生巨大的

E恋爱E I i巾’ ai o rnlll 男女互相爱慕z 自由～。｜ 能量。＠由于一个单独分子的变化而引起一
＠圈男女互相爱慕的行动表现：谈～。 | 连串分子变化的化学反应，如燃烧过程、爆炸
配时 lia呼函表达爱情的歌曲。 | 过程。｜｜也叫连锁反应。＠由少数光子引起
E恋家E lian11 jia 圈舍不得离开家2 这孩子～，｜ 许多原子辐射的过程。
不愿意到外地去。 I （链条E I iant i6o IEl 0 机械上传动用的链子。

E恋旧l lianiiu ［到怀恋往日的生活或熟识的人｜ ＠〈方〉链子①。
和事物。’ I （链短l liantlng 圈分子中碳原子排列成链状

E恋恋不舍】 lianlian-bush岳形容舍不得离开， I 的碳氢化合物，如丙炕（分子中的三个碳原子
孩子们～，抱住他不放他走。 | 排成链和。

E恋慕E Ii an mu 圈眷恋；爱慕z ～之情。 E链子】 lian·zi 固＠用金属的小环连起来制成
（~~l liannian 画眷恋思念＝～的心情 l侨胞｜ 的像绳子的东西 z 铁～。＠〈口〉自行车、摩托
们～着祖国。 | 车等的链条。

E恋情l lianqing 圈。依恋的感情：他对母校
的房屋、树木、水塘有了故乡一样的～。＠爱
恋的感情s爱情：两个人的～已到如胶似漆的

程度。
E恋群】 lianqun 圃舍不得离开群体z 狲猴～｜
他从小～，出门在外，时常怀念家乡的亲友。

E恋人E lianren 圈恋爱中男女的一方：一对
~ 。

E恋童癖E liant6ngpi IEl 以儿童为对象获得性
满足的一种变态癖好。

E恋战】 lianzhan 圈马舍不得离开马棚，比喻
做官的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职位。

E恋战E lianzhan 圈贪图获得战果，舍不得退

出战斗（多用于否定式）：无心～。

部rl lion 酬。CPinglian），地名，在江苏。
l'l"!J 另见 806 页 Li 。

τ九 .• lion 把死者装进棺材2 入～｜成

究室（殊）～l装～｜～葬。
链 ion O 川圈链子2

（链、鲸） 锁～｜铁～儿｜怀表的～儿断
了。＠圈英美制长度单位，1 链合20.1168
米。＠圈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1 链

等于 1/10 海里，合 185.2 米。

E链轨E liangui 圈履带。

E链接E lianji岳画指在计算机程序的各模块之
间传递参数和控制命令，并把它们组成→个可
执行的整体的过程。新闻～。

E链球E lianqiu 圈。田径运动因赛项目之一，
运动员两手握着链球的把手，人和球同时旋
转，最后加力使球脱子而出。＠链球运动使
用的投掷器械，球体用铁或铜制成，上面安有

链子和把手。
E链式反应E lianshi-f也『iying 0 铀、坏等重元

素的原子核受中子轰击时，裂变成几个碎片，

琼 lion ＜书〉一种玉。

楝 lion 圈楝树，落叶乔木，叶子毡，小叶
卵形或披针形，花小，淡紫色，果实椭圆形，

褐色。木材可以制器具，种子、树皮、根皮都可
入药。

激（激） lion 见下。

E激滞】 lianyan ＜书＞ ~O 形容水波流动z 湖

光～。＠形容水满或满而溢出：金i尊～。

鲸 ion 函件阳。
（棘）

, 
liang ＜ ~I尤）

良 li6ng 0 圈好z 优～｜～好｜善～｜～药｜
消化不～。＠善良的人：除暴安～。＠

〈书〉圃很z ～久｜用心～苦｜获益～多。＠
(Li6ng)[EJ 姓。

E良策E li6ngce 圈高明的计策；好的办法z 别

无～。

E良辰E ii6ngchen IEJ O 美好的日子．～吉日。
＠美好的时光：～美景。

E良方］ li6ngfang 画好的药方，多比喻好的办

法：救急～。

E良好】 li6ngh凸o 圃令人满意；好z 手术经过

～｜养成讲卫生的～习惯。
E良机J li6ngjl 画好机会：莫失～。

E良家】 I i6ngj ia !Bl 清自人家＝～妇女卜’子弟。

E良久］ li6ngj的〈书〉圈很久z 沉思～。

E良民E li6ngmin 圈。 l日时指一般的平民（区
别于“贱民勺。＠旧时指安分守己的百姓。

E良人l li6ngren 圈＠古代女子称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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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指普通百姓（对“奴、姆”而言）。
E良师益友】 I i6ngsh i-yiyou 使人得到教益和帮
助的好老师、好朋友。

E良田E li6ngti6n 圈肥沃的田地z ～千顷｜荒

漠变成～o

E良宵E li6ngxiao ＜书〉圈美好的夜晚z 大家

欢聚一堂，共度～o
E良心E I i6ngx in !Bl 本指人天生的善良的心
地，后多指内心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认识，特别

是跟自己的行为有关的z 有～｜说～话！～发
现。

E良性］ li6ngxing E回属性词。＠能产生好的

结果的z ～循环。＠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的z

～肿瘤。
E良性肿瘤】 li6ngxing zhongliu 肿瘤的一种，

周围有包膜，生长缓慢，细胞的形状和大小比
较规则，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界限明
显，在体内不会转移。如脂肪瘤、血管瘤等。

E良言E li6ngy白n 画有益的话；好话：～相劝l
金玉～。

E良药l liangyao 画好的药，多用于比喻：对

症～｜～苦口利于病。

E良秀不齐l li6ngy6u-buqi 指好的坏的混杂在

一起（芳：狗尾草，比喻品质坏的）。
E良缘l li6ngyu6n 圈美好的姻缘z 喜结～o

E良知l li6ngzhi IEJ 良心：～未泯i唤起～。
E良知良能】 li6ngzhi li6ngneng 我国古代唯心

主义哲学家指人类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

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

E良种】 li6ngzh凸ng 圈家畜或作物中经济价值

较高的品种。
E良洛文化l Li6ngzhu w岳nhua 我国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一种文化，距今5 200 4 200年，因

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清镇而得名。出土的
大量玉器纹饰精细，技艺高超，手工业、农业的
分化己｜分明显。

f良 liang 〈书〉完美；良好。
~Jiang O 指薯度。 8 CLi6ng)IEJ 姓

另见 779 页的吨。

E丧纱】 li6ngsha 圈香云纱。

凉 、 Jiang O 圃温度低；冷（指天气
（谅）时，比“冷”的程度浅）：阴～l ～

水！过了秋分天就～了。＠圈形容灰心或失

望：听到这消息，他心里就～了。＠悲伤；愁

苦：凄～｜悲～。。冷落；不热闹 z 荒～｜苍～。
0 (Liang）圈姓。

另见 818 页 l iang 。

E凉白开E li6ngb6ikai !Bl 放凉了的白开水。

E凉拌l li6ngban 圈把凉的食品加调料拌和z

～粉皮｜黄瓜可以～着吃。
E凉冰冰】 liangbingbing C～的）~状态词。＠

形容物体很凉z 湿衣服贴在身上～的。＠形
容灰心或失望：听到落榜的消息，他心里～的。

E凉菜l li6ngcai 圈凉着吃的菜。

E凉碟E li6ngdie c～儿）圈冷碟。

E凉粉E Ji6ngf岳n C～儿）圈食品，用绿豆粉等制

成，多用作料凉拌着吃。
E凉’阳 Jiang· kuai O 圃清凉爽快g 下了一阵

雨，天气～多了。＠画使身体清凉爽快g 坐下
～～再接着干 l到树荫下～一下。

E凉帽】 li6ngmao 画夏天戴的遮挡阳光的帽
子。

E凉面E I i6ngm ian IEJ －种凉着吃的面条儿，煮
熟后过凉水，吃时加作料。

E凉棚l li6ngpeng 圈夏天搭起来遮蔽太阳的

棚。手搭～（把手掌平放在额前）往前看。也叫
天棚。

E凉薯E li6ngsh凸〈方〉圈豆薯。

E凉爽l li6ngshu凸ng 圈清凉爽快z 晚风习习，
十分～o

E凉水l li6ngshul 圈＠温度低的水。＠生

水。
E凉丝丝E liangsTsT c～的）圈状态词。形容稍

微有点儿凉：清晨的空气～的，沁人心肺。

E凉赠赠】 li6ngs6us6u C～的）~状态词。形

容有些凉z 早立秋，～；晚立秋，热死牛。
E凉台l li6ngt6i 圈可供乘凉的阳台或晒台。

E凉亭l li6ngting I写供休息或避雨的亭子。

E凉席l Jiangxi 圈夏天坐卧时铺的席，多用竹
箴、草等编成。

E凉鞋】 Ji6ngxie 圈夏天穿的鞋帮上有空隙，

可以通风透气的鞋。

E凉药E li6ngyao 圈一般指败火、解热的中药，

如黄连、大黄、黄苓等。
E凉意E Ji6ngyi 圈凉的感觉z 立秋过后，早晚
有些～了。

当牙东1 ，，~ li6ng O 圈水平方向的长条
开ξ （势非）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
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图见
370 页“房子”）＠圈通常也指擦z 正～｜二

～｜无～殿。＠桥：桥～｜津～。＠圈物体中
间隆起呈长条状的部分2 鼻～｜山～｜一道～。
＠（～儿）IBJ 器物上弓形的手提部分z 提～｜水

壶上的～儿折Cshe）了。
古侄1、2 Liang 圈＠战国时魏国迁都大梁（今

~ 河南开封）后，改称梁。＠朝代。 a）南朝
之一，公元 502 557，萧衍所建。参看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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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南北朝lo b）后梁。＠姓。
E梁上君子】 I iangshang-junz i 汉代陈定的家
里，夜间来了一个窃贼，躲在屋梁上，陈主主把他
叫作梁上君子（见于《后汉书·陈肇传》）。后来
就用“梁上君子’’做窃贼的代称。

E梁子E liang·zi 圈。〈方〉山脊。＠评书、大

鼓等曲艺中曲目的故事提纲。
12:::- 二、 liang 古代帽子上用来扎系的丝
句口鲸）带。
＋告 liang 见下。
’ I ／』、

E掠鸟E liangniao 圈鸟，种类很多，性喜群飞，
吃种子和昆虫，有的善于模仿别的鸟叫。如八

哥、灰掠鸟等。

企去t
幸尽（草京）
量 1 iang o [!iJj] 用尺、容器或其他作为标准

的东西来确定事物的长短、大小、多少或

其他性质z ～地｜～体温｜用尺～布｜用斗～米。

＠估量z 端～｜酌～｜思～。
另见 818 页 l iango 

E量杯） Ii白ngb岳i~ 量液体体积的器具，形状
像杯，口比底大，多用玻璃制成，杯上有刻度。

E量程E liangcheng 圈测量仪表或仪器所能测
试的各种参数的范围。

E量度E liangdu ~国测定长度、重量、容量以及
功、能等各种量。

E量规） li6nggul ~量具的一种，有两个测量
端，没有刻度，只能确认某些尺寸是否合格。
测量轴或凸形工件的叫卡（ k臼规；测量孔D~
或凹形工件的叫塞（ soi ）规。

E量角器】 I i6ngj iaoq i 圈量角度或画角用的器
具，一般是半圆形透明薄片，在圆周上刻着

。一180 的度数。

E量具J li6ngju 圈计量和检验用的器具，如尺

子、天平、量规、卡钳等。
E量瓶】 liangping 圈配制一定体积、一定浓度
的溶液所用的器具，形状像瓶，颈细长，用玻璃
制成，上面有刻度。也叫容量瓶。

E量器） li6ngqi ~测量重量、容积等的器具，如
量杯、量筒、量瓶等。

E量筒J li6ngtong 圈量液体体积的器具，呈直
筒形，多用玻璃制成，上面有刻度。

粮一 liang O 粮食：如口～｜～仓
（瞿）＠斥为农业税的粮食z 钱～ 1 公

～ l完～。 8 (Liang）圈姓。

E粮仓J liangcang 圈＠储存粮食的仓库。＠
比喻盛产粮食的地方。

E粮草E li6ngc凸o 圈军用的粮食和革料：兵马

未动，～先行。

E粮荒E lianghuang 南指粮食严重缺乏的现

象＝闹～U
E粮袜E li6ngmo 圈粮草：成群结队的大车装
着军火、～去支援前线。

E粮农） li6ngn6ng 巨型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

农民。
E粮食） li6ng•shi 圈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
类的统称。

E粮食作物E liang·shi zuowu 稻、小麦和杂粮
作物的统称。

E粮饷E li6ngxiang 圈旧时指军队中发给官、

兵的口粮和钱。
E粮钱E li6ngzhan 圈旧时经营批发业务的粮

店；存放粮食的货找。
E粮站J liangzhan 圈收购、调拨、管理粮食的

机构。

飞， liang ＠〈书〉谷子的优良品种的统称0
7民＠〈书〉精美的主食z 膏～｜～肉。＠

c Liang）圈姓。
E粱肉J liangrou ＜书）~指精美的饭食。
』视J. liang 函我国西北地区称条状的黄土山
’／自、！习。

踉 l问见川页【膨毗
•vc二另见 819 页 1ia吨。

v 
Ii凸ng （划尤）

两1 liang o ~一个加→个是两
（雨）个。“两”字一般用于量词和

“半、千、万、亿’市tr：～扇门｜～本书｜～匹马 1～

个半月｜～半儿｜～千块钱。面童’“两”和“二”用
法不全同。读数目字只用“三”不用“两”，如
“一、二、三、四”。小数和分数只用“二”不用
“两”，如“零点三（ 0. 刀，三分之二”。序数也只

用“二”，如“第二、二哥”。在一般量词前，用
“两”不用“二”。在传统的度量衡单位前，“两”
和“二”→般都可用，用“三”为多（“二两”不能说
“两两勺。新的度量衡单位前一般用“两”，如

“两吨、两公里”。在多位数中，百、十、个位用
‘二”不用“两”，如“二百二十二”。“千、万、亿”
的前面，“两”和“二”一般都可用，但如“三万二

千”、“两亿三千万”，“干”在“万、亿”后，以用

二”为常。＠［重双方＝～便｜～可｜～全其美｜
～相情愿。＠圈表示不定的数目，和“几”差
不多z 过～天再说l 我跟你说～句话。。
<Liang）圈姓。

两2 → H凸ng 画质量或重量单位，10
（雨）钱等于 1 两，旧制 16 两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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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1 两合 31.25 克，后改为 10 市两等于 1 市
斤，1 两合 50 克。

E两岸】 I i凸ng ’。n 圈。江河、海峡等两边的地
方。＠特指台湾海峡两岸，即我国的大陆和

台湾地区。
E两败俱伤E liangbai-jushang 争斗的双方都

受到损失。
E两边】 liangbian IEJ 方位词。＠物体的两个
勘L：这张纸～长短不齐。＠两个方向或地

方：这间屋子～有窗户，光线很好｜老大娘常常

～走动，看望两个外孙女儿。＠双方；两方面．

～都说好了，明儿下午赛球。
E两边倒】 I i凸ngbiandao 形容动摇不定，缺乏

坚定的立场和主张。
E两便】｜的ngbian 回＠彼此方便（多用作套
语）：您甭等我了，咱们～。＠对双方或两件

事都有好处：～之法｜公私～。
E两不找】 I i凸ngbuzhao 买货时货价与所付货
款相当或交换货物时价值相当，彼此不用找

补。
E两重天E H凸ngch6ngtian 比喻极大的差别或

截然不同的两种状况2 新旧社会～｜冰火～。
E两重性】 liangch6ngxing ~二重性。

E两党制E l陆ngd凸ngzhi ［萄某些国家两个主要

政党交替执政的制度。通常由在议会中，特别

是下议院中占有多数议席或在总统选举中获
胜的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党，组织内阁，行使统
治权。

E两抵】 I i凸『1gd1 rnw 两相抵消 z 收支～。

E两点论E l的ngdianlun 圈指辩证法的全面观

点，即全面地看问题，分清主次，不但看到事物
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看到事物的
现状，也要看到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E两个→百年】 I i凸咱 ge ylb凸i nian 指到 202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
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两个→百年”概括了这段时期内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E两广E Li凸ng Guang 圈广东和广西的合称。
E两汉l Li凸ng Han 庄重西汉和东汉的合称。

E两湖E Li凸ng Hu 圈湖北和湖南的合称。
E两回事】 I i凸nghuishi 指彼此元关的两种事

物z 善意的批评跟恶意的攻击完全是～。也说
两码事。

E两极E liangji 圈。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电极的阴极和阳极；磁极的南极和北极。＠

指两个极端或两个对立面：～分化。

E两江l Liang Jiang 圈清初江南省和江西省

合称“两江”，康熙后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
省，兰省地区仍沿称两江。

E两晋E Liang Jin 圈西晋和东晋的合称。

E两可】 H凸ngk岳函。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两者都可以 z 模棱～i这种会议参加不参加～。

＠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g两者都可能：行不
行还在～哪！

E两口JL] Ii凸ngk凸ur 圈两口子z 小～｜老～。

E两口子】 liangk凸u•zi IEl 指夫妻俩z ～和和美

美地过日子。
E两肋插刀E l的nglei-chadao 指为朋友敢于冒

险，甚至牺牲性命。形容重情义、讲义气。
E两手1J] liangli 圃两方面都得到便利或利益g

公私～ 1合则～，分则俱伤。
E两码事】 I 1凸ngmashi 两回事。

E两面l 1 iangm ion IEJ 方位词。＠正面和反

面：这张纸～都写满了字。＠两边②z ～夹
攻｜左右～都是高山。＠事物相对的两方面z

～性｜～讨好｜问题的～我们都要看到。
E两面光l liangmianguang 指两方面讨好g 他

说～的话是怕得罪人。

E两面派】 liangmianp<li 匾。指耍两面子法

的人，也指对斗争的双方都敷衍的人。＠指

两面手法z 耍～。

E两面三刀】 I i凸ngmian-sandao 指耍两面手

法：嘴甜心毒，～。

E两面性l Ii凸ngmianxing IEl 人或事物同时存

在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性质或倾向。

E两难］ I的『1gnan 回这样或那样都有困难z 进

退～｜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真是～。
E两旁】 liangp6ng 圈方位词。左右两边2 卫

队站在门口～｜马路～种着整齐的梧桐树。
E两栖］ Ii凸ngqi 圈＠可以在水中生活，也可以

在陆地上生活z ～动物 l水陆～0～作战。＠
比喻工作或活动在两种领域z 影视～明星。

E两栖动物E I i凸ngqi dongwu 脊椎动物的一

纲，通常没有鳞或甲，皮肤没有毛，四肢有趾，
没有爪，体温随着气温的高低而改变，卵生。
幼时生活在水中，用鲤、呼吸，长大时可以生活
在陆地上，用肺和皮肤呼吸，如青蛙、瞻除、蝶
鲸等。

E两栖植物］ Ii凸ngqi zhiwu 既能在陆地上生
长，也可以在水中生长的高等植物，如水寥、雍
菜、池杉等。

E两歧E liangqi ＜书〉圈（两种意见、方法）不统
－，有分歧s 办法应该划一，不能～。

E两i乞E I i凸ngqi 圈商业用语，指卖方已将货付

清，买方已将款付清，交易手续巳了 z 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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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两清E liangqlng 国借贷或买卖双方账目已｜ 和国民议会。

经结清：谁也不欠谁，咱们～了。 ｜【两造】 Ii凸ngzao 巨型旧时指诉讼的双方z ～具

E两全E I i凸ngqu6n r司顾全两个方面＝～其美｜｜ 结完案。
想个～的办法。 I ［两张皮】 I iangzhiingpi 比喻原本紧密关联的

E两全其美】 l的ngqu6n-qim岳i 做－件事顾全｜ 事物却相互脱离、各不相干的状况：不要把科

两个方面，使两方面都很好。 | 研和教学搞成～o
E两世为人E liangshi-weiren 指死里逃生，好 I J;:n:; ~ Ii凸ng 见 616 页【伎俩Jo
像重到人t ~ 11附（俩）另见 807 页 Ii 凸。

E两手E liangsh创懂I 0 C～JL）指本领或技能：｜去主」』 liang ＜方〉靠近水的平缓高地

有～川留工儿｜给大家告。＠指相对的两个｜两（雨）（多用于地名）：～塘｜沙～桐柏
方面的手段、办法等：为防不测做～准备。 | 广东）。

E两手折＼］ Ii凸ngshouzhuii 指对事物的两个方

面都要重视并且努力去做：经济建设和环境
保护～。

E两下子E I i凸ngxia·zi O 数量词。（动作）几次：

轻轻搔了～。＠圈指本领或技能z 别看他眼

睛不好，干活儿可真有～｜他就会这～，别的本事

没有。
E两限房，】 I i凸ngxianf6ng 圈指限制销售价格、

限制居住面积的l商品房。
E两相情愿E I i凸ngxiiing-qingyuan 双方都愿

意。也作两厢情愿。
【两厢E liangxiiing fEl 0 两边的厢房。＠两
旁z 站立～o

E两厢情愿E I i凸ngx iiing-qingyuan 同“两相情

愿”。

E两响E I i凸ngxi凸ng ＜方〉固双响。
E两小无猜E I i凸ngxi凸o-wucai 男女小的时候

在－起玩耍，天真烂漫，没有猜疑。
E两性E H凸ngxing 国＠雄性和雌性；男性和女
性z ～生殖。＠两种性质z ～化合物｜氨基酸
既有酸性也有碱性，它是～的。

E两性人］ Ii凸ngxingren 圈由于胚胎畸形发育
丽形成的具有男性和女性两种生殖器官的人。

E两性生殖E liangxing sh岳ngzhi 有性生殖。

E两袖清原\J liongxiu-qlngf岳ng 指做官廉洁。

E两样E liangyang ［固不一样；不同2 一样的客

人，不能～待遇｜他的态度前后～。
E两姨E I i凸ngyi 圃属性词。姨表z ～亲｜～兄

弟！～姐妹。

E两翼E liangyi fEJ 0 两个翅膀：鸟的～｜飞机
的～。＠军事上指部署在正面部队两侧的部

队，也泛指主体两侧的部分＝敌人的正面和～
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开发城区东西～。

E两院制E liangyuanzhi 画某些国家议会分设

两院的制度。两院议员一般都由选举产生并
定期改选，两院都有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权力，
但名称各有不同，如英国叫上议院和下议院，

美国、日本叫参议院和众议院，法国叫参议院

H两 l凸n 又向i
(P雨）司）旧也作嘀。

b司后 ian 〈书〉［重双，用于鞋袜：－

Z网（捅）～丝履｜绞袜一～。
祸（桶） liang 见下
E椭裆】 Ii凸ngdiing 圈古代指背心。

蜗 ion 见 13叫搁蜗1
（蜗）

魁一 liang 见口55 页隅。
（脑）

飞

liang （划尤）

？自‘ liang O 圈光线强：明～｜豁～！这盏灯
:JU 不～。＠圈发光：天～了｜手电筒～了一

下l屋子里～着灯光。＠圃（声音）强；响亮：
洪～｜她的歌声脆而～。＠圈使声音响亮z ～
起嗓子。＠圈（心胸、思想、等）开朗，清楚2 心

明 i［～｜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了。＠圈显

露：显示：～相｜把底儿～出来｜这种热带的蝙
蝠，一～翅膀足有脸盆大。＠圈（颜色）鲜明；
有光泽：鲜～｜这块布料的花色真～。＠
c Liang）圈姓。

匹克底l liang11di 圈。把底细公开出来z 别让

大家瞎猜了，你就～吧。＠显示出结局z 这场王三
围棋赛还没～呢。 主三

匹克点】 liangdian 圈。比喻有光彩而引人注主主

目的人或事物s 在全国排球联赛上，几位再度
出山的教练成为～ l作者亲笔签名的旧书是此
次拍卖会的～。＠比喻突出的优点：他的身
上有着许多～。

E亮度E liangdu 圈发光体或反光体使人眼睛

感到的明亮程度。亮度和所看到的物体的大

小、发光或反光的强度及距离有关。
匹克分E liang;;f岳n （～儿）圈进行某些比赛时，

评分的人亮出所评的分数2 请评委～儿 l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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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亮出各人打的分儿。

E亮光】 I iangguang c～儿）圈＠黑暗中的一点
或一道光 z 夜已经很深了，他家的窗户上还有

～。＠物体表面反射的光z 这种布有～儿。

E亮光光E I iangguangguang （～的）圈状态

词。形容物体光亮 z 一把～的镰刀。
E亮化E lianghua 圆使明亮起来z ～城市。
E亮话J lianghua IE 明白而不加掩饰的话：打
开天窗说～｜说～吧，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E亮剑J I iang;; j ion 擅自＠亮出宝剑，指应战z

面对强敌，敢于～。＠指展示实力：战略导弹
～阅兵式，令观众惊叹。

E亮晶晶E liangjlngjlng （～的） IIDl 状态词。形

容物体明亮，闪烁发光：～的露珠｜小星星，～。

【亮丽E liangli 圈＠明亮美丽z 色彩～｜～的
风景线。＠美好；优美：他的诗歌很有韵味，散

文也写得～。
E亮牌子E liang p6i·zi 亮出牌子，比喻说出名
字、表明身份等。

E亮JLl liangr 圈＠灯火2 拿个～来。＠亮光：
远远看见有一点儿～。

E亮色E liangse I写明亮的色彩，也用于比喻z

两个小演员的出色表演为该剧增添了不少～。
E亮问闪E liangsh凸nshan （～的）圃状态词。

形容问亮发光z ～的眼睛｜～的启明星。

E亮堂E liang·tang 匾。敞亮 g明朗：新盖的商

场又高大，又～。＠（胸怀、思想等）开朗；清

楚：经过学习，心里更～了。＠（声音）响亮：

嗓门儿～｜清清嗓子，唱～点儿。
E亮堂堂J liangt6ngt6ng （口语中也读 liang

tangtang) ＜～的）圈状态词。形容很亮z 灯

火通明，照得礼堂里～的。

E亮相J I iang;; x iang 画＠戏曲演员上下场时
或表演舞蹈时由动的身段变为短时的静止的
姿势，日的是突出角色情绪，加强戏剧气氛。

＠比喻公开露面或表演g 刚刚结束冬训的国
家女排，今晚在福建省体育馆首次～。＠比喻

主主 公开表示态度，亮明观点。
重量雪匹克眼人E liangyanr白n 圈盲人称眼睛看得见

的人。
E亮铮铮E liangzh岳ngzh岳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问光耀眼z 一把～的利剑。

，主 liang ＜书〉索取；求③。
’川、另见 694 页 jing 。

V占 中 liang E姐把热的东西放一会儿，
4尽「凉）使温度降低z 粥大烫，～ ～再
喝。

另见 814 页 li6吨。

恨 liang ＜书〉悲伤：～然

E恨恨J liangliang 〈书〉圆。悲伤才任惘。＠

形容眷念。
、＊立J liang o 体察；原谅2 ～解｜体～。
切飞（琼）＠画料想＝～不见怪 1～他不能
来。

E谅察J liangch6 r;!Jl ＜请人）体察原谅（多用于
书信）＝不当之处，尚希～。

E谅解E liangji岳阉了解实情后原谅或消除意

见：他很～你的苦衷 i大家应当互相～，搞好关

系。

辆← liang 制词：一～汽车 l一～
（辆）三轮儿｜一～坦克。

翻兢 liang ＜方〉晴漂亮；好看z ～仔｜
（吉克）～女｜生得好～。
另见 694 页 jing 。

E凯丽J liangli IIDl 漂亮；美丽z 扮相～｜～的容

颜。
E规女】 liangnu ＜方） [BJ 漂亮的女子（多指年

轻的）。
E舰仔】 liangzai ＜方〉圈漂亮的小伙子。

量 liang o 古代指测量东西多少的器物，
如斗、升等。＠能容纳或禁受的限度2 饭

～｜气～｜胆～｜力～。＠圈数量s数目 2 流～！
降雨～｜饱和～｜质～并重（质量和数量并重）。

＠估计；衡量：～力｜～入为出｜～才录用。
另见 815 页 li6ng0

E量变E liangbian !BJ 事物在数量上、程度上的

变化。是一种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质变的
准备。参看 1689 页【质变l 0 

E量词E liangci 圈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单位
的词，如“尺、寸、斗（ d凸川、升、斤、两、个、只、

支、ITT; 、件、条、根、块、种＜ zhong）、双、对、副、打
<da）、队、群、次、回、遍、趟 c tang ）、阵、顿”等。
量词经常跟数词一起用。

E量贩店J liangfandian ＜方〉（直以批量销售为
主的商店，价格多比一般零售商店便宜。

E量化J lianghua 圃使可以用数量来衡量z 评

定产品质量已经定出～标准。
E量力E liangli 圈衡量自己的力量z 度德～！～

而行｜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太不～了。
E量入为出E liangru-w岳ichu 根据收入的多少

来定支出的限度。
E量体裁衣】 I iangt i-c6 iyl 按照身材剪裁衣裳，
比喻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E量JfiJl I iangxing ~国法院根据犯罪者所犯罪
行的性质、情节，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以及认罪

的表现，依法判处一定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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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饥l li6ojl ＜书〉画解除饥饿；充饥。
U于效】 li6oxiao 圈药物或医疗方法治疗疾病

的效果z ～显著υ
[ff养】 li6oy凸ng 圈患有慢性病或身体衰弱的

人，在特设的医疗机构进行以休养为主的治
疗z ～院｜他在海滨～了半年。

[ff养院E li6oy凸ngyuan 圈专用于疗养的医

疗机构，多设在环境幽雅的地方。

[ff治l li6ozhi 圈治疗：～烧伤。

营… li6o 古书上指肠子上的脂肪。
（管）

聊1 li6o O ＜书〉依赖喇：～赖｜民不～
生。＠〈书〉圃姑且：～以自慰｜～备一

格。＠〈书〉圃略微：～表寸心。 o CLiao) 
圈姓。

聊2 li6o ＜口〉画闲谈：闲～｜～夭JL
咱们～～o

E聊备一格】 tiaobei-ylge

表示暂且用来充数。
E聊赖】 tiaolai 圈精神上或生活上的寄托、凭

借等（多用于否定式）：无～ l 百无～。

E聊且】 li6oqi岳〈书〉国姑且。
E聊胜于无】 1 iaoshengyuwu 比完全没有好一

点儿。
E聊天JLl li6o;;tianr ＜口〉画谈天：他一边喝
茶，一边和战士～）俩人聊了一会儿天儿。

E聊以】 li6oyT 国姑且用来：～充饥｜～御寒｜～

自慰。
E聊以自慰l ti6oyTziwei 
E聊以卒岁】 li6oyTzusui

容生活艰难，勉强度日。

僚 li6o O 官吏：官～＠同一官署的官
吏z 同～｜～属。

E僚机】 li6ojl 圈编队飞行中跟随长（ zh凸ng)

机的飞机或直升机。
E僚属l li6oshu 圈旧时指下属的官吏。
E僚友E li6oy凸u ［每旧时指在同一个官署任职

的官吏。
E僚佐】 li6ozu凸圈旧时官署中的助理人员。

窒息 li6o ＜书〉水清而深。

·~ 
守主r li6o 0 稀少2 ～落｜～若晨星，＠寂静2
＇？！？’寂～。＠〈书〉空虚；空旷z ～廓｜～无人
烟。 o CLiao）圈姓。

E寥廓】 li6okuo ＜书＞ lllil 高远空旷2 视野～ i～

的天空。
E寥寥E li6oli6o 圈非常少z ～可数｜～无几｜～

数语，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E寥落l li6oluδ 圈。稀少：疏星～。＠冷落；

姑且当作一种规格，

E量子l liangzT 圈在微观领域中，某些物理量
的变化是以最小的单位跳跃式进行的，而不是
连续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叫作量子。

由主亨 liang O 圈把东西放在通风或阴凉的地

町、方，使干燥：～干菜。＠圈晒（东西） :~ 

衣服｜海滩上～着渔网。＠画撇在…边不理
睬；冷落：他俩说个没完，把我～在一边。＠同
“凉”c liang）。 o (Liang）圈姓。

E晾晒E liangshai 圈把东西摊开让日光晒：～
粮食｜被褥要经常～。

E晾台E tiangt6i 圈＠楼顶上晾晒衣物或乘凉
的平台。＠阳台。

晚 liang Yl s20 页【喇喇）

踉 Jiang 见下。
）＞（另见 815 页 li6ng 。

E踉跄】（踉蹭） 11δngqiang 阉走路不稳：他～

了一下，险些跌倒｜那醉汉踉踉跄跄地走来。

王三

姑且用来安慰自己。
勉强度过－年。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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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6o 辽1 （邃）
、...，.. 2 ～ Liao f组＠朝代，公元 907
l1.. （邃） 1白，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
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38 年（一说 947 年）

改称辽。＠姓。
E辽阔E li6okuo E回广阔；宽广：～的土地｜～的

海洋！幅员～。
E辽远】 li6oyu6n

空 o
疗干 li6o 医治医～ I 1台

（燎）～｜电～｜～养o
[ff程E li6ocheng 圈医疗上对某些疾病所规

定的连续治疗的一段时间叫作一个疗程z 理

疗了两个～，腿疼就好了。

[ff法l li6of凸出~治疗疾病的方法：针灸～｜药
物～。

,, 

＜ ~I么）

远2 ～远｜～阔。

E园遥远2 ～的边疆｜～的天

liao c 妙！么）

li6o 



I s20 I 1ia。一 liao I 寥撩睐猿潦察燎缭撩燎鹅察惨了

冷清z 荒园～｜～的小巷。 | 白而自 liao 见 653 页【偶斜］。
E寥若晨星】 li6o「uochenxing 稀少得好像早｜京弓（号）
晨的星星。 ｜告盎 li6o 古代祭祀时盛肉的竹器。

争在 li6o 圈撩拨：～逗 1春色～人 1 一番话～｜却飞
1东得他动心了。 18理 liao 圈中医指骨节间的空隙（多用于穴

另见 819 页 I iao; 822 页 liao 。 ｜日~位名）。
E撩拨E I i白ob6 圈挑逗；招惹z 任你百般～，他

就是不动声色。

E撩动l liaodang 圈拨动；拂动z ～心弦｜微风

～着垂柳的枝条。

E撩逗】 liaodau 圈挑逗号招惹2 他生气了，别再

～他了。
E撩乱E liaoluan 见 820 页［缭乱lo

E撩惹E I i白or画画挑逗；招惹·他脾气暴，千万

不能～他。

嗦 li6o 见下。

E嚓亮】（嚓院） liaoliang E园（声音）清晰响亮：

歌声～｜阵地上吹起了～的冲锋号。

X齿 li6o 见下。
电V.J、

E猿牙E li6oy也圈露在嘴外的长牙z 青面～。

、 tt_ li6o 见下。

1刁飞另见 786 页｜凸Do

E潦草l liaoc凸o 圈＠（字）不工整z 字迹～。

＠（做事）不仔细，不认真z 浮皮～o

E潦倒E li6od凸o 圈颓丧g失意z 穷困～。

察 li6o ＜方〉圈小屋z 茅～｜竹～［茶～酒
肆。

居妻房】 li6of6ng 固。寺院里僧人的住房。＠

〈方〉简陋的住房。

嫖 li6o ＜书〉美好。

b亩 , ,_ li6o ＠缠绕z ～乱｜～绕。＠圃
凉（镣）缝纫方法，用针斜着也 ι绝LI 把
贴边～上。

E缭乱】（撩乱） liOOIL』an 圈纷乱： Nil花～｜心绪

~ 。

E缭绕l li6orao 画回环旋转z 白云～｜炊烟

～｜歌声～。

撩 li6o O ＜书〉屋檐＠用于地名 z 太平
～（在福建）。

燎 li6o 延烧；烧： ~~。
另见 821 页 liao 。

服泡E li6opa。因由于烧伤、烫伤或上火，在
皮肤或秸膜的表面形成的水瘾。

U奈原E li6oyu6n 圈（大火）延烧原野z ～烈火｜

星星之火，可以～。

" I i凸0 （纱｜么）

了1 Ii凸o o~ 完毕结束： ~itl ～账｜没完
没～｜一～百～｜不～～之｜这事儿已经～

啦！＠圈放在动词、形容词后，跟“得、不”连

用，表示可能或不可能：做得～｜来不～｜受不

～｜衣服干不～。＠〈书〉画完全（不）；一点儿
（也没有）·～不相涉｜～无惧色｜～无进展。＠
Cli凸O）圈姓。

了2 Ii凸O a ~· ＇～然｜～解｜
（＂＂撩）明～ l～如指掌。
另见 788 页·｜巳。“陈”另见 822 页 l l凸0 。

E了不得】 Ii凸o· bu· de 匾。大大超过寻常，

很突出 z 高兴得～｜多得～｜山沟里通了火车，
在当地是一件～的大事。＠表示情况严重，没
法儿收拾z 可～，他昏过去了！

E了不起】 I i凸o• buqT E回＠不平凡以优点）突

出：他的本事真～｜一位～的发明家。＠重大；
严重＝没有什么～的困难。

E了当】 Ii凸odang O 圈爽快：他说话脆快～。

＠圈停当；完备z 安排～｜收拾～。＠巨副处

理；了结（多见于早期白话）：自能～得来 l 费’了
许多手脚，才得～。

E了得】 I i凸o•de 圃＠用在惊讶、反谙或责备

等语气的句子末尾，表示情况严重，没法儿收

拾：听说他经常旷课，这还～！｜你这么小就不

学好，怎么～？＠不平常；很突出（多见于早期
白话〉：这个人武艺十分～。

E了断］ Ii凸oduan 画了结。

E了结］ Ii凸oji自圆解决；结束（事情）：案子已经

～i～了一桩心愿。
E了解］ Ii凸oji岳圈＠知道得清楚z 只有眼睛向

下，才能真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打听；
调查z 先去～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去

～一下。

E了局E I i凸oju 0 圈结束；了结z 后来呢，你猜
怎样～？｜事情弄得没法儿～｜不知何日～。＠
圈解决的办法g长久之it：你这病应该赶快

治，拖下去不是个～｜在那儿住下去，终久不是

~ 。

E了了】 I i凸ol泊。〈书〉圈明白；清楚z 心中～｜



821 巳生二巴J了钉毒草僚燎尬钉料撂廖廖

业：－1 2 liao ＠（～儿）圈材料；原料：木～｜燃
「丁 ～｜布～｜加～！备～｜资～。他是块运动员
的好～。＠圈喂牲口用的谷物：草～｜～

豆儿｜多给牲口加点～。－~用于中医配制丸

药，处方规定剂量的全份为一料：配一～药。
＠［量过去计算木材的单位，两端截面是一平

方尺，长足七尺的木材叫一料。
E料定l liaoding 画预料并断定2 我～他会来

的。
E料豆JLl liaodour l'81 喂牲口的黑豆、黄豆等，
一般煮熟或炒熟。也说料豆子。

E料度】 liaodu6 ＜书〉画料想揣度：前景难以

E料及l liaoji 

E料酒】 liaojiu r吕烹调时当作料用的黄酒。

E料王理】 liaon o 属国办理；处理z ～家务｜～后
事｜事情还没～好，我怎么能走。＠阉烹调制

作：名厨～。＠圈菜肴z 日本～｜韩国～。

E料器】 liaoqi ~l 指用玻璃的原料加颜料制成
的手工艺品。

E料峭】 liaoqiao

寒）：春寒～。
E料想、】 liaox1凸ng l到猜测（未来的事）；预料：
～不到｜他～事情定能成功。

E料子】 liao·zi 圈。衣料：一块衣裳～。＠

〈方〉特指毛料：穿着一身～中山装。＠〈口〉
比喻适于做某种事情的人才：不是搞科研的
～｜他是个下棋的～。

撂 liao <P> r~ O 叫：他～下饭碗，又
上工地去了｜事儿～下半个月了。＠弄fi!J : 

他脚下使了个绊儿，一下子把对手～在地上o @ 
抛；扔g 别把我们～在半路不管｜他出门在外，
把家全～给妻子了。

E撂地l liaodi ＜～儿）圈指艺人在庙会、集市、街
头空地上演出：～卖艺。也说撂地摊。

E撂地摊】 liao ditan 撂地。

E撂荒】 liao;;huang ＜方〉圈放荒①：减少～

面积。

E撂跤】 liao;;jiao ＜方〉画摔跤②。

E撂于】 liao;;shou 画不继续做下去；丢开：～

不管｜事情没有完，哪能就～？
E撂挑子l liao tiao·zi 放下挑子，比喻丢下应担
负的工作，甩手不干z有意见归有意见，决不能

-1.mr liao 
1,...-' ......... ~ 
r三乡

匠开 Liao
启F

不甚～。

E了却l liiioque 画了结3 ～一桩心事。
E了然l Ii凸oran 圆明白，清楚： 目～｜真相如

何，我也不大～。
[ r如指掌】 I i凸oruzhizh凸ng 好像指着自己的

手掌给人看一样，形容对情况非常清楚：他对

这一带的地形～。
E了事E I i凸011 shi 画使事情得到平息或结束
（多指不彻底或不得己）：含糊～｜草草～｜应付
～｜他想尽快了了（·｜的这件事。

E了无E liiiowu 画一点儿也没有：～睡意｜～痕

迹 11吉如冰雪，～纤尘。
E了悟】｜的owu （书〉［直领悟；明白：其中奥妙，
尚未～。

E了账】 I i凸o;;zhang

情：就此～。

了 Ii凸0 圈金属元素，符号 Ru。银专 （旬）灰色翩而脆存在于钳矿中，含
量极少。用来制耐磨硬质合金和催化剂等。

另见 821 页 liaoo

共幸r I i凸o 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王~互生，花多为淡红色或白色，结瘦果。种
类很多，常见的有寥蓝、水寥、王主草等。

另见 850 页 1u"

E寥蓝E l恼。Ian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红紫色，

叶子长椭圆形，干时暗蓝色，花小，淡红色，瘦
果黑褐色。叶子含蓝汁，可做蓝色染料，也可

入药。也叫蓝。
Jf路 I i凸0 （书〉明白；明了。
1/...1、

，回军 I i凸o 画挨近火而烧焦（多用于毛发）：火
为与飞苗一蹄，～了眉毛。

另见 820 页 l i600 

王三

〈书） f动］料想到2 中途大雨，原未

〈书〉圆形容微寒（多指春

挖土理＜ G岳｜恼。），地名，在山西。

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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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



一

I 822 I liao Ii自｜撩撩镣咧裂列劣冽剔

撩 l险。同‘职
另见 819 页 l的0;820 页 li600

睐 liao 酬望：在高处～着点儿。
另见 820 页 liao “了2 ”。

E隙哨E liaoshao ＠：国放哨z 巡营～。
E睐望E liaowang rnID O 登高远望z 极目～，海
天茫茫。＠特指从高处或远处监视敌情2 ～

哨｜海防战士～着广阔的海面。
E滕望日肖】 liaowangshao 圈观察哨。

镣 iao 脚镣： ~＃ 1铁～。
（镣）

E镣铐】 liaokao 圈脚镣和子铐，也比喻受到的

束缚、禁锢2 挣脱封建思想的～。

I ie c 为i廿）

咧 Ii岳见下。
J 另见 822 页 i币； 824 页•I ie" 

E咧咧E I i 岳I i岳见 239 页【大大咧朋~］、 870 页【骂

骂咧咧J。
【咧咧］ Ii岳· I ie ＜方〉［萄＠乱说；乱讲．瞎～什

么？＠小儿哭·别在这儿～了，快走吧！

v 
I ie C !171-lt) 

咧 Ii画画＠嘴角向两边伸展～着嘴笑l把
1 嘴一～。＠〈方〉说（含贬义）：胡～｜胡诠
八～。

另见 822 页 Ii 岳； 824 页·I 1e" 

E咧嘴】 I 1岛 zuT 画向两边延伸嘴角：跳牙～｜

咧开嘴笑起来。
裂 H岳〈方〉圈东西的两部分向两旁分开＝

衣服没扣好，～着怀。
另见 823 页 Ii 白。

I ie （划廿）

列 I i岳阳排列z 罗～ 1 ～队｜按清单上～
的一项一项地清点。＠圃安排到某类事

物之中：～入议程｜把发展教育事业～为重要

任务之一。＠行列z 出～｜前～。 ei.i 用于
成行列的事物：一～火车。＠类：不在此～。
＠各g众2 ～国 l ～祖～宗｜～位观众。＠
(Li占）圈姓。

uu兵E lieblng 函军衔，士兵的最低一级。

E列车E liech岳圈配有机车、工作人员和规定

信号的连挂成列的火车：国际～｜旅客～ I 15 

次～。

E列车员】 liech岳yuan 画在客运列车上服务的
工作人员。

E列岛1 lied凸o 圈群岛的一种，一般指排列成

线形或弧形的，如我国的澎湖列岛、tl屎捆列岛
等。

E列队】 lie;;dui 圈排列成队伍＝～游行｜群众

～欢迎贵宾。

E列国E Ii句u6 圈某一时期内并存的各国z ～

相争｜周游～o
E列举E I iej心画一个→个地举出来：～事实｜指
示中～了各种具体办法。

E列宁主义E Liening zhuyi 帝国主义时代的马
克思主义。列宁（BnaJJ,HMHp M且bH'I 且eHHH)
在领导俄国革命以及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的斗争中，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关于
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
国取得胜利，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
的阶段。

E列强】 lieqi6ng 圈旧时指世界上同一时期内

的各个资本主义强国。

E列位】 liew岳t 圆人称代词。诸位z ～请坐。
E列席】 lie;;xi ［到参加会议，有发言权而没有

表决权：～代表｜～代表大会。
E列支J liezhl rnID 列入项目支出：仪器购置款

在科研经费中～。

E列传】 liezhuan 函纪传体史书中一般人物的
传记，如《史记·廉颇商栩如列传入

／如 lie 坏；不好（跟“优”相对） ：～等｜～种｜～
／：］ 势｜～马｜恶～｜低～｜优～。

E劣等E II岳d岳ng 圈属性词。低等；下等：～货。
E劣根性】 lieg岳nxing f8J 长期养成的、根深蒂

固的不良习性。

E劣弧1 liehu 圈小于半圆的弧。

E劣迹E lieii 圈恶劣的事迹（指损害人民的） : 
～昭彰 l～斑斑。

E劣马】 liem凸画不好的马。

E劣品J liepTn 圈劣质产品：谨防～。

E劣绅J liesh岳n 啤］品行恶劣的绅士：土豪～o

E劣势】 lieshi 圈情况或条件比较差的形势：
处于～｜变～为优势。

E劣质’】 liezhi 回属性词。质量低劣的z ～煤｜

～烟酒。

冽 tie ＜书〉冷凛～｜山高风～。

坷 tie 列邮叫



冽 lie 脏水、酒精z 泉香而酒～。

」1-~ lie ＜书〉＠同等； （相〉等z 富～皇室｜二
r丁J 人才力相～。＠指矮墙、田埂、堤防等z 河

~ 。

tf lie o 阻强烈；猛烈z ～火｜～日｜～酒｜

元、，性子～l轰轰～～｜兴高采～。＠刚直g严

正z 刚～。＠为正义而死难的z ～士。＠为

正义而死难的人2 ～属｜先～。＠〈书〉功业：

功～（功绩）。

E烈度E Jieciu IB! 地震在地面上造成的影响或
破坏的程度，与地震震级、震源深度、离震中的

距离等因素有关，分为 12 度。
E烈页1.1 lief岳ng 圈。猛烈的风＝～卷起沙砾。
＠气象学上旧指 9 级风。参看 389 页 I风

级］ o
E烈火E liehu凸圈猛烈的火z ～熊熊0斗争的

~ 。

E烈火见真金】 liehuo jian zh岳njln 只有在烈

火中烧炼才能辨别金子的真假，比喻关键时刻

才能考验出人的品质。
E烈马】 liema r雹性情暴烈不容易驾驭的马：

驯服～O
E烈女E lienu r苞＠旧时指刚正有节操的女子。
＠旧时指拼死保今贞节的女子。

E烈日E lieri 圈炎热的太阳z ～当空。

E烈士E lieshi I~ O 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z
革命～｜～陵园。＠〈书〉有志于建立功业的

人：～暮年，壮心不已。
E烈属】 lieshu 固烈士家属。

E烈性l liexing E暨属性：词。＠性格刚烈的 z

～汉子。＠性质猛烈的z ～酒 l～炸药。
E烈焰】 lieyan ~I 猛烈的火焰z ～腾空。

按 lie ＜书〉扭转2 ～转｜转～点。

驾一 lie ＜书〉啄木鸟。
（需）

膊 lie ＜书〉肋骨上的肉。

X垃 川 lie o 捕捉禽兽；打猎： 1守～｜渔
3百（猥）～｜～捕 l ～人 l ～户｜～狗｜～枪。
＠搜寻；物色：～奇。

E猎场】 liech凸ng r吕划定范围供人打猎的山林

或草原。
E猪狗】 liegou 函］受过训练，能帮助打猪的狗。

也叫猎犬。

E猎户】 liehu 圈＠以打猎为业的人家。＠猎

人。
E猎户座E liehuzuo 圈星，座，位置在天球赤道

冽坪烈披鸳腐猎裂｜ Ii 自 I s23 I 
上。其中有两个一等星，五个二等星和其他更
暗的星。猎户座即我国古代所说的参（ sh邑n)
宿。

[J昔猎E Helie ＜书〉匮自形容风声及旗帜等被

风吹动的声音z 北风～｜红旗～，歌声嚓亮。
E猎奇E I ieqi rnJll 搜寻奇异的事情（多含贬义） 0

E猎潜艇E lieqianting 圈搜索、攻击敌潜艇的

小型舰艇。装备有声呐、雷达等设备和深水炸
弹J］、口径火炮等武器。

E猎枪】 lieqiang 圈打猎用的枪z 双筒～。

E猎取1 1ieq心 rnJj] 0 通过打猎取得：原始社会

的人用粗糙的石器～野兽。＠夺取（名利）：～
功名｜～高额利润。

E猎犬l liequan 圈猎狗。

E猎人E lier岳n IBJ 以打猎为业的人。
E猎手E lieshou IBJ 打猎的人（多指技术熟练

的） 0

E猎头E lietou 圈。指受企业等委托为其物

色、挖掘高级人才的工作z ～公司｜～服务。＠
指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人才～。｜｜是英语 head
hunting 的直译。

E猎物J liewu 圈猎取到的或作为猎取对象的

鸟兽。
E猎艳E lieyan 圈追逐女色。

裂 lie o ~ Ti!li:而分开5破成两部分或几部
分：分～｜破～｜决～｜～纹｜～开l 四分五

～ l手冻～了。＠圈叶子或花冠的边缘上较
大较深的缺口。
另见 822 页 i l邑。

E裂变】 liebian 圈。重原子核（如铀核、坏核）

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轻原子核（如织核和氮
核、每核和银核），并放出巨大的能量。＠泛指

分裂变化z 家庭～｜思想～。
E裂缝E I i岳feng c～儿）＠（寸」）圈裂成狭长

的缝JL ：做门的木料没有子透，风一吹都～了｜

墙裂了一道缝。＠圈裂开的缝JL：墙上有一
条～。

E裂果l Ii句LIO 圈干果的一类，果实成熟后果
皮裂开，如菁奕果、英果、葫果、角果等。 主三

E裂痕】 liehen IB! 器物破裂的痕迹：玻璃中间主主

有一道～0两人之间一度有过～。

E裂口E liek凸u （～儿）＠（「户）画裂成口儿＝手

冻得～了｜西瓜裂了口儿。＠圈裂开的口儿。
E裂纹】 liewen IBJO 裂要②。＠瓷器在烧制

时有意做成的像裂壁的花纹。

E裂蟹l liewen O <-11 ）［司器物现出将要裂

开的痕迹：～的破锅｜水缸裂了一道蟹。＠圈
器物将要裂开的痕迹：茶碗有一道～。

E裂隙】 Ii创圆裂开的勘L：桌面上有一道～。



趟瞰擞霞咧拎邻林Ii自 lin824 

部跟朝鲜接壤，跟日本～。＠画附近2 学校～
有文化馆｜～的一家姓赵的搬走了。

E邻近色l linjinse 圈色相接近的颜色。如红
色与橙色、橙色与黄色、黄色与绿色、绿色与青
色、青色与紫色、紫色与红色。

E邻居】 linju 圈住家接近的人或人家。

E邻里】 linll ［雹＠指家庭所在的乡里，也指市

镇上互相邻接的一些街道z ～服务站。＠同
一乡里的人：～纷纷前来祝贺。

E邻舍l linshe ＜方） IEl 邻居z 街坊～｜左右～。

林 lin 0 成片的树木或竹子：树～｜竹～｜山
～｜防风～。＠聚集在一起的同类的人或

事物．儒～｜艺～｜碑～。＠林业：农～牧副
渔。 0 (Lin）圈姓。

E林产E linchan 圈林业产物，包括木材，森林

植物的根、茎、叶、皮、花、果实、种子、树脂，菌类
以及森林中的动物等。

E林场】 linchang IEl 0 从事培育、管理、采伐森
林等工作的单位。＠培育或采伐森林的地
方。

E林丛】 linc6ng 圈树林子；树木丛生的地方z

两岸的～，一望无边。
E林带】 lindai 幅为了防风、防沙等而培植的带

状树林z 防护～｜防风～｜防沙～。

E林地】 lindi 南生长着成片树木的土地。
E林冠】 linguan 圈森林中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树冠的总体。

E林海E linh凸i 画像海洋一样一望无际的森林z

茫茫～。

E林垦E link邑n

业。

E林立］ linli 画像树林一样密集地竖立着，形

容很多z 高楼～｜帆椅～｜郊区工厂～。

E材啡总总】 linlinzongz凸『19 ［理状态词。形容
品种繁多g 展销会上的商品～，不下数万种。

E林莽］ linm凸ng 撞到茂密的林木和草丛：～地
带。

E林木E linmu 
的树木。

E林农E linn6ng ［每主要从事森林的培育、管
理、保护等工作的农民。

E林擒l linqin 固花红I o 

E林区E linqu 圈。生长着成片树木的地区。

＠行政区划单位，与县同级，目前我国有一个
林区，即神农架林区，在湖北。

E林泉E linquan ＜书） !Bl 0 林木山泉z ～幽静。
＠借指隐居的地方z 退隐～。

E林毅】 linsou ＜书） IEl 0 指山林水泽，草木丛
生的地方。＠比喻事物聚集的处所＝古小说

匾国开垦荒山，植树造林：～事

弥合双方感情上的～。

赳 lie 见下。

E翘起l lie·qie 画身体歪斜，脚步不稳：他～
着走进屋来！打了个～，摔倒了｜口袋很重，他～

了几下，没扛起来。

瞰 I i岳〈书〉＠超越～等｜～级＠践踏。

E且在等】 liedeng ＜书〉画超越等级s不按次序：

学不～｜～求进。

鲸… lie 圈鱼，体长 10 15 厘米，侧
（嫩）扁唰银白色，雄鱼带红色，有蓝

色斑纹，生殖季节色泽鲜艳。种类较多，生活

在淡水中。也叫挑花鱼。

霞 I i岳某些兽类（虫

E雷盖狗E I i自g凸t』臣E 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狗，颈码一

有长霞毛，头比狗的头短而圆，额部宽，尾巴
短，前腿长，后腿短，毛棕黄色或棕褐色，有许
多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点。多生活在热带或亚
热带地区，吃兽类尸体腐烂的肉。

E霞苦令】 I i自ling IEl 哺乳动物，外形像山羊而略

大，毛黑色，颈背有长霞毛，尾短，四肢长，雌雄
都有角。生活在高山晚岩地带。也叫苏门玲。

·lie ＜方〉圃用法跟“了”、“啦”、“口里”相
同：好～｜来～｜他愿意～！
另见 822 页 Ii 邑； 822 页 Ii岳。

+A、 lln E重用于提2 ～着一兜水果｜他～了个
l守木桶到河边去打水。
E拎包l llnbao ＜方〉圈提包。

(. 911廿）

lln （纱It-, ) 

·lie 

咧

IEJO 树林。＠生长在森林中

,, 
（纱117)

k-t1 lin 0 住处接近的人家：
专怜（那、养院） 四～｜东～｜～人｜远亲不如
近～。＠邻接的s邻近的：～国｜～县｜～家｜～
座。＠古代五家为邻。

E邻邦】 linbang IEl 接壤的国家：友好～。
E邻接】 linj ie ［到（地区）接连：河北省西边～山
西省。

E邻近l linjin 

n 

＠圈位置接近2 ～边界｜我国东

王三



~ 。

E林涛E lintao 圈森林被风吹动发出的像波涛

一样的声音：～呼啸。
E林网E linw凸ng 圈纵横交错，像网一样的林
带。

E林下】 linxia ＜书〉［吕山林田野，借指退隐的
地方z 优游～｜退隐～。

E林业'.l linye ［萄培育和保护森林以合理开发
利用木材和其伽k产品的生产事业。

E林狼E linyi E牙含涮Csheli）。
E林阴道E linylndao 同“林荫道”。

E林荫道J linylndao 圈两旁有茂密树木的道

路（一般比较宽）。也作林阴道。
E才柑臼 linyuan IBJ 古代专供统治者打猎玩乐

的园林。
E林政J linzheng 画有关森林的保护、培植、采
伐等的管理事务。

E林子】 lin•zi （口〉固树林。

JJ住 ι lin 0 阐靠近；对着：～街｜～
阳（酶）河｜背山～水｜如～大敌。＠来到；
到达2 光～｜在～｜身～其境｜双喜～门。＠面
临近；1陷3'U＜某一行为发生的时间），含有将要、
快要的意思2 ～睡｜～毕业｜这是我～离开北京

的时候买的。。从高处往下看z 居高～下。
＠［到照着字画模仿＝～摹｜～帖｜～画卜，得挺

像。。（ Lin）圈姓。
[If备另IJJ linbie 圈将要分别z ～赠言｜～纪念。
E临产J linchan 画（孕妇）快要生小孩儿。
E临场J linchang 圈。在考场参加考试；在竞
赛场地参加竞赛2 缺乏～经验｜～要沉着镇静。
＠亲自到现场z ～指导。

[I脑池】 linchi （书〉同l 相传汉代书法家张芝在
水池旁边练习写字，经常用池水洗砚台，使一
池子的水都变黑了。后因称练习书法为临池。

E临床E linchuang ［甜医学上称医生给病人诊
断和治疗疾病z ～经验｜～教学。

E临到J lindao O I甜（事情）落到（身！：）：这事
～他的头上，他也没办法。＠因接近到（某件

事情） ：～开会，我才准备好。
[If伍风E linfeng ＜扫〉圈对着风；迎Ji<l ：旋旗～

招展。

E临机） linji 画根据时机（行动）：～应变｜～立

断｜～制胜。
[if备街E linji岳圈对着街道p靠着街道：～的窗

口｜这三间平房～｜～有三棵柳树。
[If备界E linjie 两属性词。由一种状态或物理

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的 2 ～点｜～角 i
～温度。

E临近E linjln 画（时间、地区）靠近3接近z 春节

全些」 lin 巴？更」

～了｜他住在～太湖的一所疗养院里。
[I临渴掘井J linke-ju自jTng 感到渴了才掘井，比

喻平时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
[I陆客】 linke IEJ 临时加开的旅客列车：春运增

开～。

E临了】 linl i凸0 （～儿）〈口〉［副到最后；到末了．

～还是决定由老王执笔。
[If街「］】 linmen 画。来到家门：贵客～｜双喜

～。＠到达球门前：～一脚。
E临门一脚J linmen yl j的。。足球比赛中在
球门前抬脚射门。＠比喻关键时刻的重要行

动2 高考时的～，他却没能发挥出应有水平。
[I临摹J linm6 r到模仿（书画）：～碑帖。

[1恼盆E linpen llIDJ 1陷产。

E临辱】 linru 圃临产。
E临深履薄】 linsh岳冉的b6 见 1110 页1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 o

E临时】 linshi 0 圆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z ～

抱佛脚｜事先准备好，省得～着急。·~属性
词。暂时的；短期的：～工｜～政府｜～借用一

下，明天就还。

E临时代办J linshi daiban 临时代理大使职务

的外交官员。
E临帖J lin11tie I到照着字帖练习写字（多指毛

笔字〉。

[1临头） lint6u 圈（为难或不幸的事情）落到身

上：大祸～｜事到～，要沉住气。
E临危E linwei 圈。（人）病重将死：这是他～

时留下的话。＠面临生命的危险：～不惧。
E临危受命】 linwei-shoumi『19 在危难之时接

受任命。
E临危授命】 linw岳i-shouming 在危亡关头勇

于献出生命z ～，视死如归。
E临Jflj) linxing ［量将要受死刑。
E临渊羡鱼E linyuan-xianyu 《汉书·董仲舒

传》z“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后用“l陷渊羡

鱼”比喻只有愿望，不去实干，就无济于事。

E临月】 linyue （～儿）圃妇女怀孕足月，到了产

期。

阳】 linzhan 画将要进行战斗，也用于比王
喻：～状态｜运动员以～的姿态投入赛前训练。

E临阵J linzhen 圈＠临近阵地；到阵前要进行
战斗的时候z ～脱逃｜～磨枪。＠指实地参加

战斗：～指挥｜他有多年的～经验。
Z临阵磨枪】 linzhen-m6qiang 到阵前要作战

时才磨枪，比喻事到临头才做准备。
E临阵脱逃J linzhen-tuat6o 军人到阵前要作

战时逃跑，也比喻事到临头而退缩逃避。
E临终E linzhong ［到人将要死（指时间） ：～遗



Ls26 I 1in ｜临琳淋琳琳栋郑晓进诱导粪磷霖磷磷

言。
E临终关怀E linzhong guanhuai 对将要死亡

的病人给予心理和生理上的关心照顾，使减轻
痛苦，平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间。

琳 Jin 见 1叫喇7町酬1

淋 lin 圈。水或别的液体落在物体上z 日
晒雨～｜衣服都～湿了。＠使水或别的液

体落在物体上z 在凉拌菜上～上点儿香油。
另见 827 页 11门。

E淋巴E linba 圈人和动物体内的元色透明液
体，内含淋巴细胞，由组织液渗入淋巴管后形
成。淋巴管是结构跟静脉相似的管子，分布在
全身各部。淋巴在淋巴管内循环，最后流人静
脉，是组织液流入血液的媒介。也叫淋巴液。
［拉 lympha]

E淋巴结J linbajie ［每由网状结缔组织构成的
豆状体，分布在淋巴管的径路中，颈部、腋窝部
和腹股沟部最多，能产生淋巴细胞并有过滤的
作用，阻止和消灭侵入体内的有害微生物。

E淋巴细胞J linba xibao 臼细胞的一种，产生
于脾脏、淋巴结等器官，有产生和储存抗体的

作用。
E淋巴液J linbaye IBJ 淋巴。
E淋漓E linli ~ 0 形容湿淋淋地往下滴3 大汗
～l墨迹～｜鲜血～。＠形容畅快：痛快～｜～

尽致。
E淋漓尽致】 linli-jinzhi 形容文章、谈话等详尽

透彻，发挥充分，也形容暴露得很彻底z 文章
～地驳斥了对方的谬论｜这件小事把他的虚伪
暴露得～。

E淋漓柯］ linli幅图常绿乔木，叶子披针形，壳
斗单生，坚果宽卵形。也叫棉、仔CsTzD 。

E淋淋］ linlin 圆形容水、汗等向下流的样子：
汗～｜湿～｜秋雨～。

E淋浴E linyu 圈）种洗澡方式，让水从上面喷
下来，人在下面冲洗。

乡林… lin 见下。
（林）另见 158 页 ch副。

E琳缅E linli （书〉啤盛装的样子。也作琳缆。
E绑缩］ linli 同“琳缅”。

琳 lin （书〉美玉

E琳琅】 linlang 圈美玉，比喻优美珍贵的东西2

～满目。
E琳琅满目】 linlang-manmu 形容各种美好的
东西很多（多指书籍或工艺品）：展览会上的展
品真是～，美不胜收。

棘 lin 0 古书上指一种竹子。＠用于地
名：～投围｜白～（都在广东）。

都 lin 见下。

E粪《费在E linlin ＜书〉捆形容水、石等明净2 ～碧

波 l 白石～。

l瞬 lin 见下
E瞬d磷E linlin ＜书〉［翻麟lit句 z 礁石～。

en磷崎E linxun ＜书＞ ~o 形容山石等突兀、重

叠·怪石～｜～的山峦。＠形容人消瘦露骨z 瘦

骨～。＠形容人刚正有骨气z 气节～｜傲骨～。

、放全 Jin 谨慎选择：～选｜～派 1～聘。
，吃工〈占〉又同“吝” lin 。

E选选】 linxuan ~ 0 选拔（人才）．～德才兼

备的人担任领导干部。＠泛指挑选s 该厂生

产的彩电被～为展览样品。

游 lin 见下

E游游E linlin E园形容水清．～的水波｜春水～。

骥… lin ＜书〉身上有鱼鳞状斑纹的
（鳞）马。

磷 Jin （书〉玉的光彩。

霖 Iin irr:m : ＊～ i卜。

E霖雨】 liny心 IE] 连下几天的大雨。

磷… lin 见下
（鳞）

E磷磷E linlin （书〉惬图形容车行走时的声音g

车～，马萧萧。

磷 in 圈非金属元素，符
（饼、舜）肘。同素异形体有白

磷、红磷和黑磷。磷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元
素。牙齿、骨锵和脱氧核糖核酸中都含有磷。

E磷肥】 lintei 圈主要提供磷元素的肥料，能促
进作物的籽辈在饱满．提早成熟，如骨粉、过磷酸
钙、磷矿粉等。

E磷光］ linguang IBJ 某些物质受摩擦、振动或

光、热、电波的作用所发的光，如金刚石经日光
照射后，在暗处发出的青绿色光。方解石、萤

石、石英、重晶石以及钙、坝、银等的硫化物都
能发出磷光。

E磷火E linhuo 画磷化氢燃烧时的火焰。人和
动物的尸体腐烂时分解出磷化氢，并自动燃
烧。夜间在野地里有时看到的白色带蓝绿色
火焰就是磷火。俗称鬼火。

E磷酸】 linsuan 强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H, PC), o 无色透明的晶体，在空气中容易潮

解，呈酸性，通常所用的是稠的液体。用作试
剂，也用来制肥料、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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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磷n~l linzhl ~含有磷和氮的油脂，存在于动｜府曾 lin 〈书〉＠粮仓z 仓～。＠指
植物的细胞中，在脂肪代谢等生化过程中起重｜黑（嚷）粮食。
要作用。主要包括卵磷脂和脑磷脂。

瞬 Jin ＜书〉瞪着眼睛看鹰～酬。

鳞… Jin l望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棚，
（鳞）具有特定的结构。

翔 lin （书〉飞翔的样子。

A战 L巾 lin 0 圈鱼类、爬行动物和少数
瞬（麟）哺乳动物身体表面具有保护作用
的薄片状组织，由角质、骨质等构成。＠像鱼
鳞的：～茎｜～波｜遍体～伤。 8 (Lin）圈姓。

E鳞波E linbo ~像鱼鳞一样的波纹z ～荡漾。
E鳞次柿比】 linci-zhibi 像鱼鳞和梳子的齿一
样，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着，多形容房屋等密

集z 路旁各种建筑～。也说柿比鳞次。
E鳞介E linjie ＜书〉圈有鳞和甲壳的水生动物
的统称。

E鳞茎l linjlng 圈地下茎的一种，形状像圆盘，
下部有不定根，上部有许多变态的叶子，内含营
养物质，肥厚多肉，从鳞茎的中心生出地上茎。
如洋葱、水仙等的地下茎。

E鳞片E linpian 圈。鱼或某些爬行动物、哺乳
动物身上一片一片的鳞。＠覆盖在昆虫翅膀
或躯体上的壳质小片，带有颜色，或能折光，因
而使昆虫具有鲜艳的光彩。＠覆盖在芽的外
面像鱼鳞的薄片，主要作用是保护嫩芽。春季
植物发芽时，鳞片即脱落。

E鳞爪】 linzh凸0 （书〉圈鳞和爪，比喻事情的片

段。

麟 ~ lin （书〉酬2 凤毛～角
（樊屠）

E麟凤龟龙】 lin-feng-gul-16ng 古代称麟凤龟

龙为四灵，用来比喻品德高尚的人。

" lin c 为117 ) 

森 Jin 拂森（Full

、，iF.if • ~ Jin ＠寒冷z ～冽。＠严肃；严
课（噪）厉＝ ~:itc严肃地遵照）｜～然｜～
若冰霜。＠〈书〉畏’惧；害’怕 z ～于夜行。

（｛禀冽】 linlie It园刺骨地寒冷：北风～。

E凛凛】 linlin E国＠寒冷·寒风～。＠严肃而
可敬畏的样子：～正气｜威风～。

E凛然】 linran 圈严肃而可敬畏的样子2 大义

～ i态度～｜～不可侵犯。

E康膳生E linshansh岳ng ~康生。
E康膳生员l linshan sh岳ngyu6n 康生。

E康生】 linsh岳ng I重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
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也叫康
膳生、康膳生员。
亦由山 Jin ＜书〉同“凛”②③。
l祟（ :'l'f) 
』错t • , Jin 圈架在屋架或山墙上面用
憬（辘）来支持橡子或屋面板的长条形
构件。也叫析或穰条。（图见 370 页“房子”）

（｛索条】 lintiao （～儿）圈擦：一根～。
［：＼：栗子］ lin·zi （方〉圈棋。

、

lln （纱117 ) 

吝 a … Jin 0 吝啬：～惜｜怪～｜尚请
（。～段）不～赐教（书信用语）。＠

(Lin) ［组姓。

E吝色】 linse ~舍不得的神色：倾囊相助，毫

无～。

E吝啬】 linse 圃过分爱情自己的财物，当用不
用或当给的舍不得给：～鬼｜大方些，别那么
~ 。

E吝惜】 linxl 画过分爱惜，舍不得拿出（自己的

东西或力量）：～钱｜他干活儿从不～力气。
在当E ,_ Jin 0 画租用z 租～｜～了一辆

员（赁）车。＠画出租：出～｜～出两间
房子。 8 (Lin）圈姓。

林 Jin 圈滤：过～｜～盐｜把这药时～一
下。
另见 826 页 lin 。

E淋病l linbing 圈性病的→种，病原体是淋球
菌，主要发生在尿道和生殖系统。患者尿道发
炎，排尿疼痛，尿道内带有版性分泌物。

3住i ＿.＿』 Jin 0 见 868 页［马商 1。＠
！｝（商） (Lin）~姓。
腾 Jin 圈有机化合物的夜，是磷化氢的氢

原子部分或全部被短基取代而成的衍生
物。
躏斗 Jin 见 1108 ］）.［［蹂躏1

（躏）

。

,, 
ling c 纱IL)

ling ［塾数的空位，同“零”（多用于数字

中） ：三～六号｜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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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n9 见下。
之r 另见 831 页 ling; 833 页 ling 。

E令狐l Linghu 圈。古地名，在今山西临猜－

带。＠姓o

lh、 ling 旧时指戏曲演员：～人｜名～｜坤～｜
’l守老～工（年老有经验的演员）。
E伶汀］（零丁） lingdlng 匾。孤独g没有依靠·
孤苦～。＠瘦弱：瘦骨’～。

E伶俐］ ling• Ii 回聪明；灵活z 口齿～｜这孩子

真～O
E伶侮］ lingplng ＜书〉圃孤独；孤单：～独居｜
～无依。

E伶牙俐齿E lingy6-lichl 形容口齿伶俐，能说会

道。

三3 ~ ＊＝主 ling ＠圈灵活；灵巧．
灭（重、审）～敏｜～便｜心～手巧｜机件
失～｜资金周转不～。＠精神；灵魂z 心～｜英
～。＠神仙或关于神仙的g 神～｜～怪。＠回

灵验：～药｜这个法子很～。 8lBI 灵枢或关于
死人的z 守～｜移～｜停～｜～位｜～塔｜～前摆满

了花圈。。 C Ling）圈姓。
E灵便］ ling• bian E固＠（四肢、五官）灵活；灵

敏：手脚～｜我耳朵不～，你说话大声点儿。＠
（工具等〉轻巧，使用方便z 这把钳子使着真～。

E灵车］ lingch岳圈运送灵枢或骨灰盒的车。

Z灵栋E lingchen ＜书〉圈灵枢。
E灵床】 lingchuang 画＠停放尸体的床铺。

＠为死者虚设的床铺。
E灵丹妙汤l lingdan-miaoyao 灵验有效、能治

百病的奇药，比喻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也

说灵丹圣药。
E灵丹圣药E lingdan-shengyao 灵丹妙药。
E灵动l lingdong 园活泼不呆板，富于变化：

色彩～｜天真～的童心。
E灵幡E lingfan c～儿） lB] 旧俗出殡时孝子打的

幡儿。
E灵符］ lir>gtu lB! 灵验的符篆（迷信）。

E灵感］ lingg凸n 圈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
活动中，由于艰苦学习，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经

验和知识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
E灵怪E lingguai 0 圈传说中的神灵和妖怪：

～故事。＠〈书〉画神奇怪异。
E灵光］ lingguang O 圈旧时指神异的光辉。
＠圈指神像头部四周的光辉。＠〈方） lllil 
好；效果好：她脑瓜蛮～的。

E灵慧】 linghui 圈灵敏聪慧z 赋性～。
E灵魂E linghun 圈＠迷信的人认为附在人的
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灵魂离
开躯体后人即死亡。＠心灵；思想：纯洁的

～｜～深处。＠人格：良心：出卖～。＠比喻
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德、育是素质教育的

~ 。
E灵活】 linghua 圃＠敏捷；不呆板z 手脚～｜

脑筋～。＠善于随机应变；不拘泥z ～性｜～

运用｜～调配人力物力。

E灵机】 lingjT ［百灵巧的心思：～一动，想出个

主意来。

E灵境】 lingjing ＜书〉画仙境：仙山～｜～缭纱。
E灵枢E lingj iu 圈死者已经入验的棺材。
E灵猫E lingmao 圈哺乳动物，嘴尖，耳朵窄，
毛灰黄色，有黑褐色斑纹。身体下部有分泌
腺，能分泌泊质芳香液体。吃野果和小动物。
生活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东南亚。

E灵妙】 lingmiao 圈神妙；巧妙：壁画中人物

形象的勾勒自然～，独具一格。
E灵敏】 lingmln 回反应快：能对极其微弱的刺

激迅速反应：动作～｜军犬的嗅觉特别～。
E灵敏度】 lingmlndu 函指仪器、设备、试剂等
对微小的外加作用显示的灵敏程度。如无线
电接收机接收弱电信号的能力，就是它的灵敏
度。

E灵牌l lingpai 圈灵位。

E灵气l lingqi I写＠机灵劲JL ；悟性＝两眼透着

～｜她很有～，一定能成为出色的服装设计师。
＠神话中的超自然的力量；神奇的能力。

E灵巧】 lingqi凸o E国灵活而巧妙g 心思～｜他的

手挺～，能做各种精致的小玩意儿。

E灵寝】 lingqin lBJ 停放灵枢的地方。

E灵台】 lingt6i 圈。停灵枢、放骨灰盒或设置

死者遗像、灵位的台：～左右排列着花圈。＠
〈书〉指心灵。

E灵常】 lingtang 圈停灵枢、放骨灰盒或设置

死者遗像、灵位供人吊唁的屋子（－般是正房）
或大厅。

E灵通E lingtong 帽＠（消息）来得快s来源广 z
他消息特别～。＠〈方〉有效；顶用z 这法子真

～。＠〈方〉灵活：心眼儿～。

E灵童】 lingt6ng I苍］藏传佛教活佛圆寂后，通

过占卡等仪式认定的前世活佛的转世继承人。
【灵透】 ling• tou （方〉圈聪明；机敏：心眼儿

～｜好一个～孩子。
E灵位E lingwei 圈为死者设的木牌，上面写着

死者的名字，用作供奉对象。
E灵犀］ lingxT 圈古代传说，犀牛角有白纹，感

应灵敏，所以称犀牛角为“灵犀”。现在用唐代
李商隐诗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指心领神会，感

情共鸣。
E灵性】 lingxing I重＠人的天赋的智慧；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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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 s 他具有当导演的～。＠动物经过人的

驯养JJll练而具有的智慧：那匹马很有～，知道
主人受了伤，就驮着他往回跑。

E灵秀l lingxiu I回＠（人）灵巧秀丽z 聪慧～｜

模样～的姑娘。＠（自然环境）神奇秀美2 山

河～O

E灵验l lingyan 回＠（办法、药物等〕有奇效：

药到病除，非常～。＠（预言）能够应验z 气象

台的天气预报果然～，今天是个大晴天。

E灵异E lingyi 0 I组指神怪。＠圈神奇g奇

异：～的岩洞｜山水～。

E灵长目】 lingzh凸ngmu IE 哺乳动物的一目，

猴、类人猿属于这 目，是最高等的哺乳动物，
大脑较发达，丽部短，锁骨发育良好，四肢都有

五趾，便于握物。
E灵芝】 lingzhl ['8］真菌的一种，菌盖肾脏形，赤

褐色或暗紫色，有环纹，并有光泽。可入药，有
滋补作用。我国古代用来象征祥瑞。

玲 ling 用于地名～头｜深～（都在广东）。

苓 ling 见 40

囹 ling 见下。

E囹圄】（回国） lingy心〈书〉［割监狱．身陷～。

、、A ling ＠〈书〉清凉z ～风｜清～。＠
！守 Cling）圈姓。
E冷冷】 lingling ＜书〉回＠形容清凉3 晨风～。

＠形容声音清越：泉水激石，～作响。
E冷然】 lingran ＜书〉移］形容声音清越：钟磐

~ 。

先A ling 〈书〉女子聪敏伶俐。
只亨
玲 ling 0 兑下 8 (Lin 

E玲玲E lingling ＜书） ~坦声］形容玉碰击的声音＝

～盈耳。

E玲珑】 lingl6ng 圈。（东西）精巧细致：小巧
～。＠（人）灵活敏捷：娇小～｜八面～。

E玲珑剔透］ lingl6ng-tlt6u 0 形容器物精致，
孔穴明晰，结构奇巧（多指楼空的工艺品和供
玩赏的太湖石等）。＠形容人聪明伶俐。

拎 ling 见下

E拎木E lingmu [81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椭圆

形或披针形，花小，臼色，浆果球形。茎、叶、果
实可入药。

岭 ling 见下

E岭胧］ lingl6ng ＜书〉圈日光。

,{--,;t ling 0 （书〉盛水的瓶子。参看 434 页
守非~ ［高屋建♀瓦］。 8 Cling〕温姓。
铃 u ling 0 川圈用金属制成的

（铃）响器。最常见的是球形而下开一
条口，里面放金属丸，也有钟形而里面悬着金
属小锤的，振动时相击发声。此外有电铃、车

铃等，形式不→。＠形状像铃的东西：哑～｜
杠～。＠圈蕾铃z 落～｜结～。。（ Ling）圈
姓。

E铃铛】 ling ·dang ~I 指晃荡而发声的铃，球形
或扁圆形而下部或中部开一条口，里面放金属
丸或小石子儿，式样大小不一，有骤马带的、儿
童玩的或做服饰的。

E铃锋】 lingdu6 圈挂在宫殿、楼阁等檐下的铃。

朵白 ＆中 ling 见 612 页【寄电鸽l 0 

守一（锯）
、4千 1 ling O 侵犯；欺侮z 欺

饺（＠－＠嗨）～｜～辱｜盛气～人。＠
逼近z ～晨。＠升高；在空中：～空 l ～云｜～
霄。 0 Cling）圈姓。

平虫2 ling ＜方〉圈冰（多指块状或锥状的） : 
5比冰～｜～锥｜河里起了～。
E凌晨】 lingchen 圈时间词。天快亮的时候，

也指午夜后至天快亮的一段时间：～三点。
E凌迟】 lingchi 圈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零割

犯人肉体致其死亡。也作陵迟。也叫同l刑。
E凌泽】 lingdu6 （方〉圈冰锥。

E凌驾】 lingj ia l到高出（别人）；压倒（别的事

物） ：不能把自己～于群众之上｜救人的念头～
一切，他转身向大火冲去。

E凌空l lingkong I盈高高地在空中或高升到空

中：高阁～｜雪花～飞舞｜飞机～而过。
E凌厉l lingli E回迅速而气势猛烈z 朔风～｜～

的攻势。
E凌栋E lingli ＜书〉圈。欺压z～乡里。＠排

挤z ～同人。 II 也作陵栋。

E凌乱l lingluan I毫不整齐s没有秩序：～不
二主三三三

堪｜～的头发｜心绪～。 三E三三
[I麦虐】 lingnue ＜书〉自动］欺侮；虐待·～百姓｜备主辈革
受～。

E凌辱l lingr心圈欺侮；侮辱z ～弱小｜受尽～。

E凌侮】 lingw心圈欺侮；侮辱：饱受～｜不堪～。
E凌霄花l lingxiaohua 圈落叶藤本植物，攀缘

茎，羽状复叶，小叶卵形，边缘像锯齿，花鲜红
色，花冠漏斗形，结葫果。花、茎、叶都可入药。
也叫紫葳。

E凌？可 lingxun IE 江河上游冰雪融化，下游还

没有解冻而造成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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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凌夷E lingyi 同“陵夷”。

E凌云E lingyun 圈直上云霄＝高耸～｜～壮志。

E凌杂】 lingza 圈错杂凌乱。

E凌灾l lingzai ~江河解冻时，由于冰凌堵塞
河道造成河水泛滥的灾害。

E凌锥E lingzhul ＜方〉圈冰锥：屋檐上挂着一
尺来长的～。
院总 ling ＠丘陵z ～谷变迁（指世事发生极大
l赞己的变迁）。＠陵墓：中山～l 十三～｜皇～｜
渴～。＠〈书〉欺侮；侵犯z ～压。 8 Cling) 
固姓。

E陵迟】 lingchi 0 ＜书〉圈衰落。＠同“凌迟”。
E陵牢牢］ lingli 同“凌标”。

E陵墓E lingmu 函领袖或革命烈士的坟墓；帝

王或诸侯的坟墓。
E陵寝E lingqin ＜书〉圈帝王的坟墓及墓地的
宫殿建筑。

E陵替E lingti ＜书〉圈＠纲纪废弛z 朝政～。

＠衰落2 家道～o
E陵夷E lingyi ＜书〉圈衰败；走下坡路2 风俗

～｜国势～。也作凌夷。
E陵园l lingyuan 圈以陵墓为主的园林：烈士

~ 。
百元、 ling 〈书〉昕 E ～听｜～教。
守守
E聆教E lingjiao ＜书〉圈听取教诲：当面～o

E聆取】 lingqu ＜书〉圈听取：～各方意见。

E聆听l lingtlng ＜书〉圈昕2 凝神～｜～教诲。

白专讯E lingxun 圈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庭在公
开审讯前，聆听与讼各方的申请或陈述z 开庭

～｜接受～。

菱斗 lin口睛一年生草本植物，生
（霄） ~~r召中根生在泥里，浮在水面

的叶子略呈三角形，花白色。果实的硬壳大都
有角，绿色或褐色，果
肉可以吃。＠这种植

物的果实。｜｜通称菱
角。

E菱角l ling•jiao 圈菱

的通称。
E菱形E lingxing 圈邻 菱形

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占3 … in口旧式窗户的窗格子2
恢（棒、嗨）窗工。
岭 ling 见 25 页［白削、917 页酬J

等 ling 见下

E等警】 lingxing ＜书〉圈打鱼时用的竹子编的

盛器。
、 ling 〈书〉＠有窗户的船s ～船。＠小

用字船。

东m ling ＠（～儿）圈鸟的翅膀或尾巴上的长
？饲而硬的羽毛，有的颜色很美丽，可以做装
饰品 z 雁～｜鸡～儿！鹅～扇。＠铺子①：花～。

E领毛l lingmao 函＠羽毛。＠指以鸟类为

题材的中国画。

E领子E ling•zi ~ 0 清代官吏礼帽上装饰的表
示品级的领毛。＠戏曲中武将帽子上所插的

难尾。

坐A ling ＠圈拎羊。＠指势羊角。
j"飞r

E玲牛】 lingniu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水牛，雌雄

都有黑色的短角，肩部比臀部高，尾巴短，毛棕
黄色或褐色。生活在高山上，吃青草、树枝、竹
笋等。也叫扭角玲。

E辫羊E lingyang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山羊，四

肢细长，轻盈敏捷。生活在我国的有原势、藏
舟、斑玲、高鼻玲羊等。也叫苦争。

慷 ling ＜书〉＠哀怜＠惊恐。

b式主 • , ling 缕子g 红～l～罗绸缎。
夜（饺） v 

E绞子l ling•zi 圈像缎子而比缎子薄的丝织

品。

棱 ling 穆棱CMulin叫名，在黑龙江。
另见 792 页｜邑ng;792 页｜自吨。

棱 ling ＜书〉福。

~ling ＠圈零碎；小数目的（跟“整”相
A丐... xt）：～用｜～售！化整为～！～存整取。＠

（～儿）圈零头；零数＝挂～儿｜年纪已经八十有

～。＠圈放在两个数量中间，表示单位较高

的量之下附有单位较低的量：一年～三天｜八
元～二分。＠睡数的空位，在数码中多作

。”z 三～一号｜二～～～年。＠圈表示没有

数量．一减一等于～0～容忍 i～距离｜这种药

的效力等于～。。圈某些量度的计算起点2

～点！～下十摄氏度。＠（草木花叶）枯萎而落

下：～落｜凋～。＠〈书〉（雨、泪等）落下：涕
～。 0 Cling）圈姓。

E零部件l lingbuj ian 圈零件和部件的合称。
E零打碎畸 lingd凸－suiqiao 见 831 页I零敲碎

打］。
E零担E lingdan I盘托运的货物不需要－辆货
车运送的叫零担：～货物 i～运输。

E零蛋】 lingdan 圈表示没有数量，由于阿拉伯
数字的“。”略呈蛋形，所以叫零蛋（只用于考



试、比赛所得的分数，含诙谐意）：考试得了个

~ 。

E零点E lingdi凸n 圈时间诵。夜里十二点钟E

～十分。

E零丁］ lin~dlng 见 828 页I伶仔1 。
E零风险】 lingf岳ngxian !BJ 指没有风险：～购

物｜商业经营没有～。
E零工】 linggong ［萄＠短工z 打～。＠做零

工的人z 雇～o
E零和】 Ii咱he 画博弈论中指博弈双方→方得
利另一方就会受损，双方得失相抵，总数为零。
双方合作争取双赢，而不是～O

E零花］ linghua O 函1 零碎地花（钱）：这点儿
钱，你留着～吧！＠（～儿）圈零碎用的钱z 妈
妈给他五十块钱做～儿。

E零活JL] linghu6r 南零碎的工作或家务事z
重活儿他干不了，做点儿～还行。

E零件】 lingjian 圈可以用来装配成机器、部件
等的单个儿工件。

E零距离】 Ii『1gju11 圈指没有距离（多用来强调

距离极近，可以忽略h ～接触。
E零乱】 lingluan E固不整齐；零碎散～乱z 墙角堆

满了～的杂物 i楼上传来～的脚步声。
E零落】 lingluo 0 圈（花叶）脱落z 草木～。＠
国］（事物）衰败z 家道～｜一片凄凉～的景象。
＠圃稀疏不集中：～的枪声｜村庄零零落落地

散布在河边。
E零配件】 lingpeijian 圈零件和配件的合称。
E零七八碎】 lingqlbasui O ＜～的）零碎而杂
乱：～的东西放满了一屋子｜被～的事儿缠住
了，走不开。＠（～JL）零散没系统的事情或没
有大用的东西：整天忙些个～儿｜桌上放着好些
他喜欢的～儿。

E零钱E lingqi6n i雹＠币值小的钱z 把大票换
成～。＠零花的钱：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一个
月花不了多少～。＠指工资以外的零碎收入。

E零敲碎打】 lingq ioo-su id凸指以零零碎碎、断
断续续的方式进行或处理。也说零打碎敲。

E零容忍、］ lingr6ngr岳n ［；副指容忍度为零，表示
决不容忍z 坚持以～态度惩治腐败。

E零散］ ling•s凸n 圃分散；不集中 2 把～的材料
归并在一起｜桌子上～地放着几本书｜二十多户
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几个山沟里。

E零声母E lingsh岳ngm心~指以 α、 e 、 0' i 、 u 、
U 等元音起头的字音的声母，如“爱”他i ）、

“鹅”（自） ：‘藕”“川、“烟”（ ion ）、“弯”（ uan ）、
“渊”＜ ua川等。参看 1172 页i声母］ o

E零时E lingshi 圈零点。

E零食］ lingshi ［萄正常饭食以外的零星食品：
不吃～是好习惯。

零龄续深鄙脂令 I 11n9 一 ITng I 831 I 
E零售E lingshou 画把商品不成批地卖给消费
者．～店 1~价格｜本店只～，不批发。

E零数】 lingshu ＜～儿）圈以某位数为标准，不
足整数的尾数，比如一千八自A三卜，以百位数

为标准，三十是零数。

E零碎E lingsui 0 帽细碎；琐碎：～活儿｜～东
西！这些材料零零碎碎的，用处不大。＠（～儿）
圈零碎的事物．他正在拾援～儿。

E零头E ling•t6u （～儿）圈。不够→定单位（如
计算单位、包装单位等）的零碎数量：整五元，
没有～儿｜装了六盒，还剩下这点儿～儿。＠材料
使用后剩下的零碎部分z 没有整料，都是～儿。

E零线E lingxian 圈市电上指对地电压为零的
导线。

E零销】 lingxiao 画零售：～商。

E零星E lingxlng 圈属性词。＠零碎的g少量

的s ～材料i～土地｜我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消
息。＠零散的：～的枪声｜下着零零星星的小
雨｜草丛间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小花。

E零讯E lingxun ［苞零星的消息（多用于报刊专
栏的名称）。

E零用E lingyong O 圈零碎地花（钱）；零碎地
使用：一百块钱交书费，五十块钱～。＠圈指
零碎用的钱＝如果缺～，就来我这里拿吧。

E零增长E lingz岳ngzh凸ng 画指增长率为零，即

数量上与原数量相比没有增长。

E零嘴】 lingzuT （～JL）（方〉圈零食：吃～。

龄 μ ling O 岁数2 年～｜学～ l 高～。
（睽）＠泛指年数2 工～！党～｜军～！舰

～ i炉～。＠某些生物体发育过程中不同的阶
段。如昆虫的幼虫第一次蜕皮前叫一龄虫，水
稻长到七个叶叫七叶龄。

镀 μ ling 血，体侧扁，头短，口小，
（饺）背部青灰色，腹部银白色。生活在

淡水中，不耐低温，是珠江流域等地区的重要
经济鱼类。也P4土矮鱼。

E镀白咀 ling Ii 白雪穿山甲。
部哥手 ling 0 Cling）古水名。＠用于地名 z
1匀’浒（ xu）～（在江苏）。

都 Ling 艇，旧时棚南。今改称炎陵
县。

目前 ling 见下。

E酶酥】 linglu ＜书〉圈美酒名。

II 

ITng c 给IL)

才、 ling IE 原张的纸五百张为一令z 五～白
守报纸。 l英 ream]



I s32 I 11ng ｜岭领

另见 828 页 ling; 833 页。吨。

『＂＂＇－山 Ing 0 [El 顶上有路可通行的
山~~（绩） LIJ ：一道～｜崇山峻～ i 翻山越～。
＠高大的山脉：南～｜秦～｜大兴安～。＠
(Ling）特指大庚岭等五岭：～南。 8 (Ling) 

｛百姓。
E岭南E LTngn6n 回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就是
广东、广西一带。

领← ling 0 酌脖子：～巾 1 引～而
（领）望。＠（～儿）画领子2 衣～l 翻

～儿。＠（～儿）画领口①z 因～儿｜尖～儿！和

尚～儿。＠大纲；要点：要～｜提纲萃～。. i.1 
a) （书〉长袍或上衣一件叫一领。 b）席一张叫

一领。 0 ［到带；引 z 率～｜～导｜～跑｜～读｜把

客人～到餐厅去。＠领有；领有的2 占～｜～
土！～海。＠圈领取＝招～ l ～工资｜～材料。
＠圈接受z ～教 i～情！～赏｜你的好意我～
了。＠了解（意思l) ：～略｜～会｜～悟。＠
(Ling）圈姓。

E领班E ITngban O (-I!户）画在厂矿、饭店等单
位里带领一班人工作。＠圈担任领班工作
的人。

E领口吕】 ITngchang 0 ［蕴含唱时，由一个或几
个人领头唱。＠圈担任领唱的人。

E领带】 ITngdai [BJ 系（ j i) 在衬衫领子上而悬在

胸前的带子。
E领导l ITngd凸0 0 画率领并引导z 集体～ l 党

～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国担任领导工作
的人：～和群众相结合。

E领道】 ITng;;dao (~JL) （口〉圈带路z 路不熟，

找个人～儿｜你给我们领个道儿吧。
E领地E lingdi [BJ 0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领
主所占有的土地。＠领土。

E领跌E ITngdi岳圈（价格、指数等）领头下跌：

油价重挫致能源股～。

E领队E ITngdul 0 圈率领队伍z 老张～参加比
赛｜～的一架敌机首先被击中。＠型率领队

主伍的人。
E领港J linggang O 画］引导船舶迸出港口。
＠画担任领港工作的人。 II 也说引港。

E领钩E ITnggou （～儿）［组扣住衣领的金属钩，

包括钩儿和环两部分，分别钉在领口 t. ：一副
~ 。

E领海l ITngh凸i 圈邻接一国陆地领土和内水，
距离一国海岸线一定宽度的海域，包括该海
域的卜字和海底在内，是该国领土的组成部

分。

E领航】 1Tngh6ng 0 画引导船舶或飞机航行。

＠圈担任领航工作的人。也叫领航员。

E领航员E 1Tngh6ngyu6n 圈领航②。
E领花】 ITnghuo [BJ 0 领结。＠军人、警察等

戴在制服领子上表示军种、专业等的标志。

E领会E ITnghui E型领略事物而有所体会z 认真
～文件的精神｜你把他的意思～错了。

（~J!;JIJ ITngjiang O 画在江河上引导船舶航
行。＠圈担任领江工作的人。

E领教】 ITngjiao ~副＠接受人的教益或欣赏人

的表演时说的客气话：老先生说得很对，～
～！｜请你弹一个曲子，让我们～一下。＠请

教z 有点儿小事向您～。＠体验g经受z 在北
疆哨所～了冬天的严寒｜这种场面我从没有～

过。

E领结E lingj ie ［雹系（ j i) 在衬衫领子前的横结。

E领巾】 ITngjln 圈系（ jl）在脖子上的三角形的

纺织品 z 红～o
E领军l ITngjun 圃率领军队，泛指在某个行业

或集体中起领头作用z 目前男子体操队选手实

力平均，缺少～人物。
E领空l ITngkong 固一个国家的领陆和领水上
的空气空间，是该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该国对
其拥有完全的和独享的主权。

E领口】 ITngk凸u rBJO 衣服上两肩之间套住脖

子的孔及其边缘：这件毛衣～大小。＠领子

两头相合的地方z ～上别着一个宝石别针。
E领陆】 ITnglu [BJ 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陆地及其

底土，是国家领土的基本组成部分。

E领路E 1Tng11 lu 圈带路z 他在前面～｜这地方
你熟悉吗？别领错了路。

E领略E ITnglue 画了解事物的情况，进而认识

它的意义．或者辨别它的滋味2 ～江南风味。

E领命】 ling;; ming l温接受命令z ～出征｜临危

~ 。

E领跑E ITngpao O 国国在队伍的最前面领头
跑，也用于比喻z 时代的～者。 8[SJ 领跑的

人。
E领情E ITng;;qing 画接受礼物或好意而心怀啤

激：同志们的好意，我十分～｜我领这个惰，但
东西不能收。

E领取l ITngqu ［量取（多指经过一定手续） :~ 
工资l～护照。

E领事l ITngshi l望由一国政府派驻外国某一城
市或地区领事馆的外交官员。主要任务是保
护本国和它的侨民在该领事区内的法律权利
和经济利益，管理侨民事务等。

E领事裁判权E ITngshi c6ipc]nqu6n 帝国主义
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或附属国攫
取的一种特权，l!P它的侨民在当地的民刑事诉
讼，所在国法庭无权审理，而由它派驻当地的



领事依照本国法律审判。

E领事馆】 llngshiguan 画一国政府派驻外国
某→城市或地区的领事代表机关。

E领受E ITngshou i动］接受（多指接受好意） :~ 
任务｜这些礼物，我不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了同志们的慰问。
E领属E ITngshu 画彼此之间→方领有或具有

而另一方隶属或从属：～关系。
C页水】 ITngshul 圈国家主权管辖 F的全部水

域及其底土，包括内水平白领海，是国家领土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E领头E 1Tng;;t6u （～儿）〈口〉巨型］带头：他～干
了起来！我领个头儿，大家跟着一起唱。

【领头羊】 lingt6uy6ng [El 羊群中领头的羊，借

指带领大家前进的领头人或单位z 他是全村
脱贫致富的～。也说带头羊。

E领士】 ITngtu 圈在一国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

面特定部分，包括陆地、水域及其底土和空气
空间，由领陆、领水和领空三部分组成。

E领位E ITngwei 圈餐厅、影剧院等的服务人员

把顾客、观众等领到座位上·～员｜客人一到，
服务员立刻上前迎接～。

E领舞E ITngwu O 画群舞的时候，由一个或几
个人领头舞赂。 81El 担任领舞的人。

E领↑昔E ITngwu 圈领会；理解：我说的那些话，

他好像还没～过来。
E领洗E ITngxi ［；！）］领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E领先E ITng;;xian 圈。共同前进时走在最前
面z 他迈开大步，～登上了山顶。＠水平、成绩

等处于最前列 z 这个县的粮食产量处于全国～

地位｜上半场二比一，北京足球队～。
E领衔E ITngxian Ill国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上署名
在最前面，泛指排名在第一位2 倡议书由一位
老教授～｜这部影片由一位新星～主演。

E领袖E ITngxiu 圈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
的最高领导人。

E领养E ITngyang 画把别人家的孩子领来当作

自己的子女抚养。我们班～了一片绿地。
E领有】 1Tngy6u 画。拥有（人口）或占有（土
地）。＠领取而具有2 ～营业执照。

E领域】 ITngyu 哩。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区

域。＠学术思想或社会活动的范围＝思想～｜
生活～｜在自然科学～内，数学是最重要的基
础。

E领章E ITngzhang i名］军人或某些部门的工作
人员佩戴在制服的领子上的标志。

E领涨E lingzh凸ng i到（价格、指数等）领头上

涨2 科技股～大盘｜食品价格～，引起物价水平

普遍升高。

领另令 I ling 一 11n9 I 833 I 

E领主l ITngzhu I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受

封在一个区域里掌握权力的人。在经济上是
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是统治者。

E领子E ling•zi 圈衣服上围绕脖子的部分。

E领奏】 ITngzou 0 画合奏的时候，由一个或

几个人领头演奏z ～乐器｜～一曲。＠函担
任领奏的人。

E领罪】 lingzui R动］；承认自己的罪过g 甘愿～ l

～伏法。

飞

I 1ng C 9,,JL) 

另 Ii咱们指示代词。另外①：～一回事｜
～纸抄寄｜走了～一条路。＠画另外②z

～议｜～有任务｜～找门路。 8 (Ling）圈姓。

E另案E ling ’。n [El 另外的案件z 做～处理。
E另册】 lingce 圈旧时户口册的一种，统治者

把盗匪、坏人的户口登记在上面。后常用来
比喻受歧视的人或事物所归入的范围 z 不应

该把不同意自己做法的人打入～。

E另类】 linglei o 圈另外的一类，指与众不同

的、非常特殊的人或事物：这样的女孩可以归

入～｜这部片子是当代电影中的～。 8G固与
众不同；特殊2 ～服装｜她打扮得很～。

E另起炉灶E lingql-luzao O 比喻重新做起2 这

次试验失败了，咱们～。＠比喻另立门户或另

搞一套z 这个分厂计划脱离总厂，～。

E另说E lingshua 圈另外说，表示不能肯定．

他这次能否入围还得～。

E另外】 lingwai 。因指示代词。指所说范围

之外的人或事物：我还要跟你谈～一件事情。
＠圃表示在所说的范围之外2 我～又补充了

几点意见。＠画此外z 他家新买了一台拖拉

机，～还买了脱粒机。

E另行l lingxing 圃另外进行（某种活动） :~ 

通知！～规定。
E另眼相看E lingy凸『1-xiangkan 用另一种眼光三重三

看待，多指看待某个人（或某种人）不同于一主E
般。
A、1 ling ＠画命令①2 ～各校切实执行。

’? ＠圈命令②z 法～｜指～｜军～ l 口～｜上
级有～。＠画使2 ～人兴奋！～人肃然起敬。

＠酒令z 猜拳行～。＠小令（多用于词调、曲
调名）：如梦～｜叨叨～｜十六字～。＠古代官

名．县～｜大史～。

令2 ling 时节2 时～！节～ IJ_~I 冬～！当～



I s34 I ling 1iu I 令岭溜烟瞄躏刘浏留

A、3 ling O ＜书〉美好z ～德 1～名｜～闻。＠
-－守 敬辞，用于称对方的亲属 z ～尊｜～兄｜～

侄｜～亲。
另见 828 页 ling;831 页 ling 。

E令爱l ling ’ ai 圈敬辞，称对方的女儿。也作
令簸。

E令援】 ling'ai 同“令爱”。

Z令出法随E lingchu-f凸sui 法令发布了就要执
行，违犯了法令就要依法惩处。

E令箭E lingjian 圈古代军队中发布命令时用

作凭据的东西，形状像箭。
E令郎】 linglang ［盘敬辞，称对方的儿子。

E令名l lingming ＜书〉圈美名； i;.J名声．～远

播。
E令亲l lingqln 圈敬辞，称对方的亲戚。

E令堂】 lingtang 圈敬辞，称对方的母亲。
E令闯】 lingwen ＜书）~美好的名声。
E令行禁止l lingxing-jinzhl 有令必行，有禁必

止，形容严格执行法令。
E令尊】 lingzun ~敬辞，称对方的父亲。”A ling 见 1001 页I瞟岭J。
ti＇：苦

回i旦旦τ二」

~自11 liu o 圆滑行以往下）滑：～冰 l从滑梯
1国 上～下来。＠画偷偷地走开或进入·一
说打牌，他就～了｜几个歹徒～进仓库里。＠
光滑s平滑2 光～｜滑～。＠〈方〉圈看2 ～一

眼心里就有了数。 0~ 顺着g沿g ～边｜～墙
根儿走。＠〈方〉圈 1~ ；非常（用在某些单音节
形容词前）：～直！～齐｜～满。
也白2 liu 同“烟”。
1田另见840 页 Ii Lio 
E溜边E liu;; bian ＜～儿）〈口〉面＠靠着边z
道儿窄，～走吧。＠比喻遇事躲在一旁，不参

与z 他一向怕事，碰到矛盾就～了。

雪王三 E溜冰E liu;;blng 圈滑冰：～场。

雪雪~［溜达］（蹈副主＞ liu • da 〈日〉画散步；闲走＝吃

过晚饭，到街上～～。
E溜光l liuguang ＜方〉陋状态词。＠很光滑：

头发梳得～ l～的鹅卵石。＠一点儿不弟tl ：胡
子刮得～。

E溜号l liu;;hao ＜～儿）〈方〉［刻溜走：会没散，
他就～了。人在课堂上，思想却～了。

E溜肩膀J liujianb凸ng （～儿）＠圈指向下倾斜

的双肩。＠〈方〉圃比喻不负责任＝他这人，

一遇到事就～。

E溜溜JLl liuliur ＜～的）〈方〉圃整整z ～等了
一天，始终没见动静。

E溜溜转J liuliuzhuan 圆形容东西（多指圆的）

不停地转动z 两只大眼睛～0把人支使得～。
[j留门E liumen c～儿）［萄乘人不备进入住宅

（行窃） ：～贼｜～撬锁。
[1留门撬辛员J liumen qiaosuo 乘人不备或撬开

门锁进入他人住宅（行窃）。
E溜平】 liuping ＜方〉！用状态词。很平z ～的路

面｜菜地整得～。
E溜须拍马E liuxu-paim凸〈口〉指滔媚奉承。

E溜圆】 liuyuan ＜方〉院状态词。很圆 z ～的

皮球｜两眼瞪得～o

E溜之大吉E liuzhl-daji 偷偷地走开；一走了事

（含诙谐意）：他一看势头不对，转身就从后门
~ 。

E溜之乎也】 liuzhlhuy岳偷偷地走开（含诙谐

意）·大家干得正欢，他却～。
E溜桌E liu;;zhuo 圈因饮酒过量而滑到酒席桌

下z 酒已经喝多了，再喝我非～不可。

J闹 liu 圈烹调方法，炸或炒后，加上作料和
户国淀粉汁：～肝尖 i醋～白菜｜滑～里脊。

H留 liu ＜方〉圈看g斜视z 那人正斜着眼向这
同边～。

E留？圈偷偷地走开2 他说着，一转身就想
另见 840 页 1iu 。

[JI留脏】 liu· da 见834 页【溜达］ o

,, 
liu C9JI又）

刘（割）
Liu 圈姓。

[XIJ海JL] liuh怕圈。 C Li(J H凸 i r）传说中的

仙童，前额垂着短发，骑在嘴上，手里舞
着→串钱。＠妇女或儿童垂在前额的整齐

的短发。

浏 iu 啪形容水流清澈。
J C1割）

E浏览1 1iu1归画大略地看：～市容｜这本书我

只～了一遍，还没仔细看。

E浏览器J liulanqi 圈指计算机系统中用来查
找、浏览或下载网站信息的应用程序。

臼／咄咄祷AA 飞 liu ＠函］停止
口~飞 1由、｜回、田／ 在某一个处所或

地位上不动；不离去z ～校1～任 l他～在农村

工作了。＠圃留学：～洋｜～英。＠画使留；
不使离去z 挽～｜拘～｜～客人吃饭。。注意力



放在某方面z ～心 l ～神。＠［到保留：自～
地｜～底稿｜～胡子｜鸡犬不～。＠幽接受；收
下z 礼物先～下来 l 书店送来的碑帖我～了三
本。＠圈存留；遗留 z ～名｜～言｜祖先～给了
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 0 (Liu）圈姓。

E留别E iiubie ＜书〉圈离开某地时赠送礼品或
做诗词给留在那里的亲友。

E留步】 liubu 画客套话，用于主人送客时客人
请主人不要送出去或不要再送。

E留成】 liu;;cheng ＜～儿）画从钱财的总数中
按一定成数留下来：利润～。

E留传】 liuchuan mill 遗留下来传给后代＝祖辈
～下来的秘方。

E留存E liucun 圈。保存；存放z 这份文件～

备查。＠事物持续存在，没有消失＝湖边的古
碑一直～到今天！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在人
们的心中。

E留待】 liudai 画搁置下来等待（处理）：这些
问题～下次会议讨论。

E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E liu de qlngshan 
zai' bu pa mei chai shao 比喻只要把人或
实力保存下来，将来还会得到恢复和发展。

E留都E liudo iEl 迁都之后，称原来的都城为留
都。如明代迁都北京后称南京为留都。

E留后路E liu houlu ＜～儿）办事时为防备万一
不成而预先留下退路。

E留后手J liu houst也』（～儿）为避免将来发生
困难而采取留有余地的措施。

E留级E liu11 ii 圈学生学年成绩不及格，不能升
级，留在原来的年级重新学习。

E留连l liulian 见 836 页【流连l 0 

E留恋E liulian 画不忍舍弃或离开z ～故土｜就
要离开学校了，大家十分～。

E留门E liu;;men 圈夜里等人回来而不插门或

不锁门 2 他估计半夜才能回家，交代家里给他

~ 。

E留难E liunan 南l 元理阻止，故意刁难z 手续齐
备的，都要及时办理，不得～。

E留念】 liunian Ill国留作纪念（多用于临别馈
赠）：合影～｜离京时送她一支钢笔～。

E留鸟l liuni凸o 圈终年生活在一个地区，不到
远方去的鸟，如麻雀、画眉、喜鹊等。

E留聘E liupin 圃留下来继续聘用：由于工作
需要，他被原单位～。

E留情E liu;;qlng ［画由于照顾情面而宽恕或原
谅：手下～｜毫不～。

E留任l liuren f甜留下来继续任职2 降级～｜新

内阁已经组成，原外长～。

E留神】 liu;;shen ［司注意；小心（多指防备危险

些主上二1iu ｜邸｜

或错误〉：车辆很多，过马路要～｜留点儿神，可
别上当。

E留声机】 liush岳ngjl 圈把录在唱片上的声音

放出来的机器。有的地区叫话匣子。

E留守E liush凸u mill 0 皇帝离开京城，命大臣
驻守，叫作留守。平时在陪都也有大臣留守。
＠部队、机关、团体等离开原驻地时留下少数

人在原驻地担任守卫、联系等工作．～处。丈

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

E留宿l liusu 圈＠留客人住宿z 不得～闲人。
＠停留下来住宿2 今晚在同学家～。

E留题1 liutl o 画在参观或游览的地方写下

（意见、感想等）：～簿。＠〈书＞~游览名胜
时因街所感而题写的诗句。

E留尾巴E liu wei• ba 比喻事情做得不彻底，还

留有问题：工程要按期搞完，不能～a

E留心E liu;;xln 画注意：～听讲！参观的时候
他很～，不放过每一件展品。

E留学E liu;;x晴圆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z ～

生｜～美国 l早年他到欧洲留过学。
E留学生l liuxuesheng 圈在外国学习的学生。
E留言】 liuy6n O ＜「庐）圃用书面形式等留下
要说的话：～牌！～簿｜电话～｜临别时留了言。
＠圈指用书面形式等留下的话：旅客～｜观

众～O
E留洋】 liu;;y6ng 圈旧时指中国人到外国留

学。

E留一予l liu ylsh凸u （～儿）不把本事全部拿出

来：老师傅把全部技艺传给学徒工，再不像从
前那样～了。

E留医】 liuyi 圃（病人）留在医院治疗；住院z 由

于病情严重，大夫坚持让病人～。

E留意E 1iu11v1 圈注意；小心2 路面很滑，一不
～，就会摔跤。

E留影E liuylng O ＜－←）圈照相以留纪念z 在
天安门前留个影。＠画为留作纪念而照的

相3 这是我们的毕业～。
E留用E 1iuvδng ~o （人员）留下来继续任用z

～察看｜～人员｜降职～。＠（物品）留下来继王三三
续使用 z 把要～的衣物挑出来，其他的就处理专三

了。

E留余地1 liu vudi ＜说话、办事）不走极端，留下
回旋的地步。

E留职l liuzhi 圃保留公职2 ～察看1～停薪。
E留驻l liuzhu ［通留下来驻扎。
流1 liu o 圈液体移动；流动①～汗｜～

血｜～鼻涕｜水往低处～0资金外～。＠

移动不定：～转 l～通｜～沙 l～星。＠流传；传
播z ～芳｜～言。＠向坏的方面转变z ～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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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放任自～。＠旧时的刑罚，把犯人送到边
远地区去z ～放。＠指江河的流水：河～｜洪
～｜急～｜中～0开源节～。＠像水流的东西z
气～ i 暖～ 1寒～｜电～。＠品类；等级：名～ i
女～ i 一～｜不入～｜三教九～。。（ Liu) [EJ 姓。

流2 1iu 时明的简称发光强度为 1 坎的
点光源在单位立体角（1 球面度）内发出

的光通量为 1 流。
E流弊1 liubi 圈滋生的或相沿而成的弊端z 革

除～o
E流变l liubian 圈发展变化；演变：语言～。

E流标l liubiao 画面＠拍卖时，拍品因无人出价
竞买而未成交一百多件拍品全部成交，无一
～。＠招标项目因所有投标者都没有达到招
标者的要求而导致招标失败。

E流别1 liubie 圈。江河的支流。＠（文章或
学术）源流和派别。

E流播】 liubo ＜书〉画＠流传；传播：惠泽～｜
～世间。＠流徙g播迁 z ～异域。

E流布E liubu 画传布：广为～｜～四海。
E流产】 liu;;chan 圈。通常指怀孕后，胎儿未

满 28 周就产出。多由内分泌异常、剧烈运动
等引起。产出的胎儿一般不能成活。参看
1097 页【人工流产］ o .比喻事情在酝酿或
进行中遭到挫折而不能实现：计划～｜这个项

目因几家协作单位中途退出而～。
E流畅］ liuchang ~回流利；通畅：文字～ l 线条
～｜动作协调～o

E流程l liucheng 圈＠水流的路程2 水流满

急，个把小时就能越过百里～0生命的～。＠
工艺流程的简称。

E流传】 liuchuan 画传下来或传播开z 大禹治
水的故事，一直～到今天｜消息很快就～开了。

E流窜E liucuan ［司到处流动转移；乱逃（多指
盗匪或敌人）：～作案 l追歼～的残靡。

E流弹】 liudan 圈乱飞的或无端飞来的子弹：

为～所伤｜中（ zhong）～牺牲。

E流荡1 liudang 圈＠流动；飘荡z 天空中～着
朵朵白云。＠流浪，漂泊 z 在外～o

E流动E liudong 圈。（液体或气体）移动z 溪
水缓缓地～｜空气～就形成风。＠经常变换位
置（跟“固定”相对） ：～哨｜～人口 1人才～ i 电影
放映队常年在农村～。

E流动资产E liudong zlch创在企业的生产经
背过程中，经常改变其存在状态的那些资产，
例如原料、燃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现金和
银行存款等（跟“固定资产”相对〉。

E流动资金】 liudδng zljln 企业用以购买原材
料、支付工资等的资金CII~“固定资金”相对）。

E流毒1 1iudu o 圃毒害流传：～四方j～无穷。

OIEI 流传的毒害z 肃清～｜封建礼教的～，千
百年来不知娥害了多少青年男女。

E流芳E liufang ＜书＞ [llJj] 流传美名：～百世｜万

古～o
E流放】1 liufang 画把犯人放逐到边远地方。

E流放r liufang 画把原木放在江河中顺流运

输。
E流凤】 liuf岳ng ＜书〉圈前代流传下来的风尚；

遗风z ～遗俗｜～余韵。
E流感】 liugan 圈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E流贯E liugu归国流动贯穿z 这条河～几个省
市。

E流光】 liuguang ＜书〉圈＠光阴；岁月 2 ～如

箭｜～易逝。＠闪烁流动的光，特指月光。
E流光溢彩E liuguang-yicai 形容光彩流动闪

烁z 华灯闪烁，～O

E流会】 liuhui 画指会议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而
不能举行。

E流金银石】 liujln-shuoshi 能使金石熔化，形
容天气极热（语出《楚辞·招魂》）。也说锈、石流

金。
E流寇E 1iukδu 圈流窜不定的土匪。

E流浪E liulang 画生活没有着落，到处转移，随

地谋生z ～汉｜～儿｜～街头。
E流离】 liuli ＜书〉圈由于灾荒战乱而流转离

散：颠沛～｜～转徒。
E流离失所l liuli shlsuo 到处流浪，没有安身的

地方。

(;llit丽】 liuli I圈（诗文、书法等）流畅而华美z 文

笔～｜～的音乐。
E流和111 liuli 圈＠话说得快而清楚；文章读起

来通畅：他的英语说得很～｜文笔～。＠灵活；
不凝滞：钢笔尖在纸上～地滑动着。

E流连］（留连） liulian 画l 留恋不止，舍不得离

去z ～忘返。
E流量E liuliang 圈。流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

河、渠或管道某处横断面的量。通常以立方

米／秒为单位。＠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某处的

人员、车辆等的数量：旅客～｜交通～。＠指
网络流量，在单位时间内网络上传输的数据
最z 上网～｜手机～｜～包月。

E流露E 1iu1u 圈（意，恩、感情）不自觉地表现出

来：～出真情｜他的每一首诗，字里行间都～出
对祖国的热爱。

E流落】 liuluo l量＠穷困潦倒，漂泊外地z ～街
头 1～他乡！～江湖。＠（物品）流转散失＝两件
宫中珍品～到了民间。

E流氓E I iu『n6ng 圈＠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



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指调戏妇女等

恶劣行为：耍～O
E流氓元产者E liumang wuchanzh岳旧社会没
有固定职业的一部分人或集团，大都是破产农
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也叫游民无产者。

E流媒体】 liumeitT IEJ 一种媒体传输方式，把连
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压缩处理后传送到计算
机网络L用户可以一边下载一边观看或收
听，而不须等到全部下载后才能看或昕。

E流民E liumin 圈因遭遇灾害而流亡外地，生
活没有着落的人。

E流明】 liuming E 光通量单位。符号 Im。简
称流。瑛 lumen]

E流年E liuni6n 圈＠〈书〉指光阴z 似水～。

＠指一年的运气＝～不利。
E流拍】 liupai 圈指在拍卖中，因无人竞价参拍
而导致拍卖交易失败：由于底价过高，几件文

物都相继～。
E流派E liupai 圈指学术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
的派别。

E流盼J liupan 圈转动目光看z 左右～。
E流气J liu·qi o 圃轻浮油滑，不正派2 举止～！
歪戴着帽子，耸着肩膀，满脸～。＠圈流氓习
气。

E流制 liusan 圈流转散失；流落分散z 有的文
物～国外｜当年～在外的灾民陆续返回了家乡。

E流沙E liusha 圈＠沙漠地区中不固定的、常
常随风流动转移的沙。＠堆积在河底或河口
的松散、不稳定的沙。＠地层中能随地下水
流动转移的沙。

E流筋】 liushang ~司古人每逢农历三月上巳日
（三月上旬巳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于
弯曲的水渠旁集会，在上游放置酒杯，杯随水
流，流到谁面前，谁就取杯把酒喝下，叫作流筋。

E流失E liushl 圈＠指自然界的矿石、土壤自
己散失或被水、风力带走，也指河水等白白地
流掉z 水土～｜建造水库蓄积汛期的河水，以免
～。＠泛指有用的东西流散失去：月巴效～｜抢
救～的文物。＠比喻人员离开本地或本单位2
人才～。

E流失生】 liushlsheng 圈中途辍学的没有完

成义务教育学业的学生。

E流食J liushi 圈液体食物，如牛奶、米汤、果汁
等。

E流矢E liushT ＜书〉圈乱飞的或无端飞来的
箭z 身中Czhong）～。

E流势E liushi 圈水流的快慢和强弱z 河水～
很急｜洪水经过闸门，～稳定。

E流逝】 liushi 画像流水一样消逝z 时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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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流水J liushuT 圈＠流动的水，多用于比喻，

形容接连不断2 ～潺潺 i ～作业 l ～席。＠指

商店的销售额2 本月有十五万元的～。
E流水不腐，户枢不蠢】 liushuT-buf心， hushu
七udu 流动的水不会腐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

会被虫姓，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
[Vii:水席】 liushuTxi bSJ 客人陆续来到，随到随

吃随走的宴客方式。

E流水线E liushuTxian 圈指按流水作业特点所

组成的生产程序。
E流水账】 liushuTzhang 圈。每天记载金钱

或货物出人的、不分类别的账目，也指记流水
账的账簿。＠比喻不加分析地罗列现象的叙

述或记载。
E流水作业】 liushuT zuoye 一种生产组织方

式，把整个的加工过程分成若干不同的工序，
按照顺序像流水似的不断进行。

［~庇苏】 liusu IBJ 装在车马、楼台、帐幕、锦旗等
上面的穗状饰物。

E流俗E liusu IBl 一般的风俗习惯（多含贬义）。

E流速.J liusu IBJ 流体在单位时间内流过的距
离，一般用米／秒表示。

E流淌J liut凸ng rnID 液体流动：热血～！山泉在
石涧中～。

E流体J liutT 圈液体和气体的统称，因它们都
没有一定的形状，容易流动。

E流通E liutong 圈。流转通行；不停滞z 空气

～。＠指商品、货币流转。

E流亡】 liuw6ng 圈因灾害或政治原因而被迫

离开家乡或祖国z ～海外｜～政府。

E流徙E liuxT 圈＠到处流动转移，没有安定的

生活。＠〈书〉流放z ～边地。
E流线型E liuxianxing 圈前圆后尖，表团光滑，

略像水滴的形状。具有这种形状的物体在流
体中运动时所受阻力最小，所以汽车、火车、飞
机机身、潜艇等的外形常做成流线型。

E流向E liuxiang 圈。水流的方向 z 地下水也

有一定的～。＠指人员、货物、资金等的流动主孟
去向：掌握旅客的～！重视人才的～问题｜确定言重

商品的合理～。
Ct斤1泻】 liuxie ~面（液体、光线等）迅速地流出、
射出、跑过z 泉水从山涧里～出来！一缕阳光～
进来。

E流星】 liuxlng 圈＠分布在星际空间的细小

物体和尘粒，叫作流星体。它们飞入地球大气
层，跟大气摩擦发生热和光，这种现象叫流星。
通常所说的流星指这种短时间发光的流星体。

俗称贼屋。＠古代兵器，在铁链的两端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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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铁锤。＠杂技的一种，在长绳的两端拴
上盛着水的碗或火球，用手摆动绳子，使水碗
或火球在空中飞舞。

E流星赶月l liuxing-ganyue 好像流星追赶月

亮一样，形容非常迅速z 他～似的奔向渡口。

E流星雨】 liuxingyu 圈短时间内出现许多流

星的现象。

E流刑l liuxing 圈古代把犯人押送到边远地

方服劳役的刑罚。

E流行E liuxing F翻广泛传布；盛行＝～色｜～性
感冒｜这首民歌在我们家乡很～。

E流行病】 liuxingbing 圈＠能在较短的时间

内广泛蔓延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霍乱等。

＠比喻广泛流传的社会弊病。

E流行歌曲E liuxing g向心＠在一定时期内受
到普遍欢迎、广泛传唱的歌曲。＠指通俗歌
曲。

E流行色E liuxingse IBJ 在→定时期内人们普

遍喜爱的颜色（多指服装）。
E流行性感冒】 liuxingxing ganmao 呼吸道传

染病，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强，传播迅速，
易于蔓延。症状有高热、头痛、全身酸痛等。
简称流感。

E流行性腮腺炎】 liuxingxing saixianyan 急
性传染病，病原体是腮腺炎病毒，患者多为儿
童。症状是发热，耳朵前部和下部肿大。

E流行语E liuxingy心圈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
流行的语汇。

E流血E liuxue 画特指牺牲生命或负伤＝～惨

案｜～斗争｜～牺牲。
E流言1 liuv也n IBl 没有根据的话（多指背后议

论、诬蔑或挑拨的话）：～萤语l散布～。
E流言飞语】 liuyan-f岳1y心同“流言茧语”。

E流言萤语E liuyan-f岳iy心风传的话；没有根据

的话＝散布～。也作流言飞语。
E流溢E l』uvi 画充满而流出来；漫溢z 泉水～｜
园中百花竞艳，芳香～。

E流萤E I i 白ying 圈指飞行不定的萤火虫g 几点

～，上下飞舞。
E流于E liuvu ~趋向（消极方面）：～低俗［要
重实际效果，不能～形式。

E流域E liuyu 圈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所流
过的整个地区，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
域。

E流质l liuzhi O 圈属性词。医疗上指食物是
属于液态的：～食品。＠圈指液态的食物。

E流转］ liuzhuan O 画流动转移，不固定在一

个地方z 岁月～！～四方［～的眼波。＠国指
商品或资金在流通过程中周转。＠〈书〉圈

指诗文等流畅而圆浑2 诗笔～ i声调和谐～。
丁、是· I ii'1 旧可＝

万昆（＊:E留、可由） }~, 

E琉璃】 I iu ·Ii 圈用某些矿物原料烧成的半透
明轴料，常见的有绿色、蓝色和金黄色等，多加
在秸土的外层，烧制成缸、盆、砖瓦等。

E琉璃瓦E liu·liw凸圈内层用较好的秸士，表面

用琉璃烧制成的瓦。形状和普通瓦相似而略
长，外部多呈绿色或金黄色，鲜艳发光，多用来
修盖宫殿或庙宇等。

主主 liu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S。有多种同素
切IL 异形体，黄色，能与氧、氢、卤素（除腆外）和
大多数金属化合。用来制造硫酸、火药、火柴、
硫化橡胶、杀虫剂等，也用来治疗皮肤病。通
称硫黄。

E硫化】 liuhua i;国把生橡胶、硫黄和炭黑等放

在容器里，通人高压蒸气加热，使变成硫化橡
胶o

E硫化橡胶】 liuhua xiangj iao 经过硫化的橡
胶，弹性较好，耐热，不易折断，橡胶制品大都
用这种橡胶制成。也叫熟橡胶。

【硫黄】 liuhuang IBJ 硫的通称。旧也作硫磺。
E硫磺】 liuhuang 画硫黄｜日也作硫磺。
E硫酸E liusuan 圈无机化合物，化学式

H, SCJ，。元色油状液体，含杂质时为黄色或

棕色，是一种强酸，用来制造肥料、染料、炸药、
药品等，也用于石油工业和冶金工业。

E硫酸雾】 liusuanwu 圈由燃烧时产生的二氧

化硫氧化成二氧化硫后和大气中的雾滴结合
形成的雾，有很强的腐蚀作用。

陪川用于地名：～的～（都在广东）0

E防1 liu 见 319 页【逗留 JC逗遛）。
）εs. 另见 840 页 liuo

b归 』」 liu 蒸馆。
'im c锢）另见制（）页 Ii 心。
E饱分E liufen 圈分馆石油、煤焦油等液体时，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蒸馆出来的成分。

也毒草 11u o ＜书〉旗子上的飘带。＠古代帝王
/JJILI 礼帽前后下垂的玉串 z 冕～。

3留… 1;u 古书上指黑霞黑尾巴的红马。
（蹭）

榴 liu 石榴

E榴弹l liudan 圈＠一种依靠炸药爆炸后产

生的碎片、冲击波来杀伤或摧毁目标的炮弹。
＠泛指手榴弹、枪榴弹和用炮发射的榴弹等。

E榴弹炮l liudanp<'i。因炮身较短、炮弹初速

小、弹道弯曲的火炮，可用来射击各种地形上
不同性质的目标。



榴凤骂铺鹊瘤骂墨惨惨草草现柳结镜胃六｜ liu ～ Ii 心 I s39 I 

E榴火l liuhu凸〈书〉［望石榴花的火红的颜色。 | 杏眼 i～倒竖。也叫柳叶屑。
E榴莲】 liulian 同“榴棍”。 I ［柳眉倒竖］ Ii心mei daoshu 形容女子发怒时
E榴槌l liulian 圈。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厕形。｜ 耸眉的样子。

果实球形，表面有很多硬刺，果肉白色，可以 l E柳腔】 I i问ia咱圈山东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吃。原产马来群岛。＠这种植物的果实。！｜｜ 流行于青岛及附近地区。
也作榴莲。 I ［柳琴E liuqin 圈弦乐器，外形像琵琶，比琵琶

E榴霞弹】 liuxiandan 圈炮弹的一种，弹壁薄，｜ 小，有囚根弦。
内装黑色炸药和小钢球、钢柱、钢箭等，弹头装 I ［柳丝］ Ii心sl 函指垂柳细长的枝条。
有定时的引信，能在预定的目标上空及其附近 I ［柳体E I i心ti 国唐代柳公权所写的字体，笔画
爆炸，杀伤敌方的密集人员。也叫子母弹。 | 道劲，较颜体为瘦。

用 liu 见下。 E柳条】 I i心ti6o 川圈柳树的枝条，特指栅
（国自） | 的枝条，可以编筐、篮子等。

00明 liuliu ＜书） ［稍微风吹动的样子。 I ［柳絮E I i心XU ~柳树种子 k面像棉絮的白色

锢～ liu 见下。 | 绒毛，能随风辙。
（留）另见 840 页 liuo I ［.柳腰l liuyao 南指女子柔软的细腰。

E锚金E liujln 国把溶解在水银里的金子涂在 IC柳叶眉】 I i心vemei 圈柳眉。
器物表面，用来装饰器物。 I ［柳子戏】 liu·zixi 圈山东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鹊 ι liu 见 1475 页唰 | 流行于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河南东部斗。
（醋） | 也叫弦子戏。
留中 liu 圈肿瘤：毒～｜肉～ ｜缮山 I i心川圆明、炜、胡须等
（嘱） | （怨）许多根顺着聚在一起叫一给： -

E瘤胃l liuwei 圈反鱼动物的胃的第一部分，｜ ～丝线｜三～儿头发。
内壁有很多瘤状突起。食物先在瘤胃里消化， l E缎子E liu•zi O ＜方〉圈土匪帮伙。＠画
再入网胃。 | 络JL ：一～头发。

E瘤子E liu•zi ＜口〉圈肿瘤。 ｜丘主 I iu 画有色金属硫化物的互熔
璧 liu ＜书咀嚼，，。 ｜侃侃）体，是铜、煤等冶炼过程中的中间

| 产品。镜中含有贵重金属。

目要 I iu 用于地名 z 趴在江苏）。 i 回 V町 I i凸〈书〉捕鱼的竹篓子，鱼进去
｜国（＊卵）就出不来。

5回 ·一 liu ＜书〉成色好的金子。

修（侈）
塞 liu ＜书〉＠成色好的金子＠同“锚”

(I iu ）。

\/ 

nu （纱l又）

聊 liu ＜书〉有光洋的美石。

权 I i凸＠圈柳树，落叶
Pc祷抄H、祷柳）木或灌木，枝条柔韧，叶
子狭长，柔夷花序，种类很多，有垂柳、早柳等。
＠二十八宿之一。 0 (Liu）［画姓。

E柳暗花明】凶’an-huaming 形容柳树成荫，繁
花耀眼的美景。宋代陆游有“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后多用来比喻在

困境中出现转机，看到希望。
E柳编E I i凸bian IEJ 一种民间手工艺，用柳条编
制果篮、提篮、食品筐等。也指用柳条编成的
工艺品。

E柳眉E I i心mei I直指女子细长秀美的眉毛：～

、

liu (»J又）

......L..1 Hu 圈五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参看
/'\ 1219 页【数字］ o
......L..2 liu 固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乐

／、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5”。
参看 448 页I工尺］。

E六部；1 liubu 函从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王朝的
中央行政机构一般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各
部，合称六部。

E六朝】 Liu Chao 南］＠吴、东晋、宋、齐、梁、
陈，先后建都于建康（吴称建业，今南京），合称
六朝。＠泛指南北朝时期z ～文｜～书法。参
看 936 页I南北朝~o

C亏畜l liuchu 圈指猪、牛、羊、马、鸡、狗，也泛
指各种家畜、家禽 z 五谷丰登，～兴旺。

E六腑1 liuf心圈中医称胃、胆、三焦、膀脱、大
肠、小肠为六腑O

E六根】 liug岳n ［苞佛教指眼、耳、鼻、舌、身、意，

认为这六者是罪孽的根源：～清净。



I 840 I liu 16ng I 六陆碌遛馆溜锚戮躏咯隆龙

E六合J liuhe ＜书〉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
泛指天下或宇宙。

E六甲】 I iuj i凸圈＠古代用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主、葵十干和子、丑、寅、卵、辰、巳、
午、未、申、西、戌、亥十二支依次相配成六十组
干支，其中起头是“甲”字的有六组，所以叫六

甲。因笔画比较简单，多为儿童练字之用·学

～。＠妇女怀孕称身怀六甲。

C可路】 liulu 固指上、下、前、后、左、右，泛指周

围、各个方面： ill观～，耳听八方。

E六亲E liuqln 圈六种亲属，究竟指哪些亲属说

法不一，较早的一种说法是指父、母、兄、弟、
妻、子，泛指亲属＝～不认O

C飞亲不认l liuqln-buren 形容人没有情义或

不讲情面。
E六神】 H臼hen 圈古人指主宰心、肺、肝、肾、

脾、胆六脏之神，泛指心神：～不安｜～无主。
E六神无主】 liushe『1-wuzhu 形容惊慌或着急

而没有主意。
E六书J liushu ［苞古人分析汉字而归纳出来的
六种构成方式，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
注、假借。

E六弦琴】 liuxianqin 强弦乐器，有六根弦。一

手按弦，一手拨弦。也叫吉他。
E六一儿童节E Liu-YI Ert6ng J ie 全世界儿童
的节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为保障全世界
儿童的权利，于 1949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上，决定以 6月 1 日为国际儿童节。也叫六一
国际儿童节、国际儿童节、儿童节。

C王艺】 liuyi 圈。古代指礼（礼仪）、乐（音乐）、
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等六

种科目。＠古代指《诗》、《书》、忖L》、《乐》、
《易》、《春秋》六种儒家经书。

E六何 liuvu 国佛教指色欲、形貌欲、威仪姿

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六种欲望，
泛指人的各种欲望＝七情～o

c亏指JL) liuzhTr 圈＠长了六个指头的子或

脚。＠指手或脚上长有六个指头的人。
主E三三 t芒仨 _ ,_ liu 画“六”的大写。参看 1219

王三｜在日（睦）页t数钊。
另见 848 页 1u 。

碌 liu 见下。
？磅）另见仰页｜山。

E碌暗J liu·zhou [=8］一种农具，用石头做成，因
柱形，用来轧谷物，平场地。也叫石破。

~~ liu 画。慢慢走；散步2 ～大街｜闷得慌，
，且ε主出去～～｜下午到市场～了一趟。＠牵着

牲畜或带着鸟慢慢走z ～鸟｜～狗 i～一～马。
另见 838 页 l iu 。

U置马E liu11ma I到牵着马慢慢走，使马解除疲
劳或减辛辛病势。

E量乌】 1 iu;; ni凸o 圈带着鸟到幽静的地方去溜

达。
E宣弯JLl liu;; wan「画散步z 您到哪儿～去
啦？ I 晚饭后到公园遛了个弯儿。也作E留弯儿。

E里早JLl liuzaor E国早晨散步。也作E留早儿。

b归 h 今 liu rnill 把凉了的熟食蒸热：～馒
'ii!i （榴）头！把剩饭～一～再吃。

另见 838 页 I iu" 
、由11 liu o 圈迅速的水流2
自 c••：雷）大～ l 河里～很大。＠
〈方〉匾迅速；敏捷z 眼尖手～｜走得很～。＠

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檐～｜承～。＠檐沟z
水～。＠（～儿）匾排；条：一～三间房。＠
（～儿）圈某一地点附近的地方：这～的果树很

多。＠〈方〉圈练z ～嗓子。
、白2 liu ＜方〉圃用石灰、水泥等抹（墙缝）；
1国堵、糊（缝隙）：墙砌好了，就剩下～缝了｜
天冷了，拿纸条把窗户缝～上。
另见 834 页 liO 。

锚 liu 见下。
（鳝）另见阴页 I iu" 

E锢子E liu·zi ＜方〉圈戒指2 金～。

现自 ... liu ~鸟，身体较小，嘴细长，尾
爹号（要怕）巴长。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田鹦、
树戮等。

E留川～圈慢慢走；散步z ～大街［ jij公园去～

另见 834 页 liO 。

[Ji'留弯JLl liu;;wanr 同“遛弯儿”。
[Ji'留早JL) I iuziior 同“遛早儿”。

·lo （·约百）

咯 ·lo [!lJ] m剧口＂T"C·I叫，语气较重：
当然～｜点名～，大家安静点儿。
另见 437 页 9队 721 页陆； 862 页 1uo 。

P盟盟主2

隆 lang 见日2 页I黑咕隆咚1、537 页I轰隆］ o
另见 842 页 l6ng0

,, 
long c 纱〉〈丘）

龙 阳。因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
（蘸）异£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



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封建时代
用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使用的东
西z ～颜｜～廷｜～袍！～床。＠形状像龙的或
装饰有龙的图案的：～舟｜～灯｜～车 l ～旗。
＠古生物学上指古代某些爬行动物，如恐龙、

翼子龙等。 0 (Long）圈姓。
E龙船】 16ngchu6n 圈装饰成龙形的船，有的
地区端午节用来举行划船竞赛。

E龙HE!l 16ngd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

状披针形，花紫色。根可入药。
E龙胆紫】 16ngdanzi 圈有机染料的一种，绿色
有金属光泽的结晶，溶于水和酒精。医药上用
作消毒防腐剂，杀菌力很强而没有刺激性，又
可用来驱除烧虫。溶液为紫色，通称紫药水。

E龙灯】 16ngd岳ng IEl 民间舞蹈用具，用布或纸
做成的龙形的灯，灯架由许多环节构成，每节
下面有一根棍子。表演时每人举着一节，同时
舞动，用锣鼓伴奏z 耍～o

E龙飞凤舞l 16ngf岳i-fengw心形容山势蜿蜒雄
壮，也形容书法笔势舒展活泼。

E龙反四台E longfengta i 圈指一另一女的双胞

胎。

E龙宫】 16nggong 圈神话中龙玉的宫殿。
E龙骨】 16nggu 圈。鸟类的胸骨，善于飞翔的
鸟类这块骨头形成较高的突起。＠指古代某
些哺乳动物（象、犀牛等）骨憾的化石。可入
药。＠船只、飞机、建筑物等的像脊椎和肋骨
那样的支撑和承重结构。

E龙虎榜】 longhub凸ng 圈指排行榜。

E龙1I.@IJJ longj iangju 圈黑龙江地方戏曲剧
种，在曲艺二人转的基础上吸收当地民间音乐
发展而成。

E龙井】 16『igjing ［雹绿茶的一种，形状扁平而
直，色泽翠绿，产于浙江杭州龙井一带。

E龙卷J 16ngjuan I羽风力极强而范围不大的旋
风，形状像·个从云中垂下的大漏斗，破坏力
极大。在陆地上，能把大树连根拔起，毁坏各

种建筑物和农作物；在海洋上，能把海水吸到
空中，形成水柱。通称龙卷风。

E龙卷反1J 16n?juanfeng l画龙卷的通称。
E龙口夺粮】 16ngk6u duoliang 龙口夺食。

E龙口夺食】 16ngk凸u-duoshi 指在降雨频繁的

季节里抢收庄稼（龙口＝借指大雨）。也说龙口
夺粮。

E龙马精神】 16ngm凸 jingsh自n 唐代李邹《上裴

晋公》诗：“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
姿。”（龙马：传说中像龙的骏马）后用来指健旺

的精神。
E龙门阵】 16ngmenzhen 圈见 30 页 1摆龙门

阵］ o

龙 I 1on9 I 841」
【龙脑E longn凸0 [EJ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10 H" C)H。白色半透明晶体，存在于龙脑树
树下中，通常由人工合成。有清凉气味，可制
香料，也可人药，人药后也叫冰片。

E龙盘虎踞E longpan-huju 见 552 页【虎踞龙

盘l 0 

E龙山文化】 L6ngshan wenhua 我国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因最早
发现于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而得名。遗存中
常有黑而亮的陶器，所以也曾称为黑陶文化。

E龙生九种】 longshengjiuzhong 龙生九子。

E龙生九子】 longshengj泊zi 古代传说，一龙所
生的九条小龙，形状性格都不相同。比喻同胞
弟兄志趣各有差别，并不一样n 也说龙生九

种。
E龙潭虎穴） 16ngt6n-h心xue 比喻危险的境地。
也说虎穴龙潭。

E龙套】 longtao 圈。传统戏曲中成队的随从
或兵卒所穿的戏装，因绣有龙纹而得名。＠
穿龙套的演员，也指这样的角色。

E龙腾虎问 longteng拍γue 形容威武雄壮，

非常活跃：工地上～，热火朝天。也说虎跃龙
腾。

E龙头】 16ngt6u 圈。自来水管的放水活门，
有旋转装置可以打开或关上。龙头也用在其
他液体容器上。＠〈方〉自行车的把他凸）。

＠比喻带头的、起主导作用的事物：～企业 l
～产品。＠〈方〉江湖上称帮会的头领。

E龙王E L6ngw6ng 圈神话中在水里统领水族

的玉，掌管兴云降雨。迷信的人向龙王求雨。
E龙虾】 16ngxia 圈节肢动物，身体圆柱形而略
扁，长约 30 厘米，色彩鲜艳，常有美丽斑纹。
生活在海底。我国南海和东海南部都有出
产。

E龙涎香E 16ngxi6nxiang I量灰色或黑色的蜡

状芳香物质。是抹香鲸肠胃的病态分泌物，类
似结石，13Jf，故香料。

E龙须l 】 longxumian 画一种非常细的面

条儿。 二－
E龙颜l 16ngy6n [EJ 帝王的容颜，借指帝王：～王三
大悦｜触犯～。 毛三

E龙眼】 16ngy6n ［每＠常绿乔木，羽状复叶，花

黄白色，果实球形，外皮黄褐色，果肉白色，味
甜，可以吃．也可入药。生长在福建、广东等
地。＠这种植物的果实o II 也叫桂圆。

E龙爪槐l 16ngzh凸ohu6i IEl 槐树的一个变种，

枝条弯曲下垂O

E龙争虎斗】 rongzh岳ng-hudou 形容双方势均
力敌，斗争激烈。

E龙钟J 16ngzhong ＜书〉帽身体衰老、行动不



I 842 I 10吨的ng I 龙笼咙沈珑拢咙胧袭陇意聋笼胧隆 i隆瘫窿优陇

灵便的样子：老态～。 I c笼中鸟E 16ngzhongni凸o 圈比喻受因而丧失

E龙舟E 16ngzhou 圈龙船z ～竞渡。 ! 自由的人。
宠 ι 16nQ 见下。 ｜陇子］ 16ng•zi 函用情、柿、树校或铁丝等

（霞） - I 制成的器具，用来养虫鸟或装东西。把权力关
E宠葱E 16ngcong 圃葱笼。 | 进制度的～里。
咙 μ long 见山页阳lo I 另见附页｜己ng叽

（晴吕） ” I c笼嘴】 16ng•zui 圈使用牲口时，套在牲口嘴
洗 ι long ＜方〉急流的水（多用于地｜ J·.，的不能吃东西的器物，用铁丝、树条竹

（濡）名）：七里～（在浙江）。 | 隅做成。
另见 1223 页 Shuong" ｜也p. ，＿，.~ long ＜书〉有篷的小船。

珑 long 见下 U l~c雕）
（曦） " h坛 16~； 0 盛大s ～重。＠兴盛z 兴～ l ～

E珑草草E 16ngcong ＜书〉＠匮雪形容金属、玉石 I I琶巨盛。＠深厚g程度深z ～冬｜～恩｜～情厚

等撞击的声音。＠同“笼葱”。 | 谊。＠凸出 z～起。 e CL6ng）圈姓。
E珑玲E 16ngling （书〉＠阪胃形容金属、玉石｜ 另见 840 页 lδ吨。

等撞击的声音。＠但光辉②；明亮。 I c隆冬E l创gdong ~冬天最冷的→段时期；严

拢 。ng （书〉＠窗户 z 房｜ 冬：～季节｜数九～。
（棒、嗅）～｜耳～（带帘子的窗户）。｜脏的 16ngl6ng ~形容剧烈震动的声音：

＠养禽兽的笼子或栅栏。 | 雷声～ l炮声～。
胧 6ng 见阳页1酬。 I （险情E 阳ing 圈深厚的感情：～厚谊。

（酶） I c隆庆E L6ngqing 圆明穆宗（朱载星）年号（公
胧 ιlong 见 894 页I酬。

（雕） -

窘斗 。ng （方〉＠圈去掉稻壳的工
（薯）具品状像磨，多用木料制成。＠

圈用窘去掉稻壳z ～了两担稻子。

E若糠E 16ngkong ＜方〉国稻谷窘过后脱下的

外壳。

胧 6ng 见 8叫树。
（蘸） ~ 

二也 long O ＜书〉同“龙”。＠用于地名：各
甩～（在甘肃）。
聋斗 。n口回耳朵听不见声音，通常

（草草）时觉迟钝也叫聋＝ ~ "ll' I 耳～眼
花。

E聋子］ 16ng•zi 圈耳聋的人。

笼中 long o ~笼子2 竹～｜鸟～｜兔
（窿）～l~f~～里跑出来了。＠旧时囚

禁犯人的戒具z 囚～。＠圈蒸笼：小～包子 l
馒头刚上～。。〈方〉画把手放在袖筒里g ~ 
着手。
另见 843 页的ng 。

E笼火］ 16ng;;hu6 画用柴引火使煤炭燃烧；生

火z 今天不冷，甭～了。
E笼屉］ 16ngti 圃竹、木、铁皮等制成的器具，

用来蒸食物。
E笼头E 16ng•tou 圈套在骤马等头上的东西，
用皮条或绳子做成，用来系缰绳，有的并挂嚼
子。

元 1567 1572λ 

E隆辛Ll 16ngru 阉隆胸。

E隆盛E 16ngsheng ＜书〉圈＠昌盛；兴盛z 国

势～。＠盛大。
E隆胸E 16ngxiong 圃通过手术等使女性乳房
丰满隆起。也说隆乳。

E隆重］ 16咱zhong 圈盛大庄重：～的典礼｜大

会在北京～召开。
E隆准E 16ngzh心n ＜书〉圈高鼻梁。

j隆 long 永将河（问16ngh叫名，在湖
::I~ 0 

瘾 long O ＜书〉衰弱多病z 疲～。＠酬。

E瘾闭E 16ngbi 圈中医指小便量少，甚至不通
的病。
窿 long ＜方〉圈煤矿坑道z ～工｜清理废

～｜把煤桶堆在～门口。

" long c '/JxL) 

优（健）
long 见下。

E优f同E 16ngt6ng （书〉同“笼统”。
萨ι －、 ι L凸ng 0 陇山，山名，在陕西、甘肃
以巳（睬）交界的地方o ＠圈甘肃的别称。
E陇剧J longju 圈甘肃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
甘肃东部的皮影戏、陇东道情发展而成。



拢垄笼簧弄瞬异搂睽别委倭 i i己ng- 16u I 843 

4且． 陆L long O ［到合上z 他笑得嘴都合
饨（攘）不～了。＠圈靠近；到达＇ ~%I 
靠～。＠圈总合：～共｜～总｜把账～一～。
＠圈使不松散或不离开；收拢2 ～音 l归～j用

绳子把柴火～住｜把孩子～在怀里｜～住他的
心。＠圈梳（头发）：她用梳子～了～头发。

0 <Long）圈姓。

E拢岸】 long;;an ［司（船只）靠岸。

E拢共J longgong fiJl 一共$总共：镇上～不过

三百户人家。
E拢音E long矿 yin 圈使声波在…定范围内不
分散，昕起来声音更清晰：在露天剧场唱不～o

E拢子J long·zi 圈齿小而密的梳子。
E拢总J longzong l!llrn →共；总共．站上职工～

五十个人。

垄 ｜加＠圈在耕地上培
（墨、 Z榷）成品一行一行的士埂，在

上面种植农作物＝～沟。＠国田地分界的稍
稍高起的小路；田埂。＠形状像“垄”①的东
西：瓦～。 o <Long）圈姓。

E垄断E longduan 圈《孟子·公孙丑》：“必求垄
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原指站在市集
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泛指把持和独占 2 ～市
场｜～集团。

E垄断资本E longduan zlb前资本主义发展到
垄断阶段的资本，垄断组织用来控制社会生
产，操纵和独占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的资本。

也叫独占资本。
E垄沟J longgou 圈垄和垄之间的沟，用来灌
溉、排水或施肥。

E垄作E longzuo l量把农作物种在垄上，或把
行间的土逐渐培在作物的根部形成垄，如甘薯
就是用垄作的为法种植的。

笼中 16咱们笼罩：暮色～住了大
（霞）地｜主个山村～在烟雨之中。＠笼

子（｜凸门g• zi），箱～υ

另见 842 页 16门9 。

E笼络E longluo 圃用手段拉拢z ～人心。
E笼统J longtong ~缺乏具体分析，不明确；

含混z 他的话说得非常～｜他只是笼笼统统地

解释一下。
E笼罩E i凸ngzhao 圈像笼子＜ long· zi）似的罩

在上面 z 晨雾～在湖面上｜朦胧的月光～着原

野。
E笼子E long•zi ＜方〉圈比较大的箱子。

另见 842 页 16ng•zio

责中 long o ＜方〉间如川队
（黄）＠织簧＜ Zhllong ），地名，在广

东。

、

long （纱XL)

弄 。ng ＜方〉圈小时同z 里
( ""*t月：）～｜三堂 l 一条小～。
另见 962 页 n凸吨。“衡”另见 1435 页

x1ang" 

E弄堂】 longt6ng ＜方〉圈巷3弄z ～口 l ～门｜

～房子｜三条～。

瞬 long

弄 long

〈书〉鸟叫。

石山间的小片平地。［壮］

16u c 'h又）

搂（搂） lou 圈＠用于或工具把东西聚

集到自己面前2 ～柴火 1 ～点儿干

草烧。＠用于拢着提起来（指衣服）：～起袖

子｜她～着裙子蹬水过河。＠搜刮（财物）；尽

力赚（钱）：～钱。＠〈方〉向自己的方向拨；

扳z ～扳机。＠〈方〉核算：～算 l把账～一～。
另见 844 页｜归。

E搂头盖顶J 16ut6u-gaiding 搂头盖脸。

E搂头盖脸】 lout6u-gailian 正对着头和脸：她

抄起个碗对着那个人～扔过去。也说搂头盖
顶。

睽 .~ lou ＜方〉酣（口气不庄重）＝这
（腰）是你新买的吗？我～～｜这玩意儿

不错，让我～一眼。

16u （为又）

~， r 16u ＜方〉圈堤坝下面排水、灌

旦。（贺。）水的口子；横穿河堤的7j(j宣 g ~ 

口｜～嘴。 王三

委 ι 16u O （方〉圈（身体〉虚弱 2 他毫
（妻）动不动就病，身子骨儿可～啦。＠

〈方〉圈（某些瓜类）过熟而变质2 西瓜～了保

换。＠二十八宿之一。。 CL6u）圈姓。

E类子E 16L』 •zi ＜口＞ !El 乱子；纠纷g祸事：惹～｜

捅～｜出～。

倭 6u 0 见下。＠见 460 JJ( ［何
（傻）倭剧。
另见 853 页的。

E倭｛罗］ 16u• luo 见 844 页I喽哆l 0 



I 844 I l凸u 的u I i委萎喽楼楼滕楼楼楼搂喽篓些壁

喽… 16u 见下 | 开沟、下种并自行覆土有的地区叫精子
（埠） I <ii 凸ng•zi ）。

E楼土】 lout心圈褐土的一种，因长期施用粪肥 I l楼播】 16ub6 画糟Cjiang ）。
而在原耕作层上形成的上下两层土壤。 ！血来 『＿.. 16u 楼姑：～蚁。

萎 16u 肌下。 l 峻（蜡）
（妻） ~ I ［~叼…90 IBl 昆虫，背部茶褐色，腹面灰黄

E萎篱l 16uh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 色。前足发达，呈铲状，适于掘土，在－尾须。生
背面密生灰白色细毛，花冠筒状，淡黄色。叶 l 活在泥土中，昼伏夜出，吃农作物嫩茎。也叫
子可以做艾的代用品。 I 蜘l蜘l姑c 1a1agu）。

E萎口十J 16uye 圈常绿藤本植物，叶子椭圆形， I l楼蚁E 16uyT 圈搂站和蚂蚁，借指微小的生
花绿色。果实有辣昧，可用来制调味品。时’子 i 物，也比喻力量薄弱或地位低徽的人。
和果实可入药。也叫葫酱Cjujiang）。 I E搂眩】 16uzhi ~亘古书上指睽蛤。

喽中 16u 见下。 i 楼 16u 见 3叩髓倭1 、 7叫做
（嗖）另见 846 页• louo 尸睽（暖）酬。

E喽眼】（喽罗、倭侈） 16u • luo IBl 旧时称强盗头
目的部下，现多比喻追胞恶人的人。

搂 ι Lou 楼水梢，在湖南。
（潭）

楼山 16u O 圈楼房：大～i教学～｜高
（楼）～大厦 l 一座～。＠圈楼房的一

层z 一～（平地的一层）｜一口气爬上十～。＠
（～儿）房屋或其他建筑物上加盖的一层房子：
城～｜箭～｜钟～。。用于某些店铺的名称：
茶～｜酒～｜银～。 8 (L凸u）圈姓。

E楼板】 16ub也n IBl 楼房中上下两层之间的木

板或水泥板。
E楼层l 16uceng 函指楼房的一层g 每个～都
设有消火栓O

E楼道l 16udao 圈楼房内部的走道：～里不要
堆放杂物。

E楼房E 16uf6ng IBl 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子。
E楼阁J t6uge IBl 楼和阁，泛指楼房。
E楼花E 16uhua 圈指预售的尚未竣工的楼房：

出售～。
E楼盘l 16up6n 圈在建的或正在出售的商品
楼：开发新～｜推销～。

E楼市l 16ushi 圈。楼房市场，也泛指房产市
场。＠指楼房的行惰。

E楼台】 16ut6i 圈。〈方〉凉台。＠泛指楼（多

用于诗词戏曲）＇近水～。
E楼堂馆所l 16u-t6ng-guan-suo 办公楼、礼堂、
宾馆和招待所，泛指机关、团体兴建的高梢建

筑物z 严禁违规修建～。
E楼梯l lout! IBJ 架设在楼房的两层之间供人
上下的设备，形状像台阶。

E楼宇l 16uy凸圈楼房。

滕 16u )!._ I u 古代一种祭祀
（腹）

楼 ι 16u 圈播种用的一种帜，由牲
（穰）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可以同时

I/ 

l凸LI ( 'iJ叉）

搂（撞） tau o 画搂抱z 妈妈把孩子～

在怀里。＠置两臂合抱的量为一

搂：抱来一～麦秸｜两～粗的大树。
另见 843 页｜己u。

E搂抱】 loubao [;!j] 两臂合抱；用胳膊拢着g 小

姑娘亲热地～着小猫。
喽 凸u 陶峻〔G己u

（！嗤）主峰’也指衡山，在湖南。
篓中 lou 川圈篓子：竹～｜背～｜

（篓）油～｜字纸～儿。
E篓子E lau ·zi 圈用竹子、荆条、苇箴儿等编成的
盛东西的器具，从口到底比较深。

飞

lou < 'iJ叉）

「 lou o 不好看；ll.＇丑～。＠粗劣；不精
L 致：粗～｜因～就简。＠（住的地方）狭小，
不华美z ～室｜～巷。＠不文明；不合理：～

俗｜～习。＠（见闯）少2 浅～｜孤～寡闻。

E陋规】 lougui 画不好的规矩、惯例：草除～o

E陋室】｜δushi 圈简陋的房屋：身居～。

E陋俗】 lousu ［哥不好的风俗。

E陋习E louxi 巨型不好的习惯z 陈规～。

E陋巷】 louxiang ~l 狭窄破旧的街巷：穷街
~ 。

矮（馒） 1：~雕刻：雕～｜～L
E倭骨铭心1 lot』gu-mingxin 刻骨铭心。

E倭刻】 louke 圈。雕刻：～花纹。岁月在他的
额头～下深深的皱纹。＠深深地记在心里；铭



记z 动人的话语～在她的心中。
E缕空E loukong 圈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
的花纹或文字：～的象牙球。

瘦 L 干 lou O 人和动物体内发
（瘦、立’）生除肿时生成的管子，也

有手术后安装的，管子的开口或在皮肤表面，
或与其他内脏相通，病灶内的分泌物等可以从
这里流出来：月工～｜膀脱阴道～。也叫瘦管。
＠〈书〉凛册。

E瘦管E lot』凹凸n ~司瘦①。
、、王 lou o 面东西从孔或缝中滴下、透出或
V刊可掉出：壶里的水～光了。＠！到物体有孔
或缝，东西能滴下、透出或掉出 z ～勺｜锅～了｜
那问房子～雨。＠漏壶的简称，借指时刻z ～
尽更深。＠［到泄露·走～风声｜说～了嘴。＠
圈遗漏·挂一～万｜这一行～了两个字｜点名
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给～了。

E漏乘】 loucheng i面乘客购票后因误点或其
他原因未能乘上应乘坐的火车、飞机等。

E漏窗】 louchuong 圈园林建筑中不糊纸或不
安玻璃的窗户。

E漏电l lou;;dian 画跑电。
E漏洞E loudong 圈。能让东西漏过去的不应
有的缝隙或小孔儿。＠（说话、做事、办法等）
不周密的地方；破绽：堵塞工作的～｜他的话里
～百出。

E漏斗l loudδu i吕把液体或颗粒、粉末灌到小
口的容器里用的器具，一般是由 4个锥形的斗

和一个管子构成。
E漏风】 lou;;f岳『ig I动］＠器物有空隙，风能出
入z 这个风箱～｜窗户有缝JI. ，到冬天～。＠因
为牙齿脱落，说话时拢不住气：安上了假牙以
后，他说话不再～了。＠走漏风声：这件事先

别漏出风去。

E漏光】 lou;;guong I到跑光。
E漏壶l louhu I萄古代计时的器具，用铜制成，

分播水壶、受水

壶两部。播Jj(

壶分二至四层，

底部均有小孔，
可以滴水，最后

流入受水壶。
受水壶里有立
箭，箭上有刻
度，箭随蓄水逐
渐上升，露出~tl

数，用以表示时

间。也有不用

水而用沙的。

也叫漏刻。简
j届 壶

缕瘦漏露 lou 845 

称漏。

E漏刻l louke 圈漏壶。

E漏勺l loushao 圈炊事用具，有许多小孔的

金属勺子，用来捞东西。

E漏失E loushl 圈。漏出而失掉：水分～。＠

疏漏；失误：这一工作不能有半点儿～。
E漏税】 lou;;shui 圈（纳税者）由于疏忽大意或

者不了解税收法令而没有缴纳应缴的税款，通
常指有意违反税收法令逃避应该缴纳的税款。

E漏题］ Iδu;;ti 画＠泄露试题：防止～｜英语

考试漏了题。＠漏做试题：他马马虎虎，考试

时经常～。
E漏网l lou;;wang E到比喻（罪犯、敌人等）没有

被逮捕或歼灭：逃犯无一～。

E漏网之鱼E louwangzhlyu 比喻侥幸脱逃的
罪犯、敌人等。

E漏泄】 louxie 剧。（水、光线等）流出或透出 z

煤气管道～ l 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下来。＠
泄露；走漏z ～试题｜～天机。

E漏夜】 lδuye I重深夜。

E漏珍］ louzh品n 画医生没有把病人的病症诊

断出来：哮喘的发病原因很复杂，容易被误诊、

E漏后E louzhl ＜书〉固有漏洞的盛酒器，比喻
使国家利益外溢的漏洞。

E漏子】 lou·zi I萄＠〈口〉漏斗。＠漏洞．这戏
法儿变得让人看不出～来。

E漏嘴】 lou;; zui 画说话不留神把不该说或不
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若苦 lou 画义同“露2 ”c ru），用于下列各条。

庐宵另见 851 页｜心。

E露臼l lou;;bai 画指在人前露出自己带的财

物（白 z指银子，泛指钱财）。

E露丑E lou;; chou lilVI 出丑s丢丑：出乖～。
E露底】 lou;;di 圃泄露底细2 这事一定要保密，
千万不能露了底。

E露页1J lou;;f岳ng 画走漏风声。

E露富E lou;;fu I甜显出有钱。

E露脸l lou;; lian 画。指因获得荣誉或受到主主
赞扬，脸上有光彩2 干出点儿名堂来，也露露脸。雪雪三

＠（～儿）〈方〉露面：他有好几天没在村里～
了。

E露马脚E Iδu m凸jiao 比喻隐蔽的事实真相泄

露出来＝说谎早晚总要～。
E露面l lou;;mian c～儿）画出现在一定的场合

（多指人出来交际应酬） ：公开～。
E露苗l lou矿miao ~菌种子萌发后，幼苗露出地
表面。也说出苗。

E露怯l lou;;qie ＜方〉画因为缺乏知识，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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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iδu I 。 ｜露喽擒噜卢芦庐泸炉

举止发生可笑的错误：从小长在城市里，乍到

农村难免～。

E喜头】 lou;;t6u C～儿）匾。露出头部：他从
洞里爬出来，刚一～儿就被我们发现了。＠比
喻刚出现；显出迹象：旱象已经～。
另见 851 页 1u1仙。

E露相E lou11 x iang c～儿）〈方〉画］露出本来面
目。

醋馅JL) lou;;xianr lll!ll 比喻不愿意让人知道
的事暴露出来z 这本来是捏造的，一对证，就～

了。

E露一手】 lou ylshou c在某一方面或某件事

上）显示本领＝他唱歌真不错，每次联欢总要

应喜拙E louzhuo 圈显露出自己的弱点或不

足z 藏巧～，后发制人。

• lou (. 'JJ叉）

喽斗 •lou 圈＠用法虫日“了，，（．

（喽）用于预期的或假设的动作2 吃～
饭就走｜他要知道～一定很高兴。＠用法如
“了”（ •le）②，带有提醒注意的语气2 水开～｜

起来～。
另见 844 页 16u 。

10 （纱〉〈）

擒 。〈方〉圈。捋c luo）：挽着裤
（擂）脚，～起袖子｜把树枝上的叶子～下

来。＠撤销（职务）：他因犯了错误，职务也给
～了。＠甘II斥 s斥责2 挨了一顿～。

噜（噜） 10 见下。
E噜苏J lu·su ＜方〉［戴眼峻。

,, 
｜。 （纱〉〈）

。见下。 8 (Lu）固姓。卢（雇？ 1u 

E卢l:tl lubi 圈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
尔、斯里兰卡等国的本位货币。［英rupee]

E卢布】 1ubu 圈俄罗斯等国的本位货币。〔俄
py6nb] 

E卢沟桥事变E Lugouqi6o Shibian 七七事变。

芦斗 1u o 芦苇＇ ~;tt I ～根｜～席。＠
（蘑） Clu）圈姓。

E芦荡J ludang 圈苇荡。

E芦箴1 1utei ＜方〉圈芦席。
【芦柑J lugan 圈槛柑。

E芦花】 luhua ~芦苇花轴上密生的白毛。
E芦萎J luhui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长
披针形，边缘有黄色小锚，肉质肥厚。生长在
地中海沿岸和热带地区，我国华南地区也有。
汁液可入药。

E芦笙】 lusheng 圈苗、｛同等少数民族的管乐
器，用若干根芦竹管和一根吹气管装在木制的

座子上制成。
E芦笋J lus心n 圈石刁柏的通称。

E芦苇J luw岳l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在水

边，叶子披针形，茎中空，光滑，花紫色。茎可以
编席，也可以造纸。根状茎可入药。也叫苇子。

E芦席】 luxi ~用苇蔑编成的席子。

庐山 1u 简陋的房屋2 茅～｜～舍。
l尸（靡）
庐2 ～ Lu 0 指庐外｜（旧府名，府治在

（瘟）今安徽合肥）：～剧。＠圈姓。
E庐山真面】 lushan-zhenmian 庐山真面目。
U卢山真面目】 Lu Shan zh岳n mianmu 宋代苏

轼《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后用“庐山真面目”借指事物的真相或人的本

来面目。也说庐山真面。

E庐舍】 lushe ＜书〉圈房屋P田舍。

庐1 … 叫色的士壤z ～土。
（墟）

泸2（塘、唱）
～i 当～（卖酒）。

1u 酒店里安放酒瓮的

土台子，借指酒店z 酒

E泸拇】 Iurn心圈壤土的旧称。［英 loam]

E泸植】 luzhi ＜书〉圈黑色的教士。

炉 叫炉子z 火～！锅～！
（孀、A锯）电～｜高～｜围～取暖。＠

(Lu）~姓。

“铺”另见 847 页“铲”。

E炉算子E lubi·zi 圈炉膛和炉底之间承煤漏灰

的铁屉子。

E妒丰才J luchen 
内壁。

圈用耐火材料砌成的冶炼炉的

E炉火纯青E luhu凸-chunqlng 相传道家炼丹，到

炉子里的火发出纯青色的火焰的时候，就算成
功了。比喻学问、技术等达到了纯熟完美的地
步。

E炉龄J luling liSJ 工业t指炉衬的使用期限，一

般根据两次大修之间冶炼的次数和时数来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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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炉台E 1utai 圈炉子上面可以放东西的平面

部分。
E炉膛E lutang c～儿）［量炉子!I!.面烧火的地方s

把～改小一点儿，就能省煤。
E炉条E lutiao I每炉膛与炉底之间承放燃料的

铁条，作用与炉算子相同。

E炉瓦l luw凸圈用耐火材料做成的瓦状物，砌
在炉内作为内衬。

E炉灶l luzao ~炉子和灶的统称：修理～0另

起～。
E炉渣】 luzha 圈＠冶炼、时杂质经氧化与金属
分离形成的渣浮。有些炉渣可用来制炉捷水
泥、炉渣砖、炉渣玻璃等。＠煤燃烧后结成的
焦渣。

E炉子】 lu· zi 圈供做饭、烧水、取暖、冶炼等用
的器具或装置。
、， .. Lu 0 泸水，古水名，即今金沙江
tp （渥）在四川宜宾以上、云南四川交界处
的一段。今四川泸州从泸水得名。＠泸水，
古水名，即今怒江。

生卢… 1u o ＜书〉麻缕；麻线。＠古书
（锺） t指芒麻一类的植物。

护… 1u 见 102 页阳川页I黄
（植）例。

铲… 1u 见 851 页【酬。
（瞌）

萨… 1u ＜书〉酬1 ～列｜～陈 i一一～
（臆）举。

盯卢陈E luchen ＜书〉闯i 一一陈述（多用于旧式
公文或书信）：谨将经过实情，～如左。

U卢列】 ruli自〈书〉［到＠列举：～三种方案，以

供采择。＠陈列 z 珍锺～。

声与（麟） 1u 见下。
E卢粤鹅E ruci ~水鸟，羽毛黑色，有绿、蓝、紫色
光泽，嘴扁而长，暗黑色，上嘴的尖端有钩。能
游泳，善于捕鱼，喉下的皮肤扩大成囊状，捕得
鱼可以放在囊内。我国南方多饲养来帮助捕
鱼。通称鱼鹰，有的地区叫墨鸦。

萨斗 ru ＜书〉眶。
（瞌）

铲…问金属元素，符号 Rf。有放
（鳝）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缠”另见 846 页“炉”。

占百 一 ru 圆头的上部，包括颅骨和脑。
用歧（醺）也指头。（图见 468 页“人的骨
憾”）

E颅骨】 1ugu 圈构成头颅的骨头，包括额骨、顶

骨、颖骨、枕骨、蝶骨等。

E颅腔l luqiang 圈颅内的空腔，顶部略呈半球

形，底部高低不平。颅腔内有脑子。

通卢… 1u ＜书〉船头。
（蠕）

鱼卢 u 问妒鱼，体侧扁，背部青灰色，
尸（媚）腹部灰白色，背部和背鳝有黑斑，
口大，下领突出。性凶猛，吃鱼虾等。生活在
近海，秋末到河口产卵。

'I/ 

1u c 为〉《）

卤 心＠圈盐卤＠圈卤
（卤、1卤）素。＠阉用盐水加五香或

用酱油煮z ～味｜～鸡｜～鸭 l ～口条（自煮猪
舌）。＠［司用肉类、鸡蛋等做汤加淀粉而成的

浓汁，用来浇在面条儿等食物 J:. ：打～面｜在面

条儿上浇点儿～。＠（～儿）~］饮料的浓汁2 茶

E卤菜E lucai f'BI 卤制的蒙菜。
E卤莽l lum凸ng 见 848 页【鲁莽J 。
E卤水l lushuT 圈＠盐卤。＠矿化度很高的

地下水，常用来提取食盐、在典、澳、棚等。
E自素l lusu 圈卤族元素，包括氟、氯、澳、腆、
破五种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相似，是很强的

氧化剂。
E卤味E l心wei ［＇萄卤制的冷菜，如卤鸡、卤肉等。

E肉虾】｜心xia 圈食品，把虾磨成糊状，加盐制

JJ.lt 。
E卤虾油】 luxiay6u ［苞｝卤虾的清汁。

E卤和tll I心zhi l动］用卤的方法制作；卤③。

虏 ι 占 ｜心＠俘虏①：～获。＠
（虞、养虞） 俘虏②。＠古代指奴隶。

＠〈书〉对敌方的蔑称：敌～｜强～。

E虏获E luhuδ 巨型俘虏敌人，缴获武器。

掳… 的把人抢走＝～掠 l～人脚
（捕）

E掳夺l ludu6 圈抢劫（人和财物）：～民女 1财

物已被～一空。
E掳掠E l心IOe 圈掳夺：奸淫～。

鲁1ι 叫迟钝；%：： Ii～｜鸣。＠
（鲁）圃莽撞；粗野z 粗～ l～莽 l这人

办事挺～的。

鲁2 ~ Lu 0 周朝国名，在今山东囱
（鲁）阜一带。＠圈山东的别称z ～

菜。＠圈姓。
E鲁班尺E lubanchT l盘指木工所用的曲尺，相

传是古代有名的木匠鲁班发明的，所以叫鲁班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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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48 I 1u 1山｜鲁糟糟倍角陆录

E鲁菜E l心cai IEJ 山东风味的菜肴。
E鲁钝E l心dun Ifill 愚笨；不敏锐：赋性ι。

Z鲁莽】（卤莽）｜心m凸ng 圈说话做事不经过考

虑；轻率＝说话～ l～从事。
E鲁鱼亥骂王］ I的。－haishi 把“鲁”字写成“鱼”字，
把“亥”字写成“泵”字。指文字传写刊刻错误。

E鲁直l luzhi 田园鲁莽而直率z 性情～。

j鲁→｜心海港（叫叫名，在安
（泡）徽。〕 V

檐1 吨使
（梅、长掳、长腊、长膀） 船前进的

工具，比桨长而大，安在船尾或船旁，用人摇。

檐2 心〈书〉大盾牌。
（椿、养恼）

倍 心圈金属元素，问，u 0 :Jll,:-
（鳝）种稀土元素。银白色，翩。用于

核工业。

飞

lu C '/Jx) 

角 1u 用于地名 z ～直伽苏）。

E角理E Luli 圈＠古地名，在今江苏吴中西南。

＠姓。

陆 ι 叫陆地大～｜登～｜～路｜水
（隆）～交通。 8 (Lu）圈姓。
另见 840 页 I iu o 

E陆沉，］ luchen 画陆地下沉或沉没，比喻国土

沦丧。
E陆稻E ludao 圈种在旱地里的稻，抗旱能力比

水稻强，根系比较发达，叶片较宽，米质软，光

泽少。也叫旱稻。

E陆地】 1udi IEl 地球表面除去海洋（有时也除

去江河湖泊）的部分。
E陆费】 Lutei 圈姓。

E陆界l lujie t苞国家陆地的边界：如l定～。
E陆军E lujun IBl 陆地作战的军种。现代陆军

通常由步兵、炮兵、装甲兵、陆军航空兵、防化

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和各专业部队组成。
E陆离】 1uli 圆形容色彩繁杂2 光怪～｜斑驳～o

E陆路】 1u1u i写旱路2 ～交通。
E陆桥】 luqiao IBl O 连接两块大陆的陆地，如
地质史上的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陆地，又如现
在连接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巴拿马地峡。陆桥

是生物和古人类的迁徙通道，往往用于说明生

物和古人类的迁移路线。＠海运的货物到达
港口后，改为陆运，到另一港口再改为海运，两

个港口之间的这一段陆地叫陆桥。

E陆禽】 luqin IBl 鸟的一类，翅膀短圆，不能远

飞，善于在陆地上行走，如原鸽、原鸡、鹊鸦等。

E陆续】 luxu E自U] 表示前后相继，时断时续：来

宾～地到了 1 一到三月，桃花、李花和海棠陆陆
续续都开了。

E陆运】 luyun 圈用火车、汽车等在陆路上运

输。

E陆战l luzhan IBJ 敌对双方的军队在地面上进

行的战斗。

录 h ｜山。记载；抄写：记～｜登～ l抄
（绿）～｜摘～｜过～｜有闻必～。－~

录帘U ：～音 l～像｜～放｜～了一首歌。＠原指
为备用而登记，后转指采取或任用 2 收～｜～

用。＠用作记载物的名称：目～｜语～｜同学

～｜回忆～。 0 (Lu）圈姓。

E录播】 lubo 圃录制后再播放：世界杯足球赛

直播和～相结合。
E录放】 lufang ［到录音或录像并放出所录的声

音或图像：定时～。

E录供E lugδng 画法律上指讯问时记录当事
人说的话。

E录取l 1uq心圈＠选定（考试合格的人）：择优

～｜～新生三百名。＠〈方〉记录z ～口供。

E录入l luru 圈把文字等输入到计算机里s ～

员｜平均每分钟～一百个汉字。

E录像】（录象、录相） luxiang o c -11一）画用光
学、电磁等方法把图像和伴音信号记录下来2

～机！当时的场面都录了像。＠圈用录像机、
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图像z 放～｜看～。

E录像带】 luxiangdai 啤记录图像和声音用的

磁带。

E录像机】 luxiangjl 圈把图像和声音记录下来

并能重新放出的机器。有磁带录像机、数字录
像机等。

E录像片JI】 luxiangpiiinr ＜口） [EJ 录像片。

E录像片E lux iangpian IBJ 用放录像的方式放

映的影视片（一般单独发行，不在电视台播

映）。
E录音】 luyln o c 「俨）圈用机械、光学或电磁

等方法把声音记录下来z ～机l～棚 i 两位学者
的对话已经录了音。＠圈用录音机记录下来

的声音2 放～｜听～。
E录音笔】 luylnbi 圈一种外形像笔的小型录

音设备。
E录音带】 luylndai 圈记录声音用的磁带。

E录音电话】 luyln dianhua 装有录音设备的电

话，能自动录下通话内容。
E录音机E luylnF 圈把声音记录下来并能重新
放出的机器。有不同的类型，通常指磁带录音



录格赂茶祟：鹿禄 j垄碌绿球禄碌睬路｜ ｜心企巳

机。

E录影E luyTng O （叫一）庄重台湾地区指录
像①。＠怪自台湾地l左指录像②。

E录用】 iuvong 圈。收录（人员刘任用：量才
～｜择优～。＠采用 g 稿件～与否，应及时通知

作者。
E录市tll luzhi 圆周录音机或录像机把声音或
形象记录下来，加工制成某种作品：～唱片｜～
电视剧。

格 。＠古代车较上用来挽车的横
fr（丰各）木。＠古代的一种大车。
赂 ι 1u ＜书〉＠赠送财物；贿赂。＠
十（赂）财物，特指赠送的财物。
菜 1u 嗣＜Meilu），地名在广东。

另见 853 页的。

祟 1u 土山间的小片平地。阳

鹿 1u 画＠哺乳动物，反鱼类，四肢细长，尾
已短，一般雄的头上有角，个别种类雌的

也有角，毛多为褐色，有的有花斑或条纹，听觉
和嗅觉都很灵敏。种类很多，如梅花鹿、马鹿
等。 8 (Lu）姓。

E鹿角E luj I凸o 函＠鹿的角，特指雄鹿的角，可
入药2 ～胶 i～霜。＠鹿寨。

脏茸】 lur6ng 圈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硬骨
时，带茸毛，含血液，叫作鹿茸。是一种贵重的

中药。
E鹿死谁手E lusTsheishou 以追逐野鹿比喻争
夺天下，“不知鹿死谁手”表示不知道谁能获胜

（现多用于比赛或竞争）。
E鹿寨E luzhai !El 一种军用障碍物，把树木的

校干交叉放置，用来阻止敌人的步兵或坦克。
因形状像鹿角而得名。

占三L Lu 禄水，水名，发源于江西，流至湖南入
1号、湘江。也叫禄江。

运 Lu 圈姓
n=r 1u 见下。

栋（辱和
［！！录耳】｜山’岳r 同“骆草耳”。

E马录草耳1 1u ’画r 圈古代骏马名。也作骄耳。

h兰主 ·- 1u 义同“绿”（ I u），用于“绿林、绿
羽毛（碌）营、鸭绿江”等。

另见 854 页 10 。

E绿林E lulin ~绿林LU （今湖北大洪山一带），
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根据地。后来用“绿林”
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集团：

～好汉｜称雄～。

E绿林起义】 Lulin QTyi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

公元 17 年，王匡、王风在绿林LU （今湖北大洪

山一带）组织农民起义，称绿林军。公元 23 年
攻占长安，推翻了王莽政权。

E绿营J luying r各！清代由汉人编成的分驻在地

方的武装力量，用绿旗做标志。

球 1u 见下。

【球球】 1u1u 〈书〉庄园形容稀少：～如玉。

主t=;t 1u o 古代称官吏的傣给：傣～ 1 高官厚
’ l<J ～｜无功受～。 8 (Lu）圈姓。

E禄蠢】 ludu ＜书〉画指贪求功名利禄的人。
E禄位l luwei ＜书〉圈傣禄和官职。

碌 1u ＠平F、·LC于
忙～｜劳～。
另见 840 页 I iu, 

E碌碌】 1u1u 圃＠形容平庸，没有特殊能力z

庸庸～｜～无为。＠形容事务繁杂、辛辛苦苦
的样子z ～半生。

碌 1u ＜书〉眼珠转动。

路 1u o 圈道路z 卜和｜大～｜同～。
＠圈路程z 八千里～｜～遥知马力。＠

（～JL）途径；门路：生～｜活～儿。＠条理z 理

～ 1 思～ 1 笔～。＠［苟地区；方面．南～货｜外

～人｜各～英雄。＠圈路线z 三～进军 I 17~ 
公共汽车。＠菌种类；等次z 这一～人｜哪一

～病？｜头～货｜纸有好几～｜二三～角色。＠

直用于队伍的行列，相当于“排、行飞四～纵
队。。（ Lu）圈姓。

Z路霸】 1uba 画指非法在路上拦截过往车辆和
行人强行收费的人z 严厉打击车匪～。

E路标E lubiao 圈。交通标志。＠队伍行动
时沿路所做的联络标志。

E路不拾遗E lubushiyi 东西掉在路上没有人捡
走据为己有，形容社会风气很好。也说道不拾

遗。
E路程E lucheng 画＠运动的物体从起点到终

点经过路线的总长度。＠泛指道路的远近2
五百里～l三天～｜打听前面的～0革命的～。

E路痴E luchl t萄指方向感差，记不住路的人。 主雪雪

E路道l ludao ＜方〉圈。途径；门路：～熟 i～雪三三

粗（形容门路广）。＠人的行径（多用于贬义）：
来人～不正。

E路灯E lud岳ng 圈装在道路上照明用的灯。

U各堤E 1ud1 画在低地上修筑的高于原地面的

路基。
E路段】 luduan 圈道路的一段：有的～，推土

机、压路机一齐上，修得很快。

E路费E lufei 圈旅程中所用的钱，包括交通、伙

食、住宿等方面的费用。



巴~」 ｜心 l 路程侈戮寥篆漉际辘
E路风J 1ut岳ng l重指铁路、公路部门的工作作
风和风气。

E路规】 lugul 圈铁路、公路上指有关车辆运行
的规章制度。

E路轨E luguT 圈＠铺设火车道或电车道用的
钢轨。＠轨道。

E路过E lugu<'> ［~途中经过（某地） ：从北京到
上海，～济南。

E路徽E luhul l昌铁路系统使用的标志。我国
铁路路徽＠为机车正面轮廓，由“人”字和钢轨

横断面的形状构成图案，象征人民铁道的意
思。

E路基E luF r萄铁路和公路的基础，一般分为路

堤和路笙。
E路祭E 1uji l!l坦旧俗出殡时亲友在灵枢经过的

路旁祭奠。
E路肩J lujian 圈＠公路路基两边没有铺路面

的部分，用来支承路面、停靠车辆等。＠铁路
路基上道床两侧的部分。

E路检l lujian 圈在道路上对机动车进行检查：

加强～，减少事故。

E路劫】 1ujie 画（盗匪）拦路抢劫。
E路警J lujTng IEJ 铁路或公路上维持秩序、保护

交通安全的警察。
E路径J lujing 圈＠道路（指如何到达目的地

说）：～不熟｜迷失～。＠门路：经过多次试
验，找到了成功的～。

E路局】 luiu 1望指铁路或公路的管理机构。
E路考】 lukao 画让司机在指定的道路上驾驶

汽车，以考查其技术是否合格。是汽车驾驶员
资格考试的项目之一。

E路口E 1uk凸LI （～儿）圈道路会合的地方：三岔

～｜十字～｜丁字～ i把住～。
E路况E lukuang l苞道路的情况（指路面、交通

流量等） ：～信息｜～良好。
E路面J lumian 圈道路的表层，用土、小石块、

混凝土或沥青等铺成＝～平整。
三王三 E路难】 lunan I蜀道路交通事故所引发的灾难
言萎三 （多指有人员伤亡）：列车出轨造成～。
雪雪雪 E路牌J 1upai 函标明交通路线或地名的牌子。

E路卡1 1uq的画道路上设立的关卡，多用于警

戒、检查或收费等。
E路签E luqian 圈火车站上准许列车通行的凭
证，列车到站后，如果不发给路签就不能通行。

E路笙】 luqian IBl 在高地上挖的低于原地面的

路基。
E路桥l luqiao l蜀道路和桥梁z ～建设。

E路权E luquan IBJ 指交通参与者根据交通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道路上行走或行驶的权利。

E路人】 luren 圈行路的人，指不相干的人z ～
皆知｜视若～。

U各仁】 lu·shong 圈。道路上面z ～停着一辆
车。＠路途中：～要注意饮食。

U各数】 lushu f每＠路子。＠招数：学两手散

打的～。＠底细：摸不清来人的～。
E路条】 lutiao I每一种简便的通行凭证。
E路途】 iutu 圈。道路z 他经常到那里去．熟识

～。＠路程：～遥远。
B各网】 luwiing 圈指像网络一样纵横交错的
道路：～改造｜城市～建设。

E路线】｜（』xian 圈。从一地到另－地所经过
的道路（多指规定或选定的）：行车～。＠思

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所遵循的根本途径或基

本准则：坚持群众～。
E路线阁】 luxiantu 圈标明行进路线的图表，

f昔指实现某一目标的步骤或途径·公交～｜教
育改革～。

E路向】 luxiang ＜方〉圈道路延伸的方向，多
用于比喻：青少年成长的～。

E路演J 1uv凸n l'Bl 指股份公司为了与投资者沟
通和交流的I举行的股票发行推介会。是英语
road show 的直译。

U各椅】 luyT 圈固定在路旁供人休息的椅子。

U各由器】 luy6uqi l组计算机网络中的一种设

备，用来连接若干网络协议不同的网络，使
信息经过转换，从一个网络传送到另一个网

络。
E路障l luzhang 圈设置在道路上的障碍物z
清除～。

E路政】 luzheng 圈公路、铁路的管理工作。

E路子】 lu·zi IBJ 途径；门路z ～广｜走～。

程 1u ＜耕种得晚熟僻的谷物

isrn 1u ＜书〉＠侮辱。＠同咳’。
，｜乡

刺， 1u ＜书〉并，合。
多到
E雪白力E 1u11 画合力；并力 2 ～同心。
E到j力同心E luli t6ngxln 齐心合力，团结一致。

非专 1u ＜书〉形容植物高大。
主F 另见 821 页 l的0 。

案中 1u 见 4叫唰
（徨）

漉 1u 画液体往下渗她～网｜～酒。

眼 1u m s31 页1酬。

辘辘） 1u 见下



辘戮路展鲸满直在箴莺麓露毛盖驴 l 1u - 10 I ss1 I 
E辘铲】 lu·lu I霸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起重
工具，通常安在井上汲水。机械上的绞盘有的
也叫辘护。

辘驴

E辘辘E 1u1u 阻理形容车轮等的声音：风车～

而动｜牛车发出笨重的～声。饥肠～。
~ u 杀：杀～｜屠～。
努足（缪川）
路｜山〈书〉悍的别名。

E路础 lujue 圈藏类植物，高 15 25 厘米，叶
薄膜质，羽状分裂，褐色或绿褐色，根状茎f象粗
铁丝，根呈粗纤维状。生长在潮湿的岩石上。

犀 I~ （书〉小渔网
E晨毅E lusu 同“簇簇”。

备委户 。圈鱼，懒惰，灰褐色，有黑色
叮．（盘录）斑纹，眼和嘴都大，鳞呈柿状。生
活在近海岩石间。

j路 Lu 。溺水，古水名，即今山西的浊酬。
萨日＠满江，水名，就是怒江。＠圈姓。

璐 1u ＜书〉美玉

麓灿＠〈书〉竹翩翩器具z 书～。＠
〈方〉圈竹箴、柳条等编成的圆筒形器具，

多用于盛零碎东西多篓子z 字纸～O

E簇簇J lusu ＜书〉圆形容下垂。也作窟景。

莺~－ 1u 晴鸟，嘴直而尖，颈长，飞翔时
（需）缩着颈，生活在水边。种类很多，

常见的有白鸳、苍鹰。

E莺鸳E lusi 圈白鹰。

麓 1u ＜书〉山脚z 卜｜泰峙。

委静1 1u o 圈凝结在地面或靠近地丽的物
~ 体表面上的水珠。是接近地面的空气温
度逐渐下降（仍高于（）℃）时，使所含水汽达到
饱和后形成的。通称露水。＠用花、u十、果子

等蒸馆，或在蒸馅液中加入果汁等制成的饮
料：荷叶～｜果子～ 1玫瑰～。

告营2 1u o 在房屋、帐篷等的外面，没有遮盖z
~宵～天l～营｜～宿。＠圈显露；表现：揭

～｜暴～｜吐～｜披～｜藏头～尾 l脸上～出了笑
叶，

廿。

另见 845 页｜凸u。

E露布】 1ubu rBJ o ＜书〉橄文。＠〈书〉军中捷
报。＠古代不封口的诏书或奏章。＠〈方〉
指布告、海报等。

E露点】 1udi凸n 圈空气在气压不变的条件下冷

却，使所含的水汽达到饱和状态的温度。气温
与露点的差叫温度露点差，差值越小，表示空
气湿度越接近饱和。

据骨J lug心圃用意十分显露，毫不含蓄＝你
说得这样～，我不相信他没听懂。

E露酒】 luji凸圈含有果汁或花香味的酒。

E露水】 lu·shui 圈露1 ①的通称。～夫妻（指短

暂同居的男女）。

E露宿】 Iusu 画在室外或野外住宿：～街头 l风
餐～。

E露宿风餐E 1usu-t岳ngcan 见 388 页【风餐露

宿］。
E露台J 1utai rBJ 晒台。

E露天】 lutian o 圈指房屋外面：～电影｜把金

鱼缸放在～里。＠圈属性词。上面没有遮盖
物的z ～剧场｜～煤矿。

E露头J lut6u 圈岩石和矿体露出地面的部分。
矿体的露头是矿床存在的直接标记。也叫矿
苗。
另见 846 页的U// t6u 。

E露头角J lu t6uji凸o 比喻初次显露才能。

E露营】 luying ~ O 军队在房舍外宿营。＠

以军队组织形式到野外过夜，晚间有行军、营
火会等活动。

E露珠J luzhu c～儿）圈指凝聚像珠子的露水。

•lu C·'/J义）

毡（磕） 王三• lu 见1018 页｛毯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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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s2 I ｜白 1u I 驴间榈滕吕侣捋相旅铝

当，有点儿～。也说牛头不对马嘴。
E驴打滚JL] lud甸心nr [EJ 0 高利贷的一种，放
债时规定，到期不还，利息加倍。利上加利，越
滚越多，如驴翻身打滚儿，所以叫驴打滚儿。＠
食品，用黄米面夹糖做成，蒸熟后，滚上熟黄豆
面。

E驴肝肺】 1u9anfei IEl 指极坏的心肠z 好心当
作～。

【驴骤】 lulu6 IEJ 驶驼（ ju邑ti) ①。

E驴年马月l luni6n-m的ue 农历用代表地支的
十二生肖纪年，其中没有驴年。驴年马月用来
指不可知的年月（就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

而言）：照你这么磨磨蹭蹭，～也干不完。也说
猴年马月。

E驴皮胶】 lupij iao 圈阿胶白l iao ）。
E驴皮影】 lupiylng ＜方〉圈皮影戏，因剧中人
物剪影用驴皮做成而得名。

E驴子l lu·zi ＜方〉圈驴。
间 1u o ＜书〉酷的门z 倚～而望。
同（罔）＠〈书〉里巷g邻－里：乡～｜～里｜～
巷。＠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间。 0 (Lu）圈姓。

Z间里】 1un 〈书＞ [EJ 乡里。
E间丘E LuqiO 圈姓。
E间苍l luxiang ＜书〉圈小的街道，借指民间。
E闺阁l luyan ＜书〉［吕＠平民居住的地区，借
指民问：～繁富，库藏充足。＠指平民。

［／同左】 luzuo ＜书〉圈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
借指贫苦人民2 陈胜、吴广起于～。

岛、寸 1u 见 557 页【花榈木1 、 1743 页

有用（榈） ［棕榈1。
滕… 1u ‘旷叫又音。

（腰）

、， V1a c Y.Ju) 

口的。见853 页1律剧。 8 <Lu）圈姓。
仁1

三E三 E吕剧E luiu 函山东地方戏曲剧种之－，腔调
三主主 由山东琴书发展而成。
三三三雪 E吕宋烟E lusongyan 圈雪茄烟的旧称，因菲

律宾吕宋岛所产的质量好而得名。

f口的＠同伴z 伴～｜旧～！情～。＠（山
口圈姓。

盯日伴】 luban IEl 伴侣。
捋阳用手指JI阪着抹过去，使物体JI顶

干净＝～胡子｜～麻绳。
另见 859 页 IL觅。

相的〈书〉屋檐。

胀的＠在外地做客；旅行z ～客｜～途｜～
日侨胞｜～京同学会。＠旅行的人g离家

在外的人z 行～｜商～。＠〈书〉向“稻”。

旅2 怡。因军队叫单位，通常隶属于
师或集团军（军），下辖若干个营（或团）。

＠指军队z 劲～｜军～之事。＠〈书〉画共同．

～进～退。
盯住伴】 luban 圈旅途中的同伴。

盯在程】 lucheng 南旅行的路程·万里～｜踏上

~ 。

盯在次l luci 〈书〉圈旅途中暂时停留或住宿的
地方。

E旅店E ludian 「主l 旅馆。

m费E 1utei 圈路费。

U在馆l luguan 圈营业性的供旅客住宿的地
方。

盯住进旅退】 lujin-lutui 跟大家同进同退，形容
自己没有什么主张，跟着别人走。

盯在居】 l品iu 圈在外国或外地居住：～巴黎｜这
几张照片是我～成都时照的。

盯在客E 1uke r葫旅行的人。
盯住鸟l luni凸0 IEl 候鸟在迁徙途中有规律地从
某地经过而不在那里繁殖或越冬，这种鸟叫作
该地区的旅鸟。

盯的主l 1ushe 圈旅馆（多用于旅馆的名称）。

盯在合】 lushe ＜书〉圈旅馆。

盯住途】 iutu IEl 旅行途中：～风光 i ～见闻｜～

劳顿｜踏上～。

U的于】 luxing l~ 为了办事或游览从一个地方
去到另一个地方（多指路程较远的）：～团｜～
结婚｜春季～｜到海南岛去～。

[h1呈行车E luxingch岳圈主要供旅行用的小型
载客汽车，外形略呈民方体。

U刷子社】 luxingshe 圈专门办理各种旅行业
务的服务机构，给旅行的人安排食宿、交通工
具等。

盯在游l luy6u 圈旅行游览2 ～团｜～业 i ～胜

地｜～旺季 i放假后我们将到青岛～。
盯在游农业E luy6u n6ngye 农事活动与旅游相
结合的农业发展形式。利用农村的自然风光
作为旅游资源，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让游客

从事农耕、收获、采摘、垂钓、饲养等活动，享受
回归自然的乐趣。也叫观光农业。

盯在游鞋E luy6uxie 圈适宜旅行走路穿的鞋，

鞋底厚而软，呈坡形，衬有海绵等松软材料。

铝 /{i 圈金属元素，符号 Alo 银白
（铝）色，质轻·化学性质活泼，延展性

强，导电、导热性能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用
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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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铝粉】 1uf昌n 圈银色的金属颜料，用纯铝加工
制成，用来配制油漆、油墨等。俗称银粉。

租斗的谷物等不种自生的z ～生。
（！稳）

倭1ι 1u ＜书〉弯曲（指身体）：但
（要） cyu ＞～。

倭2ι1u ＜书〉迅速：怦指（不
（｛妻）迅速指出来）。

另见 843 页｜仙。

屡… 1u 圃屡次.~~不鲜 l～教不改｜
（屡）～禁不止｜～战～胜。

E屡J欠】 luci 画一次又一次z 他们～创造新纪
录。

E屡次三番】 luci-sanfan 形容次数很多：我出

门之前，母亲～地叮嘱我注意身体。
E屡见不鲜】 luj ian-buxian 经常看见，并不新

奇。也说数Cshu的见不鲜。
E屡教不改】 lujiao-bug凸1 多次教育，仍不改正。

也说累教不改O
E屡屡】 1u1u 圈屡次：～碰壁 l他写这篇回忆录

的时候，～搁笔i冗思。

E屡试不爽】 lushi-bushu凸ng 屡次试验都没有

差错z 这种方法～。

lH岭 • ~ 1u o 线：细针密～｜千丝万～｜不
纷议矮）绝如～。＠一条一条，详详细细g
～述｜条分～析。＠画用于细长而软的东西：
一～麻i 一～头发｜一～炊烟。

E缕陈】 luchen ＜书〉圈缕述（多指下级向上级
陈述意见）：具函～。

E缕缕】 1u1u 圈形容一条一条，连续不断＝村中
炊烟～上升。

E缕述】 1ushu 圈详细叙述：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里不拟～。

E缕析J luxT rn!Jl 详细地分析：条分～。

臂的〈书〉脊椎骨

E替力】 1u11 圈体力：～过人。
楼…｜心见776 页I槛

（禧）
履 1u o 鞋：衣～｜革～｜阳～＠踩；

走z ～险如夷｜如～薄冰。＠脚步z 步～。
＠履行·～约。

E履带E 1udai 函l 围绕在拖拉机、坦克等车轮上
的钢质链带。装上履带可以减少对地面的压

强，并能增加牵引能力。也叫链轨。

E履历J luli IE 0 个人的经历2 ～表 l他的～很

简单。＠记载履历的文件2 请填一份～。
Z履任l luren ＜书〉画指官吏上任。
E履险如夷l luxiiin而yi 行走在险峻的地方像

走在平地上一样，形容处于险境而毫不畏惧，
也形容经历危险，但很平安。

E履新E IOxTn （书〉圃指官吏就任新职。

E履行J luxing 画实践（自己答应做的或应该

做的事）：～诺言｜～合同｜～手续。

E履约E iuvue ＜书〉画实践约定的事；践约。
E履职E luzhi rnID 履行职务。

‘、1u c 纱μ ）

埠 1u 土埂

会主辛 1u o 法律s规则 z 定～｜规～｜纪～。＠
· 1.:::r" 我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把乐音分
为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旧诗的一种

体裁z 五～｜七～｜排～。参看 853 页【律诗1。

＠〈书〉约束z ～己｜～人｜自～。 0 C Lu）圈
姓。

E律动J ludang 画有节奏地跳动；有规律地运

动z 脉搏在～｜天体～不已｜古城伴着现代化的

～呈现出新的面貌。

E律己E 1uF rnID 约束自己：严于～。
E律例E 1u11 1E1 法律条文及其案例2 深谙～｜参
照～加以惩处。

E律令】 luling 圈法律条令；法令。

E律日】 1u1u 圈古代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校
正乐律的器具，以管的长短（各管的管径相等）
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
的六个管叫作“律”，成偶数的六个管叫作
“吕”。后来用“律吕”作为音律的统称。

E律师】 1ushT IE 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依
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出庭辩护，以及处理
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

E律诗J lush！圈旧诗体裁之→，形成于唐初。
格律较严，每首八句，二、四、六、八句要押韵，三

四两句、五六两句要对偶，字的平仄有定规。每

句五个字的叫五言律诗，七个字的叫七言律诗。

E律条E lutiao 画＠法律条文：触犯～。＠泛主主

指准则z 做人的～。 专三

E律宗】 luzong 吕到我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道
宣所创，以注重戒律著称。

猝 1u 见 549 页阻。

．主主导 ι 1u ＠思考z 考～｜深谋远～｜千～
Ji］主（虑）一得。＠担忧；发愁z 忧～ i疑～ l
顾～｜过～｜不足为～。

菜 1u 见下。
另见 849 页｜心。



巴芝」 10 1 茶率绿草草氯

E主主豆1 tudou 见 854 页【绿豆］。
或 10 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2
二亏二效～｜速～｜税～｜圆周～｜出勤～｜上座～。

另见 1221 页 shuai 。

去吾 ·- 10 画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
叶、（碌）由蓝和黄混合而成z ～叶｜嫩～｜
浓～｜桃红柳～｜青山～水。
另见 849 页 1u 。

E绿菜花】 IGcaihua 圈西蓝花的通称。

E绿茶】 lucha 圈茶叶的一大类，是不发酵茶。
用高温破坏鲜茶叶中的酶制成，t切出来的茶保
持鲜茶叶原有的绿色。种类很多，如龙井、碧
螺春等。主要产于浙江、安徽、湖南等地。

E绿灯】 1ud岳ng 圈指绿色的交通信号灯，绿灯

亮时表示可以通行。开～。

Z绿地1 1udi 圈指城镇中经过绿化的空地。

E绿豆】（毒草豆） tGdou 南＠一年生草本植物，
叶子为三片小叶组成的复叶，花小，黄色，结英
果，种子绿色。种子供食用，也可酿酒。种子、

花、叶和种皮均可入药。＠这种植物的种子。

E绿肥E IGfei 圈把植物的嫩茎叶翻压在地里，

经过发酵分解而成的肥料。
E绿肺E 1utei 圈指能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出

氧气的绿地、森林等2 东郊公园被称为城市东

部的～。
E绿化E tuhua 圈种植树木花草，使环境优美卫

生，防止水土流失 z ～带！～山区｜城市的～。

E绿卡1 1u~凸圈指某些国家发给外国侨民的长

期居留证。
E绿篱E 1u11 圈用木本或草本植物密植而成的

围墙。
E绿帽子l IGmoo•zi 固绿头巾。

E绿内障J IGneizhang 圈青光眼。

E绿盘E tGpan ~指证券交易市场电子显示屏

上用绿色数字显示的下跌的价格或指数，有的
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香港）用绿色数字显示上
涨的价格或指数（跟“红盘”相对）。

E绿皮书J IGpishu 圈见 25 页【白皮书］ o

E绿茸茸E 1Gr6ngr6ng （～的）回状态词。形容

碧绿、细软而稠密2 ～的秧苗｜～的羊胡子草像

绒毯子一样铺在地上。
E绿色1 1u碍。画绿的颜色。＠庄园属性词。
指符合环保要求，元公害、无污染的：～食品｜

～能源。
E绿色壁垒】 IGse bit岳l 指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
区环境和经济利益而附加的进出口贸易条件
及限制措施，如提高进口产品质量标准或实行

高额征税等。也叫环境壁垒。
E绿色标志］ IGse biaozhi 环境标志。

E绿色食品E IGse shipin 指无公害、无污染的
安全营养型食品。

E绿色通道J IGse tongdao 指医疗、交通运输
等部门设置的手续简便、安全快捷的通道，泛
指简便、安全、快捷的途径或渠道。

E绿生生l IGsh岳ngsh岳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碧绿而鲜嫩z ～的菠菜｜田野披上了～的

春装。
E绿视率】 IGshilG 圈绿色在人的视野中所占的
比率。一般认为，绿视率在 25% 时，人眼的感
觉最为舒适。

E绿松石E IGsongshi 圈矿物，成分是含水的铜

铝磷酸盐，多为蓝色、绿色或白色微蓝，常有不
均匀的条纹或斑点，蜡状光泽，硬度 5 6。可
做装饰品或雕刻材料。

E绿头巾】 1Gt6ujln 圈元明两代规定娼家男子

戴绿头巾。后来称人妻子有外遇为戴绿头巾。

也说绿帽子。

E绿头鸭】 1Gt6uya 圈野鸭的一种，雄的头颈绿

色，因而得名。
E绿阴l IGyln 向“绿荫”。

E绿茵l IGyln 圈绿草地2 ～场（指足球场）。

E绿茵茵】 IGyinyin （～的） l~ 状态词。形容革

地等一片碧绿：～的草坪｜后院里的菜地～的。

E绿荫l IGyin 圈指树荫z ～蔽日。也作绿阴。

E绿莹莹】 IGyingying （～的）~状态词。形容

碧绿晶莹：～的宝石｜秧苗在雨中显得～的。
E绿油油E 1Gy6uy6u （口语中也读 luyouyou)

（～的）圈状态词。形容浓绿而润泽：～的麦

苗｜鹦鹉一身～的羽毛，真叫人喜欢。

E绿洲】 IGzhou 圈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
E绿柱石J IGzhushi 圈矿物，成分是皱铝硅酸

盐。常见的有绿色或蓝色的，也有黄色或粉红
色的，多透明，有玻璃光泽，硬度 7 8。是提
制饭的主要原料，其中的上品是宝石（如祖母
绿、海蓝宝石等）。

蓓 10 见下。

E草草草】 toe凸o 圈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密

生短刺，叶子掌状分裂，花淡黄绿色，果穗略是

球形。全革入药。

氯 id IEl 0 气体元素，符号 Cl＂黄绿色，有
毒，有腐蚀性，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容易

液化。用来漂白、杀菌或制造漂白粉、染料、颜

料、农药、塑料等。＠指氯气。
E氯纶E 101un IEJ 合成纤维的一种，即聚氯乙烯
纤维，能耐强酸强碱，遇火不燃烧，用来做工厂

的滤布、工作服和电缆的绝缘材料。氯纶的保
暖性能好，也用来编织衣物和絮衣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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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氯气】 1uq1 l重氯分子（ Cl，）组成的气态物质。｜ ～风侣。

,)i:I岳、 k 1u 圈使液体通过纱布、木炭或沙 I l王军凤J luanfeng 圈比喻夫妻2 ～和鸣（夫妻
那（漉）子等，除去辙，变为纯净（间或用｜ 和美）｜～分飞（夫妻离散）。
于气体）·过～｜～器｜～纸｜～药。 17市亏t luan ＜书〉切成小块的肉 z ～割｜

E滤波1 1ubo 画用一定的装置把不同频率的电 i 钩（铸）尝鼎一～。
信号分离开，只让某一频率范围内的电信号通 i Z宵害。E luang岳〈书〉圈分割；切碎。

I r来I 秘 luan ＜方〉［泪。圆 z ～
E滤~ luchen l司用滤器耐，使所含的尘土 I I缆（圈、倒）桌。＠整个的：～蛋。
微粒分离出去。 1 可~ Luan O 漆河，水名，在河北。＠

脏器】 1uqi 画过滤用的装置，用多孔性材料、｜汾毛（普普）圈姓。
松散的固体颗粒、织品等装在管子或容器中构 1 －，曲之 luan O 铃铛：～铃。（图见
成。时只让液体和气体通过，把其中所含的｜签（攀） °i:"J:古的车”）＠皇帝车驾上有
固体微粒分离出去。 | 签铃，借指皇帝的车驾：迎～。 8 (Luan) [BJ 

E滤色镜l IOsejing IBl 有色透明镜片。只能透｜ 姓。
过某种色光，而吸收掉其他色光。在摄影中利 I c签驾】 luanj ia 圈皇帝的车驾。
用它吸收一部分色光，改变拍摄所得影像的色 I c窒铃】 luanling 圈旧时车马上系的铃铛。
调。最常用的是黄色和黄绿色的，多用玻璃或 I c盔舆E tuanyu I主l 奎驾。
塑料制成。

E滤液1 iuve 画过滤后得到的澄清液体。
E滤渣】 luzho 圈过滤时分离出来的团体颗粒o

Z滤纸l tuzhT 圈用纯洁纤维制成的质地疏松
的纸，一般裁成圆形，用时卷成锥形放在漏斗
中，可以过滤溶液。

锯 u L书〉＠打脚、铁骨、角等的
（鲸）工具。＠打磨。

, 
luan c 'h义与）

峦山 luan 啡） LU （$指连绵的）：山
（橙）～｜冈～1峰～｜重～酬。

E峦d璋】 luanzhang 圈直立像屏障的山峦。

孪 uan ＜书〉孪生z ～子。
（擎）

E孪生E luansheng 圈属性词。（两人）同一胎
出生的＝～子｜～兄弟。通称双生。

-m之 luan ＜书〉相貌美。
安（毒委）
来山 luan t8l 0 酬，落叶乔木，羽状

（策）尉，小叶师，花黄色，萌果长椭
圆形，种子球形。叶子可制拷胶，花可做黄色
染料，种子可用来榨油。 8 CLuan）姓。

孪 u6n 蜷曲不能伸直＝～缩｜拘～ i
（擎〕装～。

E孪缩］ lu6nsu6 ［理蜷曲收缩．局部软组织～，

血液循环不良。

？曲之 ，、 A luan 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鸟（繁）
E宣言传E lu6nch6u ＜书〉圈比喻夫妻：永结～ l

II 

luan （给义与）

卵 luan 圈＠动植物的雌性生殖细胞，与
精子结合后产生第二代。＠昆虫学上特

指受精的卵，是昆虫生活周期的第一个发育阶
段。＠某些动物由卵细胞发育成的倍以繁殖
传代的物质，如鸟卵、蛇卵、龟卵等。。〈方〉
称辜丸或阴茎（多指人的）。

E卵白】 luanbai 圈蛋白①。

E卵巢】 luanchao IBJ 女子和雌性动物的生殖
器的一部分。除产生卵子外，还分泌激素促进
子宫、阴道、乳腺等的发育。人的卵巢在腹腔

的下部骨盆内，扁椭圆形，左右各→，分列在子

宫的两侧。
(lj~黄E lu凸nhu6ng 圈蛋黄。

E卵块E luankuai IBJ 某些卵生动物的卵产生后
粘在起，形成块状，叫作卵块。

E卵磷脂】 luanlinzhl IBJ 磷脂的一种，由甘池、

脂肪酸、磷酸和胆碱组成，白色蜡状物质，在蛋 二二
黄、神经细胞、大豆里含量丰富，是细胞膜和细主主
胞器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三三三

E卵泡】 lu凸npao 圈卵巢内的囊泡，由卵细胞

及其周围的细胞所组成。
E卵生l lu凸n钳制g E回属性词。动物由脱离母

体的卵孵化出来，这种生殖方式叫作卵生。卵

生动物胚胎发育全靠卵中的营养。

E卵石】 lu凸nshi 圈岩石经自然风化、水流冲击
和摩擦所形成的卵形或接近卵形的石块，表面
光滑。是天然建筑材料，用于铺路、制混凝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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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卵胎生】 luantaisheng 匮屠l性词。某些动物
（如注），卵在母体内孵化，母体不产卵而产出
幼小的动物。这种生殖方式叫作卵胎生。卵

胎生动物胚胎发育仍靠卵自身的营养。
［！！~翼】 IL』凸nyi ［涵鸟用翼护卵

养育或庇护（多含贬义）＝在黑势力的～之下为
所欲为 D

E卵用鸡】 luanyongjl 圈主要为产蛋而饲养的

鸡。

E卵用鸭】 luanyongya 圈主要为产蛋而饲养

的鸭子。
E卵子】 luanzT 圈卵①。

E卵子］ luan·zi ＜方〉圈卵④。

、

ludn （给义与）

乱 A luan O ~没有秩序；没有条理2
（商L）一团～麻｜～七八糟｜～砍滥伐｜吵

闹声～成一片｜这篇稿子改得太～了。＠战

争；武装骚扰g 变～｜叛～｜兵～｜避～。＠画
使混乱；使紊乱z 扰～↓惑～｜以假～真｜别～了

阵脚。＠自国（心绪）不宁：心烦意～｜他的心里

～得一点儿主意也没有。＠圆任意；随便z ～
跑｜～出主意。＠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51～。

E乱兵】 luanblng iBJ 叛乱或溃散的兵。

E乱臣】 luanchen 画作乱的臣子：～贼子。
E乱纷纷】 luanf岳nf岳n （～的）~状态词。形容

杂乱纷扰z ～的人群｜他心里～的，怎么也安静
不下来。

E乱坟岗】 luanfengang 圈乱葬岗子。

E乱哄哄】 luonh6ngh6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声音嘈杂＝～地嚷成一片。
E乱乎］ luan• hu ＜方〉［但混乱。也作乱糊。
E乱糊】 luon·hu 同“乱乎”。

E乱局】 luanju 圈混乱的局面。

E乱来E luanlai 画胡来：这件事要慎重，千万

不能～！住手，不许～！
雪辈三三 E乱离】 luanlf fZ盈因遭战乱而流离失所。
三三三＂＇ ［乱伦】 luanlun 阐指在法律或风俗习惯不允

许的情况下近亲属之间发生性行为。

E乱码】 luanm凸 iBl i十算机或通信系统中因出
现某种错误而造成的内容、次序等混乱的编码
或不能识别的字符。

E乱民】 luonmin 圈旧时统治者指造反作乱的

百姓。
E乱蓬蓬E luanpengpeng c 口语中也读 1uan

国ngp邑ng) （～的）圈状态词。形容须发或

草木凌乱z 衣冠不整，头发也～的｜～的茅草。

E乱七八糟】 luanqlbazao 形容混乱；乱糟糟

的：稿子涂改得～，很多字都看不清楚 l他越想
越没主意，心里～的。

E乱世J luanshi ［望混乱动荡的时代。
E乱弹】 luantan 圈清代乾隆（ 1736 1 795 ）、

嘉庆（ 1796 1820）年间对昆腔以外的戏曲

腔调的统称。
E乱弹琴】 luont6nqin 比喻胡闹或胡扯z 在这

关键时刻，人都走了，真是～！

E乱套】 luan;;tao ＜方〉画乱了次序或秩序z

会场上吵成一片，乱了套了。
E乱腾E luan•teng ~混乱g不安静，没有秩序2

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起来了。
E乱腾腾】 luantengteng （口语中也读 luon

t岳门gt邑ng) （～的）冒冒状态词。形容混乱或骚

动＝心里～的，不知怎么办才好。
E乱象】 luanxiang 圈没有秩序的状态；混乱现

象：～丛生｜市场～调查。
E乱营J luon;; ying ＜方〉圈指秩序发生混乱z

枪声一响，敌人～了｜老师刚走开，教室里就乱
了营了。

E乱葬岗子】 luanzang-ga『1g•zi 旧时无人管理

任人埋葬尸首的土岗子。也叫乱坟岗。
E乱糟糟］ luanzaozao c～的）圈状态词。形

容事物杂乱无章或心里烦乱：桌子上～的｜坐
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的。

E乱真】 luanzh岳n I到模仿得很像，使人不辨真

伪（多指古玩、书画）：以假～｜复制精细，几可
~ 。

E乱子】 luan·zi I苟祸事g纠纷：闹～｜出～。

IOe C 纱μ廿）

碧 Ille （书〉锋利。

-f:# Ille 0 掠夺（多指财物）：抢～｜～取！奸
』付、淫掳～。＠画轻轻擦过或拂过·凉风～

面｜燕子～过水面｜炮弹～过夜空 l他用手～一

下额前的头发。嘴角上～过一丝微笑。＠〈书〉
用棍子或鞭子打2 拷～｜答～。

E掠夺】 luedu6 I到抢劫；夺取·～财物｜经济～。

E掠夺婚】 luedu6hun 温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

习俗，男子用抢劫女子的方式成亲。这种方式
在某些地区曾演化成一种婚礼习俗长期留存。
也叫抢婚。

E掠美E luem岳l 圃掠取别人的关名 z 这是名家

的手笔，我不敢～。

E掠取J 1oeq心画夺取；抢夺z ～财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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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掠视J lueshi 圈目光迅速地掠过；扫视2 站在 l A_2 lun 见
房门口向室内～一周。 i 它 （命、楠、喻）【昆仑］。

E掠影J lueyin9 圈一掠而过的影像，指某些场 I JJ.飞b r人 lun o 人伦＝～常1ι理 l五～ l天
面的大致情且（多用于标题）浮光～l《自然博｜ τt;（偷）～。＠条理；次序：～次。＠同
物馆～》。 I 类；同等z 不～不类｜比拟不～｜英勇绝～。＠

略1 … 10古＠圃简单Cll
（铃罢）大～｜粗～ l～图 l ～读！这个提 Ir伦巴】 lunba 圈拉丁舞的一种，原是古巴的黑

纲写得太～了。＠简单扼要的叙述：史～｜事 l 人舞，4/4 拍。 C西 rumba]
～ 1节～｜要～。＠画省去；简化z 从～｜省～ I I E伦l咀 lunbi ＜书〉阉同等；匹敌：史无～｜无与
中间的部分～去不说。＠圃略微 z ～知一二｜｜ ～。
～有所闻｜～见一斑｜他的成绩比我～好一些。 I E伦常】 lunchang 圈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

rrrh2 … IOe 计划J ; r村某：方～｜策～｜谋｜ 德。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阳台（若）～l战～｜雄才大～。 I 五种关系为五伦，认为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
rrrh3 二 IOe 夺取（多指土地）：侵～｜攻｜ 是不可改变的常道，称为伦常。
崎（若）城～地。 fl伦次J lunci IEJ 语言、文章的条理次序语无

. . ' ～｜文笔错杂，毫无～。
E略称J IOech岳ng 0 ［型简称①。＠自主l 简称
②。

E略略J 100100 1国稍微：微风吹来，湖面上～漾
起波纹｜我～说了几句，他就明白了。

E略胜一筹】 luesheng-ylch6u 比较起来，稍微
好）点儿。

E略识之无】 lueshi-zhlwu 指识字不多（“之”和

“元”是古汉语常用的字）。
E略图】 1oetu 圈简略的图形g简单的阁画。

E略傲J luewei 圃稍微：～歇一会！L I 擦破了

皮，～流了点儿血。

E略为E 1oewei 圃稍微·他～定了定神｜人数

～多了一些。
E略逊一筹】 luexun-y1ch6u 比较起来，稍微差

一点JL ：他的球技和老队员相比，还是显得～。
E略语l f(j的心圈缩略语。

仔 ue IE 古代重量单位，一铸约合
（饵）六两。

固 1oe 见 753 页【酬。
c ：日苗）

I On （好〉〈与）

抡 lun ~O 刷刷， ~•r～刀｜? （揄）～起铁锤打炮昵＠挥动胳膊抛
出去；扔z 把菜～了一地。
另见 857 页 fun 。

,, 

lun c 为）（~）

仑1 （命） fun ＜书〉条也伦次。

E伦理】 lunn IEJ 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z

～道德｜～观念。

E伦理学E lunlixue ［萄关于道德的起源、发展，

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
E伦琴J lunqin ~ X 射线或 γ射线的照射量单

位，1 伦琴约等于 1 居里的放射线在 1 小时内

所放出的射线量。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念德
国物理学家伦琴（ Wilhelm Konrad 
R凸ntgen）而定的。

E伦琴射线】 Lunqin shexian X 射线。因德国
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Konrad Rontgen) 
首先发现而得名。

、l、、 A Lun t仓i吾（古书名，内容主要是记
｜匕（揄）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上～｜
下～。

另见 859 页｜巾。

抡川 lun ＜书〉蜘峨：～材。
（揄）另见 857 页 I Ono 

囹~ fun 见附页【酬。
（固）

沦 A fun O 沉没g 沉～！～于海底 @ 
（渝）没落；陷入（不利的境地）．～落｜～

陷 l～为奴隶。 王三
E沦肌泱髓】 lunjl-j iasui 浸透肌肉，深入骨髓，王三三

形容感受或受影响极深。
E沦落】 lunluo 画＠流落：～街头。＠〈书〉

没落；衰落z 道德～｜家境～。＠沉沦：～风
尘｜半壁江山～敌手。

E沦没J lunmo ＜书〉圈。沉没；涅没。＠（人）
死亡。也作沦残。

E沦吸J lunmo 同“沦没”②。

E沦丧J lunsang 巨型消亡；丧失 z 国土～。

E沦亡J lunwang 圈＠（国土）失陷以国家）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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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沦落；丧失z 道德～。
E沦陷l lunx ion [Zl国＠（领土）被敌人占领，失
陷 2 ～区｜国土～。＠〈书〉淹没。
九人 ，且 lun O ＜书〉青丝带子。＠〈书〉
军区（揄）钓酬的丝线z 垂～。＠指某些
合成纤维z 锦～｜涤～｜腊～｜丙～。
另见 480 页 guano

轮川 lun O 卜儿）圈轮子z 车～｜齿
（输）～儿｜三～摩托车o ＠形状像轮子

的东西＝日～｜月～｜年～｜耳～。＠轮船＝江
～｜油～｜～渡｜～埠。＠圈依照次序一个接
替一个“故事）：～换｜～班｜～值｜～训｜一个人
～一天｜你快准备好，马上～到你了。＠国国 a)

多用于红日、明月等＝一～红日 1 一～明月。 b)

（～JL）用于循环的事物或动作z 头～放映｜我
大哥也属马，比我大一～（即大十二岁）｜篮球冠
军赛已经打了一～儿。

E轮班】 lun;;ban ＜～儿）阉分班轮流：～替换｜
民兵轮着班放哨。

E轮埠l lunbu 圈轮船码头。
E轮唱E lunchang 画演唱者分成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组，按一定时距先后错综演唱同一旋律
的歌曲。

E轮船】 lunchuan 圈利用机器推动的船，船身
一般用钢铁制成。

E轮次】 lunci O 国按次序轮流z ～入内｜～上
场。＠圈轮流的次数，轮换一遍叫一个轮次＝

每日由一人值班，十个人轮流，一个月也就三个
~ 。

E轮带】｜白ndai 圈轮胎。

E轮渡l lundu o 画用轮船以及其他设备运载
行人、车辆等渡过河流、湖泊、海峡z ～过江。

OIBJ 渡轮。
E轮番E lunfan 圆轮流（做某件事）：～上阵。

E轮辐l lunfu 圈车轮上连接轮辆和轮毅的部
分。

E轮岗E lun;;g凸ng [Zlfi] 轮换工作岗位2 实行定期

～交流制度。
三主三 E轮毅l lung心圈车轮的中心装轴的部分。
三~［轮候］ I白nhou 圈轮流等候＝按顺序～｜住房

保障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制度。
E轮滑l lunhua 圈体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

穿着底下装有小轮的专用鞋在坚实的地面上
滑行。比赛分花样轮滑和速度轮滑。

E轮换E lunht」an 画轮流替换：～休息｜剧目～

演出｜干部～着去参加学习。
E轮回E lunhui 圈。佛教指有生命的东西永

远像车轮运转一样在天堂、地狱、人间等六个

范围内循环转化，永无ll:息。＠循环z 四季

~ 。

E轮机l lunjl 圈轮船上的发动机。
E轮奸】 lunjian [Zlfi] 两个或两个以上男子轮流

强奸同一女子。
E轮空E lunkong 画在分几轮的比赛中，某队或

某人在某一轮（多为第一、二轮）没有安排对于
而直接进入下一轮比赛，叫作轮空。

E轮廓E lunkuo 圈＠构成图形或物体的外缘
的线条：他画了一个人体的～｜城楼在月光下

面显出朦胧的～。＠（事情的）概况g 我只知道
个～，详情并不清楚。

E轮流E lunliu 圈依照次序→个接替一个，周而

复始z ～值日｜～坐庄。

E轮牧】 lunmu 国把一定范围的草原划为几个

区，轮流牧放。可以保证牧草轮流恢复生长，
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也有利于保护草原生

态

E轮生l lunsh岳ng 圃叶序的一种，茎的每个节
上长三个或更多的叶子，环列在节的周围，如
夹竹桃、梓树等的叶子都是轮生叶。

E轮胎E luntai 圈汽车、拖拉机、自行车等的轮

子外国安装的环形橡胶制品，一般分内胎、外
胎两层。内胎较薄，可以充气；外胎较厚，耐

磨.CiJ以保护内胎。轮胎充气后，能够减弱沿

地面行驶时产生的震动。通称车胎。

E轮替】 lunti 圈轮换：两双运动鞋～着穿。

E轮铜】 lunw凸ng 圈车轮周围边缘的部分。

E轮系】 lunxi ［割机器上互相啃合以传递轴的

运动的齿轮传动系统。
E轮休】 lunxiu 圈。某一个耕种时期不种植
农作物，让土地空闲起来，以恢复地力。＠（职
工）轮流休息。

E轮训｜｜】 lunxun 画（人员）轮流训练z 干部～ i

脱产～o
E轮养】 lunyang 南渔业上指一个养鱼塘里，
轮换着饲养不同种类的鱼。

E轮椅l lunyT 啤］装有轮子的椅子，通常供行走

困难的人使用。

E轮值E lunzhi 圃轮流值班：～主席 i清洁卫生
工作由大家～。

E轮轴l lunzh6u [El 简单机械，由一个轮子和同

心轴组成，实质是可以连续旋转的杠杆。轮子
半径是轴半径的几倍，作用在轮上的动力就是
作用在轴上阻力的几分之一。轮和轴的半径
相差越大就越省力。辘铲、纺车等就属于这一
类。

E轮转l lunzhuan 圈＠旋转p循环：四时～。

＠〈方〉轮流z ～着值夜班。
E轮子l lun·zi 圈车辆或机械上能够旋转的圆



形部件。
E轮作l lunzL』δ 画在一块田地上依次轮换种
植几种作物。轮作可以改善土壤肥力，减少病

害。也叫倒茬（ daoch6）或调茬（ diaoch6 ）。
典人. . Jun 圈金属元素，符号 Rg。有

记（揄）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 lun c 1JJx1t) 

论（揄）
｜归〈方〉［写田地中的土垄。

、

lun c 1JJ义i, ) 

、沪、、 a Jun O 分析和说明事理z 议～ l
~巳（揄）讨～｜辩～｜就事～事。＠分析和
说明事理的话或文章：舆～｜立～｜社～。＠
学说：唯物～｜进化～｜相对～。＠说，看待：
相提并～｜不能一概而～。＠衡量；评定：～
罪｜按质～价｜～功行赏。。因按照某种单位
或类别说：～天计算｜～件出售｜买鸡蛋是～斤
还是～个儿？｜～庄稼活儿，他是把好手。＠
<Lun）圈姓。
另见 857 页 Luno

E论辩l lunbian ［量辩论z ～有力｜针锋相对地
进行～。

E论处E lunchu l~ 判定处分．依法～｜以渎职

罪～。
E论敌E lundi lEl 政治、学术等方面的争论的对

子。
E论点】 lundian 圈议论中的确定意见以及论
证这一意见的理由 z 这篇文章～突出，条理分

明。

E仓调l lundiao 函议论的倾向；意见（多含贬
义）：悲观的～｜这种～貌似公允，很容易迷惑

人。
E论断】 lunduan O 画推论判断。＠圈经过
推论做出的判断：科学的～｜这个～令人信服。

E论及l lunji 画谈起；议论到 z 文中也～其他有
关问题。

E论据】 lunju 圈＠逻辑学指用来证明论题的
判断。＠立论的根据（多指事实）：充足的～。

E论理】 lunli o c 11 ）圈讲道理：当面～｜他为
什么那样说？把他找来论论理。＠圃按理
说：～我应该亲自去一趟。

E论理学E lunlixue I苞逻辑学的旧称。

E论列】 lunlie ~面一一论述；逐条、逐段论述：

轮纶抡论捋~ I lun lu己 I ss9 I 
～功过是非 l～教育制度中的弊端。

E论难E lunnan [Zl国针对对方的论点进行辩论z

两个学派各执一说，互相～。

E论述】 lunshu 圈叙述和分析：把自己的观点

～清楚｜本文准备就以下三个问题分别加以～。
E论说】 lunshu6 O 画议论（多指书面的） :~ 
文｜～体｜文章立意正确，～充分。＠〈口〉圆

按照情理说＝～这个会他应该参加，不知道为
什么没有来。

E论说文】 lunshuowen ~议论文。
E论坛l lunt6n 圈对公众发表议论的地方，指

报刊、座谈会等：工人～｜这是最近～上引起激
烈争论的问题。

E论题E lunti 圈＠真实性需要证明的命题。

＠讨论的题目。

E论文l lunwen lEJ 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

章：学术～｜毕业～。
E论战】 lunzhan 画在政治、学术等问题上因意

见不同互相争论：～不休｜挑起～。

E论争】 lunzheng 圃论战：学术～｜两派意见

～得十分激烈。

E论证】 lunzheng O 画逻辑学指引用论据来

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的论述过程，是由论据推出
论题时所使用的推理形式。＠圈论述并证

明．～会｜经过调查～，综合研究，确定具体措

施。＠圈立论的根据。

E论旨］ lunzhi lEJ 论题的主旨：～鲜明｜本文的

～是民生问题。
E论著l lunzhu 圈带有研究性的著作。
E论资排辈l lunzT-paib岳i 按资历、辈分决定级

别、待遇的高低：在用人上，要打破～的旧观
念。

E论罪】 lun;; zui 画判定罪行：依法～｜按贪污

~ 。

luo < 'fJ义艺）

捋 lu6 酬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z ～主
榆钱儿｜～起袖子。 雪壁雪
另见 852 页 1CL

E捋虎须l luo huxu 捋老虎的胡须，比喻触犯

有权势的人或做冒险的事情。

眼 lu6 见下。
（暗在）另见 861 页 lu 峭4 页· luo 

［~峻】 IL』6•suo 0 ~园（言语）繁复．老太太嘴
碎，爱～｜他锣哆唆唆说了半天，还是没把问题
说清楚。－~国（事情）琐碎；麻烦z 事情倒不难
做，就是～｜手续办起来才知道挺～。＠画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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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地说z絮叨地说：我～了这么久，耽误你时间
了。｜｜也作眼嗦。

（~嗦E luo吼』o 同“眼唆”。

落 luo 见川页I大大酬。
fff 另见 770 页的；787 页的时863 页 luo 。

,, 
lu6 （为〉〈古）

罗1 … lu6 0 捕鸟的网z ～町～
（荒草）地网。＠张网捕句：门可～

雀。＠招请；搜集z ～致｜网～｜搜～。＠陈

列＝～列｜星～棋布。＠［每一种器具，在木框
或竹框上张网状物，用来使细的粉末或流质漏

下去，留下粗的粉末或渣浮：绢～｜铜丝～｜把
面过一次～。＠画过罗 z ～面｜把面再～一
过儿。＠质地稀疏的丝织品：～衣｜～扇｜轻
～｜绞～绸缎。 8 CLu6）圈姓。

罗2 … lu6 IE 用于商业， 12 打（ 144
（握）件）为 1 罗。［英 gross]

E罗布J lu6bu 画画罗列；分布z 营地上帐篷～。
E罗非鱼】 lu6f岳iyu 圈非洲卿鱼。

E罗锅E lu6guo O C～儿）~驼背z 他有点！L
～儿。＠（～儿）圈指驼背的人z 这人是个～儿。

也叫罗锅子。－~国拱形：～桥。
E罗锅l lu6•guo ＜口〉圈弯（腰）＝～着腰坐在
炕上。

E罗汉J lu6han IEl 佛教称断绝了一切嗜欲，解

脱了烦恼的僧人。〔阿罗汉之省，梵 arhat]

E罗汉豆】 lu6handou ＜方〉圈蚕豆。

E罗汉果】 lu6hangu凸画＠多年生藤本植物，

叶卵形或长卵形，花淡黄色。果实近球形，昧

甜，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E罗眼J lu6h6u 圈占星的人所说的星名，认为

它能支配人间的吉凶祸福。
E罗主圣】 lu6jlng IEl 见 860 页【罗盘］。

E罗掘E lu6ju岳〈书〉圈原指城被围困，粮食断

绝，只得罗雀（张网捉麻雀）掘鼠（挖洞捕老鼠）
来充饥的困窘情况（见于《新唐书·张巡传》〉。

后泛指尽力筹措或搜索2 多方～｜～俱穷｜～一
空。

E罗口E lu6k归圈针织、衣物的袖口、袜口等能
够伸缩的部分。

E罗勒J lu61e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圆
形，略带紫色，花白色或略带紫色。茎和叶有

香气，可做香料，全草可入药。也作萝芳。
E罗列E luolie 圈。分布；陈列·亭台楼阂，～
山上。＠列举2 ～现象｜仅仅～事实是不够的，
必须加以分析。

E罗马公教】 Luoma gongj iao 天主教。

E罗马数字】 Luoma shuzi 古代罗马人记数用

的符号。数字有 I、V、X 、L、C 、D、M 七个，依
次表示下列数值： 1 、 5 、 10 、 50 、 100 、 500 、

1 ()()() 0 记数的方法如下： a）相同的数字并

列，表示相加，如 lll = 3 、 xx= 200 b）不同

的数字并列，右边的小于左边的，表示相加，如
VIII 是 5 + 3 = 8 o c）不同的数字并列，左边

的小于右边的，表示右边的减去左边的，如 IX
是 10 1 = 9 。 d）数字上加一条横线，表示

－于倍，如 X是 10 × 1 000 = 1 () 000。这几

个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表示所有的数，如

XIV 是 1 （）十（ 5 1)=14 。

E罗曼蒂克J lu6mandike 圈浪漫。［英 ro

man tic] 

E罗曼史】 lu6manshT 圈富有一浪漫色彩的恋爱

故事或惊险故事。也译作罗曼可。〔英 r。一
mance] 

E罗姆人E Lu6muren 僵］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

部的居民，1 （）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
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地，多从事占卡、歌舞等
职~o 也叫吉卡赛人、茨冈人。［罗姆，英
Rom] 

E罗盘E lu6p6n 圈测定方向的仪器，由有方

位刻度的圆盘和装在中间的指南针构成。飞
机、船舶上使用的还配有提高精度的复杂装
置，叫作罗经。

E罗圈E IL』6quiin C～儿）圈罗1 ⑤的圆形框子。

E罗圈JL腿E lu6quiinrtuT [BJ 向外弯曲成弧形的

两条腿，这种畸形多由衔偿病引起。
E罗圈儿拇】 lu6quiinryl 圈旋转身体向周围的

人作的据。

E罗网J lu6w凸ng IEl 捕鸟的罗和捕鱼的网。自

投～｜冲决世俗的～。
E罗纹E IL』6wen 同“螺纹”①。

E岁织E luozhl ＜书〉圈虚构罪状，陷害元辜的

人＝～诬陷｜～罪名。

E罗致J lu6zhi 圈延聘；搜罗（人才）．～贤士。

九..r.t →一 lu6 见下。
／、（酣）
E倒腾J lu61。 〈书〉画详细叙述·不烦～｜非片
言所能～。

锣（催） lu6 
见 843 页【倭f罗］。

萝刊 lu6 通常指某些能爬蔓的植物2
（疆）藤～｜笃～ l女～｜松～。

E萝叫 lu6· bo IEl 0 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
状分裂，花白色或淡紫色。主根肥大，圆柱形
或近球形，皮的颜色因品种不同而异，是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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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这种植物的主根。｜｜也叫莱藤。
E萝卡花l lu6•bohua 圈眼球角膜发生溃荡，好
转后，在角膜上遗留下的白色癫痕，俗称萝卡

花。
E萝芳】 lu61e 同“罗勒”。

E萝蘑】 lu6m6 函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叶子

心脏形，花白色带淡紫色斑纹，果实纺锤形，种
子扁卵形。全草入药。也叫克兰。

眼 lu6 日下
（崛）另见豆二页｜山864 页• IUOo 

［~吨】 lu62ao 圃吵、！词寻事（多见于早期白

话）。

可回 lu6 巡察z 巡～｜～骑｜～卒O

~（避）
E逻辑E lu6· ji 圈。思维的规律：这几句话不
合～。＠客观的规律性：生活的～｜事物发展
的～。＠逻辑学。［英 logic]

E逻辑思维】 lu6·ji slwei 指人在认识过程中借

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
它以抽象性为特征，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

的本质属性。也叫抽象思维。
E逻辑学】 lu6· jixue 圈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旧称名学、辩学、论理学。

月 lu6 手指纹。民（脯）
秽 u6 见刚到酬。

（罐）
锣 u6 见叫酬。

（鳞）
主罗 lu6 见 735 页I坷酬。

（碾）
锣，＿ lu6 见 573 页I黄波刷、四页

（樨） ［秒酬。
锣… lu6 圈打击乐器，用铜制成，形

（罐）状像盘子，用锣槌敲打：敲～打
鼓｜鸣～开道。

E锣鼓E lu6g心圈锣和鼓，泛指各种打击乐器s

～喧天。

箩中 lu6 圈用竹子编的器具，大多方
（穰）底圆口，制作比较细致，用来盛粮

食或淘米等：稻～｜淘～o
E箩筐l lu6kuang IEl 用竹子或柳条等编成的
器具，或圆或方，或方底圆口，用来盛粮食、蔬

菜等。
百田 u6 ［重骤子。
捺（摞、赢）
[JI累子E lu6• zi 圈哺乳动物，驴和马交配所生
的杂种，比驴大，毛多为黑褐色。寿命长，体力
大，我国北方多用作力畜。一般不能生殖。参

看 713 页【驶骏1 、868 页【马骤］ o

由国 lu6 圈。软体动物，体外包着锥形、纺

J舟、锤形或扁椭圆形的硬壳，上有旋纹，种类
很多，如田螺、海螺、钉螺。＠螺旋形的指纹。

E螺旬l lu6dian 同“螺锢”。

E螺锢E lu6dian ['8] 一种手工艺品，用螺壳或贝

壳镶嵌在漆器、硬木家具或雕倭器物的表面，
做成有天然彩色光泽的花纹、图形c 也作螺
甸。

E螺钉E lu6dlng 圈圆柱形或因锥形金属杆上

带螺纹的零件，一端有帽。也叫螺丝钉或螺
幸生。

E螺、号E lu6hao IEJ 用大的海螺壳做成的号角。

【螺帽E lu6mao ~螺母。
E螺母E lu6m心圈跟螺栓配合使用的零件，中

心有圆孔，孔内有螺纹，跟螺栓的螺纹相啃合，
用来使两个零件固定在一起。也叫螺帽、螺丝
母或螺丝帽。

E螺栓l lu6shuan ~跟螺母配合使用的零件，
圆柱状，有螺纹，跟螺母的螺纹相啃合，用来使
两个零件固定在一起。

E螺丝E lu6sl ~］螺钉。
E螺丝刀E lu6sldao 圈装卸螺钉用的工具，尖

端有扁平、十字等形状，适用于钉帽上有槽纹
的螺钉。也叫改锥，有的地区叫起子。

E螺丝钉E lu6sldlng 圈螺钉。

【螺丝扣l lu6slkou ~螺纹②。
【螺丝帽l lu6slmao 圈螺母。

E螺丝母E lu6slm心圈螺母。

【螺蜘l lu6• sl 圈淡水螺的通称，一般较小。
E螺纹l lu6wen 圈＠手指上的纹理，也指脚

趾上的纹理。也作罗纹。＠机件的外表面或
内孔表面上制成的螺旋线形的凸棱c 也叫螺
丝扣。

E螺旋E lu6xu6n 圈＠像螺蜘壳纹理的曲线

形z ～体｜～桨。＠简单机械，因柱体表面有
像螺蜘壳卜的螺纹的叫阳螺旋，在物体孔眼里
的螺纹叫阴螺旋。阴阳螺旋配合，旋转其中→
个就可以使两者沿螺旋移动，螺纹越密，螺旋
直径越大越省力。螺、钉、螺栓、压榨机、螺旋千
斤顶等都是螺旋的利用。

E螺旋桨】 lu6xu6njiang 圈产生推力使飞机或

船只航行的一种装置，由螺旋形的桨叶和桨毅

构成，发动机带动旋转时，桨叶的斜面拨动流
体靠反作用而产生推力。

E螺旋式E lu6xu6nshi 圃属性词。式样皇螺

旋状的，多形容事物的发展迂回曲折2 ～发展。

E螺旋体E lu6xu6nti 圈介于细菌和原生动物

之间的一类微生物，弯曲皇螺旋状，不产生芽
抱，没有细胞膜，有伸缩能力。梅毒、回归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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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类微生物引起的。 | 窝部，因结核杆菌侵入淋巴结而引起，症状是
E螺旋藻E lu以uanzao 画一种单细胞藻类，含｜ 局部发生硬块，溃炬后经常流版，不易愈合。
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苦苦 luo 见 501 页1蝶赢l 0 

微量元素等。可用作保健食品。 I JJ粤、

v 
luo c YJ义古）

保｜崎〈书〉同“裸”。

腻 luo 古书上指瓜类植物的果实

裸 luo O 圈露出，没有遮
了躲、商）盖＇ ~J!'.I ～体｜半～｜赤

～～｜～着身子。＠指除了自身外，什么都不

附带的＝～机l～婚。
E裸大麦E lu凸damai IEJ 青裸。

E裸官E luoguon [El 指配偶和子女都移居国外
或境外的官员。

E裸婚】 luohun 圃结婚时没有房子、汽车等财
产叫裸婚。

E裸机l lu凸jl [El 0 指没有加入通信网的手机、

寻呼机。＠指没有配置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
的计算机。

E裸捐E luoju伯国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出

去。
E裸考E luok凸o 画。没有复习就参加考试．

因为生病没有时间复习，这门课我只能～了。

＠没有任何加分，只凭考试成绩报考：～分

数｜孩子没有什么特长，只能～了。

E裸露】 lu凸1u 画没有东西’遮盖：岩石～。

E裸麦l luomai 圈青裸。

E裸视l luoshi O 圈用裸眼看z ～视力。＠圈

裸眼的视力：～达到一定标准的才能报考。

E裸体】 luoti o 圈光着身子：赤身～。＠圈
人光着的身体。

E裸退E luotui 国退休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二二二 Z裸线】 lu凸xian IEJ 没有绝缘材料包裹的金属
三妻王 导线，如电车的架空线。
三差雪 E裸眼l luoyon [El 指不戴眼镜进行日力测试

的眼睛z ～视力。

E裸照E luozhao 圈裸体照片。
E裸子植物l luozi-zhiwu 种子植物的一大类，

胚珠和种子都是裸露的，胚珠外面没有子房，
种子外面没有果皮包着，松、杉、银杏等都属于
裸子植物（区别于“被子植物勺。

叫声司r lu凸见下。

/.J飞

E凛痴E luδIi [El 病，多发生在颈部，有时也在腋

、

luo c YJ＞《古）

、任t "·" Luo r乐河，水名，在山东。
，川（操）另见 1011 页 p己。
牵叫 luo ＜书〉明显2 卓～。

（肇）
E牵牵E luoluo 〈书〉田园（事理）明显2 ～大端
（明显的要点或主要的项目）。

咯 luδ 见叫［P剧。
另见 437 页 g邑； 721 页陆；840 页•lo"

3々 Luδ ＠洛河，水名。 a）在陕西，流入渭
了口河。 b）发源于陕西，流至河南人黄河。古
时作“依”。＠圈姓。

E洛阳纸贵】 luoyang-zhigu i 晋代左思《三都
赋》写成以后，抄写的人非常多，洛阳的纸都因
此涨价了（见识（晋书·文苑传》）。借指著作广

泛流传，风行一时。
rTh ~L luo O 古书上指黑鬓的白马。＠
号台（路） (Lu凸）圈姓D
E骆驼】 luo·tuo ~哺乳动物，反鱼类，身体高
大，头小颈长，背上有驼峰，蹄扁平，蹄底有肉
质的垫，适于在沙漠中行走。有双重眼险，不
怕风沙。有高度耐饥渴的能力。嗅觉灵敏，能
嗅出远处的水源，又能预感大风的到来。供骑
乘或运货，是沙漠地区主要的力畜。

E骆驼绒，） luo•tuor6ng [El 呢绒的一种，背面用

棉纱织成，正面用粗纺毛纱织成一层细密而蓬
松的毛绒，适宜做衣帽的里子、毛绒玩具等。
也叫驼绒。

/;/;/ 久L luo o 网状的东西：桶～ l 丝瓜
与茸（铅）～｜网～。＠中医指人体内气血
运行通路的旁支或小支2 经～。＠圆周网状

物兜住：头上～着一个发网。＠圈缠绕．～
纱 i～丝｜～线｜树身被藤蔓～住。 0 CLuo＞圈
姓。
另见 786 页｜凸0 。

E络腮l胡子】（落腮胡子） luδsoi hu·zi 连着鬓角
的胡子。

E络绎J luoyi ＜书〉圈（人、马、车、船等）前后相
接，连续不断：～不绝。
珞 luδ ＠见下。＠见 1121 页【赛璐珞1

1570 页【嗖珞]o 8 (Lu的画姓。

E珞巴族l Luobazu lBl 我国少数民族之二，分
布在西藏。



，｝仗 luo 见 981 页【炮烙）L
万口另见 786 页 loo 。

路 luδ 〈书〉山上的大石
另见 443 页 ge 。

司在 luo O 画物体因失去支持而下来z ～
1-f:T 泪｜花瓣～了。＠阉下降：～潮｜太阳～
山了 i 飞机从天空中～下来。－~动1] ｛＇吏F降2 ～
幕｜把帘子～下来。＠衰败g飘零：衰～｜破～｜
没～｜零～｜沦～。＠遗留在后面z ～选｜～后

～伍｜名～孙山。 0 ［动］停留 s 留下：～脚｜～

户｜不～痕迹。＠停留的地方：下～｜着～。＠
聚居的地方z 村～｜聚～。＠圃归属 2 大权旁
～！这副重担～到我们肩上。＠［到得到2 ～

空｜～个清闲。＠用笔写g ～款｜～账。＠
CLuo）圈姓。
另见 770 页 10; 787 页的0;860 页 lui5 o 

E落败E luobai i动］遭到失败；被击败：竞选～。
E落榜】 luoρb凸ng I刻指考试没有被录取。

E落笔1 luobT ［副下笔：他的画是在先有了生活

体验而后才～的。

E落标1 luo;;biao 圈指在招标中没有中标。

E落膜E luo§ biao c～儿）画（牲畜）变瘦2 由于
饲养不经心，牛羊都落了朦儿。

E落泊E luob6 ＜书〉圈潦倒失意·家贫～。
E落槽E luδ！／ COO 0司！＠河流水｛＼［＿降低，归入河
槽。＠〈方〉家道衰落。＠（～儿）梅头放入卵
眼安好。。〈方〉指心里平静；奥帖z 事情没办

好，心里总是不～。

E落草】1 luoc凸0 ~国到山林当强盗（多见于早

期白话） ：～为寇。
E落草］＇ luoc凸0 （～儿）〈方〉圈指婴儿出生。

E落差】 luocha 圈＠由于河床高度的变化所
产生的水位的差数，如甲地水面海拔为 20 米，
乙地为 18 米，这一段的落差就是 2米。＠泛

指对比中的差距或差异：调整心理上的～｜两
种工资之间的～较大。

E落潮］ luo;;ch6o ml)] 退潮。

E落成l luocheng 画（建筑物）完工2 ～典礼｜
大桥已经～，日内即可正式通车。

E落槌】 luo;;chui 圃＠拍卖物品时，拍卖师最
后用槌敲一下台子表示成交z ～价 l那幅图画

最终以一万元人民币～。＠指拍卖会结束z
春季拍卖会已于昨日～。

E落单1 luodan ~面（人或动物）与群体失去联系
而落得孤单一个。

E落得】 luo•de 画画得到（某种境遇或结果）＝倒
行逆施，～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退休以后，～

清闲自在。

E落地1 luo;;di 圈。（物体）落在地上z 花轿～

烙确落｜ luo I 863 I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指婴儿刚生下来＝
呱呱～。

E落地窗E luodichuang ［主］下端直到地面或楼
板的高而长的窗子。

【落地灯1 luodid岳ng 圈放在室内地上的有立

柱和底座的电灯。
E落地签证E luodi qianzheng 申请人从所在国
到达前往国家后才予以签发的一种签证。

【落第】 1uo11di 擅自科举考试（乡试以上）没考
中。

【落发1 1uo11ta r动］剃掉头发（出家做僧尼）：～

为僧。
【落后】 luo;;hou O 画在行进中落在别人后

而＝我们的船先过了桥洞，他们的船稍微～一
点儿。＠区国工作进度迟缓，落在原定计划的

后面。＠圈发展水平较低；不进步2 思想～ i
～的生产工具。

E落户】 1uo11 hu 圈。在他乡安家长期居住z

在边疆～已有三年。这家外资公司已在京城落
了户。＠登记户籍；报户口 z 新生婴儿应及时

~ 。

E落花流水］ luohua-liushuT 原来形容春景衰

败，现在形容惨败：敌人被打得～。
E落花生］ luδhuash岳ng IBl 0 4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互生，有长柄，小叶倒卵形或卵形，花

黄色，子房下的柄伸入地下才结果。果仁可以

榨泊，也可以吃。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花生。

E落荒】 luohl』ang 蝴离开大路，向荒野逃去

（多见于早期白话）：～而逃。

【落脚1 luo11 ji凸0 （～儿〉画指临时停留或暂住z

～点｜这几天旅馆大多客满，差点儿找不到～的

地方。
E落脚点E luoji凸od的n 圈＠临时停留或暂住

的地方2 警方经过侦查，摸清了逃犯的～。＠
目的地；目的（跟“出发点”相对）：满足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
E落井下石l luojTng-xiashi 投井下石。

E落空E luo11kong 圈没有达到目的或目标；没

有着落2 希望～了｜两头落了空。

另见 770 页 1a11kong 。

E落款E luokuiin c～儿） 0(-// ）画在书画、书

信、礼品等上面题上款和下款。＠鹰在书画、
书信、礼品等上面题的上款和下款。

E落雷l luolei IE1 霹雳。
E落落E luδluo ~园＠形容举止潇洒自然z ～大

方。＠形容跟别人合不来＝～寡合。

E落马】 luo;;m凸圈。骑马驰骋时，从马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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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也比喻打仗或竞赛失利：中弹～1半决赛
中，上届冠军意外～。＠比喻官员的劣迹败露
而遭到惩处（多指被免职），经群众检举揭发，
这个贪官终于～。

E落寞】（落漠、落莫＞ luomo 晴寂寞；冷落。
E落墨】 luomo 圈落笔．思绪万千，无从～｜写

意画贵在大处～，得其神似。
E落幕E luo;;mu r到闭幕。
E落难E luo;;nan ［到遭遇灾难，陷入困境。
E落聘】 luopin 画在招聘或选聘中没有被聘

用z ～人员｜在人事改革中原副校长～了。

E落魄】 luopo ＜书〉匾。潦倒失意：～江湖。
＠放荡不羁O

E落日】 luori 圈夕阳 2 ～的余晖。
E落腮胡子l luosai-hu·zi 见 862 页【络腮胡

子］o
E落生l luo喧闹ng 〈方〉圈（婴儿）出生。

E落实E luoshi O 圆落到实处，指计划、政策、
措施等具体明确，能够实现z 生产计划要订得

～。＠画使落到实处z ～政策｜要～计划，～

措施，并层层～责任。＠〈方〉圈 C·C.＂情）安稳；

踏实：事情没结果，心里总是不～。
E落水l luo;;shu／圈掉在水里，借指堕落。

E落水狗E lu臼hu/g创圈比喻失势的坏人。
E落汤鸡l luotangjl 圈掉在热水里的鸡，用来

比喻人浑身湿透的狼狈相。
E落套】 luotao 圈指文艺作品的内容、形式、手

法等陷入老一套，没有创新g 创作一定要有新
意，要有新的东西，才能不～。

E落体】 luotr 圈因受重力作用由空中落下的
物体．自由～运动。

E落拓l luotuo ＜书〉圈＠潦倒失意：～无生
计｜自嘘～。＠豪迈，不拘束z ～不羁。

E落网】 luo;;w凸ng 画指犯罪嫌疑人被捕z 三

名贩毒分子先后～。

E落伍l luo矿W心［面＠掉队z 他不愿～，一脚高

一脚低地紧跟着走。＠比喻人或事物跟不上
时代：产品设计～o

E落选】 luo;;xuan 画没有被选上。
E落叶归根】 luoye-gulgen 见 1530 页1叶落归

根ll 0 

E落音E luo矿yin C~ JL) ［噩（说话、歌唱的）声音

停止·他的话刚～，你就进来了。
E落英】 luoylng ＜书〉圈。落下的花：～缤纷。
＠初开的花。

E落账.］ luo;; zhang I量登上账簿－这笔款还没

~ 。

E落照】 luozhao 圈落日的光辉。

E落座E luo;;zuδ~ 坐到座位上：各位观众请

～，表演就要开始了｜大家先是互致问候，然后

各自落了座。

踩 ω 见叫页I卓踩］ o
J\ （躁）另见 807 页 I) o 

毛回 luo O 圈把东西重叠地往上放z 补丁～

J刁飞补丁｜把箱子～起来。 8rIJ 用于重叠放

置的东西z 一～碗l 一～书！一～竹筐。
锥 Luo o ＜书〉同“洛，，①

，）回 ll」ο 摞i"l (Lu凸h岳），地名，在河南。

1刁飞另见 1260 页 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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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门）

阮（嘿）巾〈方〉画没有～办法。

晦的画表示疑问2 ～，什么？
另见 865 页 mo

门1 （门）

tt~ rri rnl1I 表示应诺：～，我知道了。

”t导另见865 页巾。

门10 （门丫）

子f ma ＜方〉成xf；~：～誓山（山名，在广
东）｜～仔。

(ff女E mo nu 〈方〉圈双生女。
E开仔］ maz凸i （方） t8l 双生子。
在口 ，一 ma ＠〈口〉圈母亲。＠称长一
妈（姆）辈或年长的已婚妇女：姑～｜姨
～｜大～。＠旧时连着姓称中年或老年的女

仆z 王～｜鲁～。
E妈妈］ mo•mo 圈＠〈口〉母亲。＠〈方〉尊
称上年纪的妇女。

E妈祖J Mazu 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传说中的

海上女神。

抹血山 mo （口〉圈。擦②～桌
（＠主嘛）子。＠用手按着并向下移动g

把帽子～下来｜把衣服～平。＠撤销（职务） : 

姆昕晦于于妈抹蚂摩吗麻｜而 ma I s6s I 

对不称职的干部，该～就得～。
另见 921 页 m凸； 922 页 mo 。

E抹布】 mabCi 圈擦器物用的布块等。

E抹搭】 ma•do ＜方〉［动1] （眼皮）向下而不合拢：

～着眼皮。

E抹脸J ma;; Ii归〈口〉圈突然改变脸色，多指

由和气变得严厉z 抹不下脸来（碍于情面，不能
严厉对待）。

蚂 ma 见下。
出 （虫号）另见 869 页 ma;870 页 moo
E蚂蚁~］ mo• long （方〉圈蜻蜓。

摩 ~a 见下。
另见 919 页 m60

E摩擎】 mo•so 〈口） rntll 用于轻轻按着并一下
－下地移动：～衣裳。
另见 919 页 m6su己。

, 
ma （门丫）

ru! ~ m6 （方〉睛疑问代词。什么2
~（喝）干～？I～事？｜你说～？｜要～有～。
另见 869 页 m凸； 870 页•ma 。

麻1 6 0 圈大麻服王
（＠＠头藤）麻、黄麻、剑麻、蕉麻等植

物的统称。 f,) t8l 麻类植物的纤维，是纺织等

工业的重要原料。＠芝麻z ～酱｜～油。。圃
表面不平，不光滑z 这种纸一面光，一面～。＠

麻子①z ～脸。＠带细碎斑点的g ～蝇｜～雀。
D CM6）画姓。
麻2 ma 圃＠身体某部位的知觉因长时间

的压迫而部分或全部丧失的不适感：腿
～了。＠像吃了花椒后那样的感觉z 吃了花

椒，舌头有点儿发～。
E麻包l m6bao t8l 麻袋。

U部痹】（麻痹）『nabi 0 圈身体某一部分的感
觉能力和运动功能丧失，由神经系统的病变而

引起。＠圈失去警惕性；疏忽：～大意。＠

［到使失去警惕’性；使疏忽＝～敌人。

E麻布E ma bu 圈用麻织成的布，多用来做衬
布或包装物品。细麻布叫夏布，可以做衣料。

E麻袋］ madai 圈用粗麻布做的袋子。

E麻刀E ma•doo l望跟石灰和在一起抹墙用的
碎麻。

E麻捣］ mad凸0 ＜书〉圈麻刀。

E麻豆腐】 madou•fu 圈用绿豆做团粉等剩 F

的渣淳，可以做菜吃。

E麻烦E ma•fon 0 圈烦琐；费事z ～得很｜这个

问题很～｜服务周到，不怕～。＠圈使人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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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加负担z ～您啦！｜自己能做的事，决不～
别人。＠圈烦琐难勿的事情：给你添了不少

～｜他现在有～了。
E麻纺］ mafang ~冒属性词。用麻的纤维纺织
的z ～产品。

E麻IX咀（赫风） mat岳ng 圈慢性传染病，病原体
是麻风杆菌。症状是皮肤麻木，变厚，颜色变
深，表团形成结节，毛发脱落，手指脚趾变形

等。
E麻花］1 mahua （～儿）圈食品，把两三股条状
的面拧在一起，用油炸熟。

E麻花］2 mahua （～儿）〈方〉圆形容衣服困穿
久了磨损成要破没破的样子：两只袖子都～

τ 。
E麻黄］ m6hu6ng 圈多年生小灌木，茎细长，
丛生，叶子鳞片状，带红紫色，种子圆形，茎是

提制麻黄素的原料。
【麻将］ majiang 圈牌类娱乐用具，用竹子、骨

头或塑料等制成，上面刻有花纹或字样，共
136 张。也叫麻雀。

E麻酱E majia『19 圈芝麻酱。

E麻秸】『n6· jie 巨型剥掉皮的麻轩。
E麻经JL] m6jlngr 圈缕状的生麻，捆扎小物件

用。

E麻辣E m61a E归属性词。味道又麻义辣的2

～面｜～食品。
E麻雷子】 m61ei·zi 圈一种爆竹，放起来响声很

大。
E麻利E ma•li ＠圈敏捷z 手脚～｜他干活儿很

～。＠〈口〉圆迅速；赶’快z 单位开会，叫你～

回去。
E麻标］ m61i 圈落叶乔木，叶子长椭圆形，边缘

像锯齿，坚果卵圆形。叶子是作蚕的饲料，木
材可用来做枕木、制家具等。

E麻脸］ m61ian 圈有麻子的脸。
E麻麻黑】 ma· mahei c 口语中也读 mo•ma

h邑 i) ＜方＞~状态词。（天）快黑或刚黑z 天～

了，村头一带灰色的砖墙逐渐模糊起来。
E麻麻亮】『na•maliang （口语中也读 mo•ma

liang) ＜方〉圈状态词。（天〉刚有些亮z 天～

他就起床了。
E麻木E ma mu 圈＠身体某部分发麻以至丧

失感觉z 浑身～｜手脚～。＠形容思想不敏

锐，反应迟钝2 思想～。
E麻木不仁E ma mu』Juren 肢体麻痹，没有感
觉，形容对外界的事物反应迟钝或漠不关心。

E麻雀E maqu告圈。鸟，头圆，尾短，嘴呈圆锥

状，头顶和颈部栗褐色，背面褐色，杂有黑褐色
斑点，尾羽暗褐色，翅膀短小，不能远飞，善于

跳跃，啄食谷粒和昆虫。有的地区叫家雀儿
( j i间的or）。＠麻将。

E麻纱］ mashii ~ 0 用麻的细纤维纺成的纱。
＠用细棉纱或棉麻混纺织成的平纹布，常有

纵向的突起条纹。多用来做夏季的衣服。
E麻绳］ masheng （～儿）圈麻制的绳子。
E麻石】 mashi ~凿成的石块，用于建筑或铺

路z ～板｜～栏杆。

E麻酥酥】『n6susu ＜～的）［则状态词。形容轻

微地发麻：天气越来越冷了，脚放到水里去，冻

得～的。

E麻糖】 m6t6ng 圈用芝麻加米粉和糖加工成

的食品。
E麻线E m6xian ＜～儿）圈麻制的线。
E麻药E m6yao ［萄麻醉药。
E麻衣］ mayl 圈麻布做成的衣服，旧俗用作孝

iji[ 0 

E麻油E mayou ［富芝麻油。
E麻渣］ m6zhii ~亚麻、芝麻等种子榨泊后留

下的渣撑。
E麻廖亦麻彦）『n6zh品n 圈急J性传染病，病原体

是麻珍病毒。儿童最易感染，发病时先发高
热，上呼吸道和结膜发炎，两三天后全身起红
色丘彦。能并发肺炎、中耳炎、百日咳、腮腺炎
等疾病。有的地区叫府子。

E麻织品】 m6zhlpin 圈用麻做原料织成的物

品，如夏布、工业用的亚麻帆布、包装用的麻袋
等。

E麻子］ ma•zi IE] 0 人出天花后留下的疤痕z

他脸上有几个～。＠脸上有麻子的人。
E麻醉］ m6zui 圈。用药物或针刺等方法使

全身或局部暂时失去知觉，多在外科手术时采
用。＠比喻用某种手段使人认识模糊、意志
消沉。

E麻醉药】 m6zuiyao 圈能引起麻醉现象的药

物，如乙酷、普鲁卡因等。也叫麻药。

麻 ma 见下
E嘛痹］ m6bi 见 865 页【麻痹］ o
E麻风J m6feng 见 866 页1麻风］ o

E寐莎】『n6zh品n 见 866 页【麻殇1。

蟆斗 ma 见 505 页响。
（芸）

\/ 

m凸 （门丫）

丁寸 m凸＠圈哺乳动物，头小，面部

斗（属）长耳壳直立，颈部有簸，四肢强



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生有长毛。是重要
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

大z ～蜂l～勺。＆ CM凸）圈姓。

E马鞍E ma' on 圈放在骤马背上供骑坐的器
具，两头高，中间低z 一副～。也叫马鞍子。

E马帮】 mabong IEl 驮运货物的马队。
E马腿JL】 m凸boor IEl 一年生蔓草，茎细，叶三
角形或扁心脏形，花小，白色，果实近球形，种
子灰白色，扁平。全草入药。

E马鞭】 m凸bian 圈驱使坐骑用的鞭子，泛指赶

牲口的鞭子。也叫马鞭子。
E马齐】 m凸bian 圈旧时军官的护兵。

E马鳖E mabi岳圈水蜓。

E马不停蹄】 m凸butingti 比喻一刻也不停留，

一直前进。
E马车E m凸ch岳圈＠乌拉的载人的车，有的轿
式，有的敞篷式；有的双轮，有的四轮。＠骤马
拉的大车。

E马齿徒增l machT-tuz岳ng 《毅梁传·信公二
年》z “壁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后用“马齿
徒增”谦称自己虚度年华，没有成就。

E马齿克） m凸chTxian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
匍甸地面，叶子小，倒卵形，花小，黄色。茎叶
可以吃，也可入药。

E马搭子） mado•zi 圈挂在马身上的大型搭
褪。

E马达E m凸da 圈电动机。［英 motor]

E马大哈） m凸daha o 回粗心大意：保管文

件，可不能～。 8 ［盘指粗心大意的人： 1也是个
～，做事总是丢三落四的。

E马刀） madoo 圈一种供劈刺用的长刀，刀身
微弯，长约 1 米，是骑兵冲锋时的武器。也叫

战刀。
E马到成功】 m凸dao-chenggong 战马一到就

取胜，形容事情顺利．很快取得成果。

E马道） m凸dao 圈。通行车马的大路，l日时也

指校场跑马的路。＠为便于上下城墙而修建
的坡道。

E马灯】『n凸d画ng IEl 一种手提的能防风雨的煤
油灯，骑马夜行时能拴在马身上。

E马锤E m凸deng 圈挂在马鞍子两旁供骑马人

踏脚的东西。
E马店】 m凸dian IEJ 主要供马帮客人投宿的客

店。
E马队） m凸dui 圈。成队的马，多用于运输货

物。＠骑兵队伍。
E马翻人仰】 mafon-renyang 见 1100 页1人仰
马翻］ o

E马粪纸］ m凸fenzhT 圈黄纸板的俗称。

马 何10 867 

E马蜂】（蚂蜂） m凸f岳ng 圈胡蜂的通称。

E马蜂窝E m凸f岳ngwo 函马蜂的窝，比喻难于

对付的人或能引起麻烦和纠纷的事z 捅～｜她

这个～谁也惹不起。
E马夫］ m凸to 圈旧时称饲养马的人。

E马竿E m凸gan c～儿）圈盲人探路用的竿儿。
E马革裹尸E mage-guoshl 用马皮把尸体包裹

起来，指军人战死于战场。
E马褂JL] m凸guar 函旧时男子穿在长袍外面

的对襟的短褂，以黑色的为最普通。原来是满

族人骑马时所穿的服装。
E马馆］ m凸guan C～儿）圈专职养马的人。

E马锅头E m甸回t6u ＜方〉圈率领马帮的人。

E弓海毛E m凸h凸im6o 圈安哥拉山羊的毛，弹

性好，耐压，有特殊光泽，是制造长毛绒织物的

优良原料。

E马号】＇ m凸hao 圈公家或大户人家养马的地

方。
E马号】2 『n凸hao 圈骑兵用的较细长的军号。

E马赫数］ m凸heshu lBJ 飞机、火箭等在空气中

移动的速度与声速的比。因奥地利物理学家
马赫（ Ernst Mach）首先提出而得名。

E马后炮】 m凸houpao 圈象棋术语，借指不及

时的举动：事情都做完了，你才说要帮忙，这不

是～吗？
E马虎】（马糊） m凸•hu [lliJ 草率；敷衍；疏忽大意；

不细心：这人大～｜做事要认真，可不能～。
E马甲E m句的〈方〉圈背心。

E马架］ m凸iia ＜方〉圈＠小窝棚。＠用来背

东西的三角形的木架。｜｜也叫马架子。
E马饺］ m凸jiao ~鱼，体侧扁而长，银灰色，有
暗色横纹或斑点。性凶猛，吃小鱼等。生活在
海洋中。也叫敛。

E马脚E m凸j i凸o 圈比喻破绽2 露出～。

E马既） m凸jiu IEl 饲养马的房子。

E马驹子】 m凸JO•zi ＜口〉圈小马。

E马克E m凸ke IEl 德国、芬兰等国的旧本位货
币。［德 Mark]

E马克思列宁主义］ M凸kesl-Liening zh心yi 马

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合称。简称马列主义。
参看 867 页［马克思主义1、 822 页【列宁主

义1。 主王三
E马克思主义l M凸kesl zhuyi 马克思 C Karl 主噩三
Marx）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所创立三＝

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其基本组成部分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构成有
机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般规律，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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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指明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进行革命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
想的理论基础。

E马口铁E m凸kouti岳圈镀锡铁。
E马裤lm凸ku 圈特为骑马方便而做的一种裤

子，膝部以上肥大，以下极瘦。
E马裤呢】 m凸kuni 圈用精梳毛线织成的呢子，

表面有明显斜纹，质地厚实。因最初多用来做
马裤而得名，也适于ftt>'情、大衣等。

E马快） m凸kuai 圈旧时官署里从事侦查、逮捕

罪犯的差役。

E马拉松E malasong 0 圈指马拉松赛跑。＠
E属性词。时间持续得很久的（多含贬义）：
～会议｜～演说。［英 marathon]

E马拉松赛跑lm凸lasong saip凸0 →种超长距

离赛跑，比赛距离为 42 195 米。古代希腊人
在马拉松镇击败入侵的波斯军队，希腊士兵斐
迪辟从马拉松一气跑到雅典（全程 42 195 米）

报捷后即死去。为了纪念这一事迹，1896 年

在雅典举行的近代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用这个距离作为一个竞赛项目，定名为马拉松

赛跑。
E马兰】 m凸Ian IEJ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椭
困状披针形，边缘像粗锯齿，花外缘紫色，中间

黄色，形状跟菊花相似。全草人药。
E马蓝E m凸Ian !El 常绿草本植物，呈灌木状，叶

子有柄，椭圆形，边缘像锯齿，暗绿色，花紫色。
茎叶可制蓝哉，根和叶子可入药。

E马力】『r的I) ~功率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符号
HP,hpo 在标准重力加速度下，每秒钟把 75

千克的物体提高 1 米所做的功就是 1 马力，1
马力约合 735 瓦。

E马利亚】 M凸l)yc] 函《圣经》中耶稣的母亲。据

《福音书》记载，她是童贞女，由圣灵感孕而生

耶稣。“马”也写作玛。
E马莲） m凸lion 圈马商。
E马列主义】 MO-Lie zh的I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简称。

E马商】 m凸li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粗，
叶子条形，花蓝紫色。叶子富于韧性，可以用
来捆东西，也可以造纸，根可制刷子，花和种子
可人药。也叫马莲。

E马铃薯】 malingsh心圈。一年生草本植物，
羽状复叶，小叶有柄，卵圆形，花白色、红色或
蓝紫色。地下块茎肥大，可以吃。＠这种植
物的块茎。｜｜通称土豆，有的地区叫洋芋、山
药蛋。

E马陆） m凸1u 圈节肢动物，身体圆长，由很多
环节构成，除前四节和末节外，每节有足两对，

头部有短触须一对，背面有黄黑色相间的环

纹。生活在阴湿的地方，有臭腺。昼伏夜出，
吃草根或腐败的植物。

E马鹿】 m凸1u IEl 鹿的一种，雄鹿的角粗大而多
叉，毛夏季红褐色，冬季灰褐色，尾较短，有的

有白色臀斑。生活在高山密林或丘陵深谷，随
季节迁徙。也叫赤鹿。

E马路E m凸1u IEl o 供车马行走的宽阔平坦的
道路。＠泛指公路。

E马路消息E m凸lu xiao·xi 马路新闻。
E马路新闻E m凸lu xlnwen 指道听途说的消

息：～，不要轻信。也说马路消息。

E马骤】 malu6 圈公驴和母马交配所生的杂

种，身体较大，耳朵较小，尾部的毛蓬松。

E马马虎虎） mom凸huhu 圃状态词。＠形容

做事马虎、随便：终身大事要慎重，怎么能～？

＠勉强；凑合：近来身体还～｜日子～过得去。

E马ill) m凸pa 圈身体向前跌倒的姿势2 摔了

个大～。

E马匹】『n凸pi IEl 马（总称）。

E马屁精） m凸pijlng 圈指善于拍马屁的人。

E马前卒E m凸qianzu 圈 1日时指在马前供奔走

役使的人，现用来比喻在前面奔走效力的人。

E马枪】 m凸qiang IEJ 骑枪。
E马赛克） masaike 圈。一种小型瓷砖，方形

或六角形，有各种颜色，多用来装饰室内地面
或墙面。＠用马赛克做成的图案。＠电视、
电脑、于机等屏幕图像中出现的像马赛克的图
案，有时是故意加上去的，用来掩盖画面的某
些部分。［英 mosaic]

E马上】 mashang 固立刻：快进去吧，电影～

就要开演了。

E马勺Jm凸shoo 画盛粥或盛饭用的大勺，多

用木头制成。
E马失前蹄E mashlqianti 比喻偶然发生差错
而受挫。

E马首是瞻E mash凸ushizhan 古代作战时士兵

看着主将的马头决定进退，泛指跟随别人行动

或昕从别人指挥。
E马术】 mashu 圈骑马或驾驭马车，比赛技巧

或速度的体育运动。比赛项目有超越障碍、盛
装舞步、三日赛和四轮马车赛等。

E马太效应JM凸tai xiaoying 在一定条件下，

已经占据优势地位者优势不断增强，而已处于
劣势地位者劣势日趋显著的两极分化不断加
剧的社会现象。源于《圣经·马太福音》第 25
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

连他原先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z《圣经》
中的人物，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E马蹄］ m凸ti ［函。马的蹄子。＠〈方〉李荠o

E马蹄表］ m凸tibiao ~圆形或马蹄形的小钟，

多为闹钟。

E马蹄莲】 matilian ［~J 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

肉质，叶载形或箭形，肉穗花序，外有漏斗状的
大型苞片，白色，像花冠，供观赏。

E马蹄铁】 m凸titi岳圈。钉在马、驴、骤子的蹄

子底下的 U ＇？形的铁，作用是使蹄子耐磨。

通称马掌。 eu字形的磁铁。
【马蹄形】 m凸tixing 圈。三面构成 U 字形而

一面是直线的形状。 eu字形。
E马蹄袖】『n凸tixiu ~马蹄形状的袖口，清代

用于男子礼服。
E马铁E m凸ti岳圈可锻铸铁。

E马桶】『n凸tang r割＠大小便用的有盖的桶，

多用木头或搪瓷制成。有的地区叫马子Cmι
• zi ）。＠指抽水马桶。

E马头琴E m凸t6uqin 圈蒙古族弦乐器，有两根
弦，琴身呈梯形，琴柄顶端刻有马头做装饰。

E马尾辫】 m凸w岳1bian c～儿）画一种发式，头

发在脑后扎成一束，像马尾。

E马尾松］ m凸w岳1song 圈常绿乔木，针叶细长

柔软，果实长卵形，暗褐色。木材富含油脂，用

途很广。
E马戏］ m凸xi 圈原来指人骑在马上所做的各
种表演，现在指节目中有经过训练的动物，
如狗熊、马、猴子、小狗等参加的杂技表演：

～团。

E马靴E maxu岳圈骑马人穿的长筒靴子，也指

一般的长筒靴子。
E马仰人翻E m凸怕ng-renfan 见 1100 页1人仰

马翻1。
E马缕花】 m的lnghua 画合欢②o

E马仔l m凸z凸 j （方〉［苞喽rew ；于“下。
E马贼E m凸zei ~旧时称成群骑马抢劫的盗

匪。

E马tLlC马割） mazh6 （～儿）圈一种小型的坐
具，腿交叉，上面绷帆布或麻绳等，可以合拢，
便于携带。

E马掌］ m凸zh凸ng ~o 马蹄下面的角质皮。

＠马蹄铁①的通称。

E马桩］ m凸zhuang 圈拴马的木桩。

E马子】 m凸 •zi （方〉圈马桶①。
E马鬓］ m凸zong ~马颈上的长毛。

E马醉木l mazuimu ［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长卵形，花小，生在枝头顶端，白色，花冠呈
壶状，向下垂，供观赏。叶有剧毒，可做杀虫
药，牛马误食后会发生醉态。也叫校木

Cqinm1与）。

马吗蚂玛码蚂 i m凸 I 869 

日虱 m凸肌
~（晦）另见 s~s 页 m6;870 页•moo

E吗啡l mat岳1 圈药名，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3 N • H, （）。白色结晶性粉末，味苦，有
毒，是由鸦片制成的。用作镇痛药，连续使用容
易成瘾。［英 morphiηe]

鸦 m凸见附5 页脚。
1 （猾）
玛一刷刷。
3（五仙）

E玛蹄脂］ m凸dizhl 函沥青胶，用沥青加填充

料制成的教合材料，膏状，多用于秸结油毡
等。

E玛钢］ m凸gang ［每可锻铸铁。

E玛瑞l manao 画一种玉石，主要成分是二氧

化硅，有各种颜色，多呈层状或环状，质地坚硬
耐磨，可用作磨具、仪表轴承等，也用来做贵重
的装饰品。

Z口 1 ~ m凸＠（～儿）表示数目的符号：

11~ （瞒）数～｜号～｜页～！价～。＠表示
数目的用具z 筹～｜硅～。＠直用于事情z 这
是两～事｜你说的跟他说的是一～事。

m2 刊f ma 画堆叠2 把这些砖～齐

I→（晦）了。
玄口 3 ~ m凸量英美制长度单位，符号
但习（晦）队 1码等于 3英尺，合0, 914 4 

米。

E码放】 m凸fang 画有J妇字地摆放；按一定位置

堆放z ～整齐 i各种器材～得井井有条。

E码头E m凸·t6u 圈。在江河沿岸及港湾内，供

停船时装卸货物和乘客上下的建筑。＠〈方〉

指交通便利的商业城市：水陆～O
E码洋］ m的白『lg 画图书出版发行部门指全部

图书定价的总额z 这次全国书市共投入图书品

种两万多个，订货量超过十亿～。

E码子】 m凸. z j 圈＠表示数目的符号：苏州～｜
洋～（旧时指阿拉伯数字）。＠圆形的筹码。
＠旧时金融界称自己能调度的现款。

『ftTl m凸见下。

虫－（蜗）另见 865 页 m6;870 页时。
【蚂蜂】 m凸f岳ng 见 867 页【马蜂l 0 

【蚂脯】 m凸hu6ng ~蛇的通称。 垂~

E蚂蚁］ m凸yi 圈昆虫，体小而长，黑色或褐色，主噩三
头大，有 A对复眼，触角长，腹部卵形。雌蚁和王三三

雄蚁有翅膀，工蚁没有。在地下筑巢，成群穴

居。
【蚂蚁搬泰山E m凸yi ban Tai Shan 比喻群众
力量大，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巨大的任务。

E蚂蚁啃骨头］ m的I ken g心 ·tou 比喻利用小



s10 I ma- m凸 i I 椅祠蚂骂么吗嘛埋霍买

型设备或小的力量一点儿一点儿地苦干来完成 句中停顿处，唤起昕话人对于下文的注意：这

件事～，其实也不能怪他 i科学～，就得讲究实

事求是。厦童，表示疑问语气用“吗”，不用
一项巨大的任务。

飞

付1a （门丫）

相（梅）
ma 见下。

E码头l ma•tou 圈床两头或门扇上下两端的

横木。
、于7 } 『no 古代军队出征时在驻扎的地

中弓（褐）方举行的祭礼。
蚂 - ma 见下。
虫 （虫仙）另见 865 页 mo;869 页 moo
E蚂炸l ma·zha （方〉［重蛙虫。
en d 圈＠用粗

马（属、骂、嘀）野或恶意的话侮
辱人z ～街l张嘴就～。＠斥责＝他爹～他不

长进。
E骂大街E ma daji岳骂衔。
E骂架】『no;; jia （方〉圈吵架；相互对骂o

E骂街l ma;;jie ~不指明对象当众漫骂。
E骂骂咧咧l ma•mαI i岳I i岳圃状态词。指在说

话中夹杂着骂人的话z 有话好好儿说，不要～

的。

E骂名l morning IEl 挨骂的名声z 蒙受～｜留下

千古～。

E骂娘】「naniang 锢骂人时恶毒地侮辱别人的

母亲，泛指漫骂。

E骂阵】『na;;zh自『1 画＠在阵前叫骂挑战，以激

怒敌方应战（多见于旧戏曲、小说）。＠〈方〉

骂衔。

·ma （·门丫）

，代 •ma 0 旧同“吗”（ •ma）。＠

么（＂＂麽）旧同“嘛川。）。
另见 884 页•me; 1520 页 yoo。“麽”

另见 919 页 m60

R旦 时 •ma O 回用在句末表示疑问
3C晦）明天他来～？｜你找我有事～？＠
圃用在句末表示反问：你这样做对得起朋友

～？＠同“嘛③”
另见 865 页『n6;869 页 m凸 o

pJi,f •ma 国＠表示道理显而易见有意见
y”、就提～｜这也不能怪他，头一回做～ l 他自

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表示期望、劝阻：

你走快点儿～！｜不让你去，就别去～。＠用在

“嘛”。

, 
阿1ai （门9j)

埋 mai 0 ~ （用土、沙旦落叶等）盖住z
掩～｜～地雷 1道路被大雪～住了。＠藏g

隐没z ～伏 l～名。
另见 873 页 man 。

E埋藏l maicang 圈＠藏在土中·山下～着丰
富的煤和铁。＠隐藏2 他是个直爽人，从来不

把自己想说的话～在心里。＠把某种制1f1J放
在人或动物的皮下组织内。对于人是为了医
疗，对于家畜大多是为了催肥。

E埋单l mai矿dan ＜方〉［到买单。

E埋伏】 mai•fu 圈＠在估计敌人要经过的地
方秘密布置兵力，伺机出击g 中 c zhong )~| 
四面～！把人马分作三路，两路～，一路出击。
＠潜伏 z 这是一支～在敌占区的别动队。

E埋名E maiming 圈隐瞒真实名字，不让人家
知道z 隐姓～。

E埋没】 maimo [llfil 0 掩埋；埋起来：耕地被流

沙～。＠使显不出来；使不发挥作用g ～人

才。

E埋设】 maishe 圃挖开土安设并埋好z ～地

雷｜～管道。
E埋汰E mai•tai （方〉＠圈脏；不干净g 这床被

子太～了。＠圈用尖刻的话挖苦人：别拿话

～人。

E埋头l m6i;;t6u ~专心，下功夫：～业务1～
苦干。

E埋葬l maizang 圈＠掩埋尸体z 他死后，～
在公墓里。＠比喻消灭s清除z ～旧世界。

E埋置】 maizhl 圈埋设·～电缆。

等曹 mai 圈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
级里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能见度小于 10
千米。通称阴霍。

v 
门1ai （门9j)

W , m凸iO 画拿钱换东西（跟“卖”

夫（真）相对）：～票｜～布｜卖出粮食，～进
化肥。＠ CM凸 i）画姓。

E买;j]，］『n凸iban IEl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

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



的代理人。
E买办阶级］ m凸iban j i岳＇Ji 买办资产阶级。
E买办资本E m凸1ban zlb岳n 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中买办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

E买办资产阶级】 m凸iban zlchan ji甜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里，勾结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
侵略政策服务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
依靠帝国主义，跟本国的封建势力也有极密切
的联系。在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也叫买办阶级。
E买春E m副chun 圈花钱换取性服务。
E买单】1 maidan 圈金融市场作为买人凭证的

单据。
E买单］2 mai;;dan （方〉［司在饭馆用餐后结账

付款，泛指付款。建董事“买单”来源于粤语的
“埋单气“埋单”传入北方话地区后多说“买单”。

E买点E maidian IEl 0 商品所具有的让消费者
乐于购买的地方。＠指买入证券、期货等的
理想价位。

E买楼还珠］ m凸idu-huanzhu 楚国人到郑国去

卖珍珠，把珍珠装在匣子里，匣子装饰得很华
贵。郑国人就买下匣子，把珍珠退还了（见于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比喻没有眼光，取舍

不当。

E买断】『naiduan llilJI 买下交易对象的全部占有
权，卖主跟该对象有关的经济关系终止z ～经

营权。

E买方市场］ m副fang shichang 市场上商品供

大于求，买方处于有利地位并对价格起主导作
用的现象（跟“卖方市场”相对）。

E买关节］ m凸t guanjie 用财物买通别人；行贿。
Z买官］ m凸i;;guan 画指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

段谋取官职。

E买好E m凸i;;h凸0 （～儿）［割（言语行动上）故意

讨人喜欢2 献媚～o
E买家E m凸ii ia 圈指购买商品的人或单位。
E买空卖空】『丁治ikong-maikong ＠一种商业
投机行为，投机的对象多为股票、公债、外币、
黄金等，或者预料价格要涨而买进后再卖出，

或者预料价格要跌而卖出后再买进，买时并不

付款取货，卖时也并不交货收款，只是就一进

一出间的差价结算盈余或亏损。＠比喻招摇
撞骗，搞投机活动。

E买路纺i]m凸iluqian 圈＠旧时指行人被强盗
拦住被迫交出的钱物。＠比喻车辆在公路上
向关卡交付的费用（含诙谐意）。

E买卖E mai•mai 圈。生意 Csh邑门g•yi ）①：

～兴隆｜做了一笔～。＠指商店2 他在城里开

了家小～。

买菜肋迈麦｜『n凸 i - mai I s11 I 

E买卖人］ m凸 i ·mairen ＜口〉圈指商人。
E买面子］ m凸i mian•zi 看对方的情面，表示可

以通融＝不是我不买你的面子，实在是这事不

好办。
E买通E 『n凸itong 圈用金钱等收买人以便达到

自己的目的。
E；账］ m凸i;; zhang 15自承认对方的长处或力

量而表示佩服或服从（多用于否定式）：不买他

的账。
E买主E m凸izhu』圈货物或房产等的购买者＝

这批货有了～了。

E买醉l maizui 圃买酒痛饮，多指借酒行乐或

消愁。
莫~ m凸l 见 1（）叫宦兢］o

（胃）

飞

mai （门另）

功（勘） mai （书〉勉力 s努力。

、！工1 mai 0 圃提脚向前走；跨z ～

卫主（逼）步｜～进！～过门槛0～向幸福的
明天！这件事～不过主管领导。 8 CMai) ~ 
姓。

、＇0::2 、~ mai 老＝老～｜年～。
3丛（、）
、:i:;3 、牛 mai 画英里。用于机动车行

卫王（通）车的时速，每小时行驶多少英里
就叫多少迈，也有把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公
里）叫多少迈的：以 80 ～的车速行驶。［英
mile] 

E迈步E mai;;bu 画提脚向前走：迈出步子＝向

前～｜不敢～｜迈一大步。

E迈方步】 mai fangbu （～儿）很稳很慢地走路
（多用来形容旧时书生、官吏的文给络的动

作）。也说迈四方步。
E迈进】 maijin 幢大踏步地前进。

E迈四方步l mai sifangbu （～儿）迈方步。

麦」 mai ['8] 0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婪）植物，籽实用来磨面粉，也可以用

来制糖或酿酒，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丘二
有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等多种。＠专指小王噩三
麦。｜｜通称麦子。 8 CMai ）姓。 专量三

E麦茬】 maich6 （～儿）［萄。麦子收割后，遗留

在地里的根和茎的基部。＠指麦子收割以后

准备种植或已经种植的（土地或作物）：～地｜
～白薯。

E麦冬E maido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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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丛生，花小，淡紫色，果实裂开露出种子。
块根略呈纺锤形，可入药。

E麦饭石】『naifanshi 强某些火成岩部分风化

的产物。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较强的
吸附能力，能净化水质。它的浸出液有促进生
长发育、调节新陈代谢等作用。可入药。

E麦轩虫】 maiganch6ng 圈蹄。

E麦季） maiji IBl 收割麦子的季节 2 ～里农活儿

最紧1今年～收成好。
E麦秸） maiji岳圈脱粒后的麦轩。

E麦酒E maiji心画＠麦芽加酒曲酿造的食品，

香甜，酒味淡。＠啤酒。
E麦糠］ maikang 圈紧贴在麦粒外面的皮儿，

脱下后叫麦糠。
E麦克风】 maikefeng 圈传声器的通称。〔英

microphone] 

E麦客E maike ＜方〉圈麦收季节受鹿为人收
麦或干其他活儿的短工。

E麦口） maikou （～儿）〈方〉圈麦子将熟未熟
的时候。也说麦口期、麦口上。

E麦口期】『naikouql 圈麦口。

E麦口上】 ma i kou. shang 圈麦口。
E麦浪E 『nailang IE 指田地里大片麦子被风吹

得起伏像波浪的样子：～滚滚。

E麦粒肿】『nailizhong IBl 险腺炎的旧称。

E麦芒儿） maimangr 圈麦穗上的芒。
E麦片】 maipian IBl 食品，是用燕麦或大麦粒

压成的小片。

E麦秋E maiqiu IBl 收割麦子的时候，收割的日

期各地不同，一般是在夏季。

E麦收】 maishou 画收割麦子z ～季节。
E麦莲） maiting （～儿）圈麦轩上连着穗儿的那

一段。

E麦芽糖】 maiyatang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22 011 • H, （）。白色晶体，不如照糖甜，能
分解成葡萄糖，是怡糖的主要成分。用来制糖

果或药品。

E麦子】 mai•zi IBl 麦①②的通称。

卖」 mai o 圃拿东西换钱（跟“买”
（责）相对）：～房子 l把余粮～给国家。

－~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祖国或亲友g ~ 
国！把朋友给～了。＠圈尽量用出来；不吝
惜3 ～劲儿！～力气。＠故意表现在外面，让

三三E 人看见 z ～功｜～弄 i～俏。＠鹰旧时饭馆中

称一个菜为一卖2 一～炒腰花。 0 (Mai) t8J 
姓。

E卖场E maichang IE 比较大的出售商品的场

所z 仓储式～O
E卖唱） mai;; chang rnlil 在街头或公共场所歌

日昌挣钱。

E卖春】 maichun 圈指卖淫。

E卖呆） mai;;dai （～儿）〈方） rnlil 0 在大门外呆
呆地看（多用于妇女）。＠发愣：别～了，快走
吧！＠看热闹z 许多人围在那里～。

E卖单】 maidan 圈金融市场作为卖出凭证的
单据。

E卖底E mai;;di ＜方〉画故意泄露底细。

E卖点） maidian 圈＠商品所具有的能够吸引

消费者而易于销售的地方z 经济、实用是目前

商品房的最佳～。＠指卖出证券、期货等的理
想价位。

E卖方市场】 maifang shich凸ng 市场上商品供

不应求，卖方处于有利地位并对价格起主导作

用的现象（跟“买方市场”相对）。

E卖功】 mai;;g6ng rnlil 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功

劳：～邀赏。
E卖狗皮膏药） mai goupi gao•yao 比喻说得

好听，实际上是骗人：不要～了，谁不知道你那

两下子？

E实’乖） mai;;guai rnlil 自鸣乖工＇］；卖弄聪明：得

了便宜还～。
E卖关节） mai guanjie 指暗中接受贿赂，给人

好处。
E卖关于E mai guan•zi 0 说书人说长篇故事，
在说到重要关节处停止，借以吸引昕众接着往

下昕，叫卖关子。＠比喻说话、｛故事在紧要的
时候，故弄玄虚，使对方着急而答应自己的要

求z 有话快说，别～了！
E卖官） mai;;guan E到指利用于中权力通过索

贿、受贿等不正当手段帮助他人谋取官职。
E卖官蕾爵E maiguan-yuju自旧时指当权者出

卖官职、爵位，聚敛财富。

E卖国】 mai;;gu6 圃为了私利投靠敌人，出卖

祖国和人民利益：～贼｜～求荣。
E卖国贼】 maigu6zei 画出实祖国的叛徒。

E卖好） mai;;hao （～儿）明用手段向别人讨
好。

E卖家E maijia ［萄指卖出商品的人或单位。
E卖劲） mai;; jin （～儿）画把劲头使出来；卖力

气①g 很～ i 多卖点儿劲儿。

E卖老） mai;;I凸o 画摆老资格：倚老～ i我不敢

在你跟前～o

E卖力E maili ~回卖力气①。
E卖力气E mai li·qi 0 尽量使出自己的力量：
他做事很～。也说卖力。＠指靠出卖劳动力
（主要是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

口号命） mai;;ming 0 圈指为某人、某集团所

利用或为生活所迫而拼命干活儿。＠圃下最



大力气做工作：悠着点儿干，不要太～了。
E卖弄］ mai•nong ［却有意显示、炫耀（自己的
本领）：～小聪明｜别再在大伙儿跟前～。

E卖俏E mai叫iao I甜装出娇媚的姿态诱惑人：

倚门～。
E卖人情］ mai renqing 

激自己。

故意给人好处，使人感

E卖身l mai;;shen I副＠把自己或妻子儿女等
卖给别人（多为生活所迫）＝～契。＠指卖淫。

E卖身投靠】 maish岳『i-t6ukao 出卖自己，投靠

有财有势的人，也指丧失人格，充当坏人的工

具。

E卖相E maixiang 
的水果容易卖。

〈口〉圈商品的外观：～好

E卖笑】 maixiao ~指娼妓或歌女为生活所

迫，用声色供人取乐 z ～生涯。
【卖解】『naixie f动l 旧时指以表演各种杂技挣

钱谋生2 ～班子｜跑马～。
E卖艺】 mai;;yi 圈指在街头或娱乐场所表演

杂技、武术、曲艺等挣钱z 街头～。

E卖淫】 mai;;yin 国女子出卖肉体。

E卖友】 maiyou ［：动］出卖朋友：～求荣。
E卖主E maizhu ~货物或房产等的出售者：

Ifft～当面议价。
E卖嘴E mai;;zuT 雨用说话来显示自己本领高
或心肠好：他只会～，一动真的就不行了。

E卖座JL] maizuor 0 ( // ）圈指戏院、饭馆、
茶馆等有顾客来消费：～率｜内容好、质量高、
明星多的影片能～。＠圈卖座儿的情况好：

最～的影片｜这出戏一直很～。

目主， “一 ’ J ，、 mai ＠血管z 动
脉（嘛、顿、哪）～｜静～。＠圈
脉搏z ～象｜切～。＠植物叶子、昆虫翅膀上
像血管的组织z 叶～。＠像血管一样连贯而

成系统的东西：山～｜矿～。
另见 922 页 mo 。

E脉案］ moi'an 圈中医对病症的断语，一般写

在处方上。
E脉搏］ maib6 圈＠心脏收缩时，由于输出

血液的冲击引起的动脉的跳动。医生可根

据脉搏来诊断疾病。＠比喻社会、生活等发
展、变化的情况或趋势 z 时代的～｜把握生活

的～。

E脉冲］ maichong 圈。指电流或电压的短暂
的起伏变化。各种高频脉冲广泛用在元线电

技术中。＠指变化规律类似电脉冲的现象，
如脉冲激光器。

E脉动E maidong 17;画像脉搏那样地周期性运

动或变化。把握时代的～。

卖脉 H麦钱霹嫂颓埋 「nai n门。n 873 

【脉金］1 maijln 

【脉金r maijln 
也叫山金。

函中医指给医生的酬金。

i到石英脉中含的粒状金子。

【脉理］ main 画＠指中医医理：精通～。＠

〈书〉泛指脉络条理：山）I ［～。
E脉络］ mailuo ［：担＠中医指全身的血管和经

络。＠比喻条理或头绪z ～分明｜这篇文章的
～很清楚。

【脉络膜E mailuom6 圆眼球里的一层薄膜，

由纤维组织、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组成，棕红色，

在巩膜和视网膜之间。有吸收眼内分散的光

线以免扰乱视觉的作用。（图见 1509 页“人

的眼”）

【脉石】 maishi

废石。
圈矿石中与有用矿物伴生的

【脉息】 maixl ~中医指脉搏。

【脉象】 maixiang 圈中医指脉搏所表现的快

慢、强弱、深浅等情况，分为浮、沉、迟、数

(shu的等。人有疾病，脉象常发生相应的变
化。

【脉压］ maiya ~血压收缩压（高压）和舒张压
（低压）的差值。

E脉枕E maizh邑n

腕下的小枕头。
圈中医诊脉时，垫在患者手

暧→ mai 〈方〉圈＠旧时指国际贸易
（曙）运输标志。＠商标。［英 mark]

镀山 mai ~金属元素，符号 Mt。有
（矮）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 二 mai 见下。

脉（嚷）
【震深】 maimu 〈书〉圈小雨。

门1an c 门弓）

man （～儿）〈方〉圈女孩子。也说嫂子。
另见 877 页 ma门。

man 见下。

嫂
椒（醺）
【颓预l man·han I用糊涂而又马虎：颜濒预预！

那人太～，什么事都做不好。

,, 
付1an （门弓）

埋 man 见下
另见 870 页 m6io

E埋怨］ m6nyuan [Zl国因为事情不如意而对自

己认为原因所在的人或事物表示不满2 互相

～｜落c loo）～｜只能怪你自己没有处理好，不

重重



I s14 I man - man l 蛮谩蔓馒瞒靴嫂鬓满

能～别人。 后到海洋中产卵。捕食小动物。简称嫂。也

叫臼鳝。蛮山 man 0 粗野，不通情理：野～ l
（蟹）～横 l ～不讲理。＠鲁莽；强悍：

～干｜～劲。＠我国古代称南方的民族。。
〈方〉圃很；挺：～好｜～大｜～有意思｜你装得

倒～像1
E蛮不讲理l manbujianglT 蛮横而不讲道理。
E蛮干l m6ngan ［割不顾客观规律或实际情况

去硬干z 要实干巧干，不能～。
E蛮横】 m6nheng E荫（态度）粗暴而不讲理：态

度～｜～无理。

E蛮荒E m6nhuang O 庄园野蛮荒凉g ～时代。

＠〈书〉固指文化落后的偏远地方z 历险阻，
入～。

E蛮劲E m6njin （～儿）圈猛而不灵巧的力气：
他有股子～i干活儿不能光靠～，要会找窍门。

E蛮子】 man•zi 啤旧时北方人称口音跟自己语

音不同的南方人：南～。

二主主 、 H 『nan 〈书〉欺骗；蒙蔽。
哇更（言曼）另见盯6 页 mono
蔓 man 见下

另见 876 页「nan;1351 页 wano

E蔓菁l man• jing 画芜菁。

馒（馒） man 见下。

E馒首l m6nshou ＜方〉圈馒头。
E馒头l man•tou 圈。面粉发酵后蒸成的食
品．一般上因而下平，没有馅儿。＠〈方〉包

子＝肉～。
瞒… man 时真实情况隐藏起来，

（瞄）不让别人知道；隐瞒：欺～l ～上
不～下｜这事～不过人。

E瞒报E m6nooo 圃应上报而隐瞒不报．～工

伤事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E瞒哄E man hong 幽欺骗；哄骗：你这话只能
～小孩儿。

E瞒上欺下E m6nshang-qlxia 见 1022 页 I欺

上瞒下l 0 

E瞒天过海】 mantian-guoh凸l 用欺骗的手段，
暗中行动。

垫在 man 毒面＠把皮革固定在鼓框的周围，

＝军三吁~做成鼓面2 牛皮可以～鼓。＠把布蒙在

垂E 鞋帮上2 ～鞋。
王三三p h且 man 圈馒媚的简称。

嫂（馒）
E续锄E man Ii 圈鱼，体细长像蛇，表面多勃液，
背部灰黑色，腹部白色，前部近圆筒形，后部侧

扁，鳞小，埋在皮肤下面。头尖，背鳝、臀鳝和
尾鳝连在一起，无腹鳝。生活在淡水中，成熟

重 m6n （书〉形容头发艘。

II 

门ian （门与）

满1 man 0 回全部充弘达到容
（？前）量的极点：会场里人都～了 l装

得太～了。＠［刻使满：～上这一杯吧！＠画

达到一定期限：假期已～｜不～一年。。圃

全；整个·～身油泥｜～屋子的烟。＠画完全z
～不在乎｜～有资格。＠满足：～意｜心～意
足。＠骄傲s 自～｜～招损，谦受益。 O<M凸n)

圈姓。

满2 斗 Man 慨：～人
（满）

E满不在乎】 manbuzai•hu 完全不放在心上＝

别人都在替他着急，他却～。
E满仓E man;;cang 画指投资者将所持有的资

金全部买成证券、期货等。
E满城风雨】 manchen哥伦ngyu 形容事情传遍

各处，到处都在议论着（多指坏事）。
E满打满算l manda-mansuan 全部算在内2

～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也赶不到了。

E满当当l mandangdang （～的）圃状态词。

很满的样子z 家具、电器把屋里摆得～的｜大厅
里人坐得～的。

E满登登】 mand岳ngd岳ng （～的）圃状态词。

很满的样子z 今年收成好，仓库里装得～的。
E满点］ m凸ndian ［却达到规定的钟点：出满

勤，干～｜这个商店坚持～营业。

E满额E man11e 画名额已满：报名已经～。
E满分］ m凸nf岳『1 （～儿）圈指规定的最高的分

数：才］～｜得～。

E满Mllll m凸n;; fu r到满孝。

E满负荷E manfuhe ［到机器设备的功率、承载
量达到最大限度，也比喻人所能承受的工作量
达到最大限度：～运转 i～工作。

E满腹】 m凸nfu 圃充满肚子；充满心中z ～文

章！牢骚～｜～心事｜～疑云。
E满腹经纶l manfu-jlnglun 形容人很有政治才

能或很有才学。

(f~奇共l mangong 〈方〉画总共；－共：三个班
级～是九十八个学生。

E满怀］1 manhuai 0 圆心中充满2 ～信心 j 豪

情～。＠圈指整个前胸部分：没留神跟他

撞个～。



875 满蜻商曼 I man man I 

E满怀］2 manhuai 

全部怀孕。
E满坑满谷E mankeng mang凸

多得很O

E满口l manlφLI 0 (BJ 整个口腔：～都是假

牙。＠圈指说话的全部内容或口音2 ～普通

话｜～谎言｜～之乎者也。＠圆表示口气肯
定，没有保留 z ～答应。

E满满当当】 manmand6ngd6ng （～的）回状
态词。形容很满2 挑着～的两桶水 1过往的车

子，都～地载着建筑材料。
E满满登登l manmand岳ngd邑ng （～的）圈状

态词。形容很满：工作日程排得～的。
E满门l manmen 圈全家；整个家族s ～抄斩｜

祸及～。

E满面E m凸nmian

风。
E满面春际L】『nanmian-chunf岳『19

蔼的面容。也说春风满面。
E满面红光】 manmian-h6nggu6ng

1红光满面lo
E满目】 manmu ［到充满视野＝琳琅～｜～凄凉。
E满目疮姨l manmu-chuongyi 见 204 页【疮

瘦满目］ o
E满拧E manning 
致。

E满七】 manqi ［画断七。

E满腔］ m凸nqiang 画充满心中：～热情｜怒火

～｜～的热血已经沸腾。
E满勤］ m凸『iqin g面全勤：出～！他每月都是～o
E满山遍野］ m凸nshanbiany岳遍布山野，形容

很多。
E满师l man;;shi 

徒三年～。

E满世界］ m凸nshi•jie （方〉圃到处z 你这孩子
在家干点儿什么不好，～瞎跑什么？

E满堂l mant6ng 0 圈全场，也指全场的人：
～喝彩。＠〈方〉画满座：近来剧院天天～，
票不好买。＠画充满厅堂z 金玉～。

E满堂彩l mant6ngca i ['8] （演出时）全场的喝

彩．他唱的一句倒板就得了个～。
E满堂灌E mant6ngguan 指上课完全由教师讲
授的一种教学方式。

E满堂红l mant6ngh6ng 

到处兴旺。＠国紫薇。
E满天飞】『n凸ntianf副形容到处乱跑或到处都

有：钦差大臣～｜他这人～，让我到哪儿去找？｜
这种药品的宣传广告现在是～。

E满孝］ m凸n;;xiao 画指为尊长服丧期满。

主三

E满心E m凸nxin 圃整个心里（充满某种情绪） ; 

一个心思（想做某事）：～欢喜！～愿意 l～想的
是做生意赚钱。

E满眼】『nanyan IEl 0 整个眼睛：他一连两夜
没有睡，～都是红丝。＠整个视野z 走到山腰，
看见～的山花。

E满意l many］画满足自己的愿望；符合自己

的心意：他非常～这个工作｜顾客对他的热诚
服务感到很～。

E满员】 m凸n;;yu6n

普通舱已经～。
E满月】＇ m凸n;;yue

月。
E满月］2 m凸nyue 圈望月。

【满载l manzai ［副＠运输工具装满了东西或

装足了规定的载重量、载客限额。＠指机器、
设备等在工作时达到额定的负载。

【满载而归】 manzai ’在rgui 装满r东西回来，

形容收获极丰富。
【满招损，谦受益】 man zh6o s巾， qian shou 

yi 自满使人受到损害，谦虚使人得到益处。
E满洲E M凸nzhou 遣JO 满族的旧称。 1635 年

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辛亥革命后称满族。＠
旧时指我国东北一带，清末日俄势力入侵，称
东三省为满洲。

[t高足］ m凸nzu 画＠感到已经足够了：只要

能不亏本，我就～了｜他从不～于已有的成绩。

＠使满足2 提高生产，～人民的需要。

[fi药族】 Manzu IEJ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

布在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和内蒙古。

【满嘴】 m凸nzui ~满口①②z ～起痕｜～喷粪

（指所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或尽是脏字）。
【满座】 man;;zuo （～儿）圈〈剧场等公共场所）

座位坐满或按座位出售的票卖完：这部影片

很受欢迎，场场～。

瞒 v 圈节肢动物，种知陈大
（虫苗）多数是圆形或椭圆形，分节不明

显。体小，繁殖快。有的寄居在人或动物体
上，吸血液，能传染疾病。

【瞒虫】 m凸nch6ng 函l 蹒。

［画人员达到规定的数额z

画（婴儿）出生后满一个

飞

（门4)

层面指所饲养的适龄的母畜

形容到处都是，

画j 布满面部z 笑容～｜～春

形容愉快和

见 539 页

〈方〉圃完全相反；根本不一

［西学徒学习期满；出师．学

门1an

也
～
喋

地
品
等

川

v
b
晤

时
＠

J

n

。
口

4

川
也
非
姓
情

山
圈
J
·咀
圈

斗
问
＠
腻n
〉

＠
i
却
川
书

东
美
（
〈

归
血
柔
＠
旧

M
I＠
吉
…m

p
u
n

～
由

陆
、
m
E
m

J
，
‘
、
、
－

E
a

商
曼
即

＠形容全面胜利或



巴巴 man ｜曼谩堤蔓幌漫慢

美：姿态～｜～的琴声。
E曼声l mansh岳ng 圈拉得很长的声音：～吟
哦｜～歌唱。

【曼陀林】 mantu61in 圈弦乐器，有四对金属

弦。也译作曼｜也铃、曼德琳。［英 mandoline]
E曼陀罗】 mantu61u6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卵形，花白色，花冠像喇叭，结新果，表面多

刺。全株有毒，花、叶、种子等可入药。
E曼延l manyan 画j 连绵不断．群山～｜曲折的

羊肠小道一直～到远方。
2主主 、【 man 轻慢，没有礼貌z ～骂。

厦（理）另见阳页 mono
E谩骂】『nanma I到用轻慢、嘲笑的态度骂。
堤 man 圆眼、石耕地面：花砖～地。

蔓 man 义同霄’叫，多用于合成词，如
“蔓草、枝蔓”等。
另见 874 页 man; 1351 页 wano

E蔓草】『none凸o 圈爬蔓（wa川的草。

E蔓草难除】 manc6o-n6nchu 蔓生的杂草难以

铲除干净，比喻邪恶势力或不良现象等一旦蔓
延开来就很难根除。

E蔓生l mansheng 圃植物向周围蔓延生长：

杂草～。
E蔓延l manyan 画像蔓草一样向周围扩展：

～滋长｜火势～。

l睫 man 因为遮挡而悬挂起来的布绸子
丝绒等：布～｜窗～。

E艘帐E manzhang 圈慢。

E幌子】『nan•zi ＜方〉圈艘。

也且 man 0 圈水过满，向外流z 水～出来
l＞乙了。＠圈淹没＝大水～过了庄稼。＠到
处都是；满；遍z ～天｜～山遍野。＠广阔；长：
～长｜长夜～～。＠不受约束；随便z 散～｜～

谈｜～无限制｜～无目的。＠莫；不要：～道｜～
说。

E漫笔l manbi [BJ 随子写来没有一定形式的文
章（多用于文章的题目）＝灯下～。

E漫不经心l manbujlngxln 随随便便，不放在

心上。也说漫不经意。
E漫不经意l manbujingyi 漫不经心。

E漫步l manbu E费］没有目的而悠闲地走·～江

岸｜独自在田间小道上～。
E漫长l manchang lllil 长得看不见尽头的（时

间、道路等） ：～的岁月｜～的河流。
E漫道l mandao I量不要说s别说z ～群众有意
见，连我们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也作慢道。

E漫灌l manguan 国＠（洪水等）大量流入；漫
进（某地区）：大水～，城郊街道都被淹了。＠

一种粗放的灌溉方法，不平整土地，也不筑哇，
让水顺着坡往地里流。

E漫画】 manhua 圈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

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拟、
象征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以取得讽
刺或歌颂的效果。

E漫话】 manhua 圃不拘形式地随意谈论z ～

家常。
E漫滤l manhuan G砌文字、图画等因磨损或浸

水受’潮而模糊不清：字迹～O
E漫i己l manji I望随手记下的文字（多用于书名

或篇名）：《西行～》。

E漫卷】 manjuan ［割（旗帜）随风翻卷z 彩旗～o
（~曼流】 manliu 画水过满而向外流z 沿湖筑

堤，不让湖水～。
E漫骂】 manma 画乱骂。

E漫漫E manman 圃（时间、地方）长而无边的

样子：～长夜｜路途～｜四野都是一眼望不到头

的～白雪。

E漫JL】 manr [BJ 指金属钱币没有字的一面。
E漫山遍野l manshan-biany岳遍布山野，形容

很多：羊群～，到处都是。
E漫说l manshuo 睡不要说；别说：这种动物，

～国内少有，全世界也不多。也作慢说。
E漫谈l mantan I到不拘形式地就某问题谈白

己的体会或意见．～形势。
E漫天】 mantian 0 lil!ll 布满了天空z ～大雪｜

尘土～｜黄沙～。 8 lll2l 属性词。形容没边儿
的；没限度的：～大谎｜～要价。

E漫无边际】 manwubianji 0 非常广阔，一眼

望不到边：大青山下是～的草原。＠形容谈
话、写文章等没有中心，离题很远：～地谈些与

问题无关的话。
E漫延l manyan 圈。水向周围扩展g 洪水

～。＠曼延2 沙漠一直～到遥远的天边。
E漫溢l manyi 圈水:i:1；满，向外流：洪流～。

E漫游l manyau ［刻。随意游览．～西湖 l ～

世界。＠移动电话或寻呼机离开注册登记的

服务区域而到另一个区域后，通过网络进行
通信联络。这种功能叫漫游。

E漫话E many心圈＠泛泛的话；不着边际的

话：～空言。＠不拘形式的随意谈论（多用于
书名或文章标题） ：《青春～》。

,J..!i主 man O I翻速度ff); ；走路、｛故事等费的时
l口乙间长（跟“快”相对） ：～车｜～走｜～手～脚｜

你走～一点儿，等着他。 8 l!l?J 从缓：且～｜～
点儿告诉他，等两天再说。＠莫s不要 z ～道 l

～说。＠态度冷淡，没有礼貌：傲～ i怠～。＠
CMa的圈姓。



慢嫂续；屡馒非亡亡r）芒忙 I man - man9 I s11 I 

E慢半拍】「nan banpai 比喻想法、言语或行动｜ 容缓慢：他做事说话总是～的｜她～地向我们

略显迟缓·他做事总是比别人～。 | 走来。也说慢慢悠悠。
E慢车E man ch岳［蜀中途停站较多，全程行车 I ［＇段走E manzou 国＠客套话，用于送客时请

时间较长的火车或汽车（多用于客运）。 | 对方路上注意安全z 不送了，您～。＠委婉地
E慢车道】 manch岳dao 圈机动车分道行驶时， l t青对方暂时止步：～，我还有话跟你说。

专供慢速有驶用的车道，一般在外侧。 I l慢阻肺］ manzufei 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E慢i咀 manci l割依节奏缓慢的曲调填的词叫｜ 简称，指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一类有
慢词，如《木兰花慢》、《沁园春》。 | 气道阻塞症状的疾病。

E慢待】 mandai ［到＠（对人）冷淡．不能～了

朋友。＠客套话，指招待不周：今天太～了，
请多包涵。

［·~雯道】 mandao 同“漫道”。

［＇~雯火】 manhu凸圈文火；微火z ～炖肉。
['t到＇tl manjian 啤见 757 页【快件1①。
E慢镜头E manjingt6u 圈拍摄影视片时，用快

速拍摄的方法拍摄，再用正常速度放映或播
映，从而产生镜头画面的人、物动作的速度比
实际慢的效果。这样的镜头叫作慢镜头。

E慢慢腾腾】 man•mant岳ngteng C～的）嗣状

态词。慢腾腾。也说慢慢吞吞。
E慢慢吞吞】 man•mantuntun （～的）圈状态

词。慢慢腾腾。

E慢慢悠悠］ man•manyouyou （～的）圃状态
词。慢悠悠。

E慢坡】 manpo ［盘坡度很小的坡。
['t雯热］ manre l~l 进入状态比较缓慢：～型选
手 l首局比赛，主队很快进入了状态，而客队则

显得有些～。
E慢三步】 mansanbu 圈华尔兹。
E慢说］ manshuo 同“漫说”。
E慢腾腾］ mantengteng （口话中也读「n加

t邑ngt邑ng）（～的）啤状态词。形容缓慢2 这
样～地走，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呢｜他低下头，拖
长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念着。也说慢慢腾腾、

慢吞吞。
E慢条斯理】 mantiao-sllT 形容动作缓慢，不慌

不忙·他说话｛故事总是～的。
E慢吞吞E mantuntun （～的）［用状态词。慢腾

腾。
E慢性］ manxing 0 ［归属性词。发作得缓慢
的；时间拖得长久的（病）．～中毒｜～病疾。＠
（～儿）圃慢性子①。＠（～儿）睛！慢性子②。

E慢性病］ manxingbing ~病理变化缓慢或不
能在短时期内治好的病症，如高血压、糖尿病、
心脏病等。

E慢性子E manxing·zi 0 圈性情迟缓：～人。

＠冒雪指慢d主子的人：她是个～，家里失了火

也不会着急。
E慢悠悠］ manyouyou （～的）圈状态词。形

曼 man （书〉轻视；侮辱。
另见 873 页 man 。

E嫂骂】『nanma （书） [1IDJ 谩骂。

缉（馒） man （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

馒 man （书〉色彩艳丽

馒（馒、唱）古；1
门1ang c 门尤）

壮（斗莽）
『nang 见下。

E非亡牛E mangniu 

E位子E mang· zi 

〈方〉圈公牛。

〈方〉圈公牛。

,, 
mang （门尤）

亡E Mang 郎山，山名在河南。

女卡 mang I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山地

L 和田野间，叶子条形，秋天茎顶生穗，黄褐
色，果实多毛。＠某些禾本科植物（如大麦、小
麦）籽实的外壳上长的针状物。 8 CM6ng) 
姓。

E芒草E m6ngc凸o 巨型芒①。

E芒刺在背］ mangci zaibei 像芒和刺扎在背

上一样，形容坐立不安。也说如芒在背。
E芒果】 mangguo 同“在：果”。

E芒硝】 mangxiao 圈无机化合物，是含有 10

个分子结晶水的硫酸苦内CNa,SC), • 10H,C））。

自色或元色，是化学工业、玻璃工业、造纸工业

的原料，医药k用作泻药。也作在硝。 重重重
E芒种］ mangzhong ［望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6

月 5 、6 或 7 日。参看 664 页I节气1 、 348 页
【二十四节气J 0 

,f.r--- mang 0 lMi 事情多，不得空（跟“闲”相
I L x;fl ：繁～｜这几天很～｜～里偷闷。＠圈

急迫不停地、加紧地做：你近来～些什么？｜他



重量

878 『nang L:t£主主亘
一个人～不过来。

[·tt不迭】 mangbudi岳

了过来｜～地赔不是。

国急忙5连忙z ～地跑

E忙叨叨） mangdaodao ＜口）~忙叨。

E忙叨E mang•dao ＜口〉圃匆忙s忙碌z 啥事儿

这样～？也说忙叨叨。
E忙乎E mang•hL』〈口） ［；！）］忙活 C m6ng•huo) , 

他～了一天，但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C·t亡活JL) m6nghu6r 0 C -// ）画急着做活儿：

这几天正～｜你忙什么活儿？＠圈需要赶快做

的活儿z 这是件～，要先做。

[·tt活E mang•huo ＜口〉画忙碌地做z 他们俩

已经～了一早上了。
E忙季】 mangji 画农活儿多的季节，泛指工作

或事务繁’贮的时期：眼下正是夏收～｜节假日

是商场的～。
E忙里偷闲l mangll-touxian 
点儿空闲时间。

在忙碌中抽出→

E忙碌】 manglu 画事情多，不得闲＝忙忙碌碌｜

为了大家的事情，他一天到晚十分～。

E忙乱） mangluan ~回事情繁忙而没有条理·
工作～｜克服～现象。

E忙忙叨叨） m6ng•mangdaodao C～的）圈状

态词。形容非常忙碌的样子z 一天到晚～的｜
说完就～地走了。

［·贮音J mangyln ~电话机拨号后由于对方占
线而发出的连续而短促的嘟嘟声，表示不能接

i屋。

E忙于】 mangyu 画忙着做（某方面的事情） : 

～收集资料｜整天～家务。
E忙月J mangyue 圈指农事繁忙的月份2 一到

～，全家都闲不住。

忙 mang 见下

E花果E mangguo ~ 0 常绿乔木，叶子互生，
长椭圆形。花黄色。果实略呈肾脏形，熟时黄

色，核大，果肉黄色，可以吃。生长在热带地
区。＠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芒果。

越 mang ＜书〉＠毛多而长的狗。＠础。
另见 893 页 m邑ng 。

τ~ mang 0 看不见东西；瞎z ～人 j～童 i 夜
仁1 ～。＠眼睛失明的人z ～文｜～杖。＠指
对某种事物不能辨别或分辨不清的人；缺乏某

方面常识、能力的人z 文～ l 色～｜法～｜股～｜
电脑～。＠盲目地2 ～动｜～从。

E盲肠） mangchang 画大肠的一段，上接回
肠，下连结肠，下端有阑尾。（图见 1436 页“人

的消化系统’’）

E盲肠炎】 m6ngch6ngy6n ~o 盲肠发炎的

病，多由阑尾炎引起。阑尾部发炎后蔓延到j整
个盲肠，就成为盲肠炎。＠阑尾炎的俗称。

E盲从） mangcong ［；国不问是非地附和别人；

盲目随从2 遇事要多动动脑子，不能～。
E盲打） mangda ~打字时眼睛不看键盘敲击
按键，叫盲打。

E盲道】 mangdao 圈在人行道上或其他场所
为方便盲人行走而铺设的道路，用特制的砖块
铺成，砖块上有凸起的条纹、圆点等。

E盲点） mangdi凸n 圈。眼球后部视网膜上的

一点，和黄斑相邻，没有感光细胞，不能接受光

的剌激，物体的影像落在这一点上不能引起视
觉，所以叫盲点。（图见 1509 页“人的根勺＠

比喻认识不到的或被忽略的地方z 当前家庭教

育存在着一些～。
E盲动l mangdang 画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

有明确的目的就行动z 遇事要冷静，不可浮躁

E盲干】 manggan G事不顾主客观条件或目的

不明确地去干z 只凭热情～是不行的。

E盲降） mangjiang 圈航空上指飞机在能见度

很低的情况下，依靠地面导航设备在机场上降
落。

E盲井） mangjing 圈暗井。

E盲流E mangliu ［：组指盲目流入某地的人（多
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

E盲目】 mangmu 圆眼睛看不见东西。比喻

认识不清；考虑不慎重；目标不明确．～行动｜

～崇拜｜～乐观 i这样做也太～了。
E盲棋】 mangqi l翻眼睛不看棋盘前1下的棋，多

为中国象棋。下盲棋的人用话说出每→步棋
的下法。

E盲区） mangqu ［萄＠指雷达、探照灯、胃镜等

探测或观察不到的地方z 雷达～｜胃镜～。＠

比喻认识不到的或被忽略的领域、方面：心理
素质的培养成了一些学校教育的～。

E盲人E mangrer】 1=8J 失去视力的人。

E盲人摸象） mangren moxiang 传说几个盲

人摸一只大象，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
摸到身躯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
象像一条蛇，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用来比喻
对事物了解不全面，以偏概全，乱加揣测。

E盲人瞎马】 mangren-xiiima 《世说新语·排
调》：

端危险的境况。
E盲蛇】 mangshe 圈无毒蛇的一类，体长

15 40 厘米，是我国蛇类中最小的。外形像

蜓！蚓｜，尾极短，鳞片圆形，体暗绿色。吃昆虫等。
E盲审E m6ngsh品n 画匿名评审，评审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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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被评审作品的作者是谁z 学校实行学位论 I ［莽莽］ m凸ngm凸ng ~o 形容草木茂盛：杂

文～制度。 | 草～。＠形容原野辽阔，无边无际2 ～雪原。
E盲文E mangwen 圈＠亩字。＠用盲字真rJ I ［养原】 mangyu巾［割草长得很茂盛的原野z

写或印刷的文字。 I 无垠的～。

E盲信】 mangxin 圈瞎信。

E盲杖】 m6ngzhang 圈盲人探路用的杆子。
E盲字】 m6ngzi 圈专供盲人使用的拼音文字，

字母由不同排列的凸起的点子组成。

氓 m6ng IA!. 836 页［流氓1
另见 893 页 m岳ng 。

才t m6ng ＠形容水或其他事物没有边际、
于汇看不清楚：渺～ 1～无头绪。＠无所知z
～然。

E茫茫E m6ngm6ng 圆形容没有边际，看不清
楚：～大海｜～的大草原｜前途～｜～一片白雾。

E茫昧］ m6ngmei 〈书〉庄园模糊不清·往事多已
~ 。

E茫然］ m6ngr6n ［预＠完全不知道的样子2

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我都～。＠失意的样
子2 ～自失。

E茫然若失］ m6ngr6n-ruoshl 神情迷茫，好像

丢失了什么。
E茫无头绪E m6ngwut6uxu 一点儿头绪也没

有；事情摸不着边儿。

庞 m6ng 0 ＜书〉大s厚重。＠ CM叫圈
姓。
另见978 页 pang “庞1 ”。

硅 m6ng 见下。

E否在硝］ m6ngxiao 同“芒硝飞

铿 m6ng 0 ＜书〉刀剑等的尖端
（货）＠圈云南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z

敲锣打～。
E往哪E m6nglu6 圈云南傣族、景颇族地区的

打击乐器，用铜制成，有大中小多种。有时将
多国大小不同的锣挂在木架七，交错敲击。
辘 m6ng ＜书〉毛色黑白相间的牛。

II 

mang （门尤）

莽1 mang 0 密生的革：丛～｜草～。＠
〈书〉大。 8 (Mang）圈姓。

莽2 mang 鲁莽z ～撞｜～汉。

E莽苍E m凸ngcang O 圈（原野）景色迷茫。＠
E 指原野。

E莽汉］ manghan 圈粗鲁冒失的男子。

E莽撞］ m凸ngzhuang ~鲁莽冒失：行动～｜恕

我～。

湃 mang 见下。

[)J丰苦丰］ m凸ngm凸ng ＜书〉帽形容水面广阔无

边。

跻 m凸ng 0 酬蛇。如酬。

【鳞袍】 m凸ngp6o l毡明清时大臣所穿的礼服，
上面绣有金黄色的螃。

E鳞蛇］ m凸ngsh自厦l 元毒蛇的一类，体长可达
6米，是我国蛇类中最大的。头部长，口大，舌
的尖端有分叉，背部黑褐色，有暗色斑点，腹部
白色。多生活在热带近水的森林里，捕食蛇、
蛙、鼠、鸟等。也叫蜗蛇（「6nshe ）。

门100 （门么）

〉件卡1 , .. moo O 圈哺乳动物，面部略
布田 （头面）圆，躯干－长，耳壳短小，眼大，膛
孔随光线强弱而缩小放大，四肢较短，掌部有

肉质的垫，行动敏捷，善跳跃，能捕鼠，毛柔软，

有黑、自、黄、灰褐等色。种类很多。＠〈方〉
［到蹲；蹲伏。指闲待或躲藏z ～冬｜～在家里

不敢出来。
猫2 … moo f8l iJliJ制解调器的俗称。

（销）［英m耐m]
E猫豹】 maobao 圈云豹。

E猫步］ maobu ［雹指时装模特儿表演时走的台
步，因为这种步子类似猫行走的样子，所以叫

猫步。

E猫哭耗子］ maokuhao·zi 猫哭老鼠。
E猫哭老鼠l maokulaosh心比喻假慈悲；假装

同情。也说猫哭耗子。

E猫JL刷 maorni ＜方〉啕指隐秘的或暧昧的

事；花招JL ：他们之间的～，我早就看出来了。
E猫儿食］ maorshi 圈比喻很小的饭量。

E猫JLH!l] maoryan [El 金绿宝石的一种，做装

饰品时多磨成圆球形，中间有一道竖的亮
光，能随视角变动而移动，看起来很像猫的

眼睛。
E猫头鹰］ maot6uylng 圈鸟，身体淡褐色，多

黑斑，头部有角状的羽毛，眼睛大而圆，昼伏夜
出，吃鼠、麻雀等，对人类有益。常在深夜发出

凄厉的叫声，迷信的人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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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有的地区叫夜猫子。
E猫熊】「naoxi6ng 圆大熊猫。
E猫眼E maoyan （～儿）圈门镜的俗称。
E猫眼道钉】 maoyan daodlng 道钉②的俗称。

(3苗腰J mao;;yao ＜方〉惮］弯腰3 一～钻进山
洞｜年纪大了，猫不F腰来。

E猫鱼J maovu c～儿）圈用来喂猫的小鱼。

, 
m6o （门么）

毛1 moo 0 圈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
物；鸟类的羽毛：羊～｜鸡～｜批把树叶子

上有许多细～。＠［富东西上长的霉z 馒头放
久了就要长～。＠粗糙；还没有加工的：～
坯｜～铁。＠不纯净的：～利｜～重。＠粗略：

～估｜～算。。 llJ2l f，故事粗心，不细致：～手～

脚｜～头～脑。＠细；／J、．～细管｜～～雨（～孩

子｜～贼（小偷儿）。 811国指货币贬值2 钱～了。
＠〈口〉置一圆的十分之~；角。⑩ CM6o)

IEl 姓。

毛2 moo 0 圈惊慌2 心里有点川这下可
把他吓～了。＠〈方〉圈发怒；发火z 把

他惹～了，你要吃大亏。

E毛白杨E m6ob6iy6ng 圈落叶乔木，幼树树

皮光滑，青白色，老树树皮有裂沟，叶子卵形，
边缘有波状的齿。木材可供建筑用，也用来造
船、造纸等。也叫大叶杨、响杨或白杨。

E毛笔） m6obi IEl 笔头用羊毛、融毛等制成的

笔，供写字、画画儿等用。

E毛边） m6obian 圈＠经裁剪而没有锁边的

布边儿；书籍装订后未经裁切的边缘z ～书。

＠毛边纸的简称。
E毛边纸） m6obianzhi IEl 用竹纤维制成的纸，
淡黄色，适合用毛笔书写，也用来印书。简称

毛边。
E毛病E m6o•bing 圈＠指器物发生的损伤或

故障，也比喻工作上的失误：一听声音就知道
这台机器有～｜他做事容易出～。＠缺点；坏
习惯．这孩子上课时有做小动作的～。＠〈方〉
病z 孩子有～，不要让他受凉了。

E毛玻璃】 m6obo· Ii 圈用金刚砂等磨过或用
氢氟酸浸蚀过而表面粗糙的玻璃。半透明，多

用在建筑物的门窗上。也叫磨砂玻璃。
E毛布J m6obu 组用较粗的棉纱织成的布。
E毛菜J m6ocai ~采摘后未经择洗等加工处
理的蔬菜（区别于“净菜勺。

E毛糙】 m6o•cao E国粗糙；不细致：他干的活儿

大～。

E毛茶】 m6och6 圈供制红茶、绿茶、黑茶等的

原料茶。也叫毛条。

E毛偿鱼） m6och6ngyu ［重鱼，身体侧扇，长 1
米多，头较大，眼小。生活在海洋中。

E毛虫】 m6och6ng 圈某些鳞翅目昆虫的幼

虫，每环节的疵状突起上丛生着毛。也叫毛毛
虫。

E毛刺） m6oci （～儿）圈金属工件的边缘或较
光滑的平面上因某种原因而产生的不光、不平
的部分。通常应加工去掉毛刺。

E毛豆】 m6odou IEJ 大豆的嫩英，外皮多毛，种
子青色，可做蔬菜。

E毛发】 m6ofa 圈人体上的毛和头发，特指头

发：～浓密｜～直立（形容极度惊恐）。
E毛纺） m6of凸『19 庄园属性词。用动物纤维（主

要是羊毛、兔毛）和人造毛为原料纺织的：～
厂｜～面料。

E毛瓦J m6ogen IEl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叶有

茸毛，单叶，掌状分裂，花黄色，有光泽。植株
有毒，可入药。

E毛估】『n6ogu 圃粗略地估计z ～一下，这片

早稻亩产不会低于八百斤。

E毛咕】 mao•gu （方〉画有所疑惧而惊慌z 走

进荒滩，心里直～。
E毛骨悚然） m6og归凸ngr6n 形容很害怕的样

子。

E毛孩JL) m6oh6ir 圈指生下来在面部和身上

长有较长的毛的孩子。

E毛孩子E m6oh6i•zi 圈小孩儿，也指年轻无知

的人2 十年前你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呢！
E毛蚓） m6ohon ＜方〉圈蚓子的一种。
E毛烘烘） m6oh6ngh6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毛很多的样子。

E毛乎乎J m6ohuhu c～的）圃状态词。形容
毛密而多。

E毛活JL) m6ohu6r （口〉圈＠用毛线等编织
的各种衣物z 这件～织得十分合身。＠用毛

线等编织衣物的工作z 她正在做～。
E毛尖） m6ojian 圈绿茶的一种，用精细挑选

的幼嫩芽叶加工而成，如信阳毛尖（产于河

南）、都匀毛尖（产于贵州｜）。
E毛巾】 m6ojln 圈擦脸和擦身体用的针织品，
织成后经纱拳曲，露在表面，质地松软而不光
滑。

E毛巾被J m6ojlnbei 圈质地跟毛巾相同的被

子。
E毛举细故） maoj心－xigu 烦琐地列举细小的事

情。也说毛举细务。
E毛举细务J maoj心－xiwu 毛举细故。



E毛孔】 maolφng 南汗孔。

E毛拉E maola 圈＠对伊斯气教学者的尊称。
＠我国新疆地区某些穆斯林对阿甸的称呼。
［阿拉伯 maula]

E毛蓝］ m6o16n ~比深蓝色梢浅的脏色：～

布。

E毛利l maoli 1=81 经营T＿商业初步结算时，总
收入中只除去成本I而没有除去其他费用的利
润（区别于“净利勺。

E毛料l maoliao ~用兽毛纤维或人造毛等纺
织成的料子。

E毛驴l maolu c～儿）［名］驴，多指身体矮小的

驴。
E毛毛虫】 mao•m口och6ng 函毛虫。

E毛毛雨】 mao•maoyu 圈。指形成雨的水滴

极细小（直径小于 0. 5 毫米）、下降at随气流在

空中飘动、不能形成雨丝的雨。通常指很小的
雨。＠事前有意放出风声、信息让人有所准

备叫作下毛毛雨。

E毛南族】 M6on6n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分布在广西。

E毛囊】 m6on6ng l写包裹在毛发根部的囊。
（图见 992 页“人的皮肤”）

E毛坯E maopl 圈。已具有所要求的形体，还
需要加工的制造品；半成品。＠机器制造中，
材料经过初步加工，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制成
零件的半成品，多指铸件或锻件。

E毛坯房l m6oplf6ng 圈建成后，还没有进行

装修的房屋。
E毛皮l maopi 圈带毛的兽皮，可用来制衣、

帽、褥子等。
E毛片JL] maopianr （口〉圈毛片。

E毛片E maopian 圈＠指拍摄后未经加工的
影视片。＠指带有淫秽内容的影视片。

E毛票】 maopiao （～JL) ＜口〉圈角票。

E毛渠l maoqu 圈从斗Cd己u）渠引水送到每一
块田地里的小渠道。

E毛茸茸l mao的ngr6ng C～的）圃状态词。

形容动植物细毛丛生的样子：～的小白兔。
E毛瑟枪】『naos岳qiang 圈旧时对德国毛瑟

(Mauser）工厂制造的各种枪的统称。通常
多指该厂制造的步枪。

E毛手毛脚l maosh凸u-maoji凸o f故事粗心大

意，不沉着。
E毛遂自荐E maosui-zijian 毛遂是战国时代赵

国平原君的门客。秦兵攻打赵国，平原君奉命
到楚国求救，毛遂自动请求跟着去。到了楚
国，平原J霄跟楚王谈了一上午没有结果。毛主主

挺身而出，陈述利害，楚王才答应派春申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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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去救赵罔（见于《史记·平原君列传》）。后

来用“毛遂自荐”借指自己推荐自己。
E毛毯E maotan I每用兽毛纤维、化学纤维等织

成的毯子。

E毛杉El m6ot6o 圈＠毛桃树，野生的桃树。
＠毛桃树的果实ο

E毛条】 m6oti6o l割毛茶。

［毛窝l m6ow6 （方？〉［吕棉鞋。

E毛细管E m6oxiguan I名｜在径特别小的细管

子。参看i毛细现象1。
E毛细现象】 m6oxi-xianxiang 毛细管插入浸

润液体中，管内液面上升，高于管外，毛细管插

入不浸润液体中，管内液面下降，低于管外的
现象。毛巾吸水、地下水沿土壤上升都是毛细

现象。

E毛细血管l m6oxi-xueguan 连接在小动脉和

小静品k之间的最细小的血管，血液中的氧与细
胞组织内的二氧化碳；在毛细血管里进行交换。
也叫微血管。

E毛虾l m6oxia 圈虾的一类，身体长约 3 厘

米，生活在浅海中。煮熟晒干后叫虾皮，供食用。
E毛线E m6oxian 圈通常指羊毛纺成的线，也

指羊毛和人造毛混合纺成的线或人造毛纺成
的线。

E毛丫头］ m6oya•tou ＜口〉函指年幼无知的女
孩子。

E毛样l m6oyang 画还没有按照版面的形式

拼版的校样。

E毛衣l m6oyl 啕用毛线织成的上衣。

E毛胁l m6oyc'JL』圈长着毛的幼虫的总称。

E毛躁】 mao•zao E回＠（性情）急躁z 脾气～。

＠不沉着；不细心2 他做事有些～ l毛毛躁躁

是办不好事的。
E毛泽东思想E Mao Zedong six凶ng 是以毛

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
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

产党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E毛毡l m6ozhan ~毡子。
E毛织品】 m6ozt

造毛等纺织成的料子。＠用毛线编织的衣雪三三

物。

E毛重】 maozhong ~货物连同包装的东西或
牲畜家禽等连同毛皮在内的重量（区别于“净
重勺。

E毛猪】 m6ozh0 圈活猪（多用于商业）。



｜臼2 I moo- moo l 毛矛那茅牛毛施民锚髦字蜜最有

E毛竹】『naozhu 圈竹的一种，通常高达 10 米

左右，叶子披针形，茎的壁厚而坚韧，是优良的
建筑材料，也可用来制造器物。也叫南竹。

E毛装】 m6ozhuiing 圃属性词。书籍装订后

不切边的z ～本。
E毛子l mao•zi 圈。旧时称西洋人（含贬义）。

＠〈方〉旧时指土匪。＠〈方〉细碎的毛或线：

没做什么针线活儿，倒沾了一身布～。

矛 moo 0 古代兵器，在
长杆的一端装有青铜或

铁制成的枪头：长～｜～盾。

49 <Mao）［组姓。
E矛盾l maodun 0 圈矛和
盾是古代两种作用不同的武

器。古代故事传说，有一个
人卖矛和盾，夸他的盾最竖
固，什么东西也戳不破；又夸

他的矛最锐利，什么东西都
能刺进去。旁人问他：“拿你
的矛来刺你的盾怎么样俨那
人没法儿回答了（见于《韩非
子·难一》）。后来“矛盾”连

用，比喻言语或行为自相抵

矛

触的现象：～百出｜他的观点前后有～。＠
圈因认识不同或言行冲突而造成的隔阂、嫌

隙z 他们俩的～很深。＠画泛指事物互相抵

触或排斥：自相～。＠圈辩证法上指客观事
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
而又互相排斥的关系。矛盾是→切事物变化发

展的根本原因。＠圆形式逻辑中指两个概念
互相排斥或两个判断不能同时是真也不能同时
是假的关系。＠［画具有互相排斥的性质z去

还是不去，他心里很～O

E矛盾律】 maodunlu 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之一，要求在同→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
能同时做出两个矛盾的判断，即不能既肯定
它，又否定它。如不能说“水是物质”，同时又

说“水不是物质”，这两个判断中必有→个是假

E茅厕】 m6o·ce （方言中读「nao•si ）（方〉圈

厕所。
E茅房］ m6of6ng ＜口〉圈厕所。
E茅坑】 m6ok岳ng IBl 0 ＜口〉厕所里的粪坑。
＠〈方〉厕所（多指简陋的）。

E茅庐】 maolu I写草屋。
E茅棚l m6openg [BJ 用茅草等搭的棚子。

E茅塞顿开l moose-dun kii i 原来心里好像有
茅草堵塞着，现在忽然被打开了。形容忽然理
解、领会。也说顿开茅塞。

E茅舍】 m6oshe ＜书〉圈茅屋z 竹篱～。

E茅台酒l m6ot6iji心圈贵州｜仁怀市茅台镇出
产的臼酒，酒味香美。

E茅屋E m6owu 噶厦TffiJ有茅草、稻草等盖的房
子，大多简陋矮小。

呢 。。见下
（祷慧、提麓）

E牛毛牛E m6oniu 圈牛的→种，全身有长毛，黑

褐色、棕色或白色，腿短。是我国青藏高原地
区的主要力畜。

施 moo 古代在旗杆头上用呢牛尾做装饰
的旗子。

〈古〉又同“萃”moo"

盹 moo 见下

E阵主自电E m6ot6o 〈书〉圆大醉的样子：～大醉。
丘垫 hll.. m6o [BJ 船停泊时所用的器具，
国（锚）用铁制成。一端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带倒钩的爪儿，另一端用铁链连在船上，停船
时，把带倒钩的一端抛到水底或岸边，用来稳
定船舶。

E锚泊l m6ob6 l司（船舶等）借助于锚而停留
在水面某处。

E锚地】 maodi 圈水域中专供船舶抛锚停泊及
船队编组的地点。

E锚位】 maowei ［~船舶抛锚处的地理位置。
古代称幼儿垂在前额的短头发。

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南部。

的。矛盾律要求思想前后一贯，不能自相矛｜古L
｜去肯 ’ 见 33 页【斑萤1 。

髦 m6o

擎 Mao

盾。公式是·叩不是非甲喻叩不能既是乙 I ，~主
又不是乙”。 |• , 

l 玉寄予『nao 吃苗根的害虫。
E矛头E m6ot6u IBJ 矛的尖端，比喻批评、攻击！旦旦

的方向 g 把讽刺的～指向坏人坏事。 i E露贼E moo甜圈危害人民或国家的人。
茹 moo 0 ＜书〉同6
~1...1 姓。 l

茅 m6o 画＠白茅 OCM叫 | 时o <n~ ） 
E茅草l m6ocao [BJ 0 白茅。＠泛指自茅一｜ τ仨‘ m凸0 ＜方〉＠画画没有① ⑤。＠圈没
类的植物。 |’l .J 有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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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1 （叨、可p) 圈＠地支的第 i 巨型 mao 0 画向外透；往上升2
四位。参看 421 页【干｜ 冒（铃胃） ～烟｜～泡｜～汗｜热气直往外～ 1

支1。＆ CM凸o）姓。

卵2 时0 卵眼。µ C ＊？口、丁p)
UJP时】 maoshi 圈旧式计时法指早晨五点钟

到七点钟的时间。
(!iP梅］ m凸osun [BJ 卵眼和桦头。
UJp眼］ m凸oyan [BJ 器物的零件或部件利用凹

凸方式相连接的地方的凹进部分：凿个～儿。
p m凸0 圈我国西北地区称顶部浑圆、斜坡
较陡的黄土小丘。

狮 m凸0 （书〉水面平静的小湖。

gp m凸o 二十八宿之一。

例 凸0 圈。糊。＠指例接时
（娜）锤打蜘To 0 ＜口〉把力气集中地

使出来：～劲儿。
E例钉］ m凸odlng 画饼接用的金属零件，圆柱
形，一头有帽。

E例钉枪］ m凸odlngqiiing 圈敲打哪钉用的风
动工具，形状略像枪。

E佛工］ m凸ogong 圈。金属例接工作。＠做
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例接E miioji岳圈连接金属板或其他器件的
一种方法，把要连接的器件打上眼，用钢钉穿
在一起，在没有帽的一端锤打出一个帽，使器
件固定在一起。

E例劲JL] m凸011 jinr （口〉画集中力气，一下子
使出来．几个人一～，就把大石头抬走了 1绑着
劲儿干。

飞

mao （门么）

宅 moo （书〉拔取（菜、配。

克 mao （书〉同“貌”。

茂 mao O 茂盛＇ ~'il'f I 柳叶～＠丰富
精美＝图文并～｜声情并～。＠ CM凸o）圈

姓。
E茂密l maomi 回（草木）茂盛而繁密：树木
～i～的竹林。

E茂盛E maosheng I潮。（植物）生长得多而茵
壮z 庄稼长得很～。＠形容经济等兴旺：财源
~ 
盹 mao （书〉眼睛酬。

墙头～出一个人头来。＠画不顾（危险、恶劣
环境等）：～雨 1 ～风险｜～天下之大不是量。＠

冒失；冒昧：～进｜～犯。＠冒充2 ～领｜～认｜
谨防假～。 8 CMao）圈姓。

另见 922 页 m凸。

E冒充】 maochong 圈假的充当真的：～内行｜

用党参～人参。
E冒顶］ mao;;dTng rnw 地下采矿时，巷Chang)

道或开采区的顶板塌下来，造成事故。

E冒渎E maodu （书〉圈冒犯亵渎z ～神灵。

E冒犯l maofan 圈言语或行动没有礼貌，冲撞

了对方z ～尊严 l孩子不懂事，对您多有～，请

原谅。
E冒富l moo// fu rnw 显出比一般人富裕z 他家

是靠养鱼～的｜这位成功的企业家生活俭朴，从
不～。

E冒功l mao;;gong 圈把别人的功劳说成自己

的功劳z ～请赏。
E冒号l maohao 圈标点符号ω，表示提示下

文。主要用在提示性话语之后。

E冒火E mao;;huo （～儿）画画生气；发怒z 他气

得直～｜有话好好儿说，冒什么火！
E冒尖］ moo;; jiiin （～儿）圈＠装满而且稍高

出容器：筐里的菜已经～了。＠稍稍超过一
定的数量2 弟弟十岁刚～。＠突出．他在班上

学习～。＠露出苗头：问题一～，就要及时加
以解决。

E冒进】 moojin 国超过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
的可能，工作开始得过早，进行得过快。

E冒领E maolTng r割冒充他人领取＝～存款｜～

失物｜～材料。
E冒昧E maomei 圈（言行〉不顾地位、能力、场

合是否适宜（多用作谦辞）：不揣～｜～陈辞。

E冒名l mao;;ming 圃假冒别人的名义：～顶

替。
E冒牌l maopai （～儿）圃属性词。冒用别的

品牌（多为名牌）的＝～货。
E冒认】 maoren 圈。冒充跟某人有某种关

系：～父子｜～官亲。＠冒充他人认领：～他
人丢失的自行车。

E冒傻气】 mao shaqi 言谈举止中显露出愚蠢彗星E
或糊涂z 他在会上说那些不合时宜的话，有点儿毛主

~ 。

E冒失E mao·shi I回鲁莽；轻率z ～鬼｜说话不

要太～。
E冒失鬼E mao·shiguT 圈｛故事莽撞的人z 这个

～差点儿把我撞倒。



I s84 I moo- m岳 i I 冒贸髦那袤郑获帽娼 E冒桥民貌管怒么末 H墨没

E冒死E maosi 画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做某｜ 出的部分。
事）：～抢救国家财产 i～救出落水儿童。 I （帽子） mao•zi ~ 0 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

E冒天下之大不起1 moo tianxia zh1 da bu I 日光等或做装饰的用品 2 一顶～。＠借指罪
w岳l 不顾天下人的反对，公然做罪恶极大的事。｜ 名或坏名义·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

E冒头） mao;;t6u （～儿） rntl] 0 露出苗头：骄傲｜ 光扣大～。
情绪已经～了。＠出头④z 看上去他的年纪 I （帽子戏法】 mao•zi xi的（～儿）英国作家刘易
有三十～。 | 斯·卡罗尔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有

E冒险E mao;;xian ~不顾危险地进行某种活
动z ～家｜～行为｜～突围｜我劝你别去～。

贸1 ~ moo 交易；贸易。
（冒）

贸2 ~ moo 轻率都： ~~o 
（贸）

E贸然】 maoran 圃轻率地；不加考虑地：～从

事｜这样～下结论，不好。
E贸易） maoyi [:8] 商业活动·对外～｜～公司。
E贸易壁垒） maoyi bil邑i 一国为限制和禁止外

国商品进口而规定的各种措施。通常分为关
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类。

E贸易凤J maoyif岳『19 圈信风，因古代通商，在

海上航行时主要借助信风而得名。

髦 moo （书〉指八九十岁的年纪，泛指老
年2 老～i～童Cdie ）。

E毫差） maodie （书〉圈指老年；高龄（垄：七八
十岁的年纪）：～之年｜寿登～。

阳v ao 古县名，在今浙江宁波一

页~（郎）带。
袤 moo （书〉长度峭南北的长度2 延～

万余里。

那 Mao c旧读 M凸）郑州（ Ma叫山地
名，在河北。

菠 moo 见下。
E菠蔑） maosao 圈花商。

。 moo 圈＠帽子：呢～｜草～ l冒（喃）衣～整齐。 8 C~JL）罩或套在器
物上头，作用或形状像帽子的东西＝笔～儿｜螺

丝～儿｜笼屉～儿。

E帽翅J maochi C～儿）圈纱帽后面伸向左右像

翅膀的部分。
E帽耳E moo’岳r~ 帽子两旁护耳朵的部分。
E帽花） maohua (~JL) （口〉画幅徽。
E帽徽］ maohul 圈安在制服帽子前面正中的

徽章。
（~冒盔JL) maokulr 圈没有帽檐帽舌的硬壳帽

子，帽顶上一般缀有硬疙瘩。
E帽舌l maoshe l1SJ 帽子前面的檐，形状像舌
头，用来遮挡阳光。有的地区叫帽舌头。

E帽檐） maoyan （～儿）圈帽子前面或四周突

一位做帽子的匠人能用帽子变出各种戏法。
后来把在－场足球比赛中一名队员攻进对方
球门三个球叫作上演帽子戏法。
娼 moo ＜书〉嫉妒z ～嫉。

理 moo 见 2叫阳剧。

林 moo ＜书〉＠木瓜。＠同“茂”

自 moo 见下。

E自毛黑） maosao 〈书〉圈烦恼。

貌 moo 0 相机面～｜容～ i 以～取人。＠
外表的形象；样子：全～｜～合神离。＠

CM凸o）圈姓。

E貌合神离】 maohe-shenli 表面上关系很密切
而实际上怀着两条心。

E貌似】 maosi 圈表面上很像z ～公允 i～强
大。

E貌相】 maoxiang 0 ~相貌。＠［噩看相貌；
看外表：人不可～，海水不可斗量。

营 moo （书〉＠目眩。＠心绪纷乱。＠
愚昧。

去黯 moo （书〉＠劝勉；勉励：～赏。＠盛
j已J、大：～典！～勋。

·me （·门古）

么（＂＂麽） ~~~；：：：~~~＊~；，Ii 
月的花儿红呀～红似火。

另见 870 页•ma; 1520 页 yaoo
见 919 页 m60

末 •me 同“么，，〔
另见 921 页 mo 。

喔 ·me 圃跟喻的用嗣同。

, 
门1ei （门飞）

“麽”另

没 mei o~没有①⑤。倒没有脚。
另见 921 页 moo



E没边JL] mei矿 bianr ＜方〉圈。没有边际：吹

牛吹得没了边儿了｜这孩子淘气淘得～。＠没

有根据＝别说这～的话。

E没词JL] mei11cir （口〉［动l 没话可说（指理由被

驳倒）：在大家的反驳下，他～了。

E没大没小l meida-m自ixi凸o 指说话｛故事不顾

长幼尊卑，不顾及民辈的尊严，过于随便，没有

礼貌：就是老太太不计较，你也不能总这么～

的！
E没的说E mei •deshuo 没说的。
E没底l mei11dT 圈没有把握；没有信心．能不

能考上大学，他心里～。

E没法JL] meif凸r ＜口〉闹。（ fl ）没办法：遇

到这种事，谁也～｜急得没了法儿了。＠不可
能，绝对不会（含肯定语气）：这件事～不传出
去。＠表示达到极限（含夸张语气）：他的为

人简直是～再好了。
E没关系】 mei guan•xi 不要紧；不用顾虑。

E没劲l mei// jin 0 （～儿）［虱没有力气：浑身
～。＠圈没有趣味z 这电影真～。

E没精打采l meijTng-d凸cai 形容不高兴，不振

作．他～地坐在地下，低着头，不吱声。也说元

精打采。
E没来由】 mei 16iy6u 无缘无故；无端。

E没脸E mei;;lian ［直没有脸面：～见人｜～出

门。
E没…没…】 m自l… mei…。用在两个同义的

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强调没有z ～皮～
脸｜～羞～腺｜～着～落｜～完～了。＠用在两
个反义的形容词前面，多表示应区别而未区别

（有不以为然的意思）：～大～小｜～深～浅｜～

老～少。
E没门儿l mei;;menr （方〉｛到＠没有门路；没
有办法z 让我去办这样的事，我可～。＠表示

不可能z 凭你这成绩想考大学，～。＠表示不

同意2 他想一个人独占，～1
E没命E meiming l到＠指死亡：不是他及时把

我送到医院，我早～了。＠拼命；不顾一切：
受了伤的小鹿～地奔跑｜这些生长在河边的孩
子一见了水就玩得～啦！＠（刊一）指没有福

气：没享福的命。
E没跑JL] meipaor （口〉画表示必定如此；无
疑：这次你算输定了，～！

E没脾气】 mei pi•qi 0 指人的脾气好，不容易
发火。＠指无可奈何，不得不忍耐z 堵车时谁

都～i合同已经签了，再不满意也～。
E没谱儿l mei;;p心r ＜口〉＠阐心中无数；没有

一定的计划：这事怎么办，我还没个谱儿。＠
[l!2] 不靠谱儿；不可靠：他喜欢吹牛，说话～。

没 m岳l 885 

E没轻没重】 meiqlng-meizhong 不分轻重，形

容言行鲁莽，没有分寸z 这孩子做事总是这么
～的。

E没趣】 meiqu （～儿）回没有面子；难堪：自讨

～｜他觉得挺～，只好走开了。
E没日没夜E meiri-meiye 指不分昼夜（ fi故事

情）：他这么～地干，迟早得把身体累垮了。
E没商量l mei shang•liang 没有讨论的可能；

没有回旋的余地：你一点儿不让步，这事儿就～
了。

E没什么】 mei shen•me 没关系：碰破了一点儿

皮，～｜～，请进来吧！

E没事E mei;;shi （～儿）匾。没有事情做，指有
空闲时间＝～在家看书，别到外边喀跑。＠没
有甲、ill. ：他近来～，在家闲着。＠没有事故或

意外：经过医生抢救，他～了，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干系或责任．你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

～了。＠不要紧；没关系；算不了什么（多在对

方表示歉意或感谢时用）：对不起，踩您脚

了！ ～，～ i这事太让您费心了！一→一～！
E没事人l meishiren （～儿）固与某事无关的

人；对某种情况毫不在乎的人：他捅了那么大
的委子，却像个～似的。

E没说的l meishuo•de 0 指没有可以指责的

缺点：这小伙子既能干又积极，真是～。＠指
没有商量或分辩的余地z 这车你们使了三天

了，今天该我们使了，～！＠指不成问题，没有
申说的必要：咱们哥儿俩，这点儿小事儿还不好
办，～。｜｜也说没有说的、没的说。

E没挑JL] meitiaor 圈没有可指摘的毛病z 这

筐桶子真～l她的服务态度那是～了。
E没头苍蝇l meit6u-cang叩ing 用于比喻，形容

行动盲目、乱闯乱撞z 他急得～似的，到处找
你。也说元头苍蝇。

E没头没脑E meit6u-mein归。形容说话、做

事头绪不清或缺乏条理：这件事他说得～的，
谁也没听明白。＠没有来由：我被他～地训
了一顿。＠指不顾一切：举起拳头～地打。

E没完E mei11w6n 画＠（事情）没有了结，表示

还要追究下去：他欺负人，我跟他～。＠表示
该结束而不结束：哭个～｜说起来～。

E没戏E mei11xi （方〉画没指望；没希望：他老二
想中大奖，我看～。 王国主

E没心没肺l meixln-meifei 0 形容不动脑筋，三三

没有心计：他是个炮筒子，说话f故事～。＠指
没有良心。

E没羞E meixiu l画脸皮厚；不害羞．～没燥。
E没样JL] mei;;yangr 圈没规矩．这孩子没大

没小，给大人宠得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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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没意思ll mei yi•si 0 无聊：一个人待在家里｜ 低。
实在～。＠没有趣味：这个电影平淡无奇，真 I c眉睫E meijie ~眉毛和眼睫毛，借指眼前z 失

| 之～｜迫在～。
E没影JL] mei;;ylngr l§fi] 0 没有踪影：等我追

出门，他早跑得～了。＠没有根据：你说他去
过，这是～的事。

E没有E m自i·you O 圈表示“领有、具有”等的

否定：～票｜～理由。＠［到表示存在的否定：
屋里～人。＠圈用在“谁、哪个”等前面，表示

“全都不”：～谁会同意这样做 1～哪个说过这
样的话。。［到不如；不及2 你～他高｜谁都～

他会说话。 0 [§fi] 不够；不到：来了～三天就走

了。＠圃表示“已然”的否定：他还～回来｜天

还～黑呢。＠圃表示“曾经”的否定：老张从
前～来过这里｜我从～见过他。

E没有说的】 meiyδu shu6de 没说的。
E没缘l meiyuan ［却没有缘分；无缘。

E没辙l mei;;zh自〈口〉阉没有办法·他不肯

去，我也～ l这下子可没了辙了。
E没治l meizhi （口〉＠画情况坏得无法挽救。
＠［司无可奈何：我真拿他～。－~园（人或

事）好得不得了 3 这么精致的牙雕简直～了。

E没准儿】 mei;;zhun「画不一定；说不定：这事

～能成｜去不去还没个准儿呢。

玫 mei （书〉一种玉石

E玫瑰l mei•gui 圈。落叶灌木，茎干直立，刺
很密，羽状复叶，小叶椭圆形，花多为紫红色，
也有白色的，有香气，果实扁圆形。供观赏，花
瓣可用来害茶、做香料、和j蜜钱等。＠这种植

物的花。
E玫瑰红】 mei •guih6ng E园玫瑰紫。

E玫瑰紫】 mei•guizI E回像紫红色玫瑰花的颜

色。也叫玫瑰红。

枚 mei 0 时个”相近，多用于形体小的
东西z 三～奖章｜不胜～举。＠ CM自i) [BJ 

姓。

目 mei 0 画眉毛：浓～｜～开眼笑。＠指
书页上方空白的地方2 书～｜～批。＠

CM岳 i ）圈姓。

E眉笔l meibI 圈化妆用品，用来描画眉毛的

三孟笔。
主罢二三 E眉端l meiduan ［萄＠两眉之间·愁上～。＠
三E 指书页的上端。

E眉飞色舞E me if岳i-sew心形容喜悦或得意：
说到得意的地方，他不禁～。

E眉峰E me if岳ng 圈指眉毛；眉头：～紧皱。

E周高眼低l meigao田帅ndl 指脸上的表情、神

色：他就是不愿看人～来行事。也说眉眼高

E眉开眼笑】 meikai四帅nxiao 形容高兴愉快的

样子。

E眉来眼去l meil6i-yanqu 形容以眉眼传情。

也用来形容暗中勾结。

E眉毛E mei•mao ~生在眼眶上缘的毛。
E眉毛胡子一把抓＼］ mei•mao hu•zi yl b也 zhua

比喻f故事不分主次轻重缓急，一齐下子。

E眉臼】 meimu 圈。眉毛和眼睛，借指容貌：

～清秀。＠指文章、文字的纲要；条理：～不

清｜在重要的字句下面画士红道，以清～O

E眉目】 mei•mu ［割事情的头绪z 把事情弄出

点儿～再走。

E眉批】 meipT ~在书眉或文稿上方空白处所

写的批注。

E眉清目秀E meiqTng muxiu 形容容貌俊秀。

E眉梢E meishao 南眉毛的末尾部分z 喜上

～ i～问显露出忧郁的神色。
E眉题E meiti l名］引题。

E眉头】『neit6u 画眉心附近的地方z 皱～｜～

紧锁｜～一皱，计上心来。
E眉心］ meixTn 圈两眉之间的地方。

E眉眼E meiyan I组眉毛和眼睛，借指容貌、神

情：小姑娘～长得很俊。
E眉眼高低】『neiy6n-gaodT 见 886 页｛眉高眼

低）］ 0 

E眉宇】 meiy心圈两眉上面的地方，借指容貌z

～不凡。

莓 斗 mei 圈指某些果实很小、聚生
c ：莓）在球形花托上的植物z 草～｜蛇

~ 。

姆 mei 用于人名。

梅 mei C~ 0 落叶乔木，品
（棵、辄）种很多，性耐寒，叶子卵

形，早春开花，花瓣五片，有粉红、白、红等颜

色，气味清香。果实球形，青色，成熟的黄色，
都可以吃，味酸。＠这种植物的花。＠这种
植物的果实。。 CM岳 i ）姓。

E梅毒】 meidu [BJ 性病的一种，病原体是梅毒

螺旋体。症状是：初期，出现硬性下婿，发生淋
巴结肿胀；第二期，出现各种皮荡，个别内脏器

官发生病变3第三期，皮肤、教膜形成梅毒瘤，
循环系统或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病变。有的地

区叫杨梅疮。
E梅干菜】『neigancai 同“霉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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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梅花】 meihua ［＇各！＠梅树的花。＠〈方〉指

蜡梅。
E梅花鹿］ meihualu ~］鹿的一种，夏季毛栗红
色，背部有白斑，冬季毛变成棕黄色，白斑变得
不明显。四肢细而强壮，善跑。雄鹿有角，初

生的角叫鹿茸，叮入药。
E梅花针】 meihuazhen [El 皮肤针的一种，因针
柄的一端装五枚小针，形状像梅花，所以叫梅

花针。参看 992 页［皮肤针Jo
E梅雨】 meiyu [El 黄梅雨。也作霉雨。

E梅子］ m告1 • z i 函＠梅树。＠梅树的果实。

膊－· mei 背脊肉 3吼叫
c：腋）

眉R Mei 廊县，地名，在陕西。今作眉县。

崛 mei 峨崛CEmei ），同“峨眉，，。

猖 mei 见下。

E猖子l mei•zi 圈锄猩。

泪 mei ＜书〉水边；岸旁。

媒 mei 0 媒人：做～！咐。＠媒介：～
质｜触～o

E媒介E meijie ［组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

的人或事物2 苍蝇是传染疾病的～。

E媒婆］ m自ip6 （～儿）函旧时以做媒为职业的

妇女。
E媒染剂E meir凸nji 闹起媒介作用，帮助染料
固着于纤维上的物质。通常用铝盐、错盐、单
宁酸等。

E媒人】 m自1•ren 圈男女婚事的撮合者；婚姻介
绍人。

E媒灼E m岳ishuo ＜书〉圈媒人＝父母之命，～

之言。
B某体E meiti 圈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z 新闻～。
E媒质l meizhi 圈介质的旧称。
E媒子］ m自i •zi （方） IEl 用来诱骗同类I：当的人

或动物c

瑭 mei （书〉像王的美石。

据 mei 门框上边的横木：门～

煤 mei f8] －种可以燃烧的黑色固体主要
成分是碳、氢、氧和氮。是古代植物理在

地下，经历复杂的化学变化和高温高压而形成
的。按形成阶段和煤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泥
炭、褐煤、烟煤和无烟煤。主要用作燃料和化

工原料。也叫煤炭。

E蝶层l meiceng ［毡地下上下两个岩层之间分
布着煤炭的一层。

E煤耗E meih6。由自用煤做燃料的机器装置，做

出单位数量的功或生产出单位数量的产品所
消耗的煤量。

E煤化E meihua I动j 古代的植物埋藏在地下，在

一定的压力、温度等的作用下逐渐变成煤的过
程。

E煤核JL] meihur ［每没烧透的煤块或煤球。
E煤斤l meijln 圈煤（总称）。

E煤精E meijlng 道i 煤的一种，质地致密均匀，
色黑有光泽0 多用来雕刻工艺品。

E煤末E m自1mδ （～儿） IEJ 细碎成面儿的煤。也

叫煤末子。
E煤气l meiqi 圈。干馆煤炭等所得的气体，
主要成分是氢、甲烧、乙烯、→氧化碳，并有少
量的氮、二氧化碳等。元色元味无臭，有毒。
用作燃料或化工原料。＠煤不完全燃烧时产
生的气体，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元色无臭，有
毒，被人和动物吸入后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

合引起全身缺氧。＠指液化石油气。
E煤气机l meiqijl 圈用煤气、天然气、沼气等做

燃料的内燃机。
E煤球】 m创qiu c～儿）懂］煤末加水和黄土和l成
的小周球，是做饭取暖等的燃料。

E煤炭E meit6n 圈煤。

E煤田E meiti6n 圈可以开采的大面积的煤层

分布地带。
E煤烟子E meiyan•zi 圈物体燃烧时．冒出的烟

聚积成的黑灰，是制墨的主要原来L

E煤窑】 meiyao 圈用于工或简单的机械开采
的小组煤矿。

E煤油l meiy6u I函轻质石油产品的一类，由石
油分馆或裂化得到。无色液体，挥发性比汽油
低，比柴油高，用作燃料。

E煤渣E meizha 圈煤耽烧后剩下的东西。

E煤昨子l meizh凸•zi 圈小块的煤。

E煤砖E meizhuan ~］煤末110水制成的砖形的
煤块。用作燃料。

裸 mei 古代轩的祭祀

酶 mei 回生物体的细胞产生的有机胶状矗
物质，由蛋白质组成，作用是加速机体内主望

进行的化学变化，如促进体内的氧化作用、消王三
化作用、发酵等。一种酶只能对某一类或某一
个化学变化起催化作用。

锯－ mei 圈金属元素，符号 Amo 银
川目（媚）臼色，有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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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 mei 圈鸟，羽毛多为棕褐色，嘴
（「）尖，尾巴长。柄息在丛林中，叫的

声音婉转好听。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画眉、红

顶鹏等。

霉川 mei 0 圈霉菌＠圄东西因霉
（徽）菌的作用而变质：～烂｜发～ l衣服

～了。

Z霉变］ meibian 圈（物品）由于发霉而变质z

～食品。

E霉干菜］ meigancai 圈以雪里获等为原料加
工成的盐渍干菜。也作梅干菜。

E霉菌］ meijun ［吕真菌的一类，用T包子繁殖，种
类很多，如天气湿热时衣物上长的黑霉，制造
青霉素用的青霉，手癖、脚癖等皮肤病的病原

体。
E霉烂］ meilan 圈发霉腐烂。

E霉气】 mei•qi 0 圈霉烂的气味：破烂衣裳散
发着～。＠〈方〉圈不吉利；倒霉：刚出门就
下雨，真～。

E霉头］ meit6u 画见 198 页1触霉头l 0 

E霉雨E meiy心同“梅雨”。

廉 .. 十 mei 康子：～泰
c ：庭、 1摩）另见附页 mio

E廉子］ mei•zi 圈襟子（ ji•zi ）。

v 
『n品i （门飞）

/,::;::' m品iO 团指示代词。指全体中的任何

ι非一个或一组（偏重个体之间的共性）．把节
省下来的～一分钱都用在生产上｜～两个星期
开一次小组会 i ～人做自己能做的事。＠画
表示同一动作行为有规律地反复出现z 这个
月刊～逢十五日出版｜最简单的秧歌舞是～跨
三步退一步。＠〈书〉自主团每每2 春秋佳日，～
作郊游， 0 (M邑 i ）函姓。

E每常E m邑ichang O 圈往常。＠圈常常。
E每况愈下】 m岳1kuang钊1xia 本作“每下愈况”

（语出《庄子·知北游》，意思是愈下愈甚。况：
甚）。后用来指情况越来越坏。

E每每】『n岳im岳l 圈表示同样的事情发生多次，

跟“往往”相同（一般用于过去的或经常性的事
情） ：他们常在一起，～一谈就是半天。

美1 m岳I 0 lll2J 美丽呻跟T相对） ：这
小姑娘长得真～！这里的风景多～呀！＠

使美丽·～容 i～发。＠圈令人满意的；好：
～酒 l价廉物～ i 日子过得挺～。。美好的事

物；好事：～不胜收｜成人之～。＠〈方〉回得
意：老师夸了他几句，他就～得了不得。＠

(M邑 i ）圈姓。

美2M邑l 圈＠指美洲3 南～｜北～＠指
美国＝～元 i～籍华人。

E美白】 m岳ibai l到使（皮肤等）美丽臼暂＝～肌

肤｜～牙齿。
E美不胜收】『n岳ibushengsh6L』美好的东西太

多，一时接受不完（看不过来）：展览会上的工
艺品，琳琅满目，～。

E美餐］ m副can O 圈可口的饭食：～佳肴。

＠面］痛快地吃·～一顿。
E美差E m岳1chai 圈指肥缺，泛指好差事（多就

个人好处而言）：到桂林出差可是件～。

E美称］ m昌1cheng I重赞美的称呼：四川向有

天府之国的～o

E美德】 m岳ide 圈美好的品德：勤劳节俭是我
国人民的传统～o

E美发E m岳1ta 圈梳理修饰头发，使美观：～

YiJi I ～厅 1 美容～。
E美感】 meigan 圈对于美的感受或体会z 她

的舞姿富有～。
E美工】『n岳ig6ng ［名］＠戏曲、影视等的美术工

作，包括布景的设计，道具、服装的设计和选择
等。＠担任美工工作的人。

E美观】 meiguan E国（形式）好看；漂亮 z 房屋布
置得很～i～大方。

E美好E m岳1h凸0 ［稍好（多用于生活、前途、愿望

等抽象事物）．～的愿望｜～的未来。
E美化］ m昌ihua I司加以装饰或点缀使美观或

美好：～校园｜～市容。
E美甲］ m岳I j i凸圈修剪装饰指甲，使美观。
E美金］ meijln 函美元。

E美景】 m品ijing 圈美好的景色：良辰～。

E美酒E m岳i j i凸圈味道醇美的酒；好酒：～佳

肴。
E美丽E m昌i Ii 圈使人看了产生快感的；好看z
～的花朵｜祖国的山河是多么庄严～！

E美轮美矢E m岳ilun-m邑1huan 《礼记·檀弓下》

里说，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武建造宫室，落成后
人们前去庆贺。大夫张老说z “美哉轮焉，美
哉矢焉！”后来用“美轮美矢”形容新屋高大美
观，也形容装饰、布置等美好漂亮（轮2高大g
矢z文采鲜明）。

E美满E m岳iman I归美好圆满z ～姻缘｜～的生

活｜小两口儿日子过得挺～。

E美貌】『n岳imao O 圈美丽的容貌3 天生～。

＠圈容貌美丽：她长得十分～｜～的女子。

E关美］ m岳im岳i （～的）圈尽兴地g尽情地；痛

快地·～地吃一顿1～地睡上一觉。
E美梦］ m岳1meng 圈指美好的幻想（多指不切



实际的）：～破灭。
E美妙l meimiao E回美好，奇妙：～的歌喉｜～
的诗句。

【美名lm昌1ming 圈美好的名誉或名称：英雄

～，流芳百世。
E美女l meinu 圈美貌的年轻女子。
E美气】 m岳1qi （方〉［形l 舒服，安逸z 日子过得挺

~ 。

E美缺：l m品1qu岳［割令人满意的好职位；肥缺。
E美人】 m品iren （～儿）［名］美貌的女子。
E美人计］ m岳1renji I蜀用美女引诱人上圈套的

计谋。
E美人蕉】『n岳irenjiao bSJ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
片大，长椭圆形，有羽状叶脉。花红色或黄色。

供观赏。

E美容l meir6ng l动1 使容貌美丽：～院｜～手
术。

E美色l meis岳圈美丽的姿色，借指美女：不近
~ 。

E美声】 m昌isheng I组－·－·－种产生于意大利的歌
唱发声方法，特点是花腔装饰，乐句流利灵活，

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唱法。
E美食］ m品ishi 强］精美的饮食：讲究～｜～衔。
E美食家lm岳1shijia 圈精于品尝菜肴的人。
E美事］ m岳ishi ［雪好事；美好的事情＝没想到

这样的～会轮到我 1
E美术】 meishu 圈。造型艺术。＠专指绘

胆l 0 

E美术片JL] m岳ishupianr < J:J >I名l i美术片。
E美术片］ m岳1shupian l名］利用各种美术创作
手段拍摄的影片，如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

等。
E美术字］ m品ishuzi I各］有图案意味或装饰意
味的字体。

E美谈E meit6n ［名l 使人称颂的故事 z 千古～1
廉颇负荆请罪，至今传为～。

Z美体E meiti J割使形体变美好·健身～。
E美味】 meiwei lEl 味道鲜美的食品·～佳
肴｜珍锺～。

E美学E meiXL』自~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
域中美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的科学。主要探讨
美的本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艺术创作的

般规律等。
E美言E m岳1y6n Of.动］代人说好语：～几句 i ～
一番。＠〈扫〉（每美好的｝°f~fo

E美艳］ m品iyan I厢美丽而光彩照人·姿容～o
E美意E m岳1yi 唱］好心意：谢谢您的～。
E美育E meiyu I名］以培养审美的能力、美的情

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为主要任务的教育。 rl乐

美？免淡娱续沫妹 l m邑l mei I 889 I 
和知阔美育的重要内容。

E美誉】『n岳1vu lEl 美好的名誉z 教师享有辛勤

的园I 的～。

E美誉度】『n邑iyudu 圈指人或事物获得公众信

任、好感和欢迎的程度·有些旅行社导游的～
亟待提升。

E美元］ m岳iyu6n I望美国的本位货币。也作美

圆。也叫美金。
E美圆E m岳1yu6n 同“美元”。

E美展】 m岳izhan ［＇量美术作品展览。

E美制l m品izhi l每单位制的一种，长度的主单

位是英尺，质量的主单位是磅，时间的主单位

是秒。美制的某些单位在实际数值上与英制
的相应单位略有差别。

E美中不足l meizh6ng-buzu 虽然很好，但还有

缺陷：登泰山而没能看到日出，总觉得～。
E美洲舵E m岳izh6utu6 圈鸟，外形像舵鸟而较

小，足有三趾，善走。生活在美洲l草原地带。
也叫料鹦(16i ’凸O ）。

E美滋滋］ m岳izlzl （～的）庄园状态词。形容很

高兴或很得意的样子：他听到老师的赞扬，心

里～的｜看着茂盛的庄稼，他～地咧着嘴笑了。
洗 m岳I （书〉＠污染。＠请托：央～。

读时i （书〉波纹。

娱 m岳I （书〉女子貌美。

续… m岳l 圈金属元素，符号 Mgo 银
（簇）白色，质轻，燃烧时发出炫正的白

色光。用来制闪光粉、烟火等，镇铝合金用于航
空器材方面。

E筷光】 m岳1guang 1'81 侯粉燃烧所发的强光z

～灯。

、

mei （门飞）

、、士 Mei 商朝的都城，又称朝歌c Zhaoge J , 
1/1、在今河南汤阴南。

妹 mei 0 圈妹妹：姐～｜咒～如亲
戚中同辈l而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子2 表～。

＠年轻女子；女孩子·外来～｜农家～。＠主量
(Mei ）［萄姓。 誓言

E妹犬l mei•fu i主！妹妹的丈犬。

E妹妹l mei·mei 圈。同父母（或只向父、只同

l苛） I而年纪比自己小的女T。＠同族问辈而

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子：叔伯～！远房～。

U刺青l meixu < -P1> I氢妹犬。



主

I s90 I m台i-m岳n l 妹昧抉谜瘸寐媚魅闷门

E妹子E mei •zi ＜方〉国＠妹妹。＠女孩子。 | ＠形容因气压低或空气不流通而感觉不舒

昧 mei 0 糊涂；不明白：如愚～ i素～平 l 畅：～的酬。＠形容声音低沉2 雷在远处～
生。＠隐藏g 拾金不～0～良心。＠〈书〉｜ 地响。

昏暗：幽～。＠〈书〉冒犯；冒昧：～死。 I 另见 892 页 m自nch岳「1ch朗。

E昧良心l mei Jiangxln 违背良心（做坏事）：可 I c闷气］ m岳n•qi 田园闷（ m邑门）①z 这间地下室很

不能～赚黑钱！ I 久不用了，又～又潮湿。
E昧死］ me』si ＜书） liibl 冒死罪（多用于臣下向｜ 另见 892 页 menqi 0 

君主上书时）：～上言｜～以闯。 I E闷热，］ m岳nre 回天气很热，气压低，湿度大，

E昧心E m岳ixln ［到昧良心z 不说～话。 | 使人感到呼吸不畅快s 今天这样～，怕是要下

抉 mei （书〉袖子z 分～ 1联～而往 I 雨了
I c闷声闷气l mensheng-m岳nqi （～的）形容声

h、tt. ‘. mei 门~ r I 音低沉，不响亮：他感冒了，说话有些～的。
胚（越）另见 s97.Jirmio I [ 闷头JL] men;;t6ur 国不声不响地（做某事） : 

E谜JL] meir （方〉圈谜（ mi)语：猜～！破～。 I ～干｜～写作。
瘤 mei （书〉忧思成病

寐 mei （书〉入睡 3睡着：假～｜喜而不～｜梦
～以求。

媚 mei 0 有意讨人喜欢s巴结z 泊～！献
万同～。＠美好；可爱：抚～｜明～。

U肩骨E meig心圈指i臼媚阿澳的品性z 奴颜～o

E媚世l meishi ~盈讨好世俗：～之作。
E媚俗E meisu 圈媚世：趋时～。

U眉态】 meitai 圈。讨好别人的姿态：种种

～，－ ~lj奴才相。＠抚媚的姿态。
U肩外E meiwai 画对外国奉承巴结z 崇洋～。

U肩眼l meiyan （～儿）圈娇媚的眼睛或眼神 z

～传情3
E媚悦l meiyue 画有意讨人喜欢（含贬义） :~ 

流俗。

魅 mei 0 传说中的鬼怪＇ !iii~ I 耻。＠
诱惑；吸引 z ～惑 1～力。

E魅惑】 meihuo 圈诱惑r ～力。
E魅力】 meiii 圈很能吸引人的力量z 富有～｜

艺术～o

E魅人】 meiren 圈使人陶醉；吸引人：景色～。

盯1en c 门17) J 
f•.-t m剧。 [llil 气压低或空气不流通

｝时（阔）而引起的不舒畅的感觉：～热！打
开窗户吧，房里太～了。＠自由i 使不透气：茶刚

泡上，～一会儿再喝。 8 ［虱不吭声；不声张z

～头儿 l～声不响。＠〈方〉回声音不响亮：他

说话～声～气的。－~在屋里待着，不到外
面去·他整天～在家里看书。
另见 892 页 m在n 。

E闷沉沉E m岳nchenchen c～的）［幽状态词。

,, 
凹ien （门i, ) 

门（问） men ＠［萄房屋、车船或周围墙、
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人口 z 前

～｜屋～｜送货上～。（图见 370 页“房子”）＠
喧装置在上述出入口，能开关的障碍物，多用

木料或金属材料做成z 铁～l栅栏～！L l 两扇红
漆大～。＠（～儿）圈器物可以开关的部分：
柜～儿｜炉～儿。。圆形状或作用像门的东西：

电～｜闸～｜球进～了。＠（～儿）圈门径：窍
～｜打网球我也摸着点儿～儿了。＠旧时指封建
家族或家族的一支，现在指→般的家庭：张～
王氏｜长～长子｜满～ i双喜临～。＠宗教、学术

思想上的派别：儒～｜佛～｜左道旁～。＠传统
指称跟师傅有关的2 拜～ l 同～ i～徒。＠一般
事物的分类：分～别类｜五花八～。⑩借指引

起公众关注的消极事件：贿赂～ l考试～。＠

圈生物学中把具有最基本最显著的共｜讨特征
的生物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门，如原生动
物门、裸子植物门等。门以下为纲。＠圈押
宝时下赌注的位置名称，也用来表示赌博者的

位置，有“天门、青龙”等名目。 e r.i a）用于
炮：一～大炮。 b）用于功课、技术等z 三～功

课i两～技术。 c）用于亲戚、婚事等：两～亲
戚｜一～婚事。 !DCM邑n）圈姓。

(fJ巳E menba I童医生。［藏］
E门巴族】 Menba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西藏。

E门板E men ban 函＠房屋的比较简陋的木板

门（多指取下来做别的用处的〉。＠店铺临街
的一面作用像门的木板，早晨卸下，晚上装上。

E门匾l menbian 画安置在门额上的匾。
(J'1鼻JL] menbir 圈 tr;在门上的铜制或铁制半



圆形物，可以跟钉锦儿、铁棍等配合把门扣住或

加锁。
E门饭E menb6 ~旧式大门上所安的像钱的
东西，上边有环，叫门时用环敲门续发出声音。

E门插关JL] mencha• guanr 圈安在门上的短

横问，关门时插上，开门时拔出来。
E门齿】 menchi I祖切牙。
E门当户对l mendang-hudui 指男女双方家庭

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结亲很合适。
E门道） mendao 圈 f]j同儿。

E门道】 men•dao （口）~门路①．农业增产的
～很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o

E门第】 mend］圈指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家

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等＝书香～｜～相当υ
E门店】 mendian I智商店川市部。
E门丁】 mending I务l 旧时给官府或大户人家看
门的人。

E门钉） mending （～儿） [E] 宫殿、庙宇等大门上

成排成列的圆头装饰物。
E门洞儿】 mendongr I割＠大门里面有顶的较

长的过道：～风大，别着凉了。＠泛指住家的
大门： 1也家就是东边第三个～。

E门斗） mend讪（～儿）｛亘在屋门外设置的小
间，有挡风、防寒作用。

[f Jxtl mendui （～儿）［亘门上的对联。
E门墩】 mendun （～儿）圈托住门扇转轴的墩
子，用木头或石头做成。

E门额E men’自圈门循t边的部分。

E门阀） menfa 圈旧时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家
庭、家族。

E门房】 menfang （～儿）圈。大门口看门用的
房子。＠看门的人。

E门扉E menf岳l 圈门扇：半掩着～0打开心灵

的～。

E门风E menf岳ng 圈指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
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败坏～。

E门岗】 meng凸ng 圈门口所设的岗哨，也指在

门口站岗的人。

E门馆） menguan 圈＠家塾：～先生。＠家
塾教师。＠官僚、贵族供门客住的房屋。

E门户E menhu 圈。门（总称）．～紧闭｜小心
～。＠比喻出入必经的要地：塘沽新港是北
京东通海洋的～。＠指家①z 兄弟分居，自立
～。＠派别·～之见。＠门第2 ～相当。

E门户网站】 menhu w凸ngzhan 指通向某类综

合性互联网信息资源并提供有关信息服务的
大型网站。将各种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互联
网资源、集成到一个信息管理平台I二，为用户提
供新闻、搜索引擎、电子邮箱、电子商务、网络

f丁 门18门 891 

游戏、网页空间等。
E门户之见） menhuzhljian 学术、艺术等领域

中由宗派情绪产生的偏见。

［／、］环E menhuan 圈装在门t的铜环或铁环。

也叫门环子。
E门将E menjiang 函指某些球类运动（如足

球、予球

E门禁】『Y、enji『】圈门口的戒备防范z ～森严｜

电子～o

E门警E menjTng ~］守门的警卫。
E门径】 menjing 函门路①：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O

E门镜E menjing ［名］一种安装在房门上的透明
小困镜，屋里人可通过它看清门外的来人。也

叫窥视镜，俗称猫眼。

E门臼） menjiu l每门墩上安门轴的小圆坑，也
泛指门墩O

E门卡E menka I每开门用的卡片状电子钥匙。

[fl槛）（门坎） menkan iEi 0 （～儿）门框下部
挨着地面的横木（也有用石头的）。（图见 370

页“房子”）＠（～儿）比喻进入某范围的标准或

条件z 名牌大学～高，多数考生望而生畏。＠

〈方〉窍门，也指找窍门或占便宜的本领z 你不

懂～i他～精，不会上当。
E门可罗雀E menk岳lu6que 大门前面可以张网

捕雀，形容宾客稀少，十分冷落。
E门客】 m自nke 圈封建官僚贵族家里养的帮闲

或帮忙的人。

E门口E menkou （～儿）函门跟前：学校～。
[f l框） menkuang iEi 门扇囚周固定在墙上的

框子。（图见 370 页“房子”）

[f］廊E menlang I名JO 连接院门和屋门的廊

子。＠屋门前的廊子。

E门类E menlei I苟依照事物的特性把相同的

集中在一起而分成的类：～繁多｜～齐全。
E门里出身E men•li chushen （方〉出身于具有
某种专业或技术传统的家庭或行业z 说到变

戏法，他是～。

E门帘） men/ion （～儿）圈门上挂的帘子。也
叫门帘子。

E门联E men/ion （～儿）圈门上的对联。
E门脸JL) men/i凸nr （方〉圈。城门附近的地

方。＠商店的门面。＠借指商店z 街口新开
了个小～。

E门铃） men/Ing （～儿）圈安装在门里边的铃
铛或电铃，门外的人可在门上拉铃或按电钮唤
人开门。

E门楼E men/6u （～儿）［昌大门上边牌楼式的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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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门路J men•lu 圈。做事的诀窍；解决问题的
途径．广开生产～。＠特指能达到j个人目的

的途径：走～l钻～。
E门帽J menmei 巨型＠门框上端的横木。（图
见 370 页“房子”）＠指门第2 光耀～G

E门面J men·mian 圈。商店房屋沿街的部

分2 装修～。＠比喻外表：支撑～。
E门面话】 men•mianhua ~应酬的或冠冕堂

皇而不解决问题的话。
E门牌J menpai 圈钉在大门外的牌子，上面标

明地区戎街道名称和房子号码等。
E门派E menpai 画派别；流派。
E门票J menpiao [BJ 公园、博物馆等的入场券。

E门球】 men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用
T形球棒按规则依次击打球，使球通过三个球
门并撞击终点柱得分。＠门球运动使用的
球，用合成树脂制成。

E门JL清E menrqlng （方〉［略了解得非常清楚；
很懂行。

E门人］ menren 圈＠学生②。＠门客。
[I丁扇E 『nenshan [BJ 门②2 ～上贴着春联。

E门神J menshen I到旧俗门上贴的神像，用来

驱逐鬼怪。

E门生】 menshe『19 匾。学生②：得意～。＠

科举考试及第的人对主考官的自称。
E门市J menshi 圈商店零售货物或某些服务

性行业的业务z ～部｜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很
好。

E门｜习E menshuiin 圈门关上后，插在门内使
门推不开的木棍或铁棍。也作门栓。

E门栓J menshuan 同“门问”。

E门厅J mentlng 画大门内的厅堂。

E门庭E menting ［~ 0 门口和庭院·洒扫～｜
～若市。＠指家庭或门第．改换～｜光耀～o

E门庭若市J menting-ruoshi 门口和庭院里热

闹得像市场一样，形容交际来往的人很多。
E门童E mentong ~亘在酒楼、饭店等营业场所

门口迎送顾客的服务人员（多为年轻男性）。

E门徒E mentu [BJ 学生②；弟子。

E门外汉】 menwait由n I望外行人：他在体育
方面完全是个～。

E门卫］ menwei !Bl 守卫在门口的人。

E门下E m岳nxia ~ 0 门客。＠学生②。＠
指可以传授知识或技艺的人的跟前·我想、投

在您老的～l许多青年作家都出于他的～。
E门限J menxian （方〉圈门槛①。
E门牙E meny6 圈切牙的通称。

E门诊］ menzh岳n 画医生在医院或诊所里给

不住院的病人看病z 节假日照常～。

E「］子l men·zi 0 I富指衙门里或贵族、达官家

里看门管传达的人。＠［亘门路②z 找～。＠

〈方＞ III 用于亲戚、婚事等：这～亲事老两口儿

很称心。

／，、寸 men 图1 JiICTumen ianq ”J ( 1问）名，发源于吉林·流入日本；o 图
们＜Turne时，地名，在吉林。

另见 893 页•meno

1J men 〈书〉按；摸：～心丁 ct内）
E们，L'J menxln ＜书〉障！摸摸胸口，表示反省：
～自问！清夜～。

丁 men l组金属元素，符号 Md＂有制 （制）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满 men （书〉赤色的玉。

（哺）
噩 men 酣阳川，地名，在青海

今作门源。
另见 1366 页 w吕 i 0 

飞

men C 门Lr ) 

对毛 men t方〉水从地下冒出08 用于地
仁3 名 z ～塘（在广西）。

另见 1028 页 qL

Pτt ~~ men ＠庄园心情不舒畅；心烦：
)'l主JC 罔）愁～！～～不知心里～得慌。＠
密闭；不透气g ～葫芦1～子车。
另见 890 页 m制。

E闷沉沉】 menchenchen （～的）庄园状态词。

形容，心情郁闷g 整天待在家里，心里～的。
另见 890 页「n吕nche门ch岳门。

E闷罐车】 menguanch岳〈方〉圈闷子车。

E闷棍】 mengun 圈乘人不备时狠狠打的一棍，

比喻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打～｜为了这事我
吃了他一～。

E闷葫芦J menhu• lu 圈。比喻极难猜透而令

人纳闷儿的话或事情：这～里到底是什么名
堂！＠比喻不爱说话的人：她是个～，一天到

晚难得张口。

E闷倦］ menjuan 圈烦闷厌倦，无精打采z 无

所事事，～难耐。
E闷雷】 menlei 强声音低沉的雷。比喻精神

上突然受到的打击。
E闷闷不乐】 menmen-bule 因有不如意的事而
心里不快活2 他这几天～，不知出了什么事儿。

E闷气］ menqi 函郁结在心里没有发泄的怨恨

或愤怒：有意见就提，别生～！



闷娴？霞们蒙范氓蛇哪萌蒙 l men －『ne「ig I 的3 I 
虫生活在泥土、池沼
种类很多，如牛虫亡o

号 Meng 古地名，在今河南罗山－~（嘟）带。
萌 meng 0 发芽 z ～芽。＠开始发生3 ～

生｜故态复～。＠圈稚嫩而惹人喜爱的：
卖～｜她嘟着小嘴儿，表情～～的｜好～的小熊
猫。。 CMeng）圈姓。

【萌动】 mengdong 画。（植物）开始发芽z 草

木～。＠（事物）开始发生：春意～o
E萌发】 mengfa 剧。种子或于包子发芽z 雨后

杂草～。＠比喻事物发生：～一种强烈的求
知欲望。

E萌生E mengsh岳ng 画开始发生g产生（多用

于抽象事物）：～邪念｜～一线希望。
E萌芽＇） mengy也＠圃植物生芽，比喻事物刚
发生：～状态。＠圈比喻新生的未长成的事

物2 新型生产关系的～。

蒙1 me咱们也～头盖脑｜用手～住
眼｜～上一张纸。＠蒙蔽z ～哄｜～混。

＠［司受：～难 i～羞｜～你照料，非常感谢。＠
蒙昧·启～。 0 CMeng）圈姓。

蒙2 … men 〈书〉形容雨点等很细
C1蒙）小：细雨其～。

蒙一 meng ＜书〉眼睛失明
（朦） ~ 

蒙4 叫 meng （书〉朴实敦厚。
（傣）
另见 893 页 m邑门g;895 页 M昌ng 。

E蒙蔽） mengbi 圈隐瞒真相，使人上当：花言
巧语～不了人。

E蒙尘】 mengchen ＜书〉画蒙受风尘，特指君

主因战乱逃亡在外2 天子～。

E蒙垢） menggou ＜书〉圈蒙受耻辱。
E蒙馆】 menggu凸n 圈旧时指对儿童进行启蒙

教育的私塾o
E蒙汗药） menghanyao ［苞戏曲小说中指能使
人暂时失去知觉的药。

E蒙哄） mengho『19 画哄骗 z 你别拿假话～人。

E蒙i昆E menghun l到用欺骗的手段使人相信

虚假的事物：～过关。

E蒙胧） m自ngl6ng 回快要睡着或刚醒时，两眼

半开半闭，看东西模糊的样子＝睡眼～。
E蒙昧l mengmei 匾。未开化g没有文化＝～

时代。＠不懂事理；J愚昧：～无知。
E蒙昧主义E mengmei zhuyi 一种认为人类社
会的种种罪恶都是文明和科学发展的结果，主
张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的思想。

E蒙蒙l mengmeng 圈＠形容雨点很细小z

另见 890 页m岳阳q1 。

E闷子车】 men•zich岳圈铁路上指带有铁棚的
货车（就没有窗户不通气而言）。有的地区叫

闷罐车。
、l 」 men 画紧盖锅盏，用微火把食
对可（刷）物煮熟或炖熟3 ～饭｜油～笋 1～一
锅肉。

潜CJ!) men 〈书〉＠烦闷。＠愤慨；生

气：愤～。

·men < ·门'7 ) 

P寸 •men 后缀。＠用在代词或指

11 J （例）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我～ l
你～｜乡亲～！同志～。 l注重’名词前有数量词
时，后面不加“们”，例如不说“三个孩子们”。＠

用在专有名词后面，表示类别：向身边的雷锋

～致敬。
另见 892 页 meno

广－ meng （门L> J 

武幸；1 －~ meng 1司＠欺骗：欺上～下 i
家 （朦）别～工，谁不知道你的时！＠
胡乱猜测：想好了再回答，别瞎～。
注主2 meng 圈昏迷；神志不清：头发～！他被
习、 球打～了。

另见日93 页 m邑ng;895 页 M吕ngo

E蒙蒙亮】『nengm岳ngliang 11121 状态词。（天）

刚有些亮。
E蒙骗） m画ngpian 画欺骗：不能～顾客。

E蒙事E m岳ngshi ＜方〉画作假骗人。
E蒙头转向l m邑ngt6u zhuanxiang 形容头脑

昏乱，辨不清方向。

, 
meng c 门L)

越 meng 见下
另见 878 页 m6ng 。

[t应茸E mengr6ng ＜书〉圈蓬松。
氓 meng 古代称百姓（多指外来

（立自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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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模糊不清的样子：云雾～。
E蒙难E meng;; nan rn!j] （有名、有地位的人）遭

受到灾祸。
E蒙师l mengshl 圈旧时指对儿童进行启蒙教

育的老师，后泛指启蒙老师。

E蒙受l mengshou 画受到；遭受2 ～恩惠 i ～
耻辱卜，不白之冤。

E蒙太奇】 mengtaiqi 1'81 电影用语，有剪辑和
组合的意思。也是电影导演的重要表现方法
之一，为表现影片的主题，将一串相对独立的
镜头组织起来，构成→个完整的意境。［法
montage] 

E蒙童l mengt6ng 画旧时称刚刚读书识字的

儿童。

E蒙学E mengxue 圈蒙馆。

E蒙药l mengyao ＜口〉圈指麻醉药。
另见 895 页 m邑ngy凸0 。

E蒙冤l meng;;yuan 圃蒙受冤枉：亲人～。

日Fl meng 0 旧时指宣誓缔约，现在指团体
且豆和团体、阶级和阶级或国和国的联合z 工

农联～｜同～国。＠结拜的（弟兄）：～兄 l ～
弟。＠圈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若

干旗、县、市。＠（旧读 ming ）发（誓）。＠
CM岳ng）圈姓。

E盟邦E mengbang 圈盟国。

E盟国E menggu6 画结成同盟的国家。

E盟军l m在ngjun [El 结成同盟的军队；盟国的
军队。

E盟誓】 mengshl 0 （／日读 mingsh)) ( -11一）圈

发誓；宣誓：盟个誓｜对天～。也说明誓。＠
〈书〉圈盟约。

E盟兄弟】 mengxiongdi ['81 把兄弟。

E盟友E mengy凸u 匾。结成同盟的朋友。＠

指盟国。
E盟约E mengyu岳 ['81 缔结同盟时所订立的誓

约或条约。
E盟主E mengzh心圈古代诸侯结盟集会时的

主持者。后用来称一些集体活动的首领或倡
导者。

薯 meng 带屋脊z 雕～。

丘-ff meng 〈书〉目不明：目光～然。
霄’
蝶 Meng 古山名

朦 meng 见 1010 页脚。

橡 meng 见 957 页｛制。

朦 meng 见下

【朦胧l meng/6ng ＜书〉［蜀日光不明。

朦 meng 见下。

盯蒙胧E mengl6ng I翻＠月光不明。＠不清

楚；模糊：暮色～｜烟雾～。

蒙、… meng [El 鸟，种类较多，身体大，
弓（巍）灰色或白色，嘴大而直，尾部有长
羽毛。生活在热带海洋上，吃鱼类等。

碟 m~ng 见下。

[ii蒙石l mengshi ［望岩石，结构较松散，有青在蒙
石和金碟石两种。青臻石呈不规则的块状，青
灰色或灰绿色。金碟石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粒
状，棕黄色。可入药。

朦 meng 见下。

盯蒙幢E 『nengchong E亘古代的一种战船。

v " meng c 门L>

勤1 m品ng 〈书〉勇敢

勤2 meng 圈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旧时
的行政区划单位。

插 meng 插鸡特仙9州，地名，在广
西。

猛 m岳咱们猛烈：如突飞～进｜炮火
很～。＠圆忽然；突然：他听到枪声，～

地从屋里跳出来。＠把力气集中地使出来：
～着劲儿干。。 CM吕ng）圈姓。

E猛不丁】 m岳ng• budlng ＜方〉圃猛然；突然．

他～地犬喊了一声。
E猛不防］ m岳ng•bufang 圃突然而来不及防

备：他正说得起劲，～背后被人推了一把。
E猛孤丁E m位ig•gudlng ＜方〉圃猛然；突然。

[1孟将】 mengjiang 画勇猛的将领，比喻不顾

艰险而勇往直前的人。
E猛进】『n品ngjln 睛不怕困难，勇敢前进；很快

地前进z 高歌～！突飞～。
E猛劲儿】 m岳ngjinr ＜口〉＠（「俨）［型集中用力

气：一～，就超过了前边的人。 f) [:81 集中起

来一下子使出来的力气：使～｜搬重东西要用

～。＠圈勇猛的力量：这小伙子干活儿有股

子～。

E猛可】 m邑ngk岳（～的）｛国突然（多见于早期白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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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猛料l mengliao 圈令人感到意外或吃惊的

新闻、消息：独家～ i媒体爆出～。
E猛开.'U menglie 圈＠气势大，力量大z ～的

炮火｜这里气候寒冷，风势～。＠急剧z 心脏～

地跳动着。
E猛码E mengma 圈古哺乳动物，外形跟现代
的象相似，全身有棕色长毛，门齿向上弯曲o
第四纪时生存于寒冷地带，现已灭绝。

E猛禽】『n昌ngqin ~I 凶猛的鸟类，如莺、莺、鸭、
晕、鸳、雕等。

E猛然］ m岳ngr6n 圈忽然；骤然z ～回头｜～一

惊。
E猛士l mengshi 
E猛兽］ m画ngshol』

豹等。

圈勇敢有力的人；勇士。

回到凶猛的兽类，如虎、狮、

E猛省】 m昌ngxTng 同“猛醒”。

E猛醒］ m昌ngxTng 圈猛然觉悟；忽然明白过

来。也作猛省。
E猛莺】『n昌ngzhi 圈猛禽，如鹰等。

[I;孟子］ m昌ng•zi I苞游泳时头朝下钻入水中的

动作：扎～｜他身子一纵，一个～就不见了。

是当事 M问蒙古族：～医。
多弓t二另见 893 页 m岳ng;893 页 m岳ngo

E蒙古包E mengg心boo 圈蒙古族牧民居住的
圆顶帐篷，用毡子做成。

E蒙古剧l mengguju ta 蒙古族戏曲剧种，流行
于辽宁阜新一带蒙古族聚居区。音乐唱腔为
民歌体，伴奏乐器有胡琴、马头琴等。

E蒙古人种E M昌『1gg心 renzhong 世界三大人种
之－，体质特征是皮肤黄色，头发黑而直，脸

平，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也叫黄
种。

E蒙古族l Mengg心zu ［吕＠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新
疆、甘肃、青海、河北、河南。＠蒙占国人数最
多的民族。

E蒙药E mengyao [:8J 蒙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

的为最多。
另见 894 页 m自门gyao"

E蒙医】 m品ngyl 圈＠蒙古族的传统医学。＠
用蒙古族传统民学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

锺 h m邑ng IE.I~属元素，符号 Mn。
（锺）银白色，翩而脆。主要用来制造

锤钢等合金。

E锤结核E m昌ngjiehe ［：名］大洋底部的矿物团

块，主要成分是链和铁，也含有钢、镇、钻等二
十多种元素，是－种深海底金属矿产资源。

瞌 meng 见 16叫阿

腼 m邑ng 见 1仰页【阳J

猿 m岳ng 固哺乳动物，身体长，脚乱口吻
尖，耳朵小。捕食蛇、蛙、鼠、鱼、蟹等。生

活在我国的有红颊猿、蟹猿。

懵（嗨） m岳ng 懵懂～然无知。
E懵懂E m岳ngdong I用糊涂，不明事理z 懵懵懂

懂｜聪明一世，～一时。

朦 m岳ng 圈昆虫，种类很多，成虫很小，褐
色或黑色，触角细长，翅短而宽。某些雌

朦吸食人畜的血液。有些嫁能传染疾病。

E蝶虫JL) m岳ngch6ngr （口〉［雹蝶。

飞

meng ＜门L)

孟 m由g 0 指农历一季的第一个月。据
1701 页“仲”、617 页“季”。＠在兄弟姐

妹排行的次序黑代表最大的。 8 CMeng）函l

姓。

E孟春l mengchun l名］春季的第→个月，即农

历正月。

Z孟冬E mengdong r~ 冬季的第一个月，即农
1厅i－月。

E孟浪】 menglang （书） lful 鲁莽；冒失：～从

事｜话语～。

E孟秋E mengqiu 国主）秋季的第一个月，即农历

七月。

E孟什维克l mengshiw自1k自画l 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因在 1903 年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党的

领导机构时获得少数选票而得名。［俄

MCHbWCBHK，少数派］

E孟夏l mengxia 圈夏季的第－个月，即农历

四月。

梦 ... meng 0 睡眠时局部大脑皮
（萝）质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而引起的

脑中的表象活动。＠画做梦：～见。＠圈

比喻幻想、或愿理．～想｜他从小就有一个当文
学家的～。 OCM自ng）画姓。

E梦笔生花E mengbTshenghua 传说李白年少~

时梦见笔头牛．花，从此才华横溢，名闻天下（见王噩
于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悦。形容文笔三三
好，善于写作。也说笔底生花、妙笔生花。

E梦话l menghua 圈。睡梦中说的话。睡眠
a..r-抑制作用没有扩散到大脑皮质的全部，语言

中枢有时还能活动，这时就会有说梦话的现
象。也叫梦吃。＠指不切实际、不能实现的



I 896 I m邑ng mi ／梦咪眯弥迷

话。
E梦幻E menghuan 画如梦的幻境g梦境离奇

的遭遇犹如～！从～中醒来。
E梦幻泡影E m自nghuan-paoying 原是佛经的

话，说世界 k的事物都像梦境、幻术
子一样空虚。今比喻空虚而容易破灭的幻想。

E梦境E mengj)ng 阁梦中经历的情境，多用来

比喻美妙的境界：乍到这山水如画的胜地，如
入～一般。

E梦寐E mengmei ［写睡梦：～难忘！～以求。
E梦寐以求E mengmeiylqiu 睡梦中都想着寻

找，形容迫切地希望着。
E梦乡】『n岳ngxiang ［名i 指睡熟时候的境界：他

实在太疲倦了，一躺下便进入了～。
E梦想E m由gx的ng 0 圈幻想；妄想：这件事
根本不可能，你别～了。＠［司渴望：他小时候

～着当一名飞行员。＠画梦想的事情：实现
了自己的～o

E梦魔l mengy创圈睡梦中，因受惊吓而喊

叫，或觉得有东西压在身上，不能动弹。
E梦遗E m岳ngyi ［噩梦中遗精。

E梦吃E mengyi ~梦话。
E梦游E mengy。u I到＠在睡眠中无意识地起
来走动或做事：～症。＠在睡梦中游历（某地
或某种境界），～仙境。

仁二二旦lJlill_二 J

眯 mi 见下。

E眯表l mibiao 圈在城市街道边设置的停车
计时收费器。［咪，英 metre]

E咪咪l mimi 僵声1 形容猫叫的声音：小猫～

眯 1 mm o 瞅瞅合上＇ ~ii! I 
（咣）～着眼。＠〈方〉小睡z～一会儿。
另见 897 页 mio

E眯瞪E mi•deng ＜方〉幢小睡：困了，就先～一
会儿。

E眯盹JL] mi;;d心nr （方〉［动！打盹儿：因极了先
眯个盹儿。

E眯缝】 mi•feng 自动］眼皮合拢而不全闭．他不

说话，只是～着眼睛笑。

, 
mi （门I ) 

弥（睛、哺） mi 0 遍；满：～浸 l ～

夭。＠填满；遮掩：～补｜

～缝。＠〈书〉圈更加：～足珍贵l欲盖～彰。
0 C Mil I到姓。

E弥补】 mibu ~主l J已不够的部分填足z ～缺陷 1
不可～的损失。

E弥封l mif岳ng ［革i 把试卷上填写考生姓名等
信息的地方折角或盖纸糊住，目的是防止舞

弊。

E弥缝l mifeng F础设法遮掩或补救缺点、错
误，不使别人发觉。

E弥合l mihe 画｛吏愈合：～伤口。～感情上的

裂痕。
E弥勒】 Mile 圈佛教菩萨之－，佛寺中常有他
的塑像，胸腹中且露，满面笑容n L梵 Maitreya]

E弥留】 miliu （书〉画病重将要死亡：～之际。

E弥漫E miman ［到（烟尘、雾气、水等）充满；
布满z 烟雾～｜乌云～了天空。

E弥蒙】 mimeng 圈形容烟雾等茫茫一片看不
分明：云雾～｜硝烟～。

E弥撒】 mi•sa 圈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面
饼和葡萄酒表示耶稣的身体和血来祭祀天主。
［拉 missa]

E弥散】 misan 画（光线、气体、声音等）向四外
扩散。

E弥天】 mitian 倒充满了天空，形容极大z ～

大祸｜～大罪｜大雾～。
E弥天大谎】『nitian-dahu凸ng 极大的谎话。

E弥ll'~l Mitu6 l组阿弥陀佛的简称。也叫弥陀
佛。

E弥陀佛E Mitu6f6 圈弥陀。

E弥望】 miwang ＜书〉画］充满视野：春色～。
E弥月3 miyue ＜书〉圈。（初生婴儿〉满月。
＠满 4个月 2 新婚～。

E弥足珍贵l miz归h岳ngu）更加值得珍爱、重

视。

干斗！. mi O ［到分辨不清，失去判断能力·～
X!二了路l～了方向。＠画因对某人或某一

事物产生特殊爱好而沉醉．～恋 l他～上了武

侠小说。＠沉醉于某一事物的人2 球～｜戏
～。 01甜使看不清；使迷惑；使陶醉z ～人 l财

～心窍。

E迷彩E micai 圈指能起迷惑作用、使人不易分

辨的色彩：～服。
E迷彩~~l micaifu l萄采用述彩面料制成的服

装（多用于军队和警察）。
E迷隙】 mi•deng （方〉［附心里迷惑；糊涂z 迷迷

瞪瞪。

E迷宫E mi gong 画门户道路复杂难辨，人进去

不容易出来的建筑物。比喻充满奥秘不易探

索的领域：数学～。



E迷航】 mihang Ll司（飞机、轮船等）迷失航行方

向。
E迷糊】 mi·hu 0 庄园（神志或视觉）模糊不清：

病人有时清楚，有时～。 e < r1 ＞圈小睡z 趴

在桌上～了一会儿。
E迷幻】 mihuan 圈＠模糊虚幻：灯光、布景、
音乐，把观众带入一个～的世界。＠令人迷糊
而产生幻觉的：～药。

E迷幻药】 mihuanyao 圈指有麻醉作用，服后
能令人产生幻觉的药物。

E迷魂汤E mihuntang ［萄迷信所说地狱中使灵
魂迷失本性的汤药，比喻迷惑人的语言或行

为。也说迷魂药。
E迷魂药E mihunyao ［组迷魂汤。
E鉴魂阵】 mihunzhen l写古代作战中布下的能
使敌人迷失进退方向的阵势，比喻能使人迷惑
的圈套、计1某＝摆～。

E迷惑E mi·hua 0 ~辨不清是非；摸不着头
脑：～不解。＠随便迷惑z 花言巧语～不了

人。
E主津E mijin （书〉啤］使人迷惑的错误道路
（津z原指渡河的地方，后来多指处世的方向）：

指破～（点破错误的方向）。
E迷离E mili ［！国模糊而难以分辨清楚：～恍惚｜
睡眼～O

E迷恋J milian i噩对某一事物过度爱好而难以

舍弃2 ～酒色｜～家乡的特产。
E茎路E mi;;lu 画＠迷失道路：山林中容易～｜
走到半道儿上迷了路。＠比喻失去了正确的
方向。

E迷乱E miluan 0 圈迷惑错乱z 神志～。＠
画使迷惑错乱：用财色～人心。

le是漫E mi man E面漫天遍野，茫茫一片，看不
分明：风雪～ l 山中～着一层烟雾。

C主茫J mimang E国＠广阔而看不清的样子：
大雪铺天盖地，原野一片～。＠（神情）迷离恍
惚：神色～｜小姑娘用～的眼光打量着陌生的

来客。
E迷蒙） mirr】eng 回＠昏暗看不分明；迷茫①：
烟雨～｜暮色～。＠（神志）模糊不清：醉意～o

Z迷梦】 mimeng IBJ 沉迷不悟的梦想：他终于

从～中觉醒过来。
E迷你E mini ［虽属性词。指同类物品中较小
的川、哇~的 z ～裙（超短裙）。〔英 mini]

E迷人J miren ［画使人陶醉；使人迷恋：景色
~ 。

E迷失） mishl ~功］弄不清（方向）；走错（道路） : 

～方向。
E迷途E mitu 0 圈迷失道路：～知返 1～的羔

迷你眯狲谜练｜ mi I a91 I 

羊。＠圈错误的道路2 误入～。
E迷惘】 miw凸ng ［理由于分辨不清而困惑，不

知怎么办z 精神～O
E迷误E miwu O ［到使分辨不清而搞错：被邪
说～｜～后学。＠［雹因分辨不清而产生的错
误．澄清历史的～。
位雾E miwu 圈。浓厚的雾z 在～中看不清
航道。＠比喻使人迷失方［fij的事物。

E迷信】『nixin 画＠相信神灵鬼怪等超自然的
东西存在。＠泛指盲目地信仰崇拜．～权威｜
破除～，解放思想。

E迷走神经J mizou-shenjlng 第十对脑神经，由

延髓发出，分布在头、颈、胸、腹等部，支配呼
吸、消化两系统的绝大部分器官和心脏的感
觉、运动及腺体的分泌。

［~醉】 mizui 画迷恋，陶醉；沉迷＝采茶姑娘
的歌声此起彼落，令人～｜～于过去．就会妨碍
更好地前进。
元？ Mi 函姓。
胡、（橱）
眯 … mi 圈尘埃等杂物进入眼中，使

了隧）一时不能睁开看东西2 沙子～了
限。

另见 896 页 mT0

狲 i 见下
（橱）

E猫叫侯J mihau 圈猴的一种，上身毛灰褐色，腰
部以下橙黄色，有光泽，面部微红色，两颊有颊
囊，臀部的皮特别厚，不生毛，尾短。吃野果、
野菜等。

E狲猴柑tJ mih6ut6o 圈。落叶藤本植物，叶

子互生，圆形或卵形，花黄色，浆果近球形。果
实可以吃，也可入药，茎皮纤维可以做纸，花可
提制香料。＠这种植物的果实。｜！有的地区

叫奇异果。

二、k mi 咽。谜语z 灯～ i 哑～｜猜
随（草草）～。＠比喻还没有弄明白的或难
以理解的事物 g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
另见 890 页 m自 i0

E谜底E midi 11$] 0 谜语的答案。＠比喻事情
的真相2 揭开～，真相大白。

E谜面J mimian 函指猜谜语时说出来或写出
来供人做猜测线索的话。 垂Z三

E谜团】 mituan 圈比喻连串捉摸不定的事主E
物；疑团。 王三三

E谜语】 miyu 国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

的隐语。如“麻屋子，红帐孔里头住着自胖
子”射“花生”，“齿在口外’对“呀”字。

企袋？ 』』 mi （～儿）［萄竹箴、苇主主等：席
罚之（铺）～儿。也叫练子。



[ 898 I mi mT J I隧朦朦朦靡藤靡睽米举泳沫 3耳

1、 mi ［望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个氧原
口周：子连接两个经基而成的化合物。如甲自蓝、

乙隧等。

康 mi O 粥；像粥一样的食物：肉～＠
烂z ～烂。＠浪费。 0 CMi）固姓。
另见 888 页 meio

E廉费】 mifei 见 898 页【靡费1。
E康烂E milan O ［动）烂到不可收拾2 伤口～ο

f,) ~回腐化堕落z 生活～［～不堪。

目提 mi 〈书〉系住＝羁～。

’ I、、

康 mi 脚。

E虞鹿l milu 圈哺乳动物，毛淡褐色，雄的有
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
个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性温顺，吃植物。
原生活在我国，是一种珍稀动物。也叫四不

像。

靡 mi 浪费：～费｜奢～。
另见 899 页『nL

E靡费】（康费） mifei 圈浪费z 节约开支，防止
~ 。

藤 mi 见 1叫牌）i 0 

蘑 mi 见下

E藤芜l miwu 圈古书上指主主劳（ xi己ng

qi6ng）的苗。

醺（辘辘） mi 见阳页［酬。

v 
阿11 （门l ) 

主IL.) mT 0 圈稻米；大米·机～｜糯～。＠
/I、 泛指去掉壳或皮后的种子，多指可以吃

的：小～｜高粱～｜花生～｜菱角～。＠小粒像

米的东西：海～卜，兰。。 CMDI~ 姓。

米2 mT IJll 长度单位，符号口10 1 米等于 10
分米。［法 metre]

E米波E mTb6 强］超短波。

E米醋】 mTcu 圈以大米等为原料酿制的食醋。

E米袋子】 mTdai·zi I割装米的袋子，借指城镇

粮食的供应：～和菜篮子是关乎老百姓生活的

大事。
E米豆腐】 mTdou·fu ＜方〉圈食品，用大米磨成
的浆制成，形状像E主腐。

E米饭l mTfan 圈用大米或小米做成的饭。专

指用大米做成的饭。

E米粉】 mTfen 圈＠大米磨成的粉z ～肉。＠

大米加水磨成浆，过滤后弄成团，然后制成的
细条食品，可煮食。也指米面③。

C长粉肉】 mif岳nrou 圈把肉切成片，加米粉、作

料，蒸熟，叫米粉肉。也叫粉蒸肉，有的地区叫
衅（ zh凸）肉。

E米黄】 mThuang 圆白而i微黄的颜色。

E米酒E mTji心［富＠用糯米、黄米等酿成的酒，

含泪精量较低。＠江米酒。
E米糠】 mTkang 圈紧贴在稻子、谷子的米粒外

面的皮，脱下后叫米糠。

E米粒E mTli C～儿）［函米的颗粒。
E米粮川l mTli6ngchuan I祖盛产粮食的大片

平地：荒浓变成～o
E米面】 mTmian 圈。大米和面。＠（～儿）米

粉①。＠〈方〉食品，把大米加水磨成的浆，用
旋予以uan• Zi）做成像粉皮的薄片，再切成细

条rfri成。
E米色】 mTse 圈米黄色。
C长寿】『nTshou 回到指八十八岁寿辰（“米”字拆

开为“八、十、八”）。

E米汤l mT•tang 圈。煮米饭时取出的汤。＠

用少量的大米或小米等熬成的稀饭。

E米线】 mixian ＜方〉［智米粉②。
E米象E mlxiang 圈昆虫，成虫身体红褐色，头

部前伸，似象的鼻子，革肖翅上有四个橙黄色斑
点。成虫和幼虫吃稻、麦等粮食，是仓库中的
害虫。

E米制l mlzhi 圈→种计量制度，创始于法国，
1875 年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开会议
定为国际通用的计量制度。氏度的主单位是

米，质量的主单位是公斤，容量的主单位是升。
1960 年为国际单位制所取代。也叫国际公

制。［法 systeme m亘trique]

E米珠薪桂E mlzhu-xlngui 米和柴的价格像珍
珠和桂木一样，形容物价贵得出奇。

E米猪l mlzhu [BJ 豆猪。

丰 ml 0 鹏羊的叫声。 f,) (Mil酬。

、必？、－ ml ＜书〉水满。
／、（澜）
沫 Ml 胁，水名，在湖南

5耳 ml 0 （书〉平息；消灭z t肖～｜～患｜～
战。 f,) C Mil f名］姓。

(j.耳谤E mibang 〈书） ［~］止息诽谤o

(5:耳兵］ mlblng ＜书〉（贾平息战争。
[if耳除】 mlchu ＜书＞ I到消除 z ～成见。

[if耳怠】 mThuan 〈书） rnfil 消除祸患。



5耳脉牧靡汩询觅泌 13 秘秘密 I ml- ml I 899 

（~耳乱l miluan ＜恪〉圈平息战乱、祸乱。

眯 ml ［组有川合物的一类是含有
CNHNl-1，原子团的化合物，如破胶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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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然l miran 
从之。

〈书〉｜翻一边倒的样子：天下～

盯11

飞

（门I ) 

~口 mi 1R罗江山lilu6 Jiang ），水名，发源

1~ 子江西，流至湖南入洞庭湖。
凸佬” mi 〈书〉潜藏。
7乡。另见 548 页 h00

觅 mi 寻找2 寻～！～食。
（亘、 拎竟）

E觅求】 miqiu r；剖寻找；寻求：四处～｜～乐趣。

E觅取】 miq心 l动l 寻求取得：到深山老林～珍贵

药材。
,)r"/ mi 分泌z ～乳量｜～尿器。
艺ζJ' 另见 72 页 Bl o 

E泌尿器E mlniaoql ~分泌尿和排泄尿的器
官，是肾脏、输尿管、膀脱

肾I腺

右肾

肾！腺

左肾

。

［，~迫

人的泌尿器



I 900 I mi ｜密幕谧冀惧略蜜

E密封J mif岳ng 圈严密封闭z ～舱｜一听～的

果汁｜用白蜡～瓶口，以防药物受潮或挥发。
E密告J migao O ~密报①。＠圈密报②o
E密函J mlhan 圈密信。

E密会］ mihui 0 圈秘密会见。＠圈秘密会
i义。

E密级J miji 圈指国家事务秘密程度的等级，

一般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E密集l miji 0 圈数量很多地聚集在一处z 人

们～在广场上。－~稠密＝人口十分～。
E密件E mijian 函需要保密的信件或文件。

E密林E milin [=8] 茂密的树林（多指大片的） :~ 

深处。
E密令E miling 0 画画秘密下达命令、指令。＠
国秘密下达的命令、指令。

E密麻麻】 mlmama c～的）圈状态词。密密麻
麻。

E密码J mim凸［茹＠在约定的人中间使用的特
别编定的秘密电码或号码（区别于“明码”）：～

电报 i破译～。＠对他人保密的号码t ～锁｜
～储蓄｜设定～。

E密码锁J mimasuo [El 安有密码装置的锁，开

启时需使用设定的密码。

E密码箱】 mim凸xiang f8l 一种装有密码锁的

小型手提箱，用来放现金、票据、贵重物品或文
件等。

E密密层层J mi·micengceng c～的）圈状态

词。形容很密很多：山坡上有～的酸枣树。
E密密丛丛】 mi •mic6ngc6ng （～的）［翻状态
词。形容茂密：～的杨树林。

E密密麻麻J mi·mimama c ～的）［里状态词。

又多又密（多指小的东西）：纸上写着～的小
字。也说密麻麻。

E密密臣臣l mi·mizaza （～的）田园状态词。很
稠密的样子：车厢里的人挤得～的。也说密臣
臣。

E密谋］ mim6u 圈秘密地计划（多指坏的） :~ 
叛变。

E密切J miqie 0 圈关系近2 两人关系很～。

＠圈使关系近：进一步～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圈（对问题等）重视，照顾得周到2 ～注意｜

～配合。
E密商E mishang 圈秘密商议2 ～对策。

E密实E mi •shi [I但细密s紧密z 鞋底是手工纳

的，针脚很～。
E密使l mishT I氢秘密派遣的使者；负有秘密使
命的使者。

E密室J mishi [El 四面严密关闭的房间；秘密的

房间（指不让外人知道的地方）：策划于～。

E密谈J mitan 画秘密交谈z 附耳～｜两个人～

了一阵。
E密探】 mitan 圈做秘密侦探工作的人（多用

来称对方的）。
E密信】 mixin 圈需要保密的信件。

E密友J miy凸u 圈友谊特别深的朋友：至亲～Q

E密语］ miy心＠强秘密的通信用语。为了保

密，通常用数字、字母、某些特定词语等代替真

实的通信内容。＠画秘密交谈：他俩正在低
头～。

E密约】 miyL』岳＠［萄秘密约定·～幽会。＠圈

秘密签订的条约z 签订～。
E密钥J miyue c 口语中多读 miyao) ~每密码

和明码之间的对应替代关系。如以（）（）、 01 、
02 、 03 代替字母 A、 B、 C、 D，那么（）（）译成
A、（） 1 译成 B、 02 译成 C、 03 译成 D 就是密

钥。
E密云不雨J miyun-buy心满天浓云而不下雨，
比喻事情正在酝酿，尚未发作（雨：旧读川，下
雨）。

E密西－匣E mizaza （～的）~状态词。密密臣
匣O

E密召】 mizhao I事秘密召唤：～回京。
E密诏J mizhao [El 秘密的诏书。

E密织］ mizhl 圈细密地纺织或编织z 纯棉～
围巾。～群众监督网。

E密植E mizhi 国在单位面积土地上适当缩小

作物行距和株距，增加播种量，增加株数。
E密旨】 mizhT 圈秘密的谕旨。

E密致】 mizhi ~ （物质）结构紧密；致密z 质地
~ 。

幕甲 mi 0 ＜书〉覆盖东西的巾。＠
（提幕）〈书〉覆盖罩。＠画表示一个

数自乘若干次的形式叫幕。如 t 自乘 n 次的
幸在为 t" 0 参看 169 页【乘方］ o

、J、、 mi ＜书〉安宁；平静：安～｜静～！
面（撞）恬～。
冀 mi 见 13叫情剧。

另见 916 页 ming 。

帜 mi ＜书〉同“幕，，。

略 mi 见下。

E略事E] miding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N，。元色液体或结晶物质，有刺激性气
味。用来制化学药品。仁英 pyrimidine]

古董~mi 0 圈蜂蜜z 酿～｜割～。＠像蜂蜜

..9式的东西z 糖～。＠像蜂蜜一样甜的；甜
美z ～桶 i甜～｜甜言～语。



E蜜蜂E mif岳ng 圈昆虫，体表有很密的绒毛，
前翅比后翅大，雄蜂触角较长，蜂王和工蜂有
毒刺，能主运人。成群居住。工蜂能采花粉酿
蜜，帮助某些植物传粉。蜂蜜、蜂蜡、蜂王浆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

E蜜’供】 migδng 画一种北京传统小吃。将特
制的面条儿炸熟后，用砂糖、蜂蜜等挂浆。色泽
浅黄明亮，入口香甜酥脆。旧时主要用于供神
佛，所以叫蜜供。

E蜜罐E miguan ＜～儿）圈比喻舒适幸福的生活
环境：从小就在～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生活的

艰辛。
E蜜钱E mijian O 圈用浓糖浆浸渍果品等z ～
海棠。＠圈蜜钱的果品等。

E蜜色】 mise 哩！像蜂蜜那样的颜色：淡黄色。
E蜜腺J mixian 圈某些植物的花七分泌蜜汁
的腺。有的植物蜜腺长在雄施或雌恋的基
部，如白菜；有的植物蜜腺长在花冠上，如萝

卡。
E蜜月J miyue 圈新婚第一个月 2 ～旅行 i度～

。两国关系进入～期。
E蜜枣J mizao ＜～儿）圈蜜钱的枣儿。

, 
mian c 门！写）

眠 mian O 睡酌失～｜安～ l 长～（指死
~亡）。＠画某些动物的一种生理现象，
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动不吃：冬～｜蚕三～

了。
儿白 . . • _ mian O 丝绵。＠绵延z
~ffi （锦、畏睬） ～亘｜～长｜连～。 ＠薄
弱；柔软2 ～薄｜～软。

E绵白糖E mianbaitang 圈颗粒很小，略呈粉

末状的白糖。
E绵薄】 mi6nb6 f萄谦辞，指自己薄弱的能力 z

愿在文化工作方面，稍尽～。

E绵长J mianchang 圃延续很长z ～岁月｜福
寿～（对老年人的祝词）。

E绵绸J mi6nch6u l主l 用碎丝、废丝等为原料
纺成丝后织成的丝织品，表面不平整，不光

滑。
E绵亘J miangen E直接连不断（多指山脉等）＝
大别山～在河南、安徽和湖北三省的边界上。

E绵里藏针E mianll cangzh岳n 0 比喻柔中有

刚。＠比喻外貌柔和，内心刻毒。
E绵力】 mianli ＜书〉函微薄的力量（多用作谦

辞）＝略尽～。

E绵连）（绵联） m ian I ian rnbJ 连绵 z 群山～。

蜜眠绵棉 I mi mi6n I 901 I 

E绵密】 mianmi 圈。稠密2 针脚～。＠（言

行、思虑）细密周iU ，文思～。
E绵绵E mianmian If回连续不断的样子z 秋雨

～｜情意～。

E绵软J mianruan 回＠柔软（多用于毛发、衣

被、纸张等）：～的羊毛。＠形容身体无力 z 他
觉得浑身～，脑袋昏沉沉的。

E绵甜】『niantian ll!2l ＜味道）柔和而甘甜（多指
酒类）。

E绵延l mianyan 圈延续不断：～千里的山脉。

E绵羊E mi6ny6ng ~羊的一种，公羊多有螺旋
状大角，母羊角细小或无角，口吻长，四肢短，
趾有蹄，尾肥大，毛白色，长而卷曲。性温顺。
变种很多，有灰黑等颜色。毛是纺织品的重要

原料。

E绵纸】 mianzhl 圈用树木的韧皮纤维制的

纸，色臼，柔软而有韧性，纤维细长如绵，所以

叫绵纸。多用作皮衣衬垫、鞭炮捻子等。

E绵子E mian•zi ＜方〉圈丝绵。

棉 m凶no~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或灌木，栽培品种有陆地棉、海岛棉、树

棉、革棉等，其中陆地棉栽培最广。果实中
的棉纤维是重要的纺织原料，棉籽可以榨

泊。通称棉花。＠固棉花②。＠像棉花的
絮状物z 石～ 1腊纶～！膨松～。 0 (Mi6n）圈

姓。

E棉饼E mianbing 圈棉籽榨泊后剩下的压成
饼状的渣淳，可做饲料或肥料。

E棉布J mianbu 圈用棉纱主喻的布。

E棉纺】 mianfang 圈属性词。用棉花纺织的：
～制品｜～行业。

E棉猴JL) mi6nh6ur ＜口川重风帽连着衣领的
棉大衣，因穿上样子像猴子而得名。

E棉花E mian•hua ~o 棉的通称。＠棉桃中
的纤维，吸湿、保温、透气，用来纺纱、絮衣服被

褥等。
E棉铃J mianling 圈棉花的果实，初长时形状

像铃，叫棉铃，长成后像桃，叫棉桃。一般不加

分别，通称棉桃。
E棉毛裤E mian『naoku 圈一种棉针织品的裤

子，多做内裤用。
E棉毛衫】 mianmaoshan 圈一种棉针织品的丘二
上衣，多做内衣用。 三E

E棉农J mi6nn6ng ~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农民。专三三

E棉签E mianqian ＜～儿）画一端或两端裹有
少许棉花的小细棍，用于医疗上皮肤局部消毒

或处理伤口等。
E棉纱】 miansha ~用棉花纺成的纱。

E棉杉El miantao 圈棉花的果实，特指长成后



巴些」土~6n - mian I 棉丐免河电阿倪勉

形状像桃的。参看 901 页【棉铃］，

E棉套l mi6ntao ［苞絮了棉花的套子，套在茶
壶、饭桶等外面起保暖作用。

E棉线】 mi6nxian 固用棉纱制成的线。

E棉絮E mi6nxu ~o 棉花的纤维＝这种棉花
的～长。＠用棉花纤维做成的可以絮被褥等

的胎。
E棉织品】 mi6nzhlpln ~用棉纱或棉线织成

的布和衣物。
E棉子E mi6nzi 同“棉籽”。

E棉籽E mi6nzi 圈棉花的种子，可以榨泊。也

作棉子。

v 
mian c 门l弓）

丐 mi仙。〈书〉遮蔽；看不见o ＠（川）
~姓。

免 m的no~去掉；除此～税｜～费｜任～
名单（俗礼都～了。＠避免z 难～｜幸～｜

～疫性。＠不自iJ ；不要＝闲人～进｜～开尊口。

E免不得】『nian· bu•de 画免不了：在这个问

题上他们的看法分歧很大，～有一场争论。
E免不了】 mi创• buli凸o 咱不可避免；难免：在
前进的道路上，困难是～的 l 刚会走的孩子～要

摔跤。
E免除J mianchu ［司免去g除掉z 兴修水利，～

水旱灾害。
E免单］ mi凸n;;dan 圈指免费z 饭店开张，两人

用餐，一人～o

Z免得】 mian•de 圈以免2 多问几句，～走错路 1
我再说明一下，～引起误会 l经常来个电话，～

老人牵挂。
E免费E mr凸n;;fei ~司免缴费用g不收费z ～医

疗｜展览会～参观。
E免费午餐E m的nfei wucan 比喻不付出任何

代价而得到的好处z 世土没有真正的～。
E免冠］ mi凸nguan 画＠脱帽，古时表示谢罪，

后来表示敬意。＠不戴帽子：交一寸半身～

相片两张。
E免检E m治njian 圈允许不经过检查就可以通

矗过2 ～物品。
E免考E mi凸nk凸o 画画免试①。

三三三＂＇ ［免丰Ll mi凸nli 函j 客套话，让人不必行礼（用于

对方要给自己行礼时）：～，请坐。

E免票E m的npiao O 阉（入场、乘车等）不要
票2 本公园老人～。＠画不收费的票：每人

发一张火车～。

E免签E m的nqian [§Jj] 允许免去签证程序。

Z免试】 mianshi 国＠允许不经过考试（升学

或晋职等）。也说免考。＠（对机械、仪器等）
免除测试。

E免税］ mian;;shui 圃免缴税款：～商店。

E免税区E mi凸nshuiqu ~O 对进口商品免征
关税的地区。如中国香港。＠→国设立的比
一般保税区有更多免税待遇的地区。有时义
同“保税区”。

E免俗E mi凸nsu ~言行不拘于世俗常情（多用

于沓定式）：未能～。
E免提】 mi凸nti 帽属性词。电话等不必拿起

听筒就可以通话的z ～电话｜这款手机有～功

能。

E免刑E mianxing ［量经法院审判决定，免予刑

事处分。
E免修］ mi凸nxiu I盈l 允许不学习（某种课程）：

～外语。

E免验】 mi凸nyan i司允许不经过检验就可以通

过：～产品。
E免役E mi凸nyi 国免除某种规定的服役，如兵

役、劳役。

E免疫】 mianyi l温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
种传染病，通常分为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

两种：～力 l终生～。
E免予】 mianyu 画不给予或不施行（某种行政

或司法程序等）：～起诉｜～签证。
E免战牌】 mianzhanp6i 啕向对方表示不应战

的牌子（多见于旧小说、戏曲）。

E免征】 mi凸nzheng 画免予征收（税款等）。

E免征额】 mi凸nzhe『19’在圈税法规定的在征

税总额中扣除的不予征税的数额。
E免职.l m1凸n;; zhi I司免去职务。

E免罪】 mi凸n3 zui ~不以犯罪论处．～释放。
J刊主 Mian O 河水，水名，汉江的上游，在陕

1 .J 西，古代也指整个汉水。 f} ［组姓。

电… mian ＜书〉同“海”。
（瞌）另见 910 页 mTn,

H丐 mian “6ilj" mi an 的又音。

倪 mian 见 911 页［酬。
另见 405 页“俯”。

勉 mi仙。努力：奋～。＠勉励：自～｜互
～！有则改之，无则加～。＠力量不够而

尽力做g ～强｜～为其难。。（M丽的圈姓。

E勉力】 mianli 圃努力，尽力＝～为之。

阻励］ m1凸nli 南劝人努力；鼓励：互相～｜老
师～同学继续努力。

E勉强） m陆nqiang O 庄园能力不够，还尽力做．

这项工作我还能～坚持下来。＠圈不是，心甘



勉娩耐冕倔沌涵恼缅觑腼镜面 I mian- mia 「i I 903 I 

情愿的：碍着面子，～答应下来了。＠国］使人！在牟 mian I割鱼，体侧扁而长，棕褐
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z 他不去算了，不要～｜现（鳞）色，口大而微斜，尾鳝呈慨。生
他了。＠圈牵强p理由不充足＝这种说法很｜ 活在海巾，吃小鱼、虾等。

～，怕站不住脚。 0 [fill 将就；凑合：这点儿草
料～够牲口吃一天。

~为其难】『n1凸nweiqinan 勉强做能力所不

及的事。
E勉慰］ mi凸nwei 画慰勉。

娩 • mi an 分娩。c:I*.) 
E娩出】 mianchu 圈胎儿、胎盘和胎膜等从母

体内产出来。

酌 mian ＜书〉
勤勉n

冕 mian O 7C 
子、诸侯

大夫所戴的礼
帽，后来专指帝

王的礼帽：加～

礼。＠形状像
冕的东西：日～。

＠指冠军的荣

誉称号：卫～O

E冕琉E mi凸nliu

冕脆

冕

圈天子的礼帽和丰L帽前后悬垂的玉串。（图

见 903 页“冕”）

倔 mian ＜书〉＠向涌向＠违背z ～背｜
～规越矩（违背正常的法度）。i ian 褐池＜ Mianchi) ，地名，在电 (lilJ!) z一南。
另见 1173 员 Sh自吨。

洒 mian 见 160 页【沉剧。

’回 mian ＜书〉＠思：想。＠酬。

缅1 mian 遥远～怀｜～想
（川面）

缅2 （丢面） mi凸n ＜方〉画卷（ ju凸n) :~ 

上袖子｜把边儿～过去。

E缅怀J mianhuai I到怀念gi直想（己往的人或
事，含崇敬意）：～先烈创业的艰难。

E缅想E mi凸nxiang I到缅怀。

觑（酿） ;i:1;?if"mtiano 
E觑舰E mi凸ntian 见 903 页【腼腆Ao

腼 mian 见下。

阳面腆］（觑觑） mi凸『itian l1f2I 因怕生或害羞而神

情不自然．小孩儿见了生人有点！L～。

飞

mian c 门14)

面1 十 mian O 头的前部地：～孔｜
c ：面）～带微笑。＠圈向着；朝着z

背山～水 i这所房子～南坐北。＠（～JL）圈物
体的表面，有时特指某些物体的上部的→层z
水～｜地～｜路～ l 圆桌～儿｜～儿磨得很光。调查

要深入，不要只了解些～儿上的现象。。见面z
～世｜谋～｜见字如～（看到书信如同见面）。＠

当面：～谈！～洽｜～交。。〈～儿）［刽东西露
在外国的那－层或纺织品的正面：鞋～儿｜这

块布做里儿，那块布做～儿。＠圈儿何学上指
一条线移动所构成的图形，有长有宽，没有厚。

做工作既要抓点，也要抓～。＠部位或方面：

正～！反～｜片～｜全～！多～手 i ～～俱到。＠

方位i司后缀z 上～｜前～ l 外～｜左～｜西～。＠
［重用于扁平的物件z 一～镜子i 两～旗子。＠

<Mian）南］姓。

面2 ·~ ,_ mian O 圈粮食磨成
（姐、组）的粉，特指小麦磨成的

粉：白～ i 豆～ l 小米～｜玉米～｜高粱～。＠
(~JL) ['8] 粉末z 药～儿｜胡椒～儿。＠画面

条！L：挂～｜切～｜汤～｜一碗～。。〈方〉冒冒指
某些食物纤维少而柔软＝～倭瓜！煮的红薯很

～｜这个瓜是脆的，那个瓜是～的。

E面案E mian ’。n 1'81 炊事分工上指煮饭、烙饼、
蒸馒头之类的工作；白案。

E面包J mianbao !El 食品，把面粉加水等调匀，
发酵后烤制而成。

E面包车E mianbooche I萄指车厢外形略呈长

方体的中小型载客汽车，因外形像面包而得

名。
E面包圈E mianbooquan ＜～儿）［雹炸成的或烤
成的环形面包。

E面壁J mianbi 圈＠脸对着墙，指对事情不介

意或无所用心。＠佛教指脸对着墙静坐默
念。南北朝时印度僧达摩来华据传在商山少~
林寺面壁而坐九年，潜心修道。后来用“面壁”主噩主

指专心于学业。＠旧时一种体罚，脸对着墙雪Z

站着。

E面茶】『niancha r旦食品，康子面等加水煮成
糊状，吃时加麻酱、椒盐等。

E面陈E 『nianchen iii国当面陈述2 ～良策｜～时

政得失。



巴些」 时iiαn ~ 
E面称J miancheng 圈对听话人当面的称谓，

如爸爸、妈妈等。
E面呈J miancheng ~司当面呈交（信件等）。
E面的J miandl ＜方〉圈用作出租车的小型面

包车。
E面点J miandian 圈以面粉、米粉为主要原料

制作的点心。
E面对J miandt』i 画当面对着（人），面前对着

（问题、形势等） ：～顾客｜～挑战。
E面对面】 mianduimian 0 脸对着脸z 两个人

～坐着。＠当面：～地提意见。
E函’额J mia『1 ’e r雹票面的数额2 大～｜各种～

的人民币。
Z面坊J mianfang 圈磨面粉的作坊。

E面访J mianfang 画当面询问；访问．调查采
取问卷或～方式。

E面肥E mianfei 圈发面时用来引起发酵的面

块，内含大量酵母。有的地区叫老固、面头、酵
子、引酵O

E面粉J mianfen 固小麦磨成的粉。
E面馆】 mianguan c～儿）画出售面条儿、馄饨

等面食的馆子。
E面红耳赤J mianh6ng－品rchi 形容因急躁、害

羞等脸上发红的样子。
E面糊E mianhu 画＠用面粉加水调匀而成的

糊状物。＠〈方〉糊糊。
E面糊） mian•hu ＜口〉！黝食物纤维少而柔软z

白薯蒸熟了，很～。
E面黄肌瘦E m ianhuang-jl shδu 脸色发黄，肌

肤消瘦，形容营养不良或有病的样子。
E面军fl,J mianjl 圈平面或物体表面的大小：土

地～｜建筑～o
E面颊J mianjia f：萄脸蛋儿：～红润。
E面巾l mianjln ＜方〉圈洗脸的布；毛巾。
E面巾纸】 mianjjnzhT ~用来擦嘴、脸的纸巾。
E面筋E mian·jin 函食品，用面粉加水拌和，洗
去其中所含的淀粉，剩下的混合蛋白质就是面

筋。
E面具） mianju 圈。戴在西部起遮挡保护作
用的东西g 防毒～。＠假面具。

E面于Ll mianlφng l~ 脸z 和蔼的～ l板着～。

产品要更新换代，不能总是一副老～。
E面老J mianl也o 圈相貌显得比实际年龄大z

他只是显得有点儿～，其实还不到四十。
E面料） mianliao 圈。做衣服鞋帽等的面儿用
的料子z 大衣～。＠用来贴在物件表层的材
料：家具～O

E面临】 mianlin r剖面前遇到（问题、形势等）；

面对：我们～着极其艰巨而又十分光荣的任

务。
E面码JL) mianm凸r 圈吃面条儿时用来拌面的
蔬菜。

E面貌】 mianmao 圈。脸的形状；相貌。＠

比喻事物所呈现的景象、状态z 社会～｜精神

~ 。
E面面观J mianmianguan 从各个方面进行的

观察（多用于文章标题）：婚恋问题～。

E面面俱到E mianmian-judao 各方面都照顾

到，没有遗漏：写文章要突出重点，不必～。
E面面相觑J mianmian-xiangqu 你看我，我看

你，形容大家因惊惧或不知所措而互相望着，
都不说话。

E面膜】 mianm6 巨型－种敷在面部的美容护肤

用品，可以吸收毛孔深处的污垢和过剩的油

脂，起到清洁、滋养面部皮肤的作用。
E面目J mianmu 圈。面貌①：～狰狞｜～可

憎。＠面貌②＝政治～｜不识庐山真～！～全
非。＠面子；脸面：要是任务完不成，我有何～

回去见首长和同志们？
E面目全非】 mianmu-quanf岳l 事物的样子改

变得很厉害（多含贬义）。
E面 bl －新J mianmu叩lxln 样子完全变新（指

变好）：这个工厂经过改建，已经～了。
E面嫩E miannen 圃＠相貌显得比实际年龄

小z 他～，五十多岁了一点儿都看不出。＠脸
皮薄，容易害羞z 姑娘～，不能跟她开这样的玩

笑。
E面庞】 mianpang 圈脸盘JL ：小孩儿圆圆的～，

水汪汪的大眼睛，真惹人喜欢。

E面盆）＇ mianpen ＜方〉圈洗脸用的盆。
E面盆T mianpen 画和Chuo）商用的盆。

E面坯JLl mianplr l雹己煮好而未加作料的面

条儿。

E画皮I mianpi ＜方〉圈脸皮。
E面皮J2 mianpi c～儿）〈方＞ I塾＠包子、饺子、

馄饨等的皮儿。＠大米面做成的薄片儿，切成
宽条儿，蒸熟后蘸着佐料吃。

E面f合】 mianqia r司当面接洽：～公事 l详情请

和来人～。
E面签】 mianqian R面JO 当面在正式文件或合

同上签字确认。＠签证的一种方式，要求签
证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使馆或领事馆接受

询问，以决定是否给予签证。
E囱F前J mianqian I量方位词。面对着的地方：

～是一条大河｜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
E面人JL) mianr自nr 圈用染色的糯米面捏成的

人物像。
E面容】 mianr6ng 南面貌z容貌：～枯搞｜～和



蔼。
E面如土色J miannituse 脸色跟土的颜色一
样，没有血色。形容极端惊恐：吓得～。

E面软】 mianruiin G勤过分重’情面z心软拉不下

脸：心慈～。
E面色E mianse IEJ 脸上的气色：他～红润，身

体很健康。
E面纱J mianshii l望＠妇女蒙在脸上的纱巾。

＠比喻掩盖真实面目的东西：揭开宫廷的神
秘～。

E面善】 mianshan I勤＠面容和蔼z ～心恶｜碰

见一位～的老人。＠面熟：这人好～，就是一

下子想不起名字。
E面商E mianshang l到当面商量＝～大计。
E面神经J mianshenjlng 圈第七对脑神经，分
布在面部的两侧，主管面部肌肉的动作、1目腺
和唾液腺的分泌以及舌前部的味觉。

E面生】 miansheng 画面貌生疏；不熟识z 当

着～的人，他显得十分构谨。
E面食J mianshi 圈用面粉做的食品的统称。
E面世J mianshi E盈指作品、产品与世人见面，
问世·诗人两本新作～｜更新换代产品即将～o

E面市J mianshi ［面（产品）开始供应南场·一
种新型移动电话即将～。

E面试E mianshi I到对成试者进行当面考夜i则

试z 通运～，破格录取。
E面首】 mianshou ＜书〉圈指供贵妇人玩弄的

美男子（丽：指脸；首：指头发）。
E面授E mianshou 画＠当面传授2 ～机宜。
＠用当面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学（区别于“函

授、刊授”） ：对函授学员每学期～一周。
E面熟J mianshu 困面貌熟悉（但说不出是
谁）．这人看着～，像在哪儿见过o

E面塑E miansu r组民间工艺，用力n彩色的糯米

面捏成各种形象o 也指用丽捍

E丽谈E 『niantan r司－吁面商谈；当面交谈2 改日
～｜～招考问题。

E面汤）1 m iantang ＜方〉啤］洗脸的热水。
E面汤）2 m iantang I写煮过面条儿的水。
E面条JLl mianti6or 圈用面粉做的细条状的
食品。

E面头J miant6u <Jf ＞ 圈面肥。

E面’团E miantu6n （～儿）画和（ hu6）好了的成

块的面。
E面无人色J mianwurense 脸t没有血色．形

容极端恐惧。

E面日吾J mianwu 〈书〉画 H吾国。

E面相】 mianxiang l萄相貌，样子：因为天黑，

没有看清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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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面诲tl mianxie 巨型当面道谢z 您的指点太好

了，容日后～o

E面叙E mianxu ［到当面叙谈＝就此搁笔，余容
~ 。

E面议】『nianyi p副当面商议z 价格～。

E面罩】 mianzhao 圈挡在或戴在面部起遮蔽

或保护作用的罩子。
E面值J mianzhi 圈票据等上面标明的金额。
E面砖J mianzhuan 圈陶士烧制的砖，有的有

装饰性花纹，多用来砌在外墙的表面。

E面子】1 mian·zi 匾。物体的表面·被～｜这

件袍子的～很好看。＠表面的形象；虚荣g 爱

～｜要～｜你这话伤了他的～。＠情面z 给～｜

碍于～，只好答应了。

E面子】2 mia『1 •z i ＜口〉圈粉末z 药～。

E面子工程】『T、 ia「1·zi gongcher】g 形象工程0

H号 mia『

[D丐视E mia『ishi ＜书〉［甜斜着眼看o

miao c 门l么）

哺 门iiao 颐声］形容猫叫的声音。

, 
miao （门以）

τ仕1 mi6o O （～儿）圃初生的种子植物，有
仁曰 时专指某些蔬菜的嫩茎或嫩H十：幼～｜青
～ l麦～儿｜豆～儿｜蒜～｜韭菜～｜问～｜补～。＠

事物显露出来的迹象．～头｜矿～。＠圈后

代2 ～裔｜他们家就这一根～儿。＠某些初生
的饲养的动物：鱼～｜猪～。＠疫苗＝牛症～｜
卡介～。＠（～儿）形状像茵的东西2 火～儿。
e <Miaoll割姓。
苗2 Miao 苗族：～绣

E苗床】 mi6ochu6ng 圈培育作物幼苗的场

所，有温床、冷床、露地苗床等。
E苗而不秀】 miao'erbuxiu 《论语·子罕》2 “茵［

而不秀者有矣夫！”只长了苗mi没有秀穗。比斗中

喻资质虽好，但是没有成就。也比喻虚有其主
表。专E

E苗剧】 miaoju ~J 苗族戏曲剧种，源于民间歌
舞，流行于湘西苗族聚居的地区。

E苗木J mi6omu ［旬培育的树木幼株。一般种
植在商圃!jI • ＇可以用种子繁殖，也可以用嫁接、

抨捅等方法取得。



I 906 I 「ni6o mi6o I 苗描鹊瞄抄吵吵秒森渺纱藐

E苗圃J miaop心目自培育苗木的园地。 I 位和高低：～靶子｜把枪口～侵略者。＠泛指
E苗情E miaoqing 南农作物幼茵生长的情况．｜ 对准：这个工厂～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多种规
今年小麦～很好。 I 格的产品。

E苗JLl miaor ＜方〉圈苗头：这事情有点儿～
了｜猪瘟刚露～就被控制住了。

E苗条） miao•tiao I国（女子身材）细民柔美。
E苗头） miao•tou I望略微显露的发展的趋势
或情况：注意抓事故～。

E苗绣E miaoxiu 圈苗族妇女制作的刺绣。
E苗裔J miaoyi ＜书〉［名！后代。
E苗猪E 『ni6ozh0 圈仔猪。
E苗子E miao· zi [EJ 0 ＜方〉苗1①。＠比喻继

承某种事业的年轻人：他是个好～，有培养前
途。＠〈方〉苗头。

E苗族】 Miaozu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贵州和云南、湖南、重庆、广西、四川、海南、湖

北。
描 miao 画＠照底样画（多指用薄纸蒙在

底样上画）：～花｜～图 1 ～张花儿样子。＠
在原来颜色淡或需要改iE的地方重复地涂抹：
～眉打鬓（打鬓：在脸颊抹粉后拍打使均匀）｜写

毛笔字，一笔是一笔，不要～。
E描主I】 mi6oh6ng 0 画儿童用毛笔蘸墨在红
筷子上描着写字：先～，后临姑。＠圈红模

子z 写一张～。

E描画E miaohua 画照底样或实物画，泛指画：

～鞋样子 i～山水｜～城市建设的蓝图。
E描绘E miaohui 画描画z 这些作品生动地～

了我国农村的新气象。
E描金J miaojln F副用金银粉在器物或墙、柱图
案上勾勒描画，作为装饰。

E描摹】 mi6om6 画＠照着底样写和画：～肖
像｜开始习字时只是对着字帖～。＠用语言文

字表现人或事物的形象、情状、特性等2 小说
和戏剧常常用对话～一个人的性格。

E恼述J mi6oshu 圈形象地叙述；描写叙述：

他生动地～了那件事的经过｜作品朴实地～了

农民的生活。
E描图） mi6o./tu （司在原因上覆盖透明或半透
明的纸，用绘图仪器照图样描绘墨线：～纸。

" 口1iαo （门l么）

和｜、 mi凸0 0 ＜方〉圈梢JL ；尖JL ：树～（树
'I./ 梢）｜针～（针尖儿）。＠〈书〉指年、月或四
季的末尾：岁～｜月～｜秋～。

月少 mi凸0 闺中医指腹部两侧，如二肋软
骨下方、儒骨上方的软组织部分。

i:t·• .... 一， mi凸0 （书〉＠原指一只眼睛
用；（特哇！、）瞎，后来也指两只眼睛瞎。＠渺
小，微小。
毛r, m的O E 计量单位名称。 a）时间，60 秒

τY 等于 1 分。 b ）弧或角， 60 秒等于 1 分。

c）经度或纬度，60 秒等于 1 分。

E衫、表J miaob的o 固体育运动、科学研究等常
用的一种计时表，测量的最小数值可达 1/5

秒、1I1 o 秒、 1 /50 秒、 1/100 秒、 1/1 （）（）（）秒

等。也叫跑表。
E秒差距】 mi凸ochaju I勤计量天体距离的长度
单位，1 秒差距等于3.262 光年，约 30 万亿千

米。

E秒杀E m1凸osha O到＠瞬间击杀，指在极短的
时间内击败对于（多用于网络游戏中）。＠泛
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价（在短时间内
就结束的优惠价）。

E秒针】『ni凸ozh岳n 圈钟表上指示“秽’的细针。

参看 1185 页I时针］ o

功~ miao O 见 906 页“渺飞＠用于人名。

习叼飞＠用于地名：～泉（在江苏）。 0 CMi凸o)

［望姓。

渺 凸＠形容水大z 浩
c••＂＇＊森）～。＠渺茫：～若烟云｜

～无人迹｜～无声息。＠渺小z ～不足道。
E渺茫E mi凸om6ng 棚。因遥远而模糊不清z

音信～。＠因没有把握而难以预期：前途～。

E渺然】『ni凸or6n E国渺茫，不见踪影z 音信～｜
踪迹～。

E描写E miaoxi岳 [Z;!j] 用语言文字等把事物的形 I l渺元人烟） m1凸owureny。n 迷茫一片，没有
- 象或客观的事实表现出来z ～风景！～人物的｜ 人家，形容十分荒凉：原野茫茫（

主I ~＇＂＇ l5动。
鹊… miao 川4 页I酬。

（隔）
瞄 mi6o lilDI m视力集中在~ ,\'?: _t_ ; i:t ¥A ' 

枪～得准。
E瞄准） mi6o;; zh归 （～儿）圈。射击时为使
子弹、炮弹打中）定目标，调整枪口、炮口的方

E渺小】 mi凸ox恼。［归微小：集体的力量是伟大

的，个人的力量是～的。
E渺远E miaoyu凸n 同“邀远”。

MtJ, mi凸o 见 1000 页I缭纱]o

绍!f（锄）
藐 m1凸0 0 小＝～小＠轻视；小看：言者

谆谆，听者～～（教诲的言辞恳切，而听的



人却不以为然）。

E藐视E miaoshi 画画轻视；小看：在战略上要～
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E藐1j'] mi凸oxi凸o 圈渺小。

邀 mi凸0 （书〉剧

E边远】 miaoyuan 回遥远z ～的古代｜～的蓝
夭。也作渺远。

、

miao c 门l么）

.J, r 、0 。回好；美妙z ～

冤扒”提砂）品｜～境｜～不可言｜这个办
法真～。＠回神奇；巧妙；精微z ～计｜～策｜

～用｜～算｜～诀｜微～ l～手回春｜莫名其～。＠
(Miao）~姓。

E妙笔】 miaobl i＝雹神妙的笔法或文笔z ～生
花。

肮＃笔生花】 miaobl-sh岳nghua 见 895 页【梦

笔生花)I,
E刻斗十E miaoji 圈巧妙的计策：锦囊～｜想了个

~ 。

四、诀E miaojue ~高妙的诀窍2 农业增产的
～在于科学种田 O
w、龄】 miaoling I组指青春时期（多指女子

的）：～女郎｜正值青春～。
E妙曼］ miaoman ＜书〉圈曼妙。
E妙趣］ miaoq1江南美妙的意趣：～天成。
E如趣横生］ miaoqu-hengsh岳ng 洋溢着美妙

意趣（多指语言、文章或美术品）。
E妙子】『niaosh凸u ~技艺高超的人：绝代～ l
～回春。

E妙手回春】 miaoshou-huichun 称赞医生医
道高明，能把垂危的病人治好。也说着Czhu6)

子成春。
肚L、药】 miaoyao 圈灵验的药2 灵丹～。

w、用】 miaoyong O 画巧妙地运用：他善于

～成语。＠圈奇妙的作用2 ～无穷。

E妙语］ miaoy心固有意味或动昕的言语：～

双关｜～惊人。
E妙语连珠】 miaoyu-lianzhu 形容精彩的话语

一句接着一句，好像珠子串在一起。
缸片召JL] miaozhaor 圈奇妙高超的招数。也
作妙着儿。

E妙着JL] miaozhaor O [=BJ 下棋时下出的奇妙
高超的着数。＠同“妙招儿”。

庙～ miao O 圈 l日时供奉祖宗神位
（周）的处所：宗～｜家～。＠圈供奉

藐邀妙庙缪包佯灭 I miao- mi自 I 901 I 

神佛或历史上有名人物的处所：寺～｜土地～｜
文～｜岳～｜山顶上有一座～。＠〈书〉指朝廷：
～堂｜廊～。＠圈庙会E 赶～G

U亩号－］ miaohao 圈我国封建时代，皇帝死后，

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如高祖、太宗
等。

U亩会］ miaohui l重设在寺庙里边或附近的集
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举行。

E庙堂］ miaotang 圈。庙字。＠〈书〉指朝

廷。

U亩字E miaoyu 圈庙②。

U亩主］ miaozhu 圈＠主持庙中事务的和尚

或道士。＠〈书〉指宗庙里的牌位。
U亩祝1 miaozhu 圈寺庙中管香火的人。

k期二 Miao I写姓。

移（缪）另见917 页 miu;925 页 m6uo

mie c 门l廿）

也1 mi岳〈方〉且斜①。

也2 mi岳〈方〉圆什么， 11&.~？ I 买～7
另见 956 页 Ni岳。

E包斜E mi岳· xie 画＠眼睛略眯而斜着看（多表

示瞧不起或不满意）＝他～着眼睛，眼角挂着讥消

的笑意。＠眼睛因困倦眯成一条缝：～的睡眼。
昨 mi岳阳形容羊叫的

（提啡、兴昨） 声音。

、

mie c 门l廿）

灭… mie 0 阐熄灭（时也hao ）”
（减）相对）：火～了｜灯～了。＠圈使

熄灭2 ～灯｜～火。＠淹没：～顶。＠灭亡3
消亡．自生自～｜物质不～。＠［边使不存在；
使消亡z ～蝇｜长自己的志气，～敌人的威风。

E灭此朝食E miecl-zhaoshi 消灭了敌人以后再

吃早饭（语本《左传·成公二年》2 “余姑剪灭此

而朝食”。“此”指敌人）。形容痛恨敌人，决心

立刻加以消灭。

E灭顶］ mie;;dlng ［：萄水漫过头顶，指淹死，多二二

用于比喻z ～之灾。 王噩F
E灭顶之灾］ miedlngzhlzai 指致命的灾祸。 -
E灭活】 miehu6 ［司通常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
杀灭细菌、病毒等的生物活性， l而保留其体内
的有用抗原等2 ～剂｜～疫苗。

E灭火E mie;;huo I到把火弄灭z ～沙！～器。

E灭火器E miehuoqi 圈消防用具，通常是在钢



9os I mi自－ min I 灭蔑箴蟆民

筒里面装着可以产生灭火气体、泡沫等的化学
物质，用时喷射到火焰根部或覆盖到燃烧物
上，使火熄灭。

E灭迹］ mie;; ji ［到消灭做坏事时留下的痕迹：

毁尸～｜销赃～o
E灭绝】 miejL』自画。完全灭亡z 濒临～。＠

完全丧失z ～人性。
E灭口】 mie;; kou E面害怕泄露秘密而害死知

道内情的人：杀人～。
E灭门l miemen ［到一家人都被杀害；一家人
全死光 z ～绝户｜～之祸。

E灭杀l miesha ~用药物杀死；消灭：～蚊蝇。
E灭失】 mieshl ［到法律上指物品因自然灾害、

被盗、遗失等原因不复存在。
E灭亡J miew6ng 圈（国家、种族等）不再存在

或使不存在：自取～。

E灭种J miezhong 圃＠消灭种族3 亡国～。

＠绝种＝这种动物巳濒临～。
E灭族E miezu 画古代的残酷刑罚，一人犯罪，
他的父母兄弟妻子等家族成员都一齐被杀。

蔑1 附叫叫～视 8 fm.3[;；没
有 3 ～以复加。

蔑2 山响见 1380 91:[¥5蔑］， 1380 

（麟）页［诬蔑］。
E蔑称J miech岳『19 0 画轻蔑地称呼。＠圈

轻蔑的称呼。

E蔑视l mieshi 圃轻视；小看：～困难！脸上流
露出～的神情。

蔑 mie 肘子劈成的薄片，也泛梆子或
高粱手干上劈下的皮：～席｜～匠。

E箴黄E miehu6ng 圈竹子的箴青以里的部分，
质地较脆O

C斐匠E mi自jiang [El 用竹箴制造器物的小子工

业者。
E蔑片】 miepian 圈。竹子劈成的薄片。＠
旧时称在豪富人家帮闲凑趣的人。

E蔑青E mieqlng ［组竹子的外皮，质地较韧。
眼条J mieti6o I写条状的箴，用来编制器物。

E蔑子l mie·zi [El 箴条；箴片z 竹～。

蟆 mie 见下。

主主颐朦J miemeng 盯书上指朦。

,, 
min c 门1'7 ) 

民 min 0 人民g 国泰才｜为～除害。＠
指某种人：藏～l 回～ i农～ 1渔～ i牧～｜居

～！侨～｜灾～。＠民间的z ～歌｜～谣。＠非

军人；非军事的z 拥军爱～｜～航 i ～用。＠
CMin）圈姓。

E民办】 minban 回属性词。群众集体创办的；

私人创办的z ～小学｜～企业。

E民变l minbian 圈旧时指人民群众对统治者
的反抗运动：～蜂起1激起～。

E民兵】 minblng [El 0 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
的人民武装组织。＠这种组织的成员。

E民不聊生】 minbuli6osh岳ng 人民没办法生

活：军阀混战，～O

E民财】 minc6i 圆百姓的钱财。

E民船l minchu6n 圈载客和运货的船；民用船

只。

E民调】 mindiao 圈民意调查z 电话～｜～显

示，公众对房价暴涨极为不满。
另见 909 页 minti6o 。

E民法】 minf凸圈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

（如债权、继承权等）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

财产关系（如劳动、婚姻、家庭等）的各种法律。

E民房l minf6ng 圈属于私人所有的住房3民

用住房。

E民愤】 minfen 遭人民大众的愤恨2 激起～｜

不杀不足以平～O
E民仄lJ minf岳『19 画社会上的风气g民间风尚：
～淳朴｜～强悍。

E民夫】 minfu 圈旧时称为官府、军队服劳役

的人。也作民伏。
E民伏J minfu 同“民夫”。

E民负】 minfu 画人民的负担：减轻～。
E民歌l ming岳圈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

曲，多不知作者姓名。

E民工】 mingong 圈。在政府动员或号召下

参加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
人。＠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

E民国】 Mingu6 圈指中华民国，我国近现代史

上的一个时期，从 1912 年起，到 1949 年止。

E民航J minh6ng 圈民用航空的简称z ～班

机。
E民间E minjian 圈。人民中问：～文学！～音

乐｜这个故事多少年来一直在～流传。＠人民
之间（指非官方的） ：～贸易｜～往来。

E民间文学】 minjian wenxue 在人民中间广

泛流传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问曲艺、歌谣等。

E民间艺术J minjian yishu 劳动人民直接创造

的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包括音
乐、舞阳、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等。

E民警E minjing 圈人民警察的简称。

E民居E min ju 圈民房z 江南～。



E民力】 min Ii 圈人民的财力：珍惜～。
E民命l minm)ng 圈人民的生命。

E民瘦］ minmo ＜书） ['8.J 人民的疾苦。
E民女】 minnu f苟百姓家的女子。
E民品］ minpTn 圈民用物品（区别于“军品”）。

E民企］ minqT 圈民营企业的简称。

E民气E minqi 圈人民对关系国家、民族安危

存亡的重大局势所表现的意志g ～旺盛。
E民情l minqing [BJ 0 人民的生产活动、风俗

习惯等情况2 熟悉～。＠指人民的心情、愿望

等：体恤～。
E民权l minqu6n ［每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权
利。

E民权主义】 minquan zh心yi 三民主义的一个

组成部分。参看 1123 页I三民主义］。
E民生】 minsh岳ng [BJ 人民的生汁：国计～｜～

凋敝。
E民生主义】 minsh岳ng zh心y）三民主义的一个

组成部分。参看 1123 页i三民主义）｜。
E民事E minsh）晴属性词。有关民法的z ～权
利｜～诉讼。

E民事案件】 minsh) anjian 有关民事纠纷或争
议的案件。如财产权益案件、婚姻家庭案件
等。

E民事法庭】 minsh) f凸ting 负责审理民事案件

的法庭。简称民庭。
E民事权利］ minshl quanli 民法上所规定的权

利，如财产权和人身权等。
E民事诉讼】 minsh) susong 关于民事案件的

诉讼。
E民事责任】 minsh) zeren 违反民法所必须承

担的法律责任。
E民俗l minsu 圈民间的风俗习惯：考察～。
E民俗学l minsuxue ［~J 以民间风俗、传说、口
头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E民宿l minsu ['8] 依托民宅修建的小型旅馆。
E民调］ minti6o ［副民事调解：～员｜社区～治
安委员会。
另见 908 页 mindiao"

E民庭E minting 圈民事法庭的简称。
E民团l mintuan 圈旧时地主豪绅组织的地方

武装。
E民校】 minxiao l量＠成年人利用闲暇时间
学习文化的学校。＠民间开办的学校。

E民心］ minxln 圈人民共同的心意：深得～｜
～所向。

Z民选l minxuan 画由人民群众选举2 ～代
表。

E民谚l minyan 圈民间谚语，如“人不可貌

民 町11 「1 909 

相，海水不可斗量气“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4心”。

E民谣E minyao 圈民间歌谣，多指与时事政治

有关的。

E民意】 miny）南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z ～

测验｜～不可侮。
E民意测验l miny) ceyan 通过一定方法和步

骤，了解公众对时下各种特定问题的看法和意
见。广泛用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

E民营】 minying E国属性词。人民群众投资经

营的；私人经营的：～企业。
E民营经济l minying jlngji 国有经济以外的集

体经济、合作经济、民间持股的股份制经济、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经济成分的统称。

E民营企业l minying qTye 广义指除国家和政
府经营的各种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狭义指个
体和私营企业。简称民企o

E民用】 minyong 圈属性词。人民生活所使用

的：～航空｜～建筑｜～五金器材。

E民怨】 minyuan 圈人民群众的怨恨z ～沸

腾。
E民乐E minyue [BJ 指我国的民族音乐；民族器

乐：～队 i～合奏。
E民运】1 minyun 圈。有关人民生活物资的

运输工作。＠民营的运输业。
E民运］2 minyun ［每指民众运动＝～工作｜～干
事。

E民贼】 minzei 圈对国家和人民犯了严重罪

行的人z 独夫～O

E民宅l minzhai [BJ 民居；民房。

E民政l minzheng 圈国内行政事务的一部分，

在我国，民政包括民间组织管理、优抚安置、救
灾救济、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行政区划、地名
和边界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等。

E民脂民膏l minzhl mingao 指人民用血汗换

来的财富。
E民智】 minzh) ［每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具有

的文化知识z 开发～｜～渐开。

E民众】 minzhong [BJ 人民大众：唤起～。

E民主E minzhu O 圈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
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
见的权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人＝二
民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必须遵守社会主矗
主义的法制。参看 910 页【民主集中帘tl ］。＠王三三

回合于民主原则2 作风～ i～办厂。
E民主党派】 minzh心 d凸ngpai 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参加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政党的统
称。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
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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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 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参看 1123 页【三民
自治问盟等。 | 主义L

E民主改革】 minzhu g凸ige 废除封建制度、建 I c民族资本l minzu zlb岳n 殖民地、半殖民地或

立民主制度的各项社会改革，包括土地制度的｜ 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
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管理的民主 I c民族资产阶级l minzu zlch创 l同i 殖民地、

化，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奴解放、奴隶｜ 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新独立国家里的中等资
解放等。 | 产阶级。

E民主革命E minzh心 geming 以反封建为目的

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我国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E民主集中制E minzh心 jizhongzhi 在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
度。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社会
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

E民族l minzu 圈＠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
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z 中华～。

＠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人的共同体＝我国有 56 个～。
E民族共同语l minzu gongt6ngy心一个民族
共同使用的语言。现在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

就是普通话。
E民族区域自治】 minzu quyu zizhi 中国共产
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结合我国只体情况而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

基本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各少数民族以自己
的聚居区域的大小不同而建立自治区、自治州

和自治县等自治机关，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除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外，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E民族体育l minzu tTyu 各民族带有显著民俗
特点的体育活动。如蒙古族的赛马、朝鲜族的

荡秋千等。
E民族乡l minzuxiang 固我国在少数民族聚

居区建立的相当于乡的基层行政单位。
E民族形式E minzu xingshi 一个民族所独有，

为本民族人民大众所习惯I厅爱好的表现形式
（多指文学艺术方面〉。

E民族学l minzuxue ［萄以氏族、部落、部族、民
族等人们的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E民族英雄l minzu ylngxi6ng 捍卫本民族的
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

三三主 表现无比英勇的人。

主E E民族运动】 minzu yundong 为反对民族压
迫，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E民族主义E minzu zh心yi 0 资产阶级对于民

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JL和民族解放的

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三

玫 min ＜书〉同‘‘
rλ、另见 1374 页 wen 。

民 min [lf2l 庄稼生长期较长，成熟期较晚z
～高粱｜黄谷子比白谷子～。

曼 min 带。秋天＠天空：苍～

E主是天E mintian 〈书〉［到＠秋天。＠泛指天。

由民 Min 由民山，山名，在四儿甘肃交界的地
ν＂方。由民江，水名，在四川｜。由民县，地名，在甘

肃。
飞》• min 〈书〉勉力。

屯＂

珉（唱、：n昏） min 
〈书〉像玉的石头。

I.Ii!, • min 〈书〉＠穿铜钱用的
4冒（辑、古昏）绳子。＠画用于成串的
铜钱，每串一千文：钱三百～。

" min c 门117 ) 

皿 min 见 1035 页［器皿1。

已ζI __ min 0 ＜书〉同“悯”。 8 (Min) 

冈（阂）圈姓。
报1 min 画用小刷子翩翩抹（头发等）：

～了～头发。

报2 min 圈＠（嘴、耳朵翅膀等）稍稍合
拢叫自E敛·～着嘴笑 i 小兔子跑着跑着，忽

然两耳向后一～，站住了｜水鸟儿一～翅膀，钻入

水中。＠嘴唇轻轻地沾一下碗或杯子，略微喝

一点JL ：～了一口酒。

E报子】 mTn•zi 1'8J 妇女梳头时抹油等用的小刷

子。也作筷子。

电（瞌）现在飞mi an" 
E邑勉】 minmian ＜书〉圈努力；勉力 z ～从事。

也作侥倪。

泯 min 消灭；丧失： ~;Kl～没 i时～

E泯灭】 mTnmie 画。f;迹、印象等）消灭z 这几

部影片给人留下了难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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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泯没］ minmδ 富国（形迹、功绩等）消灭；消失 z

烈士的功绩是不会～的。
已.:r:t Min 0 闽江. ；］＜名，在福建。＠

l!Iq （罔）圈福建的别称。＠圈姓。
E闽菜】『nincai I割福建风昧的菜肴。

E闽剧E min ju 圈福建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
于该省东北部。也叫福州戏。

E闽i吾】 miny心（名］汉语方言之 ，分布在福建、
台湾、海南和广东东部一带。

俑（倔） min 见下。
E俑倪］ minmi凸n 同“毡勉”。

悯～ min 0 怜悯2 其情可～。＠
（惘）〈书〉忧愁g ～然涕下。

E悯惜】 minxl （书〉睛］怜惜。

E例恤】 minxu ＜书〉画怜悯：～孤儿。

健 min 竹箴

E筒子］ min•zi 同“报子”。

敏 min 0 陆敏捷2 ～感 I Yi. ~o O 聪
明；fJL警：聪～｜机～。 e cMin>r每姓。

E敏感］ mingon ［回＠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外界
事物反应很’快：有些动物对天气的变化非常

～｜他是一个～的人，接受新事物很快。＠易
于引起反应的＝征地拆迁是个～问题。

E敏慧］ minhui I国聪明，有智慧：～的姑娘。
E敏捷E minjie llf?I c动作、思路等）迅速而灵敏：
行动～｜思维～o

E敏锐】 minrui f蚓（感觉）灵敏；（眼光）尖锐：思
想、～｜目光～！～的洞察力。
心目 min 古代溢号用字，如《史记》记载有鲁

1 目滑公（《春秋对乍鲁闵公）。

曾 min ＜书〉强横。
（：民生）

目Ir min ＜书〉同“悯”。

~（哺）
在掐俗 min < t5＞聪明敏捷。
d巳ρ

鳖一 min 0 酬。＠阳指锐。
（繁）

,, 
ming （门IL)

名 ming 0 ←耐名字；名称z 人～｜书
～｜命～｜报～｜给他起个～儿。＠国］名字

叫作z 这位女英雄姓刘～胡兰。＠名义·你不
该以出差为～，到处游山玩水。。名声3名誉：

出～｜有～ 1世界闻～。＠出名的；有名声的：

～医｜～著｜～画｜～山。＠〈书〉说出；描述：
英～其妙 l不可～状。＠〈书〉占有：一文不
～｜不～一钱。＠［羁 a）用于人：二百多～工作

人员 l录取新生四十～。 b）用于名次：第三～。
0 (Ming）固姓。

E名不符实E mingbufushi 名不副实。

E名不副实E mingbufushi 名称或名声与实际

不相符3有名无实。也说名不符实。

E名不虚传E mingbuxuchu6n 确实很好，不是

空有虚名。
E名册】 mingce I割登记姓名的簿子。

E名产l mingch凸『1 圈著名的产品z 织锦是我

国杭州的～o
E名称E mingch岳ng ［组事物或组织机构的名

字、称呼。

E名岳~l mingchu 固有名的厨师：会集各地～。
E名垂干古】 mingchuiqiang心好的名声永远流

传。也说名委千秋。
E名垂千秋l mingchuiqianqiu 名垂千古。

E名垂青史］ mingchuiqlngshi 好的名声和事

迹载入史籍永远流传。
E名词l mingci 厦JO 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
如“人、牛、水、友谊、团体、今天、中问
；子”。＠（～儿）术语或近似术语的字眼（不限

于i吾法t的名I司） ：化学～｜新～儿。＠表达三
段论法结构中的概念的词。

E名次】 mingci l每依照一定标准排列的姓名

或名称的次序g 比赛中他成绩较好，所以～也

靠前。
E名刺E mingci ＜书〉圈名片。
E名存实亡l mingcun-shiw6ng 名义上还有，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E名单】 mingdan ＜－儿〉圈记录人名的单子，也

指记录单位－名、商品名等的单子＝开列～l受奖
人～o

E名额］ ming’岳［割人员的数额．～有限，报名

从迷。

E名分E mingfen 圈指人的名义、身份和地位2

正～O

E名符其实】 mingfuqishi 名副其实。
E名副其实E mingfuqishi 名称或名声与实际
相符合。也说名符其实。

E名贵l minggui 庄园著名而且珍贵z ～的字副主匿
鹿茸、康香等都是～的药材。 三E

E名号E minghao 圈。名字和l别号。＠名

称；称号z百年老店的～｜墓主人有诸侯王的～。
E名词E minghul ［苞旧时指尊长或所尊敬的人
的名字。

E名迹E mingji 国＠著名的占迹。＠名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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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迹。＠〈书〉声誉功业。

E名家］1 Mingjia f望先秦时期以辩论“名气概
念）“实气事实）关系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

别，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家的特点是用比
较严格的推理形式来辩论问题，但有时流于诡
辩。它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E名家r ming闽南在某种学术或技能方面有
特殊贡献的著名人物。

E名缰利锁l mingjiang-lisL』凸名和利像缰绳和

锁链，会把人束缚住。
E名教】 mingjiao 啤］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儒
家的教训为准则的道德观念，曾在思想上起过
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E名节E mingjie 函！名誉和节操z 保全～。

E名句E mingju l每著名的句子或词组：千古传

诵的～O

E名角l mingjue C～JL）［雹著名的演员（多指戏
曲演员） 0

E名款E mingkuan IBJ 书画上题的作者姓名 z

这幅古画没有～，需请专家考证。

E名和lj] mingli 圈指个人的名位和利益：不求

～｜～双收。
E名利场l minglich凸ng 圈指世人争名i奎利的

场所。
E名列前茅】『ninglieqianmao 名次列在前面

（前茅2春秋时代楚国行军，有人拿着茅当旗子

走在队伍的前面）。

E名伶】 mingling IBl 旧时称著名的戏曲演员 2

一代～。
E名流E mingliu 圈著名的人士（多指学术界、

政治界的）：社会～｜学界～。

E名录E minglu 圈登记人名或其他事物名称

的簿子；名册。
E名落孙ilJl mingluosunshan 宋代人孙山考

中了末一名回家，有人向他打昕自己的儿子考
中了没有，孙山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

在孙山外。”（见于宋范公儒《过庭录》）后来用

“名落列山”指应考不中或选拔时落选（含委婉

意）。
E名门l mingmen 圈指有声望的人家z ～贵

族｜～闺秀。

E名模】 mingm6 圈著名的时装模特儿z 超级

主~ 0 

三三~ ［名目E mingmu 

多。

画事物的名称：巧立～｜～繁

E名牌】 mingpai 圈。（～JL）出名的牌子：～

货｜～商品｜～大学。＠写着人名的牌子，标明

物品名称等的牌子：席位上摆放着代表们的
~ 。

E名篇E mingpian 函著名的文章作品。

E名片l mingpian c～儿）圈交际时所用的向人

介绍自己的卡片，上面印着自己的姓名、职务、

联系方式等。天坛是北京的一张城市～。
E名票E mingpiao ［刽有名气的票友。
E名品l mingpin 强有名的产品、物品、作品等。

E名气l ming•qi r组名声：小有～｜他是一位很

有～的医生。
E名签E mingqian 画会议、宴会等场合放置在
座位上写有就座人姓名的标签，用来引导就
座。

E名人】 mingren 画著名的人物3 文化～｜～墨

迹。
E名人效应】『ningren xiaoying 名人在社会上

产生的影响力。

E名山】 mingshan 圈著名的大山：～大）ii 。
E名 ilJ事业l mingshan-shiye 《史记·太史公自

序，》J‘藏之名山，副在京师，f矣后世圣人君子。”
后来称著书立说为“名山事业”。

E名声l mingsheng 圈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2

好～ l～很坏｜～在外。
E名胜】 mingsh岳ng 画有古迹或优美风景的著

名的地方：游览～｜～古迹。
E名师】 mingshl IBl 有名的教师或师傅z ～出

高徒。

E名士l mingshi ［道＠旧时指以诗文等著称的
人。＠旧时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宫的人。

E名氏】 mingshi 圈姓名。

E名手E mingshou c～儿）函因文笔、技艺等高

超而著名的人：国术～。

E名数l mingshu 圈带有单位名称的数，如 3

千克、5 本、4分 20 秒等。

E名宿】 mingsu l萄出名的老前辈z 武林～ 1教
育界的～。

E名堂l ming•tang 圈＠花样；名目·联欢会

上～真多，又有舞蹈，又有杂耍。＠成就；结

果＝依靠群众一定会搞出～来的！跟他讨论了

半天，也没讨论出个～来。＠道理；内容z 真不
简单，这里面还有～呢。

E名帖l mingti岳阁名片。

E名望E mingwang 画好的名声；声望E ～

高｜张大夫医术高明，在这一带很有～。

E名位】 mingwei ［名l 名声和地位z 埋头苦干，

不计～。
E名物E mingwu ［名］事物及其名称。
E名 r] mingxia ［画某人名义之下，指属于某
人或跟某人有关：今天下午的活儿是小李替我

干的，工作量不能记在我的～｜这事怎么搞到我
～来了？



E名衔】 mingxian 圈头衔。

E名学E mingxue I组逻辑学的旧称。
E名言E mingyan ~著名的话z 至理～。

E名医】 mingyi ~因医术高明而出名的医生。

E名义】 mingyi ：割。做某事时用来作为依据
的名称或称号：这件事是以我个人的～做的，
与其他人无关。＠表面；形式（后而多带“上”

字）：她～上是总管，实际上却什么都不管。
E名义工资】 mingyi gongzi 以货币数量表示

的工资。名义工资不能确切反映出工资的实
际水平．因为名义工资不变，实际工资可以因
物价的涨跌而降低或上升。参看 1185 页［实
际工资l 0 

E名优）1 mingyou ~名伶：一代～。
E名优］2 mingyou ［但属性词。有名的，高质量
的（商品），～产品。

E名誉】 mingyu O ~雪名声2 爱惜～。＠回属
性词。名义上的（多指赠给的名义，含尊重
意） ：～会员｜～主席。

E名援J mingyuan ＜书〉固有名的美女，也指
名门闺秀。

E名章E mingzhang 圈刻着人名的图章。
E名正言顺J mingzheng-yanshun 名义正当，

道理也讲得通（语本《论语·子路》2“名不正，则
言不顺；言不川i页，则事不成”）。

E名著】 mingzhu 圈有价值的出名著作：文学
～1世界～o

E名状E mingzhuang 画形容；描述（多用在否

定词后面）：兴奋之情，不可～。
E名字］ ming•zi 圈＠一个或几个字，跟姓合在

一起，用来代表一个人，区别于别的人：他现
在的～是上学时老师给起的。＠一个或几个
字，用来代表一种事物，区别于别种事物2 这
村子的～叫张各庄。

E名嘴E mingzul I苞指以口才著称的节目主持
人、演讲家、律师等。

E名作E mingzuo !Bl 有名的作品 2 名家～｜书
画～。

日FJ1 ming 0 ~亮（时’相对，下随即：
y:J ～月 l天～！灯火通～。＠圆明白；清楚：
问～｜讲～｜分～｜去向不～。＠公开g显露在

外；不隐蔽：～说｜～令｜～沟｜～枪易躲，暗箭难
防。。 H＆力好；眼光正确；对事物现象看得清：
聪～｜英～｜精～强干！耳聪目～｜眼～手快。＠
光明·弃暗投～ 1～人不做暗事。＠视觉z 双
目失～。＠懂得；了解：深～大义｜不～利害。

＠〈书〉表明；显示：开宗～义｜赋诗～志。。
圆明明：你～知道他不会，干吗还要为难他

呀？

名明 l ming I 913 」

日日 2 ming 次于今年、今天的～天！～晨｜～
./.J 年｜～春巳
日 3 Ming 睛。朝代，公元 136白 1 山，

/1 朱元璋所建。先定都南京，永乐年间迁
都北京。＠姓。

E明白E ming• bai 0 [ffil 内容、意思等使人容易

了解；清楚；明确：他讲得十分～。 81Ml 公开

的；不含糊的：有意见就～提出来。－~聪
明，懂道理：他是个～人，不用多说就知道。。

明知道；了解3 ～其中的奥妙。

E明摆着J mingbai•zhe OOiJ 明显地摆在眼前，容

易看得清楚：道理～，用不着解释｜～有困难，

他还是硬把这活儿揽下来了。
E明辨是非E mingbian shif岳l 把是非分清楚。

E明察J mingcha R副清楚地看到 z ～秋毫｜～其

奸。
E明察暗访J mingcha-anf凸『19 明里观察，暗里

询问了解（情况等）。
E明察秋毫J mingcha叩uhao 形容为人非常

精明，任何小问题都看得很清楚（秋毫z秋天鸟
兽身上新长的细毛，比喻微小的事物）。

E明畅J mingchang 圈（语言、文字等）明白流

畅：行文～，寓意深远。

E明澈E mingche IMJ 明亮而清澈：一双～的 l!t

睛｜池水～如镜。
E明处E mingchu ~ 0 明亮的地方；有光亮的
地方z 拿到～－看，才知道是张地图。＠公开
的场合：有话说在～。

E明达J mingda O 画l 对事王里有明确透彻的认

识z ～事理。－~国通达2 ～公正。
E明灯E mingd岳ng 圈比喻指引群众朝光明正

确方向前进的人或事物：指路～。

E明兜E mingdou !Bl 贴兜。
E明断E mingduan r且明确地辨别案件或纠纷

的是非，做出公正的判决或判断。

E明矶】 mingfan 白色1 元机化合物，含有结晶
水的硫酸饵和硫酸铝复盐，化学式
KAlCSC), )2•12H, ()o元色晶体，水溶液有涩

味。用来制皮革、造纸等。也可做媒染剂和净
7］＜剂，医药上用作收敛剂。通称臼矶D

E明沟E minggou ！名l 露天的排水沟c 也叫阳

沟。 牛二二
E明后天J ming-houtian r每时间词。明天或主量三
后天：他～来。 主二二

E明黄J minghuang IMJ 纯正鲜亮的黄色。

E明晃晃E minghuanghuang C ～的）圈状态

词。光亮闪烁：～的马刀｜他的胸前～地挂满

了奖章。

E明慧J minghui ＜书〉圈聪明 s聪慧。



I 914 I 时吨 ｜明

E明火】 minghuo O ［萄古代用铜镜等映日聚
光所取的火。－~有火焰的火（区别于“暗

火”）。＠［面指点着火把（抢劫）：～抢劫。
E明火执仗］ minghL』凸－zhizhang 点着火把，拿

着武器，公开活动（多指抢劫）。

E明间］ mingjian (~ JL) iEJ 相连的几间屋子中
直接跟外面相通的房间。

E明鉴］ mingjian O 圆明镜。＠圈指可为借
鉴的明显的前例。＠圆明察，旧时常用来称
颂人见识高明。

E明教】 mingjiao 圈敬辞，高明的指教（多用于

书信）·敬聆～。
E明旅］ mingjlng 同“铭施”。

E明净］ mingjing 圆明亮而洁净2 ～的橱窗｜

湖水～｜北京秋天的天空分外～。
E明镜］ mingjing 圈明亮的镜子：湖水清澈，

犹如～。
E明镜高悬E mingjing gaoxuan 传说秦始皇有

一面镜子，能照见人心的善恶（见于东晋葛洪
《西京杂记训，后来用“明镜高悬”比喻法官判

案公正严明。也说秦镜高悬。
E明快】 mingkuai ［鹦＠（语言、文字等）明白通

畅才4晦涩不呆板2 笔法～。＠性格开朗直

爽g办事有决断z 她为人～达观，工作起来雷厉

风行。

E明来暗往］ minglai-anw凸ng 公开或暗地里

来往，形容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多含贬义）。
E明朗E ming I凸ng 圈。光线充足（多指室外）．

那天晚上的月色格外～｜初秋的夭气是这样～

清新。＠明显；清晰：态度～｜听了报告．他的
心里～了。＠光明磊落；开朗②；爽快：性格

～｜这些作品都具有～的风格。

E明里】 ming•li 圆明处② 2 ～支持，暗里反对。

E明理】 mingli O 圆明白道理：读书～｜他是

个～的人。＠（～儿）圆明显的道理： ι不用

细讲。
E明jjf.I] mingli 圈（景物）明净美丽z 山） lj ～｜阳

光～。
E明亮】 mingliang 晤。光线充足：灯光～｜打

开窗户，屋子就会～些。＠发亮的：小姑娘有

一双～的眼睛。＠明白；清楚：听了这番解释，

三莘莘 老张心里～了。

三三言 E明了】 ming II凸0 0 自主］清楚地知道或懂得．

你的意思我～，就这样办吧！｜不～实际情况就

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清晰；明白：简单
~ 。

E明令］ mingling ［苟明文宣布的命令：～禁
止｜～实施。

E明码］ mingma 圈。公开通用的电码（区别

于“密码”） ：～电报。＠商业｝二指公开标明的

价格z ～标价1～售货。
E明媒正娶］ mingm自1-zhengq心旧时指有媒人

说合，按传统结婚仪式迎娶的婚姻。
E明媚］ mingmei 睛。（景物）鲜明口I爱z 春光

～｜河山～。＠（眼目击）明亮动人。

E明面】『ningmian （～儿）睛！表面g明处：他～

上是说儿子，其实是说给别人听的｜把问题摆到

～上倒好解决些。
E明灭】 mingmie ［到时隐时现；忽明忽暗z 星

光～。

E明明】 mingming r副表示显然如此或确实（下

文意思往往转折）：这话～是他说的，怎么转眼

就不认账了？

E明眸］ mingm6u 圈明亮的眼睛：～哈齿。
E明眸自告齿】 mingm6u haochi 明亮的眼睛，洁
白的牙齿。形容女子的美貌。

［~Jl3 fl张ijlJ] mingmu-zhangd制形容公开地、

无所顾忌地做坏事。

E明年】 mingnian I组时间词。今年的下一年。
E明盘E mingpan （～儿）圈商业用语，指买卖双
方在市’场上公开议定的价格。

E明器】 mingqi 圈古代陪葬的器物。最初的
明器是死者生前用的器物，后来多为陶士、木

头等仿制的模型。也作冥器。
E明前】 mingqian f翠绿茶的一种，用清明前采

摘的细嫩芽尖制成。
E明枪暗箭】 mingqiang-anjian 比喻公开的和

隐蔽的攻击。
E明抢］ min凹陷ng 画公然抢劫z ～暗偷｜～明

夺。
E明渠】 mingq白［萄露在地面上的渠道。

E明确E mingque 0 I理清晰明白而确定不移z

目的～卜，表示态度｜大家～分工，各有专责。

8l~ 使清晰明白而确定不移2 这次会议～了

我们的方针任务。

E明JL] mingr ＜口〉因时间词。＠明天①z ～

见｜他～一早就动身。也说明儿个（ mingr
•g肘。＠明天②：～你长大了，也学开飞机。

E明人】 mingren 强＠眼睛能看见东西的人

（对“盲人”而言）。＠指心地光明的人：～不

做暗事。
E明日］ mingri l组时间词。明天。
E明日黄花E mingri huanghua 苏轼《九日次韵

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

愁。”原指意阳节一过，赏菊的节令就过去了．

菊花日渐枯萎，没什么好玩赏的了。后来用
“明日黄花”比喻已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已



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
E明锐l mingrui ［噩＠明亮而锐利z 目光～｜～
的刀锋。＠〈书〉聪明机敏＝性～，有决断。

E明闪闪】 mingshanshan （～的）圈状态词。

形容闪烁发光z ～的灯光。
E明示E mingshi 圆明确地指示；明白地表示z

～后学｜敬请～o

E明室l mingshi IBJ 可直接从室外采光的房

间。
E明誓l ming;;shi 圈盟誓①。

E明说】 mingshuo 画画明白说出：这事不便于
～｜话里虽没～，心里却有想法。

E明堂】 mingt6ng 圈。古代帝王宣明政教、
举行典礼等活动的地方。＠〈方〉打日两粮食的

场地。＠〈方〉院子。
E明天E mingtian 函时间词。＠今天的下一

夭。＠不远的将来．展望美好的～。
E明文l mingwen 圆明确的文字记载；公开发

布的文件（多指法令、规章等）：～规定。
E明晰l mingxT 圈清楚；不模糊：雾散了，远处
的村庄越来越～了 1现在他对全部操作过程有
了一个～的印象。

E明细】 mingxi F荫明确而详细 z 分工～o
E明虾】 mingxia 圈对虾。
E明显E mingxian I殖清楚地跟露出来，容易让

人看出或感觉到：字迹～｜目标～。
E明线E mingxian ［氢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或
事件发展所直接呈现出来的线索。

E明晓E mingxi凸0 ~主］明白④；通晓：～音律。
E明效大验J mingxiao-dayan 很显著的效验。
E明信片E mingxinpian IBJ 专供写信用的硬纸
片，邮寄－时不用信封。也指用明信片写成的

信。
E明星E mingxlng 圈＠古书上指金星。＠称
有名的演员、运动员等z 电影～｜足球～｜交际

。

E明修楼道，暗度陈仓】 mingxiu-zhandao. an
du-chencang 公元前 206 年，刘邦攻下咸
阳，被项羽封为汉王，带着人马到南郑去，途中
烧毁了钱道。不久绕道北上，在陈仓（今陕西
宝鸡东）打败秦将章郁的军队，回到咸阳（见子
《史记·离祖本纪》）。小说家把这段历史演义
为“明修校道，暗度防、仓”，后借指用假象迷惑
对方以达到某种目的。

E明眼人】 mingy凸nren 圈对事物观察得很清

楚的人；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这一套是蒙

人的。

E明艳l mingyan 圃鲜明艳丽；明丽：风光～［

!JR.饰～ l～的石榴花。

些些」 ming L 91s J 

E明油l mingy6u E亘在烹调好的菜肴上浇的

油。
E明喻E mingyu ［写比喻的→种，明显地用另外

的事物来比拟某事物，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似关

系。常用“如、像、似、好像、像……似的、如同、
好比”等比喻词，如“此时心情，正像这元水的
枯井”。

E明杖J mingzhang 圈指盲人用来探路的手

杖。

E明朝E mingzhao ＜方〉圈明天。
E明哲保身】 mingzhe-b凸oshen 原指明智的人

不参与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现在指因怕
犯错误或有损自己利益而对原则性问题不置
可否的处世态度。

E明争暗斗J mingzh岳ng andou 明里暗里都在
进行争斗。

E明正典开tll mingzheng-dianxing 依照法律公
开治罪，多指处以极刑。

E明证】 mingzheng IEJ 明显的证据。

E明知】『ningzhT 圆明明知道：～故问｜～故

犯｜你～他不愿意参加，为什么又去约他？

E明志E mingzhi ［动］表明志向：淡泊～｜这首诗

是借菊花～。
E明治E Mingzhi 国日本明治天皇年号（公元

1868- 1912 ）。

E明智】 mingzhi ~翻懂事理$有远见；想得周到 z

决策～ l～的举动。
E明珠J mingzhu IE 比喻珍爱的人或美好的事
物：掌上～。

E明珠暗投】『ningzhu-ant6u 比喻怀才不遇或

好人失足参加坏集团，也泛指珍贵的东西得不
到赏识。

E明子】 ming·zi IBJ 松明。

n白 ι min口。圃（鸟兽或昆虫）叫 2 鸟
H弓（喝）～｜品～｜虫～。－~发出声音p
使发出声音：耳～｜雷～｜自～钟｜孤掌难～｜礼
炮齐～｜～鼓｜～锣开道。＠表达；发表（情感、
意见、主张） ：～谢｜～冤｜～不平 1 百家争～。＠
(Ming）圈姓。

E鸣鞭】 mingbian O 画挥动鞭子使发出响声2

～走马。 8 ［亘古代皇帝仪仗巾的一种，鞭形，

挥动发出响声，使人肃静。也叫静鞭。 二－
E鸣笛E ming;;di ［副为引起注意而拉汽笛、按草草
汽车喇叭等z ～致意 l禁止车辆～。 三三三

E口鸟铺E mingdi ［：鱼古代一种射出时带响声的
箭。

E鸣鼓而攻之】 ming g心在r gong zhT 指公开宣
布罪状，加以声讨（语出《论语·先进》）。

E鸣叫J mingjiao l到（鸟、昆虫等）叫：炼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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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
E鸣金E mingjln 画敲锣，古代作战时作为收兵
的信号：～收兵。全国篮球赛昨日～。

E鸣锣开道J minglu6-kaidao 封建官吏出行
时，前面有人敲锣要行人让路。现比喻为某事
物的出现制造舆论。

E鸣禽） mingqin 圈鸟的一类，叫声悦耳，如伯

劳、画眉、黄鹏等。

E鸣谢J mingxie 圈表示谢意（多指公开表

示） ：～启事｜登报～。

E鸣冤） mingyuan 国喊叫冤屈z 击鼓～｜～叫

屈。
E鸣喘） mingzhuan E司（鸟）婉转地鸣叫 z 黄莺
～｜云雀～着冲向天空。

若 ming 原指茶树的嫩芽或某种茶叶，现泛
指喝的茶z 香～｜品～。

洛 Ming 棚，水名，在河北。

冥 ing 0 昏暗z 幽～｜晦
了宾、养冥）～08 深奥；深沉z ～

思！～想。＠糊涂z愚昧z ～昧｜～顽。＠迷信
的人称人死后进入的世界；阴间 2 ～府。

C主暗） ming ’ an f用昏暗z 日落西山，天渐～。

E冥钞E mingchao 圈民间指给死者烧的假钞
亘圣王
刃亏。

E府E ming伯国迷信的人指人死后鬼魂所

在的地方。

E莲茫） mingmang ＜书〉［回苍茫；迷茫 z 夜色

～。也作溟茫。
E冥蒙E mingmeng 同“溟蒙”。

E冥冥） mingming （书〉＠圈昏暗2 暮色～。

＠圈愚昧无知；昏砾。＠圃渺茫；高远z 鸿

飞～。＠圈指阴间。
E冥器E mingqi 同“明器”。

E冥寿E mingshou 圈指已经死去的人的寿辰。
E冥思苦索E mingsl-kusu凸苦思冥想。
E冥思苦想E mingsl-1心x的ng 见 754 页 I苦思
冥想L

E冥顽） mingwan ＜书〉圈昏庸顽钝z ～不灵。
E冥王星】 mingwangxlng IEl 太阳系的矮行星
之一，公转周期约为 248 年，自转周期约6.4

天。
三董事三岳王想、） mingxi凸ng 画深沉地思索和想象：苦
三三雪 思～｜歌声把我们带到对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

的～中去了。
E主衣E mingyl IEl 民间指给死者烧的纸衣。

铭 u min口如翩翩等上面记
（铭）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大多铸成

或刻成）；鞭策、勉励自己的文字（写出或刻

出） ：墓志～｜砚～ i座右～。＠在器物上刻字，

表示纪念，也比喻深刻记住：～功｜～心！～肌
缕骨（形容感恩极深）｜～诸肺腑（比喻永记不
忘）。 8 (Ming）固姓。

E铭感】『ningg凸n （书〉圈深

刻地记在心中，感激不忘＝大
家对我如此关心和照顾，使我

终身～O
E铭记】 mingji 0 画深深地记
在心里：～教诲。＠圈铭文。

E铭施） mingjlng IEl 1日时竖在

灵板前标志死者官衔和姓名
的长幡。也作明施。

E铭刻） mingke O I望铸在器
物上面或刻在器物、碑喝等上

面的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
字：古代～。＠圈铭记①：

沉痛的教训l～在心中。
E铭牌J mingpai IEl 装在机

器、仪表、机动车等上面的标

铭旋

牌，上面标有名称、型号、性能、规格及出厂日
期、制造者等字样。

E铭文） mingwen I萄器物、碑喝等上面的文字

（大多铸成或刻成） ：铜器～。
E铭心E mingxln 画刻在心上，形容感念很深，

永远不忘z 刻骨～o
E铭心刻骨） mingxln-keg心见 740 页1刻骨铭

心lo
宾 ming 见下

另见 900 页 mio

E宾英E mingjia IEl 古代传说中一种象征祥瑞
的草。

导仨＂｛ ming 〈书〉海 z 东～｜北～。
b，、

E溟茫） mingmang 同“冥茫”。

E溟蒙E mingmeng ＜书〉圆形容烟雾弥漫，景
色模糊。也作冥蒙。

棋 ming 见下。

E棋橙】 mingzha ［＇盘指木瓜。

口辛苦 ming 〈书〉＠日落；天黑2 日将～｜天已

青少专～。＠黄昏。

四日 ming 0 闭眼z ～目。＠眼花z 耳聋目
ηr、严）。

E膜目） mingmu rn'国闭上眼睛（多指人死时心

中没有牵挂）：死不～。

血胃 ming E昌蟆虫。
＿，，、

E螺虫） mingch6ng 画昆虫，种类很多，主要侵



害水稻，也侵害高梁、玉米、甘煎等。
(i(冥岭】 mingling [El 《诗经·小雅叶、宛》：“奴岭
有子，蝶赢负之。”螺岭是一种绿色小虫，蝶赢
是一种寄生蜂。蝶赢常捕捉直冥岭存放在窝里，
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以摆岭为食
物。古人误认为蝶赢不产子，喂养娱龄为子，
因此用“旗蛤”比喻义子。

" ming c 门IL)

酷 ming 见下。

E自在町】 mingding 圆形容大醉z ～大醉。

飞

ming c 门IL)

~1 A ming 圈。生命；性命z 一条
百百「俞）～｜最～！丧了～。＠寿命z 短
～ l长～百岁。＠命运①：～苦｜认～｜算～｜宿
～论。

A.2 人 ming 0 同i 命令①；指派z ～
百百了俞）驾｜连长～你立即归队。＠命
令②；指示：奉～｜待～。＠给予（名称等） :~ 
名 l ～题。

E命案】 ming ’ an 函杀人的案件＝一桩～。
E命笔E mingbi （书〉固执笔做诗文或书画z
欣然～。

E命大l ming;;da ~命运好；幸运（指遭遇危难
时能死里逃生）：～福大｜他从六楼跌下来没摔
死，真是～o

E命定E mingding 画命中注定。
E命妇E mingfu 函封建时代被赐予封号的妇
女，一般为官员的母亲、妻子。

E命根子E mingg岳n•zi 画比喻最受某人重视的
晚辈，也比喻最重要或最受重视的事物。也说
命根JL o 

E命官E mingguiin 圈封建时代由朝廷任命的
官员。

E命驾l mingjia ＜书〉［到吩咐人驾车，也指乘
车出发2 敬希早日～来京。

E命令】 mingling 0 画上级对下级有所指示z
连长～一排担任警戒。＠画上级给下级的指
示2 司令部昨天先后来了两道～。

E命令句E minglingju IEl 祈使句。
E命脉l mi『1gmai 圈生命和血脉，比喻关系重
大的事物：经济～｜水利是农业的～。

E命门l mingmen 南＠中医指两肾之间的－

个部位，认为它是人体生理机能和生命活动的

直冥酿命谬缪摸 I ming－巴~巳

根源。＠命门穴，人的第二腰椎棘突下凹陷

的部位。＠比喻最要害的部位或最致命的地
方＝他的举报直接触及这伙贪官的～。

E命名l ming;;ming ［面授予名称：～典礼。
E命数J mingshu 圈命运①。

E命题］＇ ming;;ti 画出题目 z ～作文 1统一～。

E命题］2 mingti 圈逻辑学指表达判断的语言

形式，由系词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例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个句子就是→个命

题。

E命途l mingtu ＜书〉厦］指平生的遭遇、经历z

～坎坷｜～多外（chuan ）。

E命相l mingxiang 圈旧时指生辰八字、生肖

等。迷信的人认为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可以推
算出→个人命运的好坏，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肖
可以推测成为配偶是否相宜。

E命意］ mingyi 0 画（作文、绘画等）确定主
题。＠圈含意：大家不了解他这句话的～所

在。
E命运l mingyun 画＠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道

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悲惨的～｜
～不济。＠比喻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及结局z
关心国家的前途和～。

E命中l mingzhong 圈射中；打中（目标） :~ 

目标 1～率。

．、
、

（门l叉）口11U

、回)f miu ＠错误；差错z 荒～｜～论｜

珍（谬）大～不然｜差之毫厘，～以千里。＠
(Miu）圈姓。

E谬错E miucuo ［苞谬误。
E谬奖E miujiang （书〉阉过奖z 多承～，实不
敢当。

E谬论l miulun 圈荒谬的言论z 批驳～。
E谬说J miushuo 圈谬论。

E谬误J miuwu E莲］错误；差错：真理总是在同
～的斗争中发展的。

E谬种E miuzhong 圈＠指荒谬错误的言论、

学术流派等z ～流传。＠坏东西g坏蛋（骂人
的话）。

Ii~ 二 miu 见 990 页｛主比缪］ o
移（锣）另见907 页 Miao;925 页 m6uo

门10 （门"G)

摸 mo mm 0 用于接触一下嘟嘟触
后轻轻移动：我～了～他的脸，觉得有点儿

主主



91a I 『no- m6 I 摸无漠馍蟆摹模

发烧。＠用于探取 z ～鱼 i他在口袋里～了半
天，～出一张纸条来。＠试着了解；试着做z
～底！逐渐～出一套种水稻的经验来。＠在黑
暗中行动g ～到床边开亮了灯｜～了半夜才到

家。
E摸彩E mo;;cai 圃摸奖。

E摸底E mo;;dT ~画了解底细z ～测验｜几个人

的技术水平，他都～。

E摸高E mogao 圈＠体育上指人跳起后伸直
胳膊用于触摸到最高点。＠商品、证券、期货
等价位达到一段时期以来的最高点。

E摸黑JL] mo;; h岳i r （口〉［现在黑夜中摸索着

（行动） ：～赶路。
E摸奖l mo;;ji凸『19 ［司从许多奖券中摸取一张

或几张，根据票面所示确定是否中奖。

E摸f]JL) mo;;menr ＜口〉圈比喻初步找到做
某件事情的方法：摸着点儿门儿｜不～。

E摸爬滚打E mo-p6-gun-d凸指经受各种各样

的艰苦磨炼：在基层～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

E摸排E mop6i I矗（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

的人进行逐个摸底调查。
E摸哨E mo;;shao E重暗中袭击敌方的岗哨。

E摸索E mo•suo 画＠试探着（行进）：他们在

暴风雨的黑夜里～着前进。＠寻找（方向、方
法、经验等）：在工作中初步～出一些经验。

E摸头l mo;;t6u （～儿）〈口〉医自由于接触客观
事物而有所了解（多用于否定式）：我刚来，对

这件事摸不着头。
E摸营】『no;;ying I重暗中袭击敌人的兵营。
E摸着石头过河J mo·zhe shi·tou guo he 比

喻在摸索中前进或摸索着｛故事情z 目前还没

有成功的范例可供参考，只能是～。

,, 
mo （门古）

无（氟）民~：13~m:~~x]C nam6) 0 

漠（漠、春） ；~o（书〉计划I①；策略z

主馍（镇、锯、肾） ；~.＜：~：~： 
～。也叫馍馍。＠烤制的饼状面食：内夹～｜

羊肉泡～。
虞 m6 用于人名，酬，传说中的础。

摹 m6 照着样子写或画，特指用薄的半透
明的纸蒙在原字或原画上写或画：描～｜

临～｜～写｜～本。
E摹本l m6b岳n 圈临摹或翻刻的书画本。

E摹仿】 m6f凸ng 见 918 页【模仿l。

E摹绘】 m6hui （书〉国依原样绘制；描画：～
宫殿图样。

E摹刻】 m6ke 0 [1g] 摹写书画等并雕刻。＠
圈摹刻的成品。

E摹拟】 m6nT 见 918 页1模拟l 0 

E摹效】『n6xiao ［到模仿；仿效。也作模效。

E摹写】（模写） m6xi品自由］＠照着样子写。＠

泛指描写：～人物情状。

E摹印l m6yin 0 ［毒古代用于印堡的一种字
体。＠阉摹写书画等并印刷。

E摹状l m6zhuang 圈描摹。

模 m6 0 法式；规范；标准z ～型｜～式 i楷
～。＠仿效z ～仿｜～拟。＠指模范z 劳

～｜评～。。指模特儿：名～｜男～。 0 CM6) 
国SI 姓。
另见 925 页 muo

[t莫本E mob品n 圈供临摹用的底本。

E模范】 m6fan O 圈值得学习的、作为榜样的
人：劳动～｜选～。＠圈可以作为榜样的；值

得学习的：～事迹｜～人物。
E模仿】（摹仿）『n6f凸ng 圃照某种现成的样子

学着做z 小孩儿总爱～大人的动作。

E模仿秀l m6f凸ngxiu E亘在形象、声音或外观

上模仿名人或某些事物的表演。［秀，英
show] 

E模糊】（模胡） m6•hu 0 I且不分明；不清楚．

字迹～｜神志～｜认识～｜～概念｜睡梦中模模糊

糊觉得有人敲门。＠画l 使模糊：不要～了是
非界限。

E模糊空间】 m6 • hu kongj ion 灰空间。

E模块】 m6kuai 圈＠可以组合和更换的标准

硬件部件。＠大型软件系统中的一个具有独
立功能的组成部分。＠泛指事物整体中的组

成部分2 本课程由几个～组成 l产业基地由三
大～构成。

E模棱l m61eng [1!21 c态度、意见等）含糊；不明

确：～两可｜态度～。

E模棱两可E mo Ieng-I的ngk岳对事情不置可否，
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没有明确的态度或意见。

E模拟】（摹拟） m6nT 画模仿：～动作｜～考试。
E模拟通信】 m6nT tongxin 传送模拟信号的通

信方式。可用来传送电话、电报、数据和图像
等。

E模拟信号E m6nl xinhao 时间上连续的信号，

通过电磁波的幅度、频率或相位的变化来表示

要传输的数据。传统的电话、传真、广播、电视



的信号都是模拟信号。
E模式］ m6shi 圈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
可以照着傲的标准样式2 ～图｜～化。

E模特儿E m6ter 圈＠艺术家用来写生、雕塑

的描写对象或参考对象，如人体、实物、模型
等。也指文学家借以塑造人物形象的原型。

＠用来展示服装的人或人体模型：时装～。
［法 modele]

E模效］ m6xiao 同“摹效”。

E模写】 m的i岳见 918 页【摹写l 0 

E模型】『n6xing 圈。依照实物的形状和结构

按比例制成的物品，多用于展览或实验：建筑

～。＠铸造中制砂型用的王具，大小、形状和
要制造的铸件相间，常用木料制成。＠用压
制或浇灌的方法使材料成为一定形状的工具。
通称模子（ mu•zi) 0 e 指用数学公式或图形

等显示事物的抽象结构或系统z 数学～｜语言

生成～。

膜 m6 川
的组织2 鼓～！腹～ l 苇～）［，。＠像膜的薄

皮：面～｜橡皮～｜纸浆表面结成薄～。
E膜拜E m6bai 理事］跪在地上举两子虔诚地行

字L，顶礼～。

麽 m6 0 见 15叫么麽）j( yaom6）。＠
(Mo）圈姓。

另见 870 页 •ma “么”； 884 1页 •me

“ A ” 『。

H举1 m6 O 摩擦；接触：～拳擦掌 l ～肩擦
·弓三 背。＠抚摩：按～。＠研究切磋：观～｜
揣～。 0 (Mo）圈姓。

摩2 m6 ［量摩尔的简称当分子原子或其
他粒子等的个数约为 6. 02 x 1023 时，就

是 1 摩。

另见 865 页 moo

E摩擦］（磨擦） m6ca O 画物体和物体紧密接
触，来回移动。＠（望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当
有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趋势时，在接触面上

产生的阻碍运动的作用。＠［氢（个人或党派
团体间〉因彼此利害矛盾而引起的冲突。

E摩擦力］ m6cali I~ 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当
有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趋势时，在接触面上
产生的阻碍运动的作用力。

E摩擦音］ m6cayln 画］擦音。

E摩登E mod岳ng D颐指式样时兴的；时髦：～家
具｜～女郎。［英 modern]

E摩登舞E m6d岳ngw心目到现代舞。

E摩尔E m6’ er r• 物质的量的单位，符号 molo
简称摩。［英 mole〕

E摩尔质量］ m6 ’岳r zhiliang 1 摩物质的质最是

模膜麽摩磨 l mo I 919 I 
该物质的摩尔质量。单位是千克／摩。

E摩肩击锻］ m6jianjlgu 见 632 页 1肩摩毅

击t
E摩肩接旦司 m6jian-ji岳zhong 肩碰肩，脚碰脚，

形容人很多，很拥挤。也说肩摩踵接。

E索揭座E m6jiezuo f函黄道十二星座之『飞

参看 573 页i黄道十二宫l 0 

E摩拳擦掌】（磨拳擦掌）『n6qu6n-cazhang 形

容战斗、竞赛或劳功前精神振奋的样子。
E摩丝］ m6si l翻一种能固定发型并有护发作

用的化妆品。［英 mousse]

E摩学】 m6电uo [1\b] 用子抚摩。
另见 865 页 ma•sα。

E摩天E motion 画跟夭接触，形容很高z ～岭l

～大楼。

E摩托E m6tu6 圈。内燃机08 装有内燃发
动机的两轮车或三轮车。也叫摩托车。［英
motor] 

E摩托车E m6tu6ch岳 l~ 摩托②。

E摩托艇］ m6tu6ting !BJ 0 汽艇。＠水上体
育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驾驶摩托艇在规定的
如离内比赛速度，根据摩托艇的重量和汽缸容
积（)t为 50 多个等级。

E摩崖E m的。圈在山崖 t刻的文字、佛像等3

～石刻。

磨 m6 0 12\liJ 摩擦z 脚上～了几个大泡。我
劝了他半天．嘴唇都快～破了。＠画用磨

料磨物体使光滑、锋利或达到其他目的 z ～刀

～墨 l～玻璃｜铁样～成针。＠画折磨：他被

这场病～得改了样子了。＠［却没完没了地纠

缠：这孩子可真～人。＠消灭；磨灭：百世不
～。＠［量消耗时间；拖延z ～洋工｜～工夫。
另见 924 页 m凸。

E磨擦E m6ca 见 919 页［摩擦lo

E磨蹭E 『n6·ceng ［弱。（轻微）摩擦．右脚轻轻
地在地上～着。＠缓慢地向前行进，形容做事
动作迟缓：他的腿病已有好转，拄着棍儿可以往

前～了｜你们磨磨蹭蹭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做

完？＠纠缠：我跟爸爸～了半天，他才答应明
天带咱们到动物园玩去。

E磨穿铁砚】 m6chuan-ti的an 形容用功读书，

持久不懈。 昼言E
E磨床】 m6chu6ng l望用砂轮磨削工件表面的主噩三
机床。加工时，砂轮高速旋转，打磨工件，提高穹呈三

工件的精度，降低表面粗糙度。
E磨刀不误砍柴工】 m6 dao bu wu k泊n ch6i 

gong 比喻花时间做好准备工作，不会耽误工

作的进度。

E磨工E m6g6ng I组＠用磨床进行磨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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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这种工作的工人。
E磨工夫］ m6 gong•fu 耗费时间：跟他商量事
真～。

E磨耗】 m6hao 画磨损。
E磨合】『n6he 画＠新组装的机器，通过一定
时期的使用，把摩擦面上的加工痕迹磨光而变
得更加密合。也叫走合。＠比喻在彼此合作
的过程中逐渐相互适应、协调z 新组建的国家
队还需要～。

E磨哥哥E m61i 画摩擦使锐利，比喻磨炼z 他知
道只有时时刻刻～自己，才能战胜更大的困难。

E磨练E m61ian 同“磨炼”。
E磨炼］ m61ian 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
炼：～才干｜～意志。也作磨练。

E磨料】 m61iao 圈工业上用的研磨材料，硬度
大，机械强度高。金刚石、石英、刚玉等是天然
磨料，人造刚玉、碳化硅等是人造磨料。

E磨灭E m6mi自画（痕迹、印象、功绩、事实、道
理等）经过相当时期逐渐消失：不可～的功绩｜
年深月久，碑文已经～。

E磨难】（魔难） m6nan IE 在困苦的境遇中遭
受的折磨z 童年的～铸就了他那刚强的性格。

E磨拳擦掌】 m6qu6n ciizh6ng 见 919 页【摩
拳擦掌］ o

E磨砂玻璃l m6sha-bo ·Ii 毛玻璃。
E磨蚀E m6shi 匾。流水、波浪、冰川、风等所
携带的沙石等磨损地表，也指这些被携带的沙

石之间相互摩擦而破坏。＠使逐渐消失．岁
月流逝～了他年轻时的锐气。

E磨损］ m6sun 圈机件或其他物体由于摩擦
和使用而造成损耗。

E磨牙］ 1 m6;;y也〈方〉圃指多费口舌；无意义

地争辩。
E磨牙】＇ m的。圈牙的＂－－－种，成人的磨牙上下
领各六个，在口腔后方的两侧，牙冠上有疵状
突起，便于磨碎食物。通称槽牙或日齿。（图
见 1499 页“人的牙”）

E磨洋工I m6y也nggong I作时拖延时间，也

泛指工作懒散拖沓O
E磨折］ m6zhe 圈折磨。
E磨嘴E m6;;zuT ＜方〉圈磨牙。也说磨嘴皮
子。

王燎 m6 见下。
日董燎E m6•mo （方〉匾。称呼年老的妇女。
＠奶妈。

摩 m6 见 861 页明

蘑 m6 蘑菇：叫鲜～1 白～

E蘑菇】1 m6•gu IE 某些可以食用的真菌，特指

口蘑。
E蘑菇E 『n6•gu ［亟］＠故意纠缠·你另lj 跟我～，

我还有要紧事儿。＠行动迟缓，拖延时间：你

再这么～下去，非误了火车不可！
E蘑菇云】 m6·guyun ［雪原子弹、氢弹爆炸而产

生的蘑菇形的云状物，其中含有大量烟尘。火

LLJ爆发及星体碰撞等也能形成蘑菇云。

魔 m6 0 魔鬼：恶～｜妖～｜病～｜旱～＠
神秘；奇异：～力｜～术。［魔罗之省，梵

miiraJ 

E魔法】 m6f6 IE 妖魔的法术；妖术。
E魔方】『n6fiing 圈一种智力玩具，是→个可以

变换拼装的正方体，由若干块小正方体组成，
六个平面色彩不同。游戏时使六面颜色混杂，
经过转换，以恢复原状。

E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m6gaoyTchT, daogao叭”
zhang 见 269 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l 0 

E魔怪】 m6guai 圈妖魔鬼怪，比喻邪恶的人或

势力。

E魔鬼】 m6guT [BJ 0 宗教或神话中指迷惑人、
害人性命的鬼怪。＠比喻邪恶的人或势力。

E魔鬼身材】 m6guT shenc6i 指女性使人着迷

的完美身材：这位女歌星生就一副～。
E魔幻】『n6huan lffil 神秘而富于变幻的z ～手

法。
E魔窟】『n6ku 圈魔怪的巢穴，比喻邪恶势力盘

踞的地方。

E魔力］ m61i 圈使人爱好、沉迷的吸引力：这

个故事有一种～抓住我的心。
E魔难】『n6nan 见 920 页i磨难）］ 0 

E魔术】 m6shu 圈杂技的 4种，以迅速敏捷的

技巧或特殊装置把实在的动作掩盖起来，使观
众感觉到物体忽有忽元，变化莫测。也叫幻术

或戏法。
E魔王］ m6w6ng 圈＠佛教用语，指专做破坏

活动的恶鬼。＠比喻非常时l暴的恶人z j昆世

～｜杀人～。

E魔芋】『n6y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掌状复
叶一，小叶羽状分裂，花轴上部棒形，淡黄色，下
部紫红色，块茎扁圆形，可入药，生吃有毒，需
加工后才可做食品。＠这种植物的地下
茎。 II 也叫药弱＜ juru的。

E魔掌］ m6zh6ng l盘比喻的恶势力的控制：逃

出～。

E魔杖】 m6zhang I盘魔术师所用的棍儿。
E魔障E m6zhang ［割佛教用语，恶魔所设的障
碍，后泛指人生所遇到的波折或磨难。

E魔爪l m6zh凸o 画］比喻凶恶的势力 z 斩断侵



略者的～O

E魔怔】『n6·zheng （口） lllil 举动异常，像有精
神病一样。u m6 ＜书〉肖rj ；切 o

II 

m凸 （门古）

抹 mo 0 llllll 涂抹：～粉｜～上点儿药膏 l ～
一层糠糊。月光在淡灰色的墙上～了一层

银色。＠［现擦②·他吃完饭把嘴一～就走了。
e~勾掉，除去；不计在内·～杀｜～零｜把这
行字～了。 0 IJll 用于云霞、阳光等（数词多用

“一”）：一～彩霞｜一～夕阳。
另见 865 页 mo;922 页 m凸。

E抹脖子l mo b6•zi 拿刀割脖子，多指自杀。
E抹刀l modao 圈抹Cm己）子。

E抹黑E m凸；； h岳l 圃比喻丑化：干吗要往自己
脸上～？｜他决不会给集体～的。

E抹零】 mo;;ling （～儿）画付钱时不计算整数
之外的零头。

E抹杀】 mosha ［~］一概不计；完全勾销：一笔
～｜这个事实谁也～不了。也作抹煞o

E抹煞E mosha lfil“抹杀”。
E抹稀泥】 m凸 xlni ＜方〉和Chu凸）稀泥。
E抹一鼻子灰E mo yl bi·zi hul 想讨好而结果
落得没趣。

E抹子E mo·zi I吕瓦工用来抹灰泥的器具。也叫
抹刀。

mo （门古）

万 mo 见下
另见 1350 页 wono

E万｛矣】 Moqi 圈姓。

末1 mo 0 东西的梢；尽头：～梢｜秋毫之
～。＠不是根本的、主要的事物（跟“本”

相对）：本～倒置｜舍本逐～。＠圈最后；终
了；末尾：春～｜明～｜～班车｜上世纪～。＠

（～儿）圈末子z 锯～｜茶叶～儿｜把药研成～儿o

0 CMo）圈姓。
末2 mo 圈戏曲角色行当，扮演中年男子，

京剧归入老生一类。
另见 884 页•me"

E末班车l mobanch岳圈＠按班次行驶的最
后一班车。也说末车。 f,) f昔指最后的一次机

会。

魔刷抹万末没 I mo - mo I 921 I 

1*车】 moch岳 IEl 末班车①。

E末代】 modai 圈指一个朝代的最后一代；末
世～皇帝｜～子孙。

E末端E moduan 圈最末尾的部分。

E末伏］ mδtu ~I 0 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

最后的一伏。＠通常也指从立秋后第一个庚

日起到第二个庚日前一天（共十天）的－段时
间。｜｜也叫终伏、三伏。

E末后l mohou [BJ 最后：～，主席宣布散会。

E末节E mojie 圈小节·细枝～。
E末了E moli凸0 （～儿）圈最后：第五行～的那

个字我不认识｜大家猜了半天，～还是小伍猜中

了。也说末末了。
E末流E mδliu lBl o 已经衰落并失去原有的精
神实质的学术、文艺等流派。＠最低的等级
或品类：～演员｜技术水平在同行业中居于～O

E末路】 molu 回路途的终点，比喻没落衰亡的

境地z 穷途～。
E末末了l momoli凸0 （～儿）圈末了。

【末年】 monian l到（历史上一个朝代或→个君

主在位时期）最后的一段时期．明朝～｜道光
~ 。

E末期】 moql 圈最后的一段时期2 唐代～｜新

石器时代～。
E末日】 mo「i l割基督教指世界的最后一天，泛
指死亡或灭亡的日子。

E末梢】 moshao 圈末尾：五月～｜她在辫子的

～打了一个花结。
E末梢神经l moshao shenjlng 神经从神经中

枢发出后分布到各组织的部分，作用是感受外
来的刺激并把这些刺激传达到神经中枢，又把
神经中枢的命令传达到各部组织。

E末世lmδshi ［苞一个历史阶段的末尾的时
期：封建～O

E末尾】『now岳l l割最后的部分·排在～｜文章
～还需斟酌。

E末旬】 moxun 圈每月的最后一个十夭。

E末叶】 move I萄（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最后

一段时期： 18 世纪～｜清朝～。
E末子】 mo•zi [BJ 细碎的或成面儿的东西：煤

~ 。

E末座E mozuo [BJ 座位分尊卑时，最卑的座位~三

叫末座。 主主主
苟且1 mo 0 司~ （人或物）沉下或沉没z ～入王三

v<.. 水中 i太阳将～未～的时候，水面泛起了

一片红光。 f,) ［到漫过或高过（人或物）：雪深

～膝｜河水～了马背。＠隐藏；隐没z 出～。＠

没收：抄～。＠一直到完了；尽；终g ～世｜～

齿（齿 2 年齿）。＠〈书〉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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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2 mo 见 922 页【没奈何］ o
另见 884 页 m自 i0

E没齿不忘］ mochi』Juwang 终身不能忘记。

也说没世不忘。
E没落E moluo 圃衰败；趋向灭亡：～贵族｜家
道～｜腐朽～。

E没奈何l monaihe 实在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小黄等了很久不见他来，～只好一个人去了。
E没世】『nδshi 圈指终身；一辈子z ～不忘。
E没世不忘E moshi-buwang 没齿不忘。

E没收E mo shot」［到把犯罪的个人或集团的财
产强制地收归公有，也指把违反禁令或规定的
东西收去归公。
抹 mo ［~JO 把和（叫好了的泥或灰等

涂上后再用抹（m己）子弄平：～墙。＠紧
挨着绕过2 转弯～角。
另见 865 页 m6;921 页 m已。

E抹不开】 mo•bukai 同“磨不开”。
E抹得开】 mo•dekai 问“磨得开”。

菜 mo 见下。

E莱莉】 mo· Ii 圈。常绿灌木，叶子卵形或椭

圆形，有光泽，花白色，香气浓。供观赏，花可
用来害制茶叶，根、叶可入药。＠这种植物的

花。

残 mo （书〉死病～。也作没。

、、土 mo 0 （～儿）圈沫子：泡～｜肥皂～儿｜马
l/I~ 跑得满身是汗，口里流着白～。＠〈书〉唾

液2 相濡以～。 OCM凸）圈姓。
E沫子l mo•zi 圈液体形成的许多小泡；泡沫。

陌 mo 田间东西方向的小路，泛指道路：肝
～｜～头杨柳｜巷～ l～路。

E陌路】 molu （书〉啤指路上碰到的不相识的

人z 视同～。也说陌路人。
E陌路人E moluren 圈陌路。
E陌生l mosh岳ng 恒生疏；不熟悉z ～人｜我们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并不感到～。
妹 mo 用于人名，脯，传说中夏王架的妃

子。
I三I mo 冒顿CModu），汉初匈奴族一个单于
曰 Cchanyul 的名字。

另见 883 页 moo 。

脉（哪）乳：i；~ma1 。
E脉脉］（踩睬） momo E回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动
表达情意的样子：～含情｜她～地注视着远去
的孩子们。

莫 mo 0 （书〉圈表示‘没有谁’明有哪
一种东西飞～不欣喜 l～名其妙。＠〈书〉

国不：～如｜一筹～展 1 爱～能助｜～衷一是。

＠画不要：～哭｜我不懂这里的规矩，请～见
怪。＠表示揣测或反问：～非 1 ～不是。＠

CMo）圈姓。

〈古〉又同“暮”mu 。

E莫不］ mobu i副没有一个不z 铁路通车以后，

这里的各族人民～欢欣鼓舞。

E莫不是l mobushi 圆莫非z ～他又责怪你了？
E莫测高深］ moce-gaoshen 没法儿揣测究竟
高深到什么程度，多指言行使人难以了解或理
解。

E莫大l moda 回没有比这个再大；极大：～的

光荣｜～的幸福。
E莫非】 mot岳i 圃表示揣测或反问，常跟“不成”

呼应．他将信将疑地说，～我听错了？｜今天她
没来，～又生病了不成？

E莫可指数l molφ－zhishu 掰着指头也数不过
来，形容数量很多。

E莫名其妙E momingqimiao 没有人能说出它

的奥妙（道理），表示事情很奇怪，使人难以理解
（名：说出）。也作莫明其妙。

E莫明其妙l momingqimiao 同“莫名其妙”。

｛至重，“莫明其妙”的“明”义为理解、明白，但“莫
明其妙”跟“莫名其妙”所表示的意思是相同

的。

E莫逆】 moni IMl 彼此情投意合，非常相好：～

之交｜在中学时代，他们二人最称～。
E莫如E moru E虽不如（用于对事物的不同处理

方法的比较选择）：他想，既然来到了门口，～

跟着进去看看｜与其你去，～他来。 t主意’“不
如”除了比较得失之外，还可以比较高下，如
“这个办法不如那个好”，“莫如”没有这一种用
？去。

E莫若l morl』O E重莫如。
E莫氏硬度表】 Moshi yingdubi凸o iYN定矿物硬
度最常用的标准，是德国矿物学家莫氏

(Friedrich Mohs）制定的。取十种常见的矿
物，按由软到硬的次序排列： 1. 滑石； 2. 石

膏； 3. 方解石； 4. 萤石； 5. 磷灰石； 6. 长石3
7. 石英； 8. 黄玉； 9. 刚玉； 1 （）.金刚石。其他
矿物可以依次和这些矿物比较，以决定其硬
度。

E莫须有】 moxuyou 宋朝奸臣秦栓诬陷岳飞谋
反，韩世忠不平，去质问他有没有证据，秦栓回
答说“莫须有气意思是“也许有吧飞后用来表

示凭空捏造z ～的罪名。
E莫邪E moye I司“镇锄”（m凸y臼。

E莫衷一是l mozhong-ylshi 不能得出一致的

结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意见纷纷，～。



睐株眼蓦若百著各漠寞草草嘿墨｜ m凸 ｜归3 ! 
昧 mo ＜书〉＠目不明；目不正。＠不顾

（危险、恶劣环境等） ；冒＝～险搜奇。

袜 mo 0 牲口的饲料：粮～＠喂牲口：
～马厉兵。

E袜马厉兵】 moma-llbTng 喂饱马，磨快兵器，
指准备作战（“厉”古同“肠”）。也说厉兵袜马。

版时见下。

E阪版E momo 见 922 页I脉脉lo
蓦干 mo 突然： ~J11t, I ～然。

（薯）
E蓦地】 modi llill 出乎意料地；突然·～大叫一

声。
E蓦然E mδr6n 画猛然；不经心地＝～醒悟｜～

看去，这石头像一头卧牛。
组 Mo 0 我国古代称东北方的民族。＠

E 姓。

络 Mo 0 同“绍”①＠圈姓
另见 518 页 h6o; 530 页怡。

守齿 mo 0 沙漠：大～｜～北。＠冷淡地；不
1口吃经心地·～视｜～不关心。
E漠不关心】 mobuguanxln 形容对人或事物冷
淡，一点儿也不关心。

E漠漠l mo『no 画＠云烟密布的样子：湖面升
起一层～的烟雾0 f} 广模而沉寂：远处是～

的平原。
E漠然】 moron Ifill 不关心不在意的样子：～置
之｜处之～｜～无动于衷（毫不动心）。

[t莫视】『noshi ［面冷淡地对待；不注意：～群众
的根本利益，是党所绝不容许的。

寞 mo 安静；冷静寂～｜落～。

睐 mo 见下

E草草韬E Mo he 圈我国古代东北方的民族。
nm mo 〈书〉同“默”。
号古亏另见 534 页 h邑 i0

堕回 1 mo 0 圈写字绘画的用品，是用煤烟
~ 或松烟等制成的黑色块状物，也有用其
他材料制成别种颜色的，也指用墨和水研出来

的汁：一块～｜一绽～｜研～｜笔～纸砚｜～太稠
了。＠泛指写字、绘画或印刷用的某种颜料：

～水｜油～。＠借指写的字和画的画2 ～宝｜
遗～。＠借指学问或读书识字的能力·胸无
点～。＠木工打直线用的墨线，借指规矩、准

则：绳～ i矩～。＠黑或近于黑的2 ～菊｜～
镜。＠〈书〉贪污：贪～｜～吏。＠古代的一
种刑罚，刺面或额，染上黑色，作为标记。也叫
黑事。 0 CMol指墨家。⑩（Mo）~姓。

墨2 Mo 圈指墨西哥：～洋（墨西哥银胁。

E墨宝l mob凸o 圈指可宝贵的字画，也用来尊

称别人写的字或画的画2 请赐～。

E墨斗E modou ~木工用来打直线的工具。
从墨斗中拉出墨线，放到木材上，绷紧，提起墨

线后松手，趁着弹力打上黑线。
E墨斗鱼】 mod凸uyu 固乌贼的俗称。

E墨粉】 mot岳n 圈打印机、复印机所使用的粉

状颜料。

E墨海l moh凸 i I苞盆状的大砚台。
E墨盒E mδhe c～儿）圈＠文具，方形或圆形的

小盒子，内放丝绵，灌上墨汁，供毛笔蘸用。＠
打印机或复印机内用来装墨水或墨粉的装置。

E墨黑E moh岳i I糊状态词。非常黑；很暗g 天

阴得～，恐怕要下大雨。两眼～（形容对事物一

无所知）。

E墨迹】 moji 圈。墨的痕迹：～未干。＠某
人亲手写的字或画的画。

E墨家J Mojia 圈先秦时期的一个政治思想派
别，以墨子（名翠 di)为创始人，主张人与人平
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墨家同
时也是有组织的团体，在战争中扶助弱小抵抗
强暴。但相信有鬼（明鬼），相信天的意志（天
志）。墨家后期发展了墨霍思想的积极部分，

对朴素唯物主义、古代逻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
贡献。

E墨晶l mojTng 圈水晶的一种，深棕色，略近

黑色。可做眼镜片。
E墨镜】 mojing 圈用墨晶制成的眼镜，泛指用

黑色或墨绿色等镜片做的眼镜，有养目和避免
强烈光线刺眼的作用。

E墨客l moke ＜书〉圈指文人．骚人～。
E墨吏E mδIi ＜书〉圈贪污的官吏。

E墨绿E molu 圃状态词。（颜色）深绿z 那湖水

～～的，让人心醉。

E墨守成规】 mosh凸u chengguT 战国时墨子善

于守城，后来用“墨守成规”形容因循守旧，不

肯改进。
E墨水l moshul （～儿）［望＠墨汁。＠写钢笔
字用的各种颜色的水z 蓝～｜红～。＠借指学

问或读书识字的能力：他肚子里还有点儿～。 三＝－
E墨线E moxian 圈。装在墨斗上的线绳，木草草
工用来在木料上打直线。＠用墨线打出来的专，，＿

直线。

E墨lf!Jl maxing 圈古代刑罚，在罪犯脸上和j字

并涂墨。
E墨鸦l moya 圈。〈书〉比喻拙劣的书画。＠
〈方〉腾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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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墨鱼E moyu 圈乌贼的俗称。

E墨玉】『noyu ~雪黑色或近于黑色的软玉。
E墨汁） mozh"I C～儿）圈用墨加水研成的汁，也
指用黑色颜料加水和少量胶质制成的液体。

镇（摸） mo 见下。
E镶锦E mo ye 圈古代宝剑名，常跟“干将”并

说，泛指宝剑。也作莫邪。

瘦 mδ 〈书〉病；疾苦z 民～

默 mo 0 不说话；不出声：～读｜～记 i
～认｜沉～｜～不作声。＠画默写：～生

字。 8 CMo）［鲁］姓。
E默哀】 mo ’ ai 阉为表示悼念，低下头默默地

肃立着。
E默祷】 modao j盈不出声地祈祷g心中祷告。

E默读） modu ［虽不出声地读书，是语文教学
上训练阅读能力的一种方法z ～课文。

E默记E moji [Zl国默默地记（在脑子里）：他将老
师的话～在心。

E默剧E moju IBl 哑剧。
E默默E mo mo 圃不说话；不出声z ～无言 l ～

地低下了头。

E默默无闻） momδ－wuwen 不出名；不为人知

道z 他经常～地为大伙儿做好事。

E默念） mδnian 画＠默读：～一首古诗。＠

暗暗地想：～当年情景，如在昨日。
E默片JL) mopianr （口〉圈默片。
E默片E mopian IEl 无声片。
E默契E m(>qi 0 圃双方的意思没有明白说出
而彼此有一致的了解2 配合～。＠圈秘密的
条约或口头协定。

E默然E moron E国沉默无言的样子z 二人～相

对。
E默认E moren 画心里承认，但不表示出来：
你不申辩，不就等于～了吗？

E默诵） mosong 圃＠不出声地背诵。＠默读。

E默算） mOSL』an 画＠心中暗自盘算。＠心
算。

E默写E moxi岳 [Zllj) 凭着记忆把读过的文字写出

来。
~ E默许E mox心！到没有明白表示同意，但是暗
三辈辈 示已经许可：他不说话，就是～了。
三三三F H挺 mo 0 圈把粮食弄碎的工具，通常是用

F日两个圆石盘做成的：一盘～｜电～｜推～。
＠圈用磨把粮食弄碎z ～面l～豆腐｜～麦子。

＠圈掉转3转变：把汽车～过来。我几次二番

劝他，他还是～不过来。
另见 919 页 moo

E磨不开】 mo•bukai l盈＠面子上过不去2 本

想当面说他两句，又怕他脸上～。＠不好意
思＝他有错误，就该批评他，有什么～的？＠

（方〉想不通；行不通z 我有了～的事，就找他去
商量。｜｜也作抹不开。

E磨叨】 mo•dao 国10 ＜口〉翻来覆去地说：说
两句就行了，别再～啦。＠〈方〉谈论：你们刚

才又在～啥？
E磨得开E mo•dekai 匾。面子上过得去：你

当面挖苦人，人家脸上～吗？＠好意思z 她请
客你不去，你～吗？＠〈方〉想得通；行得通 z

这个理我～，您就放心吧。 II t且作抹得开。
E磨烦】 mo•fan l量＠没完没了地纠缠（多指
向人要求什么）：这孩子常常～姐姐给他讲故

事。＠动作迟缓拖延z 别～了，说办就办吧。
E磨坊E mof6ng IEl 磨面粉等的作坊。也作磨

房。
E磨房E mof6ng 同“磨坊”。

E磨叽E mδ·ji ＜口〉圈。磨叨①z 他～了半天

也没说清楚。＠办事拖拉;f；故事行动迟缓2 就
这点儿活儿，都～好几天了还没干完（快点儿走

吧，再～就赶不上飞机了。｜｜也作磨卿。
E磨唰） mo· ji 同“磨叽”。

E磨盘】 mop6n 圈。托着磨的圆形底盘。＠
〈方〉磨Cmo）①。

E磨扇E moshan IBl 磨的上下两片石盘。

簇叫 mo 圈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犀
c ：漠）牛而矮小，尾短，鼻子突出很长，

能自由伸缩，皮厚毛少，前肢四趾，后肢三趾，
善于游泳。生活在热带密林中，吃嫩枝叶等。

缰 mo ＜书〉绳索。
（，徨）

有磨 mδ 礁石渠（川shi

糖 mo 0 圈捞ω①＠圈用糖平整土
地。

门10U （门又）

昨 理重］形容牛叫的声音。

, 
m6u （门又）

牟 m6u 0 牟取＝～利。 8 CM6u）酬。
另见 929 页 mu 。

E牟利） m6u;;li ［司谋取私利＝非法～o

E牟取） m6uq心圈谋取（名和a）：～暴利。



伴 m6u （书〉相等：if: ;f§～。

眸 m6u 眸子：凝～！件。

E眸子】 m6u•zi 圈本指膛仁，泛指眼睛。

伴眸谋眸主丰缪辈辈某毯模母 I m6L」 ~mu ｜归s I 

～月｜～种线索。＠用来代替自己或自己的名
字，如“某，张飞是也。”又如姓张的自称“张某”

或“张某人”。＠用来代替别人的名字（常含不
客气意）：请转告知l～，做事不要太过分。｜｜

匾噩，有时叠用，如：某某人！某某学校。
~-f:::t 、，以 『n6u 0 主意；it1某g计策z 阴～｜

昧（藻）足智多～。＠制图谋p谋求：～
生｜～害｜～财害命｜为人类～福利。＠商议：

不～而合。 o <Mou）［写姓。
E谋反E m6ufan 画暗中谋划反叛（国家或政治

集团） ：蓄意～。
E谋害】 m6uhai ~谋划杀害或陷害z ～忠良。
E谋和l m6uhe 圈＠谋求和平或和解。＠棋

类比赛中指谋求和棋。

E谋划】（谋画） m6uhua [ll国筹划；想办法z 仔细

～｜～赈灾义演。

E谋虑】 m6ulu 圈谋划；考虑z 尽心～。

E谋略】 m6u lue IBl in某策略z 运用～｜～深远。
E谋面l m6umian ＜书〉画彼此见面，相识z 素
未～o

E谋求E m6uqiu 画设法寻求z ～解决办法。
E谋取E m6uq心圈设法取得：～利益。
E谋杀l m6usha ~谋划杀害z 惨遭～｜一桩～
案。

E谋生E m6ush岳ng 圈设法寻求维持生活的门

路：出外～o
[i某士l m6ushi 画出谋献计的人。

E谋事l m6ushi 圈。计划事情g ～在人。＠
( －／；」）指找职业：设法～O

E谋私】 m6usl l噩谋取私和lj ：以权～。
E某陷l m6uxian 圈设法陷害z ～忠良｜遭人

~ 。

[i某职E m6uzhi 圈谋取职业或职位2 出外～｜

四处～。

眸 m6u 见 15町啊

舜 m6u 古代称大麦。
（委丰）

剖~ 『n6u 见 185 页【绸缪1。
移（锣）另见907 页 Miao;917 页 mi心。
整 m6u 见川页1四

v 
口10U （门又）

某 m凸u 团指示代词时一定的人或事
物（知道名称而不说出）＝张～｜解放军～

部。＠指不定的人或事物z ～人｜～地｜～年

,, 
mu （门〉〈）

毯 mu 毯子。

【毯子E mu•zi i望西藏产的－种毯毯。

模 m白＠（～儿L
状P样子＝～样｜装～作样。
另见 918 页 m6o

E模板l muban 圈浇灌混凝士工程时定型用
的板，一般用竹木料或钢材制成。

E模具E muju [El 生产上使用的各种模型。
E模样l muyang （～儿）圆＠人的长相或装束
打扮的样子2 这孩子的～像他爸爸｜看你打扮

成这～，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表示约略的情
况（只用于时间、年岁）：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这个人有三十岁～。＠形势；趋势；情况g

不像要留客人吃饭的～｜看～，这家饭馆像是快

要关张了。

E模子E mu•zi （口〉圈模型③z 铜～｜石膏～｜

糕饼～。

v 
口lU （门〉〈）

_fil m心。母亲z ～女｜～子｜老～0～校 l 失
ι导败乃成功之～。＠家族或亲戚中的长辈
女子z 祖～｜伯～ 1姑～｜姨～｜舅～。＠圃属
性词。（禽兽）雌性的（跟“公”相对）：～鸡｜～

牛i这头驴是～的。＠（～儿）指一凸一凹配套
的两件东西里的凹的一件＝螺～｜子～扣。＠

有产生出其他事物的能力或作用的．工作～
机。 0 (Mu）圈姓。

【母爱E mu'ai [El 母亲对儿女的爱：无私的～｜
从小失去～。

E母本E m凸b岳n 圈生物繁殖过程中雌性的亲豆三E

代。 王噩三
E母畜l muchu 巨型雌性牲畜。畜牧业上通常三三三

指能生小牲畜的雌性牲畜。
【母带E mudai 圈原始的录音带、录像带；可供
翻录的录音带、录像带。

E母法E m凸f凸圈＠指根本法，即宪法。＠一

国的立法如果源于或模仿外国的法律，则称该



｜归6 I mu- m心 l 母牡亩姆拇崎姆姥钩踏嗷木

外国的法律为母法。 I E牡丹】 m岛dan 圈。落叶灌木，叶子有柄，羽

E母公司） m心gongs!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 状复叶，小叶卵形或长椭圆形，花大，单生，通
有另一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并对其进行｜ 常深红、粉红或白色，是著名的观赏植物。根
控股的公司。 I 皮可入药，叫丹皮。＠这种植物的花。

E母金E m心jln 强本金。 I l牡蜘） m心Ii 函软体动物，有两个贝壳，一个小

E母老虎，） m心laohu 圈比喻凶悍的妇女。 | 而平，另一个大而隆起，壳的表面凹凸不平。
E母盘】 m心pan 圈指光盘制作中原始主光盘 l 肉能提制蜓油。肉、壳、油都可入药。也叫蛇

的第一个拷贝盘，一般为金属盘。光盘生产线｜ 或海蜘子。
上的光盘都是以母盘为模，经注塑、压制成型 I *-'...I 
等工序制成。 I 阳（矶、咽比、祺晦、蒋鼠、古卡、提田久）

E母亲） m心•qln 固有子女的女子，是子女的母

亲。祖国，我的～！
E母亲河E muqlnhe 圈对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
息息相关的河流的亲切称呼。如长江、黄河被
称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E母亲节J Muqln Jie 圈向母亲表示敬意的节
日。各国母亲节日期不一，多为每年五月的第
二个星期日。

E母权制） m心quanzhi 圈原始公社初期形成

的女子在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的
制度。由于经营农业、饲养家畜和管理家务都
以妇女为主，又由于群婚，子女只能确认生母，

这样就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后来被父权制所代替σ

E母手Ll muru ［重母亲的奶汁。
E母树） mushu 圈迹地上保留的采种用的树

木，也泛指专供采集种子或枝条用的树z ～

林。
E母体E m心ti 圈指孕育幼体的人或雌性动物
的身体。

E母系） m以i E回属性词。＠在血统上属于母

亲方面的：～亲属。＠母女相承的·～家族制

度。
E母校E m以iao 圈称本人曾经在那里毕业或

学习过的学校。
E母性） m心xing 圈母亲爱护子女的本能。

E母液） m心ve 圈化学沉淀或结晶过程中分离
出沉淀或晶体后弟j下的饱和溶液。

E母音】『币的In ~元音。

E母语E m心γ心圈。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
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种

主方言＠有些语言是川语叫来
的，那个共同的来源，就是这些语言的母语。

E母质） m心zhi IEl 某种物质由另一种物质生

成，后者就是前者的母质，如成士母质、生泊母

质。
E母钟） muzhong 圈见 1734 页【子母钟1 。

牡川雄性的喃喃阳”相对）：～牛

m心 IIJ 地积单位，10 分等于 1 亩， 100 亩等

于 1 顷。 1 市亩等于 60 平方丈，合 666. 7 平

方米。

埠 m凸见阳6页间。

拇 m心拇指。

E拇战】 muzhan 圈指划拳。

E拇指】 muzhT 圈子和脚的第→个指头。

ill母时酬角CMujT Ji凸川甲角名，在山
东。

姆 m心见叫保姆1
另见 865 页巾。

老 m凸〈书〉年老的妇女。
约见 786 页的0 0 

去m m心见 469 页【钻钝l 0 

饨（姆）
E母 m心脚的第→个指头：～外翻。

瞰 mu Y.. 川mu 国英亩旧也作嗽

飞

门1U （门〉〈）

木 mu 0 树木：伐～｜果～｜独～不成林。
＠木头＝枣～｜榆～｜檀香～。＠棺材．棺

～｜行将就～。＠质朴z ～讷。＠圈反应迟

钝：～然｜～头～脑｜他反应有点儿～。＠田园麻

木：两脚冻～了｜舌头～了，什么味道也尝不出
来。＠（Mu）圈姓。

E木板） muban 0 （～儿）圈板状的木材。＠
同“木版”。

E木版】『nuban 画上面刻出文字或图画的木

制印刷板z ～水印。也作木板。
E木版画E mubanhua 堕l 木刻。
E木本） mub岳n [f回属性词。有木质茎的（植

物）。
E木本水源】 muben-shuTyuan 树木的根和水



的源头，比喻事物的根本。

E木本植物］ mub岳n zhiwu 有木质茎的植物。
如杨、柳等乔木和l玫瑰、了香等灌木。通称树。

E木波罗】 mub61u6 圈波罗蜜2 0 

E木材】 mucai 圈树木采伐后经过初步加工的

材料。

E木柴】 muchai l~ 做燃料或弓｜火用的小块木

头。

E木呆呆］ mudaidai （～的）［固状态词。形容
发呆的样子：他像失去了知觉似的，～地站在

窗前。
E木雕E mudiao 圈在木头上雕刻形象、花纹的

艺术，也指用木头雕刻成的工艺品：大型～！～

艺人。
E木雕泥塑】 mudiao-nisu 用木头雕刻或泥土
塑造的偶像，形容人呆板或静止不动，也比喻
呆板的人。也说泥塑木雕。

E木豆】 mudou 圈＠常绿灌木，小口十二片，披
针形，花黄色，结英果，种子因而略扁，褐色，生

长在热带和亚热带。种子供食用，也用来榨
油，叶子可做饲料，根可入药。＠这种植物的

种子。

E木耳】 mu ＇昌r 圈真菌的一种，生长在腐朽的
树干上，形状如人耳，黑褐色，胶质，外面密生

柔软的短毛。可以吃。

E木芙蓉］ mufur6ng 圈＠落叶灌木，叶子阔

卵形，有深裂，花白色、粉红色或红色，葫果扁
球形。花、根和叶子可入药。＠这种植物的
花。｜｜也叫芙蓉花。

E木工］ mugong ~o 制造或修理木器、制造

和安装房屋的木制构件的工作．～活儿。＠

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请～来修理。

E木瓜】 mugua ~o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长椭圆形，花淡红色，果实长椭圆形，黄色，有

香气，可人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E木履】 mujl ~木板拖鞋。

E木简E mujian 圈古代用来写字的木片。
E木匠］ mu•jiang 圈木工②。

E木撞］ mujln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卵
形，掌状分裂，花钟形，单生，通常有白、红、紫
等颜色，供观赏。茎皮纤维有韧性，可用来做
造纸原料，花、根和树皮可入药。

E木刻E muke ~版画的一种，在木板上刻成图
形，再印在纸上。也叫木版画。

E木刻水印E muke shulyin 一种彩色套印技
术，用于复制美术品，根据画稿着色浓淡、阴阳

向背的不同，分别刻成许多块版，依照色调进
行套印或叠印。旧称f旦版。

【木料】『nuliao ~初步加工后具有一定形状

木 mu 927 

的木材。
E木马］ mum凸［吕＠木头制成的马。＠木制

的运动器械，略像弓，背上安双环的叫鞍马，没

有环的叫跳马。＠形状像马的儿童游戏器
械，可以坐在上面前后摇动。

E木马计E mum凸ji 圈传说古代希腊人攻打特

洛伊城九年不下．后来用了一个计策，把－批
勇士藏在一只特制的木马中，佯装撤退，扔下
水马。特洛伊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运进城内。
夜理木马中的勇士出来打开城门，与攻城军队
里应外合，占领了特洛伊城。后来用特洛伊木
马指潜伏在内部的敌人，把潜伏到敌方内部进
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办法叫木马计。

E木棉E mumian 圈。落叶大乔木，高可达 40
米，掌状复叶，小叶椭圆形，花红色，葫果卵圆
形，内有白色纤维，质柔软，可用来装枕头、垫
褥等。也叫红棉、攀枝花。＠木棉果实内的
纤维。

E木乃伊】 munaiyl [;SJ 0 长久保存下来的干燥

的尸体，特指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
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没有腐烂的尸体。＠比

喻僵化的事物。
E木讷】 mune （书〉晴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z

～寡言。

E木偶E mu’归国木头做的人像，常用来形容

痴呆的神情：他像一个～似的靠在墙上出神。
E木偶片JL] mu毛upianr ＜口〉圈木偶片。

E木偶片］ mu'oupian 圈美术片的一种，用摄

影机连续拍摄木偶表演的各种动作而成。
E木偶戏】 mu ＇凸uxi 圈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

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
演唱，并配以音乐。由于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
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等。
也叫愧倔戏。

E木排】 mupai IE 放在江河里的成排地结起来

的木材。为了从林场外运的方便，有水道的地
方常把木材结成木排，使民流而下。

E木器］ muqi 圈用木材制造的器具。

E木琴］ muqin 圈打击乐器，由若干长短不同

的短木条组成，按音高顺序排列架上．多排成
两排，用两根小木槌敲打，声音清脆。

E木然E muran ［园形容一动不动或面无表情、
反应迟缓的样子：～地望着远方！不管问什么，

他都～以对。

E木薯E mushu 圈＠常绿灌木，叶子掌状深

裂，葫果球形，有纵棱。块根肉质，含淀粉，生

吃有毒，可用来做饲料或制淀粉。＠这种植
物的块很。

E木炭】 mutan 圈木材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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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得到的东西，常保留木材原来的形状，质硬，

有很多细孔。有黑炭和自炭两种。用作燃料，
也用来过滤液体和气体，还可做黑色火药。通

称炭。

E木炭画】 mutanhua 圈用木炭条绘成的画。

E木糖醇】 mutangchun 强有机化合物，化学
式Cs H,, ()s o 臼色粉状或颗粒状晶体，味甜。
代替庶糖可预防踊齿，也口I供糖尿病人食用。

E木头E mJ•tou 圈木材和木料的统称．一块
～｜一根～｜～桌子。

E木头人儿l mu•tourenr 圈比喻愚笨或不灵活

的人。

E木犀】 mu·xi 同“木樨”。

E木樨】 mu圳圈。桂花。＠指经过烹调的打

碎的鸡蛋，像黄色的桂花（多用于菜名、汤名） : 
～肉 l～汤 l～饭。 II 也作木犀。

E木锹】 muxian 圈扬场用的工具，用木头和l

成，长方形片状（比铁锹大），一端安有长的木

把JL o 

E木星l muxlng 圈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离

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五颗，绕太阳公转
周期约 11. 86 年，自转周期约 9 小时 50 分。
是八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一个。（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木已成舟l muyTchengzh6u 比喻事情已成定
局，不能改变。

E木鱼］ muyu （～儿）~打击乐器，也是僧尼念

经、化缘时敲打的响器，用木头做成，中间倭

空。

E木质部E muzhlbu 圈茎的最坚硬的部分，由
长形的木质细胞构成。木质部很发达的茎就
是通常用作木材的树干。

E木质茎】 muzhljTng ~木质部发达、质地比较

坚硬的茎，如松、杉、槐的茎。

目 mu 0 眼睛： ~:f斜视｜有～共睹｜历历
在～。＠圈网眼；于L：八寸～筛｜一方寸

的网上，竟有百～之多。＠〈书〉看z ～为奇
迹。。大项中再分的小项z 项～｜细～。＠函
生物学中把同一纲的生物按照彼此相似的特
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目，如鸟纲分为雁
形目、鸡形目、鹤形目等，松柏纲分为银杏目、

松柏目等。目以下为科。＠目录z 书～｜药

～ l剧～。＠名称：题～｜名～。＠画下围棋
时所围的空白交叉点，一个点为一目·中方棋

手仅以一～半之优获胜。 Ci) (Mu）圈姓。
E目标】 mubiao 圈。射击、攻击或寻求的对

象：看清～！发现～。＠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
准z 奋斗～。

E目不见睫l mubujianjie 眼睛看不见自己的

睫毛，比喻没有自知之明。
E目不交睫l mubujiaojie 形容夜间不睡觉或

睡不着觉。
E目不窥园】 mubukl』Tyuan 西汉董仲舒专心读

书，“三年不窥园”（见于《汉书·董仲舒传》）。后

世用“目不窥园”形容埋头读书。
E目不忍睹l mubur岳ndu 形容景象十分凄惨，

使人不忍心看。也说目不忍视。
E目不忍视】 mubur岳阳hl 目不忍睹。

E目不识丁） mubushidT『19 《旧唐书·张弘靖

传》：“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

一丁字。”据说“丁”应写作“个”，因为字形相近

而误。后来形容人不识字说“不识一丁”或“目
不识丁”。

E目不暇给］ mub1:“iaF 目不暇接。
E目不暇接E mubuxiaji岳形容东西太多，眼睛

看不过来：春节期间，文艺节目多得令人～。
也说目不暇给（ jT）。

E目不转睛】 mubuzhuanjTng 不转眼珠地（看），

形容注意力集中。
E目测l muce [1;!JJ 不用仪器仪用肉眼测量。

E目次E mucl 圈目录②。

E目瞪口呆l mudeng-koudai 形容受惊而愣住

的祥子。
E目的l mud] ~想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5想要

得到的结果·～地l～是想探索问题的由来。

E目睹】 mudu 圈亲眼看到z 耳闻～。

E目光】 muguang 圈＠指视线z 大家的～都

投向发言者。＠眼睛的神采z ～炯炯。＠眼

光；见识z ～如豆！～远大。
E目光短浅】『nuguang-duanq ion 形容缺乏远

见。
E目光如豆l mC』guang-rudau 形容眼光短浅。

E目光如炬l muguang-ruju 眼光像火炬那样

亮，形容见识、远大。
E目击l mujT 圆亲眼看到：～者｜～其事。

E目见】 mujian 圈亲眼看到lj ：耳闻不如～。

E目今】 mujTn 圈现今。

E目镜l muj)ng ~显微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
t接近眼睛的透镜或透镜组。

E目空一切E muk6ngyTqie 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形容骄傲自大，什么都看不起。

E目力l m1马Ii 圈视力。

E目录l mulu 圈。按－定次序开列出来以供

查考的事物名目：图书～｜财产～。＠书刊上
列出的篇章名目（多放在正文前）。

E目论E m1；』lun ＜书〉圈指没有自知之明或浅

陋狭隘的见解。
E目迷五色］ mumiwuse 颜色又杂又多，使人



眼花。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令人分辨不清。
E目前】 muqian IE 时间词。指说话的时候：
－~形势｜到～为止。

E目送E musong ［司眼睛注视着离去的人或载

人的车、船等z ～亲人远去。
E目无全牛】 muwuqu6nniu →个杀牛的人最

初杀牛，眼睛看见的是整个的牛（全牛），三年
以后，技术纯熟了，动刀时只看到皮骨间隙，而
看不到全牛（见于《庄子·养生主》）。用来形容
技艺已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

E目无余子】『nuwuyuzi 眼睛里没有旁人，形容
骄傲自大。

E目下l muxio 圈目前；眼下：～较忙，过几天

再来看你。

E目眩】『nuxuan E回眼花．头晕～｜灯光强烈，

令人～。
E目验E muyan 画不用仪器仅用肉眼查看或

验看：～产品｜～实况。

E目语E muyu （书〉圈用眼睛传达意思。
E目剖l muzh6 函中医指不停眨眼的病，多见

于儿童。
E目中元人】 muzhong-wuren 形容骄傲自大，

看不起人。

各 mu 见下。

[f么佬族】 Mui凸o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

布在广西。

牟 mu 0 用于地名：～平归东〉｜中～
（在河南）。 0 (Mu）圈姓。
另见 924 页 m凸LI"

、、品~ mu ＠洗头发，也泛指洗涤：～浴｜柿风
VI~ ～雨。＠〈书〉借指蒙受z ～恩。＠
CMu）阉姓。

E沐恩l mu’岳n ＜书〉｛量蒙受恩惠。
E沐猴而冠】 muh6u’在rguan 沐猴（狲猴）戴帽
子，装成人的样子。比喻表面上装扮得像个人
物，而实际并不像。

E沐浴］ m的。画＠洗澡。＠借指受润泽：秧
苗～着细雨｜草木～在阳光里。＠比喻沉浸在

某种环境中 z 他们～在青春的欢乐里。

茵 mu 见下。

E首宿l mu·xu IE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为三
片小叶组成的复叶，小叶长圆形。开蝶形花，
结英果。是一种震耍的牧草和绿肥作物。种
类很多，常见的有紫花茵稽。

牧 mu ＠放牧z 畜～｜游～ 1～区｜～羊＠
(Mu）堕！姓。

E牧草l muc凸o 圈野生或人工栽培的可供牲

fl f么牟沐商牧铝募墓 i mu I 929 I 

畜放牧时吃的草。
E牧场E muchang 画＠放牧牲畜的草地。＠
牧养牲畜的企业单位。

E牧放E mufang 吕西l 放牧。

E牧时 muge ［组牧人、牧童放牧时唱的歌谣，

泛指以农村生活情趣为题材的诗歌和乐曲。
E牧二r:] mugong 画受雇放牧的人；牧场工人。
E牧民】 mumin 圈牧区中以畜牧为生的人。

E牧区l muqu 画＠放牧的地方。＠以畜牧

为主的地区。

E牧犬l muquan IE 经过训练能帮助人放牧的

狗。
E牧人E muren 圈放牧牲畜的人。

E牧师l mushi 画新教的神职人员，负责教徒
宗教生活和管理教堂事务。

E牧童】 mut6ng IE 放牛放羊的孩子（多见于诗

词和早期臼话）。
E牧畜】 muxu 圈畜牧：当地居民大都以～为生。

E牧业】 muye ［名］畜牧业。

E牧主】 muzhu E毫牧区中占有牧场、牲畜，雇用
牧工的人。

铝」 mu 圈金属元素，符号胁。银
（铝）白色，用来制特种钢，也用于制作

电器元件。

募 mu 募集唰或兵员等）：～捐｜～款｜招

E募兵制】 mubingzhi 圈以雇佣形式招募兵员

的制度。

E募盯『nu;;g心圈募集股金。

E募化】 muhua 圈（和尚、道士等）求人施舍财

物＝四方～o
E募集】 muji 圈广泛征集：～经费。
E募捐】 mu;;juan 圈募集捐款或物品z 为残疾

人～｜～赈灾。

墓 mu !EO 坟墓公～｜烈士～｜扫～。＠
CMu）姓。

E墓碑l mub岳l 圈立在坟墓前面或后面的石
碑，上面刻有关于死者姓名、事迹等的文字。

E基表l mubi凸0 [El 墓碑，也指碑上刻的关于死

者生平事迹的文字。

E墓道】 mudao 圈坟墓前面的雨道，也指墓室

前面的雨道。
E墓地l mudi IE 埋葬死人的地方；坟地。

E墓祭l muji 画在坟墓前祭奠；扫墓。

E墓室】 mushi 圈坟墓中放棺棒的处所。

E墓穴】 muxue ［望埋棺材或骨灰的坑。
E墓莹l muying 圈坟莹。
E墓葬E muzang I~ 考古学上指坟墓z ～群。

E墓志l muzhi 圈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



930 I m心 ｜幕睦慕暮深穆

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
尾的铭，也叫墓志铭。

幕 … mu o 覆盖在上面的大块的
(*I膜）布、绸、毡子等；帐篷·帐～。＠

画挂着的大块的布、绸、丝绒等（演戏或放映
电影、幻灯所用的） ：开～｜闭～｜银～。＠形状
或作用像幕的东西：雨～｜烟～｜夜～。＠古
代战争时将帅的帐篷；古代将帅或行政长官办
公的地方：～府｜～僚。＠［重戏剧较完整的

段落，每幕可以分若干场：第二～第一场。看
了这幅画，我不禁回忆起儿时生活的一～来。
0 (Mu）圈姓。

E幕宾） mubln l组幕僚或幕友 z 聘为～。
E幕布］ mubu 圈幕②。

E幕府） muf心圈＠古代将帅办公的地方。＠

日本明治以前执掌全国政权的军阀。

E幕后） muhou 画舞台帐幕的后面，多用于比

喻：～策划｜～交易｜～英雄｜～花絮。
E幕僚E muliao 圈古代称将帅幕府中的参谋、
书记等，后泛指文武官署中的佐助人员（一般
指有官职的）。

E幕墙） muqiang 圈建筑物的装配式板材外

墙。因远看墙体像舞台上的大幕，所以叫幕

墙。幕墙自身重量轻、工业化程度高，但玻璃
幕墙常造成眩光污染。

E幕友E muyou IEl 明清地方官署中无官职的

佐助人员，分管刑名、钱谷、文案等事务，由长
官私人聘请。俗称师爷。

睦 mu 0 和睦z ～邻｜婆媳不～。 8 CMu) 
画姓。

E睦邻E mu I in 啤跟邻居戎相邻的国家和睦相

处2 ～息兵｜～政策。
在主 mu ＠羡慕；仰慕z 景～｜～名。＠依恋；

均计思念z 爱～｜思～。 8 CMu）圈姓。
E慕名） mu;;ming 画仰慕别人的名气：～而

来。

E慕尼黑】 Munih岳l 圈德国南部城市。 1938
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
订了《慕尼黑协定以英法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向德国求得妥协。后来用“慕尼黑”指外交上
牺牲别国利益而与对方妥协的阴谋。［德
Milnchen ，英 Munich]

E慕求】『nuqiu 圈因仰慕而希望得到u ：～已久

的荣誉。
E慕容J Mur6ng 圈姓。

暮川＠傍晚z ～色｜伫囚。＠（时间）
将尽；晚：～春｜～年｜天寒岁～。 8 (Mu) 

［雹姓。

E暮蔼’E mu ’凸l 圈傍晚的云雾：～沉沉｜森林被

～笼罩着，黄昏降临了。
E暮春】 muchun 圈春季的末期，农历的三月。
E暮鼓晨钟） mug心也henzh6ng 见 162 页【晨

钟暮鼓lo
E暮景E mujing 圈＠傍晚的景色。＠老年时

的景况：桑榆～。
E暮年） munian l萄晚年：烈士～，壮心不已。

E暮气） muqi 画不振作的精神和疲疲沓沓不

求进取的作风（跟“朝气”相对） ：～沉沉。
【暮秋） muqiu 圈秋季的末期；农历的九月。

E暮色】『nuse 函傍晚昏暗的天色：～苍茫。

E暮生JL】 mu•shengr ＜方〉圈父亲死后才出生
的子女；遗腹子。

E暮岁） musui 圈＠一年将尽的时候。＠晚
年。

霖 mu Ji!. 8叫酬。

军白 mu 0 恭敬；严肃z静～｜肃～。 8 (Mu) 
I§多圈姓。

E穆斯林】 musilin 圈伊斯兰教信徒，意为顺从

真主旨意的人。 L阿拉伯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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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守主白同“嗯”（而）。
H口另见 947 页 ng;1387 页 WU 。

”回内“嗯吨。的又音。
’ J 巳i、

n ＜予）

嗯C :u_n) ri “嗯”问的又音。

、

n ＜歹）

嗯（ ;J:Vt) n “嗯”问的又音。

二二H王军二二1

那 Na IB 姓。
H 另见 932 页呻；932 页怕。

南 na 见下
另见 936 页 nano

E南无】 nam6 佛教用语，表示对佛尊敬或版
依。［梵 namas]

, 
na （歹丫）

拿 n6 0 刮子
（军、宫、军）或用其他方式抓

住（东西）．～刀动杖｜他手里～着一把扇子｜把

这些东西～走。＠画用强力取；捉2 ～下敌
人的确堡｜～住一个小偷JL0凭他多年的教学经
验，这门课他～得F来。＠画掌握＝～权｜～
事 l～不准｜这事儿你～得稳吗？＠画刁难；要

唔嗯那南拿｜ n- n6 I 931 I 

挟＝～一把！这件事谁都干得了，你～不住人。
＠画装出 s故意做出 2 ～架子！～腔作势。＠
画领取$得到：～工资｜～金牌｜～→等奖。＠

画强烈的作用使物体发生变化：这块木头让

药水～白了｜碱搁得太多，把馒头～黄了。＠
睛引进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方法等，意思跟

“用”相同 z ～尺量｜～眼睛看｜～事实证明。＠
因引进所处置或所关涉的对象：别～我开玩

笑。⑩因跟“来说、来讲：＂搭配使用，引进要说

明的事物或情况：～我们来说，加班是常事。

E拿勿E n6ban 圈把犯罪的人捉住法办＝一经
查实，立即～。

E拿大l n6;;da （方〉画自以为比别人强，看不
起人g摆架子z 他待人谦和，从不～｜人家虚心
求教，他倒拿起大来了。

E拿大顶】 n6 dading 拿顶。
E拿刀动杖l n6dao-dongzhang 拿起刀枪棍

棒，指械斗，动武：为这么点儿事，犯不上～的。
E拿顶E n6;;ding [z;!jJ 用手撑在地上或物体上，

头朝下，两腿向上。也说拿大顶。

E拿获E n6huo 画捉住（犯罪的人）：将犯罪嫌
疑人～归案。

E拿架子E n6 jia·zi 摆架子。

E拿龙】 n6;;16ng （口〉画＠指调整自行车、三

轮车等的瓦圈、辐条，使车轮的圆形在一个平

面上，行驶时走直线不走曲线。＠比喻整治，
教训（人） ：你要不老实，我就给你拿拿龙。

E拿摩温l n6m6wen 圈见 933 页【那摩温］ o

E拿捏】 n6ni岳＠圈把握；掌握：～分寸｜传球

时机～准确。＠〈方〉圃扭捏z 有话快说，～

个什么劲儿！＠〈方〉画刁难；要挟z 你别～人。
E拿腔拿调l n6qiang-n6diao 指说话时故意装

出某种声音、语气。
E拿乔E n6;;qi6o 圈装模作样或故意表示为
难，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E拿权］ n6;;qu6n 圈掌握权柄。

E拿人l n6;;ren ＜方〉＠画刁难人；要挟人z 别

～了，没有你，我们也能干。＠圈指吸引人z
他说评书特别～。 司董三

E拿事E n6;;shi C～儿）圈负责主持事务2 偏巧三三孟

他父母都出门了，家里连个～的人也没有。

E拿于】 nosh凸u 0 圃（对某种技艺）擅长z ～

好戏｜～节目｜画山水画儿他很～。＠画成功

的信心；把握＝有～｜没～o
E拿手好戏E n6sh6u h凸oxi 0 指某演员特别

擅长的戏。＠泛指某人特别擅长的本领。 II

也说拿手戏。

E拿手戏E nash6uxi IB 拿手好戏。
【拿糖l n6;;t6ng （口〉圈拿乔。



I 932 I n6 na I 拿给那也哪那

E拿问E nawen E司逮捕审问z 革职～。
E拿印把JL) na yinbar 指做官；掌权。也说拿

印把子。
E拿主意】 na zhu•yi （口语中也读 n6 zhu·yi) 

决定处理事情的方法或对策 z 究竟去不

去，你自己～吧。

律… n6 圈金属元素，符号 N口。银
（鳝）白色，有放射性。可用刊l备

坏－2380

v v 
na （歹丫）

那怕旧同“哪”（巾。
V 另见 931 页 N6;932 页怕。

也时〈方〉雌础：鸡～响。

哪怕圆疑问代词。＠后面跟量词或数词
加量词，表示要求在几个人或事物中确定

其中的一部分z 我们这里有两位张师傅，您要

见的是～位？ I 这些诗里头～两首是你写的？
＠单用，跟“什么”相同，常和“什么”交互着用z

什么叫吃亏，～叫上算，全都谈不到。＠虚指，
表示不能确定的某一个z ～天有空你来我家坐

坐。＠任指，表示任何一个（常跟“都、也”等呼

应）＝你～天来都可以。 II 匾噩’“哪”后面跟量
词或数词加量词的时候，在口语里常常说叫I
或 n旬，单用的“哪”在口语里只说怕。以下

1哪个］①、1哪会JL］、［哪门子1 、 1哪些］、1哪样1
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 n昌 l 或门ι。＠表

示反问：没有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

另见 934 页 •no; 943 页晤。

E哪个E n凸•ge 圆疑问代词。＠哪一个z 你们是

～学校的？＠〈方〉谁2 ～敲门？
E哪会JL] n凸huir （口语中也读呻hulr) E置疑问

代词。＠问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间z 你是～
从广州回来的？｜这篇文章～才能脱稿？＠虚

指不确定的时间：赶紧把粮食晒干入仓，说不
定～天气要变。＠任指某一时间z 你要～来

就～来。｜｜也说哪会子。
E哪里E n凸. Ii 困疑问代词。＠问什么处所z 仰、

住在～？｜这话你是从～听来的？＠虚指不确
定的处所z 我好像在～见过他。＠任指某→

处所：农村和城市，无论～，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的景象1她走到～，就把好事做到～。。用于
反问句，表示意在否定＝这样美好的生活，～是

过去能想到的？（＝不是……）｜～铲道刚走出
七八里地，天就下起雨来了？（＝不料……）＠

谦辞，用来婉转地推辞对自己的褒奖z “你这篇
文章写得真好！”“～，～！”

E哪「1子J n凸men•zi ＜方〉圆疑问代词。什么，

用于反问的语气，表示没有来由：你生的～气

呀？ I 好好儿的，你哭～呀？
E哪怕】 n凸pa ！！！表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 ~n 

使z ～他是三头六臂，一个人也顶不了事｜衣服

只要干净就行，～是旧点儿。

E哪JL] n凸r ＜口〉圆疑问代词。哪里z 你上～

去？｜～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当初～会想到这

些荒地也能长出这么好的庄稼？
E哪些E naxi岳睛疑问代词。哪一些g 这次会

议都有～人参加？｜你们要讨论～问题？
E哪样E n凸yang ＜～儿）（面疑问代词。＠问性

质、状态等g 你要～儿颜色的毛线？＠泛指性
质、状态z 这儿的毛线颜色齐全，你要～的就有
～的。

、

na （予丫）

那时＠团指示代词。指示比较远的人或
I" 事物。 a）后面跟量词、数词加量词，或直
接跟名词：～边｜～老头儿｜～棵树｜～两棵树 i
～地方｜～时候。 b）单用：～是谁？｜～是邻居

的｜～是我的两个朋友｜～是 1937 年。匾噩’
在口语里，“那”单用或者后面直接跟名词，说
na 或 ne；“那”后面跟量词或数词加量词常常

说咱i 或 n岳。以下 1那程子］、【那个1、 1那
会JL ］、［ JJ~些］，［那样1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
门自 i－或 n令， I那么］，［那么点JL ］、1那么些］、1那
么着1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门ι。＠圆指
示代词。跟“这”对举，表示众多事物，不确指
某人或某事物z 说这道～的｜看看这，看看～，
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81!! 跟“那么”③相同z
～就好好儿干吧！｜你不拿走，～你不要啦？

另见 931 页 N6;932 页咱3

口F程子】 nacheng. z i ＜方〉团指示代词。那

些日子（指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很忙，没有
工夫来看你。

DJ~达慕】 nad6mu 圈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
传统的群众性集会，过去多在祭敖包时举行，
内容有摔跤、赛马、射箭、舞路等。后来还在集
会上进行物资交流、交流生产经验等活动。

曰F个E na·ge II直指示代词。＠那一个：～院

子里花草很多｜～比这个结实点儿。＠那东西；
那事情：那是画画儿用的，你要～于什么？！你
别为～担心，不会出事儿。＠用在动词、形容词

之前，表示夸张z 他千得～欢哪，就甭提了！！



瞧你们～嚷嚷，安静点儿吧！＠〈口〉代替不便

直说的话（含有婉转的意味）：你刚才的脾气也
大～了（＝不好）！他这人做事，真有点儿～（＝不

应当）。
[lj~会JL】 nahuir （口语中也读 nahuT「）［倒指示

代词。指示过去或将来的时候：记得～他还
是个小孩子｜到了～，农业就全部现代化了。也

说那会子。
E那里】 na•li 圆指示代词。指7T~比较远的处所z

～出产香蕉和荔枝｜我刚从～回来｜他们～气候

怎么样？
[lj~么】（那末） na•me 0 ［·何指示代词。指示性
质、状态、方式、程度等：我不好意思～说｜像油
菜花～黄｜来了～多的人。＠［面指示代词。

指示数量z 借～二三十个麻袋就够了｜我只见

过他～一两次。 8 ll!l 表示顺着t：文的语意，
申说应有的结果或做出判断（上文可以是对方

的话，也可以是自己提出的问题或假设）：这

样做既然不行，～你打算怎么办呢？｜如果你认

为可以这么办，～咱们就赶紧去办吧！
[lj~么点JL] na•medianr 圆指示代词。指示数
量小·～东西，一个箱子就装下了｜～事儿，一天
就办完了，哪儿要三天？

[lj~么些E na•mexi岳圆指示代词。指示一定的
数量（强调多或少）：～书，一个星期哪儿看得

完？！钱就～，省着点儿花。
[lj~么着】 na•me•zhe ［·何指示代词。指示行动

或方式：你再～，我可要恼了！｜你帮病人翻个
身，～睡他也许舒服点儿。

[lj~摩温】 nam6w岳n IE 旧时上海等地用来称
工头。也译作拿摩温。［英 number one] 

曰~JL] nor （口〉睛指示代词。＠那里z ～的
天气很热。＠那时候（用在“打、从、由”后面） : 
打～起，他就每天早晨用半小时来锻炼身体。

[lj~些l naxi岳 l团指示代词。指示两个以上的

人或事物：奶奶爱把早年间的～事儿讲给孩子

们听。

E那样】 nayang （～儿）团指示代词。指示性
质、状态、方式、程度等：～儿也好，先试试再说｜
他不像你～拘谨｜这个消息还没有证实，你怎么

就急得～儿了？｜别这样～的了，你还是去一趟

的好。 llil茬’“那（么）样”可以做定请或状语，也
可以做补语。“那么”不做补语。比如“；急得那
样”，不能说成“急得那么”。

[lj~阵儿】 nazhenr ＜口〉［创指示代词。指过去

的或未来的一段时间 2 刚才～，好大的雨呀！｜
昨天吃晚饭～，你上哪儿了？！等到放假～，咱们

去泰山旅游。也说那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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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 收进来；放进来：出～｜
闭门不～。＠接受·～降｜采

～｜招～。＠享受：～凉。＠放进去z ～入正

轨。＠［司交付（捐税、公粮等）·～税｜～粮。
0 <Na）圈姓。

.btft2 牛， no [Zl国缝纫方法，在鞋底、袜底

圭内（纳）等上面密密地缝，使它结实耐
磨z ～鞋底子υ

E纳彩l nacai 圈旧俗定亲时男家送给女家聘

礼叫作纳彩。

E纳粹E Nacui 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德
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以希特勒为头子的
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德 Na凹，是
Nationalsozialistische ( Partei）的缩写］

E纳福】 nafu 圈享福（多指安闲地在家居住，旧

时也用作问安的客套话）。

E纳贡l na;;gong f到进贡①：称臣～。

E纳罕l nahan ff画诧异；惊奇：他一看家里一个
人也没有，心理很～。

E纳贿E nahui 圈。受贿。＠行贿。

E纳i柬E najian E面l 古代指君主采纳臣下的进

谏，后泛指尊长等接受规劝：～如流。

E纳凉E naliang 画乘凉z 在树下～。
E纳粮】 na;;liang 圃 i日时指交纳钱粮。

E纳闷JL] na;;menr （口〉画疑惑不解：他听说

有上海来的长途电话找他，一时想不出是谁，心
里有些～。

E纳米l namT ［毫长度单位， 1 纳米等于一百万

分之一毫米。［英 nanometer]

E纳米材料E namT cailiao 由直径 1 50 纳米

的极小微粒所构成的固体材料，具有高强度、

高韧性、高比热、高膨胀率、高电导率等特性，三二
有极强的电磁波吸收能力。可用来制高性能主辈三
陶瓷和特种合金、红外吸收材料等。 三三三

E纳米技术E nami jishu 在纳米尺度（0. 1 
100 纳米）上，能够操纵单个儿原子或分子进行

加工制作的技术。
E纳米科学E namT K岳xue 在纳米尺度（0. 1 

100 纳米）上研究物质的特征和相互作用，以

及如何利用这些特征的科学。包括纳米生物
学、纳米机械学、纳米材料学、原子／分子操纵
和表征学、纳米制造学等。

E纳聘】 na;;pin 圈旧俗定亲时男家给女家聘



三章

I 934 I no 一陆 i I 纳脱那锅梢娜捺呐哪月芳奶

礼。 I 8 ll!l 于是：因山势高峻，～在山腰休息片时。
E纳妾E na;;qie 圈旧时指娶小老婆。 | ＠圆才2③ s 唯虚心～能进步。 OIEI 人称代

E纳入J naru mill 放进；归入（多用于抽象事物） , I 词。你g你的（有时也用于第三人称）：～父［～兄。
～正轨i～计划。 I rn尔E n副’岳r ＜书〉圆指示代词。如此；像这

E纳税】 na;;shui 圈交纳税款：依法～。 | 样：何其相似～！
E纳税人J nashuiren IEl 依法直接负有纳税义 I ［乃至E naizhi 圈甚至：他的发明，引起了全国
务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也叫纳税主体、纳税｜ ～国际上的重视。也说乃至于。
义务人。

E纳税义务人E nashu1 ylwu r告n 纳税人。

E纳税主体E nashu1 zhuti 纳税人。
E纳西族】 Naxlzu IEJ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云南、四川｜。

E纳降J naxi6ng 圈接受敌人的投降。

胁时见13叮［剧内］ 0 

茄 no 那拔林州川础，在台湾0
万p 另见 966 页 nu60

纳 u 时圈金属元素，符号Na。银白
（纳）色，质软硝展性，化学性质极活

泼，容易氧化，燃烧时发出黄色光。在工业上
用途很广。

E纳灯E nod岳ng 圈灯的一种，把锅填充在真空
的玻璃外壳中制成，通电后，纳蒸气放电而发
出黄色光。用于街道照明等。
袖 no 0 补缀＝…百～本。＠和尚穿

的衣服，常用作和尚的自称2 老～。

如E no 0 用于人名。 8 CN咽姓。
另见 966 页 nu60

岳古 no 0 ［到按；撼2 ～手印。＠画忍耐p
A、抑制z ～着性子｜勉强～住心头的怒火。

＠（～儿）圈汉字的笔画，向右斜下，近末端微

有波折，形状是“ L ”。

•na （·予丫）

日内 •na 同“哪”（ •no ）。
Yl 另见 933 页呻；943 页时； 943 页 •neo

哪 •no 圈“啊”受前→字韵尾州影响而
V 发生的音变z 谢谢您～｜你得留神～！｜同
志们加油干～！参看页“啊”•Oo

另见 932 页 n凸； 943 页 neo

v 
n凸 i ( "?J'lfj ) 

乃 耐〈书〉＠圆表示判
（〈酒、提翘）断，相当于“是、就是、实

在是”z 《红楼梦》～一代奇书｜失败～成功之母。

E乃至于】 n凸izhiyu E亘乃至。

芳]o 芳呻i 见 160 芋

奶 … n凸 i 0 （口〉圈乳房。＠时
（头孀）汁的通称z ～汁｜～腥｜牛～｜羊

～｜给孩子喂～。＠主要为产奶而饲养的2 ～

牛。＠画用自己的乳汁喂孩子z ～孩子。＠

初生的；婴幼儿时期的：～牙 l～名｜～毛。

E奶茶J naich6 圈。掺和着牛奶、羊奶或马奶

的茶。＠用牛奶和茶，配上果汁、糖等制成的

饮料。
E奶粉J naif岳n ~望牛奶、羊奶除去水分制成的

粉末，易于保存，食用时用开水冲成液体。

时3酒】 naiji心圈用牛奶等为原料制成的发酵

饮料。也叫奶子酒。
U可酷E nailao 圈。用牛、羊等的奶汁做成的

半凝固食品。＠借指利益：改革要触动一些

人的～。
时3妈】『1凸l『na 圈受雇给人家奶孩子的妇女。

U巧毛】 naim6o （～儿）〈口〉圈婴儿出生后尚

未剃过的头发。

E奶名】 n凸iming （～儿）［萤童年时期的名字，小

名。
日3奶】 nai•nai 圈＠〈口〉祖母。＠〈口〉称

日于跟祖母辈分相同或年纪相仿的妇女。＠
〈方〉少奶奶。

日3娘J naini6ng （方〉圈奶妈。
(:i!J1牛） n凸iniu 圈乳牛。

E奶皮） n凸ipi （～儿）圈牛奶、羊奶等煮过后表
面上凝结的含脂肪的薄皮。

E奶品J naipin 圈乳品。

时3声奶气】 naisheng刑凸iqi （～的）形容小孩

子稚嫩的声音和腔调。
日3水】 n凸ishui （口〉圈乳汁：～足。

由3头J n凸itou c～儿）圈＠〈口〉乳头。＠奶

嘴。
E奶昔） n凸1xl 画一种冷食，用牛奶做主要原

料，加入冰激凌或水果、巧克力等搅拌而成。
［英 milk shake] 

日3牙） n凸iy6 圈乳牙。

时3羊】『1凸iyang 圈专门用来产奶的羊。



奶氛遁哪傣奈何奈耐膨能茶绍争能囡男 I nai nan I 935 I 

E奶油J n凸iy6u I割＠从牛奶中提制的白色浓 I ［耐烦E naif6n 睛不急躁；不怕麻烦；不厌烦
稠物质，脂肪含量较低，通常用于制糕点和糖 l （多用于否定式）：见你迟迟不来，他已经等得
果。＠从上述物质或牛奶中提制的黄色半固｜ 不～了。
体物质，脂肪含量较高，是一种食品。俗称黄 I ［耐火材料E naihu6 c6iliao 熔点一般在

油。 I 1 sso℃以上的材料，用于锅炉、冶金炉、增塌、
四3油小生I n凸iy6u xi凸oshe咱指相貌俊秀但｜ 玻璃窑等。常用的耐火材料有耐火秸土、石

缺乏阳刚之气的年轻男子。 | 英、白云石、石墨、菱续矿等。

E奶罩E n凸izhao 圈乳罩。

时3子E n凸i. z i 圈。〈口〉统称牛奶、羊奶等供
食用的动物的乳汁。＠〈口〉乳房。＠〈方〉

奶妈。
日3子酒】『1凸 i ·zijiu 圈奶酒。

日3嘴l n凸izui C～儿）［割装在奶瓶口上的像奶
头的东西，用橡胶等制成，用来吮吸奶瓶里的

奶
左三言 n凸i [EJ 气体元素’符号 Ne。无色元臭
乃l ；无味，大气中含量极少，化学性质不活泼。
放电时发出红色光，用来制霓虹灯等。

院灯l n凸ideng I每l 灯的一种，把氛气填充在

真空的玻璃外壳中制成，通电时发出红色光，
Yt线能透过烟雾，可用作信号灯等。

、;:a: nai O 见 934 页“乃”。＠用

）§（＊姐）于地名z ～子街村（在吉林）。＠
CN凸 i ）圈姓。

哪怕i 哪”。而〉的口语音。参看 932 页

t" “哪”条自主意’。
r去. nai （方〉［何人称代词。你。
，向t

飞

nai ＜丁7,,;)

手r nai 0 奈何：无～｜怎～。＠〈书〉怎奈g

刁乏无奈：本应速回，～有事缠身，未能成行。
8 CNai)IB] 姓。

E奈何E naihe 0 画意思跟“怎么办”相似，用

于反问或否定式，表示没有办法：无可～｜～不
得。＠〈书〉困疑问代词。用反问的方式表

示如何：民不畏死，～以死惧之＇！$（－／／一）圈

中间加代词，表示“拿此人怎么办”＝奈你何｜奈

我何｜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答应，你又奈他何！

饵闹剧
另见348 页位。

~ nai 古书上指一种类似花红的果子。
刀飞
耐耐画＠受得住；禁得起2 ～烦 l～用｜～
ll!J:J 早｜～火砖｜吃苦～劳｜锦纶袜子～穿。＠忍
受；勉强承受z ～性｜忍～｜难～｜～着性子。

E耐久E naiji心圃能够经久2 坚固～。

E耐看J naikan 帽（人、景物、艺术作品等）禁得

起反复观看、欣赏：小姑娘长得很～。

E耐劳E nai;;l6o 富国禁得起劳累g 吃苦～。

E耐力J naili I萄耐久的能力2 长跑能锻炼～。

E耐人寻味E nairenxunwei 意味深长，值得仔

细体会琢磨：故事结尾～。

E耐心J naixln 0 11121 心里不急躁，不厌烦g ～

说服。＠圈耐性s 做小学教师得有～。

E耐性J naixing 巨型能忍耐、不急躁的性格z 越

是复杂艰巨的工作，越需要～。
E耐用J naiyong ~砌禁得起长久使用；不容易

用坏z 搪瓷器具比玻璃器具经久～。

膨 nai 古代一种剃除面颊上晰的刑罚
另见 344 页命。

能闹。〈书〉向“耐”。＠叫酬。
口另见 946 页门eng 。

主李主 nai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C，日 H," 
刁飞毛白色晶体，有特殊气味，容易升华。用来

制染料、树脂、药品等。［英 naphthalene] 8 
CNai ）姓。

菊州〈书〉捕。

祷~ nai 见下。

E褐t襟E naidai （扣帽不懂事：～子（不懂事
的人）。

t二二画画：（豆豆二二］

囡 nan ＜方〉圈＠小孩儿：小二
（＂＂~固）～｜男小～ i女小～＠女儿2 主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
“团”另见 634 页 l的「1 。

E因因J nannan ＜方〉圈对小孩儿的爱称。

,, 
nan （予弓）

男 1 阳。圈属性词。男性的（跟“女”相
对）：～装｜～婴｜～尊女卑！对面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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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儿子＝长～。 8 CNan）［量姓。
男2 nan 封建五等耻的第五等： :o~o 

E男盗女娼】 nandao-nuchang 男的偷盗，女的

卖淫，指男女都做坏事或思想行为极其卑鄙恶

劣。
E男JLJ nan'er 圈男子汉：好～志在四方｜～有
泪不轻弹。

E男方） n6nfang IEJ 男的一方面（多用于有关

婚事的场合）。
E男家】 nanjia 圈婚姻关系中男方的家南方o

E男科E n6nke IEl 医院中专门医治男性生殖系
统疾病的一科。

E男男女女】 n6nn6nnunu IEJ 指有另有女的许

多人z 大街上，～个个都衣着整齐。
E男女】 nannu 圈＠男性和女性：青年～｜～
青年｜～平等｜～老少。＠〈方〉儿女。

E男女关系E nannu guan. xi 特指不正当的两

性关系。

E男人E nanren IEl 男性的成年人。

E男人E na『1 • ren （口〉阁丈夫Czhang· fu）。

E男生l nansh岳ng 圈＠男学生。＠男青年3
小伙子。

E男声） n6nsheng 圈声乐中的男子声部，一般

分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
E男士】 n6nshi 璋对成年男子的尊称。

E男性） n6nxing 圈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
产生精子。

E男友E n6ny6u IEl 0 男性朋友。＠指恋爱对
象中的男方。

E男子） n6nzi 函男性的人。

E男子汉） n6nzihan IEJ 男人Cnanren ，强调男

性的健壮或刚强）：我们村的妇女干起活儿来，

赛过～。
E男尊女卑E nanzun-nub岳t 男的尊贵，女的卑
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

τ仨 nan 0 圈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

三三三 l毛l 清晨面对太阳时右手的一边（跟“北”相
主主主 对） ：～边儿 l～头儿｜～房｜～风｜～来北往｜坐北

朝～。＠南部地区，在我国通常指长江流域

及其以南的地区：～味｜～货。 8 CNan ）圈

姓。
另见 931 页怕。

E南半球】 n6nbanqiu 圈地球赤道以南的部分。

E南梆子E n6nbang•zi 圈京剧中西皮唱腔的一

种。

E南北E n6nb岳i 圈。方位词。南边和北边。

＠指从南到北的距离：这个水库～足有两千

米。
E南北朝） N6n-B岳l Chao 圈 4世纪末叶至 6世

纪末叶，宋、齐（南齐）、梁、陈四朝先后在我国
南方建立政权，叫南朝（公元420 -589），北魏

（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先后在我

国北方建立政权，叫北朝（公元 386 581 ），合

称为南北朝。

E南边E nan· bian 圈＠（～儿）方位词。南①。
＠〈口〉南②。

E南昌起义】 Nanchang Qlyi 见 17 页［八一南

昌起义lo
E南朝】 Nan Chao 圈宋、齐、梁、陈、四朝的合

称。参看 936 页｛南北朝lo
[1南斗l nandou 圈斗（d己U）⑥的通称。由六

颗星组成。
E南豆腐】 nandou ·fu IEl 食品，豆浆煮开后加入

石膏使凝结成块而成，比北豆腐水分多而嫩

（区别于“北豆腐勺。有的地区叫嫩豆腐。

E南方E nanfang 圈。方位词。南①。＠南
( O 

E南非】 Nan Fei 圈。非洲南部，包括马拉维、

赞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马达加
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安哥拉、科摩罗、津

巴布韦、南非（共和国）、纳米比亚、圣赫勒拿、
留尼汪岛和阿松森岛等。＠ CNanf邑 i ）指南非

共和国。

E南宫E Nangong 圈姓。

E南瓜l nan •gua IEl 0 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是五棱形。叶子心脏形，花黄色，果实一般
扁圆形或梨形，成熟时红褐色。果实可做蔬

菜，种子可以吃，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

实。｜｜在不同地区有倭瓜、北瓜等名称。
E南管E nanguiin 圈南音②。

E南郭l Nanguo 圈姓。

E南国l nangu6 （书〉圈指我国的南部。
E南寒借l nanh6ndai 圈南半球的寒带，在自

极与南极圈之间。参看 512 页I寒带lo
E南胡E nanhu ~二胡，因原先流行在南方而

得名。
E南回归线l nanhuigulxian ['8] 南纬 23°26＇的

纬线。参看 580 页【回归线］。
E南货E nanhuo 圈南方所产的食品，如笋干、

火腿等。
E南极E nanji 圈＠地轴的南端，南半球的顶

点。＠地球的南磁极，用 S 来表示。

E南极圈】 nanjiquan 圈南半球的极圈，是南寒

带和南温带的分界线。参看 608 页［极圈l 0 

E南京大屠杀E Nanjing Da Tusha 抗日战争时
期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

长达 40 多天的血腥屠杀，杀害中国平民和被
俘军人达 30 多万人。我国已将 12 月 13 日

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E南柯一梦l nanke听meng f享于苏做梦到大
槐安国做了南柯郡太守，享尽富贵荣华，醒
来才知道是一场大梦，原来大槐安国就是住
宅南边大槐树下的蚁六，南柯郡；就是大槐树

南边的树枝（见于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
传悦。后来用“南柯一梦”泛指一场梦，或比
喻一场空欢喜。

E南门】 Nanmen IEl 姓。

E南面l nanmian 0 阉面朝南。古代以面朝
南为尊位，君主I临朝南面而坐，因此把为君叫

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等。＠（～儿）圈方
位词。南边。

E南明l Nan Ming IEl 明朝灭亡后，明皇室后裔
先后在我国南方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

E南阳 Nan Ou IEl 欧洲南部，包括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阿尔巳
尼亚、希腊、意大利、梵蒂冈、＆马力诺、马耳
他、西班牙、安道尔和葡萄牙等国。

E南齐】 Nan Qi 圈南朝之一，公元479 502, 
萧道成所建。参看 936 页l南北朝1。

E南腔北调l nanq iang-b岳1diao 形容人口音不

纯，掺杂方音，也指说各地方言的人都有。
E南曲E nanq心圈。宋元明时流行于南方的
各种曲调的统称．调子柔和婉转，用管乐器伴
奏。＠指用南曲演唱的戏曲。

E南式】『ianshi E国属性词。北京一带指南方式

样或制法的（食品、手工业品等）：～糕点｜～盆
桶。

E南宋E Nan Song 圈朝代，公元 1127一

1279 ，自高宗（赵构）建炎元年起，到帝窝（赵
岗）祥兴之年宋朝灭亡JJ-. 0 建都临安（今浙江

杭州）。

E南糖l nantang 冒雪］南式糖果；南方生产的糖
食z 花生～o

E南纬l nanw岳l 圈赤道以南的纬度或纬线。
参看 1364 页【纬度）｜、1364 页［纬线l 0 

E南味l nanwei （～儿）圈南方风味·～糕点｜
～食品。

E南温带E nanw岳ndai ［：割南半球的温带，在南

极圈与南回归线之间。参看 1370 页【温带lo
E南戏E nanxi 圈古典地方戏的一种，南宋初年
形成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到明朝演
变为传奇。也叫戏文。

E南下l nanxia 圈我国古代以北为上，以南为

南难 l n6n ｜归7 I 
下，后来把去本地以南的某地叫南下（跟“北
上’7相对）：近日将～广州 G

E南亚l Nan Ya IEl 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马尔1-t夫和斯
里兰卡等国。

E南洋】 Nanv也ng IEl 0 清末指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沿海地区。特设南洋通商大臣，由两
江总督兼任。＠指南洋群岛，现称马来群岛。

E南音E nanyln 圈。由艺的一种，流行于珠江

三角洲，唱词基本为七字旬，格律严谨，用扬
琴、椰胡、三弦、洞策、琵琶等伴奏。＠流行于
福建的古典音乐，格调高雅，旋律优美。也叫

南管、南乐。
E南较北辙】 n6nyu6n-b岳1zhe 心里想往南去，却

驾车往jl:走。比喻行动和目的相反。

E南乐l nanyue 圈南音②。

E南针】 nanzh岳n ~J 指南针。

E南征北战】 n6nzh岳ng-beizhan ?i判处出征作战，

形容经历的战斗很多。

E南竹】 nanzhu IEJ 毛竹。

难－ nan 0 圈做起来费事的；不容
（肆）易（跟呀呀目对）：～忍｜～办 l笔画

多的字很～写｜这条路～走。＠［却使感到困

难：这一下子可把我～住了。＠用在动词前，

表示使人不满意的性质在哪方面；不好z ～听 1

～看。

〈古〉又同“饨” nu6 。
另见 939 页 nan 。

U佳熬E n6n'6o 圈难以忍受（疼痛或艰苦的生

活等）：饥饿～o

U佳保E n6nb凸0 rnJj] 0 不敢保证；难以保证：今

天～不下雨。＠难以保住＝性命～。
E佳缠E n6nch6n 圈指人不讲道理，胡乱纠缠，

使别人难于应付。
E难产】 n6nchan 画＠分娩时胎儿不易产出。
难产的原因主要是产妇的骨盆狭小，胎儿过大

或胎位不正常等。＠比喻著作、计划等不易

完成。 王三三
U住处l n6nchu 固不容易相处：他只是脾气暴主主三

躁些，并不算～。

U佳处】 n6nchu I到困难：各有各的～ l 工作中

还没有碰到什么～G

U住当l n6ndang 圈。难以担当或充当·～重

任｜好人～。＠难以禁受·羞愧～。
U佳道】 n6ndao 圆＠加强反问的语气：河水

～会倒流吗？｜他们做得到，～我们就做不到
吗？＠表示揣测的语气 2 都半夜了还亮着灯，

～他还没睡？｜｜也说难道说。面重＃句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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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成”呼应，如 2难道就罢了不成1

U佳道说J nandaoshuo 圆难道。

U住得］ nande 圃＠不容易得到或办到（含可

贵意沁人才～！机会～！灵芝是非常～的药材｜
他在一年之内两次打破世界纪录，这是十分～

的。＠表示不常常（发生）：这样大的雨是很

～遇到的。
U佳L点］ nandi凸n ~问题不容易解决的地方：

突破～O
U佳度］ nandu 圈工作或技术等方面困难的程

度g ～大｜按期完工还有～。
U佳分难解］ nanf岳n-nanjie O 双方相持不下

〈多指竞争或争吵、打斗），难以分出胜负。＠

形容双方关系异常亲密，难于分离。 II 也说难
解难分。

U佳分难舍］ nanfe『1-nans怕见 938 页［难舍难

分lo
U住怪E nangua i 0 rnllJ 不应当责怪（含有谅解

的意思）：这也～，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怎能看

得清这么小的字呢！＠圈怪不得②z ～他今

天这么高兴，原来新机器试验成功了。

U住关］ nanguan 圈难通过的关口，比喻不易

克服的困难z 突破～｜攻克一道道～。
U住过］ nanguo 圈。不容易过活．那时家里

人口多，收入少，日子真～。＠难受②：他听到

老师逝世的消息，心里非常～。
U佳解难分］ nanji岳-nanf岳n 见 938 页【难分难

解L
U佳：堪］ nankan 0 圈难以忍受2 ～重负 l 天气

闷热～。＠陋难为情2 当众出丑，他感到很
~ 。

U佳看］ nankan 圈。丑陋；不好看z 这匹马毛

都快掉光了，实在～。＠（神情、气色等）不和
悦；不正常：他的脸色很～，像是在生气。＠
~光荣：不体面z 小伙子干活儿要是比不上老

年人，那就大～了。

U住免］ nanmi凸n ff固不容易避免：没有经验，

就～要走弯路｜搞新工作，困难是～的O

U佳耐］ nannai iz;困难以忍耐；不能承受s 酷热

～｜～寂寞。
U佳能可贵】 nanneng-1φgui 难做的事居然能

做到，值得珍视2 过去草都不长的盐碱地，今天

能收这么多粮食，的确～。

U佳人】 nan「韧。画使人为难：这种～的事，

不好办。＠圈担当为难的事情的人z 有问题
我们帮助你解决，决不叫你做～。

U佳色E nanse 画为难的表情：面有～。
U佳舍难分】 nansh臼ianf岳n 形容彼此感情很

好，难以抛舍分离。也说难分难舍。
E难事E nanshi 圈困难的事情·天下无～，只

怕有心人。

U佳受E nan shδu 圈。身体不舒服g 浑身疼得

～。＠伤心s不痛快z 他知道事情做错了，心
里很～。

U住说】 nanshuo 画。不容易说；不好说，表

示难于确切地判断或预测：在这场纠纷里，很
～谁对谁不对｜他什么时候回来还很～。＠难

于说出口：你就照着事实说，没有什么～的。
U住四 nanti 画不容易解决或解答的问题z

出～｜数学～ i再大的～也难不倒咱们。

U佳听E nantlng E固＠（声音）听着不舒服5不

悦耳：这个曲子怪声怪调的，真～。＠（言语）
粗俗刺耳z 开口骂人，多～！＠不光荣；不体

面：这种事情说出去多～！

U佳忘］ n6nwδng 圈难以忘记．乡间美景令人

~ 。

U佳为E nan•wei 函。使人为难z 她不会唱

歌，就别再～她了。＠多亏（指做了不容易做

的事）：一个人带好十多个孩子，真～了她。＠
客套话，用于感谢别人代自己做事：～你给我

提一桶水来｜车票也替我买好了，真～你呀。

U佳为情l n6nweiqing lffiJ 0 脸上下不来；不
好意思：别人都学会了，就是我学不会，多～

啊！＠情面上过不去z 答应吧，办不到；不答

应吧，又有点儿～O
U佳兄难弟】 n6nxiong-n6ndi 东汉陈元方的儿

子和陈季方的儿子是堂兄弟，都夸耀自己父亲

的功德，争个不休，就去问祖父陈宴。陈霆说：
“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见于《世说新语·

德行》）。意思是元方好得做他弟弟难，季方好

得做他哥哥难。后来用“难兄难弟”形容兄弟

都非常好，难分高下。今多反用，讥讽两人同
样坏。

另见 939 页 nanxiong－时ndio

U在言E n6ny6n 圃＠难说①z 市场形势，近期

～好转。＠难说②：有口～｜～之隐。

U住言之隐l n6ny6nzhiyin 难于说出口的藏在

内心深处的事情。

U佳以E n6nyi 圈难于·～形容｜～置信｜心情～

平静。

E难于E nanyu 画不容易B不易于z ～收效｜～

启齿｜～把握。

甫 nan 古书上指一种草。

喃 nan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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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喃喃l n6nn6n 阻理连续不断地小声说话的

声音z ～自语。

楠 阳见下。
（提楠、提桐）

E楠木E n6nmu 圈＠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或

长披针形，表面光滑，背面有软毛，花小，绿色，

浆果蓝黑色。木材是贵重的建筑材料，也可供
造船用。生长在贵州、四川等地。＠这种植
物的木材。

" nan （丁？与）

郝（嗷）
n凸n 囚羞愧而脸红：～颜。

E郝然E niinran ＜书〉圃形容难为情的样子：

～一笑。

E根颜l n凸nyan ＜书〉圃因害羞而脸红z ～苟
活｜～汗下。

1南阳肚子上松软的肉z 牛～ i 鱼～。

蜻 nan tsl 酬。

、

nan （丁711)

难… nan 0 不幸的遭遇g灾难：遭～｜
（黠）遇～｜空～｜大～ l临头｜多～兴邦。

＠责备；质问 z 非～｜责～｜问～。
另见 937 页「16「1 。

U在胞E nanbao 画称本国的难民（多指在国外

遭受迫害的侨胞）。
E难民E nanmin tsl 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

而流离失所、生活困难的人：救济～。
U住侨E nanqi6o tsl 称在国外遭遇灾难的侨胞。
U佳兄难弟J nanxiong nandi 彼此曾共患难的

人；彼此处于同样困难境地的人。
另见938 页 n6nxi 己ng n6ndi" 

U住友J nanyou 圈一同蒙难的人。

捕 m 叫容貌美丽＠微胖。

E二五岳豆豆岳三1

囊 nang 见下。
另见 939 页门。吨。

E囊揣E nangchuai 0 隔虚弱；懦弱（多见于早

期白话）。＠同

酶腊】『10『1gchuai 圈猪胸腹部的肥而松软的
肉。也作囊揣。

囔 nang 见下。

E囔囔E nang•nang ［！！画小声说话。

, 
nang （歹尤）

囊 nang 0 吨药～｜琴～｜皮～｜探～取
物。＠像口袋的东西：肾～｜胆～｜毛～。

＠〈书〉用袋子装z ～括。
另见 939 页 nong 。

E囊获E nanghua c司全部获得·经过奋勇拼搏，
中国队～这届世乒赛所有项目的金牌。

【囊空如洗】 nangkong-ruxT 口袋里空得像洗过

了一样，形容一个钱都没有。

E囊括J nangkuo 画把全部包罗在内：～四海

（指封建君主统一全国＞ I这个队～了回赛的全
部冠军。

E囊生J nangsh岳ng 圈西藏农奴主家的奴隶。

也译作朗生。
E囊萤映雪】 nangying-yingxu岳东晋车后L家中

贫穷没钱买灯油，夏天的晚上他捉来萤火虫放

在自绢袋里，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见于《晋

书·车后L传队南朝宋孙康家中贫穷没钱买蜡
烛，冬天的晚上借着窗外雪的反光读书（见于
《南史·范云传》）。后来用“囊萤映雪”形容学

习勤奋刻苦。

【囊中物E nangzhongwu 圈指不用费多大力

气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囊中羞涩】 nangzhong-xiuse 晋代阮孚拿着

钱袋去游玩，有人问他袋里有什么东西，他回
答2“但有一钱看囊，庶免羞涩尔。”（见于元阴
时夫（（韵府群玉·阳韵·一钱囊》）后来用“囊中

羞涩”指没有钱或经济不宽裕（含委婉意）。
【囊肿】 nangzhong 圈良性肿瘤的一种，多呈

球形，有包膜，内有液体或半固体的物质。肺、主重雪
卵巢、肝、肾等器官内都能发生。 三三三

镶一 nang tsl 一种烤制成的面饼，是
（镶）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主食。
另见 940 页 nang 。

v " nang c "J尤）
囊 niing （书〉以也从前；过去的2 ～日 l～

年卜，时 i ～者（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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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 nang [§ID (Jfj JJ) JlilJ ：～了一刀 l一叫
腿上。

E攘子E n凸ng•zi 圈短而尖的刀。

镶 nang 圃拼命地往嘴里塞食物。
（镶）另且：刚页 n6吨

、

nang （予充）

鼻莫 nang 圈鼻子不通气，发音不清g 受了
凉，鼻子发～。

E朦鼻JL] nangbir 0 圈（语音）发耀z 他感冒
了，说话有点儿～。＠圈指说话时鼻音特别重

的人。

nao c 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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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 nao ＜书〉哺喧～。
另见 963 页门U “努”。

E顿顿］ n6on6o ＜书〉圆形容说起话来没完没

了使人讨厌g ～不休。

？心： 、 i n6o ＜书〉喧闹g争辩。
1范（器）
E浇说E n6on6o ＜书〉匮雪白形容争辩的声音。

挠山 nao 0 圆明手指）轻轻地抓：
（捷）～痒痒｜抓耳～腮。＠使别人的

事情不能顺利进行g阻止2 阻～。＠弯曲，比

喻屈服＝不屈不～｜百折不～。
E挠度l naodu IBl 表示构件（如梁、柱、极等〉受

到外力时发生弯曲变形的程度，以构件弯曲后
各横截面的中心至原轴线的距离来度量。

E挠钩E n6og6u 圆顶端有大铁钩的带长柄的

工具。

E挠头E n6ot6u 圃用手抓头，形容事情麻烦复

杂，使人难以处理z 遇到了～的事｜婆媳不和真
叫人～。

E挠秧l n6o;;yong 圃除净稻田中的杂草，使

根部泥土变松。挠秧可以促进秧苗根系的发

育，并能促进分壤。

恢 n6o 见 15 页【懊剧。
（憔）

猫 。。古山名，在今山东临淄一
( ；；~晨）带。

确（号码、咽） n6o 见下
E确砂E n6osho 圈矿物，就是夭然产的氯化

馁，可入药。

E硝洲E N6ozh6u 圈岛名，在广东。隆重’确字
有的书中误作“啊”，误读 gang"

饶 n6o 0 IBJ 打击乐器，像馁，中间
（镜）凸起部分峨的小。＠古代军中

乐器，像铃铛，中间没有舌。 0 CN6o）画姓。

E镜钱E n6ob6 画大型的钱。

挠（蝶） n6o 见下。

Z烧虫l n6och6ng 圈寄生虫，身体很小，白色，

像线头。寄生在人体的小肠下部和大肠里，雌
虫常从脏门爬出来产卵。患者常觉脏门奇瘁，
并有消瘦、食欲不振等症状。

揉 n6o 古书上说的一种猴。

E猿瘦l n6ojue IBJ 古书上泛指猿猴。

夏 n6o 〈书〉同嚼，，。

囔 n6o ＜书〉同“猫”。元代书法家酬
CN6on6o），字子山。

v 
nao （予么）

墙 . 0 ＜方〉圈山冈峨较平的
( ；；蹈）顶部（多用于地名）：削～填沟｜

南～（地名，在山西）｜沙洲～（地名，在湖南）。
恼川 n凸o 凹的～恨｜把他惹～

（’隘）了。＠画使生气s触怒z 你别～
我！＠烦闷；心里不痛快z 烦～｜苦～｜懊～。

E恼恨E n凸ohen 画生气和怨恨z 我说了你不愿

意听的话，心里可别～我！

E恼火】 n凸ohu凸圃生气z 大为～。

E恼怒l n凸onu ~国＠生气；发怒：这些恶毒的

攻击，使他十分～。＠使恼怒；触怒z 一句话

～了他，于是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E恼人E n凸oren E国令人焦急烦恼。

E恼羞成怒l n凸oxiu-chengnu 由于羞愧和恼恨

而发怒。

脑 nao 0 圈动物中枢神经的主要
（脂）部分，位于头部。人脑管全身知



觉、运动和思维、记忆等活动，由大脑、小脑和

脑干等部分构成。＠头Ct6u）①z 探头探～。
＠圈脑筋①z 人人动～，个个动手，大挖生产

潜力。。指从物体中提炼出的精华部分z 1章
～｜薄荷～。＠事物剩下的零碎部分g回地的

边角地方z 针头线～ l 田头地～。

丘脑
大脑脚

人的脑

大脑皮质

脐ij[I;体

U商残l n凸oc6n 圆大脑残疾，指人弱智、白痴

（多用于讥讽或骂人）。
U画出血］ naochuxu岳圈病，脑血管发生病变，

血液流出管壁，使脑功能遭受破坏。血管硬
化、血压突然上升等都能引起脑出血。发病前
有头痛、头晕、麻木、抽搞等症状。也叫脑溢

血。
盯商卒中l naocuzhong !El 卒中①。

U商袋】 n凸o•dai 〈口＞ !El 0 头Ct6u ）①z 秃～｜
牵拉着～。＠脑筋①z 你的～真好使，几十年

前的事还能记得。

U商袋瓜JL) n凸o•daiguar ＜口＞ !El 脑袋s ～转

得挺快。也剧菌街民子。
盯商电图l naodian伯国用特制的仪器把大脑

皮质活动所产生的电效应放大，在纸上画出来
的波状条纹的图形。可以帮助诊断脑部的多

种疾病。
U商干E n凸ogan 圈脑的一部分，包括延髓、脑

桥和中脑。连接着许多神经通路，控制头
部、面部的感觉和运动，以及呼吸、心跳等的
持续。

U商瓜JL] naoguar （口〉圈脑袋。也说脑瓜子。
U商海】 n凸出凸i !El 指脑子（就思想、记忆的器官

而言）：十五年前的旧事，重又浮上他的～｜烈
士英勇的形象时时涌现在我的～中。

U恼脊液E naojiye 圈元色透明液体，充满于
脑室、脊髓中央管和蛛网膜（脑膜的中层）下
腔中，并在这些地方循环活动。有保护中枢
神经系统和运走中枢神经系统代谢产物等

作用。

口商际E n凸oji 画脑海（就记忆、印象而言）。

脑｜础。 I 941 I 

盯商浆l n凸ojiang !El 颅骨破裂时流出来的脑

髓。
白商筋E naojln [BJ 0 指思考、记忆等能力 z 动

～ l他～好，多少年前的事还记得很清楚。＠
指意识：旧～｜老～｜新～！～开通。

U商瘟E n凸叫u !El 中医指生在脑后，部位跟口相

对的瘟。也叫对口瘟。

盯商壳E n凸oke （方〉圆头Ct6u）①。

盯商库E n凸oku 圈指拥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能为决策提供服务的咨询机构。
U西力】 n凸oli 圈人的记忆、理解、推理、想象等

的能力。

U菌力劳动E n凸oli 16odong 以消耗脑力为主的

劳动，如管理国家事务，组织生产，以及从事政

治、文化和科学研究等活动。

盯宿磷脂】 r地olinzhl 固磷脂的一种，由甘泊、

脂肪酸、磷酸乙醇胶组成，无色固体，在脑、神
经细胞、大豆里含量丰富，是细胞膜和细胞器
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U商满肠肥l n凸oman-ch6ngfei 形容不劳而食

的人吃得很饱，养得很胖。
盯商f1JL] n凸omenr （口〉圈前额。也叫脑门

子。

盯商膜E n凸om6 圈脑表面的一层薄膜，由结缔
组织构成，有三层，外层是硬脑膜，中间一层是
脑蛛网膜，里层是软脑膜。脑膜和脊膜相连，
中间有脑脊液。脑膜有保护脑的作用。

盯商桥E n凸oqi6o 圈脑干的一部分，在中脑与

延髓之间。因有横行纤维构成的连接小脑左
右两侧的桥样结构，所以叫脑桥。（图见 941

页“人的脑”）

盯商JL] naor ~供食用的动物脑髓或像脑髓的

食品z 猪～｜羊～！豆腐～。
盯商勺JL) n凸osh6or ＜口〉圆头的后部z 后～。

也叫脑勺子。

白商神经E n凸oshenjing lBl 在人体脑颅的底部，

由延髓、脑桥、中脑、间脑等发出的神经，共有

12 对。除迷走神经支配心脏和胃肠的活动 一一
外，其余都管颈部以上的知觉和运动。 主矗三

口商栓塞E n凸oshuanse 圈病，血管中脱落的血辈辈三

栓运行到脑部引起血管阻塞。多见于心脏病
病人，发病较急，可产生偏瘫或失语。

a＆死亡l n凸osiw6ng 圈指以脑功能永久性

丧失为死亡标准认定的死亡。深度昏迷，膛孔
放大、固定，脑干反应能力消失，脑电波元起
伏，呼吸停止，脑血液循环完全停止，就可认定
为脑死亡。

盯耐臼 n凸osui !El 脑①。

U商血栓】『1凸oxueshuan 圈病，因脑动脉硬



942 I nao - nao I 脑淄闹掉膳

化、血液秸稠度高等原因，脑血管中形成血栓，
阻碍血液正常流动。发病较慢，一般症状较
轻，有的出现头部和肢体麻木，严重的出现偏

瘫和失语。
E脑溢血】 n凸oyixue [El 脑出血。

盯商汁J naozhl 圈见 655 页I绞脑汁］ o

U商子J nao•zi 圈。〈口〉脑①。＠脑筋①z

他～好，又用功，学习成绩很好｜这个人大没～
了，才几天的事儿就忘了。

瑞 n凸0 见 8叫玛剧。

、

nao （予么）

闹… … nao 0 圈喧哗；不安
（阔、提罔） 静g 热～｜～市 i这里～得

很，没法儿看书。＠医E 吵；争吵2 又哭又～｜两

个人又～翻了。＠圃扰乱；搅扰：～公堂｜大

～天宫。＠圈发泄（感情）：～情绪｜～脾气。

＠圃害（病）；发生（灾害或不好的事）：～病｜

～肚子｜～水灾｜～矛盾｜～笑话。＠圈子；弄3

摘＝～革命｜～生产 l把问题～清楚。＠自由开
玩笑3逗：打～｜～洞房。

E闹别扭］ nao bie•niu 彼此有意见而合不来；

因不满意对方而故意为难：两个人常～｜这不

是成心跟我～吗？

E闹洞房】 nao dangfang 闹房。

[I词肚子】 nao du•zi （口〉腹泻。

E闹房J nao;;fang 圈新婚的晚上，亲友们在新

房里跟新婚夫妇说笑逗乐儿。也说闹新房、闹

洞房。
[I调鬼J nao;;gul 画＠发生鬼怪作祟的事情

（迷信）。＠比喻背地里做坏事；捣鬼。

E闹哄J nao•hong （方〉圈。吵闹；喧闹：有
意见你就提，～什么！｜一下子，村前村后～开
了。＠许多人在一起忙着办事z 大家～了好

一阵子，才算把会场布置好了。
E闹哄哄】 naoh6ngh6ng （～的）圃状态词。

孟三言 形容人声杂乱：逢集的日子，大街上总是～

的。
E闹荒］ nao;;hu6ng 圈＠旧社会里农民遇到

荒年时进行抗租、吃大户等活动。＠指发生

严重短缺现象z 市场上白糖供应－度～。

E闹饥荒】『iao j1 • huang 0 指遭遇荒年z 从前

我们那里三年两头儿～。＠〈方〉泛指经济困
难。

E闹架E nao;; jia （方〉圈吵嘴打架。

E闹剧J naoju 圈＠喜剧的一种，通过滑稽情

节和热闹场面，来揭示剧中人物行为的矛盾，
比一般喜剧更夸张。也叫笑剧。＠比喻滑
稽、荒谬的事情。

Cl词乱子］ nao luan•zi 惹祸；惹出麻烦z 骑快车

容易～。
E闹脾气E nao pi •qi 发脾气；生气。
E闹气E nao;;qi （～儿）〈方〉圃跟人生气吵架。
E闹情绪E nao qingxu 因工作、学习等不合意

而情绪不安定，表示不满。
E闹嚷嚷J naorangrang （～的）圈状态词。形
容瞠哗z 窗外～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I词热E naore （方〉圈热闹。
E闹市E naoshi 函繁华热闹的街市。

E闹事E nao;; shi mill 生事捣乱，破坏秩序。

E闹腾J nao•teng 圈。吵闹；扰乱：又哭又喊，
～了好一阵子。＠说笑打闹2 屋里嘻嘻哈哈

的～得挺欢。＠搞z 这些节目都是他们几个
人自发～起来的。

E闹天JL) nao;;tianr （方〉圈天气不好（多指下

雨或下雪）＝一连好几天都～，好容易才遇见这
么一个晴天儿。

E闹笑话】 nao xiao•hua （～儿）因粗心大意或

缺乏知识、经验而发生可笑的错误z 我刚到广
州的时候，因为不懂广东话，常常～。

E闹心J naoxln ＜ 日〉圃＠烦心z 买了假货，让

人挺～。＠感觉胃里不舒服：刚吃了冷饭就
~ 。

E闹新房】 nao xlnfang 闹房。

E闹玄虚J nao xuanxu 玩弄手段迷惑人。

E闹意见】 nao yijian 因意见不合而彼此不满。

E闹意气】 nao yiqi 由于情绪偏激而闹矛盾；意

气用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增进团
结，不能～，泄私愤。

E闹灾J nao;; zai mill 发生灾害。

E闹贼J nao;;zei ＜口〉画指发生盗窃事件。
[I诵着玩JL) nao•zhe wanr 0 做游戏。＠开玩
笑；逗着玩.JL ：跟你～，怎么就当真了？＠用轻

率的态度来对待人或事情z 你要是不会游泳，
就别到水深的地方去，这可不是～的。

E闹钟E naozh6ng 圈能够在预定时间发出铃

声的钟。

津 nao ＜书〉烂泥；泥坑：泥～

E津尔】 nao’岳r 圈湖泊（多用于地名）：罗布～

（罗布泊，在新疆）｜达里～（达里泊，在内蒙古）。
也译作诺尔。［蒙］
a辛 nao 0 圈中医指自肩至肘前侧靠近腋

川rm 部的隆起的肌肉。＠古书上指牲畜的前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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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口＠. •ne 圈。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多为对
/LI 举〉·如今～，可比往年强多了｜喜欢～，就
买下；不喜欢～，就别买。＠用在陈述句的末
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她在井边打水
～｜别走了，外面下着雨～｜老张，门外有人找你

～。＠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

对方信服（多含夸张的语气）：收获不小～｜晚
场电影八点才开～l远得很，有两三千里地～｜
这个药灵得很～，敷上就不疼了。。用在疑问
句（特指间、选择间、正反问）的末尾，表示提

醒和深究的语气：这个道理在哪儿～？｜你学
提琴～，还是学钢琴～？ I 你们劳动力够不够
～？｜人～？都到哪儿去了？ I他们都有任务了，

我～？
另见 948 页 ni o 

II 

nei （歹飞）

哪闹“哪”（门凸）的口语音。参看归页
V “哪”条毒叠，。

馁（馁） ~~~.~~I~~： :7~＞~~ 

腐烂：鱼～肉败。

、

nei （予飞）

内时＠圈方位词里边（跟“外呐） : 
～衣｜～城｜～河｜室～｜国～｜年～。＠称

妻子或妻子的亲属2 惧～｜～人｜～侄 1 ～弟。

＠指内心或内脏：～省 l～疚｜五～俱焚。。

〈书〉指皇宫 z 大～。

〈古〉又同“纳”no 。

E内宾】 neibln 圈本国客人（对“外宾”而言）。

E内部l neibu 圈某一范围以内＝～联系｜～消

息。

E内臣E neichen 圈＠宫廷的近臣。＠指宦

官。
E内城】 neicheng 圈有的城市有内外两道城

墙，里面的一道叫内城。也指内城里面的地

方。

E内出血】 neichux回国出血的一种，从血管
流出的血液停留在身体内部而不排到体外，如
脑出血、膜出血等。

E内存l neicun 圈＠内存储器的简称。＠指

内存储器的存储量。
E内存储器］ n岳1cunch心qi ~装在计算机中央

处理器内的存储器。简称内存。

E内当家】 neidangj ia ＜口〉圈＠指妻子。＠
特指东家的妻子。｜｜也说内当家的。

E内地】 neidi 画＠距离边疆（或沿海）较远的
地区。＠指我国大陆地区（对香港、澳门而

【内弟E neidi 圈妻子的弟弟ο

E内定E neiding 圈在内部决定（多指人事安
排）：出场队员已经～。

E内毒素l neidusu 圈含在病菌体内，只有等病
菌死亡后细商体分解时才放出来的毒素，性质
稳定，耐高温。

E内耳E n岳尸岳r~ 耳朵最里面的一部分，是由
复杂的管状物构成的，分为半规管、前庭和耳

蜗三部分，主管听觉和身体的平衡。（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内分泌】 neif岳nmi 圈人和高等动吻体内，有
些腺体或器官能分泌激素，不通过导管，由血
液带到全身，从而调节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
理机能，这种分泌叫作内分泌。

E内封E neif岳ng 函扉页。

E内Hlil n岳1tu 毒面把药吃下去（区别于“外敷勺。
E内阁E neige 圈。某些国家中的最高行政机
关，由内阁总理（或首相）和若干阁员（部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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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臣或相）组成。＠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务
机构。

E内功E neig6ng 圈＠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功
夫（区别于“外功”）。＠指人内在的能力及修
养z 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编剧、导演首先要练好
～0公司苦练～，重新赢得了市场。

E内骨锵E neiguge 圈人和高等动物体内的支
架，是由许多块骨头和软骨组成的。参看 468

页【骨髓1。
E内鬼l neiguT 圈＠指暗藏在内部，为敌对势

力或竞争对手提供情报的人：公司商业秘密

外泄，大家怀疑出了～。＠指自行或勾结外人

盗窃本单位财物的人z ～监守自盗。
E内海l neih凸l 圈。除了有狭窄水道跟外海
或大洋相通外，全部为陆地所包围的海，如地
中海、波罗的海等。也叫内陆海。＠沿岸都
属于一个国家因而本身也属于该国家的海，如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
E内涵E neihan 圈＠逻辑学上指一个概念所

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
内容。例如“人”这个概念的内涵是能制造工
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参看
1345 页【外延lo e （语言、作品等〉所包含的
内容g 这部影片～丰富。＠内在的涵养z 他是
个～很深厚的青年。

E内行】 neihang 0 圈对某种事情或工作有丰

富的知识和经验：他对养蜂养蚕都很～。＠
圈内行的人：向～请教。

E内耗E 『1自ihao 圈＠机器或其他装置本身所

消艳的没有对外做功的能量。＠社会或部门

内部因不协调、闹矛盾等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无

谓消耗。
E内河】 neihe !Bl 处于一个国家之中的河流叫
作该国家的内河。

E内核】 neihe 圈。物体的核心。＠比喻事
物的实质或核心部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 。

E内证JC内哄） neihong 圃集团内部由于争权
夺利等原因而发生冲突或战争。

E内化】『1eihua Ill且指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

的东西：外化于行，～于心。

E内画E 『1岳ihl』d 臣E 在w、玛瑶、玻璃
料的透明或半透明器皿内壁绘制的图画。是
我国独有的一门艺术。

E内躁l neihuai !Bl 躁部内侧的突起部分，是由

腔骨下端构成的。
E内急E neiji ［到指急着要解手。
E内寄生l neijish岳ng ／写一种生物寄生在另一
种生物的体内，叫作内寄生。如血回虫寄生在人

的肠子里。

E内奸l neijian 回暗藏在内部搞破坏活动的

敌对分子z 铲除～o

E内艰E neijian （书〉圈母亲的丧事：丁～（丁 z

遭逢）。
E内景】 neijTng 圈戏剧方面指舞台上的室内
布景，影视方面指摄影棚内的布景。

E内径l neijing !Bl 断面为圆环状的工件内缘

的直径。
E内镜】 neijing 圈能够深入体内观察内部情

况的装置，如胃镜、肠镜、腹腔镜等。旧称内窥
镜。

E内疚l neijiu lllil 内心感觉惭愧不安：不慎出

了事故，心里十分～。

Z内聚力l neijuli 圈。同种物质内部相邻各
部分之间的吸引力，是分子力的一种表现，能
使物体聚集成液体或固体。＠泛指群体内部

的凝聚力 z 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增强～。
E内眷】 neijuan 圈指女眷。

E内科E neike [BJ 医院中主要用药物而不用于

术来治疗内脏疾病的一科。

E内控】 neikong 圈内部控制：完善企业～机

制。
E内裤】 neiku 圈。贴身穿的单裤。＠指裤
板儿②。

E内窥镜l neikuljing 圈内镜的旧称。

E内涝】『1eilao 函由于雨量过多，积水不能及

时排除而造成的涝灾。

E内里E neilT 圈内部；内中 z 这件事儿～还有不

少曲折。
E内力】 neili !Bl 指一个体系内各部分间的相互

作用力。
E内联网l neilianw凸ng !Bl 为企业、机关等内

部处理业务、交流信息而建立的专用互联网。

通常采取安全措施与因特阿相隔离。
E内敛E n岳ilian ll!2l O c性格、思想感情等）深
沉，不外露：班长一向少言寡语，性格～。＠

（艺术风格）含蓄，耐人寻味：她的诗像清清的

流水，～而平静。
E内流河E neiliuhe 画不流入海洋而注入内陆
湖或消失在沙漠里的河流，如我国的塔里木
河。也叫内陆河。

E内陆】 neilu ［盘大陆远离海岸的部分。

E内陆国E neilugu6 圈周围与邻国土地毗连，

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如亚洲的蒙古、非洲的乌
干达等国。

E内陆海E neilut由国内海①。

E内陆河】 neiluhe 圈内流河。
E内陆湖l neiluhu 圈在大陆内部不通海洋的



潮，湖水含盐分和矿物质较多，如我国的青海
湖。

E内乱l neiluan ［雹指国内的动乱或统治阶级
内部的倾轧甚至战争z 发生～ l平定～o

E内贸E neimao lBl 国内贸易（对“外贸”而言） 0

E内幕】『ieimu lBl 外界不知道的内部情况（多
指不好的）：揭开～。

E内难】 neinan 南］国内的灾难或变乱。
E内脑】 nein凸0 lBl 指单位内部的智力资源（跟

“外脑”相对） ：公司借助外脑来培训l～。

E内能E neineng 圈物质系统由其内部状态所
决定的能量，包括分子、原子无规则运动产生
的动能和分子间、原子间相对位置所决定的势

能等。

E内企E neiql 圈由国内资本投资、经营的企业
（对“外企”而言）。

E内迁】 neiqian 圈向内地迁移＝为调整工业布
局，一些沿海工厂需要～。

E内亲l neiqTn I草和妻子有亲属关系的亲戚的

统称，如内兄、连襟等。
E内勤］ neiqin IEl 0 部队以及有外勤工作的
机关、企业称在内部进行的工作z ～人员。＠
从事内勤工作的人。

E内情］ neiqing 圈内部情况：熟悉～。
E内燃机E neiranjT 圈热机的一种，燃料在气缸

里燃烧，产生膨胀气体，推动活塞，由活塞带动
连杆转动机轴。内燃机用汽油、柴油或煤气做

燃料。
E内热】 neire 固中医指由阴虚或阳盛而导致
的病理现象，患者有心烦、口渴、便秘、口舌生

疮等症候。
E内人l nei•ren 圈对人称自己的妻子。
E内容E neir6ng 圈事物内部所含的实质或存
在的情况：～丰富 l这次谈话的～牵涉的面很

广。

E内伤l n岳1shang 圈＠中庆指FF!饮食不适、过
度劳累、忧虑或悲伤等原因引起的病症。＠
泛指由跌、碰、挤、压、踢、打等原因引起的气、
血、脏腑、经络的损伤。

E内生E neisheng mill 靠内部因素决定而自行
生长或发展z ～菌｜～动力。

E内饰】 n岳ishi lBJ C汽车、建筑等）内部的装饰2
～材料｜真皮～o

E内室E neishi lBl 里间，多指卧室。

E内水E neishul 睛一个国家领陆范围以内的
河流、湖泊和领海基线向陆一面的内海、海港、
海湾、海峡内的水域。

E内胎］ neitai 圈轮胎的一部分，用薄橡胶制
成，装在外胎里边，充气后产生弹性。通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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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内廷l neiting 圈帝王居住或处理政务的地
方。

E内退E neitui 画不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而

在单位办理内部退休手续。
E内外l neiwai IEl 方位词。＠内部和外部；里

丽和外面z ～有别｜～夹攻 l 长城～。＠用在
数量词后面，表示概数：一个月～｜三百米～o

E内外交困E neiwai-jiaokun 内部和外部都处

于困难境地，多指国内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和对
外关系方面都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

E内网］ neiw凸ng 圈局域网（跟“外网”相对）。

E内务E neiwu 圈。指国内事务（多指民政） : 
～部。＠集体生活室内的日常事务，如整理
床铺、按规定放置衣物、打扫卫生等。

E内线］ neixian IEl 0 安置在对方内部探昕消
息或进行其他活动的人，也指这种工作。＠
指内部的关系或门路：走～。＠处在敌方包

围形势下的作战线：～作战。＠一个单位内
的电话总机所控制的、只供内部用的线路z ～

电话。
E内详E neixiang mill 在信封下方写“内详”，代

替发信人的姓名地址。
E内向E neixiang 回国＠指人深沉内敛，内心活

动不轻易表露出来＝性格～｜他是个～的人，不

大愿意跟人交流。＠属性词。指面向国内市
场的z ～型经济。

E内销E neixiao 画（本国或本地区的产品）在

国内或本地区销售（对“外销”而言）：～商品｜
出口转～。

E内斜视E neixieshi 圈病，一眼或两眼的睦孔

经常向中间倾斜。参看 1450 页【斜视］ o
E内心】1 neixTn 圈心里头z ～深处｜发自～的

笑。
E内心］2 neixTn 圈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平分线

相交于一点，这个点叫作＝角形的内心。内心
也是三角形内切圆的圆心。

E内省】 neixlng 圈在心里进行反省。 二＝
E内兄］ n岳ixiong IEJ 妻子的哥哥。 主ill

E内秀E neixiu E国表面上平平常常或看上去粗三三

鲁、拙笨，而实际上聪明、细心。
E内需E neixu lBl 国内市场的需求（区别于“外

需”）：扩大～，拉动经济增长。
E内衣】 neiyT lBJ 0 指衬衣、衬裤等贴身穿的衣
服。＠特指胸罩、裤权儿等。

E内因】 neiyTn 圈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
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
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E内应］ neiying 0 画隐藏在对方内部做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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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合。＠圈指做内应的人。
E内忧E neiyou 0 圈内部的忧患，多指国家内
部的不安定：～外患。＠〈书〉［菌内心忧虑。
＠〈书〉圈指母丧。

E内援l neiyuan 圈＠来自内部的援助。＠指

运动队中从国内其他运动队引进的选手。

E内蕴E neiyun 0 画里面包含：诗里～深意。
＠圈里面包含的内容：文化～丰富｜深厚的
历史～。

E内在E neizai 圈。属性词。事物本身所固
有的（跟“外在”相对）：～规律｜～因素。＠存
于内心，不外露的z ～美｜感情～。

E内脏E neizang 圈人和动物胸腔和腹腔内器

官的统称。包括心、肺、胃、肝、脾、肾、肠等。
E内宅E neizhai 圈指住宅内女眷的住处。

E内债E neizhai 固国家或地方政府向本国公

民或法人倍的债。
E内战l neizhan ~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
E内掌回 n岳1zhiinggui ~指“掌柜”的妻子，也

泛指妻子。也说内掌柜的。
E内争】 neizheng ~内部斗争。

E内政】 neizheng ~国家内部的政治事务：不

干涉别国～。
E内侄l neizhi 固妻子的弟兄的儿子。
E内侄女l neizhinu （～儿）圈妻子的弟兄的女
儿。

E内质l neizhi 圈内在的性质；本质：～善良。
E内房E neizhi 圈生在JlI门内部教膜上的婷

疮。
E内中E neizhong ~里头（多指抽象的）：～情

形非常复杂 l你不晓得～的事。
E内助】『ieizhu ＜书〉圈指妻子z 贤～。

E内传l neizhuan ~ 0 一种传记小说，以记载
人物的遗闻逸事为主。＠古代指专门解释经
义的书。

E内资］ neizT ~国内的资本（对“外资”而言）：
～企业。

E内子E neizi （书〉圈内人。
那州“那＂ ( na）的口语音。参看四页

I"' 哪”条匾薯，。

飞

nen （丁717)

后1二 nen （方〉圆指示代词。＠那么都样z

it二J、～大胆｜～有劲儿｜要不了～些（那么多）。
＠那z ～时｜～时节。＠这么s这样·这几棵
牡丹，真不知费了多少工夫，方培植得～茂盛。

另见 957 页 nin 。

E惩地】 nendi （方〉圈。指示代词。这么； :11~ 

么＝不要～说。＠疑问代词。怎么g如何z 这

人看着面熟，～想不起来？

姨阳〈书〉同“嫩”
另见 1116 页 ruano

嫩…阳回＠初生而柔弱；娇嫩
（嗽）（跟“老”相对，下降 2 ～叶｜～芽｜

～弱｜小孩儿肉皮！L～0小姑娘脸皮～，不肯表

演。＠指某些食物烹调时间短，容易咀嚼2 这

肉片儿炒得很～。＠阅历浅，不老练＝他担任
总指挥还嫌～了点儿。＠（某些颜色）浅：～

黄｜～绿。
E嫩豆腐l nendou•fu （方〉圈南豆腐。
E嫩红E nenh6ng E国像初开的杏花那样的浅红

色。
E嫩滑】 nenhua 圃细嫩滑润＝口感～｜～的肌

肤。

E嫩黄】 nenhuang 画像韭黄那样的浅黄色。
E嫩绿E nenlu l1f2l 像刚长出来的树叶那样的浅
绿色。

E嫩生E nen•sheng （方〉圈。嫩①·这韭菜
真～，包饺子最好。＠不成熟；不老练2 我侄

子还～，您多照顾点儿。

, 
neng c 丁7L)

会b neng 0 能力；才干：技～｜～耐｜无～之
口口辈。 8~物理学上指能量g 光～｜动～｜

核～。－~固有能力的z ～人｜～手！～者多劳｜
这几个人就数他～。＠圈助动词。能够z 蜜

蜂～酿蜜｜咱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本书什么时

候～出版？每叠，（ 1 ）“能”表示具备某种能力
或达到某种效率，“会”表示学得某种本领。初
次学会某种动作用“会”，恢复某种能力用

“能”，如 z 小弟弟会走路了｜他病好了，能下床

了。具备某种技能可以用“能”，也可以用

“会”，如 2 能写会算。达到某种效率，用“能”，
不用“会气如＝她一分钟能打一百五十个字。
(2）名词前面文言可以用“能”，白话只用“会”，

如．能诗善画｜会英文｜会象棋。（ 3 ）跟
“不......不”组成双重否定，“不能不”表示必

须，“不会不”表示一定，如：你不能不来啊！！

他不会不来的。在疑问或揣测的句子里都表
示可能，如＝他不能（会）不答应吧？ ( 4）对于
尚未实现的自然现象的推测，用“能（够）”，不
周

某些动词结合表示被动的可能性时，用“可气
不用“能”，如：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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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能动E nengdong ~属性词。自觉努力、积极
活动的：主观～性｜～地争取胜利。

E能干E nenggan 固有才能，会办事2 她精明

～，算得个女中豪杰。
E能工巧匠】 nenggong-qi凸ojiang

明的人e

工艺技术高

E能够l nenggou [1l国助动词。＠表示具备某
种能力，或达到某种程度z 人类～创造工具｜他
～独立工作了。＠表示有条件或情理上许可z

下游～行驶轮船｜明天的晚会家属也～参加。
E能耗】 nenghao ~能源的消耗：降低～。
E能级l nengji 圈。原子、分子、原子核等在不
同状态下运动所具有的能量值。这种数值是
不连续的，好像台阶一样，所以叫能级。＠能
力高低的等级。

E能见度】 nengjiandu 圈物体能被正常视力
看到的最大距离，也指物体在一定距离时被正
常视力看到的清晰程度。能见度好坏通常是
由空气中悬浮着的细微水珠、尘埃等的多少决

定的。
E能力】 nengli ~能胜任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主
观条件：～强｜生活～｜他经验丰富，有～担当

这项工作。
E能量E nengliang 圈＠表示物体做功能力

大小的物理量，可分为动能、势能、热能、电
能、光能、化学能、核能等。一种能量形式可
以转换为另→种能量形式。单位是焦耳。

＠比喻人显示出来的活动能力：别看人不多，

～可不小。

E能耐l neng•noi （口〉＠圈技能；本领．他的

～真不小，一个人能管这么多机器。＠固有
能耐3 你真～，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

E能掐会算E nengqia-huisuan 指会掐诀算卦，

泛指能推澳tl事物的发展，预知未来。
E能屈能伸E nengqu-nengshen 能弯曲也能伸

展，指人在不得志的时候能忍耐，在得志的时
候能施展才干、抱负。

E能人l nengren 圈才能出众的人z ～辈出。
E能事E nengshi 圈擅长的本领（常跟“尽”字配

合）：～已尽 l在会演中，各剧种百花齐放，极尽
推陈出新之～。

E能予】 nengsh凸u （～儿）［组具有某种技能，对

某项工作、运动特别熟练的人z 技术～｜射箭

E能说会道l nengshuo-huidao 善于用言辞表

达，很会说话。
E能效】 nengxiao 国物质的能量所产生的效

率。

能唔嗯妮尼 旦旦~」 947 

E能言善辩E 『iengyan shanbian 
于辩论。

很会说话，善

E能源l nengyuan ~能够产生能量的物质，如

燃料、水力、风力等2 发展清洁～。
E能者多劳E nengzh岳－duolao 能干的人多劳累

一些（常用来劝勉或赞赏能力强的人多承担工
作〉。

, 
ng (](..) 

n子－； ng 同“嗯”“g）。
”口另见 931 页 n; 13s7 页 WU 。

n回 ng 又而圈表示疑问：～？你说什么？｜

V巳P ～？这是什么字？

嗯c：阻）
不出水啦？

嗯（呗）

" ng (](..) 

ng 又而［堕J 表示出乎意料或认

为不该是这样2 ～！钢笔怎么又

｜～！你怎么还没去？

、

ng (JL) 

ng 又向画表示答应3 他～了

一声，就走了｜～，就照你说的办

n1 < 71) 丁

妮 nl (~JL) （方〉圈女孩JL ：～子 i小～JL"

U尼子E nl •zi 〈方〉圈女孩儿。也说妮JL 。

, 
n1 （予I>

尼 ni ＠尼姑z ～庵 l僧～。 8 (Ni）~姓。

E尼格罗人种E Nigelu6 renzhong 世界三大人
种之一，体质特征是皮肤黑，嘴唇厚，鼻子扁
宽，头发霉曲，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印度

南部、斯里兰卡等地。也叫黑种、尼格罗 澳
大利亚人种。［尼格罗，英 Negro]

E尼姑】 nigu ~出家修行的女佛教徒。

E尼古丁E nig心ding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10 H，.问。是含于烟草中的生物碱，有刺激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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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味，有剧毒，能使神经系统先兴奋然后抑
制，农业上用作杀虫剂。［英 nicotine]

E尼龙E nil6ng ~锦纶的旧称2 ～布｜～绳｜～
袜。 C英 nylon]

倪 Ni 函姓。
另见 949 页 n1 o 

据 ni 用于地名 2 白～（在广东）。

日l ni 呢子：～料｜毛～｜厚～大衣｜～绒哗
/LI 叽。

另见 943 页. neo 

E呢喃E nin6n 阻雪。形容燕子的叫声。＠
〈书〉形容小声说话的声音：～细语。

E呢绒E nir6ng 圈毛织品的统称，后泛指用兽
毛或人造毛等原料织成的织物。

E呢子l ni·zi ~一种较厚较密的毛织品，多用
来做制服、大衣等。

克1 i 周朝胁的山叫
（：那）东南。

克2 Ni 酬，阳，。
另见 343 页命“儿”。

~目 ni 0 圈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g ～沙！～

vu 坯｜烂～。＠半固体状的像泥的东西g 印

～｜枣～｜蒜～。 8 CNf)圈姓。
另见 949 页 n1 。

E泥巴E ni• ba ＜方〉圈泥。
E泥饭碗］ nifanwan 圈比喻不稳定的职业、职
位（对“铁饭碗”而言）。

E泥工E nigong ＜方〉画瓦工。
E泥垢］ nigou 固泥和污垢z 满身～。
E泥浆】 nijiang 圈教士和水混合成的半流体，
通常指泥土和水混合成的半流体。

E泥金】 nijln ~一种用金属粉末制成的颜料，
用来涂饰笼纸，或调和在油漆里涂饰器物。

E泥坑E nik岳ng 圈烂泥淤积的低洼地，也用于
比喻＝陷入了长期内战的～。

E泥煤l nimei ~泥炭。
E泥津l ninao ~烂泥g泥坑。也用于比喻：企
业连年亏损，深陷～。

E泥泞E nining 0 圈因有烂泥而不好走z 雨后

道路～。－~淤积的烂泥z 汽车陷入～o
E泥牛入海E niniu-ruh凸l 比喻一去不复返。
E泥惆 ni叩u~鱼，身体圆柱形，尾端侧扇，鳞

小，有黎液，背部黑色，有斑点。头小而尖，嘴
有须五对。常生活在河湖、池沼、水田等处，潜

伏泥中。

E泥人JLl nirenr ~用稀土捏成的人的形象。
E泥沙俱下E nisho仙xia 泥土和沙子都跟着流
下来，比喻好坏不同的人或事物混杂在一起。

E泥石流E nishiliu 圈山坡上大量泥沙、石块等

经山洪冲击而形成的突发性急流。泥石流对
建筑物、公路、铁路、农田等有很大破坏作用。

E泥水匠】 nishuijiang 圈泥瓦匠。

E泥塑】 nisu 圈民间工艺，用蒙古士捏成各种人
物形象。也指用蒙古士捏成的工艺品。

E泥塑木雕】 nisu-mudiao 见 927 页 1木雕泥

塑］ o
E泥胎E nitai 圈尚未用金粉（或金馅）、颜料装

饰过的泥塑的偶像。
E泥胎儿］ nitair 圈没有经过烧制的陶器坯子。
E泥潭】 nit6n 圈泥坑，也用于比喻：侵略者陷

入战争的～。
E泥炭】 nitan 圈煤的一种，煤化程度最低，像
泥土，黑色、褐色或棕色，是古代埋藏在地下、
未完全腐烂分解的植物体。农业上可做有机
肥料，工业上用来制煤气、水煤气、甲醇等，也
可用作燃料。也叫泥煤。

E泥塘】 nit6ng 圈烂泥淤积的洼地。

E泥土】 nitu 圈。土壤。＠秸土。
E泥腿子E nitui•zi 圈旧时对农民的蔑称。

E泥瓦工］ niw凸gong 圈＠砌砖、盖瓦等工作。

＠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泥瓦匠】 niw凸jiang 圈泥瓦工②。也叫泥水

匠。

E泥刷E niyu 圈水滴中含有大量尘土微粒的

雨。
E泥沼E nizh凸o 函烂泥坑，也用于比喻。

E泥足巨人】 nizu-juren 比喻实际非常虚弱的

庞然大物。

呢 ni 见 9叫酬。

银一 ni 圈金属元素，符号 Nb。钢灰
（银）色，质硬，有超导性。用来制耐高

温合金、电子管和超导材料等。

倪 ni 0 见 325 页酬。川剧

狼 ni 见川页附

况 ni 见阳页酬］o

税 μ ni 古代大车耐用来连接、固定
（朝）横木或车辄的部件。

觑 ni 0 ＜书〉寒蝉。＠即48 页“霓，，。

笔f=f" A ni ~大气中有时跟虹同时出
克（啧克）现的一种光的现象。形成的原
因和虹相同，只是光线在水珠中的反射比形成
虹时多了一次，彩带排列的顺序和虹相反，红

色在内，紫色在外。颜色比虹淡。也叫副虹。
参看 541 页“虹”Ch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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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霓虹灯E nih6ngd岳ng IE) 灯的一种，把氛或氢｜ 局｜你公司。＠泛指任何人（有时实际上指
等稀有气体填充在真空的玻璃外壳中制成，通｜ 我）：他的才学叫～不得不佩服1这孩子要我给
电时发出红色、蓝色或其他颜色的光。多用作｜ 他买手风琴，一天到晚老缠着～没个完。厦噩’
广告灯或信号灯。［霓虹，英 neon] I “你”跟“我”或“他”配合，表示许多人一起参加
舰 m ni ＜书〉老年人牙齿落尽后重生｜ 或彼此采取同样行动z悄悄｜你追我赶l三

（觑）的细齿，古时作为长寿的象征。 | 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说话！你一
岛白血肉 ni 圈大锐、小朗的统称。 | 条，他一条，一共提出了五六十条建议。
J比（舰） I ［你们l nT•men 明人称代词。称不止→个人
魔 ni 11~上指小鹿 I 的对方或包括对方在内的若干人z ～歇一

| 会儿，让我们接着干｜～几个谁年龄大？

v 
nl c 71) 

@@ 拟（挠 僚 ni 0 圈设计；起、 A祷 ）草：～了一个计划草
案。＠圃打算；想要2 ～于明天启程。＠模
仿2 ～态｜模～。＠相比：比～l～于不伦。＠
猜测；假设z 虚～。

“倏”另见 1557 页 yi 。

[tt.（订】 niding 圈草拟：～计划｜～方案。
E拟定】 niding 匾。起草制定：～远景规划。
＠揣测断定。

E拟稿l ni庐 goo c～儿）圈起草稿子（多指公
文）：校长亲自～｜秘书拟了一个稿儿。

E拟古l nig凸圈模仿古代的风格、艺术形式z
～诗｜～园林。

E拟人】 niren 圈修辞方式，比拟的一种，把事
物人格化。例如童话里的动物能说话。

E拟声词］ nish岳ngci 圈模拟事物的声音的词，
如“哗、轰、乒乓、叮咚、扑哧”。也叫象声词。

E拟态E nTtai 圈某些动物的形态、斑纹、颜色等
跟另外一种动物、植物或周围自然界的物体相
似，借以保护自身，免受侵害的现象。如木叶
蝶的外形像枯叶，竹节虫的身体像竹节。

E拟物】 niwu 圈修辞方式，比拟的一种，把人
比拟成物或把甲物比作乙物。例如说“敌人张

牙舞爪”。
E拟议】 niyi 0 圈事先的考虑：事实证明了他
的～是完全正确的。＠画草拟2 小组一致通
过了他所～的工作计划。

E拟音E niyin 圈影视片制作、戏曲表演中模拟
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音响效果，如雷
声、马蹄声等。

E拟于不伦E niyubulun 拿不能相比的人或事

物来比方。
E拟作】 nizuo ~模仿别人的风格或假托别人
的口吻而写的作品。

i户时回人称代词。＠称对方（一个人）。

'IFJ 、 [)I_j）有时也用来指称“你们”，如2你校｜你

E你死我活】 nTsT-w凸hu6 形容斗争非常激烈。

漉而见叫到酬。

疑 nl 见下。

E疑庭】 nTnT （书〉圃形容茂盛z 君主辍～。

飞

n1 c 予I ) 

倪 ni ＜方〉圈人称代词。我3我们。
另见 948 页 Ni o 

，）日 ni 0 画用士、灰等涂抹墙壁或器物z ～

vu 墙｜把炉子～一～｜窗户玻璃的四周都用油
灰～上。＠固执＝拘～ l～古。

另见 948 页 ni 0 

E泥古E nig心圃拘泥古代的制度或说法，不知

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变通z ～不化｜师古而不～。

E泥子E ni •zi 圈油漆木器、铁器或粉刷墙壁时
为了使表面平整而涂抹的泥状物，通常用桐
油、石膏、松香等制成。也作腻子。

眼 ni 亲近；亲热：亲～。
Y~C*B匿）
E昵称］ nich岳ng 0 圈表示亲昵的称呼。＠

画亲昵地称呼：丈夫～她为“宝贝儿”。

平当今 ni 0 画向着相反的方向（跟“JI顶”相对h

l之二～风l～流｜～定理｜倒行～施。＠抵触；不
顺从z 件～｜～耳｜顺者昌，～者亡。＠不顺当 z

～境。＠背叛者：叛～｜～臣。＠〈书〉迎接：王重
～旅｜～战。＠事先g ～料｜～知。 雪三

E逆差】 niche 圈对外贸易上输入超过输出的

贸易差额（跟“顺差”相对）。

E逆产】1 nichan IE) 背叛国家民族的人的财产z

抄没～。

E逆产T nichan 圈分娩时胎儿的脚先出来。

E逆定理l nidingli l~ 将某一定理的条件和结
论互换所得的定理就是原来定理的逆定理。
如定理“在一个三角形中，如果两条边相等，则
它们所对的角也相等”，它的逆定理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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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中，如果两个角相等，则它们所对的边
也相等”。

E逆耳E ni ’岳r E园（某些尖锐中肯的话）听起来

使人感到不舒服z 忠言～ 1～之言。
E芝反］ n/fan 画一种心理现象，对事情所做的

反应跟当事人的意愿或多数人的反应完全相

反。如有的人的逆反心理表现为别人都反对
的事，他偏要赞成；越是不希望他做的事，他越
是要做。

E逆反应l nif凸nying 圈在可逆反应中向反应

物方向进行的化学反应。

E逆反lJ nif岳ng 0 （－／／户）圃迎面对着风：扬场
时不要站在～的位置。＠圈风向跟行进方向
相反的风z 遇上了～，船就走不快了。

E逆光E niguang ~摄影时利用光线的一种方
法，光线从被摄物体的背后（即对着摄影机镜
头〉而来。运用逆光对勾画物体轮廓和表现透
明的或毛茸茸的物体，效果较好。
脏价l nij ia 固销售价低于收购价的现象叫作
逆价（跟“顺价”相对）。

E逆境E nijing 画不顺利的境遇：身处～。

E芝来顶受】 nil6i-shunshou 对别人的欺负或

无理的待遇采取忍受的态度。

E逆料E niliao 画］预料 z 事态的发展难以～。

E逆流l niliu 0 圈迎着水流方向z ～而上。＠
[El 跟主流方向相反的水流，用来比喻反动的

潮流。
E逆旅E nilu （书〉圈旅馆。
[:1.2!时针］ nishizh副圈属性词。跟钟表上时

针的运转方向相反的：～方向。
E逆市E nishi 圈跟整个市场的行情走势相反：

这只股票在大盘连日下跌时仍～上涨。
ru!Jj(] ni;;shuT 画（行驶或游动的方向）跟水

流方向相反（跟“顺水”相对）。
脏水行舟］ nishuT-xingzhou 谚语2 “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比喻学习或做事就好像逆水行

船，不努力就要退步。

E逆淘汰J nit6otai 圃指优秀的、先进的反而

被不好的、落后的所淘汰z 假冒伪劣产品低价

销售，一度使市场发生～。
E逆天E nitian 0 ＜书〉圈违背天意或天道：～
违道。＠［用形容超出常理或程度极高z ～的

想象力。

E逆推】 nitul 画反推导z ～法｜结论可以通过
～得到证实。

E重温层E niw岳nceng 睛在对流层中，一般情

况下，距地面越高，气温越低，但有时在某一层

空气中出现气温随高度增高而增高或保持不
变的现象，有这种现象的大气层就叫作逆温

层。

[J空袭E nixi 画在逆境中成功反击，也泛指扭

转不利的局面z 球队多年苦练，终于在大赛中

实现～。
E逆向】 nixiang 画反着原来的或规定的方向2

～思维｜～行驶。

E逆行E nixing 画（车辆等）反着规定的方向

走2 单行线，车辆不得～。

脏序E nixu 圈跟通常相反的排列次序z ～编

排｜～词典｜按～排列。也说倒序。
脏运算l niyunsuan 画在→个等式中，用相

反的运算方法，从得数求出原式中某一个数的
方法。如在 2+4=6 的等式中，可以用减号由
得数 6求出该式中的加数2或加数4。

C兰转］ nizhL』凸n 圈向相反的方向或坏的方面

转变；倒转z 局势～｜自然规律不可～。
脏子E nizT 圈件逆不孝的儿子。

匿问品不让人知道：隐～｜～名｜～报｜
～居深山｜～影藏形。

E匿报E nibao rn国瞒报。

E匿藏E nic6ng 画隐藏；藏匿：～逃犯｜～枪支

弹药。
E匿迹】 niji 画隐藏起来，不露形迹：销声～｜～

海外。

E匿名】 niming 画不具名或不写真实姓名：～
信｜～举报。

E匿名信】 nimingxin IE 不具名或不写真实姓

名的信。
E匿影藏形l niyTng c6ngxing 隐藏形迹，不露

真相。也说匿影潜形。
E匿影潜形E niyTng叩6nxing 匿影藏形。

院 ni 见 995 页阳

现 ni 见附页叫o

,IY nl （书〉忧，思。
Jl、 I、

脱 nl ＜书〉斜着眼睛看：中～视。

险司I" ~ ~ ni 0 嗣食品中油脂过多．油
i人（腻）～｜炖肉有点JL～。＠画因食品
中油脂过多而使人不想吃：肥肉～人。＠回
腻烦；厌烦：他那些话我都听～了。。润泽细

致z 滑～ l细～。. ~＇秸：油报布沾手很～。
～友。。污垢z 尘～｜垢～。

E腻虫】 nich6ng 画蛇虫的通称。

E腻烦l ni•fan ＜口〉＠圈因次数过多或时间
过长而感觉厌烦z 老哼这个小曲儿你不觉得～

吗？｜等了半天还不见人来，他心里有点儿～了。



＠富国厌恶：他那身打扮，真叫人～。
E腻歪l ni•wai （方〉＠圈腻烦①。＠画l 腻
烦②。

E腻味E ni•wei （方〉＠画腻烦①。＠圈腻
烦②。

E腻友l niyou ＜书） IEl 亲密的朋友。
E腻子】 ni •zi 同“泥子”。

担i! ni 0 圈淹没在水里：～死。＠沉迷不

1~ 悟；过分：～信｜～爱。
另见 956 页 niao 。

E溺爱】时’ ai 画过分宠爱（自己的孩子） 0

E溺水E nishui 画淹没在水里：～身亡。
E溺婴E niylng 画把刚生下来的婴儿淹死。

框 ni 见下

E槽木】 nimu 圈八角枫。

重 … ni 函中医指虫咬的病。参看
（：最） 1阳）页【阴罢1。

亡二~丑豆＝］

拈巾画用两三个手指头夹取（东西）；
捏：～阅儿｜～弓搭箭｜从罐子里～出一块

糖。～轻怕重。
E拈花惹草】 nianhua-rec凸o 指男子乱搞男女

关系或狮妓。也说惹草拈花。
E拈阔儿l nian;; jiur 圈抓阉儿。
E拈轻怕重】『1 ianq lng-pazhong 接受工作时挑

拣轻松的，害怕繁重的。
E拈香l nianxiang 圈信神佛的人到寺庙里烧

香。
E拈易怕难】 nianyi-p<'>nan 接受工作时挑拣容
易的，害怕困难的。

焉 nian 川附花木、水果等因失去所
含的水分而萎缩2 ～巴｜常浇水，别让花儿

～了 l苹果搁～儿了，皱皱巴巴的。＠形容精神
不振：孩子有些～，像是生病了。＠〈方〉（性

子）慢；不爽1日lj ：～性子｜别看他人～，却很有主

见。

E焉不眼Pl nian· bujl c～儿的）〈方〉南状态词。

＠形容人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的样子＝他这两
天老那么～的，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不声

不响；悄悄 z 我还想跟他再谈谈，没想到他～地

走了。
E焉乎乎l nianhuhu c～的）用状态词。形容
人性子慢，做事不干脆利索。也作焉呼呼。

E焉呼呼l nianhuhu 同“焉乎乎”。

E焉JL坏E nianrhuai lmJ 指惯于暗中淘气或暗

腻溺榷噩拈焉年 I ni - ni6n I 951 I 

中使坏＝这个人～，你要留神。
［~喜头聋脑l n iant6u-dan凸0 （～的）形容聋拉

着脑袋，没精打采的样子：他干了一天的活儿，

累得～的，连句话也不愿意说。地里的茄秧被
晒得～的。

, ., 
( 71弓）n1an 

年 _ nian O 圈时间的单位棚 1

（罕）年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平
年 365 日，闰年 366 日，每 4 年有 1 个闰年2

今～｜去～。＠置用于计算年数z 三～五载｜

在广州住了两～。＠圈每年的z ～报｜～会｜

～鉴｜～产量。。岁数：～纪｜～龄｜忘～交｜益
寿延～。＠一生中按年龄划分的阶段＝童～｜

幼～｜少～｜青～｜中～｜老～。。时期；时代z
近～｜明朝末～。＠一年中庄稼的收成：～

成｜～景｜丰～｜歉～。＠圆年节；新年z 过～｜
给大家拜～。＠有关年节的（用品）：～糕｜～

货 l～画｜～礼。＠科举时代同年登科的关系3

～兄｜～谊。＠俐的时圈姓。

E年报l nianbao IEJ O 按年度的报告：农业气
象～。＠年刊（多为学报）＝学会～｜化学～。

E年辈E nianb岳i 南年龄和辈分．～相当。

E年表E nianb1凸o 圈。将重大历史事件按年

月编排的表格＝世界历史～。＠按年度提交
的报表（多用于财会）。

E年菜l niancai 啤过农历年时做的比平日丰

盛的蔬菜、鱼肉等食品。
E年成E nian· cheng !Bl 一年的收成z ～不坏｜

今年是个好～。

E年齿】 nianchi ＜书〉［组年纪 z ～渐长Czhang) 0 

E年初l nianchu 圈一年开头的一段时间。

E年代】 niandai 圈＠时代；时期号时间（多指过
去较远的沁～久远｜黑暗～｜这件古董恐怕有

～了。＠每一世纪中从“……十”到“……九”

的卡年，如 1990 1999 是 20 世纪 90 年代。

E年底l niandi 圈一年最后的一段时间。

E年度l niandu 圈根据业务性质和需要而有

一定起t乞日期的十二个月 2 会计～l财政～｜～
计划｜～预算。

E年饭E nianfan IEJ 农历除夕全家人团聚在一
起吃的饭。

E年份l nianfen 圈＠指某一年1 这两笔开支

不在一个～。＠经历年代的长短＝这件瓷器
的～比那件久。

E年富力强l nianfu-liqiang 年纪轻，精力旺盛

（富：指未来的年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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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年高德召力］ niangao-deshao 年纪大，品德好。
E年糕】 ni白ngao 圈用秸性大的米或米粉蒸成

的糕，是过农历年时的应时食品。
E年根］ niang制（～JL）（口〉圈年底。
E年庚E niang岳ng 圈指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

时。
E年关］ nianguan 圈年底。旧例在农历年底

结账，欠租、负债的人觉得过年像过关一样难，
所以称为年关。

E年光］ nianguang 圈。年华；时光z ～易逝。

＠年成；年景：今年～不好。＠〈方〉年头JL : 
那～，不得不靠借债过日子。

E年号E nianhao 圈纪年的名称，多指帝王用

的，如“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现在
也指公元纪年。

E年华］ n i6nhu6 IBl 时光3年岁 z 虚度～｜青春

~ 。

E年画】 ni6nhua C～儿）画过农历年时，民间张

贴的表现欢乐吉庆气象的图画。
E年会】 nianhui 圈（社会团体等）一年一度或
按年度（不限于一年）举行的集会。

E年货］ nianhuo 圈过农历年时的应时物品，

如糕点、年画、花炮等。
E年级l nianji t8J 学校中依据学生修业年限分
成的班级，如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学校

中就编为六个年级。

E年纪E nianji IBJ C人的）年龄；岁数z ～轻｜小小

～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E年假E nianjia 画＠寒假。＠过年期间放的
假。＠职工按年度享受的假期：我准备在暑
期休～O

E年间E nianjian 圈指在某个时期、某个年代

内：唐宋～｜明朝洪武～。
E年检】 nianji凸n 圈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或检

验z 汽车～ i对金融机构进行～。
E年鉴】『1i6njian IBl 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
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

计等资料的工具书，一般逐年出版，如世界年

三重量 鉴、经济年鉴。
享享雪 E年节】『1ianjie [BJ 农历新年；春节。

E年怪E nianjTn ＜方〉啤荒年。

E年景］ nianjTng 圈。年成：好～｜正常～。＠

过年的景象z 一派热闹的～。
E年均】 nianju『1 圈按年平均计算＝～增长率。
E年刊】 niankan IBl 每年出版一期的刊物。

E年来E ni6nl6i 圈一年以来；近年以来z ～这
里的旅游业有很大的发展。

E年历E nianli IBl 印有一年的月份、星期、日期、

节气等的印刷品 z ～卡片。

E年利E nianli 圈年息。

E年龄E nianling 圈人或动植物已经生存的年

数2 ～段｜入学～｜退休～ 1根据年轮可以知道
树木的～0科学家认为地球的～至少有四十五

亿年。
E年龄段】 nianlingduan 圈按年龄划分的阶

段：生育～｜比赛按～分组进行。

E年轮E nianlun IBJ 木本植物的主干由于季节
变化生长快慢不同，在木质部的断面显出的环
形纹理。年轮的总数大体相当于树的年龄。

E年迈E nianmai E园年纪老z ～力衰。

E年貌］ nianmao 圈年岁和相貌2 两人～相
当 n

E年末】『1i6nmo 画一年末尾的一段时间；年

底。

E年谱】 nianpu 圈用编年体裁记载某个人生

平事迹的著作（多用于书名）。
E年青】 nianqlng lll2J 处在青少年时期：～的一

代｜你正～，应把精力用到学习上去。
E年轻】 nianqlng Ifill 0 年纪不大（多指十几岁
至二十几岁）：～人｜～力壮。～的学科。＠年
纪比相比较的对象小：他今年四十，你比他～。

E年三十】 niansanshi C～儿）画大年三十。

E年少］ nianshao O 圆年轻①z 青春～｜～有
为。＠〈书〉圈指青年男子·翩翩～。

E年深日久】 niansh岳n rijiu 指时间久远＝这巳

经是～的事情了。也说年深月久、年深岁久。
E年深岁久E nian钳制－suijiu 年深日久。
E年深月久E niansh岳n-yueji心年深日久。

E年审E niansh岳n 圈每年一次的例行审查或

审验：～不合格的单位要限期整改。
E年时E nianshi IBJ 0 ＜方〉年头儿②。＠〈书〉
往年。

E年时】 nian· shi ＜方） IBl 去年：他们是～结的
婚。

E年事】『1i6nshi ＜书〉圆年纪z ～已高。
E年岁E niansui 圈＠年纪＝他虽然上了～，干

起活儿来可不服老。＠年代3年头儿：从前遇到
灾荒～，就得出外逃荒｜因为～久远，大家早把
这件事忘了。＠〈方〉年成：他问了我家乡的
～如何。

E年头JL] ni6nt6ur IBl 0 年份①：我到北京已
经三个～了（前年到北京，前年、去年、今年是三

个年头儿）。＠时间（指年数）：～可不短了｜他
干这一行，有～了。＠时代：这～可不兴那一

套了。＠年成：今年～好，麦子比去年多收两
三成。

E年尾］ nianw岳l 圈年底3年终o

E年息、E nianxl 函按年计算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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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年下l ni6n·xia ＜口＞ I每l 过农历年的时候（多
指年底和年初的一段时间）。

E年限E nianxian 圆规定的或作为一般标准的
年数：修业～｜延长农机的使用～。

E年薪］ nianxln IEJ 按年计算的工资。
E年夜l nianye 圈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夜晚z

～饭。
E年夜饭】『iianyefan 圈农历除夕晚上全家人

团聚在一起吃的饭。

E年月E nianyue 圈＠时代5年头JL ：战争～。

＠日子，岁月：漫长的～。

E年中E nianzhong 圈一年里中间的一段，多

指六七月间z ～考核。
E年终］ nianzhong IEJ 一年的末了 z ～结账｜～
鉴定。

E年资E nianzl t8l 年龄和资历g 她是本医院～

较高的医生。
E年尊E nianzun Ifill 年纪大2 ～辈长（zhang）。
、鸟 nian O 旧同“秸”。 8 (Ni6n)IEJ 姓。

'll-1 另见 1645 页 zhan"
lr. L ” ”’ a nian 圈钻鱼，体表多秸
回白（贴、 2馀）液，无鳞，背部苍黑色，头
扁口阔，有须两对，尾圆而短，不分叉，背鳝小，
臀鳝与尾鳝相连。生活在淡水中，吃小鱼、贝

类、蛙等。

教 nian 画像糊糊或胶水等所具有的、能使
一个物体附着在另一物体上的性质z ～

液｜～米｜～稠｜胶水很～。
E辈古虫】 nianch6ng 圈昆虫，成虫前翅中央有

两个淡黄色的圆形斑纹，后翅尖与边缘黑灰
色，昼伏夜出。幼虫头部褐色，背上和两侧有
黄黑色纵线。是稻、麦、高梁、玉米等的主要害
虫。有的地区叫由于妨。

E勃稠E nianch6u ［霸又秸又稠z 血液～｜～的

粥。
E新度E niandu ~］液体或半流体流动难易的
程度，越难流动的物质教度越大，如胶水、凡士
林等都是教度较大的物质。

E勃附E nianfu ［祖辈古性的东西附着在其他物体

上。
E教合l ni6nhe 圆满性的东西使两个或几个
物体粘Czhan）在一起2 ～剂。

E秸糊E nian•hu 庄园。形容东西蒙古z 大米粥里
头加点儿白薯又～又好吃｜他刚修好机器，弄了

毅和糊糊的一手机油。＠形容人行动缓慢，做
事不利索、不干脆z 别看他平时很～，有事的时

候比谁都麻利。 II 也说教糊糊。
E和糊糊l ni6nhuhu （～的）庄园状态词。教糊。

E秸结l nianjie 圈薪合在一起2 ～力｜互相～。

E辈古菌】 nianjun 圈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微

生物，形态各异，无叶绿素，多数为腐生，少数

为寄生，是研究生物化学、遗传学等的重要材
料。

E秸米】 nianmT ＜方〉［画黄米。

E教膜】 ni6nm6 t8l 口腔、气管、胃、肠、尿道等

器官内壁上的一层薄膜，内有血管和神经等，
能分泌蒙古液。

E动JL] ni6nr ＜方〉圈像糊糊或胶的半流体z 枣

～ i松树出～了。

E勃士］ niant心圈含沙粒很少，有勃性的土壤。

养分较丰富，能保水、保肥，但通气透水性差，
耕种时需要改良。

E秸涎】 nian· xian ＜方〉圃（说话、动作、表演

等）不爽快s冗长而元味。

E薪涎子E nianxian·zi ＜方〉圈人嘴里的勃液。

E教液l nianye 圈人和动植物体内分泌的秸

稠液体。

E秸着E ni6nzhu6 圈用胶质把物体固定在一

起：～力。

E勃着语】 ni6nzhu6y心圈词的语法意义主要

由附加在词根上的词缀来表示的语言，如土耳

其语、日语等。

v 
nian c 歹14)

J刃『l i凸n ＜书〉形容出汗。

＂~＂ 
毛A nian O 画用手指搓z ～线｜～条绳子。

I.I~＇＼ 8 （～儿）圈捻子：纸～儿｜灯～儿。＠
〈方〉［到南（｜凸n）：～河泥。

E捻捻转JL] ni凸n• nianzhuanr 圈儿童玩具，用

木头或塑料等制成，扁圆形，中间有轴，→头儿

尖，玩儿时用于捻轴使旋转。
E捻子l nian·zi 圈用纸搓成的条状物或用线

织成的带状物．药～｜纸～1 灯～。

辈 巾古代用人拉的车，后来多指主
（莹）皇帝、皇后坐的车： ;!E .＂$：凤～。 主

辗（辗）
撵（撵）

nian ＜书〉同“碾”。

另见 1646 页 zhan 。

ni归国＠驱逐s赶：把他～出

去｜怎么～也～不走。＠〈方〉追

赶z 他走得快，我～不上他。

碾 nian O 碾子：石～＠圈滚动碾破子
等使谷物去皮、破碎，或使其他物体破碎、

变平z ～米｜把盐粒～碎。＠〈书〉磨制；雕琢

玉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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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碾场J nian11 chang ＜方〉画在场上轧谷物g
打场。

E碾坊E ni凸nf6ng [jSJ 把谷物碾成米或面的作
坊。也作碾房。

E碾房J nianfang 同“碾坊”。

E碾碟子E niangun·zi 圈碾子①的主要部分，
是一个圆柱形的石头，可以轧碎粮食或去掉粮

食的皮。也叫碾陀o
E碾盘J nl凸npan IBJ 承受碾硫子的石头底盘。

E碾成E ni6ntu6 IE] 碾破子。

E碾子E ni凸n•zi 国5JO 轧碎谷物或去掉谷物皮
的石制工具，由碾碟子和碾盘组成。＠泛指

碾轧东西的工具z 汽～｜药～。

跟巾〈方〉酬；踩住并用力搓一脚把
生章掷～死了。

飞

nian （丁714)

廿 nicin 且最］二十。

d全~1 nian O 圈想念：惦～｜怀～｜你回来得
J~、 正好，娘正～着你呢！＠念头z 杂～｜一

～之差。 O <Nian＞圈姓。

,A.2 nian 闻＠读①：～信｜～诵｜

芯（哈）～口诀｜他把上级的指示～给大
家听。＠读③：他～过中学。

三冬3 nian B画“廿”的大写0
J ［！」、

E念自E 『iianb6i IEJ 道白。

E念叨J nian•dao ［面＠因惦记或想念而在谈
话中提到z 这位就是我们常～的老校长。＠
〈方〉说；谈论：我有个事儿跟大家～～。｜｜也

作念道。
E念道］ nian•dao 同“念叨”。

E念佛E nianf6 画信佛的人念“阿弥陀佛”或

“南元Cnom6）阿弥陀佛”：吃斋～｜诵经～。

重重~ ［；念及E nianji B国考虑到（多用于情感方面）＝
三辈辈 ～多年的交情，就原谅了他。

E念经E nian;; jlng 画信仰宗教的人朗读或背
诵经文。

E念旧J nianjiu 画不忘｜日日的交情：要是他还

～，应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
E念念不忘J niannian-buwang 牢记在心，时

刻不忘：共产党人所～的是祖国的命运和民族
的前途。

E念念有词J niannian-y6uci 0 旧时迷信的人
小声念咒语或说祈祷的话。＠指人不停地自

言自话。

E念书E nian11shu ［副读书。

E念头】 nian·tou C～儿）罔心理的打算：转～｜

邪恶的～。

E念物】 nian•wu ＜方〉圈纪念品＝这本画册送

给你做个～吧。

E念想JL) nian • xiangr ＜方〉［到纪念品。也说

念心儿。

E念心JL) nian·xinr ＜方〉陆］念想儿。

E念咒J nian11 zhou 喃道士、巫婆等口里念诵
用以除灾或降（ xi6ng）灾的特定语句。

Z念珠】 nianzhu c～儿）函数珠CshuzhiJ ）。
E念兹在兹E nianzi-zaizi 形容对某事非常重

视，念念不忘（兹z此；这个）：对于老区人民的

困难，他～，时刻挂在心头。
-L.A.. nian 圈田里或浅水里用来挡水的土埂：

句卧堤～｜围～。

,, 
ni6ng ＜予l尤）

娘血山 ni6ng 0 ＜订〉圈母亲2 爹
民（＠挺嫖）～｜亲～。＠称长一辈或年长
的已婚妇女＝大～l婶～。＠年轻妇女：渔～ l

新～o
B良家J ni6ng•ji6 l苟已婚女子自己父母的家

（区别于“婆家”） ：回～o
U良舅J niangjiu 〈方） IEl 舅父。

U良娘J ni6ng•niang IBl 0 指皇后或贵妃＝正
官～。＠信神的人称呼女神·～庙。

B良娘腔E ni6ng•niangqiang IEJ 指男人像女人
那样细声细气说话的声音和腔调。

E娘亲】 ni6ngqin （方）~母亲。
U良JL) ni6ngr （口〉圈长辈妇女和男女晚辈的
合称，如母亲和子女．姑母和侄子、侄女（后面

必带数量词）：～俩｜～三个合计了半天，才想

出个好主意来。
E娘儿们E ni6ngr• men [EJ 0 ＜口〉长辈妇女和
男女晚辈的合称。＠〈方〉称成年妇女（含轻
蔑意，可以用于单数）。＠〈方〉妻子。

E娘胎J ni6ngt6i 圈怀着胎儿的母体。人尚未

出生，说“在娘胎里，，g已经出生’说“出了娘胎”

生来就具有某种特征，说“从娘胎带来的，， 0 

U良姨J ni6ngyi （方〉圈保姆g女用人。

U良子】『ii6ng•zl 圈。〈方〉妻子。＠尊称中
青年妇女（多见于早期白话）。

E娘子军J ni6ng•zljun I哥隋末李渊的女儿统
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后用来泛称由女子组成

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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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ng c 歹l尤）

酿讪 nia咱们酿造， ~ jg!/ I ~ -\lit 
（醺）＠画蜜蜂做蜜： ~Ji。＠圈逐

渐形成：～成大祸。 o~直烹调方法，将肉、
鱼、虾等剁碎做成的馅儿填或塞入掏空的柿子
椒、冬瓜等里面，然后蒸或用油煎。＠酒2 佳
～｜醇～o

E酿母菌l niangm心jun 圈酵母。

E酿热物l niangrewu [El 发酵时能产生热的有

机物，如牛马粪、稻草、麦秸、玉米秸、草叶等。
可以用来为温床加热。

E酿造E n1凸ngzao ［司利用发酵作用制造（酒、

醋、酱油等）：啤酒～工艺。

" niao c 31么）

酿鸟笃袅蝴尿 I niang - niao I 9臼 l

E袅袅l niaoni凸o E国＠形容烟气缭绕上升z

炊烟～！～腾腾的烟雾。＠形容细长柔软的东
西随风摆动z 垂杨～。＠形容声音绵长不绝：

余音～。
E袅袅婷婷l ni凸oni凸otingting ＜书〉圈形容女

子走路体态轻盈柔美。
E袅纫~］ ni凸onu6 （旧读 ni凸onuo) ＜书〉圃＠

草木柔软细长2 春风吹着～的柳丝。＠女子

姿态优美：～的舞姿。

E袅绕E niaorao 〈书〉富国缭绕不断：歌声～。

脚巾〈书〉＠戏弄。＠纠缠。

niao c 7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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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营 中 ni凸o 圈。脊椎动物的一大类， I l尿崩症】 niaobengzheng ~病，因脑下垂体
与（局）体温恒定，卵生，嘴内元齿，全身有｜ 后叶功能减退而引起，症状是尿量显著增加，
羽毛，胸部有龙骨突起，前肢变成翼，后肢能行！ 一昼夜可达 10 升以上，心烦，口渴，尿的密度
走。一般的鸟都会飞，也有的两翼退化，不能｜ 很低。
飞行。如燕、鹰、鸡、鸭、驼鸟等都属于鸟类。 I ［尿不湿E niaobushT 圈用高吸水性材料制成

8 (Ni 凸o）姓。 | 的一次性尿布，可秸合成内裤的形状，也有片
另见到）（）页 diao 。 | 状的，多用于婴幼儿和卧床病人。

E鸟尽弓跚 ni凸ojin-g6ngc6ng 比喻事情成功 I l尿布】 niaobu 圈包裹婴儿身体下部或垫在
以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参看｜ 婴儿臀下接大小便用的布。有的地区叫裤子
1328 页【兔死狗烹］。 I <ii自 •zi ）。

E鸟瞰】 niaokan O ［司从高处往下看：登上西 I l尿床l niao;;chu6ng 画在床上遗尿。
山，可以～整个京城。＠圈事物的概括描述 I l尿道l n iaodao [El 把尿输出体外的管道，自
（多用于文章标题）：世界大势～。 ! 膀脱通向体外，有括约肌控制开闭。（图见

Z鸟枪E ni凸oqiang 圈。打鸟用的火枪。＠｜ 899 页“人的泌尿器”）

气枪。 I l尿毒症】 niaoduzheng 圈由于肾功能衰竭，

E鸟枪换炮E ni凸oqiang-huanp<lo 比喻条件有｜ 体内废物不能充分排除而引起全身中毒的病

很大的改善或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 症。症状是头晕、恶心、呕吐、抽播、昏迷等。
E鸟JLl niaor ＜口〉圈指较小的能飞的鸟。 I l尿检l niaojian 画＠通过化验尿样检查健康
E鸟兽散E 门i凸oshol』son （成群的人〉像受惊的｜ 情况。＠特指检验参加体育比赛的运动员尿

鸟兽一样四处逃散（含贬义）：如～｜作～。 | 液中是否含有违禁药物。
E鸟语花香］ ni凸oyιhuoxiang 鸟儿叫，花儿飘 I l尿炕l niao;; kang 富国在炕上遗尿。

香，多形容春天魅人的景象：桃红柳绿，～。 I l尿频E niaopin 圃排尿次数较正常情况多而

古老‘」』 ni凸o 见下。 | 每次尿量较少，多因泌尿系统疾病引起。
旦当（；离） I ［尿素l niaosu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E莺萝E niiiolu6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细长而｜ CO(NH, ), ＂元色品体，溶于水，人尿中约含
缠绕，叶子互生，花红色或白色，葫果卵圆形。｜ 有 2%。用作肥料、饲料等，也用于制造炸药、
供观赏。 | 塑料等。也叫服＜niao）。

袅卢 ni凸0 细长 I [llJ<lfill niiio11 xi岳圈尿中带血或只排血液而
（袅、兴姆、祷骗、提裹）柔弱z ～娜。｜ 没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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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56 I niao - nie I 尿服溺捏茶包阻聂枭涅 :tE 瞒尔暖 d噪阑梨慑镣颖就

E尿液E niao回国尿①。

腮 niao 圈尿素。

担i! niao 旧同“尿”。
q 另见 951 页 ni"

E二＝垣豆亘i二二二1

捏 … m岳＠画用拇指和别的手指
（捏）央：～位鼻子｜～着张钞票｜把米

里的虫子～出来。＠画！握；攥：～紧拳头｜～

了一把汗。命运～在人家手里。＠［现用手指

把软东西弄成一定的形状：～泥人儿｜～饺子。

＠圈使合在一起：～合｜两人性格不合，～不

到一块儿去。＠故意把非事实说成是事实；虚

构：～造。
E捏把汗］ ni岳 b凸 hon 捏一把汗。

E捏合E niehe 圃＠使合在一起。＠凭空虚
造；捏造（多见于早期臼话）。

E捏积E ni岳jl 画捏脊。
E捏脊E ni岳jT l1llJJ 中医指用手捏小儿的脊柱两旁

以治疗消化不良、腹泻等疾病。也说捏积。

E捏弄E ni岳.nong [1llJJ 0 用手来回捏z 说话时，

她下意识地～着胸前的纽扣儿。＠摆布；耍弄2

我们得自己拿主意，不能由着他们～。＠私下
里商量：这事他俩一～，就那么办了。。编

造；捏造z ～事实。
E捏一把汗］ ni岳 yi b凸 hon 因担心而手心攥出

汗，形容心情极度紧张：杂技演员表演走钢丝，

观众都替他～。也说捏把汗。

E捏造】 ni岳zoo 画假造事实：～罪名。

,, 
nie c 予！廿）

桌胁。〈书〉箭靶子的中呻子。如
代濒rj 日影的标杆。＠〈书〉法度；标准。

E泉JC] niewu 同“镜腿”。
,)l=t nie （书〉＠可做黑色染料的矶
在巨（？里）石。＠染黑。
[f里而不绚E ni岳’自rbuzi 用涅染也染不黑（语出

。仓语·阳货》）。形容品格高尚，不受外界污
染。

E涅架］ n1岳p6n 画佛教用语，原指超脱生死的

境界，现用作死（多指佛或僧人）的代称。［梵

态 nie 见到4 同时］

啃响〈书〉（鼠、兔
（~茵、苦、唱）等动物）用牙啃或

咬：～齿｜虫咬鼠～。

E啃合】 niehe ~到上下牙齿咬紧；像上下牙齿那

样咬紧：两个齿轮～得很严密。

E啃噬】 nieshi E动］咬，比喻折磨：失子的悲痛，

～着母亲的心。

在全 nie 书〉同“缀”。
牙之（筒）
暧（蠕） nie 见下。

E暖懦】 nieru （书〉圆形容想说话而又吞吞吐
吐不敢说出来的样子。

lI集响见303 页啊。
| 虽〈书〉＠在两扇门中间竖立、弱（国） ~短木。＠指门。
梨胁。书〉箭靶子的中心＠古代测

日影的标杆。

慑… nie 0 银子。阳（用银子）夹z
（鳝）把瓶子里的酒精棉球～出来。

E慑子l nie·zi 圈拔除毛或夹取细小东西的用
具，一般用金属制成。

才f nie （方〉圈＠呆；傻z ～子｜傻不傻，～ l ／；：，白 . ·'· nie 圈金属元素，符号 Ni。银臼
11、不～。＠疲倦精神不振z 发～｜他今天有 味（媒）色，质坚韧，延展性强，有磁性，在
点儿～。

n1e ( 71廿）

也 Nie 画姓
另见 907 页 mie 。

阻仰望）响见ω页【刑。

聂（量） Nie 函姓。

空气中不易氧化。用来制特种钢和其他合金、
催化剂等，也用于电镀o

E镰币】 niebi ［＇名］镰制的货币。

；颗（颗） nie 见下。
E颜骨E nieg心圈颖颓部的骨头，位于顶骨的下

方，形状扁平。
颐颓E nieru 圆头部的两侧靠近耳朵上方的
部位。
自t:e.. nie 见下。

开~B



就摄孽嚷嚷惩您宁拧芋咛狞拧带去严凝 I nie-ning I 957 I 

E鳞臆］ niewu （书〉圈不安定。也作泉兀。

摄 ie o [ijij] 放轻酌 z 他轻轻地
（躇）站起来，～着脚走过去。＠追随；

跟踪：～踪。＠〈书〉踩2 ～其踵。
lM聂手摄脚E nieshou-niej i凸0 （～的）形容走路

时脚步放得很轻：他～地走进了病房。
E跟踪］ niezong ＜书〉圈追踪。

E摄足］ niezu 圈。放轻脚步：他～走到门口。
＠〈书〉插足，指参加z ～其间（参加进去）。

孽一 nie 0 邪恶，也指邪恶的人z ～
（头孽） 党｜妖～。＠罪恶：造～｜罪～｜

～缘。＠〈书〉不忠或不孝：～臣｜～子。
E孽根】 nieg岳n IEl 罪恶的根源；祸根。

E孽海E ni岳h凸i~ 业海。
E孽缘］ nieyu6n 圈佛教指造成某种恶果的因
缘：～未了。

E孽债］ n iezha i IEl 造孽所负的债（迷信的人认
为造孽会遭到报应，犯下过错一定会受到惩
罚，就像欠债一定要偿还一样）。

E孽障】 niezhang 函业障。
E孽种l niezh凸『19 哩。祸根。＠旧时长辈骂
不肖子弟为孽种。
冀响树枝砍去后又长出来的新芽，泛指植

物由茎的基部长出的分枝。

聚 … nie （书〉酿酒的曲。
（；辈辈）

, 
n1n < 7117) 

注1二 nin 同“您”（不含敬意，多见于早期自
j15' 话〕。

另见 946 页「1曲。

份之 nin E型人称代词。你；你们（含敬意）：老
i己、师，～早！｜～二位里边儿请。

, 
nlng ＜予IL)

位"i! 0一8＂＂兴头宁（宰也字 ning 0 安亭、用、）宁z ～静！坐
卧不～。＠（书〉使安宁：～边（使边境不受侵
扰）｜息事～人。＠〈书〉省视；探望（父母） :~ 
亲｜归～。 8 CNing）画江苏南京的别称：沪
～铁路。 8 CNing)IEJ 姓。

另见 958 页 ning。“宵”另见 958 页

n1ng 。

E宁靖E ningjing （书〉圈（地方秩序）安定。

E宁静E ningjing lml （环境、心情）安静z 游人很

少，湖边十分～｜心里渐渐～下来。

E宁玛派］ ningm凸poi 圈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

之一。

E宁亲］ ningqTn ＜书〉圈省（xlng）亲。

E宁日】 ningri 圈安宁的日子：匪患不除，永无
~ 。

E宁帖］ ningti岳圈（心境）宁静；安稳z 夜间总

咳嗽，睡不～。

E宁馨儿］ ningxTn' er ＜书〉圈原意是“这么样
的孩子气后来用作赞美孩子的话。

拧，~ ning [ijij] 0 用两只手握住物体的
（摔）呻分别向相反的方向用力转动z

～手巾｜把麻～成绳子。＠用两三个手指扭住

皮肉使劲转动：～了他一把。
另见 958 页 nlng;958 页门ing 。

升什子」』 ning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宁（孽） C10 H，，。无色液体，有香味，存在
于柑椅类的果皮以及松科植物中。用来制香
料等。现 limonene]

另见 1713 页 zhu“芒”。

咛中 ning 见 304 页［ JJJwrl 。
（回事） ~ 

〉炉， 叫山 ning （面目）凶恶 z ～恶 1～笑。
3了（猝）
E狞笑E ningxiao [ijij] 凶恶地笑z 匪徒发出一阵

~ 。
拧（摔） ning 见下。

E拧橡l ningmeng 圈＠拧橡树，常绿小乔木，

叶子长椭圆形，质厚，花单生，外面粉红色，里

面白色。果实长椭圆形或卵形，果肉味极酸，

可制饮料，果皮黄色，可提取拧橡泊。＠这种
植物的果实。

曰坦全叶中 ning 见 305 页阳耳于l 0 

马于（膺）
字一 ning 见 16叫零零t

（璧）
V监Z ning O 圈凝结z ～固 i 冷～ 1 窗户～上

叨ι 了一层冰花。＠注意力集中 z ～思 l～视。主画
E凝冻］ ningdong 画凝结；冻结：河水～。 三三

E凝固E ninggu 圈。由液体变成固体z 蛋白

质遇热会～。＠固定不变；停滞：思想～！～

的目光。

E凝固点J ninggudian 圈晶体物质凝固时的
温度，也就是这种物质液态和固态可以平衡共

存的温度。
E凝固汽油弹J ninggu qiy6udan 一种爆炸时

能发出高温火焰的炸弹，内装用汽油和其他化
学药品制成的胶状物，爆炸时向四周溅射，发



958 I ning - niO l 凝拧宁馁拧泞宵妞

出 1 000℃左右的高温，并能粘在其他物体上
长时间燃烧。

E凝固热］ ninggure 圈单位质量的物质在熔点

时，从液态变成固态所放出的热量，叫作这种
物质的凝固热。

E凝合］ ninghe 圈凝结，聚合。
E凝华E ninghua Ill画物质由气态不经液态直接
变为固态。

E凝集E ningji 圈凝结在一起g聚集z 心中疑云

～｜诗篇～着诗人对祖国的真挚感情。
E凝结l ningjie 圈由气体变成液体或由液体

变成固体2 池面上～了薄薄的一层冰。鲜血～
成的战斗友谊。

由量聚E ningju 圈＠气体由稀变浓或变成液

体z 荷叶上～着晶莹的露珠。＠聚集；积聚z

这部作品～着他一生的心血。
E凝聚力E ningjuli 圈。内聚力。＠泛指使人

或物聚集到一起的力量＝增强集体的～。
E凝聚体E nin创uti 圈物理学上指固体和液体。
E凝练］（凝炼） ninglian ~ C文字）紧凑简练z

文笔～G
E凝眸］ ningm6u （书〉圃凝曰：～远望。
E凝目E ningmu 画目不转睛：～注视。

E凝神］ ningshen 圈聚精会神z ～思索 l ～端

详。
E凝视】 ningshi r虱聚精会神地看2 ～着对方。

E凝J思l] ningsl 画集中精神思考z 闭目～。

E凝缩］ ningsuo [Zl!)] 凝聚，紧缩z 丰富的人生经

验～成宝贵的智慧。
E凝望］ n ingwang IZlW 目不转蹄地看；注目远

望z ～窗外。
E凝想E ningxiang 画凝思z 他时而奋笔疾书，

时而又搁笔～。

E凝脂］ ningzhl （书〉圈凝固了的油脂，多用来
比喻洁白细润的皮肤或玉石。

E疑滞E ningzhi E到＠停止流动F不灵活g 两颗
～的眼珠出神地望着窗外。＠〈书〉凝聚。

E凝重E ningzhong 圈＠端庄g庄重z 雍容～l
神态～。＠（声音）浑厚z ～深沉的乐曲｜声音
～有力。＠浓重z ～的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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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957 页 ning;958 页 nlng,

【拧巴】 nTng•ba （方〉圈＠衣服等不平正：把

袖子上歪了，～着。＠别扭；不顺：他这人不合
群，做事特别～。

、、

n1ng C 71L) 

,r--i手』〈干干 nin口圃＠宁llJ:

丁（宰了宵、军）～丢不屈｜～为玉
碎，不为瓦全（比喻宁愿壮烈地死去，不愿苟且偷
生）。＠〈书〉岂；难道：山之险峻，～有逾此？
另见 957 页 ni吨。

E宁可E ningk岳画表示比较两方面的利害得失
后选取的一面（常带有两害权衡取其轻的意
味，多跟上文的“与其”或下文的“也不”相呼
应），与其在这儿等车，～走着去｜他～自己吃

点儿亏，也不愿亏了别人。厦噩，如果舍弃的一
面不明显或元须说出，可以单说选取的一面

（常常加“的好气意思等于“最好是……勺，如 z
我们宁可警惕一点儿的好。

E宁肯】 ninglφn 圆宁可：为了安全，～绕远儿

走大路。
E宁缺毋滥］ ningqu岳－wulan 宁可缺少一些，不

要不顾质量一味求多。
E宁死不屈E ningsi-buqO 宁可死去，也不屈服。

E宁愿】 ningyuan 圃宁可z ～牺牲，也不退却。

馁叫＠惯于用花言巧语滔媚人：洛～｜
IY<. 奸～｜～人｜～臣。＠〈书〉有才智z 不～

（谦称自己）。
[f主臣E ningchen ＜书〉圈奸候的臣子2 ～当

道。
(f蚕笑】 ningxiao 圈奸笑；滔笑。

[f主主幸】 ningxing 〈书〉＠画以洛媚而得到宠

幸。＠圈以滔媚得到君主宠幸的人3 任用～。

拧山 nin口〈方〉回毫不服劝说z 这
（撑）孩手脾气真～，不叫他去他偏要去。
另见 957 页 ning;958 页 ning 。

户？、中 ning ＜书〉烂泥＝泥～｜路～难行。
了（漳）”
音吉r ning 0 见 958 页“宁”（ nlng ）。 @ 
用 CNing）圈姓。

另见 957 页 ning“宁”。

C二监元二1

妞 niu 川方〉圈女孩子：大～｜他家有
两个～儿。



阻妞】 niO•niO ＜方） IEl 小女孩JL o 

M子E niO•zi ＜方〉圈小女孩儿。

,, 
niu ( 71又）

妞牛 I nio- niu I 9臼｜

上给他们搭桥，称为鹊桥。现多用“牛郎织女”
比喻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

E牛马E nium凸圈比喻为生活所迫供人驱使从

事艰苦劳动的人。
E牛毛l niumao 圈牛的毛，用于比喻，形容事物

很多、很密或很细：～细雨｜苛捐杂税，多如～。

牛1 川＠圈哺乳动物，反鱼类，身体大，肢 I l牛口 niumeng 耻的一种，身体长椭圆形，
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巳尖端有长｜ 有灰、黑、黄褐等颜色，胸部和腹部有花纹。雄

毛。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 l 的吸食植物的汁液和花蜜，雌的吸食牛、马等
骨等都有用处。我国常见的有黄牛、水牛、牛毛｜ 家畜或人的血液。

牛等。＠圈固执或骄傲z ～脾气｜～气。 8 I （牛脯l niunan ＜方） IEl 牛肚子上和近肋骨处
〈口）~本领大，实力强z ～人｜这个球员简直！ 松软的肉，也指用这种肉做成的菜肴。
大～了，打败了所有对手。＠二十八宿之一。 I l牛封回 niupai 眉大而厚的牛肉片，也指用大
8 (Niu）~］姓。 | 而厚的牛肉片做成的菜肴。

牛2 仙画牛顿的简称。使质量 1 千克的 I ltt&:l 叫圈。牛的皮（多指已经酬的）。
物体产生 1 米／利卢的加速度所需的力就｜ ＠说大话叫吹牛皮。

是 1 牛。 I l牛皮癖l niupixuan 圈银屑病的俗称。

E牛芳l niubang 圈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心 I l牛皮纸l niupizhT 圈质地坚韧、拉力强的纸，
脏形，有长柄，背面有毛，花淡紫色，根肉质。｜ 黄褐色，用硫酸盐木浆制成，多用于包装。
根和嫩叶可做蔬菜，果实、茎叶和根可入药。 I l牛脾气E niupi叩圈倔强执拗的脾气。

E牛鼻子l niubi ·zi 啤］比喻事物的关键或要害z I E牛气E niu叫l 〈口＞ ~0 形容自高自大的骄
弄清词义古今异同的情况，就牵住了学习古代｜ 傲神气。＠气势盛；实力强z 他们公司这几年
汉语的～。 | 十分～，产值一直在同行业中领先。

E牛脖子】 niub6·zi ＜方〉圈牛脾气z 犯～。 I l牛市E niushi 圈指价格持续上涨，成交额上
E牛刀小试E niudao-xi凸oshi 比喻有很大的本｜ 升，交易活跃的证券市场行情（跟“熊巾”相
领，先在小事情上施展一下。参看 438 页【割 l )(>j" ）。
鸡焉用牛刀3 o I l牛搜马勃l niusou-m凸b6 牛漫是牛尿（→说

E牛症】『1iudal』圈＠牛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病｜ 车前草），马勃是一种菌类，都可做药用，比喻
原体和症状与天花极相近。＠症苗：种～。 | 虽然微贱但是有用的东西。

E牛疫苗J niudoumiao tsl 疫苗。
E牛楼】 niudu IEl 小牛。也叫牛棋子。

E牛顿E niudun 画力的单位，符号 N。这个单
位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科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而定的。简称牛。

E牛耳l ni白’岳r~ 见 1680 页【执牛耳］。
E牛鬼蛇神E niuguT sheshen 奇形怪状的鬼神，

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
E牛黄l niuhuang 圈中药上指牛的干燥的胆

结石，黄色，粒状或块状，是珍贵的药材。
E牛角尖E niuj1凸ojian c～儿）圈见 1751 页【钻

牛角尖L
E牛劲E niujin c～儿）圈。大力气z 费了～儿。

＠牛脾气：犯～。
E牛郎星E niulangxTng IEl 牵牛星的通称。
E牛郎织女】 niulang zhTnu O 指牛郎星和织
女星。 8 CNiul6ng ZhTnu）神话中的人物。
织女是天帝的孙女，与牛郎结合后，不再给天

帝织云锦，天帝用天河将他们隔开，只准每年
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喜鹊在银河

E牛头不对马嘴l niut6u bu dui mazuT 驴唇不

对马嘴。
E牛头马面l niut6u-n由nian 迷信传说阎王手

下的两个鬼卒，一个头像牛，一个头像马。借
指各种阴险丑恶的人。

E牛蛙E niuwa 圈蛙的一种，体形比普通青蛙
大得多，四肢特别发达。生活在池沼、水田等
处，叫的声音像牛，吃昆虫、鱼虾等。原生活在
北美洲。肉味鲜美，皮可以制革。

E牛性E niuxing ［雹牛脾气。也说牛性子。

E牛缺l niuyang !El 牛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上的

器具。也叫牛缺子。
E牛饮l niuyTn 〈书〉国国像牛一样大口地喝。

E牛杂l niuza c～儿）圈牛的内脏做食物时叫
牛杂。

E牛仔裤】（牛崽裤） niuz创ku 圈紧腰身、浅裆、

裤腿很瘦的裤子，多用较厚实的布制成。最早

在美国西部矿工和年轻牧人（牛仔）中流行，所

以叫牛仔裤。
E牛仔舞E niuzaiw心圈拉丁舞的一种，起源于



960 I niu n6ng l 扭扭钮纽祖钮拗农

美国。 4/4 拍，舞曲热情欢快。舞步敏捷跳
跃，体现美国两部牛仔刚健、豪爽的风格 n

\I 

ni心（予！又）

扭仙们掉转；转（zhu凸叫～动 l～
亏增盈｜～过头来向后看。＠！盈拧

（门Tng）：把树枝子～断。＠［到拧伤（筋骨） : 
～了腰。。画身体左右摇动（多指走路时）：

～秧歌｜～了两步。＠画揪住：～打｜两人～
在一起。＠不正＝七～八歪｜歪歪～～。

E扭摆） niub凸l 画（身体）扭动摇摆s 推独轮车
的人左右～着身子｜她～着腰走过来。

E扭搭J nili·da ＜口〉［到走路时肩膀随着腰一
前→后地扭动：那女人～～地走了。

E扭打） niud凸圈互相揪住对打z 他俩～在一
起，拉也拉不开。

E扭股JL糖E ni心gurtang 圈用麦芽糖制成的两
股或三股扭在一起的食品，多用来形容扭动或
缠绕的形状。

E扭角玲E ni心j i凸oling ~玲牛。
E扭结E niujie 圈＠纠缠；缠绕在一起g 在织布
以前要将棉纱弄湿，才不会～｜几件事～在一
起，一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互相揪住：两
人～着厮打开了。

E扭亏J niukul 圈扭转亏损局面：～为盈。

E扭捏J niu•nie 0 ［面指走路时身体故意左右

摇摆。 81园形容举止言谈不大方2 她～了大
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有话直截了当地说，别
扭扭捏捏的。

E扭曲】 ni闷。圈。扭转变形z 地震发生后，房
屋倒塌，铁轨～。＠歪曲（事实、形象等）：被～
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

E扭送J niusong 圃揪住违法犯罪分子送交司
法机关：把劫匪～公安局。

E扭头E niu;; t6u （～儿）巨型1) 0 （人）转动头z ～

不顾｜他扭过头去，不理人家。＠转身z 大妈二
话没说，～就走。

E扭秧歌】 ni心 yong•ge 跳秧歌舞。
E扭转） niuzhuan l2l!ll O 掉转：他～身子，向大
门走去， o 纠正或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或目
前的状况：～局面｜～乾坤｜必须～理论脱离实
际的现象。

组仙〈书〉因袭；拘泥z ～于习俗｜～于成
见。

但仙见下。
E阻’呢.J niuni ~形容不好意思或不大方的样

子：～的神情i别恒J阻侃侃的，大方一些。
['f:丑呢作态） niuni-zuotai 故意做出不好意思

或不大方的样子O
/;Tf ' niu 0 某些器物上可供抓住而
立且（川丑）提起来的部分z 秤～｜印～。＠
（～儿）圈纽扣：～襟｜衣～｜把～儿扣上，别着了

凉。＠枢纽z ～带。＠（～儿）瓜果等刚结的
果实z 南瓜～。 8 CNiu）圈姓。

E纽带】 niudai ~比喻能够起联系作用的人或

事物·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团结的～，是进步的
保证。

E纽扣】 ni心kou ＜～儿）圈可以把衣服等扣起来
的小的球状物或片状物。

E纽襟E niupan c～儿）圈扣住纽扣的套儿。

E纽子E ni心·zi 圄纽扣。

扭 niu 古书上说的一种树。
另见 187 页 ch己u。

钮仙＠同“纽”①②。＠酬物
（纽）上起开关、调节等作用的部件：按

～｜旋～｜电～。＠俐的）圈姓。

、

niu c 予l叉）

拗 ~ niu 圈固执；不随和；不驯II Jr阪
（祷拥） 执～ i脾气千R～。
另见 14 页凸0; 14 页凸0。

E拗不过E niu·buguo 圈无法改变（别人的坚

决的意见）：他～老大娘，只好答应了。

, 
nong （歹义L>

农 4 斗 n6ng 0 农业：务～｜～
（晨、提震） 具｜～田｜～林牧副渔。＠

农民z 老～｜莱～｜～友。 0 CN6ng）圈姓。
E农产品E n6ngct治npTn 圈农业中生产的物

品，如稻子、小麦、高梁、棉花、烟叶、甘煎等。
E农场】 n6ngchang 圈机械化程度较高、大规

模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单位z 国营～。
E农村） n6ngcun 函］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
聚居的地方。

E农夫J n6ngfu ~旧时称从事农业生产的男
子。

E农妇E n6ng伯国农家妇女。

E农耕E n6ngg岳ng ~农业耕种；农作：不事～o
E农工） n6ngg6ng ［组＠农民和工人z 扶助～。

＠农业工人的简称。
E农户E n6nghu [BJ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家。



E农活JL] n6nghu6r 圈农业生产的工作，直n耕

地、播种、施肥、收割等z 干～。

E农机E n6ngjl 画农业机械：～部门｜～站。

E农家］1 n6ngjia 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家：～

生活 l～子弟。
E农家】2 N6ngjia 圈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

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著作目录见于《汉
书·艺文志》，多已失传。

E农家肥l n6ngj iafei t雹农家肥料。
E农家肥料E n6ngjia feiliao 农家或饲养场生
产的有机肥料，如粪肥、绿肥等（区别于作为商

品的化学肥料）。也叫农家肥。
E农家乐】 n6ngjiale IEJ O 一种让人体验农村
生活、贴近大自然的休闲旅游方式。＠指开

办在农付、有乡土气息的餐馆、旅馆。
E农具】 n6ngju 圈进行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工
具，如犁、祀、楼等。

E农垦】『16ngk岳n 日型农业垦殖：～事业。
E农历】 n6ngli ［重＠阴阳历的一种，是我国的

传统历法，通常所说的阴历即指农历。平年
12 个月，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全年 353

天、354 天或 355 天（一年中哪一月大，哪－

月小，年年不同）。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比太
阳年约差 1 1 天，所以在 19 年里设置 7个闰
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 383 天、384 天或 385

天。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
24 个节气，便于农事。纪年用天干地支搭配，

60 年周而复始。这种历法相传创始于夏代，
所以又称夏历。也叫旧历。＠农业上使用的

历书。
E农林E n6nglin 圈农业和林业的合称。
E农忙】 n6ngm6ng 圈指春、夏、秋三季农事繁

忙的时节。
E农贸市场］ n6ngmao shich凸ng 以农副业产

品贸易为主的个体摊贩市场。俗称自由市场。
E农民E n6ngmin I亘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
动者。

E农民工］ n6ngmingong 电］指进城务工的农

民。

E农民起义］ n6ngmin qTyi 农民为了反抗地主
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进行的武装斗

争。
E农民战争］ n6ngmin zhanzh岳ng 封建社会农
民为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而进行的革命
战争。一般有鲜明的战斗口号，活动范围较

大，例如清代的太平天国革命。

E农奴E n6ngnu IEJ 封建社会中隶属于农奴主
或封建主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剥
削，没有人身自由和任何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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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农奴主】 n6ngnuzh心［毒占有农奴和生产资料

的人。
E农人E n6ngren IEJ 农民。

E农舍E n6ngshe IEJ 农民住的房屋。

E农时】 n6ngshi I每］农业生产中，配合季节气
候，每种作物都有一定的耕作时间，称为农时z

不误～。

E农事】 n6ngshi IEl 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工作。

E农田】 n6ngti6n 函耕种的田地：～水利。

E农闲】 n6ngxi6n IEl 指农事较少的时节（一般

指冬季）：利用～兴修水利。
E农学】『16ngxue IEl 研究农业生产的学科，内

容包括作物栽培、育种、土壤、气象、肥料、农业
病虫害等。

E农谚】 n6ngyan 固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是
农民从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于
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谷雨前后，
种瓜点豆”，“头伏萝卡二伏菜”。

E农药】『16ngyao 圈农业上用来杀虫、杀菌、除

草、灭鼠等以及调节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药物的

统称。
E农业】 n6ngye 圈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

生产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农业，还包括林
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村副业等项生产在内。

E农业工人E n6ngye gong「白n 在农场从事农

业生产的工人。简称农工。

E农业国E n6ngyegu6 I苞工业不发达、国民经

济收入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部分的国家。
E农业合作化l n6ngye hezuohuo 用合作社的

组织形式，把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改变成
比较大规模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也
叫农业集体化。

E农业集体化E n6ngye jitThua 农业合作化。
E农业税］ n6ngyeshui 圈国家对从事农业生

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所征收的税。我
国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取消农业税。

E农艺E n6ngyi f苞指农作物的栽培、管理等技
术z ～师！学习～。

E农用】 n6ngyong i归属性词。指为农业或农主矗

民所使用的·～物资｜～机械。 享享

E农庄】 n6ngzhuang 圈＠村庄2 生长在山区

的一个小～里。＠农场；庄园。
E农作】 n6ngzuo 画从事农业生产；耕种。
E农作物］ n6ngzuowu 函j 农业上栽种的各种

植物，包括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果树和
做工业原料用的棉花、烟草等。简称作物。

侬 m 咐。如圆人称代词。你。
（偎）＠［市人称代词。我（多见于旧诗

文）。 8 CN6ng）圈姓。



~些」 nong nu I 哝浓服极酿弄草草伎奴

哝 －~ n6ng 见下。
（喂）

E哝哝E 『16ng•nong 圈小声说话2 她在姐姐的

耳边～了好半天。

浓一 non口＠圃液体或气体中所含
（漉）的主；种成分多；稠密（跟“淡”相

对）：～墨｜～云｜～茶。＠圈（颜色）深：～

绿｜～妆。＠圈程度深z 兴趣很～｜睡意正～。
0 (N6ng）圈姓。

E浓淡E n6ngdan 圈（颜色）深浅的程度；（味道

的）浓重和淡薄：～适宜。

E浓度E n6ngdu 画一定量溶液中所含溶质的
量，通常用所含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百

分比来表示。
E浓厚E n6nghou 圈。（烟雾、云层等）很浓：

～的黑烟。＠（色彩、意识、气氛）重z ～的地
方色彩｜～的学习气氛。＠（兴趣）大2 孩子们
对打乒乓球兴趣都很～。

E浓烈E n6nglie ~国浓重强烈 s ～的乡土气惠。

E浓眉l n6ngmei 圈黑而密的眉毛z ～大眼。

E浓密l n6ngmi 圈稠密（多指枝叶、烟雾、须发

等） ：～的树丛｜～的胡须。
E浓墨重彩l n6ngmo zhongc创指绘画或描述
着墨多。

E浓缩E n6ngsu6 画＠用加热等方法使溶液

中的溶剂蒸发而溶液的浓度增高。＠泛指用
一定的方法使物体中不需要的部分减少，从而

使需要部分的相对含量增加：～铀｜～食品。

这个建筑～了中国数千年来的装饰艺术。

E浓艳E n6ngy也n 圃（色彩）浓重而艳丽。
E浓郁l n6ngyu 圈。（花草等的香气）浓重：

～的花香迎面扑来。＠繁密z ～的松林。＠

（色彩
～｜（》的生活气息｜这首歌抒情气氛十分～。。

（兴趣）大g 兴致～｜～的兴趣。
E浓重l n6ngzhong 圈（烟雾、气味、色彩等）很

浓很重．山谷中的雾越发～了｜桂花散发出～

的香气｜这位老人画的花卉，设色十分～。
E浓妆】 n6ngzhuang O 圈浓艳的妆饰z 特意
化了～。＠圈浓重地化妆＝～艳抹。

E浓妆艳抹】 n6ngzhuang 而nm凸形容女子妆

饰艳丽。

版”’”’ n6ng 圈某些炎症病变所形成的
（膜）黄绿色汁液，含大量白细胞、细菌、

蛋白质、脂肪以及组织分解的产物。
E版包l n6ngbao 匾。身体某部组织化版时

因版液积聚而形成的隆起。＠讥称无能或元

用的人．真是个～，什么事也办不成。
[Jj农肿E n6ngzhong IEl 发炎的组织坏死、分解

产生的陈液在局部积聚所形成的肿块。

旅 n6ng < 5> ，叫～李。
（碟）

酿 n6ng ＜叫牌。
（醺）

飞

nong c 歹XL)

弄 … non口画＠手拿着、摆弄着或
（铃摒）逗号lo«玩儿：他又～鸽子去了｜小

孩儿爱～沙土。＠做；干；办；搞z ～饭｜这活儿
我做不好，请你帮我～～｜把书～坏了｜这件事
总得～出个结果来才成。＠设法取得z ～点儿
水来。。耍g玩弄：～手段｜舞文～墨。

另见 843 页的吨。

E弄潮JLl nongchao ’ er 圈＠在潮水中搏击、

嬉戏的年轻人，也指驾驶船只的人。＠比喻
敢于在风险中拼搏的人。

E弄鬼】 nong;;guT ＜方） rnlll 捣鬼。

E弄假成真E nongj1凸－chengzh由本来是假装

的，结果却变成真事。

E弄巧成拙l nongqi凸o-che『1gzhu6 想耍巧妙

的手段，结果反而坏了事。
E弄权E nongquan （书〉圈把持权柄，滥用权
力：奸臣～O

E弄瓦l nongw凸〈书〉画］指生下女孩子（古人

把瓦给女孩子玩。瓦：原始的纺锤〉。
E弄虚作假E nongxu-zuoji凸耍花招儿，欺骗人。

E弄璋l nongzhang ＜书） rnlll 指生下男孩子（古

人把璋给男孩子玩。璋：一种玉器）。

、

nou （予叉）

褥 nou 0 古代一种锄草用的农
（：据）具。＠〈书〉锄草z 深耕细～。

, 
nu （予义）

伎叫于人名

奴 nu 0 旧社会受压迫、剥时使而没有
人身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人（跟“主”相对） : 

～隶｜农～。＠称失去某种自由的人，特指为
了偿还贷款而不得不辛苦劳作的人（含贬义或
戏谑意）：洋～｜守财～ i车～ i房～。＠谦称自
己，后专用作女子的自称（多见于早期白话）。
＠像对待奴隶一样地（蹂躏、使用）．～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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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奴姆E nubi 圈男女奴仆。太监对皇帝、后妃 l 功夫大＝～工作｜学习很～。

等也自称奴婷。 I I：努嘴】 nu;;zul （～儿）画向人晴在嘴示意＝奶奶
E奴才E nu•c口， ~o 家奴；奴仆（明清两代宦｜ 直～儿，让他别再往下说。
官和清代满人、武臣对皇帝的自称；清代满人｜友又 n心弩
家庭奴仆对主人的自称）。＠指甘心供人驱 lζ王弓z 剑
使，帮助作恶的人。 | 拔～张。

E奴化】 nuhua [14JJ （侵略者及其帮凶）用各种方 I c弩弓】 nu-
法使被侵略的民族甘心受奴役：～教育。 I gong ［苞

2王三三三主

E奴家】 nujia 圆人称代词。女子的自称（多见｜ 一种利用
于早期臼话）。 | 机械力量

E奴隶】 nuli IEl 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身自由｜ 射箭的弓。
的人，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 I c弩箭E nu- 弩

E奴隶社会l nuli shehui 一种社会形态，以奴｜ i ian IEl 用

隶主占有奴隶和生产资料为基础。奴隶社会｜ 弩弓发射的箭。
的生产力比原始公社有所提高，手工业、农业 I ~}l n心〈书〉可做箭族的石头。
和畜牧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有了分工， I 1'.二1

奴隶主和奴隶形成两个对立阶级，奴隶主为了 裔时见下。
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立了奴隶主专政的国家。

E奴隶主E nulizhu 圈占有奴隶和生产资料的

人，是奴隶社会髦的统治阶级。
E奴仆】 nupu 圈旧时在主人家里从事杂役的

人（总称）。

E奴性E nuxing IEl 甘心受人奴役的品性：～十

足的汉奸。
E奴颜姆膝】 nuyan bixl 形容卑躬屈膝奉承巳

结的样子。
E奴颜媚骨I nuyon-meigu 形容卑躬屈膝泊媚

讨好的样子。
E奴役E nuyi 圃把人当作奴隶使用。

李 nu （书＞ 0 ）协妻～。＠妻子和儿
女。

驾一 nu （书〉＠驾马。＠比喻人没
（焉）有能力＝～钝｜～才。

E鸳钝l nudun （书〉睛愚笨s迟钝o

E鸳马l num凸〈书〉圈跑不快的马。

绞川用于地名：黄～（在江西）

" nu （予〉〈）

努 Li ~0 
( f!) ＂＂＇；防卫、e：日努、e：搬）使出（力

气）：～力 l～劲儿。＠凸出：～着眼睛｜～着
嘴。＠〈方〉用力太过，身体内部受伤z 别用力
过猛，当心～了腰。

“版”另见 940 页 n6o 。

E努力E nuli 0 ( －／／一）（到把力量尽量使出来：
大家再努一把力。＠庄园指花的精力多，下的

E裔肉l nurou ~中医指眼球结膜增生而凸起
的肉状物。未遮蔽住角膜的称“声音肉”，遮蔽住
角膜的称“裔肉攀睛”

nu ( "3><)

在'il nu 0 圃愤怒z 恼～｜发～｜恼羞成～｜－
J[!t、句话惹～了他。＠形容气势很盛z ～涛｜
～号｜～放。

E怒不可遏E nubuk岳’岳愤怒得不能抑制，形容

愤怒到了极点。

E怒潮E nuchoo 圈＠汹涌澎湃的浪潮，比喻

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涌潮。
E怒比】 nuchi 画愤怒地责骂。

E怒斥E nuchi ［司愤怒地斥责2 ～叛徒。

E怒冲冲l nuch6ngch6ng （～的）圈状态词。
形容非常生气的样子2 他～地摔上门走了。

E怒发冲冠E nufa-chongguan 因怒而头发直

竖，把帽子都顶起来了，形容非常愤怒。
E怒放E nufang 圃（花）盛开z 春天，桃花、杏花三矗

争相～0心花～。 雪主

E怒号l nuhao 画大声叫唤（多用来形容大

风）＝狂风～。

E怒吼l nuhou Ill国猛兽发威吼叫，比喻发出雄

壮有力的声音：狂风大作，海水～。

E怒火】 nuhuo 画指极大的愤怒＝压不住心头

的～l～中烧。
E怒火中烧l nuhu凸－zhongshao 怒火在心中燃

烧，形容愤怒的情绪非常强烈。

E怒目l numu 0 圈发怒时瞪着两Hll ：横眉～｜



I 9创 I nu- nuan I 怒得女钦教思翩翩援

～而视。 81Bl 发怒时瞪着的眼睛z ～圆睁。
E怒气E nuqi IBl 愤怒的情绪z ～冲冲。
E怒容l nur6ng 圈怒色2 ～满面。
E怒色l nuse IE] 愤怒的表情2 面带～o
E怒视l nushi &ii 愤怒地注视2 横眉～o
E怒涛l nutao IE] 汹涌的波涛z ～拍岸。
E怒族l Nu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云

南。
停川用于人名，秃发阳，东晋时南凉国

君。

v v nu c 3Ll) 

女呻＠耐性词。女性的（跟“男”相
对〕 z ～工｜～学生｜男～平等。＠女儿z

长～｜生儿育～。＠二十八宿之一。
〈古〉又同“汝”ru 。

E女JLl n品’在r IBJ 女孩子（对父母而言） 0
E女儿墙E nu' erq i6ng IBl 女墙。

E女方E nufang 圈女的一方面（多用于有关婚
事的场合）。

E女工】I nUgcJng IBJ 0 女性的工人。＠旧时
指女用人。

E女工T nugong 同“女红”。
E女公子E nugongzl 函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
E女红E nugong ＜书〉圈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
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也
作女工。

E女汉子l nuhan•zi 圈言谈、举止等具有男子
汉气概的女子。

时皇l nuhuang IE] 女性皇帝。
E女家】 nujia 圈婚姻关系中女方的家；女方。

E女眷l n品juan !El 女性眷属。
E女郎E nulang 圈每翠的女子：摩登～。
E女伶l nuling 圈女优。
E女流E nuliu 圈妇女（含轻蔑意）：～之辈。
位气E nu•qi 圆形容男子的举止神态像女子。

E女强人l nuqi6ngren 圈指精明强干、勇于进
取、事业有成的女子。
时墙l nuqi6ng 圈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短

墙。也叫女儿墙。
E女权l nuquan 函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权

和U：尊重～o
B人l nuren 画女性的成年人。
E女人】『1u·ren ＜口〉圈妻子Cql•zi ）。

E女色E nus岳圈女子的美色2 贪恋～o
E女神E nushen IBl 神话中的女性神。
E女生l nush岳ng 圈＠女学生z ～宿舍。＠

女青年g年轻女子。
位声l nush岳ng 圈声乐中的女子声部，一般

分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
E女史】『1ushi 圈本为古代女官的名称，旧时借

用为对妇女知识分子的尊称。

E女士E nushi 圈对妇女的尊称。
【女王l nuwang 圈女性国王。

E女巫】 nuwu 圈以装神弄鬼、搞迷信活动为业

的女人。也叫巫婆。
E女性E nuxing 圈＠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

产生卵子。＠妇女2 新～。

E女婿】 nu•xu 圈＠女儿的丈夫。＠〈方〉丈夫
Czhang•fu）。

E女优l nuyou IBl 旧时称戏曲女演员。

E女友E nuyou IBl 0 女性朋友。＠指恋爱对
象中的女方。

时招待E nuzhaodai 圈旧时饮食店、娱乐场
所等雇用来招待顾客的青年妇女。

E女真E Nuzhen 固我国古代民族，满族的祖
先，居住在今吉林和黑龙江一带，公元 1115
年建立金国。参看 674 页“金2 ”。

E女主人l nuzhu. ren IBl 一家的女性主人。

E女子】 nuzl 圈女性的人。

钦… n画画金属元素，符号 Ndo 是
（敛）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在空气中

容易氧化。用来制合金和光学玻璃等，也用于

激光材料。

？敞陆见7町酬。

、飞

nu c 3日）
百可 no ＜书〉惭愧z 惭～o
d巳』、

阻 nu （书〉＠鼻孔出血
了刷、嗅丑）泛指出血＝鼻～｜齿～。

＠战败＝败～0
月内 no （书〉＠指农历月初月亮出现在东

方，也指那时的月光。＠欠缺；不足。

v 
nuan < 3.X弓）

暖 n巾＠圈暖
（＂＇祷；厦、提腰、祷烦）和z 风和日～｜春

～花开｜天～了，不用穿大衣了。＠圈使变温

暖z ～酒｜～一～手。
“缓”另见 1483 页 xuano



E暖场l nu凸nch凸ng ［画＠在活动正式开始前

为现场烘托气氛z ～演出｜为慈善活动提前～。
＠泛指捧场z 有十几位名人前来～。

E暖冬E nu凸ndong ~大范围地区冬季三个月

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这样的冬季
称为暖冬。

E暖房】I nui'Jn //fang 画＠旧俗在亲友结婚的
前一天前往新房贺喜。＠温居。

E暖房】2 nuanfang 圈温室。

E暧锋E nuanf岳ng ~暖气团沿着冷气团慢慢

上升，并推着冷气团向前移动，在这种情况下，
冷、暖气团接触的地带叫作暖锋。

E暖阁E nuange 圈旧时为了设炉取暖在大屋
子里隔出来的小房间。

E暖烘烘l nu凸nhonghong ＜～的）圈状态诵。

形容温暖宜人：炭火驱走了寒气，房间里～的。
E暖乎乎l nuanhuhu （～的）圃状态词。形容
暖和。听了老师鼓励的话，孩子们心里～的。
也作暖呼呼。

E暖呼呼l nuanhuhu 同“暖乎乎”。

E暖壶E nuanhu ~o 暖水瓶。＠有棉套等保
暖的水壶。＠汤壶。

E暖和l nuan•huo 0 圃（气候、环境等〉不冷
也不太热z 天气渐渐地～了｜这屋子向阳，很
～。＠画使暖和z 屋里有暖气，快进来～～

吧！

E暖帘l nuanli伯国冬天用的棉门帘，能挡风
保暖。

E暖流l nuanliu 圈。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

洋流。暖流的水温比它所到区域的水温高。
＠比喻心中的温暖的感觉z 一股～涌上心头。

E暖男E nuannan 圈细心体贴，让人感到温暖

的男子。
E暖棚J nuanpeng ~简易的温室。
E暖瓶E nuanping 圈暖水瓶。

E暖气E nuanqi 固＠利用锅炉烧出蒸汽或热
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建筑物内的散热器（俗称
暖气片）中，散出热量，使室温增高。管道中的
蒸汽或热水叫作暖气。＠指上述的设备。＠
暖和的气体。

E暖气团E nuanqituan ~ －种移动的气团，本
身的温度比到达区域的地面温度高，多在热带
大陆或海洋上形成。

E暖融融E nuanr6ngr6ng ＜～的）圃状态词。
暖烘烘0领导的关爱，让他心里～的。

E暖色E nuanse 画给人以温暖的感觉的颜色，
如红色、橙色、黄色（跟“冷色”相对）。

E暖寿E nuanshou 画旧俗在过生日的前一天，

家里的人和关系较近的亲友来祝寿。

暖症虐月革挪｜「1uan nL」a I 965 I 

E暖水袋E r忱地nshuldai 圈热水袋。

E暖水瓶l nuanshulping 圈保温瓶的一种，瓶
口较小，通常用来保存热水。也叫暖壶、暖瓶、
热水瓶。

E暖心E nuan;;xln E园温暖人心：～的话语｜便

民措施特别～。
E暖洋洋E nu凸ny6ngy6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温暖z ～的春风。几句话说得我心里～

的。
E暖意E nuany）圈温暖的感觉z ～融融。

、、

nOe （予日廿）

茫干 niie 睐。
（嬉）另见 1524 页忡。。

在疾E nOe•ji 圈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芜原
虫，由蚊子传播，周期性发作。症状是发冷发
热、热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全身无力。有
的地区叫冷热病。

虐 nOe 0 残暴狠毒＝暴～l 酷～｜～待｜～
政。＠〈书〉灾害z 乱～并生。

E虐待E nOedai 画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对待g ～

狂l受～l不许～老人。
E虐俘E nOefu 画虐待俘虏。

E虐囚E nOeqiu 圃虐待囚犯。

E虐杀E nOesha 画虐待而致死。

E虐政】 nuezheng 圈暴虐的政策法令。

,, 
nun （言又与）

磨 nun 〈书〉香气：温～（温暖芳香）。

,, 
nuo （歹〉《古）

挪 nu叫挪动；转移z ～用｜～步｜东～西
凑｜把桌子～一下。

E挪动l nu6•dong 圈移动位置z 往前～了几

步｜把墙边儿的东西～～，腾出地方放书柜。
E挪借E nu6ji岳圈暂时借用（别人的钱）。
E挪窝JL) nu611 wor ＜口〉画离开原来所在的
地方；搬家z 他在这单位工作了十来年，始终没
挪过窝儿。

E挪亚方舟E Nu6ya fangzhou 《圣经》故事中

义士挪亚（Noah）为躲避洪水造的柜形大木

船。也叫诺亚方舟。



I 9“ I nuo - nua ｜挪那娜储诺嘴榻错懦糯

E挪移】 nu6yi ＜方〉圈＠挪借·～款项。＠挪

动z移动＝一步一步向前～。
E挪用E nu6yong 圈。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
钱移到别的方面来用g 专款专用，不得～。＠

私自用（公家的钱）：～公款。

那 nu6 都溪川叫名，在湖南。
另见 934 页怕。

w~ nu6 Cl日读毗见m 页I娴娜
页I袅娜1。

另见 934 页 nao

摊… nu6 旧时迎神赛会，驱逐舰
（健在）

E储神J nu6shen 圈驱除瘟疫的神。
E储戏l nu6xi !Bl 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
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演出时多戴面具，表演
动作简单，幅度大，重复性强，音乐多以锣鼓伴
奏，人声帮腔。

、

nuo （丁？〉〈古）

、非？ nuo 0 答应；允许z ～言｜许～。

隋（藉）＠答应的声音（表示同意）：唯唯
～～｜～～连声。 o CNuo)[BJ 姓。

E诺51-;J nuo ＇岳r 圈津尔（多用于地名）：达来

～｜查干～（都在内蒙古）。［蒙1

E诺亚方舟J Nuoya fangzhou 挪亚方舟。

E诺言】 nuδvan 圈应允别人的话：信守～。

睹l nua ＜方〉圃表示让人注意自己所指示
的事物z ～，这不就是你的那把雨伞？ I 

～，～，要这样挖才挖得快。

睹2 nuδ 〈书〉同“诺，，。

另见 1093 页「昌。

捕 nuo ＜书〉＠持；握；拿着：～管。＠胁
。。惹z ～战。

E捕管】 nuogl』凸n （书〉圈执笔，也指写诗文。

E捕战】 nuozhan 圃挑战（多见于早期白话）。

企盼 nuo 圈金属元素，符号 No。有

馆（鳝）放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懦 nuo 懦lJlJ ：～夫｜怯～。

E懦夫E nuofu 圈软弱胆小的人。

（＇／需弱E nuoruo E国软弱，不坚强：～无能。

糯 nuo 裁性的（米谷） :~ 
（糯、养模） 米｜～高粱。

E糯稻】 nuodao 圈米粒富于动性的稻子。

E糯米】 nuoml [BJ 糯稻碾出的米，可以做糕点、

棕子，也可以酿酒。也叫江米。

E糯米，咀 nuomlzhl 图用淀粉加工制成的像

纸的薄膜，可以吃，用作糖果、糕点等的内层包

装。也叫江米纸。



喔噢哦 l囔哦区讴讴 E瓦欧 i 己一己u I 967 I 

。

0 （古）

喔。同“噢”。
另见 1377 页 w己。

噢 圃表示了解：～，原来是他！

, 
0 （古）

哦 6 rn&l 表示将信将疑：～，他也要来参加
我们的会？
另见 339 页自； 967 页白。

、，

(> （古）

囔 6 圃表示惊讶z ～，你们也去呀！
另见 590 页 hu6;597 页 hu凸。

飞

0 （古）

『1:tb.δ 圃表示领会、醒悟2 ～，我懂了｜～，我

'""l句想起来了。
另见 339 页岳； 967 页 6 。

c一豆旦旦2

区（匾） ~u~~丘页 qOo
、仄r OU 0 歌唱：～歌。＠民歌＝吴
l~C福）～｜越～。
E讴歌l oug岳〈书〉画面歌颂：～伟大的祖国。
E讴吟E ouyin （书〉圃歌吟；歌唱z 时而低声细
语，时而高声～。

{ l 水泡z 浮～。、区C7匾） ：见 969 页讪

回1 （颐）
阪2 （颐）

。u 0 （书〉小盆。＠〈方〉圈
且z 茶～ l酒～。

。u 圈浙江温州的别称：～i1J I 
～绣。

E阪剧l ouju 圈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

流行于该省温州一带。也叫温州乱弹。

【阻绣l ouxiu 圈浙江温州出产的刺绣。

E园子】 ou•zi （方＞~血。

欧1 （歇） Ciu 酬。

欧2 （歇） οu 圈指欧洲2 西～｜～化。

欧3 （歇） 。u [JI] 欧姆的简称。导体上的

电压是 1 伏，通过的电流是 1 安

时，电阻就是 1 欧。

E欧共体E OugongtT 圈欧洲共同体的简称。

E欧化l ouhua 画西化。

E欧棕鸟l ouliangni凸o IE 鸟，羽毛蓝色，有光

泽，带乳白色斑点，常群居，吃植物的果实或种
子。

E欧罗巴人种E Oulu6ba renzhong 世界三大
人种之一，体质特征是肤色较淡，头发柔软而

呈波形，鼻子较高，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亚
洲西部和南部。也叫白种。〔欧罗巴，拉 Eu
ropa] 

E欧盟l Oumeng ~欧洲联盟的简称。

E欧姆E OL』『n心 [JI] 电阻单位，符号。。这个单

位名称是为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欧姆（Georg

Simon Ohm）而定的。简称欧。

E欧佩克l Ciupeike 圈石油输出国组织。 1960

年由发展中国家一些石油生产国成立的国际
组织，其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
策，维护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现有 12 个成员王三三
国。［英 OPEC，是（）rganization of Petro 雪ii

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的缩写］ -- 
E欧体】 outT 圈唐代欧阳询及其子欧阳通所写

的字体，笔画刚劲，结构谨严。

E欧阳E Ouyang 圈姓。

E欧元】 ouyuan IE 欧盟发行的单一货币名称。
1999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用， 2002 年 1 月 1 日

现钞开始流通。仁英 Euro]

E欧洲共同体E Ouzhou Gongt6ngtT 欧洲经济

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的总称。 1967 年 7 月成立，总部在布鲁塞尔。
欧洲联盟成立后，它依然是欧盟的主要支柱。
简称欧共体。

E欧洲联盟l Ouzhou Lian『neng 由欧洲共同体



968 I OU 一 OU I 殴鸥瞅囚呕炮 H欧偶祸藕

发展而来、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
治联盟为目标、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
一体化组织。 1993 年 11 月成立，总部在布

鲁塞尔。截止到 2015 年底，共有成员国 28

个。简称欧盟。

殴＿＿ ou 打ω 斗～｜～伤。
（酸）

E殴打】 oud凸画打（人）·互相～！遭到歹徒～Q

E殴斗J oudou 圈斗殴2 ～事件｜聚众～。

鸥→ ∞圈鸟，头大，嘴扁平，前趾有
（阳）睽，翼长而尖，羽毛多为白色。多

生活在海边，主要捕食鱼类，种类很多，如海

鸥、黑尾鸥等。

H阶一。u 0 圃表示醒悟、惊异或赞
肌（瞰）叹：～，我想起来了｜～，你们俩倒
挺对脾气。＠匮声］形容哭、叫等的声音：他急
得～～地哭。
另见 968 页 6u;968 页 OU;969 页。Uo

OU （又）

H阶－ 6u 圃表示惊讶：～，你也病了｜
ID\（瞰）～，你怎么也来了？

约见 968 页 6u;968 贞己u; 969 !Ji OU 。

II 

凸LI （又）

田 Ou 回山，山名，又地名，都在安徽。

口I文 OU 画吐（山～血｜作～｜刚喝
坠（ P匾）下的药，全～出来了。

E呕吐】 6utu f割脯、腹部肌肉突然收缩，胃内食

• 物被压迫经食管口翩翩酬。
E呕心J auxin 圆形容费尽心思（多用于文艺

创作）＝～之作。

[P区心沥血J 6uxln-lixue 形容费尽心血2 为教

育事业～o
[P区血】 6u;;xue 圃食管、胃、肠等消化器官出
血经口腔排出。呕出的血液呈暗红色，常混有

食物的渣津。

：岖… 6u 画＠烧火时柴草等没有充
（；眶）分燃烧而产生大量的烟：～了一

屋子烟。＠使柴草等不起火苗只冒烟地烧：

把这堆柴火～了。＠用燃烧艾草等的烟驱蚊

蝇2 ～蚊子。

nrxt 一凸u E表示惊讶，语气较重：～，
以（瞰）你也是上海人啊！

另见 968 页己U;968 页 6u;969 页。u 。

偶1 OU 用木头泥土等制成的人像：木～｜
玩～｜～f象。

偶2 凸u 0 双数；成对的（跟“奇（jl
～数 I ，飞－，蹄类｜无独有～。＠配偶：佳～。

8 (Qu）圈姓。
偶3 OU 圆偶然；偶尔：同~~1~~风寒。

【偶尔】 OU’衍。｛圈阅或；有时候2 他经常写

小说，～也写诗。＠防l 属性词。偶然发生的：

～的事。
E偶发J 6ufa 圃属性词。偶然发生的：～事

件。
E偶感】凸ug6n 0 @jj] 偶然感到：～不适。＠

圈偶然引发的感想（多用于诗文标题）：读诗

～｜游三峡～。＠画偶然感染：～风寒。

E偶合】凸uhe 画元意中恰巧相合：我们两人看

法一致完全是～，事先并没有商量过。

E偶或J 6uhuo 圃偶尔①．～迟到一次，就感到

内心不安。
E偶然J 6ur6n 0 lllil 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

生的；超出一般规律的（跟“必然”相对）：～事

故｜～因素｜出现这一情况十分～。＠国偶尔
①z 闹市里～也能听到几声鸟鸣。

E偶然性】凸ur6nxing t8I 指事物发展、变化中

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叮以

那样发生的情况。偶然性和事物发展过程的

本质没有直接关系，但它的后面常常隐藏着必

然性（跟“必然性”相对）。

E偶数】凸ushu 圈能够被 2 整除的整数，如 2,

4 ，白， ~s。正的偶数也叫双数。

E偶像J 6uxiang 圈用木头、泥土等雕塑的供

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比喻崇拜的对象。
E偶－）凸uyl 圃偶然币次；偶尔：～为之｜工作

中～疏忽，就可能造成被动。

榈 OU （书〉＠两人棚。如“偶2”①②

[ji，闰合J 6uhe 南］物理学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如放大器级与

级之间信号的运级放大量通过阻容祸合或变

压器祸合；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是通过磁场的

精合。

藕斗 OU 圈＠莲的地下茎，邸，肥
（嘀）大有节，白色，中间有许多管状的

孔，折断后有丝。可以吃。也叫莲藕。＠
(Ou）姓。

E藕断丝连J 6uduan-slli6n 比喻表面上好像已
断了关系，实际上仍然挂牵着（多指爱情上



的）。
E藕粉】 6uf前圈用藕制成的粉，用于烹调，也
可用开水冲成糊状食用。

E藕合】凸uhe 向“藕荷”。

E藕荷】凸uhe [lf2] 浅紫而微红的颜色。也作藕合。
E藕灰】 6uhL』I [lf2] 浅灰而微红的颜色。
E藕色】 6use 圈藕灰色。

、

OU （又）

{ 、 l 画长时间地浸泡，使起变化＝、区（植） ~麻｜～粪。
另见 967 页己Uo

藕 I区惬瞅 OU OU 969 

[y区肥l oufei ＠（一庐一）画将垃圾、青草、树叶、

既肥、人粪尿、河泥等放在坑内，加水浸泡，经

分解发酵制成肥料。＠圈指用这种方法制

成的肥料。有的地区叫警肥。

惬 ·- OU ＜方〉圈。惬气：～了一肚
（恒）子火。＠｛吏惬气；使不愉快：你别

故意～我。

['t区气E ou;;qi 

了一肚子气。

画闹别扭，生闷气z 不要～｜惬

[·t区人l ou;;ren 圈使人生气、不愉快。

H阶－ OU 圃表示醒悟：～，原来是这么
以（瞰） 回事。

另见 968 页己U;968 页 6u;968 页归。

主



910 1 pa- pa 1 ；但趴派艇啪施扒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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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_卫生工j

』P回 pa ＜方〉圈＠（食物等〉烂糊；软和z 老
／、lJ 牛筋炖不～｜饭煮～了。＠软；软弱：经劝

解，他的口气～多了。

趴同国＠胸腹朝下臣阳z ～在地上射击。
＠身体向前靠在物体上；伏：～在桌子上

画图。

E趴活JLl p(i;;hu6r ＜方〉画出租车、三轮车等
守候在某处等顾客。

(Jf)~窝E pO//WO （方〉圈＠母鸡下蛋或孵小鸡

时趴在鸡窝里。＠比喻人因生病、劳累、没
活儿干等原因歇在家中，也比喻车、马等由于故
障、伤病等而不能工作：这台老爷车又～了。

，.，，记 pO 见下。
vii.‘另见 974 页 p郎。

E派司E pCi·si 0 ~旧时指厚纸印成的或订成
本儿的出入证、通行证等。＠画指通过；准予
通过（检查、关卡、考试等）。［英 pass]

血m pO 古书上说的一种船。

王山间回形容放枪、拍韩东西撞击等的
=- 叮H 声音：鞭子甩得～～地响。

E啪嚓】 pacha 医雪形容东西落地、撞击或碰

碎的声音z ～一声，碗掉在地上碎了。
E啪啦E pala 理雪形容某些器物碰撞或碰碎的

声音：～一声，玻璃杯打碎了。

随同〈书〉花2 卜。

, 
pa （欠丫）

扒间圈＠用手或用和子一类的工具使东
西聚拢或散开·～草｜～柴火。＠〈方〉用

于搔；抓；绕 z ～痒。＠扒窃：钱包被小偷儿～
走了。＠烹调方法，先将原料煮到半熟，再用

油炸，最后用文火煮烂：～鸡｜～羊肉。
另见 18 页 ba 。

E扒糕】 pagao ~用莽麦面制成的食物，蒸熟

后多凉拌着吃。
E扒灰】 p611huf 同“爬灰”。

E扒拉l p6·1o ＜方〉圃用筷子把饭拨到嘴里2

他～了两口饭就跑出去了。

另见 18 页 ba· la 。

E扒犁E pa· Ii 同“爬犁”。

E扒窃E paqi岳圃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

E扒手l （弄子） pash凸u 圈从别人身上偷窃财

物的小偷JLO政治～。

把回见9叫批把1
爬 pa 刊昆虫、爬行动物等行动或人用

子和脚一起着地向前移动2 揭子～进了墙
缝｜这孩子会～了。＠抓着东西往上去；攀登：
～树i～绳｜～山。墙上～满了藤蔓。＠由倒卧

而坐起或站起（多指起床）：他病得已经～不起
来了。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
m虫l pach6ng 圈爬行动物的旧称。

盯｛巳格子E pa ge·zi 在有格子的稿纸上一格一
格地写字，指辛勤地写作。

盯~灰E p6;; huf 圈俗指公公跟儿媳妇通奸。

也作扒灰。

盯~犁E p6·1i ＜方〉圈雪撬。也作扒犁。
盯｛巳坡E p6p0 画往坡上爬，比喻克服困难和阻

力，向好的方面努力或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o
m山虎E pashanh心圈。落叶藤本植物，叶

子阔卵形，多三裂，叶柄细长，花黄绿色，浆果

球形。茎上有卷须，先端有吸盘，能附着在岩
石或墙壁上。＠〈方〉山轿。

盯~升l p6sh岳『lg 圈＠（飞机、火箭等）向高处

飞行。＠比喻逐步提高z 家电销售额逐月～O

m梳l p6shu ＜书〉画抓挠梳理。比喻归纳、
整理，使有条理：～资料｜～剔抉。

盯［巳梳剔抉E pashu-tljue 整理选择（剔抉2剔
除挑选），他对大量的史料～数十年，力图去伪
存真。

m藤榕E p6tengr6ng 圈常绿灌木，攀缘茎，

叶子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绿色，背面灰白
色。攀缘在树干或墙壁上。

U爬梯】 pat1 ~o 坡度较陡，人上下时需双手

扶着的楼梯。＠铁链或绳索做成的直上直下
的梯子。

m行E p6xing [1lli] 0 爬：～动物。＠比喻墨

守成规，慢腾腾地干z ～思想。
U阳行动物E poxing dongwu 脊椎动物的一

纲，体表有鳞或甲，体温随着气温的高低而改
变，用肺呼吸，卵生或卵胎生，元变态。如蛇、

撕踢、龟、鳖、到飞瑶等。旧称爬虫。



爬缸粗琶王军组渥把帕怕拍｜同一 poi I 911 I 

盯电泳】 p6yong 圈游泳的一种姿势，身体俯卧
在水面，两臂交替划水，两腿打水。用这种姿
势游泳，速度最快。通称自由泳。

钮 叫旧同“桩’Cpa）。
（组） ~见 21 页 b凸。

把 pa o 日子：卜粪～。＠圈用祀
子聚拢和散开柴草、谷物等或平整土地z

把麦子～开晒晒｜地已～好了。
另见 21 页 boo

E祀子J pa·zi 圈聚拢和散开柴草、谷物等或平
整土地用的农具，有长柄，一端有铁齿、木齿或
竹齿。

琶 pa 见 994 页阔

辜 pa 见下。

E弄手E pashou 见 970 页【扒手lo

箍间见下

E箱子】 pa· zi 圈搂c lou）柴草用的工具，有长
柄，一端有一排用竹子、铁丝等制成的弯钩。
浩 P6 脏，水名，在广东

、

pa （欠丫）

把 pa ＜书〉同咐，，。

帕1 pa o 用来擦子擦脸的小块织物，多为
方形：手～。＠头巾 z 丝～｜罗～。

帕2 pa 画帕斯卡的简称。物体每平方米
的面积上受到的压力为 1 牛肘，压强就

是 1 帕。
E帕金森病】 p6jTns岳nbing ~病，因脑部神经
元变性而引起。主要症状是肌肉强直，双手震
颤，动作缓慢，步态慌张，表情淡漠等。这种病
由英国医生帕金森（James Parkinson）最先

描述，所以叫帕金森病。也叫震颤麻痹。
E帕金森综合征l PajTnsen zonghezh岳ng 因脑

动脉硬化、脑炎、一氧化碳中毒等引起的类似
帕金森病症状的一系列表现。

E帕斯卡E pasTk凸画压强单位，符号 Pa。这个
单位名称是为纪念法国科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而定的。简称帕。

＇~白 pa o~ 害怕；畏惧z 老鼠～猫｜任何困
I H 难都不～。＠｜噩禁受不住z 瓷器～碰。
＠圈担心z 他～你不知道，要我告诉你一声。
＠圃表示估计，有时还含有忧虑、担心的意
思·这个瓜～有十几斤吧｜如果不采取果断措

施，～要出大问题。

E怕人E paren 圈。见人害怕；怕见生人2 这

小孩儿有点儿～。＠使人害怕；可怕·洞里黑

得～。
E怕生E pasheng 圈（小孩儿）怕见生人；认生＝

孩子小，～o
E怕事】 pa;; sh i [1r;1l 怕惹是非g 胆小～。

E怕是】 pa· shi 圃表示推测或估计（有时含担

心意）·我们认识～有十几年了吧｜再不抓紧治

疗，～就晚了。

E怕羞J pa;;xiu ~国怕难为情g害牒：小姑娘～，

躲到姑姑身后去了。

仁二豆豆豆豆二：1

于自 poi o 圃用手掌或片状物打：～球！～
手｜～掉身上的土。惊涛～岸。＠（～儿）圈

拍子①z 球～儿｜蝇～儿。＠固拍子②2 合～！

这支圆舞曲是 3/4～。。 IN!l 拍卖z ～品｜竞

～。＠圈拍摄z ～电影｜～照片。＠圈发

（电报等）：～发！～电报。＠圈拍马屁：吹吹

～～。 ti) CPoi）~姓。

E拍案E poi ’ an ［到拍桌子（表示强烈的愤怒、惊
异、赞赏等感情）：～而起（形容十分愤怒） I ～
叫绝（形容非常赞赏）。

E拍板E poib凸n 0 （－／／一）画面打拍板：你唱，我
来～。 8 ( ;If一）圈商行拍卖货物，为表示成

交而拍打木板。 8 (-//- ）圃比喻主事人做出
决定：～定案｜这件事得由厂长～。。画打击
乐器，用来打拍子。一般用三块硬质木板做三三三
成，互相打击能发出清脆的声音。 主E

E的Tl poi·d凸 ~o 轻轻地打：～身上的雪。
＠扇动（翅膀）＇小鸟～着翅膀。

E拍档】 poidang ＜方〉＠画协作；合作2 两位

名演员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男女主角。＠圈
协作或合作的人z 最佳～。仁英 partner]

E拍发E poi ta 圈发（电报）。

E拍花J poihuo 圈指用能使人迷糊的药诱拐

小孩儿。也说拍花子。
E拍价E poijia 函物品拍卖的价格。

E拍马E poim凸圈拍马屁z 逢迎～｜溜须～o
E拍马屁l poi m凸pi （口〉指滔媚奉承。
E拍卖E pCiimai 圈。以委托寄售为业的商行
当众出卖寄售的货物，由许多顾客出价争购，
到没有人再出更高的价时，就拍板或击槌，表
示成交：～行。＠减价抛售；甩卖z 大～O

E拍脑袋】 pCii n凸o•dai 指没有经过仔细考虑

或认真论证，单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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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地做决策或出主意z 领导干部岂能～做决
策。也说拍脑门JL"

E拍脑门JL] poi n凸omenr 拍脑袋。

E拍品E paipin 固拍卖的物品2 古籍～中，明代
刻本颇受关注。

E拍摄E p凸ishe 画用摄影机或摄像机把人、物
的形象记录在底片、磁带或其他存储介质上＝
～电影。

E拍手E pai;;sh凸u 圈两手相拍，表示欢迎、赞

成、感谢等；鼓掌z ～叫好｜～称快（拍着手喊痛
快，多指仇恨得到消除）。

E拍拖J paituo 〈方〉富国谈恋爱。
E拍戏E pai;;xi 圈指拍摄影视剧I ：这位著名演

员一年内拍了三部戏。
E拍胸脯】 poi xiongpu c～儿）表示没有问题，

可以担保z 你敢～，我就放心了。

E拍照E pai;;zhao 圈照相z ～留念。

E拍纸箱E paizhibu !Bl 纸的一边用胶粘住、便
于一页一页撕下来的本子。［拍，英 pad]

E拍晴E pa i;; zhuan ＜口〉圈指在网络上发表

否定或批评意见z 炫富的帖子遭到众多网民
~ 。

E拍子E p(Ji•zi IEl 0 拍打东西的用具z 苍蝇～｜

网球～。＠音乐中，计算乐音历时长短的单

位＝打～（按照乐曲的节奏挥手或敲打）。

, 
pai ＜欠1Jj)

徘间iO 古代指滑稽戏，也指演滑稽戏的
艺人。＠〈书〉诙谐；滑稽2 ～谐。

三三E [f4~句E paiiu 圈日本的一种短诗，以十七个音

为一首，首句五个音，中句七个音，末句五个

音
C14Fi皆E p6ixi岳〈书〉圃诙谐g ～文（古代指隐

喻、调笑、讥讽的文章）。
E僻优l p6iyou 圈古代指演滑稽戏的艺人。

排1 p6i 0 圈一个挨一个地按着次序摆2
～队｜～序｜～班｜把椅子～成一行。＠圈

排成的行列 z 他坐在后～。＠圈军队的编制
单位，隶属于连，下辖若干班。。指排球运
动z ～坛｜女～。＠国用于成行列的东西z 一

～子弹｜一～椅子｜上下两～牙齿。＠国一种
水上交通工具，用竹子或木头平排地连在一起
做成。＠圈指扎Cza）成排的竹子或木头，便
于放在江河里运走。＠一种西式食品，用大

而厚的肉片煎成z 牛～ i猪～。＠圈排演z 彩

～｜这是一出新～的京剧。

排2 p6i 0 圈用力除去z ～除 l～他 l ～忧。
＠圃物体从内部释放出来2 ～气｜～污｜

～汗｜～卵｜～灌｜把水～出去 i 大便～不出来。
＠推；推开：～阔（ t凸）直入｜～门而出。
另见 974 页 p缸。

E排界E p6i ’ ao ＜书〉圈（文笔）矫健：其文纵横

~ 。
E排版E pai;;ban 巨型依照稿本把文字、图片、表

格等排在一起，拼成版面。
E排比E p6ibi 圈修辞方式，用一连串内容相

关、结构类似的句子成分或句子来表示强调和
一层层的深入，如

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

E排笔E p6ibi !Bl 油漆、粉刷或画家染色用的一
种笔，由平列的一排笔毛或几支笔连成一排做
成。

E排查】 p6ich6 圈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单位、设

备等进行逐个检查或审查z ～安全隐患｜～犯
罪嫌疑人。

E排场】 p6i •ch凸ng 0 圈表现在外面的铺张奢

侈的形式或场面s ～大｜讲～。＠画铺张而

奢侈z 公司庆典搞得过于～。＠圈体面；光

彩z 集体婚礼又～，又省钱。
E排叉JLl p6ichar 圈食品，长方形的薄面片

（多为两层），中间划三条口子，把面片的一头

从口子中掏出来，用油炸熟。也作排权儿。

E排权JLl p6ichar O 圈室内较矮而窄的隔断。
＠同“排叉儿气

E排斥】 p6ichi 画使别的人或事物离开自己这
方面z ～异己｜带同种电荷的物体相～｜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法并不～艺术上的夸张。
E排除】 p6ichu ~除掉对肖除g ～积水｜～险情｜

～万难，奋勇直前。

E排挡】 p6id凸ng 圈汽车、拖拉机等用来改变
牵引力的装置，用于改变行车速度或倒车。简

称挡。

E排档】 p6idang ＜方〉圈设在路旁、广场上的
成列的售货摊点 z 服装～｜个体～。

E排毒】 p6i11du l到（人体）排出毒素：～养颜。
E排队］ p6i;;dui 画一个挨一个！吸次排列成行：

～上车。把问题排排队，依次解决。
时唯E p6if6 函杉木、毛竹等编成的饺子。

E排放E paifang 圈＠排出（废气、废水、废渣）：
～瓦斯｜～污水。＠动物排出（精子或卵子） 0

E排放量E p6ifangliang !Bl 排量①。

E排风扇E p6if岳ngshan 11亘换气扇。

E排骨l p6ig心圈供食用的带肉的猪、牛、羊等
的肋骨（有时也包括脊椎骨）。



E排灌】 paiguan E型排水和灌溉：机械～l～设
备。

E排行E p6ih6ng 圈（兄弟姐妹）依长幼排列次

序，也泛指排列次序．他～第二。
E排行榜E paihangbang ~公布出来的按某种
统计结果排列顺序的名单2 流行歌曲～｜国内

汽车销量～。
E排挤E pa iii 圈利用势力或手段使不利于自己

的人失去地位或利益。
E排检E p6ijian 画（图书、资料等）排列和检索z

～法｜汉字～知识。

E排解］ p6iji岳圈。调解（纠纷）＝经过～，一场
冲突才算平息。＠排道：～愁闷。

E排涝］ pai;; loo ［望排除田地里过多的积水，使

农作物免受涝害。
E排雷】 p6i11 lei 圈排除地雷或水雷。
E排练】 pailian 圈排演练习：～文艺节目。
E排量］ p6iliang !BJ 0 排放液体或气体的数
量．碳～。也叫排放量。＠特指汽车发动机
排量，即发动机全部汽缸工作容积之和，单位
是升。

E排列1 pailie 圈。按次序站立或摆放z 十几
名卫士～在两旁｜按字母次序～｜依姓氏笔画多
少～。＠数学上由 n 个不同的元素中取出
m(m《η）个，按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叫作由
n 中取阳的排列。排列数记作町，公式是
pm= n(n 一 1)(n 2）…… （ n 一 ηl + 1 ）。

E排律l paill'i ~长篇的律诗。一般是五言。
E排卵］ pai;; luon 圈发育成熟的卵子从卵巢
排出。人的排卵期通常在下次月经开始前的
第 14 夭左右。

E排名E p6i;;ming 函j 排列名次：他的成绩在
比赛中～第五。

E扫院组 p6im6 圈摸排z ～犯罪嫌疑人。
E排难解纷I p6inan-ji品f岳n 排除危难，调解纠

纷。
E排偶］ p6i ’凸u 圈（文句）排比对｛禹。

E排炮E paipao ~o 许多门炮同时向同→方
向、目标进行射击的炮火。＠开山筑路、开矿
掘巷Chang）道等工程中，连接许多炮眼同时

进行的爆破。
E排遣l paiqian 画借某种事消除（寂寞和烦

闷） ：心中的郁闷难以～。
E排枪E p6iqiang ［萄许多支枪同时向同一方
向、目标进行射击的火力。

E排球E pai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球场
长方形，中间隔有高网，比赛双方（每方六人）
各占球场的一方，用手把球从网上空打向对
方，球落在对方界内得分。＠排球运动使用

排 I poi I 973 I 

的球，用羊皮或人造革做壳，橡胶做胆，大小和
足球相似。

E排山倒海E p6ishan-d凸出“形容力量强，声

势大。
E排水量】 paishuiliang 圈＠船舶在水中所排

开的水的重量，分为空船排水量和满载排水
量。满载排水量用来表示船只的大小，通常以
吨为单位。＠河道或渠道在单位时间内排出
水的量，通常以立方米／秒为单位。

E排他】 paita 画一事物不容许另→事物与自

己在间一范围内并存：～性｜爱情是～的。

E排他性E poi taxing 圈一事物不容许另一事
物与自己在同一范围内并存的性质。

E排坛l p6it6n 圈指排球界。

E排头E p6it6u ~队伍的最前面，也指站在队
伍最前面的人z 站在～ l 向～看齐 l～是小队
长。

E排头兵E p6it6ublng 圈站在队伍最前面的

兵，比喻带头的人或集体。
E排外E p6iwai 圈排斥外国、外地戎本党派、

本集团以外的人。
E排尾E paiw岳i 圈队伍的最后面，也指站在队

伍最后面的人：站在～｜～是副队长。
E排位E pai11wei 圈按照）定的标准排列先后

位次z ～赛｜在排行榜上～靠前。
E排污l pai;;wu 画排放废水、废气等污染物z

～泵l提高汽车发动机的动力性能，降低～量。

l11~x坦 pai11对圈排演戏剧。

E排险E p6』11xi an mill 排除险情：紧急～｜～抢

救。
E排制 p6川。。圈管乐器。策的一种，因用多二三
个竹管编排在一起而得名。 主E

E排泄E p6ixie 画＠使雨水、污水等流走。＠二干

生物把体内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如

动物排尿、排汗，植物把多余的水分和元机盐
排出体外。

E排序l p6i1,1xu 圈排列顺序3 名单按姓氏笔画

~ 。

E排撞］ p6i•xuan （方〉画数说责备； iJil斥 z 他

已经认错了，你别再～他了。
E排演E p6iyan 圈戏剧j等上演前，演员在导演

的指导下逐段练习 z ～新戏。

E排印E p6iyin 圈排版和印刷z ～书稿｜文稿已
交付～。

E排忧解难E paiyou-ji岳nan 排除忧虑，解除危

难。
E排障E p6izhang 圃排除障碍或故障z 清淤

～ i设备要定期检查，及时～。
E排阵E p6』zhen 圈安排阵形p布置阵容。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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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在一些大型活动或体育比赛中安排项目、确 I c牌子】 p6i•zi 圈。张贴文告J』告、标语等的

定人员配置和上场次序等2 春节晚会的节目｜ 板状物z 球场四周竖立着各种广告～。＠用
是经过精心～的。 | 木板或其他材料做的标志，上边多有文字：菜

E排中律E paizhonglu 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 ～｜水～｜刚买的汽车还没上～。＠企业单位
之一，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条件下，对同一对象｜ 为自己的产品起的专用的名称：老～｜闯～。
所做的两个矛盾判断不能同时都假，必有一｜ ＠词曲的调子的名称。
真。如一个是假的，另一个一定是真的，不能 I c牌子曲】 p6i•ziq心圈指把若干民歌小调和若
有中间情况。公式是：“甲或非甲”或“甲是乙｜ 干曲艺曲牌串起来演唱一段故事的一类曲。
或甲不是乙”。

E排字E pai;;zi 画印刷以前，把铅字按一定的

格式排出需要印刷的文字。

徘 pai 见下

E徘徊E p6ihuai 擅自＠在一个地方来回地走z
他独自在江边～。＠比喻犹疑不决z ～歧路。

＠比喻事物在某个范围内来回波动、起伏z 这
个厂每月的产值一直在三百万元左右～。

排间l 同“排1咆⑦。

牌间10 ←儿〉圈牌子①2 广告～｜标语
～。＠（～儿） IBl 牌子②：门～｜路～｜标

～｜车～儿。＠（～儿）圈牌子③2 冒～儿｜英雄
～金笔。。睛一种娱乐用品（也用为赌具）：

纸～｜扑克～｜打～。＠牌子④：词～｜曲～。

＠古代军人用来遮护身体的器具：盾～｜藤
～。 8 CP6i）圈姓。

E牌匾l paibian IBl 挂在门榻上或墙上，题着字
的木板或金属板。

E牌坊E poi ·fang IBl 形状像牌楼的构筑物，旧

时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人物，如功德牌坊、

三三孟 贞节牌坊。
主壁三 E牌号E paihao c～儿〉圈。商店的字号：这家
=- 餐馆换了～。＠商标s牌子③z 货架上陈列着

各种～的电视机｜这种～的香水是上等货。

E牌价E paiiia 圈规定的价格（多用牌子公布）·
零售～l批发～o

E牌九l p6iji心圈骨牌。

E牌局l paiiu 函＠打牌的聚会：设～｜他天天

晚上有～。＠打牌过程中形成的某种形势：
评点～。

E牌楼E poi· lou 圈做装饰用的构筑物，多建于
街市要冲或名胜之处，由两个或四个并列的柱
子构成，上面有檐。为庆祝用的牌楼是临时用
竹、木等扎彩搭成的。

E牌位E p6iwei 圈指神主、灵位或其他题着名

字作为祭祀对象的木牌。

E牌照E p6izhao IBl 政府有关部门发给的行车
的凭证，也指发给某些特种营业的执照。

E牌证E paizheng 圈牌照；证件：～齐全。

第 poi ＜书〉同“筋”。
另见 54 页 b岳 i0

解（嗨）且＇？~＜咒：；~；~产＠
v v 

pai c 欠9j)

p凸t 见下。

另见 1012 页肘。迫（览）
E迫击炮】 p凸ijlpao 圈从炮口装弹，以曲射为

主的火炮，炮身短，射程较近，轻便灵活，能射
击遮蔽物后方的目标。

排 piii ＜方〉圈用植子填紧或撑大鞋的中
空部分使合于某种形状z 把这双鞋～一～

穿起来就舒服了。
另见 972 页 p6i0

E排子车E p凸i•zich岳圆周人力拉的一种车，没

有车厢，多用于运货或搬运器物。也叫大板
车。

、

pai c 欠9j)

月！民间l 见下。

[II}匠嗦】 p6iqin 圈药名，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10 N, o 白色晶体，有驱除烟虫和烧虫等作
用。［英 piperazine] 

,)f芷1 poi o 圈指立场、见解或作风、习气相
VJ.Jo、 同的一些人：党～｜学～｜宗～｜乐观～。
＠作风或风度＝气～｜～头。＠〈方） ~固有派
头；有风度＝小王穿上这身衣服真够～的。。
~a）用于派别：两～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两种
不同的看法。 b）用于景色、气象、声音、语言等

（数词限用“一”）：好一～北国风光 i 一～新气

象｜一～胡言。＠〈书〉江河的支流，泛指分
支。＠圈分派；派遣；委派：～购｜～任｜调

Cdiao＞～｜～人送去｜～用场。＠［到摊派z ～

粮｜～款。＠画指摘（别人的过失）：～不是。

心I记2 poi 圈一种带馅儿的西式点心：苹果
VJ.λ ～｜巧克力～。使 pie]



另见 970 页 pao

E派别J p<'iibie ~J 学术、宗教、政党等内部因主
张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

E派不是E pai bu ·shi 指摘别人的过失：自己
不认错，还派别人的不是。

E派出所】罔ichUSL』凸 IBl 我国公安部门的基层
机构，管理户口和基层治安等工作。

E派对】 paidui ＜方〉圈指中小型的社交或娱
乐性的聚会z 生日～。［英 party]

E派发E paifa 阉＠分发；发放z 街头常有人～

广告。＠指卖出（证券等）：逢高～。
E派饭E paifan o c 11一）［理指派农户给临时来
村工作的干部提供饭食2 已经给工作组派了饭
了。 8 IBl 指派农户给临时来村工作的干部
所提供的饭食2 吃～｜今天轮到我家做～了。

E派力司】 pailisl 圈用羊毛织成的平纹毛织
品，表面现出纵横交错的隐约的线条，适宜于
做夏季服装。［英 palace]

E派遣E paiqi伽阉（政府、机关、团体等）命人

到某处做某项工作z ～代表团出国访问。
E派生J paish岳ng U到从一个主要事物的发展
中分化出来2 ～词。

E派生词J paish岳ngci 圈见 523 页【合成词］ o
E派送J paisang 画分发赠送：这家餐厅节日
期间将向客人～小礼品。

E派头E pait6u c～儿）厦］气派：～十足｜很有～o
E派位】 pai;;wei ［到把适龄儿童或考生按照一
定原则分配到招生学校z 录取工作采用电脑～。

E派系】 paixi 圈指某些政党或集团内部的派

别。
E派性】 paixing 圈指维护派系私利的表现：

｜祠～｜消除～。
E派员E p<'iiyuan 画派遣官员或工作人员：～
督办｜～前往调查。

E派驻E paizhu 画受到派遣驻在某地（执行任
务） ：～国外｜～维和部队。

孩间l 见下

E源烯E paixl !El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Cm H，，。
无色液体，是松节泊的主要成分。用作溶剂，
也是制造合成树脂、合成榜脑等的原料。［英
pinene]
湃州见978 页【涝四川

仁二E哩生呈］

扳 pan <45> IPJ“攀’也④
另见 32 页 bano

派菠湃扳番潘攀 I poi pan I 975 I 

番阳＠番禹CP叫，地名，在广东。
8 CPan）圈姓。
另见 356 页 fan 。

潘阳酬。

攀 pan 们抓住东西向上爬z ～登｜～岩｜
～树｜～着绳子往上爬。＠用于拉；抓住z

～折。＠［盈指跟地位高的人结亲戚或拉关
系 z 高～｜～龙附凤｜～上了一门好亲戚。＠圈

设法接触g牵扯．～谈｜～扯｜～供｜～交情｜你
自己的事儿，别总～着别人。 0 CPan) IBJ 姓。

E攀比】 panbi 画面援引事例比附：互相～。

E攀扯l panch岳画牵连拉扯：这件事跟他没关

系，你别～他。

E攀登E pond岳ng ［到抓住东西向上爬。～科学

高峰。

E攀附E pan tu 匾。附着东西往上爬z 藤蔓～

树木。＠比喻投靠有权势的人，以求高升2 ～
权贵。

E攀高】 pangao 圈＠攀升：入夏以来，空调销

量不断～。＠跟在某方面高于自己的人攀比z

～心理。＠高攀①：不敢～。

【攀高校JLl pan gaozhlr 指跟社会地位比自己

高的人交朋友或结成亲戚（多含贬义）。
E攀供E pangong 圈指招供的时候凭空牵扯别

人。
E攀龙附只\J panl6ng-fufeng 原指依附帝王或

皇亲国戚以求提高地位、成就功业，后泛指依

附或投靠有权势的人。也说附凤攀龙。
E攀爬】 panp6 圈抓住东西往上爬；攀登Z 在

脚手架上～｜～陡峭的岩壁。 ：孟孟E
E攀亲E pan;;qln 画＠拉亲戚关系：～道故｜！王三三
～托熟。＠〈方〉议婚；订婚 2 给儿子攀了一门
亲。

E攀禽J panqin IBJ 鸟的一类，脚短而健壮，善于
攀树，嘴坚硬，有的有锋利的钩，常捕食害虫。
如啄木鸟、杜鹊等。

E攀升E pansheng 画（数量等）向上升z 市场行

情一路～｜成交额逐年～。
E攀谈】 pantan 圈拉扯闲谈z 两人～起来很相

投。

E攀诬E panwu 圈牵连；诬陷·～好人。
E攀岩J panyan 画一种体育运动，只使用少量
器具，主要利用双手和双脚攀楼岩石峭壁。

E攀援E panyuan 同“攀缘”。

E攀缘】 panyuan 匾。抓着东西往上爬。＠

比喻投靠有钱有势的人往上爬。｜｜也作攀援。
E攀缘茎】 panyuanjlng 画不能直立，靠卷须

或吸盘状的器官等附着在别的东西上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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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如葡萄、黄瓜、常春藤、爬山虎等的茎。
E攀越E panvue 画攀缘并越过；攀登并越过：
严禁～公路护栏。

E攀折E panzhe 圈拉下来折断（花木）：爱护花
木，请勿～O

E攀枝花】 panzhlhua 圈木棉①。

, 
pan （欠弓）

升阳〈方〉＠劈成片的竹木等：柴～！竹
～。 0 IJll a）田地一片叫呻升。 b）商店、

工厂等一家叫一升。

胖间n ＜书〉安泰舒适z 心广体～
另见 979 页 pang 。

ITT pan ＜书〉欢乐：～乐。
川人另见 33 页 ban ;98 页 b己。

盘 时n 0 古代的一种酬用具
（盘）与（～JL）圈盘子①g 瓷～｜茶～儿｜

托～。＠（～JL）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2 磨

～｜算～｜棋～｜沙～0地～。＠指商品行情z
开～｜收～｜平～。 8 ［到回旋地绕z ～弄 i ～

旋｜～杠子｜～马弯弓｜树上～着一条蛇。。［虱
垒、砌、搭（炕、灶）：炕拆了还没～。＠圈仔细
查问或清点：～问｜～查｜～货｜一年～一次账。

＠画指转让（工商企业）：出～！招～｜受～｜～

店｜把铺子～出去了。＠［噩搬运．～运｜由仓
库朝外头～东西。 fl> ~a）用于形状或功用像
盘子的东西：一～磨｜一～土炕。 b）用于回旋

地绕的东西：一～电线｜一～蚊香。 c）用于棋
类、球类等比赛：下几～棋｜乒乓球赛进行了两

～单打和一～双打。 4D <Pan）圈姓。
E盘剥E p6nb6 ［到指利上加利地剥削 z 重利～。

E盘查E p6nch6 ~盘问检查z ～过路行人。
E盘缠E pa『1•chan （口〉圈路费。
E盘JI 11 p6nchuan ＜方〉圈路费。
E盘存E p6ncun 圈用清点、过秤、对账等方法

检查现有资产的数量和情况。
E盘错】 p6ncuδ 〈书〉圈（树根或树枝）盘绕交

错，也用来形容事情错综复杂2 枝丫～！问题
～，一时难以解决。

E盘道J p6ndao 画弯曲的路，多在山地。

E盘底E p6n;;dT 画盘查底细z 得好好儿盘盘他

的底，看他从哪儿来的。

E盘，点E p6ndian 唰清点（存货）：～库存。岁末

歌坛大～。

E盘1占E p6ndian ［盈指把店铺全部的货物器具
等转让给人。

E盘跌E p6ndi岳圈（价格、指数等）缓慢小幅下

降：股市大盘震荡～。

E盘费】 pan·fei ＜口〉圈路费。

E盘根错节】（蟠根错节） pang岳n-cuojie 树根

盘绕，枝节交错。形容事情或关系等相互交
织，纷繁复杂。

E盘根究底】 pang岳n-jiudT 盘根问底。
E盘根问底】 pang岳『i-wendT 盘问事情的根由
底细。也说盘根究底。

【盘旦〔】 pangen ＜书〉画（山）互相连接：山岭

～交错。

E盘占E Pang心圈神话中的开天辟地的人物。

E盘桓E panhuan ［盈＠〈书〉逗留川1~ 徊：

～终日｜在杭州～了几天，游览了各处名胜。＠
回环旋绕z 小路～曲折。这个想法一直～脑际。

E盘活】 p6nhu6 ~司采取措施，使资产、资金等

恢复运作，产生效益·～资金｜～了两家工厂。
【盘货】 p6n;;hu6 国商店等清点和检查实存

货物：今日～，暂停营业。

E盘i吉J panjie 圈仔细追问（可疑的人）：对形

还可疑的人要严加～。

E盘结E panjie 画旋绕z 森林里古木参天，粗藤
~ 。

E盘究】 pa叫 iu 圈盘问追究z ～根底。

E盘踞】（盘据、蟠踞） panju 画非法占据；霸占

（地方）：一股海匪～小岛。封建思想还～在一
些人的头脑中。

E盘口E pankou I事指股票、期货等当前的价格

涨跌及成交额变化的情况。
E盘库E pan11ku 圈查点仓库物品。

E盘落E panluo ＠动］盘跌g 股市逐步～。
E盘马弯弓J panmιwangong 韩愈《雄带箭》
诗：“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指先
做出将要射击的姿势，不立刻行动（盘马．骑着
马绕圈子；弯弓：张了弓要射箭）。

E盘面J panmian 圈指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的
股市、期市等的交易状况。

E盘尼西林E p6nnixilin 圈青霉素的旧称。〔英

penicillin] 

E盘曲】（蟠曲） p6nqu ＜书〉回环绕弯曲 z 古树

枝干～｜山路～而上。
E盘绕E p6nrao 圈围绕在别的东西上面：长长

的藤葛～在树上。
E盘儿菜】 p6nrcai [El 切好并适当搭配，放在盘

子中出售的生菜肴。

E盘山E p6nshan E直在山上环绕着：～道1～水

渠｜公路～而上。
E盘跚E p6nshan 见 977 页I蹒跚lo

E盘升E p6nsh岳ng 圈（价格、指数等）缓慢小幅

上升2 股市持续～。



E盘石l panshi 见 977 页【磐石1。

E盘算E pan•suon ［量心里算计或筹划：这笔
钱添些什么东西，老汉～了好几天。

E盘梯E panti 画扶梯的－种，中间竖立一根圆
柱，柱旁辐射式地安装若干折扇形的梯级，盘
旋而上，多用于睐望台或塔中。

E盘腿l pan;;tui l司坐时两腿弯曲交叉地平放

着：～打坐。
E盘陀】（盘随） p6ntu6 ＜书〉圈。形容石头不
平的样子。＠形容曲折回旋的样子2 ～路。

E盘问E panwen [@I 仔细查问或追问．再三～，

他才说出实情。

E盘膝E panxi E面i 盘腿：～而坐。
E盘香E panxiang [g/ 绕成螺旋形的线香。

E盘旋E p6nxu6n ~ 0 环绕着飞或走z 飞机在
天空～｜山路曲折，游人～而上。这件事在我脑

子里～了好久。＠徘徊；逗留＝他在花房里～
了半天才离开。

E盘羊E panyang IEl 羊的一种，野生，头部很

大，角粗大而向下弯曲，略呈螺旋形，毛厚而
长，棕灰色，尾短，四肢强健有力，能爬高山。
生活在华北、西北等地区。

E盘账】 pan;;zhang 圃查核账目。
E盘整】 panzh岳ng 圈。（价格、指数等）在一
定范围内小幅调整g 大盘行情处于～格局之

中。＠整顿；调整：音像制品市场的～已刻不

容缓。
E盘子l pan•zi r组＠盛放物品的浅底的器具，
→般比碟子大，多为因形。＠指商品行惰。

＠比喻事物的规模、范围τ 确定年度的财政收
支～。

柴仰〈书〉
磐 p白n （书〉大石头～石

E磐石］（盘石） panshi f寄厚而大的石头z 安如

~ 。

暗 Pan 确溪河CP6nxi H叫名，在陕西

蹒（蹒） pan 见下
E蹒跚］（盘跚） panshan [ffi] 腿脚不灵便，走路

缓慢、摇摆的样子：步履～｜～学步。

蟠 pan 盘曲

E蟠根错节E pang岳n-cuojie 见 976 页【盘根错
节］ o

E蟠踞E panju 见 976 页I盘踞］ o
E蟠曲l panqu 见 976 页【盘曲 l 0 

盘架磐稽蹒蟠擎判 l pan pan I ！！.！＿＿」
E蟠桃E p6nt6o I菌。桃树的→种，果实扁圆

形，果肉味甜。＠这种植物的果实。 11 有的
地区叫扁桃。＠神话中的仙桃。

肇血… pan ＜书〉＠大带子。＠小
（＠并磐） 景。

、飞

pan （失与）

~rl pan O 分开；分辨g ～别 l～断1～明。＠
T'J 明显（有区别）：～然不同｜～若两人。＠

［副评定：裁～｜评～｜～卷子。。画判决z ～

案 l 审～ l公～ 1～了徒刑。
E判案E pan;;an I型i 判决案件＝依法～。

E判别E panbie 圈辨别（不同之处）：～是非｜

提高～能力。

E判处E p0nchu r面判决处以某种刑罚2 ～有

期徒刑一年o

Utl词l pOnci 圈。判决书的旧称。＠断语；
结论。

E判定E pOnding [Zl!Jj 分辨断定：～去向｜从一句
话很难～他的看法。

E判读E p0ndu ~事］利用已知的视觉信息符号来

判断新获得的视觉信息的含义z 卫星照片～l
通过阁像分析，把断层的活动性质～出来。

E判断l panduan 圈。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

就是肯定或否定某种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
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在形式逻辑上
用一个命题表达出来。＠断定2 ～力 l你～得
很正确｜正确的～。＠〈书〉判决（案件）。

E；同罚l panfa E到根据有关规定判以处罚：守主主主
方球员在禁区犯规，～点球｜尊重裁判的～。 王三三

[f-iJ分E pan;;f岳n （～儿）［到给试卷或参加比赛 －一

人员的表演、动作等判定分数2 ～严～标准。

【判官E panguan 圈。唐宋时期辅助地方长

官处理公事的人员。＠迷信传说中指阎王子

下掌管生死簿的官。
E判决］ panjue 圈。法院对审理结束的案件

做出处理决定2 ～书。＠判断，决定z 比赛中
队员要服从裁判的～。

E判决书E pan ju自由。［萄法院根据判决写成的

文书。旧称判词。
E判例E pan Ii 圈已经生效的判决，法院在判决
类似案件时可以援用为先例，这种被援用的先
例叫作判例。判例有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

力。
E判明E panming ［到分辨清楚；弄清楚．～是
非｜～真相。

E判若鸿沟E p0nruoh6nggou 中间像有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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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一样，形容界限很清楚，区别很明显。参
看 542 页【鸿沟lo

E判若天渊E panruotianvuan 判若云泥。

E判若云泥】 panru的unni 高低差别好像天上

的云彩和地下的泥土的距离那样远，形容差别
极大。也说判若天渊。

E判刑E pan;;xing 画画判处刑罚。

E判阅E panvue ~动］批阅；评阅 z ～奏章｜～试

卷。
[!#lj罪】 pan;;zui E副法院根据法律给犯罪的人

定罪。

拚 pan 舍弃不顾＇ ~:l'FI ～命。
另见 1002 页 pT门“拼2 ”。

E拚命E pan;;ming ＜方〉［虱拼命。

洋 pan O ＜书〉融解。＠指洋宫。清代称
丁－考中秀才为“人洋”。 8 CPan）圈姓。

E浮宫】 p0ng6ng 圈指古代的学校。

盼 pan O [Jjlj] 盼望：切～！～星星～月亮，才
～到亲人归来。＠看：左顾右～。＠

CPanl 圈姓。

E盼头E pa『i•tou （～儿）啕指可能实现的良好

愿望：这年月呀，越活越有～啦！

E盼望】 pc)nwang 圈殷切地期望：他～早日与

亲人团聚。

叛 pc)n 背叛z ～贼｜～匪！反～｜众～亲离｜离
经～道。

E叛变】 pc)nbian 画面背叛自己的一方，采取敌

对行动或投向敌对的一方．～投敌。

E叛国E pan;;gu6 圈背叛祖国：～罪｜～分子！

＝二二 ～出逃。
噩噩脱离】 panIi 圈背叛：～祖国。
量孟~o绞乱E pc)nluan 画叛变作乱（多指武装叛变）：

发动～｜～分子。

E叛卖E panmai 圈背叛并出卖（祖国、革命

等） ：～民族利益。

E叛逆E pc)nni 0 圈背叛2 ～行为｜～封建礼

教。＠画有背叛行为的人z 旧制度的～。

脱逃E pan tao 画背叛逃亡，特指叛国出逃。

E叛徒E pan tu 画有背叛行为的人，特指背叛

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

畔阳＠叫、道路等）旁边；附近2 湖
～｜路～｜桥～！枕～。＠田地的边界：田

~ 。

〈古〉又同“叛”。

祥 pan O 同6‘襟，，。＠见川页i洽

幸辈毒 pan ＜方〉圈器物上用于提的部分＝壶
:DZ二～！桶～。

视瞬间n 0 C～儿）~用布做的扣住纽扣的
节F 套．纽～儿。＠（～儿）圈形状或功用像襟

的东西z 车～｜鞋～儿｜篮子～儿。＠圃用绳

子、线等绕住，使分开的东西连在一起：～上几

针｜用绳子～住。

L二3豆豆豆τ：J

仨三 pang 厘理形容枪声、关门声、东西砸破

一可声等：～的一声枪响｜乒乒～～响成一片。

在居＊＝己 V ～二 oang （书〉＠雪下得
芳（＊署、官）很大。＠同“膏’。
与芷ζpang ＜书〉＠水势浩大的样子。＠形
J:J 容水涌出。

E涝湃】 pangpai 圆形容水势浩大。

［／：旁沱】 pangtu6 Ifill 形容雨下得很大z 大雨～

。涕泪～。

膀… pang IZltiJ 浮肿：～肿｜他的心脏
（悻） ；，；手去，脸都～了。
另见 40 页 bang,41 页 ba 「19; 979 页

p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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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另见 879 页 mango

E庞大】 pangda lf回（形体、组织或数量等）很大

（多含过大或大而无当的意思、）：体积～｜机构
～！开支～。

E庞然大物】 pc)ngr6n-dawu 外表上庞大的东

西。

E庞杂E p6ngz6 Ifill 多而杂乱：机构～ l 内容～｜

文字～。

逢时酬。

旁向。圈方位词。旁边：如～观！
～门｜～若无人｜目不～视。＠晴指示代

词。其他；另外：～人｜他有～的事先走了。＠

（～JL）圈汉字的偏旁·竖心～JL I 这个字是什么



979 pang pang 旁旁膀磅螃鳞唠榜镑胖

～儿？＠广泛z ～征博引。 0 <Pang）函姓。
〈古〉又同“傍” bongo

E旁白E p6ngb6i ~戏剧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
中人对观众说的话，也指影视片中以画外音形
式出现的解说、评论性的话语。

E旁边E pangbian （～儿）圈方位词。左右两
边；靠近的地方：马路～停着许多汽车｜小区的
～有一个公园。

E旁出J pangchu 
出去：歧路～o

E旁顾】 panggu 圈。往旁边看z ～左右。＠
顾及其他事物：无暇～。

E旁观E ~6ngguan 画置身局外，在一边看z 冷
I［～｜袖手～。

E旁观者清］ p6ngguanzheqlng 旁观的人比当

事人看得清楚。参看 259 页【当局者迷，旁观

者清t
E旁皇E p6nghu6ng 见 978 页【彷徨L
E旁及E pangji I噩连带涉及z ～他人。
E旁落E p6ngluo 圈（应有的权力或荣誉等）落
到别人手中：大权～。

E旁门E p6ngmen （～儿）圈正门旁边的或整个
建筑物侧面的门。

E旁门左道】 pangmen-zu凸doo

道旁门］ o
E旁敲侧击】 pangqiao-cejl 比喻说话或写文章
不从正面直接说明，而从侧面曲折表达。

E旁人】 p6ngren 圈人称代词。其他的人乡另

外的人：这件事由我负责，跟～不相干。
E旁若无人】 p6ngruδwuren 好像旁边没有人，

形容态度自然或高傲。
E旁听】 p6ngtlng 圈＠参加会议而没有发言
权和表决权。＠非正式地随班听课：～生 l他
在北京大学～过课。

E旁莺E pangwu ＜书〉画在正业以外有所追
求：驰心～｜心无～。

E旁系亲属E pangxi qlnsh心直系亲属以外在
血统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人及其配偶，如兄、
弟、姐、妹、伯父、叔父、伯母、婶母等。

E旁征博引］ p6ngzh岳ng-b6yTn 为了表示论证

充足而广泛地引用材料。
E旁证E pangzheng ~主要证据以外的证据z
间接的证据。

E旁支】 pangzhl

于摘系的支派。

旁 p6ng 见下
另见 41 页 bongo

E芳药E p6ngb6 圈古书上指南菌。

膀 pang 见下。
另见 40 页 b6ng;41 页 b凸吨， 978 页

pango 

E膀脱］ p6ngguang ~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储
存尿的器官，囊状，位于盆腔内。由平滑肌等

构成，有很大的伸缩性。尿从肾脏顺着输尿管
进入膀脱。有的地区叫尿脖（sul •pao）。（图
见 899 页“人的泌尿器”）

磅 pang 见下。
另见 41 页 bongo

E磅暗E p6ngb6 0 圃（气势）盛大：气势～。

＠画（气势）充满2 ～宇内。

螃 pang 见下。

E螃蟹J pangxie 圈节肢动物，全身有甲壳，眼
有柄．足有于i：对，前面一对长成钳状，叫整，横
着爬。种类很多，通常生活在淡水里的叫河
蟹，生活在海里的叫海蟹。

螃… pang 见下。
（麟）

E螃锁E pang pi 圈鱼，体侧扁，卵圆形，银灰色，

多带橙黄色或蓝色斑纹，背鳝和臀绪较长。生
活在淡水中，吃水生植物，卵产在蚌壳里。

v 
（欠尤）pang 

自由（支脉、枝权等）从旁边分

见 1755 页I左

王三

〈方〉［到自夸；吹牛：开～｜胡吹乱唠
榜
镑

胖（哧）
另见 976 页 pan 。

E胖大海】 p<'ingdohai 鹰~o 落叶乔木，叶子卵
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圆锥花序。种子椭圆形，
种皮黑褐色，有皱纹，浸在水中，即膨大呈海绵
状，可人药。＠这种植物的种子。

E胖嘟嘟E pangdudu ＜～的）圃状态词。形容
人肥胖（多用于小孩儿，含喜爱意）：～的脸

蛋JL l小手～的o
E胖墩墩】 p<'ingdundun

容人矮胖而结实。

E胖墩JL] pangdunr 

画用锄锄草并翻松土地：～地｜～

pang ~ ＜人体）脂肪多，肉多
（跟“瘦”相对） ：月E ～l 这孩子真

（～的）！周状态词。形

〈口〉圈称矮而胖的人（多

pang 

pang 

谷子。

国ng ＜方〉圆大腿2 蹄～。
另见 40 页 b凸ng“膀”。

、

（欠尤）pang 

自］家族、集团等系统中不属



I 980 I pang - p6o I 胖抛泡脖刨

指儿童） 0

E胖乎乎E panghuhu c～的）圈状态词。形容

人肥胖。
E胖头鱼E pangt6uyu ~鳞Cyong) 0 

E胖子J pc]ng•zi 圈肥胖的人。

pao c 欠么）

抛 I.I L 间0 0 圈扔；投掷z ～球｜～物
（：抛）线｜～砖引玉。＠画丢下，~~

别子｜跑到第三圈，他已经把别人远远地～在后

面了。＠暴露z ～头露面。＠圈抛售z ～出

股票。

E抛主咀 paoguang 画对工件等表面加工，使高

度光洁。通常用附有磨料的布、皮革等制的抛

光轮来进行，还有液体抛光、电解抛光和化学

抛光等。
E抛荒】 pao;;huang 圃＠土地不继续耕种，任

它荒芜。＠（学业、业务）荒废。
E抛锚J pao;;mao 圃＠把锚投入水中，使船

停稳。汽车等中途发生故障而停止行驶，也叫
抛锚。＠比喻进行中的事情因故中止。

阳盘E paop6n 0 国指卖出证券、期货等。
－~指一定时间内市场上实出的证券、期货

等。
E抛弃E paoqi 圈扔掉不要z ～家园｜～旧观

念。
E抛却J paoque 圈抛掉；抛弃z ～不切实际的

幻想。
三三＝ ［抛洒E paoso 国洒出去（多用于液体）：～汗

水。～一腔热血。
E抛撒E paoso 画撤出去（多用于固体）：往海

里～骨灰！纸屑～一地。
E抛舍E paosh岳圃抛掉g舍弃z 怎么也～不下
骨肉亲情。

E抛射E paoshe 圈利用弹力或推力送出。

E抛售J paoshou 圈预料价格将跌或为压低价

格等原因而大量卖出（商品）。
E抛头露面E paot6u-lum ian 旧时指妇女出现

在大庭广众之中（封建道德认为是丢脸的事）。
现在指某人公开露面（多含贬义）。

E抛物面】 paowumian 固与一定方向的平面
的交线是抛物线的曲面。分为椭圆抛物面和
双曲抛物面。

E抛物面镜l paowumianjing 圈反射面为抛
物面的镜子。光源在焦点上时，光线经镜面反

射后变成平行光束。汽车灯、探照灯中装有抛
物面镜。

E抛物线J paowuxian 圈平面上到定点。和

定直线 J距离相等的动点 P 的轨迹。定点。
叫作抛物线的焦点。将一物体向上斜抛出去

所经的路线就是抛物线。

Q l 

”’。, , 
p " --

抛物线

E抛掷E paozhi 圈。扔z ～雪球。＠抛弃；丢

弃z 莫把青春轻～o
E抛砖引玉E paozhuan-yinyu 谦辞，比喻用粗

浅的、不成熟的意见引出别人高明的、成熟的
意见。

司在t1 pao O c～JL）鼓起而松软的东西z 豆
t 己～儿｜眼～。＠〈方〉圈虚而松软；不坚

硬z ～枣｜～线｜这块木料发～。

~位12 pao ＜方〉小湖（多用于地名）：月亮～
1~ （在吉林）｜莲花～（在黑龙江）。

司在t3 pao 国用于屎和尿。
1己另见 982 页 pa口。

E泡货E paohuo ＜方〉固体积大而分量小的物

"' 口口。

Z泡桐】 paot6ng 圈落叶或常绿乔木，叶子大，

卵形或心脏形，花紫色，葫果长圆形。木材质
地疏松，可制乐器、模型等。也叫桐。

E泡子E pao·zi ＜方） IEl 小湖（多用于地名） :~ 

沿（在辽宁）｜双～（在内蒙古）。
另见 982 页 pao•zi 。

脖 pao O 见 12叮I尿脖］ (SU 

＠同“泡3 ”（pδo ）。

, 
pao （欠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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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 p6o 配猛兽）怒吼啤z ～哮。

E咆哮E p6oxiao 圈。（猛兽）怒吼。＠形容

水流奔腾轰鸣，也形容人暴怒喊叫：黄河～｜～

如雷。

抱~ pao IBJ~子。
（喔）「

[5包子E p6o•zi IE) 鹿的一种，耳朵和眼都大，颈

长，尾很短，后肢略比前肢长，冬季毛棕褐色，
夏季毛栗红色，臀部灰白色，雄的有角。吃青

草、野果和野菌等。

启间。〈书〉＠厨房z ～厨。＠厨师：名
～（有名的厨师）。

E应厨E p6ochu ＜书〉圈＠厨房。＠厨师。

E店代E p6odai ＜书〉圈代替厨师做饭，借指代
做他人分内的事。参看 1620 页I越组代店L

E店牺E P6oxl [BJ 伏恙。
』怡I p6o 0 [§li] 炮制中药的一种方法，把生药
／＼巳放在热铁锅里炒，使它焦黄爆裂。如用这
种方法炮制的姜叫炮姜。＠〈书〉烧；烤（食
物）。
另见 43 页 boo;982 页 paoo

E炮格J p6oge 圈炮烙。
E炮炼E p6olian 圃用加热的方法把中药原料
里的水分和杂质除去。

E炮烙E p6oll』δl量相传为商代的一种酷刑。
用炭火烧热铜柱，让罪人在上面爬，人掉到炭
火中被烧死。也叫炮格。

E炮制E p6ozhi 匾。用中草药原料制成药物

的过程，方法有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
＠泛指编造，制订（含贬义）：～假新闻。

袍 p6o （~JL）圈袍子2 皮～｜棉～儿｜长～！
旗～儿。

E袍匆登场E p6ohu-d岳ngch凸ng 身穿官服，于

执统板，登台演戏，比喻上台做官（含讽刺意） 0
E袍泽E p6oze ＜书〉圈《诗经·秦风·元衣》z“岂
曰元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
子同仇。岂日无衣？与子同泽。”这首诗讲士
兵出征的故事，“袍”和“泽”都是古代的衣服名

称，后来称军队中的同事为袍泽＝～之谊｜～故

l日。

E袍子E p6o·zi 圈中式的长衣服。

葡 p6o 见下。

E李包瓜】 p6oguo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掌状分裂，茎上有卷须。果实比葫芦大，对半
剖开可做水瓢。＠这种植物的果实。

包间0 圈（走时脚刨地z ～槽唯口创
槽根）！虎～泉（泉名，在杭州）。

咆袍庭炮袍李包跑 I pao- P凸o I 9a1 

另见 981 页 pao 。

v 
pao （失么）

跑前0 [§lj] 0 瞅瞅瞅腿迅速前进（脚
可以同时腾空）：～动 l赛～｜～了一圈儿｜

鹿～得很快。火车在飞～。＠逃走z 别让兔子
～了｜～了和尚～不了庙。＠〈方〉走：～了几

十里路。＠为某种事务而奔走：～码头｜～材

料卜，买卖｜～关系。＠物体离开了应该在的

位置2 ～调儿｜～题｜信纸叫风给刮～了。＠气

体、液体等泄漏或挥发z ～水｜～气｜～电｜瓶子

没盖严，汽油都～了。
另见 981 页 p6o 。

U包表E p凸obi凸O E 秒袋。

B包步l pao11bu 画按照－定姿势往前跑，多指

一种操练科目或锻炼方式。

U包步机E paobuF 圈→种室内健身器材，在上
面可以做跑步运动。

B包车】1 国0//Ch岳〈口〉画列车员随车工作。

U包车T p凸och岳 IE) 0 赛车②。＠林区运木

材用的一种车。
U包单帮E p凸o don bong 指个人往来各地贩卖
货物。

U包刀E p凸odoo 圈冰刀的一种，装在速度滑冰
冰鞋的底下，刀口较窄而平室。

U包道E p凸odao 圈＠供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滑

行用的路。＠运动场中赛跑用的路，也指速
度滑冰比赛用的路。

U包电l p凸o;;dian l7l自由于绝缘部分损坏，电流三三三

逸出电线或电器的外部。也说漏电。 事三三
U包调JLl pao;;diaor [1lJjJ 走调儿。

E跑肚E pao;;du ＜口〉圈腹泻。

[JMi!反E p凸011f凸n l7l国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

而逃往外地。有的地l5Z叫逃皮。

E包官】 p凸o;;guon ＜～儿）圈指通过行贿、拉关

系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宫职。

U包光E pilo;;guong 毒面感光材料（如胶片、感

光纸）因封闭不严而感光。也说漏光。
B包旱船】 p凸o hanchu6n 一种民间舞蹈，扮演

女子的人站在用竹片等和布扎成的无底船中
间，船舷系在身上。另一人扮演舶公，手持木
桨，做出划船的样子。自肖公与船上的人合舞，
或边舞边唱，如船漂浮在水面之上。有的地区
叫采莲船。

U包江湖l p凸o jionghu 指以卖艺、算卦、相面等
为职业，来往各地谋生。

U包龙套E p凸o 16ngtao 。在戏曲中扮演随从



I 982 I pao - pao I 跑资泡炮

或兵卒。＠比喻在人手下做无关紧要的事。
即包路E paolu 〈方〉圈 0 （－／／一）走路：一岁多

的儿子刚学会～。＠逃跑；出逃：店铺关门，

老板卷款～。
U包马E pilo;;m凸画＠骑着马跑。＠指赛马·

～场。＠〈方〉指遗精。
E包马卖解E paomιmaixie 旧时指骑马表演

各种技艺，以此挣钱谋生。也说跑马解、跑解
马。

U包马解］ pao moxie 跑马卖解。

U包码头E pilo m凸•tOL』指在沿海沿江河的大

城市往来做买卖。
B包买卖］ pao m凸i•mai 来往各地做生意。

E跑跑颠颠】 p凸op凸odiandian c～的）圃状态

词。形容奔走忙碌z 她一天到晚～，热心为群
众服务。

E包偏］ p凸o;;pian 圈。（车辆）行驶中不正常

地向左或向右偏移z 汽车～。＠泛指说话、｛故
事等偏离一定的规范或要求＝行为～｜讨论的

话题～。

B包璃E pao;;shang 圈士壤所含的水分因风
吹日晒而蒸发，失去适合种子发芽或作物生长

的湿度。
U包生意】 p凸o sh岳ng•yi 跑买卖。

B包堂儿的E pilotangr· de 圈旧时指饭馆中的
服务员。

U醒目前o;;ti 画走题：这段话～了，应该删

去。
U包腿E p凸o;;tui C～儿）〈口〉画为人奔走做杂
事。

三三三 U包外】 p凸owai 圈（商店或作坊等的工作人

三章言 员）专门在外面办货、收账或兜揽生意z 他是
供销科的，经常～O

U包鞋］ p凸oxie ~赛跑时穿的鞋，用皮革等材

料制成。鞋底窄而薄，前掌装有钉子。是钉鞋
的一种O

D包解马】国o xiem凸跑马卖解。

B包圆场】 p凸O yuanchang 戏曲演员表演长途

行走时，围着舞台中心快步绕圈子。

、

pao （欠么）

资回0 0 （书〉大。＠〈方〉说大话：大～
佬（说大话的人）。

司在fl pclO （～儿）圈。气体在液体内使液体
1 己鼓起来形成的球状或半球状体g 水～｜肥

皂～儿o ＠像泡一样的东西z 灯～儿｜手上起
了～。

~臼2 pao 圈＠较长时间地放在液体中：两
1 t二手在水里～得发白。＠故意消磨（时
间）：在茶馆～了俩钟头。
另见 980 页 pao 。

E泡H巳】 paoba 圈长时间地待在酒吧、网吧等
场所（多指消磨时间〉。

E泡病号】 pao binghao c～儿）指借故称病不上
班，或小病大养。

E泡菜1 paocai 圈把洋白菜、萝卡等放在加了

盐、酒、花椒等的凉开水里泡制成的带酸味的

菜。
E泡饭】 pc]ofan 圈加水重煮的或用开水泡的

比较稀的米饭。
E泡面1 paomian 圈方便面。

E泡蘑菇】 pao m6•gu 指故意纠缠，拖延时间．

别～了，快点儿干活儿吧。

E泡沫】 paomo c～儿）圈。聚在一起的许多

小泡。＠比喻某一事物所存在的表面上繁
荣、兴旺而实际上虚浮不实的成分或现象．～

经济｜房地产～｜上报的产量有～。
E泡沫经济］ paomo jlngji 指因投机交易极度
活跃，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的市场价格脱离
实际价值大幅上涨，造成表面繁荣的经济现
象。

E泡沫塑料E paomo suliao 有很多小气孔的
海绵状塑料，用树脂经机械搅拌发泡或加入起
泡剂制成。质轻，耐湿，耐腐蚀，有隔热、隔音、
减震等作用。

E泡泡纱】 pao•paosha 画→种棉织品，布面呈
凹凸状的皱纹。

E泡泡糖E pao·paotang ~口香糖的一种，咀
日爵后可以吹出泡泡儿。

E泡汤E pao;;tang ＜口〉圃比喻落空：这笔买

卖～了。

E泡影】 pc]oying 函比喻落空的事情或希望z

满腔热望，化为～。
E泡澡E pao11 z凸o 圃把身体浸泡在热水中洗

澡z 干了一天活儿，泡泡澡很舒服。

E泡子】 pc]o·zi ＜口〉圈灯泡。

另见 980 页 pao•zi"

炮 pao 圈＠口径在 2厘
了砸、祷藏）米以上，能发射炮弹的重

型射击武器，火力强，射程远。种类很多，有迫

击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也叫火炮。
我国古代的炮最早是用机械发射石头的。火

药发明后，改为用火药发射铁弹丸。＠爆竹z

鞭～｜花～。＠爆破土句、建筑物等在凿眼里

装上炸药后叫作炮。
另见 43 页 boo; 981 页 p6oo



E炮兵l paoblng 圈。以火炮为基本装备，用

火力进行战斗的兵种。＠这一兵种的士兵。
忆炮车E pooch岳圈有车轮的炮架子。

U包统l pc]o•chong 〈方） IBl 爆竹。
E炮弹E paodan IBJ 用火炮发射的弹药，通常由
弹头、药筒、弓！信、发射药、底火等部分构成，弹
头能爆炸。按用途分为穿甲弹、爆破弹、燃烧

弹、烟幕弹等。有时专指弹头。
E炮轰E pc]ohong 圈炮击：～敌前沿阵地。～
官僚主义。

E炮灰】 paohul IBJ 比喻参加非正义战争而送
命的士兵。

E炮火E pc]ohuo 圈指战场上发射的炮弹与炮

弹爆炸后发出的火焰＝～连夭。

E炮击l paoF l噩用炮火轰击z 停止～。
E炮舰l pc]ojian 圈以火炮为主要装备的轻型

军舰，主要用来保护沿海地区和近海交通线，
轰击敌人海岸目标，掩护部队登陆等。

E炮舰外交E paojian waijiao 指为达到侵略、

扩张的目的而推行的以武力做后盾的外交政
策。也P4炮舰政策。

E炮舰政策】 pc]oj ion zhengce 炮舰外交。

E炮楼E pc]o16u IE 高的确堡，四周有枪眼，可
以撩望、射击。

E炮手E paosh创圈操作火炮的士兵。

四塔l paot凸圈火炮上的装甲防护体。坦

克、自行火炮、军舰上的主炮等，→般都采用炮
塔装置，有旋转式和固定式两种。

E咆台l paot6i 圈旧时在江海口岸和其他要塞

上构筑的供发射火炮的永久性工事。
E炮膛E pc]ot6ng 固炮筒里放置炮弹和射击时

炮弹穿过的圆筒状空腔。
E炮艇E paotTng 圈护卫艇。
E炮筒子E paotong·zi 函火炮上用于发射炮弹

的圆筒形装置，比喻性情急躁
议论的人。

E炮眼E paoyan c～儿）圈。掩蔽工事的火炮
射击口。＠爆破前在岩石等上面凿的孔，用

来装炸药。
E炮衣E pc]oyl IE 套在炮外面的布套。

E炮仗l pao•zhang 圈爆竹。

瘤 ι pao IE 皮肤上长的像水泡的
？胞）小疙瘩：～莎（一种皮肤病）。

旺

C二豆豆）豆豆王二二：］

p岳l [IDlJ 表示唾弃或斥责z ～！你怎么干

那种损人利己的事！

炮痕 Jf£ 胚蚓1瘩醋陪 I pao - pe i I 983 I 

胚 … pei 圈初期发育的生物体，囱
（哪）站子和卵子结合发育而成，也有

由未受精的卵发育而成的。
E胚层】 peiceng 圈指构成动物早期胚胎的细

胞层。人和高
等动物的胚层
有三层，即外中胚层

胚层、中胚层
内胚层

和内胚层。
E胚胎】 p岳1tai 外胚
IBJO 在母体
内初期发育的

动物体，由卵受
精后发育而成。

胚层

人的胚胎借脐带与胎盘相连，通过胎盘从母体
吸取营养。＠比喻事物的萌芽。

E胚芽］ p岳iy6 圈。植物胚的组成部分之一，
胚芽突破种子的皮后发育成叶和茎。＠比喻

刚萌生的事物：矛盾的～。

E胚珠】 p岳阳hu 圈种子植物的大子包子囊，受精

后发育成为种子。

邮间I （书〉凝聚的血。

、叶~ p副又 pei 中医指疮。

Y口
U善；高E p岳ii岳i IE 中医指尊麻在

甜？！： p岳i （书〉没过滤的酒。
目口

,, 
pei （欠飞）

陀rr. pei o 圈陪伴z 失～｜～客人｜～她逛商
V口场。＠从旁协助z ～审。
E陪伴E peiban 圈随同做伴g 她住院期间，丈

夫一直在身边～。
E陪绑E peiban9 圈。旧时处决犯人时，为了

逼出口供或迫使投降，把不够死刑的犯人、暂
缓执行死刑的犯人和即将处决的犯人→起绑
赴刑场。＠比喻没有做错事的人跟着做错事
的人一起受责罚。

E陪餐E pei;;can ~国陪人一起用餐：公务接待

～的人数不宜过多。
E陪衬E peichen O 画画附加其他事物使主要事

物更突出；衬托：雕梁画栋～着壁画，使大殿显

得格外华丽。 OIE 陪衬的事物。

E陪床】 pei;;chu6ng 画指病人家属等留在病

房照料住院的病人。

Z陪吊】 peidiao 画旧时丧家开吊时设专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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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来客叫陪吊O
E陪都】 peidu ~旧时在首都以外另设的一个

首都，如我国抗战时期的重庆。
E陪读E peidu @JJ 陪人读书，特指留学生在国外
学习期间，其配偶前往陪伴。

E陪房E pei•tang 圈旧时指随嫁的女仆。

E陪护E peihu 圈陪伴护理（住院病人）：母亲
住院了，她每天要去～。

E陪祭E peiii 圃祭礼中陪同主祭人主持仪式。
E陪嫁E peiiia 圈嫁妆。
E陪酒E pei11 ii心圈陪着别人（多指客人）饮酒。
E陪客1 peike o c 叮7一）圈陪伴、招待客人。＠

圈主人邀来陪伴客人的人。

E陪练E peilian o 画陪同训练z ～队员。＠

圈陪同训练的人z 他是女子柔道队的～。
E陪聊E peiliao 圃陪人聊天儿，特指陪老人、病

人等聊天JL（一般要付报酬）：网络～！提供～
服务。

E陪审1 pei钳制圈非职业审判人员到法院参

加案件审判工作2 ～团。
E陪审员】 peish岳nyuan 圈人民陪审员的简

称。
E陪侍l peishi 画陪伴服侍：老人病重期间一
直有儿女～。

E陪送E pei ·song ＜口〉＠圈旧俗结婚时娘家

送给新娘（嫁妆）。＠圈嫁妆：她结婚时什么
～也不要。

E陪同l peit6ng ~陪伴着一同（进行某一活
动）：～前往参观。

E陪音E peiyln 圈泛音。

三三三 E陪葬】 peizang 圈＠殉葬。＠古代指臣子
雪重重 或妻妾的灵枢葬在皇帝或丈夫的灵枢或坟墓

的近旁。
E陪住l peizhu 圃陪人一起住宿，特指陪伴病

人住院，并负责照料·母亲做手术，她去～了几
天。

」园区 pei ＠圈为了保护植物或墙、堤等，在
’口根基部分堆上士t 玉米根部要多～点儿土l
将堤坝加高～厚。＠培养（人）：～训。＠

CP岳 i ）圈姓。

E培训l peixun 圈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专业

干部等） ：～班｜～业务骨干。

E培养E peiyang 画＠以适宜的条件使繁殖：

～细菌。＠按照一定目的长期地教育和训练
使成长z ～人才｜～接班人。

E培育E peivu 圃＠培养幼小的生物，使它发
育成长z ～树苗｜选择优良品种进行～。＠培

养②z ～一代新人。

E培植l peizhi 画＠栽种并细心管理（植物） : 

许多野生草药已开始用人工～。＠培养（人
才）；扶植（势力）使壮大：～新生力量｜～亲信。

萨归国圈。赔偿s ～蜘蛛玻璃
l=I （赔）是刷刷，由我来～。＠向受损
害或受伤害的人道歉或认错：～礼｜～罪｜～不
是。＠做买卖损失本钱（跟“赚”相对）：～本｜
～钱！年终结账，算算是～是赚。

Z赔本E pei11b岳n （～儿）圈本钱、资金亏损z ～

生意｜做买卖赔了本儿。
U音不是】 pei bu·shi 向人认错s道歉：给他赔

个不是。

眼音偿】 peichang 圈因自己的行为使他人或

集体受到损失而给予补偿：照价～｜～损失。
E赔付E peitu ~赔偿支付z 保险公司～金额二
百万元。

颐音话l pei;;hua ~说道歉的话：你得罪了人

家，总得赔个话才是。

E赔款］ peikuan O c -11 ）圈损坏、遗失别人

或集体的东西用钱来补偿。＠圈赔偿别人
或集体受损失的钱。 8 (-// ）圈战败国向战
胜国赔偿损失和作战费用。。圈战败国向

战胜国赔偿损失和作战费用的钱c
E赔了夫人又折兵】 pei•le tu·ren you zheblng 
《三国演义》里说，周瑜出谋划策，把孙权的妹
妹许配刘备，让刘备到东吴成婚，想乘机扣
留，夺回荆州。结果刘备成婚后带着夫人逃
出东吴。周瑜带兵追赶，又被诸葛亮的伏兵
打败。人们讥笑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后用来比喻想占便宜，没有占到便宜，反而

遭受损失。

四前Ll p自i;; IT 圈向人施礼认错：我错怪了人，
应该向人～｜向他赔了个礼。

E赔钱E pei11qian ［到＠赔本z ～的买卖。＠

损坏或遗失别人的东西用钱来补偿：碰坏了

人家的东西要～。
凹音情】 pei11qing ＜方〉圈赔罪：你既然错怪了
他，那就赶快给他赔个情吧！

E赔小心】 pei XI凸oxln 以谨慎、迁就的态度对
人，博得人的好感或使人，息怒。

E赔笑】 pei;;xiao ［到以笑脸对人，使人息怒或

愉快。也说赔笑脸。

E赔账l pei;; zhang 圈＠因经手财物时出了

差错而赔偿损失。＠〈方〉赔本。
颐音罪E pei;;zui 画得罪了人，向人道歉。

毡 pei 见下。

E毡毯E peisai ＜书〉圆形容羽毛披散。
~ k' pei 圈金属元素，符号胁。有
专首（结）注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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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 （欠飞）

凸过－：： pei o ＜书〉盛大；旺盛·～然｜充～｜丰
1 • t' ～。 0 CP奇心~姓。

版同古代披在肩背上的服饰，妇女用的阪
绣着各种花纹：风冠霞～。

佩血 罔I 0 l1i!iJ 佩带～刀 1 ～饰｜
（＠啸）腰～手枪。＠古时系在衣带

上的装饰品：玉～。＠佩服z 钦～l这种精神
可敬可～。

E佩带E peidai o 1面（把手枪、刀、剑等）插在或
挂在腰部：～武器。＠同“佩戴”。

E佩戴E peidai 画］（把徽章等）挂在胸前、臂上、

肩上等部位z ～校徽l～肩章 i～袖标。也作佩
带。

E佩服】 pei ·tu [1llJ] 感到可敬而心服：这姑娘真
能干，我不禁暗暗地～她。

配闹。剧性结合～偶l←i英雄～
模范，真是美满姻缘。＠配偶，多指妻子：

辛辛～ l原～。－~使（动物）交配：～马｜～种。
＠画按适当的标准或比例加以调和或凑在

一起．～颜色 i～药 i搭～。＠［涵有计划地分
派：～售 i支～ l 分～｜每辆车的司机都～了副
手。＠［到把缺少的一定规格的物品补足：～

零件｜～钥匙｜～套。＠圃衬托；陪衬·～角｜
红花～绿叶l这段二黄用户员呐来～。＠画助动
词。够得上；符合2 只有这样的人，才～称为先
进工作者。。回相当；般配：相～｜他的发型
和衣服不很～。＠充军1 发～｜～军。

E配备1 peibei o 圈根据需要分配（人力或物
力）·～骨干力量｜～三辆吉普车。＠画布置
（兵力）：按地形～火力。＠画成套的设备、装
备等z 现代化的～。

E配比】 peibi 圈组成某种物质的各种成分在
数量上的比例关系。

E配菜E pei11cai 圃按照一定要求把切好的几
种菜肴原料搭配在一起。

E配餐E peican O c -11一）［量按照一定标准把
各种饭食搭配在一起：根据病人的不同需要

～。－~搭配在一起的各种饭食（如合装在
二起的面包片、香肠、火腿等）：方便～｜营养

~ 。
E配搭E peida 圈。跟主要的人或事物合在一

起做陪衬：这出戏，配角～得不错。＠搭配。
E配搭JLl pei·dar ~帮助或陪衬主要的人或事

裴沛腋佩配 i pei p自！｜锦s I 

物的人或物：我唱不了主角，给你当个～还行。
E配电盘E peidianp6n 圈分配电量的设备，安

装在发电站、变电站以及用电量较大的电力用
户中，上面装着各种控制开关、监视仪表及保
护装置。

E自己殿E peidian 圈宫殿或庙宇中正殿两旁的

殿：东～｜西～。

E配对E peipdui C～儿〕匾。配合成双g 这两

名选手～参加双打比赛。＠〈口〉（动物）交尾。
E配额】 pei’在圈分配的数额2 进口物资实行

～管理。

E配发1 peifa l1i!il o c报刊）配合所刊登的内容

发表（图片、评论等）：～现场照片。＠按规定
或要求发给z 为工作方便，每人～ 台电脑。

E自己方】＇ pei11 fang 画把不完全平方式变为
完全平方式，叫作配方。如把 :r' ＋ ι玄加上

φ 
E配方】1 p岳if。ng ＠（一扩片－）圃根据处方配制药

品。＠［盘指药品、化学制品、冶金产品等的配

制方法。
E自己房】 p自if6ng 圈厢房。

E配股1 pei119心［雹股份公司为进一步筹资，向

股东按比例配售股票。
E配合l peihe 画＠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
间的任务 z 他们两人的双打～得很好。＠机
械或仪器上关系密切的零件（如轴与轴瓦）结
合在一起。

E配合E pei·he 回合在一起显得合适；相称：绿
油油的枝叶衬托着红艳艳的花朵，那么～，那么
美丽

E配货E卢P huo 画（按照顾客需要）配备货主三
品＝～站！这几家超市由市供销社统一～。 士＝＝

E配给E peiii E西l ；在物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供

应不足时，按规定标准平均供给2 ～制。

E配件E peijian c～儿）圈。指装配机器的零件
或部件。＠供替换用的备用零件或部件。

E配角E p古ijue c～儿）＠（「户）圃合演一出戏，

都扮主要角色．他们俩常在一起～，合演过《将

相和》、《群英会》等。＠圈戏剧l、影视等艺术表
演中的次要角色或次要演员。＠圈比喻做
辅助工作或次要工作的人。

E配军E peijun 圈被发配充军的罪犯（多见于
早期白话〉。

E配料】 peiliao o c －←）富国生产过程中，把某
些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车间。＠
［萄辅料。

E酋己楼】 peil6u 圈主楼两旁的楼房。

自己偶】 pei' ou 圈指丈夫或妻子（多用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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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配平E peiping 圈通过计算，给化学方程式的

两边各项各自配上不同的系数，使反应前后各
种原子的个数分别相等。

E配器l peiqi [1;:li] 根据乐谱安排一种或多种相

互配合的乐器（演奏）。
E配色l peise rntll 把各种颜色按照适当的标准
调Cti6o）配。

E配膳E p岳1shan rntiJ 配餐①：有专门营养师为
运动员～。

E配饰E peishi 圈起陪衬装饰作用的物品2 围

巾、手袋是时装的重要～。
E配售l peishδu 圈某些产品在不能充分供应
的情况下，按限定的数量和价格出售：～口粮！
新股～。

E配送E peisong rnlll 把某一类货物按规格搭配
好并负责运送z 建立农副产品～中心｜加工、包
装蔬菜，～到各大超市。

E配套】 p岳111tao 画把若干相关的事物组合成
一整套g ～工程｜各类工厂～成龙，分工协作，
提高生产水平。

E配套成龙】 peitao-<:heng long 见 165 页【成
龙配套］，

E配体E peiti IBl 能与受体蛋白质分子专一部
位结合，引起细胞反应的分子。

E配伍l peiw心圈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配

合起来同时使用：～禁忌。
E配戏l pei11xi 画指配合主角演戏。
E配药l pei;;yao 圈根据处方配制药物。

E配音E pei;;yln 画译制影视片时，用某种语言

的录音代替原声。摄制影视片时，摄影或摄像
完成后配上说话的声音或其他音响，也叫配
音

E配乐l pei;;yue 圈诗朗诵、话剧、影视等按照

内容、情节的需要配上音乐，以增强艺术效果：

电影～｜～诗歌朗诵。
E配和tll peizhi 画＠把两种以上的原料按一

定的比例和方法合在一起制造z ～药剂｜～鸡

尾酒。＠为配合主体而制作（陪衬事物）：书
内～了多幅精美插图。

E配置】 pei zh i [1;:li] 配备布置z ～兵力。
E配种E pei11zh6ng 圈使雌雄两性动物的生殖

细胞结合以繁殖后代，分为天然交配和人工授

精两种。

E配子l peizi 圈生物体进行有性生殖时所产生
的性细胞。雌雄两性的配子融合后形成合子。

脯… 时〈书〉古时施旗末端形状像
（怖）来尾的飘带础酬。

警山 间i 画驾驭牲口用的日爵子和缰
（替）绳鞍～｜按～的。

E管头】 peit6u 圈智。
、I幸言 p在i “瘩”而l 的又音。

1口
否P pei ＜书〉＠大雨z 甘～。＠雨多的样
1111 子。

p岳阳灿）一寸

喷斗间n 圈（液体、气体、粉末时
（嗤）压力而射出 z ～泻｜～泉｜～气｜～

药水｜火山～火。
另见 987 页 p制。

E喷在草E p岳nb6 Ii园形容水涌起或太阳上升的样

子：～欲出的一轮红日。

E喷发】 penfa rntiJ 喷出来，特指火山口喷出熔
岩等物质。

E喷饭l p岳nfan 画吃饭时看到、听到或想到可

笑的事，突然发笑，把嘴里的饭喷出来，所以形
容事情可笑说“令人喷饭”。

E喷粪l p岳阳 fen 圃比喻说脏话或说没有根

据、没有道理的话（骂人的话）：满嘴～。
E喷灌】 penguan 圈灌溉的→种方法，利用压

力把水通过喷头喷到空中，形成细小的水漓，
再落到地面或植物体上。

E喷壶E penhu 圈盛水浇花的壶，喷水的部分
像莲篷。

E喷火器E p岳nhuoqi !Bl 一种喷射火焰的近战

武器，主要用来消灭敌人和烧毁敌方武器、装
备等。也叫火焰喷射器。

E喷溅l penjian 圈（汁液等）受到压力向四外

射出：鲜血～。
E喷口l p岳nk凸u ［量戏曲演出中指道白或演唱

时对字音做有力的喷发，作用是使字音刚劲有
力，送得远。

E喷漆E penql O ( -11一）画用压缩字气将涂料
喷成雾状涂在物体表面七。＠圈人造漆的

一种，用硝酸纤维素、树脂、颜料、溶剂等制成。
通常用喷枪均匀地喷在物体表面，耐水，耐油，

干得快，用于漆汽车、飞机、木器、皮革等。
E喷气发动机】 p岳nq i fadongjl 使燃料燃烧时
产生的气体高速喷射而产生动力的发动机。
喷气式飞机和火箭都使用这种发动机。

E喷气式飞机l p岳nqishi f岳ijl 用喷气发动机做

动力装置的飞机，速度很高。超声速飞机都是
这种类型的飞机。

E喷泉】 penqu6n 画向外喷水的泉，也指为美

化环境而设的喷水装置z 音乐～O

E喷洒E pens凸圈喷射洒落（多用于液体） :~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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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喷撒】 p岳ns凸画喷射散落（多用于粉末、颗

粒） 0
E喷射E p岳阳he rn国利用压力把液体、气体或固
体颗粒喷出去。

E喷水池】 p岳阳huichi 画为了点缀风景装有人

造喷泉的水池。
E喷嗖］ p岳nti IEl 见 235 页【打喷嗖J。也叫嗖

喷。
E喷头E P画ntou 圈喷壶、淋浴设备、喷洒设备
等出水口上的－种装置，形状像莲蓬，有许多
细孔。有的地区叫莲蓬头。

E喷涂E p岳ntu ~用喷的方式来涂（油漆等涂
料）。

E喷吐E p岳nt心圈喷出（光、火、气等）：炉口～
着鲜红的火苗。

E喷雾器E penwuqi 圈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
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
的器具，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
成。

E喷涌］ p岳n忡『19 圈（液体）迅速地往外冒 g 山

泉～ l黑褐色的原油从钻井台上～出来。激情～。
E喷云吐雾】前nyun-t心WU 吞云吐雾。

E喷子E pen·zi I重喷射液体的器具。
E喷嘴E p岳nzuT （～儿） [EJ 喷射流体物质用的零
件，一般呈管状，出口的一端管孔较小。

pen c 欠i, ) 

4羊 pen O c～儿）圈盛东西或洗东西用的
主由‘器具，口大，底小，多为圆形：花～Jl l 脸～｜
澡～。＠形状略像盆的东西：骨～｜～地。＠
仰自n）自主l 姓。

E盆地E pendi 1=81 被山或高地围绕的平地。
E盆花J penhua c～儿）圈栽种在花盆里供观赏
的花草。

E盆景E penjTng （～儿）圈一种陈设品，盆中栽
小巧的花草树木，有的配以微型山水等，像真

的风景一样。
E盆满钵满J penman-born凸n 形容赚的钱很多。

E盆腔】 penq iang IEl 骨盆内部的空腔。膀脱、
直肠和女子的子宫、卵巢等都在盆腔内。

E盆汤E pentang 圈澡堂中设有澡盆的部分

（区别于“池汤”）。也说盆塘。

【盆塘E pentang r雹盆汤。
E盆浴E pen vu 画在澡盆里洗澡。

E盆栽J penzai O 画在花盆里栽种：～花卉｜
～葡萄。 81El 指盆裁的花木z 案头摆着常绿

的～。

E盆子E pen•zi ＜口〉圈盆①。

准阳湖水往上涌：～涌｜～溢（水涨满
泛滥）。

、

pen c 女i, ) 

喷」 曲n 川）〈方〉＠圈果品、蔬
（磺）生、鱼虾等大量上市的时期z 对虾

～儿｜西瓜正在～儿上。＠量开花结实的次
数；成熟收割的次数z 头～棉花｜绿豆结二～角

了。
另见 986 页 p邑n。

E喷喷香E penpenxiang 圃状态词。喷香。

E喷香J penxiang 圃状态词。香气浓厚2 ～扑
鼻｜～的小米饭。也说喷喷香。

院回卫生兰L」

钢 peng ＜书〉同“砰”。

抨 P岳ng 啪弹班时岳）

E抨击E p岳ngjl 画用言语或评论来攻击（某人
或某种言论、行动） ：～时弊。

E抨弹】 pengtan ＜书〉圃＠抨击。＠弹劲。

，、立国ng 圈理形容心跳的声音2 ～然心动 l
I I 吓得心里～～直跳。

Z司主 p岳ng 匮图形容撞击、爆裂或重物落地的

1-1 I 声音z ～的一声，木板倒了。
亏运. p岳ng ＠煮（菜、茶）：～饪｜～调｜～煮。三矗三
，~、、＠圈烹调方法，先用热油略炒，然后加酱王三三

油等作和↓搅拌，随即盛出·～虾段。
E烹茶E p岳ng;;cha ［到煮茶或湖茶．～待客。

E烹饪J pengren 圈做饭做菜：～法｜擅长～o
E烹调E p岳ngtiao 圈烹炒调制（菜肴等）：～五

味｜～能手。

E烹制】 pengzhi D萄烹调制作（菜肴等）：～美
食｜掌握～技法。

”垄，， p岳ng 阻宵形容敲门、器物撞击等的声
’3歹音z 一阵～～～的敲门声。
注杏~ p岳ng 〈方〉画溅z ～了一身水。
1场／另见 988 页 pengo

,, 
peng C~L) 

下亢



I 988 I P岳ng ｜充朋棚湖跚彭棚榜蓬棚鹏榜澎篷膨雳

E荒亢l pengpeng ＜书〉圈形容植物茂盛。 | 岛。

朋 peng O 朋友s 良～｜宾～满座。＠〈书〉｜挂M.l pen叫圆形容草、头发等松散杂
结党z ～比为奸。＠〈书〉伦比：硕大无｜ 乱：头发～。

～。 0 (P邑ng）圈姓。 ｜盹门革户l pengmen-bihu 用草、树枝等做成

口月辈l pengbei ＜书〉画同辈的朋友，泛指朋｜ 的门户，借指穷苦人家的简陋房屋。
友。 ｜盹茸E peng的ng （书〉圆形容草生长得很多

U月比为奸E pengbl-weijian 互相勾结干坏事。｜ 很盛z 绿草～｜蓬蓬茸茸的杂草。
[ljJJ党E pengd凸ng ＜书〉圈指为争权夺利、排 I ［蓬散】 peng ·son 圈（草、头发等）蓬松散开z

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g ～之争。 | 长发～着，像堆乱草。
四月克E pengk岳圈＠摇滚乐的一种形式，追 I I蓬松E pengsong 圈草、叶子、头发、绒毛等松
求不谐和音和怪异个性的风格。＠指极端个｜ 散开的样子。
性化、带有颓废反叛意味的风格，也指追求这 I ［蓬头垢面】 pengt6u-gδumian 形容头发很

种风格的人。仁英 punk] I 乱，脸上很脏的样子。

口月友E peng•you 圈。彼此有交情的人。8 I JJUt peng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B。无定形
指恋爱的对象：姑娘多大了，有～了没有？ IW响棚为粉末状，暗棕色；晶体棚黑色，有金属
棚 peng 脉的堤坝，作用是减弱水势，战｜ 册，跚跚，和金刚石接近。用来制合金、

国时李冰在修建都江堪时始创。 | 火箭燃料等，在医药、农业和玻璃等工业中应

湖 peng 用于地名 z 普～｜上～（都在云南）。｜ 用广泛。
｜日由 ”.... peng 古代传说中最大的鸟。

跚 peng ＜书〉充满。 ｜鹏（脚）
｜四号程万里l pengcheng-w。nil 形容前程远大。

杏ζPeng 固姓。 ｜也草 peng ＜书〉间“镑”Cpeng ）。
~ I 'l刀另见 40 页 bang;41 页 bang 。

棚 peng rBJ O 遮蔽帆风雨的设备，用竹｜撒向澎湖列岛附nghu Li训叫国
木等搭架子，上面覆盖草席等z 天～｜凉 I 1场f 群岛名，在台湾海峡中。

～！在园子里搭一个～。＠简陋的房屋：牲口｜ 另见 987 页 p邑吨。
～ i工～｜碾～。＠天棚①z 顶～｜糊～。 I ［澎湃E pengpai 圈＠形容波浪互相撞击z 波

E棚车E pengch岳圈有顶的铁路货车。 | 涛汹涌～。＠形容声势浩大，气势雄伟：激情
E棚户E penghu 函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人家， I ～的诗篇。
～区。 ｜々在 peng 圈＠（～儿）遮蔽日光、风雨的设

E棚子l peng·zi 圈棚②z 草～。 川垂备，用竹木、苇席或帆布等制成（多指明
榜罔ng ＜书〉用棍子或竹板子打 | 上用的）：船～｜～窗（帆船窗户）｜敞～儿汽车｜

另见 41 页 bang" I 把～撑起来。＠船帆z 扯起～来。

蓬 peng O 圈指飞蓬。＠圈使蓬松， ; I 腥吁 P创gc幅画带篷的马车或汽车。
着头。＠画用于校叶茂盛的花草或浓密｜酶子】 ~eng·zi IBJ 篷①。

的头发z 一～凤尾竹｜一～乱发。 O CPeng) I 陀邬 peng 胀大：～胀。
圈姓。 ｜用生’

路草生辉E pengbi毛h岳nghul 蓬草增辉。 I ［膨大E pengda 固体积增大。
E蓬草增辉E pengbi-z岳nghul 谦辞，表示由于别 I ［膨脖E pengheng E回＠〈书〉肚子凸起胀大的
人到自己家里来或张挂别人给自己题赠的字｜ 样子z ～大腹。＠〈方〉物体庞大笨重。
画等而使自己非常光荣（蓬草3蓬门革户的略 I ［膨化E penghua 画（谷物等）由于在加热、加
语）。也说蓬草生辉。 | 压的情况下突然减压而膨胀2 ～米｜～食品。

E蓬勃l pengb6 lffiJ 繁荣；旺盛：～发展｜朝气 I ［膨胀E pengzhang 圈。由于温度升高或其
～｜一片蓬蓬勃勃的气象。 | 他因素，物体的长度增加或体积增大。＠泛
瞌茜E penghao 圈。〈方〉商苗。＠飞蓬和｜ 指某些事物扩大或增长2 通货～｜欲望～。
苗子，借指草野。 ｜主苔 p自ng （书〉形容头发松散3 ～松。

E奎户瓮脯E penghu-wengy凸u 周蓬草编成的 I I'归

门，破瓮做的窗户，借指穷苦人家的简陋房屋。 l E雳啻E pen gs岳ng （书〉圈头发散乱的样子。
幢莱E P坷的t 圈神话中渤海里仙人居住的 I ［赌松E 间ngsong ＜书〉圆形容头发蓬松。



膨 peng 见下。

E膨烘E pengqi 圈螃蟹的一种，体小，头胸甲略

呈方形。生活在水边泥穴中。

\I 

peng （欠L)

捧 P岳ng 0 ~用双手托z ～着花生米｜双
手～住孩子的脸。＠画用于能捧的东

西z 一～枣儿｜捧了两～米。＠医国奉承人或代
人吹嘘2 ～场 i你别再～我了。

E捧杯】 p品ng;;bei 画获得奖杯，特指在竞赛中

夺得冠军。

E捧场E p岳ng;;chang 画原指特意到剧场去赞
赏某位戏曲演员的表演，今泛指特意到场对别
人的某种活动表示支持，或对别人的某种活动

说赞扬的话。

E捧读E p岳ngdu ~量指以庄重、恭敬的态度读
（别人的书、文章等） ：～经典｜～老师来函。

E捧腹E pengfu 圃捧着肚子，形容大笑的样
子，也借指大笑：～大笑｜令人～。

E捧H良E penggen O c 「俨）圈相声的配角用话
或动作、表情来配合主角逗人发笑。＠圈指
相声表演中的配角。

E捧角E peng;; jue c～儿）画给某个演员捧场。

E捧杀］ pengsha 画过分地夸奖或吹捧，使人
骄傲自满、停滞退步甚至导致堕落、失败2 不
要～有才华的青年演员。

、

peng c 欠L)

槛 pang 见下。

E村t柑E penggan ~ 0 常绿小乔木，叶片小，
椭圆形，花白色，果实大，皮橙黄色，汁多味甜。
＠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芦柑O

~ pang 画＠运动着的监（检、碰）局体跟别的物体突然接
触z ～杯｜不小心腿在门上～了一下。＠碰见g

遇到：～面｜在路上～到一位熟人。＠试探z
～运气｜～～机会｜我去～一下看，说不定他在

家。
E碰杯E peng;;bei 圈饮酒前举杯轻轻相碰，表

示祝贺或欢迎等。
E碰壁E peng;;bi 圈比喻遇到严重阻碍或受到

拒绝，事情行不通z 到处～。

Z碰瓷E p岳ngci C~ JL) ＜方〉圈指故意让人弄坏

膨捧碰碰圣批 I P岳ng- p1 I 989 I 

自己的东西或伤到自己，借机说诈z 这个骑自
行车的男子成心撞上轿车～。

E碰钉子E peng dlng•zi 比喻遭到拒绝。

E碰击l pengji mill 撞击：波浪很大，两船发生了

~ 。

E碰见E peng;; jian 圈事先没有约定而见到：

昨天我在街上～他了。
E碰面l peng;; mian l2l国会面；相见：我同他约

定今天在这里～O
E碰碰车E peng•pengch岳圈一种供游乐用的

电动车，在特定的场地上开动，以车与车互相
碰撞取乐。

E碰巧l pengq凶。圃凑巧；恰巧z 我正想找你，

～你来了。

E碰头l peng;;tou c～儿）圈会面s短时间地聚

会z 他们早晨～研究当天工作。

E碰头会E pengtouhui 圈以交换情况为主要

内容的会，一般时间很短。
E碰一鼻子灰E peng yl bi ·zi hul 比喻遭到拒
绝或斥责，落得没趣。

E碰硬E pengying l2l国指与强硬的对于进行较

量（多指对违法乱纪的有势力的人做坚决斗争

或严肃处理）：勇于～｜面对强权，敢于～。
E碰运气E peng yun•qi 试试有没有运气：我也

想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

E碰撞E pengzhuang 画＠物体相碰或相撞g

撞击z 搬运瓷器要避免～。＠冒犯；冲犯z 不
要拿话去～他。

四二旦］

至目〈书〉大： ~~1～变。

批1 pl 叫用手掌打： ~:1W:C打嘴巴）。
＠刮s削。

批2 而四对下级文件表示意见或对文
章予以批评（多指写在原件上）：～示｜～

改 1 审～｜～公文｜～条子。＠批判；批评＝～
驳｜挨了一通～。

批3 肘。大量或成批（买卖货物）：～发i～
购。＠画指批发或批购＝～了点儿货。

＠鹰用于大宗的货物或多数的人g 一～纸

张l今年第一～到边疆去的同学已经出发。

批4 pl （可以口〉圈棉麻等未捻麟、绳
时的细缕z 线～JL l麻～JL o 

E批办E plban l2l国批准办理p批示办理2 ～公

文｜越权～！这个项目是上级～的。

E批驳1 plbo l2l国批评或否决（别人的意见、要



L些巳 pi l 批郊任统坯披

求）：～错误论调。

E批捕E pibu 圈批准逮捕z 检察院已经～此案

的犯罪嫌疑人。
E批次E pici 鹰复合量词。表示物品成批生
产、运输、检验等的次数的总和：共抽查各类产
品三十五～。

E批点E pidian 圈在书刊、文章上加评语和圈
点 z ～史书。

E批斗E pidou ~批判斗争z ～会｜挨～。

E批发E pifa ~成批地出售（商品）：～部｜～价
格｜～化工原料。

E批复E pifu 巨型对下级的书面报告批注意见予
以答复。

E批改E pig凸i~ 修改文章、作业等并加批语：

～作文。
E批购E pigou 画成批地购买z ～水果。

E批号l' pihao 画成批生产的产品的编号z 生
产～｜这些药品没有～、生产日期和产地。

E批号】＇ pihao 圈主管部门的批准文号z 禁止

使用过期～进行生产。
E批件E pijian IBl 经上级批示过的文件。
E批量E piliang O 画成批地2 这种仪器已开

始～生产。＠圈指成批的数量z 大～［～小。
E批零E piling Ill国批发和零售＝～兼营｜～差价。
E批判E pi pan 画］＠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
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z ～虚无主义。＠
分析判别，评论好坏2 ～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

E批评E piping 圈＠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

坏z 文艺～。＠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她对顾客的傲慢态度。

雪三三三 E批示E pishi 0 圈（上级对下级的公文）用书
三重三三 面表示意见：计划已经呈报上去，领导还没有

～。＠圈批示的文字z 这个材料上有张局长

的～。

E批售E pishou 圈批销。
E批条E pitiao c~ JL)0 ( ff一）圈（领导或主管
人）在便条上做批示：原副市长乱～，影响很不

好！找领导批个条儿。也说批条子。＠圈加批
示的便条。

E批文E piwen IBl C上级或有关部门）批复的文
字或文件。

E批销l pixiao 画成批地销售；批发销售z ～

报刊。
E批语E piy凸圈＠对文章、作业等的评语。＠
批示公文的话。

E批阅l piyue r噩阅读并加以批示或批改＝～
文件。

E批注E pizhu O 画加批语和注解。 81Bl 指
批评和注解的文字：书眉有小字～。

E批转】 pizhuan [Zllj] 上级对下级的书面报告批
示并转发。

E批准】 pi;;zhun 画上级对下级的意见、建议

或请求表示同意：～他休假一个月。

E批租】 pizu 画批准租用（土地）：工业～用地

呈上升势头。
不R Pi 0 那州 CPizhou），地名，在江苏。＠
卢俨圈姓。

伍 pi 见下。
E侄｛£］ pipi （书〉圈有力气的样子。
f.t(.f; pi 画布自丝缕等破坏、披散：线
，比（就）立了。
E封t漏】 pilou 圈因粗心而产生的差错：小事故

或漏洞 z 出～。
［~比缪】 pimiu ＜书〉圈错误。

坯国画＠砖瓦陶瓷景泰蓝等制造过程
中，用原料做成器物的形状，还没有放在

窑里或炉里烧的，叫作坯z 砖～。＠特指士
坯：打～｜脱～。＠（～儿）〈方〉指半成品：面
～儿（己煮好而未加作料的面条儿）｜酱～儿｜钢

～｜～布。
E坯布1 pTbu 画织成后还没有经过印染加工的

布。
E坯料E piliao 圈毛坯。

E坯胎l pitai r写某些器物的坯z 搪瓷的金属
~ 。

E坯子E pi•zi 圈。坯①z 砖～。＠坯③z 酱

～｜线～。＠指具有某种特质或未来适合做某

类事的人：美人～｜演员～｜运动员～。

披 pi 0 圈覆盖或搭在肩背上z ～甲｜～着
斗篷｜～红挂绿。～星戴月。＠打开；散

开：～卷｜纷～。＠画（竹木等）裂开：这根竹
竿～了。

E披发左桂】 pifa-zuoren 古代指东方、北方少

数民族的装束，用于指落后不文明的状态（左

枉：大襟开在左边儿〉。

E披风】 pifeng IBJ 斗篷①。

E披拂】 pifu ＜书〉［到飘动；（微风）吹动z 枝

叶～｜春风～。

E披肝沥胆E pigan-lidon 比喻开诚相见，也形
容极尽忠诚。也说披肝沥血。

E披肝沥血E pigan lixue 披肝沥胆。

E披挂】 pigua O I司原指穿戴盔甲，后也泛指

穿戴衣装z 猎人们～整齐，准备上路｜几员足坛

老将再次～上阵。＠圈指穿戴的盔甲（多见
于早期白话）。

E披红E pih6ng 圈把红绸披在人的身上或物

体上，表示喜庆或光荣z ～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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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披坚执锐】 pljian-zhirul 穿上坚固的铠甲，拿
起锋利的武器。多指奔赴战场作战。

E披肩E pljian 圈。披在肩上的服饰。＠妇
女披在上身的一种元袖短外衣。

E披肩发1 pljianfa ［望一种发型，头发留得较
长，披散着垂落在肩头。

E披巾】 pljln 圈妇女用来披在肩f启装饰或保
暖作用的纺织品 z 丝绸～｜羊绒～。

E披荆斩棘］ pljlng-zh凸nji 比喻扫除前进中的

困难和障碍：～，艰苦创业。
E披卷E pljuan ＜书〉画l 翻阅书籍z 挑灯～。

E披览E pilan ＜书〉画翻阅：～群书。
E披露E pilu 阐＠发表g公布．全文～l～会谈
内容。＠表露．～心迹｜～真情。

E披麻戴孝］ plma-daixiao 旧俗子女为父母居

丧，要服重孝，如身穿粗麻布孝服，腰系麻绳
等，叫披麻戴孝。

E披靡E plml 巨型＠（草木）随风散乱地倒下。
＠（军队）溃散：望风～｜所向～。

E披散E pl•san D租（毛发、枝条等）散着下垂。
E披沙拣金E plsha-ji凸njln 比喻从大量的事物

中选择精华。
E披头散发］ plt6u-sanfa 形容头发长而散乱。
E披屋］ plwu 圈同正房两侧或后面相连的小
屋，多用来堆放杂物。

E披星戴月】（披星带月） plxlng-daiyue 形容早
出晚归，辛勤劳动，或昼夜赶路，旅途劳顿。

E披阅E plyue ＜书〉画披览；阅读：～文稿。
E披针形E pizhenxing 圈叶片的一种形状，基
部较宽，前端渐尖，叶子的长度为宽度的三四

倍。

狂 pl 见下

E狂狂E plpi （书） ［用形容野兽蠢动2 鹿三在～。
E狂猿E plzh岳n （书〉圆形容草木丛杂，野兽出

没。
驻 而〈书〉毛色黄白相杂的马

（胚） ' 

石比引＠酬的旧称。＠毗霜z 红～｜白

U比霜】 plshuang 圈无机化合物，是不纯的兰
氧化工碑。白色粉末，有时略带黄色或红色，
有剧毒。用来制杀虫剂或除草剂等。也叫信
石．有的地区叫红矶。

专 T ＜书〉脯，箭头较薄
比（敛、嗨）而阔，箭杆较长。
镀 u pi 0 （书〉针泛用的长针＠

（皱）古代的仲长矛。
另见 993 页 pi 。

』怆k pi （书〉谬误。
主丘

辟卢 pi 见下。
（周）另见 73 页 bl; 995 页 pl 0 

E辟头］ pit6u 同“劈头”②。

锦 k~ pi （书〉古代一种脐眼疾的器
（’）具，形状像箭馁。
另见的页 bi 0 

劈 pi 0 酬刀斧等砍或由纵面破开2 ～
木柴｜～成两半。～风斩浪。＠画（木头

等）裂开z 板子～了｜钢笔尖儿写～了。＠〈方〉

［副（嗓音）变得嘶哑：他喊了半天，声音都快～

了。。正对着；冲着（人的头、脸、胸部） : ～头｜
～脸， 0 圈雷电毁坏或击毙z 老树让雷～

了。＠圈简单机械，由两个斜面合成，纵剖面

呈三角形，如模子和刀、斧等的刃儿就属于这→

类。
另见 995 页 pi。

E劈波斩浪】 pibo-zhanlang 船只行进时冲开

波浪，比喻排除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

E劈刺E pici 圈军事上劈杀和刺杀的合称。
E劈刀】1 pidao 圈刀背较厚的刀，用来劈竹子、

木头等。
E劈刀T pidao 圈用军刀劈杀的技术。

E劈里啪啦】 pT·lipala 同“嘴里啪啦”。

E劈脸E pili伽圃正冲着脸；迎面z ～就是一个

大嘴巴。
E劈面】 pimian 圃劈脸。

E劈啪E pi pa 同“僻啪”。
E劈杀】 pisha 画用刀砍杀（多指军人骑在马上

用军刀杀敌）。

E劈山E pishan E面用人力或爆破等方式开山 z
～寻l 水｜～开路。

E劈子E pi sh凸u 圆形容手的动作迅速，使人来

不及防备：～一巴掌｜～夺过球拍。
E劈头E pit6u 圈。正冲着头；迎头2 走到门口

～碰见老王从里边出来。＠一开头；起首＝他
进来～就问试验成功了没有。也作辟头。

【劈头盖顶E pit6u-gaiding 劈头盖脸c

E劈头盖脸】 pitOl』－ gailian 正对着头和脸盖下

来，形容来势凶猛z 瓢泼似的大雨～地浇下来。
也说劈头盖脑、劈头盖顶。

E劈头盖脑E pit6u-gainao 劈头盖脸。

【劈胸E pTxiong ［副对准胸前z ～一把抓住。

嚼 pi 见下

【嘛里啪啦E pi ·lipala 匮雪形容连续不断的爆
裂、拍打等的声音2 窗外传来～的鞭炮声l掌声
～地响起来。也作劈里啪啦。



｜何2 I pT ~ pi I 僻霹皮

[n辟啪） pTpa 匮商形容爆裂、拍打等的声音．

～的枪声｜孩子们僻畔啪啪地鼓起掌来。也作
劈啪。

霹 pT 见下

E霹雷】 pTlei （口〉圈霹雳。

据雳） pTli 圈云和地面之间发生的一种强烈
雷电现象。响声很大，能对人畜、植物、建筑物
等造成很大的危害。也叫落雷。

E霹雳舞】 pTliw心圈一种起源于美国贫民区
黑人中间的舞蹈。舞姿有翻转、旋转、摆动、
模拟表演以及飘浮、滑动等动作。［霹雳，英
break] 

, 
pl （欠I ) 

皮 pi 0 ~人或生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
牛～｜养麦～｜碰掉了一块～。＠圈皮子：

～箱｜～鞋｜～袄。＠（～儿）~包在或围在外

面的一层东西：馄饨～儿｜包袱～儿｜新书最好
包上～儿。。（～儿）表面z 地～｜水～儿。＠
（～儿）圈某些薄片状的东西＝铁～｜豆腐～儿。

。有韧性的z ～糖。＠圈酥脆的东西受潮
后变韧z 花生放～了，吃起来不香了。＠画顽

皮z 调～｜这孩子真～。＠圈由于受申斥或
责罚次数过多而感觉无所谓：老挨说，他早就

～了。⑩指橡胶：橡～｜～筋儿。 ID CPD 圈

姓。

E皮板JL) pib凸nr 圈指皮筒子毛下面的皮。

主矗主 E皮包E pibao ~用皮革、人造革等制成的提
三三三 包。
二二~ ［皮包公司E pibao gongsT 指没有固定资产、

没有固定经营地点及定额人员，只提着皮包，
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或集体，多挂有公司的
名义。有时也叫皮包商。

E皮包骨E pi boo g心形容极端消瘦。也说皮
包骨头。

E皮包商J pibaoshang 画皮包公司。

E皮革E picao ＜方〉圈指袭皮及袭皮制品：优
质～｜～时装。

E皮层J piceng 圈生物体组织表面的一层：植
物茎的～。

E皮尺E pichT ~用漆布等做的卷尺。
E皮带E pidai 圈用皮革制成的带子，特指用皮

革制成的腰带。
E皮蛋E pidan ＜方〉［组松花。
E皮肤E pifu ~身体表面包在肌肉外部的组
织，人和高等动物的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

组织三层组成，有保护身体、调节体温、排泄废
物等作用。

汗毛

E皮肤针】 pifuzh岳n 圈。→种针刺用的针，由
数枚小针固定在细柄上构成，装五枚的叫梅花
针，装七枚的叫七星针。治疗时，手持细柄，用
针尖在一定部位的皮肤上轻敲浅刺。＠用这
种针进行治疗的方法。

E皮肤之见】 pifuzhTj ian 指肤浅的见解。

E皮傅1 pifu ＜书〉圈凭肤浅的认识牵强附会。
E皮革J pige ~用牛、羊、猪等的皮去毛后草案制
成的熟皮，可以做鞋、箱及其他用品。

E皮猴JLl pih6ur ＜口〉圈称风帽连着衣领的皮
大衣或这种式样的人造毛、呢绒做衬里的大
衣，因穿上样子像猴子而得名。

E皮划艇】 pihuatTng 圈＠皮艇和划艇的合
称。＠指皮艇和划艇运动，在规定的航道内
用人力划桨使皮艇或划艇前进。

E皮黄J pihuang ~戏曲声腔，西皮和二黄的
合称。也作皮簧。

E皮簧E pihuang 同“皮黄”。

E皮货E pihuo 圈毛皮或皮革制品的统称z ～
商｜出售～。

E皮夹子】 pijia·zi ~用薄而软的皮革等做成的

扁平小袋，带在身边装钱或其他小的用品。也

叫皮夹儿。

E皮件E pijian ~用皮革制成的各种物件，如皮
包、皮箱等：～展销。

E皮匠E pi·jiang ~ O 修补旧鞋或制鞋的小手
工业者。＠制造皮革的小手工业者。

E皮筋JL) pijTnr 圈橡皮筋：跳～。也叫猴皮

筋JL o 

E皮具】 piiu 画皮革制作的用品，如皮包、皮夹

子、皮带等。
E皮开肉绽E pikai叫uzhan 指人因被毒打，皮

肉开裂。

E皮库E piku 圈医院中保存皮肤组织供移植用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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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皮里阳秋l pill－γ6ngqiu 指藏在心里不说出
来的评论。“阳秋”即“春秋气晋简文帝（司马
里）母郑后名阿春，避讳“春”字改称。这里用

来代表“批评气因为相传孔子修《春秋》，意含

褒贬。

E皮毛】 pimao 圈。带毛的兽皮的总称。＠

指事物的浅层或表面：只伤了点儿～，没动根
本。＠借指表面的知识：略知～。

E皮棉】 pimian ［望棉花轧去种子后还没有进

一步加工的纤维。
E皮囊】 pinang 画皮制的口袋，多比喻人的躯

体（含贬义）：臭～｜空有～。
E皮球E piqiu 圈游戏用具，是一种有弹性的空

心球，多用橡胶制成。

E皮肉l pirou 画皮和肉，指肉体：我不过伤了
点儿～，没什么｜～之苦 1 ～生涯（指女子卖淫的

生活）。
E皮实】 pi •shi 回事＠身体结实，不易得病：这
孩子真～，从来没闹过病。＠（器物）耐用而不

易破损。

E皮词 pishi 画皮肤过敏试验的简称。多指
为检验病人对某种药物（如青霉素）或某种东
西（如花粉、尘蜻）是否过敏，在皮下注入少量
针剂，并观察有无过敏反应。

E皮书E pishu 圈白皮书、蓝皮书、黄皮书、红皮

书、绿皮书等的统称。
E皮糖l pitang 圈用糖加适量的淀粉熬制成的

糖果，韧性很强。

E皮艇E pi ting 圈＠水上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运动员坐在艇内用双叶桨划行。＠皮艇运动
中使用的艇，原为北美洲因组特人使用的兽皮
船，现多用胶木、玻璃钢等制成。

E皮筒子E pitong·zi [BJ fi故皮衣用的成件的毛

皮。也说皮筒儿。
E皮下组织E pixia-zuzhl 皮肤下面的结缔组
织，含脂肪较多，质地疏松，其中有血管、淋巴

管、神经等。可以保持体温、缓和机械压力等。
（图见 992 页“人的皮肤”）

E皮相E pixiang 圈指只从表面看到的；不深

入：～之谈。
E皮硝E pixiao 函朴硝Cpoxiao）的通称。

E皮笑肉不笑l pi xiao rou bu xiao 形容虚伪
地笑、阴险地笑或不自然地笑。

E皮影戏E piyingxi [BJ 用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

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戏曲，民间流行很广。表

演时，用灯光把剪影照射在幕上，艺人在幕后

一边操纵剪影，一边唱，并配以音乐。也叫影
戏，有的地区叫驴皮影。

E皮张】 pizhang 圈做制革原料用的兽皮（总

称）。
E皮彦】 pizh岳n l组皮肤表面出现的各种辈辈子，
常成片出现。

E皮之不存，毛将焉附E pizhlbucur习， maojiang

yanfu 皮都没有了，毛还长在哪儿？（语本《左
传·信公十四年》。“焉附”原作“安傅”。）比喻事
物没有基础，就不能存在。

E皮脂】 pizhl [BJ 人或动物的皮肤分泌出来的

j由1旨。

E皮脂腺l pizhlxian 圈人或动物体上分泌汹

脂的腺，在真皮中，很小，多为囊状，开口在毛
囊中。（图见 992 页“人的皮肤”）

E皮质E pizhi 圈。某些内脏器官的表层组织。

＠大脑皮质的简称。
E皮重E pizhong [BJ 货物包装材料的重量，也

指称东西时用的盛器的重量。
E皮子E ~i •zi [BJ 皮革或毛皮。
T忏千 pi 见下。

1--lJ 另见 68 页 bL

E商来】 pifu 圈古书上指锦葵。

阪 pi 黄阪CHuangpf) ，地名，在湖北。
另见 52 页 b邑i;1011 页 p己。

批 pi 见下。

E批把E pi•pa [BJ 0 常绿小乔木，叶子长椭圆
形，花小，臼色。果实淡黄色或橙黄色，外皮上

有细毛。生长在较温暖的地区，果实可以吃，
叶子和果核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彼 pi 见 597 页I刷刷。

毗 pi ＜书〉＠毗连：～邻。＠辅丰
~（＊昆）助。 主主

E毗连l pilian 国连接z 楷梳～｜江苏省北部跟主雪三
山东省～。

E毗邻］ pilin 圈（地方）毗连。

虫比 pi 见下。

E且比蝉E pi tu 〈书〉画大蚂蚁。
[1虫比蚌撼大树E pifu han dashu 比喻力量很小
而想动摇强大的事物，不自量力。

镀 u pi 圈金属元素，符号 Be。钢灰
（皱）』，质硬而轻。用于核工业中，镀

铝合金用来制飞机、火箭等。
另见 991 页 pl 。

邬 Pi 胞地名，在四川l 。

、~pi 0 疲乏；劳累z ～态 l精～力尽｜～于
双儿奔命。＠疲软②2 及时更新换代，使产品
畅销不～o

E疲惫】 pibei E回非常疲乏z ～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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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敝E pi bi 圈人力、物力受到消耗，不充足。

U度顿J pidun ＜书〉圃非常疲乏z ～不堪。

rn乏J pita ~国＠疲劳①。＠疲劳②。
rn倦E pijuan 圈疲乏：困倦。

U皮困E pikun 圈。疲乏：他日夜操劳，不顾

～。＠（经济状况等）疲软z ～不振。

U度劳E p ilao llJ2I 0 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
需要休息。＠因运动过度或刺激过强，细胞、
组织或器官的功能或反应能力减弱z 听觉～｜

肌肉～。＠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

能继续起正常的反应z 弹性～｜磁性～。

U度软E piruan I!国＠疲乏元力z 身子～。＠
指行情低落、货物销售不畅或货币汇率处于低

位z 价格～｜市场～o

U度弱E piruδ 庄园＠疲乏元力；衰弱z 身体～！

他拖着～的双腿继续前进。＠疲软②o
b度沓］（疲塌） pi •ta [lJ2J 松懈拖沓2 工作～｜作风

疲疲沓沓O

E度态E pitai 匾。疲乏的样子：他脸上显出

一丝～。＠疲软的势态：金价下滑，黄金市场

已显露～。

U度于奔命】 piyub岳『1ming 原指不断受到命令
或逼迫而疲劳奔走，后来也指事情繁多忙不过
来。

牌 pi （书〉女墙。

埠 pi （书〉增加。
另见 995 页 pi 0 

啤 pi 指啤酒s 生～｜扣。晴 beer]

三矗主 E日卑酒E piji心画以大麦和啤酒花为主要原料发
三三言 酵制成的酒，有泡沫和特殊的香味，味道微苦，

含酒精量较低。也叫麦酒。

E啤酒肚】 piiiuctu 圈指肥胖的人向前凸起的
腹部，一般认为多饮啤酒容易形成这样的体
形，所以叫啤酒肚。

E啤酒花】 piji凸hua liSl 0 多年生草本植物，蔓
生，茎和叶柄上有刺，叶子卵形，雌雄异株。果
穗呈球果状，用来使啤酒具有苦昧和香味，也
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穗。｜｜也叫酒花。
般 pi 丐航Gaipi)翩翩

琵 pi 见下

E琵琶E pi• pa [iS] 弦乐器，用木料制成，有四根
弦，下部为瓜子形的盘，上部为长柄，柄端弯
曲。

禅 pi 古代一种椭圆形的醋。
另见 53 页 b邑 l 0 

脾 pi 圈人和高等动物的内脏之一，椭圆
形，赤褐色，质柔软，在胃的左侧。脾的作

用是制造新的血细胞与破坏衰老的血细胞，产
生淋巴细胞与抗体，贮藏铁质，调节脂肪、蛋白
质的新陈代谢等。也叫脾脏。

白卑气E pi •qi 圈＠性情2 她的～很好，从来不

急躁。＠容易发怒的性情；急躁的情绪3 发
～｜这个人有～o

U串胃E piwei liSl 牌和胃，借指对事物爱好、憎

恶的习性：两人～相投｜通俗歌曲不合他的～。

盯卑性E pixing 〈方〉庄重性格；习性s 一个人有

一个人的～0摸清了秧苗的～。
U阜脏E pizang ~脾。

面i ,_ ' pi 见附则鳞酬。
吨，....（角皮）
禅 pi （书〉辅佐的；U～｜～将

另见 73 页 bi 。

E梅将E pijiang 画古代指副将。

蝉 pi 圈节肢动物，身体椭圆形，头胸部和
腹部合在一起，有四对足。种类很多，有

的吸植物的汁液，对农作物有害；有的吸人畜
的血，能传染脑炎等。也叫壁虱。

M … pi 圈棕熊。
京（黑）「

胞 pi 古代指牛的肘。

E脆腔E pichl ＜方） [iS] 鸟类的胃＝鸡～。

貌川书上说的一种野兽。

E貌虎E pihu liSl 比喻勇猛的军队。

E貌事件J pixiu liSl 0 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
比喻勇猛的军队。

E貌子】 pi·zi ＜方〉圈黄翩。

荤 pi 见下

E擎鼓E pig心 [iS] 古代军队中用的小鼓＝～喧天。

v " pl （欠I ) 

匹1 pl 0 比得上；相当；相配z ～配制为
～。＠单独z ～夫。 C) CPI) 圈姓。

匹2 血A pl !ml 0 用于马鹏z 两
（＠冗）二骤子｜三～马。＠用于整

卷的绸或布等（五十尺、一百尺不等）：一～绸
子｜两～布。

“走”另见 1500 页忡。

E匹敌E pidi [§lj] 对等g相当 z 两方实力～｜无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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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匹夫E pifo 圈＠一个人，泛指平常人z 国家

兴亡，～有责。＠指无学识、无智谋的人（多见
于早期白话打～之辈。

E匹夫之勇】 pifuzhlyong

人蛮干的勇气。
E匹马单枪E pTm凸－ danqiang

匹马］ o

E匹配】 pTpei 圃＠〈书〉结成婚姻g婚配z ～良
缘。＠（元器件等）配合：功率～｜阻抗～。

E匹头】 pT•tou ＜方〉圈＠指布或绸缎等剪好

的成件或成套的衣料。＠布匹。

厄 pT ＜书〉＠具备。＠治理。

妃 pT

侃而见下

[ 1!:t离】 pTli

弃。
匮削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22 H，.，晶体

浅黄色，存在于石油沥青和褐煤焦油中。
可用于半导体和超导性研究。［英 picene]

三h pl 〈书〉＠坏；恶．～极泰来。＠贬斥：
i::r 威～人物（评论人物的优劣）。

另见 397 页 f仙。

E否极泰来】 pTji-tailai 坏的到了尽头，好的就

来了（否，泰：六卡四卦中的卦名，否是坏的卦，
泰是好的卦）。

Pit. pT 〈书〉诋毁；斥责。
“丛另见 68 页 bT。

痞 pl 0 时块＠痞子：兵～｜地～o

U苔块E pTkuai 
硬块。

E痞子l pT ·zi 圈元赖；流氓。

劈 pl 圈＠分子f;)t，～成三股。＠分裂3
使离开原物体：～芮草叶。＠腿或手指

等过分叉开。
另见 991 页 pl 0 

E劈叉E pT;;cha 圈体操、武术等的一种动作，
两腿向相反方向分开，臀部着地。

E劈柴E pT ·chai 圈木头劈成的木块或小木条，
供烧火做饭、取暖用，小块的多用来引火。

E劈届四 pTtuT ［司＠体操七指两腿最大限度地

叉开。＠比喻同时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谈
恋爱：因他～，女友毅然离去。

E劈账l pT,1zhang 圈拆账z 三七～。

摒 pT 0 圃用力使离开原物体z ～棒子也
米）。＠〈书〉用于拍胸z ～踊。

E摇踊E pTyong ＜书〉画悲痛时捶胸顿足。
、I苗~ pT 癖好；嗜好2 烟～ i 洁～｜嗜酒成～，于
F但f 健康不利。

E磨好］ pTha。因对某种事物的特别爱好g 他

对于书画有很深的～。
E癖习E pTxi 圈个人所特有的嗜好和习惯。
E癖性】 pixing 圈个人所特有的癖好和习性。

豁 pT ~＞ *.o 
（立在） ... 

、

（欠I ) nv 

指不用智谋，只凭个

见 254 页【单枪

屁 pi ~o 由虹门排出的臭气g 放～。＠
比喻没用的或不足道的事物：～话｜～大

点儿事也值得大惊小怪。＠泛指任何事物，相
当于“什么”（多用于否定或斥责沁你懂个～！

别翻了，包里～都没有。
U琵股】 pi•gu 白白＠〈口〉臀部。＠泛指动物身

体后端靠近JlI门的部分：胡蜂的～上有刺。＠
借指某些事物末尾的部分z 香烟～｜汽车～冒

烟了！紧紧咬住敌人～不放。
E屁股蛋JLl pi ·gudanr ＜方〉圈臀部。也说屁
股蛋子。

E屁股蹲JL) pi •gudunr ＜方〉圈身体失去平衡
但未倒下l古i臀部着地的姿势z 地面太滑，他摔

了个～。
E屁滚尿流l pigun-niaoliu 
分狼狈的样子z 吓得～。

E屁话E pihua 温指毫无价值或随意乱说的话

（含厌恶意）。

机（抓、：稣）
埠 pi 见下。

另见 994 页 pi 0 

E埠µJI] pini 同“埠碗”。

E埠碗E pini ＜书〉固城上矮墙，即女墙。也作
埠悦。

讲 ~i
脾 pi

E脾脱E pini ＜书〉圆眼睛斜着看，表示傲视或
厌恶：～一切。

辟1 … pi 0 圈开辟z 各家自～园地，
（阔）』育树苗｜这一带将～为新的旅

游区。＠透彻z 精～ l透～。＠驳斥或排除
（不正确的言论或谣言）：～谣！～邪说。

辟2 pi ＜书〉法律；也…代指刑。
另见 73 页 bi; 991 页 pTo

王三

形容非常惊恐或十

〈书〉毁坏；倒塌：倾～。

〈书〉［量夫妻分离，特指妻子被遗

〈书〉裁截；割裂。pl 

圈中医指腹腔内可以摸得到的

湃河，水名，在安徽。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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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辟谣E pi;;yao ~且说明真相，驳斥谣言。

媲 pi 匹配比得上z ～美。

m美】 pim岳l 圃美（好）的程度差不多；比美：

该产品可与世界名牌～。

僻 pi 0 偏僻斗｜荒～｜～处一隅＠性
情古怪，跟一般人合不来z 怪～｜孤～。＠

不常见的（多指文字）·生～！冷～｜～字（冷僻

的字）。
E僻静E pijing 圃（地方）偏僻清静z ～的小巷。

E僻陋E pilou 圈（地区）偏僻荒凉；（住所）偏僻

简陋。
E僻壤E pl的ng 圈偏僻的地方z 穷乡～｜荒山

~ 。
E僻野］ ply岳圈偏僻的野外。

E僻远E pi yuan 圈偏僻而遥远z ～的边寨。

瓣川1川页隅。

璧 pl ＜书〉砖。

鹏（蹒） pi 见下。
E麟鹏E pit! IEl 鸟，外形略像鸭而小，翅膀短，不
善飞，生活在河流湖泊上的植物丛中，善于潜

水，捕食小鱼、昆虫等。

譬 pi 比喻地方斗｜～如｜设～

E譬方E pifong ＠富国比方①。 8~ 比方③o
E譬如E piru 画比如。

E譬喻E pivu rnID 比喻①。

＝＝言 1 pian c 刻弓）

片 pion
②．相～儿｜唱～儿｜电视～儿！科教～儿｜夜

场两～儿连映。

另见 998 页 pi an 。

E片子E pian·zi !Bl 0 电影胶片，泛指影片z 换
～｜送～｜这部～获奖了。 8X光照相的底片：

拍～。＠唱片。
另见 999 页 pian·zi"

扁 pian 见下。
另见 78 页 bian"

E扁舟］ pionzhou ＜书） [BJ 小船·一叶～。

偏向阳不正;fl酬（跟T相对） :~ 
锋｜太阳～西了。＠圈仅注重一方面或

对人对事不公正z ～重！～爱 i兼听则明，～信

则暗｜～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辅助的；不占

主要地位的：～将！～师。 0 ［；！）］与某个标准
相比有差距：体温～高｜工资～低｜收入中等～

上。＠圈客套话，表示先用或已用过茶饭等

（多接用“了”字） ： 我～过了，您请用吧。＠圃
偏偏2 不让我去我～去｜庄稼正需要雨水的时
候，可天～不下雨。 O (Pion）圈姓。

E偏爱l pion ’ ai 圈在几个人或几件事物中特

别喜爱其中的一个或一件：在国画中，他～写

意画。

E偏安E pi an ’。n ［；！）］指封建王朝失去国家的中
心地带（多指中原）而苟安于仅存的部分领土＝

～一隅。
E偏才】 piancai 圈在某一学科或技能等方面

特别出众，而其他方面却表现一般的人才2 学
校决定，少数～可破格录取。

E偏差】 piancha 圈。运动的物体离开确定方

向的角度：校正射击～。＠工作上产生的过
分或不及的差错z 及时纠正工作中的～。

E偏饭E pianfan 圈见 173 页【吃偏饭1。

E偏方E pionfong c～儿）巨型民间流传不见于古
典医学著作的中药方。

E偏房E pionfang 圈。指四合院中东西两厢

的房子。＠妾①。

E偏废】 pionfei 圈重视几件事情中的某件或

某些事而忽视其他2 工作与学习，二者不可～。
E偏锋】 pionf岳ng [BJ 0 书法上指用毛笔写字

时笔锋斜出的笔势：他的楷书常用～，别具一
格。＠泛指写文章、说话等从侧面人子的方

法。
E偏好E pionh凸0 ＜方〉圃恰巧z 我正去他家找
他，～在街上碰见了。

E偏好E pionhao 圈对某种事物特别爱好z 在

曲艺中，他～京韵大鼓｜防止凭个人的～处理问
题。

E偏护】 pionhu E置偏私袒护：一味～孩子，不
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E偏激E pianjl 圈（意见、主张等）过火＝言辞～ l

行为～｜～情绪。
E偏见】 pionjian 圈偏于一方面的见解；成见z

消除～。
E偏科】 piank岳圈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偏重

某些学科而忽视其他学科2 纠正学生～倾向。
E偏口鱼l pionkouyu 圈比目鱼。

E偏枯E pionku o 圈中医指半身不遂的病。
＠圃偏于一方面，发展不均衡。

E偏劳E pionlao ＜口） ［；！）］客套话，用于请人帮
忙或谢人代自己做事z 请你～吧，我实在脱不
开身 i谢谢你，多～了。

E偏离E pionli ~国指因出现偏差而离开确定的



轨道、方向等·炮弹～了射击目标｜飞机～了航

线。
E偏利共栖】 pian Ii gongq I 偏利共生。
E偏利共生】 pianli gongsh岳ng 两种不同的生
物生活在一起，对其中一种有利，而对另一种
无害，这种生活方式叫作偏利夹生。如文鸟专
在胡蜂窝的附近筑巢，因为胡蜂有毒刺，许多
动物不敢接近，文鸟得到保护，但对胡蜂无害。
也叫偏利共栖。旧称共栖。

E偏盲】 pianmang 圈指一只眼失明。

E偏旁】 pianpang ＜～儿）圈在汉字形体中常常
出现的某些组成部分，如“位、住、俭、停”中的
“千”，“国、固、圈、围”中的“口”，“偏、翩、篇、匾”
中的“扁”，“拎、伶、领、零”中的“令气都是偏旁。

E偏僻E pianpi I塑离城市或中心区远，交通不
便：～的山区｜地点～。

E偏偏l pi凸npian 圃＠表示故意跟客观要求
或现实情况相反z 经过大家讨论，问题都解决
了，他～还要钻牛角尖。＠表示事实跟所希望
或期待的恰恰相反＝星期天他来找我，～我不

在家。
E偏颇】 pianpo ＜书〉［用偏于一方面；不公平：

这篇文章的立论失之～。
E偏巧】 pianqi凸o 圈。恰巧z 我们正在找他，
～他来了。＠偏偏②s 我找他两次，～都不在

家。
E偏厦E piansha 圈就着房屋侧面墙壁盖的小

房。
E偏衫E pianshan t8J 僧尼的一种服装，斜披在

左肩上。
E偏哨l pianshao tsJ 指某些球类比赛中有意

偏袒一方的裁判行为2 吹～。
E偏师l pianshl ＜书〉圈指在主力军翼侧协助
作战的部队。

E偏食】1 pianshi [BJ 日偏食和月偏食的统称。

参看 1104 贞1 日食1 、1618 页1月食1。
E偏食l' pianshi 圈只喜欢吃某几种食物，如
只喜欢吃鱼、肉，而不喜欢吃蔬菜。

E偏子JLl piansh凸ur 圈见 769 页【拉偏手儿］。

E偏私E piansl 画照顾私情：～不公。
E偏瘫】 piantan i到身体一侧发生瘫痪，多由脑
中风等导致脑组织损伤引起。也叫半身不遂。

E偏袒E piant凸n 圃袒护双方中的一方。参看
1755 页［左袒］ o

E偏疼l pianteng ＜口〉画对晚辈中某个人或
某些人特别疼爱：奶奶～小孙子。

E偏题l pianti 圈冷僻的考题·出～。
E偏听偏信】 piantlng-pianxin 只昕信一方面

的话z 这件事谁是谁非，双方意见都得听，不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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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偏误l pianwu [BJ 偏差和失误：纠正～。

E偏析E pianxl 画合金的不同部分在凝固过程

中形成化学成分不均匀的现象。
E偏狭E pianxia 回偏颇狭隘z 性情～｜对概念

理解过于～O
E偏向l pianxiang O 圈不正确的倾向（多指

掌握政策过宽或过严，或在几项工作中只注重
某一项）：发现～，要及时纠正。＠圈偏于赞

成（某一方面）：今年春游我～于去香山。＠
圈（对某一方）元原则地支持或袒护。

E偏心】 pianxln E回偏向一方面；不公正z ～话｜

对待学生不能～。
E偏心眼儿E pianxlnyanr O 圈指偏向方的

心地。＠圈偏心z 我爷爷特别～，让哥哥去，

就是不让我去。
E偏移E pianyi 圈偏离确定的或正常的位置、

轨道、方向等z 重心～。

E偏远】 pianyu凸n lli2l 偏僻而遥远：～地区。
E偏振E pianzhen rn国横波的振动矢量（垂直于

波的传播方向）偏于某些方向的现象。纵波只
沿着波的方向振动，所以没有偏振。

E偏执J pianzhi lli2J 偏激而固执：～狂｜性格～｜

～的见解。
E偏重l pianzhong 画着重一方面：学习只～

记忆而忽略理解是不行的。
E偏转E pianzhuan [§!j] 射线、磁针、仪表指针等

因受力而改变方向或位置。

骗向见下。

E楠牛E pianniu 圈公黄牛和母牛毛牛交配所生三三

的第一代杂种牛，比艳牛驯JI顶，比黄牛力气大。主主
母蝙牛产乳量高，公编牛没有生殖能力，母编
牛可以和黄牛或牛毛牛交配繁殖后代。生活在

我国西南地区。

篇 pion O 首尾完整的文章： ~－ 1《苟子·
劝学～》。＠（～儿）圈写着或印着文字的

单张纸z 单～儿讲义。＠（～儿） IJ!I 用于文章、

纸张、书页（一篇是两页）等．一～论文！三～儿
纸｜这本书缺了一～儿。

E篇幅E pian·fu 圈＠文章的长短2 这篇评论

的～只有一千来字。＠书籍报刊等篇页的数
量2 用整版～刊登这篇文章。

E：篇目l pianmu 圈。书籍中篇章的标题。＠
书籍中篇章标题的目录。

E篇页E pianve 圈篇和页，泛指篇章：这个问
题在全书的不少～中都有论述。

E篇章E pianzhang [BJ 篇和章，泛指文章：～结

构｜～段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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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言子J pian·zi 〈口）~篇②。
自在t pion ＜书〉很快地飞，形容动作轻快z ～
m甘l'.J 然｜～若惊鸿。

E翩翩E pianpian E固＠形容轻快地跳舞，也形
容动物飞舞g ～起舞｜～飞鸟。＠〈书〉形容举

止洒脱（多指青年男子）：～少年｜风度～。

E翩然E pianran ＜书〉圆形容动作轻快的样

子：～飞舞｜～而至。

E翩既E pianxian ＜书〉圆形容舞姿轻快飘逸．
～起舞。

,, 
pi6n （女Jl手）

王三

便 pian 见下。
另见 81 页 bian 。

E便便E pianpian 圆形容肥胖z 大腹～。

E便直 pian·yi O 圈价钱低z ～货。＠固不
应得的利益2 占～。＠圈使得到便宜z ～了

你。
另见 82 页 bianyi 。

骄… pion o 并列的；对偶也～句｜
（尉）～肩（肩挨着肩，形容人多）。＠

CP怡的圈姓。

E骄衍jj] pi6nli 圈文章的对偶句法。

E骄拇枝指】 pi6nm心－zhlzhi 骄拇，指脚的大拇
指跟二拇指相连；枝指，指子的大拇指或小拇
指旁边多长出来的一个子指。骄拇枝指比喻
多余的或不必要的事物。

E骄体E pi6nti ~要求词句整齐对偶的文体，
重视声韵的和谐和辞藻的华丽，盛行于六朝
（区别于“散体”）。

E耕填E pi6nti6n 同“骄阂”。

E骄阕E pi6nti6n （书〉圈聚集；罗列：士女～。

也作骄填。
Z耕文E pi6nw岳n 圈用耕体写的文章。

E骄枝E pianzhl ＜书〉圈拼拇枝指的略语：～

机构。

脐 pian 见下

E脐子服足E pi6nshou-zhlzu 子和脚都磨出老

茧，形容十分辛勤劳苦。也说子脱足眠。
E脐月底】 pi6nzhl ~茧子。也作跻踩。
E脐ij~体E pi6nzhlti ~大脑两半球的底部联
合大脑两半球的神经纤维组织。（图见 941

页“人的脑”）

嫩 pian 见下。

U触目 pi6njuan ＜书） Ifill 0 美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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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 c ~14) 

诵（前） piiin （方〉圈夸耀g显示：～能。

塌 piiin 长崎C Ch6nghep i iin ），地名，在
四川｜。

飞

pian c 欠l与）

片 pion O 川圈平而薄的东西，耐不
很大：布～儿｜玻璃～儿｜纸～川明信～。＠

指影视片：～约｜～酬｜科教～。＠（～儿）圈

指较大地区内划分的较小地区z 分～传达。＠

障］用刀横割成薄片（多指肉）：～肉片儿。＠

不全的；零星的F简短的：～面｜～刻｜～言｜～

纸只字。。 [IJ a) （～儿）用于成片的东西·两

～儿药 1 一～树叶｜几～面包。 b）用于地面和水

面等：一～草地｜一～汪洋。。用于景色、气
象、声音、语言、心意等（数词限用“一”） ：一～

春色｜一～新气象 l 一～欢腾｜一～脚步声！一～
胡言｜一～真心。 8 CPian）圈姓。
好见 996 页 piano

E片场】 pianchang 圈影视片拍摄的现场＝～

纪实｜去～采访。

E片酬E pianch6u l萄付给参加拍摄影视片的
演员的报酬。

E片段E pianduan 圈整体当中的一段（多指文
章、小说、戏剧、生活、经历等）。也作片断。

E片断E pianduan O 同“片段”。＠［殖属性

词。零碎的，不完整的z ～经验｜～的社会现
象。

E片花E pianhua 圈为影视片制作的宣传短
片，一般有影视片中的精彩片段、拍摄花絮等。

E片剂】 pianji 画片状的药剂。
E片甲不存E pianji凸－bucun →片铠甲也没有



了，形容全军被消灭。也说片甲不留。
E片甲不留】 pianj1凸－buliu 片甲不存。
E片刻E pianke ~极短的时间s→会JL ：～不离｜

稍等～。
E片面】 pianmian O 圈单方面；一个方面z ～

之词。（！＞［~偏于一面的（跟“全面”相对） :~ 
性｜～地看问题｜这种观点大～。

E片面性E pianmianxing 圆形而上学思想方

法的一种表现。在认识事物时，不是全面地去
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而是抹杀事物所固有的
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

E片， L会E pianrhui ＜口〉圈按地区临时分组召

开的会。
E片JL警E pianrjing ＜口〉圈负责某一片地区社

会治安工作的警察。
E片JL汤J pianrtang 圈一种面食，用和Chuo)

好了的面拼成薄片儿，弄成小块儿，煮熟连汤

吃。

E片时J pianshi ~片刻。

E片头E piant6u ~影视片主要内容前面的部
分，一般有片名、制片厂名、演职员名等。

E片瓦无存】 pianw凸 wucun 一块整瓦也没有

了，形容房屋全被毁坏。

E片尾E pianw品l 圈影视片主要内容后面的部
分，一般有演职员名和协助拍摄单位名等。

E片言J pianyan 圈简短的几句话2 ～只语｜～

可决。
E片言只语】 pianyan-zhTy心见 1677 页【只言

片i吾］，
E片言只字E pianyan zhlzi 片纸只字。

E片源E pianyuan ~放映、播放的影视片的来

源g ～丰富。
E片约E pianyu岳圈约请演员、导演等参加拍
摄某部影视片所签订的协议。

E片纸只字E pianzhi-zhlzi 指零碎的文字材料。

也说片言只字。
E片子E pian·zi 圈＠片①z 铁～。＠名片。

另见 996 页 pion· zi, 

骗1 斗 。ian 圈＠用谎言或诡计使人
（蹦）自；欺骗z ～人｜受～。＠用

欺骗的手段取得2 ～钱。

骗2ι … pi an 侧身抬起一条腿
惆（蝙、誉。）跨上：～马｜～腿儿。

[!J扇l'Cl pianhui 画用虚假无效的凭证、单据或
其他手段骗购外汇。

E骗局E pianju 圈骗人的圈套2 设下～o

E骗马E pianma 圈骗腿儿上马。

E骗取】 pianq心理目用欺骗的手段取得：～钱

财｜～爱情｜～上级的信任。

片骗剿漂憬缭 I pion~ pioo I ” 9 I 

E骗术E pianshu 圈骗人的伎俩。

E骗税J pian;; shui ［到用假报出口或其他非法
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E骗腿JLl piantuir ＜口〉圈侧身抬起一条腿z

他一～跳上自行车就走了。

E骗子E pian•zi 圈骗取财物、名誉的人；玩弄

骗术摘阴谋的人2 江湖～｜政治～。

C二豆丽QC到乙二I

面rr pioo ＠抢劫；掠夺2 ～掠｜～窃。＠动
刁可』作敏捷2 ～悍。
［~事l悍E piaohan 回敏捷而勇猛。也作镖悍。

E剿窃E piaoqie 圈抄袭窃取（别人的著作或其

他成果）：涉嫌～l～行为。
E票j取E piaoqu 圃票j窃。

E票j袭E piaoxi l量票j窃；抄袭。

守西 pico 画＠停留在液体表面不下沉s 树
1刀飞叶在水面上～着。＠浮在液体表面顺着
液体流动或风吹动的方向移动：远远～过来
一只小船。
另见 1001 页 piao; 1001 页 piao 。

E漂泊】（飘泊） piaob6 圈。随波浮动或停泊：

游艇～在附近的海面上。 0 It喻流落在外，四
处流浪z ～异乡。

E漂荡J piaodang 圈＠随波漂动z 小船在水

中～。＠漂泊②。
E漂动E piaodong 遣回随着波浪等移动；漂②z

竹绕在水面上～。

E漂浮E piaofu o 画漂①z 水上～着几只小船二三

。离开了幼儿园，孩子们的笑容总是～在我的王军主
脑海里。＠圆形容工作、学习等不踏实，不深王三
入z 作风～。也作飘浮。

E漂零E piaoling 见 1000 页【飘零］。

E漂流］（飘流l piaoliu 圈＠漂在水而随水浮

动3 沿江～进行科学考察。＠漂泊；流浪z ～
四海。

E漂JLl piaor ＜方）~鱼漂。
E漂洋过海E piaoyang-guohai 乘船渡过海洋，
指远离家乡，前往海外异国他乡。

E漂移J piaoyi 画在液体表面漂浮移动。

E漂游l piaoy6u ~ O 轻缓地漂动：顺水～。
＠漂泊CZ) ，四处～。

』阳Ji piao ＜书〉同“剩”②。
l刁亏
E隙悍E piaohan 同“军事l悍”。

b面 , . piao 见下。

窃毛（嫖）另见山01 页 piao,



王三

p1ao piao ｜缭飘螺朴嫖瓢藻

E缭纱］ piaomi凸o 圃形容隐隐约约，若有若

无＝虚无～｜云雾～。也作飘渺。

飘 piao O 圃随风摇动或
（飘、随）飞扬z ～动｜～摇 1～落｜红

旗～～l外面～着雪花。＠圆形容腿部发软，
走路不稳z 两腿发～。＠ [Ml 轻浮；不踏实2 作
风有点儿～。 O (Piao）画姓。

E飘泊1 piaob6 见 999 页I漂泊l 0 

E飘窗】 piaochuang IBJ 凸窗。

E飘带1 piaodai c～儿）圈旗帜、衣帽等上面做
装饰的带子，可随风飘动。

E飘荡E piaodang 画＠随风飘动＝红旗在空
中～l校园里～着欢乐的歌声。＠漂泊⑦2 弃
家避难，四处～。

E飘动E piaodong 

云在天空中～。

国（随着风等）摆动；飘：白

E飘拂E piaofu 圈轻轻飘动2 白云～。

E飘浮E piaofu O l虱飘①：天上～着朵朵白
云。＠同“漂浮”②。

E飘红E piaoh6ng 画指股票等证券的价格普
遍上涨。证券交易场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
价格上涨时用红色，价格普遍上涨时显示屏上
以红色为主，所以说飘红。

E飘忽E piaohu 画＠（风、云等）轻快地移动：
烟雾～。＠摇摆g浮动z 情绪～不定。

E飘零］（漂零） piaoling ~ 0 C花、叶等）坠落；

飘落z 秋叶～｜雪花～。＠比喻流落在外，失
去依靠z 四处～｜～半世。

E飘流】 piaoliu 见 999 页【漂流1。
E飘绿E piaolu 圈指股票等证券的价格普遍下
跌。证券交易场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价格

下跌时用绿色，价格普遍下跌时显示屏上以绿
色为主，所以说飘绿。

E飘落E piaoluo 画飘着降落下来．黄叶～｜伞
兵徐徐～。

E飘渺E piaomi凸o 同“缭纱”。
E飘飘然E piaopiaoran 圈。轻飘飘的，好像

浮在空中 z 喝了几杯酒，脚下不觉有些～。＠
形容很得意（多含贬义）：听了几句奉承话，他

不由得～起来。
E飘然E piaoran 圃＠形容飘摇的样子z 浮云

～而过。＠形容轻捷或迅速的样子z 他骑上
白马～而去。＠形容轻松愉快的样子z ～自

在。
E飘洒E piaosa O 画飘舞着落下来＝细雨～｜

天空～着雪花。＠圈（姿态）自然；不呆板2 他
写的字很～｜仪态～。

E飘削 piaosan 圈（烟雾、气体等）飘扬散开；

飞散2 炊烟随着晚风袅袅～｜微风里～着一股

清香。
E飘逝】 piaoshi

消逝：岁月～o
画＠飘动流散z 白云～。＠

E飘舞】 piaowu 圈随风飞舞或摇摆＝雪花漫

天～｜柳条迎风～o
E飘扬】 piaoyang 画画在空中随风摆动z 五星红

旗迎风～。也作飘赂。

E飘隔】 piaoyang 同“飘扬”。

E飘摇】（飘飘） piaoyao ［司。随风飘动摇摆z

烟云缭绕，～上升。＠动荡不安；囚处漂泊＝
风雨～。

E飘曳】 piaove

风中～o
［司随风摆动；摇曳：柳枝在晨

E飘移］ piaoyi F现在空中随风移动g 降落伞向

着目标方向～。

E飘逸］ piaoyi O 圈洒脱，自然，与众不同：神
采～｜字体俊秀而～。＠画飘浮；飘散z 白云
～｜院子里～着花香。

E飘溢1 piaoyi 画飘荡洋溢z 公园里～着兰花
的阵阵清香。

E飘悠】 piao•you 画在空中或水面上轻缓地

浮动z 小船在水里慢慢地～着｜几片树叶飘飘

悠悠地落下来。
E飘游】 piaoy6u 圈＠轻缓地飘动z 云烟在山
｜可～。＠漂泊②：四处～。

由西 piao 见下。
4步t』、

E螺虫自】 piaoxiao

药。

E 虫堂邮的卵块，干燥后可入

, 
piao （欠l么）

朴
PUo 

嫖（嘀）哇。

Piao ［望姓。

另见 1011 页 p己； 1012 页 po; 1017 页

［通男子玩弄妓女：～妓｜

也票客】 piaoke 圈指玩弄妓女的男子。

E嫖宿】 piaosu 圈嫖妓（强调在一起过夜）。

面l1f piao c～儿）圈用来函水或撮取面粉等
习罗J.\ 的器具，多用对半剖开的稳瓜做成，也有
用木头挖成的。

E瓢虫E pi6och6ng 圈昆虫，成虫半球形，头

小，颜色不一，前翅坚硬，多有黑色或黄色斑

点。幼虫体略长，尾端细小。种类很多，多数
吃朗虫、介壳虫等害虫，对农业、林业有益。

E瓢泼E piaopo 圆形容闹大2 ～大雨｜暴雨～。

革苗 piao ＜方〉［重浮萍。
天F主



I/ 

pl凸0 （欠l么）

事拜漂镖瞟票僚萦嘿漂骤 I piao - piao I 何时｜

务的金融业组织，最早白山西商人经营。在清
末曾操纵全国的金融，是当时最大的商业资
本。也叫票庄。

享 p的0 ＜书〉同“辱”
另见 401 页 tu 。

拜 pi凸0 川2 页1酬。

J西Ii pi凸o 圃＠漂白：～过的布特别白。＠
忘习亏用水冲去杂质．～朱砂。

另见 999 页 piao; 1001 页 piao"

E漂臼E pi凸obai 圈。使本色或带颜色的纤
维、织品等变成白色，通常使用过氧化氢、次氯
酸苦内、漂白粉和二氧化硫等。＠比喻通过某
些手段，把非法所得变成合法所得2 这个贪官

把大量赃款～后存往国外。
E漂白粉】 pi凸obaif岳『1 圈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CaCCICJ），＂白色粉末，有氯气的气味，是常用
的消毒剂和漂白剂。

E漂染E pi归的n 圈＠对纺织品进行漂白和染

色。＠染（发）：把头发～成棕色。
E漂洗l pi凸oxi ［到用水冲洗3 ～衣裳。
L哥Ji . pi凸0 ＜书〉＠青白色。＠青自

琼（嫖）色丝织品。
另见 999 页 pioo"

Jtilli pi凸o 画斜着眼睛看：他一面说话，一面
t饲＇用眼～老李。

、

piao c 欠l么）

票 piao O 画作为凭证的纸片z 车～｜戏
～｜投～。＠（～儿）圈钞票g 大～｜零～儿。

＠（～儿）圈指绑架者用来勒索钱财的人质z

绑～儿｜赎～儿。＠〈方〉国批；桩z 一～

货！一～生意｜一～买卖。＠指非职业性的戏
曲表演z 玩儿～｜～友儿。 0 CPiao）圈姓。

E票额E piao’自圆票面数额。

E票贩子E piaofan·zi 圈倒卖车票、船票或入
场券等从中非法牟利的人。

E票房】1 piaofang IBJ O 戏院、火车站、轮船码
头等处的售票处。＠指票房价值2 这部影片
全市～已经突破一千万元。

E票房】2 piaofang c～儿） I富票友聚会练习的

处所。
E票房价值l piaofang i iazhi 指上演电影、戏

剧等因卖票而获得的经济效益。

E票根E piaogen IBJ 票据的存根。

E票号l piaohao IBJ 旧时一种以汇兑为主要业

E票汇l piaohui 圃凭邮局或银行签发的汇款
票据领取汇款的汇兑。

E票据E piaoju 圈。按照法律规定形式制成

的写明有支付一定货币金额义务的证券。＠

出纳或运送货物的凭证。
E票决l piaoju合国］通过投票决定：村民～拆

迁事宜。

E票妇 piaokuan 函。买票或卖票的钱2 垫

付～｜～收入。＠票据和款项2 ～两清｜～分
离。

E票面E piaomian 圈钞票和某些票据上所标

明的金额。

E襄品】 piaopin 圈邮票、明信片、小型张等邮

品的统称。

E票箱】 piaoxiang 圈用来投入选票或门票等

的箱子，上部有投票口。
E票选】 piaoxuan l却用投票的方式选举。

E票友l piao忡u （～儿）圈称业余的戏曲演员。

E票证l piaozheng ［＝苞由有关部门发的购买菜
些物品等的凭证，如我国曾经使用过的粮票、
油票、布票等。

E票庄E piaozhuang IBJ 票号。

E票子E piao·zi 圈钞票。

I面 piao ＜书〉＠轻便敏捷z ～悍（轻捷勇

l刁亏猛）。＠轻薄。
票 piao 用于地名 z ～草乡（在重庆）。

瞟 piao ＜书〉础。

E螺岭E piaoling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盹N，＂无色晶体，它的衍生物腺瞟岭、鸟
瞟岭是核酸的重要组成成分。〔英 purine]

J田王 pia口〈方〉圈（事情、账目等）落空＝那事
1刀亏没有什么指望，～了。

另见 999 页 pioo; 1001 页 piao 。

E漂亮E piao·liang E昆＠好看；美观z 她长得

～｜衣服～｜节日里，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出色g 事情办得～｜打了一个～仗｜普通话说
得很～。

E漂亮话E piao ·I ianghua 啤说得好昕而不兑
现的话：说～没有用，做出来才算。

11面~ piao 〈书〉＠形容马快跑。＠
掠（瞟）主猛： ~~ 0 

另见 86 页 bioo 。

E骤骑E piaoqi Cl日读 piaoj)）圈古代将军的

名号2 ～将军。

主



1002 I pi邑 pTn I 矢撇瞥羞撇辙要拼

因要生也

主主 pi岳圈氢的同位素之一，符号＇H。原子
J L 核中有一个质子，是氢的主要成分，普通
的氢中含有99. 98%的矢。
撇1 pi岳圈弃置不顾g抛弃， ~ Jtl -:ifL I 把老

一套都～了。

撤回可从液体表面上轻轻地曰：～油｜
～沫儿。
另见 1002 页 pi品。

脱开E pi岳11·kai ~放在－边$丢开不管z 撇得
开｜撇不开｜先～次要问题不谈，只谈主要的两点。

由敝弃E pi岳qi 圃抛弃s丢开z ～不顾。

瞥同画很快地看一下：一～｜弟弟刚要插
嘴，哥哥～了他一眼。

E瞥见E pi岳jian 画一眼看见z 在街上，无意问
～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E瞥视E pi岳shi 圈很快地看一下z 他和蔼地～
了一下每个听讲学生。

v 
pie c 欠Ht)

羞 pi岳见下。

E去蓝E pie•lan 圈。甘蓝的一种，叶子卵形或
长圆形，有长柄，花黄白色。茎部发达，扁圆
形，肉质，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茎。 II
也叫球茎甘蓝。

三至三呈七灿 pi岳＠画平着扔出去2 ～砖头｜～手榴
军~~用几弹。把早晨说的事～到脑后去了。＠圈
三三三言 倾斜＝他是八字脚，走起路来向外～。＠圈用

撇嘴的动作表示轻视、不以为然或不高兴等：
她嘴一～，什么也没说，走开了。＠（～儿）圈
汉字的笔画，向左斜下，形状是“／”。＠（～儿〕

圈用于像撇儿的东西z 他留着两～儿胡子。
另见 1002 页 pi岳。

E散嘴E pi岛zui 画下唇向前伸，嘴角向下，表
示轻视、不以为然或不高兴z ～摇头｜小孩儿～
要哭。
辙…口i岳〈方〉烧翩翩口锅，用于

（撇）衅，表示是烧盐的地方：潘家～
（在江苏）。

、

pie c ~I廿）

要前见下。

E要屑E piexie ＜书＞ ~图形容衣服飘动。

[ 些巴拿hL二3

拼1 pTn ~ 0 倒也酷斗｜～音｜
～版｜把两块木板～起来。＠几个人拼

合起来做某事z ～车｜～饭｜～购。

拼2 … pTn ~o 不顾一切地干都
（＂＇！拚） ili去2 ～命｜跟敌人～到底。

＠比拼z ～技术｜～实力。
“拚”另见 978 页 pano

E拼版J pTn;;ban 画按书刊要求的大小和式

样，把排好顺序的文字、图片等拼成版面。
E拼比】 pTnbi 画比拼g拼争2 ～实力。

E拼搏】 pTnb6 圈使出全部力量搏斗或争取z

顽强～｜～精神｜日夜奋战，与洪水～。
E拼车E pTn;;ch岳画几个同路的人共同使用→
辆车出行，费用分摊。

E拼刺E pTnci 自动］＠军事训练时拿着木枪两人
对刺。＠步兵打仗时短距离接触，用上了枪
刺的枪支格斗。

E拼凑E pTncou 圈把零碎的或分散的合在一

起：她把零碎的花布～起来做了个靠垫｜东借
一点儿，西借一点儿，～了几千元。

E拼购E pTngoL』圈几个人合在一起购物，费用

分摊2 三人～了一箱特价促销啤酒。

E拼合E pTnhe 自由合在一起；组合z 把七巧板重
新～起来。

E拼接E pTnji岳画拼合连接g 把几块木板～在

一起。
E拼客E pink岳圈指与他人合在一起做某事或

参与某项活动以分摊成本、共享优惠的人。
E拼力】 pTnli 画使出全部力量z 登山队员～登

顶｜～挣脱束缚。
E拼命E pTn;;ming 0 画把性命豁出去g以性
命相拼2 跟歹徒～。＠画尽最大的力量z极

度地z ～地工作｜～往山顶爬。
E拼盘】 pTnp6n （～儿）圈用两种以上的凉菜

（多为卤肉、海蛮、松花等冷荤）摆在一个菜盘
里拼成的菜。

E拼抢E pTnqiang E到拼力争抢g奋力争夺＝～

制高点｜我队队员积极～，遏制住了对方进攻的
势头。

E拼杀E pTnsh画画拼命搏杀，泛指奋力争胜2

双方～得异常激烈。

E拼死J pTnsr 圃拼命②z ～挣扎。

E拼死拼活E pTnsi-pTnhu6 O 不顾一切地斗
争；拼个死活。＠用尽全部精力z 他整天～地



干。

E拼图l plntu O c 「f一）［疆拼合图形，特指把若
干零散元序的小块图形拼合成完整的图形，是

一种智力游戏。＠圈拼合图形的玩具或教

具z 给孩子买了一幅～。
E拼写E plnx1岳圈用拼音字母按照拼音规则书

写。

E拼音E pinyin 画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素结
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音，如 b 和 iao 拼成
biaoC丰示）。

E拼音文字l pinyin wenzi 用符号（字母）来表

示语音的文字。现代世界各国所用的文字多
数是拼音文字，我国的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等
也都是拼音文字。参看 1561 页【音素文字1、
1561 页1音节文字1。

E拼音字母E pinyin zim凸＠拼音文字所用的
字母。＠指《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为汉字注
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

E拼争E plnzh岳ng rn国尽全力争夺；尽力抗争g

奋力～｜～到底。
E拼装E plnzhuang 画拼合组装：这辆车是用

旧零件～起来的。
E拼缀E plnzhui 画连接g组合z 图案由许多大
小不等的三角形～而成。
拼 pin 非夫妻关系而发生性行为zι夫 i～

妇。
E娇居E pin ju 圈非夫妻关系而同居。
E拼头E pln•tou IBl 非夫妻关系而发生性行为
的男女，也指有这种关系的男方或女方。

, 
pin c 欠1'1)

就… pin ＜书〉珍珠。
（祷蜡）

....？与~1 ，、口in ＠穷（跟

负 （贫）二民｜～苦｜～病交加。＠缺少; 
不足z ～血。＠用于僧道的自称：～僧｜～道。
0 (Pin) 1BJ 姓。

4当~z ，、 口in ＜方〉圃絮叨可庆2 这个人

负 （贫）如～｜你老说那些话，听着怪～
的。

E贫乏E pinto E国＠贫穷z 家境～。＠缺少；
不丰富s 内容～｜知识～ 1生活经验～。

E贫寒l pinhan 圃穷苦z 家境～｜～人家。

E贫化铀E pinhuay6u 圈从金属铀中提炼出

铀 235后的副产品，主要成分是铀－ 238 ，有

低放射性。简称贫铀。
E贫癖E pinji Ifill （土地〉薄；不肥沃。

拼娇就贫频 I pin pin I 1003 I 

E贫贱l pinjian E国指贫穷而社会地位低下：～

不移（不因贫贱而改变志向）。
E贫窦E pinju ＜书〉圃贫穷。
E贫苦E pink心庄园贫困穷苦；生活资料不足z ~ 
出身！家境～o

E贫矿E pinkuang 圈品位较低的矿石或矿体。

E贫困E pinkun ~园生活困难；贫穷g ～潦倒！～
的山区改变了面貌。

E贫困线E pinkunxian 圈＠贫穷困苦的边缘。
＠政府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规定的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

E贫民E pinmin IBl 生活穷苦的人。
E贫民窟E pinminku 圈指城市中贫苦人聚居
的地方。

E贫农l pinn6ng 圈旧时农村中完全没有土地

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和一些小农具的人。一
般依靠租种土地生活，也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E贫气】1 pin·qi E国行动、态度不大方3小气。

E贫气Y pin叩圈絮叨可厌＝一句话说了又说，

真～o
E贫穷E pinqi6ng 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缺

乏z 消除～ l～的山村变得富裕起来。
E贫弱E pinruo ~回贫穷衰弱（多指国家、民族） : 
旧中国国力～。

E贫水E pinshui 圆缺乏水资源z ～地区。

E贫血E pinxue ~副人体的血液中红细胞的数
量或血红蛋白的含量低于正常的数值时叫作
贫血。通常局部血量减少也叫贫血，如脑贫

血。
E贫泊】 piny6u 圆缺乏石油资源。

E贫铀】 piny。u IBl 贫化铀的简称。

E贫铀弹E piny6udan 圈指以贫化铀为主要原

料制成的炸弹、炮弹或枪弹，穿甲能力强，爆炸
威力大。其中的放射性物质会长期污染环境，
损害人的健康。也叫脏弹。

E贫嘴E pinzui 圈爱多说废话或开玩笑的话z

耍～｜～滑舌。
E贫嘴薄舌E pinzui-b6sh自指话多而尖酸刻薄，

使人讨厌。也说贫嘴贱舌。
E贫嘴贱舌】 pinzui-jianshe 贫嘴薄舌。

频… pin 0 屡次；连续几次3次数多z
（频）～传｜尿～｜～～点头。＠频率z

高～｜调～｜～段。
E频传E pinchuan 圈接连不断地传来（多指好

的消息）：捷报～｜喜讯～。
E频次E pinci 固指某事物在一定时间、一定范
围内重复出现的次数。

E频带E pindai 圈介于两个特定频率之间的所

有频率的连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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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道E pindao 圈在电视广播中，高频影像信
号和伴音信号占有的一定宽度的频带。

E频度E pindu 圈通常指频率②。
E频段】 pinduan l望把无线电波按频率不同而

分成的段，有低频、中频、高频、超高频等。
E频发E pinfa 圈频繁地发生；经常发生（多指

不好的事情）：电脑病毒～｜这个急转弯路段～

交通事故。
E频繁l pinfan E园（次数）多 z 交往～｜～接触。

E频率】 pinlu 圈。物体每秒振动的次数，单位
是赫兹。＠在单位时间内某种事情发生的次

数。
E频密E pinmi 回（次数）多而密；频繁＝由于赛
事过于～，队员的体力普遍下降。

E频频E pin pin 圈连续不断地3多次地z ～撑
手｜～举杯。

E频谱】 pinpu』圈复杂振动分解为振幅不同和

频率不同的简单的振动，它们的幅值按频率排
列的图形叫作频谱。广泛应用在声学、光学和
无线电技术等方面。

E频仍E pinreng ＜书〉圈连续不断（多用于坏
的方面） ：灾害～。

E频数E pinshuo ＜书）~次数多而密z 病人腹
涓～。

娱（壤）
藏（藏）

pin 〈书〉皇帝的妾；皇宫中的女
官z ～妃。
pin 圈藏类植物，生在浅水中，

茎横生在泥中，质柔软，有分校，叶
柄长，四片小叶生在叶柄顶端，像“田”字。也
叫田字草。

“蜜”另见 1010 页 ping “苹”。

顿（颐） pin ＜叫“辈”

肇 pin ＜书〉 2 ～眉｜一～一笑（荤） ~ 
E肇楚l pincu 〈书〉画画皱着眉头，形容忧愁：双
眉～。

" pTn （欠Jl-y ) 

口 pin 0 物品：商～｜产～｜精～1极～ i 战
口口利～。＠等级：上～｜下～。＠封建时代
官吏的级别，共分九品。。种类z ～种｜～类。
＠品质；品行：人～｜～德｜～学兼优。＠圈
辨别好坏；品评z ～茶｜这人究竟怎么样，你慢
慢就～出来了。＠画〈书〉吹奏（管乐器，多指

萧） ：～萧｜～竹弹丝。 0 (Pin）圈姓。

E品尝E pinchang ll;国仔细地辨别；尝试（滋味） : 

～鲜桃｜～名酒。
E品德E plnd岳圈品质道德＝～高尚。

E品第E plndi ＜书〉＠圈指等级、地位。＠［量
评定高低，分列等次。

E品读E pindu 画仔细阅读、品味：有些老书多
年后再来～，仍能读出新意。

E品格】 plnge 圈。品’性；品行：～高尚。＠

指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和风格：他近期和早
期的绘画～迥异。

E品红】 plnh6ng E回比大红赂、浅的红色。

E品级】 pinji IBl 0 古代官吏的等级。＠各种
产品、商品的等级。

E品吁吁 piniie 画品行节操z ～卓异n
E品蓝】 pinion 圃略带红的蓝色。
E品类】 pinlei I望种类：～繁多。

E品绿E plnlu 画像青竹那样的绿色。
E品貌E plnmao 圈＠人品和相貌z ～兼优。
＠相貌z ～俊俏。

E品名E plnming 圈物品的名称。

E品目I pinmu IBJ 物品的名目：～繁多。
E品牌l pi叩ai 画产品的牌子，特指著名产品

的牌子：新～｜～机｜～效应。
E品评l pinping 画评论高下、优劣2 ～诗文｜～

产品质量｜服饰设计～。
E品色】 pinse 圈＠品种花色z ～齐全。＠指
品红、品蓝、品绿等颜色。

E品赏】 pinshang 圈品味；欣赏2 ～历代名画。

E品题E pinti ＜书〉画评论（人物、作品等）。
E品头论足E pint6u-lunzu 评头论足。

E品玩】 pinwan 画品评赏玩：～奇石。
E品位】 pinwei 圈。〈书〉指官吏的品级；官
阶。＠矿石中有用元素或有用矿物含量的百
分率，百分率越大，品位越高。＠泛指人或事

物的品质，Jj(平z 高～的蚕丝｜节目的艺术～较
高｜他的谈吐很有～。

E品味E pinwei O 画尝试滋味；品尝：经专家
～，认为酒质优良08 画仔细体会；玩味z 他
经过细细～，才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圈

（物品的）品质和风味z 由于吸收了异味，茶叶
～大受影响。。画格调和趣味：～高雅。

E品系】 plnxi 圈指来源于同一祖先，性状表现

大致相同的一群个体。
E品相E plnxiang IBl 邮品、书籍、艺术品等外观

的完美程度。泛指物品的外观。

E品行】 pinxing 圈有关道德的行为2 ～端正。

E品性l pinxing 圈品质性格z ～敦厚口
E品议E plnyi 圃品评。

E品月E pinyue ~回浅蓝色。
E品藻E pinzao ＜书〉自由品评；评论（人物等）。



品桶化聘乒傅海姆平 I pTn ping I 1005 

E品质l plnzhi 圈＠行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 I L.tr.坛l plngtan 圈指乒乓球界：～新秀。
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2 道德～。＠物品的 11由 ping 见 828 页I伶侮］ o

质量z 江西瓷～优良。 I I~ 
E品种E pTnzh凸ng 圈＠经过人工选择和培育、 l 。由 ping ＜书〉水流的样子。
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和共同遗传特点的一群生 I 1 ':;1 
物体（通常指栽培植物、牲畜、家禽等）。＠泛｜台由 ping 见下。

指产品的种类：增加花色～｜～齐全。 ｜只V
榻 pTn 画一个屋架叫一榻。 ｜鹏婷】叫ng ＜书〉圆形容女子的姿态美z

I 体态～｜举止～。

、

pin c 女117)

化 pin 雌性的喃喃阳”相对）：斗｜
～鸡。

聘 pin 0 ~聘请z ～任｜～用｜～他当顾问。
＠〈书〉聘问 z 报～l～使往来。＠定亲z

～礼。＠〈口〉圈女子出嫁g 出～｜～姑娘。

E聘金E pinjjn 圈＠旧俗订婚时，男方送给女
方的钱财。＠聘请人做事所付给的钱。

E聘丰Ll pin11 函＠订婚时，男家向女家下的彩

礼。＠聘请人做事时表示敬意的礼物。
E聘期E pinql 1'81 聘用的期限2 ～三年｜～已满。

E聘请E pinqTng 圈请人承担工作或担任职务g
～教师 l～专家指导。

E聘任E pinren ~聘请人担任（职务）：～制｜工
厂～他为总工程师。

E聘书E pinshu 圈聘请某人承担工作或担任

职务的文书。
E聘问】 pinwen ~古代指代表本国政府访问

友邦。
E聘用l pinyong 圈聘请任用；聘任：～制 l～

贤能｜～技术人员。
E聘约E pinyu岳圈聘用人的合约2 解除～。

国些旦王旦旦

乒 ping 。因形容放枪或东西撞击的声
音z ～的一声枪响。＠指乒乓球z 世～赛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坛。
【乒乓E plngpang 0 匮理形容东西撞击的声
音：雹子打在屋顶上～乱响。＠圈乒乓球
①z 打～。

E乒乓球E plngpang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
一，在球台中央支着球网，双方分站在球台两
端，待球在台上弹起后用球拍将球打向对方台
面。有单打和双打两种。＠乒乓球运动使用
的球，用赛璐珞制成。

, 
ping c 欠IL)

平向阳表团没有高低凹凸，不倾斜z
～底｜～坦 l马路很～｜把纸铺～了。＠圈

使平：～了三亩地｜把沟～了种庄稼。＠回两

相比较没有高低、先后g不相上下z ～辈｜～列｜
～局｜～起～坐｜这场球赛双方打～了。。画

达到相同的高度z ～槽｜～了世界纪录。＠平
均；公平：～分｜持～之论。＠安定：风～浪

静｜心～气和。＠用武力镇压g平定 z ～叛 l～
乱。＠圈抑止（怒气）：你先把气～下去再说。

＠经常的；普通的z ～时｜～淡。＠平声2 ～
仄｜～上去入。$ (Ping）圈姓。

E平安E ping ’。n 圈没有事故，没有危险；平稳
安全z ～无事｜一路～｜平平安安地到达目的
地。

E平安夜E ping ’。nye 圈圣诞节前夜。奥地利
人摩尔于 1818 年 12 月 24 日圣诞夜即兴创

作圣诞歌曲《平安夜》，后广为流传，所以称圣
诞节前夜为平安夜。

E平白l pingbai O 圆元缘无故z ～无故｜～地

挨了他一顿骂。＠圈（文辞等）浅显通俗＝诗
句～如话。

E平板E pingban 圃平淡死板，没有曲折变化＝

样式～｜他一句一句～地说下去。
【平板车l pingbanch岳圈＠运货的三轮车，

载货的部分是平板。也叫平板三轮儿。＠没
有车帮的大型运货卡车。

E平板电脑］ pingb凸n diann凸o 指平板计算机。

E平板计算机E pingban jisuanjj 便携式电子计
算机的一种，以触摸屏为基本输入设备，可以

通过屏幕上的软键盘或内置的手写识别系统、
语音识UJU系统等进行操作。因外形略像一块
平板，所以叫平板计算机。

E平板三轮JL] pingb凸n sanlunr 平板军①。

E平板仪E pingbanyi 圈测最地形用的仪器，可

以测量高度和距离，由照准仪（用于瞄准方向
和测距的仪器）、图板和三脚架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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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平版l pingbon 圈版面空白部分和印刷部分

都没有凹凸纹的印刷版，如石版、金属平版等。
E平辈E pingb岳i 固相同的辈分。
E平步青云E pingbu-qlngyun 比喻一下子达到

很高的地位。
E平仓l pingcang 圈指投资者为保持持仓量
不变而进行的先买后卖或先卖后买的交易过
程。

［平槽E ping;;cao 圃江河的水面高达河岸z

雨下得平了槽。
E平产l pingchan 圈与相比较的产量大体相

当 z 今年全县各乡粮食增产的多，～和减产的
少。

E平常E pingchang O ~普通s不特别z 话虽

～，意义却很深刻。＠圈平时z 他虽然身体不
好，但～很少请假。

E平车E pingch岳圈。铁路货车的一种，没有

车顶和车壁，用来装运大型建筑材料、压延钢

材或各种机器、车辆等。＠没有车帮的兽力
车或人力车。＠医院用来运送病人的车子，
病人可以平躺在上面。

E平畴l pingch6u （书〉圈平坦的田地：千里
～｜～沃野。

E平Jiil pingchuan 圈地势平坦的地方·～广

野｜一马～。
E平旦E pingdan ＜书〉圈天亮的时候。
E平淡E pingdan 圈（事物、文章等）乎常；没有

曲折z ～无奇｜～无味｜语调～。

E平等l pingd岳ng 圈＠指人们在社会、政治、
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泛指地
位相等z ～互利｜男女～。

E平袋l pingdi 圈旧时指官府在丰年用平价买

进粮食，以待荒年卖出。

E平地E pingdi O 函平坦的土地2 找一块～修
操场。＠（－←）圈把土地整平2 播种前要翻
地、～。

E平地风波E pingdi-f岳ngba 比喻突然发生的

事故或纠纷。
E平地楼台l pingdi-16utai 比喻原来没有基础
而臼子建立起来的事业。

E平地一声雷E pingdi yl sheng I岳l 比喻名声

地位突然升高，使人震惊。也比喻突然发生一

件惊人的大事。

E平定l pingding 0 圃平稳安定：局势～｜他
的情绪逐渐～下来。＠画使平稳安定z ～情

绪｜～局面。＠圈平息（叛乱等）：～暴乱。
E平动l pingdong 圈物体运动时，物体内任何

两点连成的直线始终保持它的方向不变，这种
运动叫作平动。也叫平移。

E平凡E pingfan 回平常；不稀奇：他们在～的
工作中做出了不～的成绩。

E平反E pingfan ~面把判错的案件或做错的政
治结论改正过来 2 ～昭雪｜～冤案。

E平方E pingfang O 圈指数是 2 的乘方，如

α2 (a•a) ,32 (3 X 3）。＠画指平方米。

E平方米】 pingfangmi 画面积单位，边长 1 米

的正方形的面积是 1 平方米，符号为 m＇。
E平房E pingfang 圈。只有一层的房子（对

“楼房”而言）。＠〈方〉用灰士做顶的平顶房
屋。

E平分E pingf岳n ml)] 平均分配；平均占有其中的

一份＝把遗产～给两个子女｜稿费由几位作者
~ 。

E平分秋色】 pingf岳n-qiuse 指双方各占一半。

E平B~l pingfu O 圃安定z 心情难以～。＠
圃服气z 拿出真本事，才能叫人心里～。

E平复l pingfu 画＠恢复平静z 风浪渐渐～｜

等他情绪～后再说。＠（疾病或创伤）痊愈复
原：病体日渐～o

E平跟］ pingg岳n （～儿）圄属性词。鞋底前后

一样高的z ～鞋。
E平光】 pingguang 圈属性词。屈光度为零的

（眼镜） ：～镜｜太阳镜和防护眼镜都是～的。
E平和】 pinghe O 画（性情或言行）温和：语气

～｜态度～。＠回（药物）作用温和；不剧烈2

药性～。－~园平静；安宁z 气氛～。＠〈方〉
［虱（纷扰）停息 z 这场争端终于～下来。

E平衡】 pingheng O 圈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

或质量上相等或相抵：产销～｜收支～。＠圈
几个力同时作用在一个物体上，各个力互相抵
消，物体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状

态或绕轴匀速转动状态。＠医国使平衡z ～各
方的利益。

E平衡感觉】 pingheng g凸njue 因身体所处位

置的变化而引起的感觉。内耳中的半规管和

前庭等是平衡感觉的器官。
E平衡木E pinghengmu 圈＠女子体操器械的
一种，是一根长而窄的方木头，两端支起并固
定在支架上。＠女子竞技体操项目之一，运
动员在平衡木上做各种动作。

E平滑l pinghua ~国平而光滑z 冰面～如镜。

E平滑肌l pinghuajl 圈由长纺锤形细胞组成

的肌肉，平滑，没有横纹。是构成胃、肠、膀脱
等内脏的肌肉，它的运动不受人的意志支配。
旧称不随意肌。

E平话E pinghua 圈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口头

文学形式，有说有唱，宋代盛行，由韵体散体相
间发展为单纯散体，例如以散文为主的《三国



志平话》、《五代史平话》。也作评话。
E平缓E pinghuan 圈。（地势）平坦，倾斜度
小z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稳z缓慢g 气温
变化～l水流～。＠（心情、声音等）缓和s平
和z 语调～。

E平价E pingjia O 圈平抑上涨的物价。＠函

平抑了的物价z ～米｜～收购。＠圈普通的
价格；公平的价格。。圈指一国本位货币规
定的含金量，也指两个金本位（或银本位）国家
间本位货币法定含金量（或含银量）的比值。

E平交E pingj iao mill 平面交叉。
E平角E pingji凸0 [BJ 一条射线以端点为定点在
平面上旋转半周所成的角。角的一条边是另
一条边的反向延长线。平角为 180° 0 

E平金l pingjln 圈刺绣的一种，在缎面上用金

银色线盘成各种花纹。

E平靖E pingjing 0 圈用武力镇压叛乱，使趋
于安定z ～内乱。＠圈（社会秩序）稳定安

静z 时局～。
E平静E pingjing ~国（心情、环境等）没有不安或
动荡z 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风浪已经～下
去了｜面对指责，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很～。

E平局E pingju 圈比赛不分胜负的局面：双方

战成～。
E平均］ pingjOn 0 画把总数按份儿均匀计算z
～数｜～收入110 筐梨重 500 斤，～每筐重 50

斤。＠圈没有轻重或多少的分别＝～发展｜
～分摊｜数量不太～。

E平均海平面E pingjOn h凸ipingmian 通过长

期观测而确定的海平面的平均位置，用作测量
高度的起点。我国现以 1987 年计算出的黄

海平均海平面为测量起点。
E平均期望寿命E plngjOn qlwang shouming 
人口学中反映人寿命长短的统计指标之一，指
人活到某一年龄后还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
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常简称为平均寿命。

E平均主义E pingjOn zh心yi 主张人们在工资、
劳动、勤务各方面享受一律的待遇的思想，认
为只有绝对平均才算是平等，是个体手工业和
小农经济的产物。

E平空E pingkong 见 1010 页【凭空］ o
E平罚Ul pinglie r到平着排列；平等列举g 不能

把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起来分析。
E平流层E pingliuceng l13l 大气圈中的一层，位
于对流层顶部到距地面约 50 千米的高度范
围。层内气温通常随高度的增加而上升，大气
平稳，以平流运动为主，能见度好，适合高空飞
:fr。

E平炉E pinglu 曰：炼钢炉的一种，放原料的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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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像浅盆，炉体用耐火材料砌成，燃烧用的煤
气和热空气由两侧的开口通人。

E平米E pingml 圈指平方米。

E平面】 pingmian 圈最简单的面。在一个面

内任取两点连成直线，如直线上所有的点都在
这个面上，这个面就是平面。

E平面几何J pingmian jlhe 几何学的一个分
支，研究平面图形的性质，如形状、大小、位置

等。
E平面交叉l pingmian jiaocha 两条或两条以

上相交的道路在同→平面上交叉，常见的有十
字形交叉、丁字形交叉、环形交叉等。

E平面角l pingmianji凸o 画以二面角的棱上

任意一点为端点，在两个面内分别做垂直于棱

的射线，这两条射线所成的角叫作二面角的平
面角。

E平面镜E pingmianjing 圈反射面是平面的镜

子，日常所用的镜子就属于这一种。镜前的物

体在镜中形成虚像，像和物体的大小相同，跟
镜面的距离相等，左右方向相反。

E平面媒体E pingmian meitl 指报纸、杂志等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媒体（区别于“立体媒
体勺。

E平面图E pingmiantu 固＠在平面上所示的

图形。＠构成物体形状的所有线段垂直投影
于平面上所示的图形。

E平民E pingmin 圈泛指普通的人（区别于贵
族或特权阶级）：～百姓。

E平明】 pingming （书〉圈天亮的时候。
E平年E pingnian 圈。阳历没有闰日或农历

没有闰月的年份。阳历平年 365 天，农历平
年 353 天、354 夭或 355 夭。＠农作物收成

平常的年头儿。
E平盘］ pingp6n 函交易市场上的平稳行情，
证券交易市场指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不涨不
跌的价格或指数。

E平叛E ping pan 圈平定叛乱。

E平平］ pingping 固不好不坏s寻常z 表现～！
成绩～ 1相貌～。

E平铺直叙］ pingpO-zhixu 说话或写文章时不

讲求修辞，只把意思简单而直接地叙述出来。
E平起平坐］ pingql-pingzuo 指地位或权力平

等。
E平权l pingquan 圈权利平等，没有大小之

分s 男女～。
E平日E pingri 圈一般的日子（区别于特定的
日子，如节假日或特指的某一天）。

E平绒E pingr6ng 画织物表面有平整而短密

的绒毛的棉织品。除纯棉品种外，现还有混纺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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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平射炮E pingshepao 圈炮弹初速大、弹道低
伸的一类火炮，如加农炮、反坦克炮等u

E平身） pingsh岳n ［到 l日时指行脆拜礼后立起
身子（多见于旧小说、戏曲）。

E平生E pingsheng 圈。一生P终身z 他～第
一次看到大海｜他把入党看作是～的大事。＠

平素·素昧～｜他～是很节俭的。
E平声E pingsheng 圈古汉语四声的第一声。
古汉语的平声字在普通话里分化成阴平和阳
平两类。参看 1241 页【囚声l 0 

E平时E pingshi IBl 0 一般的、通常的时候（区
别于特定的或特指的时候）。＠指平常时期
（区别于非常时期，如战时、戒严时）。

E平实E pingshi E国平易朴实z 待人～ l文笔～c
E平视E pingshi rnilJ 两眼平着向前看：立正时两
眼要～。

E平手） pingsh创（～儿）圈指不分高下的比赛
结果g 甲乙两队打了个～儿e

E平水期E pingshulql 圈河流、湖泊处于正常

水位的时期。
E平顺E pingshun E国平稳顺畅；没有波折z 发
展～｜呼吸～｜生活～如常。

E平素J pingsu 圈平时；素日 2 他这个人～不

爱说话｜张师傅～对自己要求很严。

E平台） pingt6i 圈＠晒台。＠生产和施工过
程中，为操作方便而设置的工作台，有的能移

动和升降。＠指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
境。。泛指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
件：科技推广站为农民学习科学知识、获取市
场信息提供了～。

E平摊E pingtan E到平均分摊或摊派z 全楼卫
生费由各家～。

E平坦J pingtan 圃没有高低凹凸（多指地势）．

宽阔～的马路。
E平添E pingtian 圃＠自然而然地增添z 新建
的街心公园给周围居民～了许多乐趣。＠元

端地增添 z ～烦恼。

E平主挺E pingtiao 圈旧时遇到荒年，官府把仓
库里的粮食按平价卖出。

E平头E pingt6u 圈男子发式，顶上头发剪平，
从脑后到两鬓的头发全部推光。

E平头百姓】 pingt6u-b凸ixing 指普通百姓3 ～

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E平头姻 pingt6ushu ＜方〉圈十、百、干、万等
不带零头的整数。

E平头正脸E pingt6u-zheng I ion c～儿的）形容

相貌端正。

E平妥E pingtuo 圈平稳妥帖z 文章措辞～。
E平纹E pingwen 画单根经纱和单根纬纱交织

成的简单纹路：～布。
E平稳E pingw岳n 圈＠平安稳定，没有波动或

危险z 局势～｜物价～｜病情～｜今年汛期，海河
的水情一直～。＠（物体）稳定，不摇晃：把桌
子放～了。

E平西） pingxl ［剥太阳在西方将要落下：太阳
已经～了，还是这么热。

E平昔】 pingxl 圈往常z 一如～｜我～对语法很
少研究，现在开始感兴趣了。

E平息） pingxl 圈。（风势、纷乱等）变得平静

或停止：一场风波～了｜枪声渐渐～下来。＠

用武力平定：～骚乱｜～叛乱。
E平销E pingxioo 圈销售平稳；销售情况一般＝

高档西服热销，中档西服～。
E平心而论E pingxln' erlun 平心静气地评论。
E平心静气） pingxln-jingqi 心情平和，态度冷

静。
E平信】 pingxin IBl 不挂号的一般信件。
E平行】 pingxing 0 圈属性词。等级相同，没

有隶属关系的2 ～机关。＠画两个平面、一
个平面内的两条直线或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
始终不能相交，叫作平行。－~属性词。同

时进行的：～作业｜～发展。
E平行四边形E pingxing sibianxing 两组对边

分别平行的四边形。矩形、菱形、正方形都是
平行四边形的特殊形式。

E平行线】 pingxingxian 圈在同一平面内不相

交的两条直线。
E平行作业］ pingxing zuδve 在同一施工场
所，使尽可能多的工种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的条件下同时作业。
E平野） pingy画画城市以外的广阔平地。

E平－） pingyl ＜书〉圈平定统→z ～宇内。

E平移） pingyi 圈平动。

E平议E pingyi 圈。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书〉评论s评议。

E平抑E pingyi 圈抑制使稳定2 ～物价｜他尽力

使自己的怒火～下来。
E乎易E pingyi E圈。（性情或态度）谦逊和蔼z

～近人｜～可亲。＠（文章）浅近易懂2 语言简
洁～。

E平易近人】 pingyi-jinren O 态度谦逊和蔼，

使人容易接近。＠（文字）浅显，容易了解。

E平庸） pingyong E画寻常而不突出 5平凡z 才

能～｜相貌～｜～的一生。
E平费由E pingy6u 圈鱼，体长而侧扁，口大而斜，
牙细小，尾鳝呈圆形。生活在近海礁岩间。旧

称蜡。
E平鱼E pingyu 圈馅。



E平原E pingyuan 圈起伏极小、海拔较低的广

大平地。
E平月E pingyue ~J 阳历平年的二月叫平月，

有 28 天。

E平允】 pingy心n ［~ 公平适当 3 分配得～｜话说
得很～，令人心服。

E平仄l pingze ~平声和仄声，泛指由平仄构
成的诗文的韵律：这句诗不合～。

E平展】 pingzhan 圈＠（地势）平坦而宽敞z
地势～｜～的场院。＠平而舒展z 他穿一身～
可体的新军装。

E平展展E pingzhanzh巾（～的）但状态词。

形容平坦或平整z ～的大马路。
E平账E ping;; zhang 圈使账面上收支平衡。
E平整E pingzh岳ng 0 圈填挖土方便土地平坦
整齐z ～土地。＠画平正整齐沃土地）平坦

整齐g 马路又宽又～o

E平正E ping·zheng E园＠没有榴皱2 这张纸很
～。＠不歪斜＝地面铺的砖又～又密合。

E平直E pingzhi ~ 0 又平又直z 汽车进入平
原，驶上～的大路。＠（言语、文字）平白直截z
他那～的话语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E平装E pingzhuang 圃属性词。（书籍）用单
层的纸做封面，书脊不成弧形装订的（区别于
“精装”）＝～本。

E平足E pingzu 圈扁平足。
、η ~ ping 0 见 51 页 I暴虎冯河1。
4弓（腐）＠古同霄’¢＠。

另见 395 页 Feng"

、司－； ping ＠巨型评论；批评z 短～｜书

l.!fC辞）～！影～l获得好～｜～一部电影。
＠圈评判z ～分儿 i～选｜～一～谁写得好。＠
C Ping）圈姓。

E评比E pingbT 圈通过比较，评定高低2 卫生
～｜～生产成绩。

E评标E pingbiao 圈招标人组织专家对技标人
的基本条件、报价、技术、资信等进行比较、评
审，以推荐或确定中标人。

E评点E pingdian 画＠批评并圈点（诗文） :~ 
新诗。＠评论指点z ～房地产市场。

E评定E pingding 圈经过评判或审核来决定z
～职称 i考试成绩已经～完毕。

E评断］ pingduan 圈评论判断2 ～是非。
E评分E pingf岳n C～儿）0 ( II一）圈根据成绩

评定分数（用于生产、教育、体育等）。＠圈评
定的分数z 他以最高的～获得本届大赛的第一

名。
E评改l pinggai 圃批改z ～作文。
E评功E ping11g6ng 圈评定功绩．～授奖｜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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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了三等功。

E评估】 pinggu 圃评议估计；评价z 资产～i定

期对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

E评话】 pinghua O 同“平话”。＠圈曲艺的
一种，由一个人用当地方言讲说，如苏州评话。

E评级E ping11 ji 圃根据一定的条件、要求评定
等级。

E评价】 pingjia O 画评定价值高低z ～文学

作品。＠理评定的价值2 这部电影获得很高
的～。

E评奖E ping11 ji凸『19 画评出应获得奖励的人或
单位等：年终～ l每学期评一次奖。

[iffi l pingj ie 圈评论介绍：新书～。
E评剧E pingju 圈流行于华北、东北等地的地
方戏曲剧种，最早产生于河北东部深县一带，
吸收了河北梆子、京剧等艺术成就。早期叫蹦
蹦儿戏，也叫落子（｜凸o•zi)o

E评卷】 ping11 juan c～儿）圈阅卷2 采用电脑

~ 。

E评理!l ping11 IT 画评断是非z 谁对谁错，大家

给评一评理。
E评论】 ping I凶。圈批评或议论z ～员｜～好

坏。＠圈批评或议论的文章z 发表一篇～o

E评判E ping pan 圃判定（是非、胜负或优劣） : 
～员｜～公允｜妄加～。

E评聘】 pingpin 圈评定（专业技术职务）并加

以聘任z ～教授。
E评审E pingsh臼＠圈评议审查z ～员｜～验

收｜～文艺作品。＠圈担任评审工作的人2
这次大奖赛共有九名～。

E评书】 pingshu 圈曲艺的一种，多讲说长篇
故事，用折扇、手帕、醒木等做道具。

E评述E pingshu 画评论和叙述：新闻～ 1撰文

～时局。

E评说】 pingshuo 圈评论；评价z ～古人｜任人
～｜是非功过，自有～。

E评弹E pingtan 圈。曲艺的一种，流行子江
苏、浙江一带，有说有唱，由评话和弹词结合而
成。＠评话和弹词的合称。

E评头论足］ pingt6u-lunzu 指无聊的人随便谈

论妇女的容貌，也比喻在小节上多方挑剔。也
说评头品足、品头论足。

E评头品足E pingt6u-pinzu 评头论足。

E评委］ pingw岳i 8雪评审委员或评选委员的简

称：～会｜担任～。
E评析］ pingxl 圈评论分析：～剧中主要角色 l

对比赛结果进行全面～。
E评戏E pingxi ＜口〉圈评剧。
E评选］ pingxuan 画评比并推选z ～先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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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去年十大新闻～揭晓。 I c凭！照E pingzhao 圈证件或执照：领取～。
E评议］ pingyi 圈经过商讨而评定g 民主～｜～｜股证E pingzheng ~证据。
等级。 ｜守司－； ping 0 ＜书〉河谷。 8 CPing）圈姓。

E评语E pingy心圈评论的话：操行～。 I 1 I 
E评阅E pingyue 圈阅览并评定（试卷或作品）：
～作文｜考卷已经～完毕。

E评莺E pingzhi ＜书〉圈评定：～书画。
E评注E pingzhu 圈评论并注解s ～《聊斋志

异》。
E评传E pingzhuan ~带有评论的传记。
』-\If pin明＠平地（原指山区或黄土高原上
...... 的，也用于地名）：草～｜停机～｜杨家～（在
陕西）。＠画土地或房屋商积单位，1 坪约合

3.3 平方米（用于台湾地区）。

E坪坝E pingba ＜方＞~平坦的场地。

苹叫阿见下。
（旗）“藏明见川4 页 pin “藏”。

E苹果E pingguo 函。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
花白色带有红晕。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
常见水果。＠这种植物的果实。

E苹果绿E pingguolu 回浅绿色。

凭 ping 0 如靠着：～
（！，恳、贸） JL（队＠圈倚靠；倚仗

这事儿能不能办成，就全～你了。＠证据：～
据 1文～｜不足为～。＠团表示凭借、根据：～
票付款｜～经验判断i劳动人民～着智慧和双手
创造世界。＠圈任凭；无论：～你跑多快，我
也赶得上｜～你说得再好，他也不会听你的。＠
(Ping）圈姓。

E凭单E pingdan 圈做凭证的单据。
E凭吊l pingdiao 匮面对着遗迹、坟墓等怀念（古
人或旧事）：～烈士墓｜到杭州西湖去的人，总

要到岳王坟前～一番。
E凭借E pingjie 圈依靠g 他们的成功主要是～

集体的智慧。
E凭据l pingju 圈作为凭证的事物。

E凭空］（平空） pingk6ng 圃没有依据地z ～捏

造｜～想象。
巳毛栏l pingl6n 圈靠着栏杆z ～远眺。

巳毛恃E pingshi ~倚仗g仗恃z ～天险。
E凭眺E pingtiao 画在高处向远处看（多指欣

赏风景）：依栏～｜～黄山云海。
E凭险l pingxian 圈依靠险耍的地势：～抵

抗｜～据守。
U毛信E pingxin O 圈信赖；相信：不足～。＠
圈凭证2 立字据作为～。

E凭依E pingyi I到根据g倚靠：无所～。

巳毛仗E pingzhang 圈倚仗z ～着顽强不屈的
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

坪
弃
抨

〈书〉一种玉。

古书上指马商。

棋盘·棋～｜推～认负。

i阱问见下。

[I阱I朦E pingme吨。因古代称帐幕之类覆盖
用的东西。在旁的叫I饼，在上的叫I朦。＠〈书〉

巨型庇护。

讲问见下。

E讲游】 pingpi ＜书〉圈漂洗（丝绵）。

屏问＠屏风2 画～。＠形状像屏风的
东西z ～幕｜孔雀开～。＠（～儿）圈屏条z

四扇～儿。＠遮挡z ～蔽。

另见 93 页 bi『1Q;94 页 bing 。

E屏蔽E pingbi 0 画像屏风似的遮挡着g ～一

方。＠圈屏障z 东海岛是雷州湾的～。－~
在无线电技术中，常用金属网或金属盒等导体

与地线相连，把电子设备、泄漏源等包围封闭
起来，以避免外来电磁波干扰或内部产生的高

频信号辐射，这种方法叫屏蔽。＠画用技术
手段隔断使信息无法传递z ～骚扰电话！～网
络不雅视频。

E屏蔽门E pingbimen ~地铁站台和轨道之间
的屏蔽墙上的安全门。列车到站后打开，以便
乘客上下，列车出站前关上。

E屏蔽墙E pingbiqi6ng 圈为保证乘客安全，在

地铁站台和轨道之间安装的玻璃墙体，墙上有
安全门。

E屏藩E pingfan ＜书〉＠圈屏风和藩篱，借指
周边的疆土，也比喻卫国的重臣。＠医E 保护
捍卫。｜｜也说藩屏。

E屏风J pingf岳ng 圈放在室内用来挡风或隔断

视线的用具，有的单扇，有的多扇棺连，可以折

叠。
E屏门E pingmen 圈隔断里院和外院或隔断正

院和跨院的门，最少的四扇。

E屏幕E pingmu 圈。指荧光屏。＠泛指供投

射或显示文字、图像的装置。
E屏条E pingti6o （～儿）画成组的条幅，通常四
幅合成一组。

E屏障E pingzhang O 圈像屏风那样遮挡着



瓶萍虫平帜鲜朴侨阪坡泊派泼 J ping-po I 10刊｜

的东西（多指山岭、岛屿等），燕山山地和西山｜ 势～。
山地是北京天然的～。＠〈书） rnJjJ 遮挡着：～｜斗tftp60C～儿）圈地形倾斜的地方z 山～ l
中原。 尸宠儿高～｜爬～。＠圈倾斜z ～度｜板子～着

瓶… pin口卜崎瓶子z ～胆｜～｜ 放
了研） i）·~ 奶～｜酒～｜花～儿｜～里的水 I ［坡道E podao 型有一定坡度的道路。

喝光了。 I ［坡地】 p6di 圈山坡上倾斜的田地。
E瓶胆】 pingdan 圈保温瓶中间装水或其他东 J ［坡度】 podu ~斜坡起止点的高度差与水平
西的部分。参看 47 页1保温瓶lo I 距离的比值。如起止点的高度差为 12 米，水

E瓶颈E pingjing 圈。瓶子的上部较细的部｜ 平距离为 1 000 米，坡度是0.0120
分。＠比喻事情进行中容易发生阻碍的关键 I ［.坡跟l p6g岳n C～儿）圈属性词。鞋底前低后
环节：电力供应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 l这个 l 高呈坡状的：～鞋。
路口是交通高峰时的～。 I ［坡垒】 pol岳l 圈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圆锥

E瓶啤E ping pi 圈用玻璃瓶装的啤酒。 | 花序。种类很多，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E瓶瓶罐罐E pingpingguanguan 泛指各种日｜ 木材坚硬而重，可供造船、建筑等用。

用器物。 I ［坡鹿E polu 圈鹿的一种，体形略像梅花鹿，四
E瓶装】 pingzhuang lll2J 属性词。用瓶子灌装｜ 肢细长。全身棕褐色，腹部白色或淡褐色，体
的：～水｜～牛奶。 | 侧有白斑，脊背上有一条黑褐色线纹，雄鹿有

E瓶子l ping•zi ~容器，→般口较小，颈细肚｜ 角，角形奇特。生活在灌木林和草坡等处，吃
大，多用瓷、玻璃、塑料等制成。 | 青草和嫩叶等。

萍矗＋川＠浮萍。 8 CPin 
（＠：湃）姓。 |{ 山东＞ I 罗布～（在新疆＞＜＞血～。

E萍水相逢l pingshui-xiangfeng 比喻向来不｜ 另见 100 页 b6 。

认识的人偶然相遇。 I~口气 、，品， o6 （书〉同“泊”俗的
研明 pingz6咱〈书〉画像浮萍那样漂泊不｜切之（谍）另见 862 页 Luo'o
定的行踪：～浪迹。 ｜守中J po rn!ll 用力把液体向外倒或向

自\If ping ＜书〉米中的小黑虫。 叫反（担更）夕阳，使散开z 扫地时，～一点儿
.A I I 水，免得尘土飞扬。
｜摒向〈书〉同“屏，，（pin

It友（液） 8 （方〉有魄力；有生气；有活
解町 ing 圈鱼，体侧扁，呈片状，长｜ 力＝他做事很～｜大h干得真～。

（解）椭圆形，有细鳞，左侧灰褐色，有｜服用 pofu 圈指凶悍不讲理的妇女。
黑色斑点，右侧白色，两眼在左侧。生活在 I ［泼悍】 pohan 圈泼辣凶悍。
浅海中，右侧向下卧在沙底，吃小鱼、软体动 I ［~rJl polo 酣形容鱼在水里跳跃的声音。
物、甲壳动物等。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牙僻、 I ［泼辣E pola 回＠凶悍而不讲理。＠有魄
斑售平等。 | 

I 力；勇猛g 大胆～｜干活儿很～。

C二：豆豆亟巳二：工1

朴间见下
另见 1000 页 Piao; 1012 页忡， 1017

页 puo

E朴刀】 podao 圈旧式兵器，刀身狭长，刀柄略

长，双手使用。
钟 po 圈金属元素，符号 Po。银白

r'C外）色，有放射性。侨和镀混合可制备
中子源。

阪间见下。
另见 52 页 bei,993 页 pi 0 

E阪陀E p6tu6 ＜书） [fill 倾斜不平；不平坦：山

E泼冷水E po I岳ngshui 比喻打击人的精屑或让

人头脑清醒。也说浇冷水。
E泼墨】 porno o 圈国画的一种画法，用笔蘸

墨汁大片地洒在纸上或绢上，画出物体形象，
像把墨汁泼上去一样z ～山水［擅长～。 8 rn!JJ 
指用墨画画儿或写字：～作画｜挥毫～o

E泼皮E po pi 圈流氓；无赖。

E泼酒E posa 画泼下（液体等）；洒z 他手一抖，
杯子里的茶水～出来。月光如水，～在静谧的
原野上。

E泼水节E Poshui Jie 圈我国傣族、布朗族、德
昂族、阿昌族等和中南半岛某些民族的传统节
日，在公历 4 月中旬。节日期间，人们穿着盛

装，互相泼水祝福，并进行拜佛、赛龙舟、文艺



I 1012 I po - po I 泼锻颇酸婆都繁蟠巨钮筐朴迫

会演、物资交流等活动。
E泼夭E potion 圆形容极大、极多〈多见于早期
白话）：～大祸｜～家业｜～本事。

E泼脏水E p6 zangshui 比喻把坏名声加给人。

镀 po 叫圈用镰刀机们
（镣）二等抡开来鲁tl （草、谷物等）。＠

v 
po （欠古）

[[. po ＜书〉酬不可：～测。＠便耐。

画一种镰刀。 I ［巨视~l poce 画不可推测（含贬义）：居心～｜
d币 1二 po ＜书〉＠偏；不正g 偏～。＠
P<JJ~ （腹） ilrnq良；相当地z ～佳｜～为费解 1～
感兴趣｜～具影响｜～不以为然。

酸咱〈书〉重Cchc
（自蛋） ＝见 353 页 ta 。 臼

, 
po （欠古）

~w 间。年老的妇女2 老太～。＠（～儿） I日
主~ Bt指从事某些职业的妇女z 媒～儿｜收生
～｜三姑六～。＠丈夫的母亲z 公～｜～媳O

E婆家1 p6·jia IBl 已婚女子公婆的家（区别于
“娘家勺。也说婆婆家。

E婆罗门教E P61u6menjiao !BJ 印度古代的宗
教，崇拜梵天（最高的神），后来经过改革，称为
印度教。［婆罗门，梵 Brahmal).a，意为“清

净’1
E婆母】 p6m心圈婆婆①。
E婆娘】 p6·niang ＜方〉圈＠泛指已婚妇女。
＠妻子（qT•zi ）。

E婆婆l p6•po 圈。丈夫的母亲。基层单位上
面的～太多，层层审批，难以办事。＠〈方〉祖
母；外祖母。＠〈方〉尊称老年妇女。

E婆婆家l p6·po·jia !BJ 婆家。
E婆婆妈妈l p6· pomama c～的）圈状态词。
形容人行动缓慢、言语~唆或感情脆弱 z 你快
一点儿吧，别～的了｜他就是这么～的，动不动就
掉眼泪。

E婆婆嘴E p6·P,Ozui 圈＠说话絮叨的嘴：一
张～。＠指说话絮叨的人。

E婆婆E p6suo ＜书〉圈＠盘旋舞动的样子回
～起舞。＠枝叶扶疏的样子＝杨柳～！树影
～。＠眼泪下滴的样子z 泪眼～。

E婆媳l p6xi 圈婆婆和儿媳妇2 ～关系。
E婆姨］ p6·yi ＜方〉圈＠泛指已婚妇女。＠
妻子（qT•zi ）。

都间＠都阳叫门叫名，又地名，都
在江西。 8 CP6）圈姓。

全瞠 Pa 圈姓。
只民另见 359 页 fano

蟠罔叫白色：白发～然。＠大（腹〉
～其腹。

心怀～O

［＠：奈】 p凸nai 阿宜耐气

[fil耐E p凸nai 0 ~不可容忍；可恨（多见于早期
白话，下同）。 8~ 无奈①。. ll1I 无奈②。 II
也作巨奈。

去『0:: nλ 国金属元素，符号 Pm。是

匹（娅）→种稀土元素。银白色，有放射
性。用作示踪元素，也用来制荧光粉、核能电

池等。
在世 po 见下。

”:t 
E筐篮E po Ian 圈用柳条或箴条等编成的篮子。

E筐箩E p凸•luo 圈用柳条或箴条等编成的器

物，帮儿较浅，有圆形的，也有略呈长方形的，用

来盛放粮食、生活用品等：针线～。

、

po （欠古）

朴罔圈朴树，落叶乔木，叶子卵形或长椭
圆形，花小，淡黄色，核果卵形或球形。木

材可制器具。
另见 1000 页 Pi6o;1011 页 po; 1017 

页 pu 。

E朴硝l poxiao 圈含有食盐、硝酸钢和其他杂

质的硫酸锅，是海水或盐湖水熬过之后沉淀出

来的结晶体。可用来硝皮革，医药上用作泻药
或利尿药。通称皮硝。
ι po o 逼迫；强迫z 压～｜～害｜

1且（姐）饥寒交～｜被～出走。＠急促z
急～｜窘～｜～不及待｜从容不～。＠接近2 ～

近。
另见 974 页 p凸 i0

E迫不得已E pobudevi 出于被迫不由得不那样
Cf；故）。

E迫不及待E pobujidai 急迫得不能再等待。

E迫害】 pohai E型压迫使受害（多指政治性的） : 
遭受～｜～致死。

E迫降E p6jiang 画＠飞机因迷航、燃料用尽
或发生故障等不能继续飞行而被迫降落。＠

强迫非法越境或严重违反飞行纪律的飞机在

指定的机场降落。



另见 1013 页 poxi6吨。

E迫近l pojin 圃逼近2 ～年关！～胜利。
E迫临E po Ii n l'i!Jl 逼近 2 ～考期。
E迫切1 poqie r赠需要到难以等待的程度z十分
急切z 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法制建设｜他回国

创业的心情越来越～了。
E迫使l posh！圈用强力或压力使（做某事）：
～对方让步｜时间～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

E迫降E poxiang E面逼迫敌人投降。
另见 1012 页 pojiang"

E迫于】 povu 圈受到某种情况的逼迫（而不得

不做某事）：～压力｜～形势，只好放弃原来的

打算。
E迫在眉睫】 pozaimeij ie 形容事情临近眼前，

十分紧迫。

王自 po o 见 552 页1琉毗＠用于译音或
H 专名（也有读时的）。

破 po o 画完整的东西受到损伤变得不完
整：手～了 i纸戳～了 l袜子～了一个洞。

＠画使损坏；使分裂g劈开z ～釜沉舟｜势如～
竹｜～开西瓜。＠画整的换成零的z 一百元
的票子～成两张五十元的。。画突破；破除
（规定、习惯、思想等）：～格｜～例｜～纪录。＠
圈打败（敌人）；打下（指点）：攻～城池｜大～敌
军。＠圈花费z ～钞｜～费（～工夫。＠圈

使真相露出 g揭穿2 说～｜一语道～｜案子已经
～了。＠！温受过损伤的；破烂的z ～衣烂衫｜
房子很～。＠圃讥讽事物或人不好（含厌恶

意）：谁看那～戏！
E破案】 potan o司查出刑事案件的真相：限期
～｜很快破了案。

E破败1 pobai 。由国残破z 山上的小庙已经～
不堪。＠圈破落；衰败z 家业～。

E破冰l poblng 圈＠航行时破开封冻的坚冰s

～船。＠比喻打破僵局，缓和关系：～之旅 i
两国关系终于～田暖。

E破冰船E poblngchu6n [8] 一种特制的轮船，
能用尖而硬的船头冲破较薄的冰层，或使船身
左右摇摆而压破较厚的冰层。主要用于开辟

冰区航路。
E破财E po;;cai 画破费钱财，多指遭遇意外的
损失，如失窃等·～免灾｜这事情又叫你劳神～

了。

E破产E po,; chem ［：动＠丧失全部财产：一场
大火使村上的许多农家破了产。＠债务人不
能偿还债务时，法院根据本人或债权人的申
请，做出裁定，把债务人的财产变价依法归还
各债主，其不足之数不再偿付。＠比喻事情
失败（多含贬义）：计划～｜阴谋～。

迫捅破 l po I 1013 I 

E破钞】 pocha a 画为请客、送礼、资助、捐献等
而破费钱（大多在感谢别人因为自己而花钱时
用作客气话〉。

[li皮除】 pochu l到除去（原来被人尊重或信仰

的事物）：～情面｜～迷信。
E破窗效应l pochuang xiaoying 一种心理学

理论，认为建筑物上→块窗户被打破而不及时
维修，就会导致更多窗户被打破。说明环境会

对人产生心理暗示或诱导，个别事件不及时纠

正，会酿成普遍性的问题＝小问题不能姑息，防
止引起～。

E破的E podi c到射中目标，多比喻话说中了要

害·一语～。
E破读E pδω ［每见 322 页【读破l 0 

E破读字l poduzi 圈指读破的字。参看 322

页｛读破lo
E破费E potei 画花费（金钱或时间）：不要多
～，吃顿便饭就行了｜要完成这项工程，还得～

工夫。
E破釜沉舟l pδfu-chenzhou 项羽跟秦兵打仗，
过河后把锅都打破，船都弄沉，表示不再回来

（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训。比喻下决心，不顾
一切干到底。

E破格】 page 圈打破既定规格的约束z ～提

升｜～录用。

E破罐破摔E poguan-poshua i 比喻有了缺点、
错误，不加改正，任其自流，或反而有意朝更坏
的方向发展。

E破坏E pahua』圈。使建筑物等损坏z ～桥

梁｜～文物。＠使事物受到损害z ～生产｜～

名誉。＠变革（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

违反（规章、条约等）＝～协定 1～规矩。＠（物
体的组织或结构）损坏z 维生素 C 因受热而～。

E破获E p<'>huo 圈。破案并捕获犯罪嫌疑人。

＠识破并获得秘密z ～敌方密码。

E破解1 poii画画＠揭破g解开＝～难题 l ～生

命之谜。＠迷信指用法术破除（灾难）：～之
术。

E破戒1 po11 iie 圈＠信教或受过戒的人违反
宗教戒律。＠戒烟、戒酒、戒毒以后重新吸烟、
喝酒、吸毒。

E破镜重圆l pδjing-ch6ngyu6n 南朝陈代将要

灭亡的时候，骑马徐德言把一个铜镜破开，跟
妻子乐昌公主各藏一半，预备失散后当作信
物，以后果然借这个线索而夫妻团聚（见于唐
代孟柴《本事诗》）。后来用“破镜重圆”比喻夫
妻失散或决裂后重又团圆。

E破｜日E pojiu ~圈又破又旧 s ～衣服 l 11£墙和屋

子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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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破旧立新J p<'>j iu-lixln 破除旧的，建立新的：
～，移风易俗。

E破局】 po11iu 圈。破解困难局面，使情况得

到改善z 创新～｜～改革难题。＠结局失败：

和谈以～告终｜共同开发计划因故～。
E破句E poiu 富国指在不是一句的地方读断或
点断。

E破口大骂J pokou-dama 指用恶语大声地骂。

E配巴E po Ian E回残破；破碎z ～不堪｜衣衫～。
【破烂JLl p<'>lan「〈口〉圈破烂的东西g废品：

捡～｜收～！一堆～。
E破浪E p<'>lang 圈（船只）冲过波浪z 乘风～！

在急流中～前进。
E破例E po11 n 圈打破常例：～放行｜制度要严
格遵守，不能破这个例。

E破裂J p<>lie 圈。（完整的东西）出现裂缝；开

裂：棉桃成熟时，果皮～。 8 C!il苦情、关系等）遭
破坏而分裂z 谈判～。

E破裂摩擦音E polie m6cayln 塞擦音的旧称。

E破裂音E poll的Tn 画塞音的旧称。

E破陋E polδu 圃破旧简陋：房屋～。

E破落E p<'>luδ ＠画（家境）由盛而衰z ～户｜家

业～。＠圃破败z ～的茅屋。
E破落户E p<'>luδhu I萄指先前有钱有势而后来

败落的人家。

E破谜儿】 pδ；； meir ＜方〉画＠猜谜。＠出谜

语给人猜。
E破门J pomen 圃＠通过砸或撞等把门打开：
～而入。＠足球、冰球、手球等运动指将球攻
进对方球门：～得分。＠开除出教会。

E破灭E porn油画（幻想或希望）落空。
E破墨E porno IBl 国画的一种画法。为使墨色
浓淡相互渗透，使画面滋润鲜明，用浓墨破淡

墨，或用淡墨破浓墨。

E破伤风E poshangf岳ng [BJ 急性传染病，病原
体是破伤风杆菌，从伤口侵入体内，症状是肌
肉痊孪，牙关紧闭，呼吸困难，角弓反张，甚至

死亡。

E破碎E posui 圈＠破成碎块：这纸年代大久．

一翻就～了。山河～。＠使破成碎块z 这台破
碎机每小时可以～多少吨矿石？

E破损E pδs心n 圈残破损坏：托运的木箱已经
~ 。

E破题E poti o 圈八股文的第一般，用一两句
话，说破题目的要义。参看 16 页【八股1。＠
圈泛指写文章时点明题意。

E破题儿第一遭E p0 ti •er di-yi zoo 指第一次
做某件事z 登台演戏我还是～。

E破涕E p<'>ti [;!j] 停止哭z ～为笑。

E破天荒】 po tianhuang 唐代时荆州每年送举
人去考进士都考不中，当时称天荒（天荒＝从未
开垦过的土地），后来刘蜕考中了，称为破天荒
（见于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借指事
物第一次出现。

E破土】 po11t心圈。挖地动土，多表示建筑开

始动工。＠指春天土地解冻后翻松泥土，开
始耕种。＠指种子发芽后幼苗钻出地面。

E破网J pow凸ng 圈破门②2 一记劲射～。

E破五E pow凸（～儿）圈民俗指农历正月初五，

过去商店一般多在破五以后才开始营业，民间
也有在这一天吃饺子的习俗。

E破相】 p<'>;;xiang [;!j] 指由于脸部受伤或其他

原因而失去原来的相貌。
E破晓E poxioo 圈（夭）刚亮z 天色～。

E破鞋J poxie 圈指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骂

人的话）。

E破颜】 poyan [;!j] 转为笑容：～一笑。
E破译】 p<'>yi 圃识破并译出获得的未知信息，

如密码、古代曲谱或文字等。
E破绽J pozhan 圈衣物的裂口，比喻说话f故事

时露出的漏洞 2 ～百出。

E破折号】 pozheha。因标点符号（ ），表

示话题的转换，或者表示底下有个注释性的部
分。

柏 po ＜书〉酿中｜豆～。

自i pδ ＠迷信的人指依附于人的身体而存
／也在的精神z 魂～。＠魄力或精力z 气～｜
体～。

E魄力】 poli IBl 指处置事情所具有的胆识和果

断的作风。

·po （·欠古）

梓 •po 见1370 页｛植梓1。

pou c 欠又）

立11 pou O 画破开＝解～｜～腹 1横～面 l 一
口可～两半。＠分辨5分析：～解｜～析｜～明
事理。

E剖白E p6ub6i 圈分辩表白：～心迹｜总想找
个机会向他～几句。

E剖腹E poufu 画破开腹腔z ～自尽｜～手术。

E剖腹藏珠E p6ufu-c6ngzhu 剖开肚子来藏珍
珠，比喻为物伤身，轻重倒置。



E剖腹产E p6uf uchan 圈剖宫产的通称。

E剖宫产E pougongch凸n ［：翻医生用手术刀切开
产妇的腹壁和子宫壁，取出胎儿。通称剖腹产。

E剖解E p6uji岳［司分析（道理等）：～细密。

E剖面E poumian 圈物体切断后呈现出的表

面，如球体的剖面是个圆形。也叫截面、切面

或断面。
E剖视E poushi 画剖析观察（多用于抽象事
物）：～人物的精神世界。

E剖视图E p6ushitu 圈用一假想平面剖切物
体的某一部分，然后把观察者与剖开平面之间
的部分移开，余下部分的视图叫剖视图。

E剖析E p6uxi 毒面分析z 这篇文章～事理十分
透彻。

, 
pou （欠叉）

杯罔u （书〉＠用手捧东西。＠圈把F捧
一～土。

告指 p6u ＜书〉＠聚敛g搜括。＠挖掘。
3口另见 1015 页 p凸u。
衷 p6u ＜书〉＠聚＝～辑｜～然成集。＠取

出：～多益寡（取有余，补不足）。

E衷辑E p6uji （书〉圈辑录z 此书系从类书中

～而成。

\/ 

pou （交叉）

±立 p凸u （书〉＠击z ～击（抨击）。＠破开。
'l I口另见 1015 页 p6uo

pu c 以） _] 

仆 pu 向前跌倒2 前～后继。
l ’另见 1016 页 pu 。

扑… 口。＠圈用力向前冲，使全身突
（摸）法伏在物体上， ~flu I 孩子高兴得

一下～到我怀里来。和风～面｜花香～鼻。＠
匾国把全部心力用到（工作、事业等上面）＝他一
心～在教育事业上。＠圈扑打；拍打z ～蝇｜
海鸥～着翅膀，直冲海空｜小孩儿的身上～了一

层痒子粉。＠〈方〉画面伏z ～在桌上看地图。

8 (PO）圈姓。

E扑鼻E pubi E噩（气味）直扑鼻孔，形容气味浓
烈z 香气～1莱莉发出～的芳香。

E扑哧】 plichi 阻雪形容笑声或水、气挤出的声

主芒雯雯拮仆扑 l p己u - pO I 1015 I 
音z ～一笑｜～一声，皮球撒了气。也作喽嗤o

E扑打E pud凸圈用扁平的东西猛然朝下打z
～虫皇虫。

E扑打E pu•da E面］轻轻地拍z ～身上的雪花。

E扑跌E pud险＠圈指相扑或摔跤。 8 [§1)] 向

前跌倒ij ：他脚下一绊，～在地上。
E扑粉J puf岳n IEl 0 化妆用的香粉。＠爽身
粉。

E扑归 pujiu 画＠扑灭火灾，抢救人和财物。

＠扑上去救（球）：守门员飞身～，将球挡出。
E扑克E puk岳 !Bl 一种纸牌，共 52 张，分黑桃、

红桃、方块、梅花四种花色，每种有 A、 K 、 Q、
J 、 10,9 、8 、7 、 6 、 5 、 4 、 3 、 2 各一张，现在一般

都另增大王、小王各一张，玩法很多。［英
poker] 

E扑空J pu;;kong 毒面＠扑上去没有扑到。＠

没有在目的地找到要找的对象：我到他家里
去找他，扑了个空。

E扑棱J pul岳ng 理雪形容翅膀抖动的声音z ～

一声，飞起一只小鸟。
E扑棱E pO•leng 圈抖动或张开：鸽子翅膀一
～，飞走了｜穗子～开像一把小伞。

E扑满E puman !Bl 用来存钱的瓦器，像没口的
小酒坛，上面有一个细长的孔。钱币放进去之
后，要打破扑满才能取忡，来。

E扑面E pumian E型迎着脸来z 清风～o

E扑灭E pu;;mie 圈＠扑打消灭z ～蚊蝇。＠

扑打使熄灭z ～大火。

E扑杀E pusha c疆（成批地）杀灭或消除z ～病

食。
E扑问］ pO • shan rniJ] 眨；闪动z 他～着一双大眼

睛。
E扑扇E pO· shan ＜方〉圈扑棱CpO• le门g）：～

翅膀。

E扑朔迷离E pushua-m iii 《木兰辞》z“雄兔脚扑

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雌。”雄兔脚乱动，雌兔眼半闭着，但是跑起来
的时候就很难辨别哪是雄的，哪是雌的。后用
“扑朔迷离”形容事物错综复杂，难于辨别。

盯陆荒E pusu ~形容眼泪向下掉的样子z ～～
掉下眼泪。也说扑簇簇。

E扑腾E put岳ng 螺理形容重物落地的声音z 小

王～一声，从墙上跳下来。
E扑腾E pu•teng 圈＠游泳时用脚打水。也说
打扑腾。＠跳动z 他吓得心里直～！鱼卡在冰
窟窿口直～。＠〈方〉活动⑤＝这个人路子广，
挺能～。＠挥霍p浪费z 钱全～完了。

盯忖匾E putong 睡雪l形容重物落地或落水的

声音：～一声，青蛙跳进水里。也作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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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 u pO 0 圈把东西展开或机～
（铺）床｜～轨｜～被褥｜～摊子 1～平道路

。平～直叙。＠〈方〉匮用于炕2 一～炕。
另见 1019 页 pu 。

E铺陈E pOchen O ＜方〉圈摆设s布置：～酒
器。＠〈方）~指被褥、枕头等床上用品。＠

圈铺叙z ～经过。
E铺衬E pO•chen 圈零碎的布头或旧布，做补
了或裕情用。

E铺床E pO;;chuang ［到把被褥铺在床上。

E铺垫E pudian o 画铺；垫：床上～了厚厚的

褥子。＠（～儿）画铺在床上的卧具。＠画
陪衬g衬托＝由于作者对情节的发展事先做了
～，因而后来发生的故事并不使读者感到突然。

E铺盖E pOgai 国平铺着盖：把草木灰～在苗
床上。

E铺盖E pO•gai 圈褥子和被子。

E铺盖卷JL) pO•gaijuiinr I写搬运时卷成卷儿的
被褥。也叫行李卷儿。

E告制tl pO;;guT 画铺设铁轨。

E铺路E pO;; lu ［到＠铺设道路：～石｜修桥～。
＠比喻为做某件事创造条件。

E铺路石J pulushi 圈比喻为集体或他人创造
条件的人z 陈教授利用周末义务教英语，甘当
中青年科技人员的～。也说铺路石子儿。

E铺抖l'l pOpai ＠擅自布置；安排 z 大小事都～得

停停当当。＠圈铺张＝～太过。
E铺砌E pOqi 画用砖、石等覆盖地面或建筑物
的表面，使平整z 广场用方砖～。

E铺设】 pushe 圈铺（轨道、管线）；修（铁路）．

三主主 ～下水道。
三主三 E铺天盖地E putian-gaidi 形容声势大，来势

猛，到处都是。

E铺叙E puxu 画（文章）详细地叙述：～事实。

E铺展】 puzhiin 圈铺开并向四外伸展＝蔚蓝

的天空～着一片片的白云。
E铺张l pOzhang 匾。追求形式上好看，过分
讲究排场z 反对～浪费。＠夸张g 描写过于

～，让人看了生疑。

E铺张扬厉J puzhang-yangli 原指极力宣扬，

后多形容极其铺张。

E铺筑E puzhu 圈铺设修筑z ～铁路｜～输气管
道。
嗅 pO 回形容水、气挤出等声音：～，一

口气吹灭了灯。
E喋嗤E pOchT 向“扑哧”。
E嗅碌碌】 pOIOIO 同“喽噜噜”。

E喽噜噜】 pOIOIO 理雪形容泪珠等一个劲儿地

往下掉z 一阵心酸，眼泪～地往下掉。也作嗅

碌碌。
[n棠通E pOtong 同“扑通”。

也捡回〈口〉画液体沸腾溢出 z 快关火，牛奶

1 国 ～出来了。

, 
pu c 欠〉〈）

仆… 口。＠仆人（跟“主”相对）：男～｜
（偿） ＊～。＠古时男子谦称自己：～

不敏。 0 (Pu）圈姓。

另见 1015 页 pO 。

E仆从E puc6ng 圈 l日时指跟随在身旁的仆人，

现比喻跟随别人，自己不能做主的人或集体z
～国家。

E仆妇】 pufu 圈旧时指年龄较大的女仆。

E仆固】 Pugu 1写姓。

E仆仆】 pupu 圃形容旅途劳累z 风尘～。

E仆人】 puren 圈旧时指被雇到家庭中做杂

事、供役使的人。

E仆役J puvi r1SJ 仆人。

匍 pu 见下。

E匍匍J pufu 画＠爬行2 ～前进｜～奔丧（形容

匆忙奔丧）。＠趴z 孩子们～在炕上画画儿｜有

些植物的茎～在地面上。
E匍匍茎E pufujTng 睛不能直立向上生长、平

铺在地面t的茎。这种茎的节上长叶和根，如
甘薯、草莓等的茎。

甫 pu o 甫田叫帆地名，在福建。＠
CPu）圈姓。

E甫仙戏E puxianxi 函l 福建地方戏曲剧种之

→，流行于甫田、仙游一带。也叫兴化戏。

芷 pu 见下。
仁3
E菩萨】 pu·sa 圈＠佛教指修行到了一定程

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菩提萨埠之省，梵

bodhi-sattva] 8 泛指佛和某些神。＠比喻
心肠慈善的人。

E菩提】 puti 圈佛教用语，指觉悟的境界。〔梵
bodhi] 

E菩提树J putishu ［富常绿乔木，叶子卵圆形，
前端细长，花托略作球形，花隐藏在花托内，果
实扁圆形。从树干中取出的乳状汁液可制硬
树胶。原产印度，相传释迦牟尼曾坐菩提树下
顿悟佛法，所以菩提树被佛教称为圣树。

脯 pu 指胸脯
另见 406 页 1u 。

盯甫子E pu·zi 圈鸡、鸭等胸部的肉：鸡～。



葡街蒲酣埃璜续楼楼朴｜ pu pu 

葡 pu 见下。

E葡萄E pu•tao 函＠落叶藤本植物，叶子掌状

分裂，花小，黄绿色。浆果球形或椭圆形，成熟
时多为紫色或黄绿色，昧酸甜，多汁，是常见水
果，也用来酿酒。＠这种植物的果实。

E葡萄干E pu•taogon ＜～儿）圈晾干的葡萄。
E葡萄灰E pu•taohul F回浅灰而微红的颜色。

E葡萄酒E pu•taoji心圈用经过发酵的葡萄制成

的酒，含酒精量较低。
E葡萄胎E pu·taotai 圈肿瘤的→种，妇女受孕
后胚胎发育异常，在子宫内形成许多成串的葡
萄状小囊，囊内含有液体。能引起子宫穿孔或
严重贫血。

E葡萄糖】 pu•taotang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120.仇。元色或白色细小晶体，有甜味，是
一种最普通的单糖。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特
别是葡萄中，是人和动物能量的主要来源。医
药上用作滋补剂，也用来制糖果等。

E葡萄紫·］ pu ·taoz T Ifill 深紫中带灰的颜色。

蒲 pu 见 1叫树。

在售1 pu o 指香蒲z ～棒｜～草。＠指葛蒲：
｛用～剑。

飞自主：2 Pu 0 指蒲州（旧府名，府治在今山西永
4用济西）。＠圈姓。
E蒲棒E pubang c～儿）［鲁香蒲的花穗，黄褐色，

形状像棒子。

E蒲包l pubao c～儿）哩。用香蒲叶编成的装
东西的用具。＠旧时指用蒲包儿装着水果或

点心的礼品：点心～o
E蒲草E puc凸o 圈香蒲的茎叶，可供编织用。
E蒲墩E pudun ＜～儿）［:gj 用香蒲of·、麦秸等编成

的厚而圆的垫子，用作坐具。

E蒲公英l pugongylng I割＠多年生草本植
物，全株含白色乳状汁液，叶子倒披针形，羽状
分裂，花黄色，结瘦果，褐色，有白色软毛。根
状茎入药。＠这种植物的花。

E蒲瓜E pugua ＜方〉圈瓢瓜。
E蒲节E Pujie r包端午，因旧时风俗端午在门上

挂富蒲叶避邪而得名。

E蒲庸uJ puju r雪山西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
于该省南部地区。也叫蒲州梆子。

E蒲葵E pukui 圈常绿乔木，叶子大，大部分掌

状分裂，裂片长披针形，花小，黄绿色，果实椭
圆形，成熟时黑色。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叶子可以做扇子。

E蒲柳E puliu ~水杨，是秋天很早就凋零的树
木。旧时用来谦称自己身体衰弱或地位低下．

～之姿｜～庸材。

E蒲茸E pur6ng 同“蒲绒”。
E蒲绒E pur6ng ［到香蒲的雌花穗上长的白绒

毛，可以用来絮枕头。也作蒲茸。
E蒲扇E push an 圈用香蒲叶或蒲葵叶做成的
扇子。

E蒲式耳】 pushi毛r [JI] 英美制容量单位（计量

干散颗位用）， 1 蒲式耳等于 8加仑。英Jlj!J 1 蒲
式耳合 36.37 升，美制 1 蒲式耳合 35.24 升。
旧称唰Chu）。［英 bushel]

E蒲团】 putuan IBJ 用香蒲草、麦秸等编成的圆

形的垫子。

E蒲州梆子E Puzhou bong•zi 蒲剧。

酣 pu ＜书〉朝廷特赐的聚会饮酒，也泛指聚
饮。

埃 pu ＜书〉士块

瑛 pu o 含玉的石头峭没有经过琢磨的
玉。 8 (Pu）圈姓。

E渎玉浑金】 puvu-hunjln 没有经过琢磨的玉，

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未加修饰雕琢的天
然美质。也说浑金瑛玉。

楼 pu 圈金属元素，符号 Pao 银白
（续）色，有放射性。

模 pu ＜书〉＠谷类作物堆积。＠形容禾
或草稠密。

也他 Pu 0 襟水，古水名，今河南攒阳从潜水
117运得名。＠圈姓。

E激阳E Puyang ［扭。地名，在河南。＠姓。

" pu （欠〉〈）

朴… P心朴实叶阳：俭～ Ii成～｜～素
（楼）另见 1000 页 Piao; 1011 页

p己； 1012 页肘。

Z朴厚l p心hou 回朴实厚道：心地～O

E朴陋l pulδu I固朴素简陋：陈设～。

E朴实】 pushi 圈＠朴素z ～无华｜客厅布置得

～而雅致。＠质朴诚实：言行～｜性格～。＠

踏实；不浮夸：演唱风格～｜作品～地描写了山
区人民的生活。

E朴素E pusu 圃＠（颜色、式样等）不浓艳，不

华丽：她穿得～大方。＠（生活）节约，不奢
侈：艰苦～ i 生活～。＠朴实，不浮夸g不虚

假z ～的感情 1 ～的语言。＠萌芽状态的；未
发展的t 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

E朴学E puxue 圈朴实的学间，后来持指清代

的考据学。

王三



I 101s I pu ｜朴埔圃浦普望溥谱毯错睽

E朴直E p心zhi 晴朴实直率：语言～｜文笔～o
E朴质E puzhi 圈纯真朴实$不矫饰2 语言～｜

为人～。

埔同用于地名1～（在广东）。
另见 115 页 buo

圃同种蔬菜、花草的园子或园地： -3\t~I 苗
～｜花～。

守d辛 p凸＠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多用于地
1t材名）：乍～（在浙江）｜～口（在江苏）。＠

(Pu）圈姓。

寸步＇. pu o 普遍；全面z ～选 l～查｜～照｜～天

曰同庆。 8 (Pu）画姓。
E普遍E p心bian E冒存在的面很广泛z具有共同
性的 g ～现象｜～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乒

乓球运动在我国十分～。
E普遍性］ p心bianxing IBJ 事物共同具有的性

质。

E普查E p心cha 圈普遍调查：人口～｜地质～。
E普度1 pudu 圈佛教用语，指广施法力，使众

生得到解脱：～众生。
E普泻茶E pu ＇岳rch6 圈云南西南部出产的一
种黑茶，多压制成饼状。因产地的部分地区在
清代属于普泻府而得名。

E普法E put凸圈普及法律知识z ～教育｜～工作。
E普惠E p心hui 圈使普遍受惠z 让改革的成果
～大众。

E普惠和j】 p心huizhi 国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

家出口成品和半成品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
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

E普及E p心ji 圈＠普遍地传到（地区、范围等） : 
健身操已～全国。＠普遍推广，使大众化：～

卫生常识｜在～的基础上提高。
E普及本1 pujib岳n 圈大量销行的书籍，在原有
版本外发行的开本较小、装订从简、定价较低

的版本。
E普降E pujiang l到普遍地降下（雨、雪等〉：～
大雨。

E普教］ p心jiao 圈普通教育的简称z ～系统。
E普阳 p心kuai 圈铁路部门指普通旅客快车。
E普米族】阳mizu IBJ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云南、四川｜。

E普票E pupiao IBl 普通邮票的简称。
E普天同庆E p心tian-t6ngqing 天下的人一同

庆祝。
E普天下】 putianxia 圆全中国或全世界：愿

～受苦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E普通E p心tong E国平常的；一般的z ～人｜～劳
动者｜这种款式很～。

E普通话】 p心tonghuδ 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

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
作为语法规范。

E普通教育】川tong jiaovu 实施→般文化科

学知识的教育。我国实施普通教育的机构主
要为中小学。简称普教。

E普通邮票E putong y6upiao 邮政部门发行的

供邮寄各类邮件用的通用邮票，发行量较大，
发售时间较长。简称普票。

E普选］ puxuan 画一种选举方式，有选举权的

公民普遍地参加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选举。
E普照】 puzhao mill 普遍地照耀：阳光～大地。

号司~ p心山 g LlJ ill令（多用于地名）：～门｜～寨
主旦（都在广西） 0 [:{±] 

守首?i' p心。〈书〉广大。＠〈书〉普遍。＠
1－＇叮‘（ Pu）圈姓。

二：租金、A P心＠按照对象的类别或系统，
下首（藉）采取表格或其他比较整齐的形式，
编辑起来供参考的书＝年～｜食～。＠可以用
来指导练习的格式或图形z 画～｜棋～。＠圈

曲谱z 歌～｜乐～｜根据这首歌的～另外配了一

段词。。画就歌词配曲z ～曲｜把这首诗～成

歌曲。＠（～儿）画大致的标准；把握2 靠～儿｜

他做事有～儿｜心里没个～。。（～儿） IBJ 显示
出来的派头、排场等z 摆～。

E谱表E p心bi凸o 圈乐谱中用来记载音符的五
条平行横线。

E谱牒1 pudie ＜书〉画家谱。
[t普号E puhao 圈确定五线谱上音高位置的符

号。

E谱曲】 pu11q心画就歌词等配曲z 为诗词～。

E谱系】 puxi 圈＠家谱上的系统。＠泛指事
物发展变化的系统。

E谱写E puxi晶圈写作（乐曲等）：这支曲子是

他～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下可歌可
泣的壮丽诗篇。

E谱子E p凸•zi 圈曲谱。

毯川见下。

E毯毡】 p心• lu IBl 藏族地区出产的一种羊毛织
品，可做床毯、衣服等。

剖ft. k "- M 圈金属元素，符号 Pr。是一
宇宙（错）补稀土元素。银白色。用来制特
种合金、有色玻璃、陶瓷、搪瓷等，也用作催化
剂。

睽同圈某些两栖动物晰动物段和
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用来拨水。

蛙、龟、鸭、水獗等都有蹊。
E楼二泳E p心协ng 圈潜水运动项目之一，比赛时



运动员脚穿脚躁，戴泳镜，口衔呼吸管等，以潜

水游泳速度快慢决定胜负。

、

pu （欠〉〈）

铺1 （捕、销）
铺2（捕、销）
铺3 （筒、销）
里～（在浙江）。

pu c～儿）铺子；店铺2

肉～｜杂货～儿。

pu 圈用板子搭的床＝
床～j搭一个～。
pu 驿站（今多用于地

名） ：五里～（在湖北）｜十

另见 1016 页闹。

E铺板J puban 圈搭铺用的木板。
E铺保E pub凸o 圈旧时称以店铺名义所做的保

证，在保单上须加盖店铺的图章。
E铺底】 pudT IBl 0 旧时店铺、作坊等营业上使
用的家具、杂物的总称。＠旧时指店铺、作坊
等房屋的租赁权；转租店铺、作坊等房屋时，在
租金之外付给原承租人的费用。

E铺户1 puhu 圈店铺（多指较小的）。

Z铺面l pumian 圈店铺的门面z 沿街～装修

铺堡暴瀑曝 i p心 I 1019 I 

一新。
E铺面房E pumianfang 固有临街的门面，可以
开设店铺的房屋。

E铺位】 puwei IBl 设有床铺的位置（多指轮船、

火车、旅馆等为旅客安排的）。

E铺子】 pu·zi ［＠ 设有门面出售商品的处所z

杂货～。

堡 pu 多用于地名。五里铺、十里铺等的
“铺”字，有的地区写作“堡”。

另见 48 页时的 105 页 bu 0 

暴沪叫“曝”。
另见 51 页 boo 。

注目 pu 瀑布：飞～。
~另见 52 页 B凸0 。

E瀑布E pubu IBl 从山壁上或河床突然降落的地

方流下的水，远看好像挂着的白布。

曝 pu ＜书〉晒z 一～十寒。
另见 52 页 b凸0 。

E曝露E pulu ＜书〉圈露在外头z ～于原野之

中。

E曝晒E pushai 圆晒z 经过一夏天的烈日～，他

的脸变得黑红黑红的。



些些」 q1 七彻妻柴栖

q 

仁二：二gfj豆I>~二二：J

七 qi 0 l割六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参看
1219 页【数字lo 8 ［萄旧俗人死后每隔

七天祭奠一次，直到第四卡九天为止，共分七
个“七”。 C) ( Qj) 圈姓。

E七…八··】 qi… ba···嵌用名词或动词（包括

词素），表示多或多而杂乱g ～手～脚｜～嘴～

舌｜～拼～凑｜～颠～倒｜～零～落！～上～下｜

～长～短｜～扭～歪！～折～扣（折扣很大）。
E七步之才l qTbuzhTcai 指敏捷的文才。参看

1713 页【煮豆燃莫l 0 

E七彩】 qic凸l 圈日光光谱的七种颜色，即红、

橙、黄、绿、蓝、族、紫，泛指很多种颜色：～云霞。
E七古】 qlg心函每句七个字的古体诗。参看

466 页I古体诗ll 0 

三三三 E七绝】 qljue 画l 七言绝句。一首四句，每句七

三章个字。据714 页阳。
E七老八十】 qll凸obashi 七八十岁，指年纪很

老z 别看他～的，身体硬朗着呢。

E七律E q11u 圈七言律诗。一首八句，每句七
个字。参看 853 页【律诗1 。

E七七E qlql 圈旧俗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

次，最后一次是第四十九天，叫七七。参看
327 页［断七］。

E七七事变E 01-01 Shibian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侵略军突然向我国北平（今北京）西南卢

沟桥驻军进攻，当地驻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

的影响下，奋起抗击，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

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这次事变叫作七七事变。也叫卢沟桥事变。
E七巧板】 qlqi凸oban 圈一种玩具，用正方形

薄板或厚纸裁成形状不同的七小块，可以拼成
各种图形。

E七窍E qTqiao 圈指两眼、两耳、两鼻孔和 r::1 : 

～流血。
E七窍生烟E qlqiao-sh岳ngyan 形容气愤、焦急

或干渴到了极点耐象耳目口鼻都冒火。
E七情E qlqing 圈人的七种感情，一般指喜、

怒、哀、惧、爱、恶Cwu）、欲。
E七情六欲】 qlqing-liuyu 指人的各种情感和欲

望。参看 1 020 页【七情1 、 840 页i六欲1 。
E七十二行】 qishi ’自rhang 泛指工、农、商等各

行各业：～，行行出状元。

E七夕l qlxl I主l 农历七月初七的晚t。神话传

说，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在这天晚上相会。
E七弦琴E qlxianqin ［；自古琴。

E七项全能】 qi xiang quanneng 田径综合性
比赛项目之→，运动员在两天内依次完成 100

米跨栏、跳高、铅球、200 米跑、跳远、标枪，800

米跑等七项比赛。
E七言诗】 qlyanshi i毡每句七个字的旧诗，有

七言占诗、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
E七~］ 01-YT 圈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41 年党中央决定以召开这次大会的 7月份

的第一天，即 7 月 1 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E 七月流火】 qlyue-liuhu凸《诗经·幽风·七月》z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z星座名，即心宿，每

年农历六月出现于正南方，位置最高，七月后
逐渐偏西下沉．故称“流火勺。指夏去秋来，天

气转凉。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因人们误把
“七月”理解为公历 7 月、把“火”理解为火热）。

也Ht qi 画（用开水）冲；泡：～茶｜用开水把糖
l'lJ ～开。

妻忏子（ql•zi ）夫～｜未婚～｜～离子
散｜～儿老小｜～妾成群。
另见 1034 页 qi 0 

E妻弟E qid）圈妻子的弟弟。

E妻儿老小】 qi’自r-1凸oxiao 指全体家属倚在家

中有父母妻子等的人而言）。

E妻舅】 qTjiu l萄妻子的弟兄。
E妻离子散l qlli-zTsan 形容一家人由于战乱、
自然灾害等变故被迫四处离散。

E妻空l qlshl ＜书〉画妻子（ ql•zi ）。

E妾小］ qlxi凸o I望妻子和儿女，有时专指妻子
（多见于早期臼话）。

E妻子E qizT ＜书〉画妻子和儿女。
E妻子E qi· zi 南］男女两人结婚后，女子是男子

的妻子。
字七 qi 0 画“七”的大写。参看 1219 页【数
:71℃字］。 8 (Qj) 圈姓。

栖山 I 本指鸟停在树上，泛指居住
（寝）或停留：～息｜胁。
另见 1399 页 xi"

E栖居l qlju IB!ll 栖息；居住。

E栖身】 qlsh岳n E国居住（多指暂时的） ：无处～｜



～之所。

E栖息E qlxi 画停留；休息（多指鸟类） 0
E栖止E qlzhi （书〉圈栖身u

岳咀 '.. qi 屋盖棺木：～林。
中己（旦）叮
E棺木l qlmu 圈落叶大乔木，叶子长倒卵形，
果穗椭圆形，木材质较软。

都 QI 靶，水名，在四川，流入脏。

凄 qi 0 寒冷z 风雨
（＠＠铃凄、＠怜倭） ～～。＠形容冷

落萧条：～凉｜～清。＠形容悲伤难过：～然｜

～切。

E凄惨】 qlc凸n I翻凄凉悲惨·晚境～｜～地叫喊。
E凄恻l qlce ＜书〉圃哀伤；悲痛：缠绵～。
E凄楚E qlch心〈书〉圈凄惨痛苦2 ～的目光。
E凄怆l qlchuang ＜书〉［归凄惨；悲伤o
E凄风苦雨】 qif岳ng-kuyu 0 形容天气恶劣。
＠比喻悲惨凄凉的境遇。｜｜也说凄风冷雨。

【凄风冷雨l qlf岳ng-1岳ngy心凄风苦雨。

E凄苦】 qlku lllil 凄惨痛苦：表情～｜～的岁月。
E凄冷】 qll岳ng lllil 0 寒冷：～的夜晚。＠凄
凉z 内心十分～。

E凄厉】 qill E国（声音）凄凉而尖锐2 ～的喊叫
声｜风声～。

E凄凉E qlliang E回＠寂寞冷落（多形容环境或
景物）：残垣断壁，一片～。＠凄惨z 身世～｜
～的岁月。

E凄迷】 qimi ＜书〉匾。（景物）凄凉而模糊z
月色～。＠悲伤；怅惘：神情～。

E凄切E qlqie 回凄凉而悲哀（多形容声音）：寒
蝉～。

E凄清l qiqing ~颤。清冷：～的月光 l秋景～。
＠凄凉：琴声～。

E凄然】 qlran ＜书〉圆形容悲伤z ～泪下。
E凄婉E qlwan 晤。哀伤＝流露出不胜～之
情。＠（声音）悲哀而婉转：～的笛声。

E凄惘E qlw凸ng 圈悲伤失意才长惘z 内心～｜～

之情。

妻 qi 见下。

E妻妻E qlql （书〉圆形容革长得茂盛的样子z
芳草～。
泰 qi （书〉同‘‘漆，

亲戚戚1 qi 0 亲戚2 ～谊（亲戚关系）｜～友（
朋友）。. (QT) 圈姓。

戚2 qi 忧愁湖2 哀～｜
了感J倾）休～相关。

栖把那凄妻泰戚期｜ q1 I 1021 

戚3 … qi 古代兵器，懈。
＼~颁）

期 qi 0 预定的时日 5 日期＝定～｜限～i 到
～｜过～作废。＠一段时间：学～｜假～1

潜伏～。＠画用于分期的事物z 训练班先后
办了三～｜这个刊物已经出版了十几～。＠约

定时日 z 不～而遇。＠等候所约的人，泛指等

待或盼望：～待｜～望。
另见 604 页 jT 0 

[Wj待E qldai 圈期望；等待z ～着你早日学成

归来。
B月房E qlfang IEJ 房产市场上指约定期限建成

交付使用的房子（区别于“现房勺。
E期货E qlhuo I萄按双方商定的条件在约定日
期交割和清算的货物、股票、外汇、债券等（区
别于“现货勺。

E期价E qljia 圈期货的价格。

E期间E qljian 圈（某段）时期里面：农忙～｜春

节～｜抗战～o
E期刊E qlkan [EJ 按一定时期出版的刊物，如周
刊、月刊、季刊等。

E期考l qlk凸o 圈学校在学期结束前举行的考

试。

E期满】 qiman 圈达到了规定的期限：任职～｜

服刑～。
B月末】 qlmo 画一学期末尾的一段时问：～

总复习。
四月盼】 qipan 画期待；盼望：～你们早日归来。

E期票】 qlpiao 圈定期支付商品、货币的票据。

E期期艾艾】 qlql-ai ’ ai 汉代周昌口吃，有一次

跟汉高祖争论一件事，说：“臣口不能言，然臣
期期知其不可”（见于《史记·张Z区相列传》）。

又三国魏邓艾也口吃，说到自己的时候连说

“艾艾”（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后来用“期

期艾艾”形容口吃。

E期求】 qlqiu 圈希望得到0：无所～。
E期权】 qlquan 圈事先约定日期，按双方商定

的价格买卖某种特定商品、有价证券等的权
利。

E期市】 qlshi I萄＠进行期货交易的市场。＠

指期货的行惰。
E期望E qlwang 画对未来的事物或人的前途

有所希望和等待 z ～这条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l

决不辜负大家的～。
E期望值l qlw也ngzhi 圈对人或事物所抱希望
的程度。

E期限E qlxian IEJ 限定的一段时间，也指所限
时间的最后界限2 ～很短｜～三个月｜限你五天

～｜～快到了。



口些主」 q1 l 期欺敬敬姑缉颊喊漆蹊碱

E期许】 qlx凸〈书） @ljJ 期望（多用于对晚辈）：有

负师长～。
C到颐l qlyi ＜书〉圈《礼记·曲礼上）〉：“百年日
期，颐。”指百岁高龄的人需要颐养。后来用
“期颐”指人一百岁。

E饲于E qlvu ＜书〉画希望达到；目的在于＝～
至善。

C钢中】 qlzhong 画一学期中间的一段时间：
～考试。

E期终E qlzhong 函期末。

欺 qi 0 欺骗：自～～人｜童发x~o 8 m:: 
负：仗势～人｜～人太甚。

E欺负l qi •fu @l] 用蛮横无理的手段侵犯、压迫

或侮辱z ～人｜受尽～。
E欺行霸市E q !hang-bash i 欺负同行，称霸市
场，形容蛮横经商。

E软哄J q !hong @l] 说假话骗人z 这话只能～三

岁小孩儿。
瞅7麦】 qlling ［到欺负 g凌辱：～百姓。
瞅瞒］ qlm6n 圈欺骗蒙混。
E软蒙】 qlmeng 画隐瞒事物真相来骗人：不

许用虚假广告～客户。
E欺骗E qlpian 画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来掩盖
事实真相，使人上当 z ～社会舆论。

E吹辱E qlru』画欺负；凌辱＝受尽～u
E软软怕硬E qlruan-paying 欺负软弱的，害怕

强硬的。

E钦上瞒下E qlshang-m6nxia 欺骗上级，蒙蔽
下属和群众。也说瞒上欺下。

E钦生E qlsh岳ng 画＠欺负新来的人。＠驴
马等对不常使用它的人不驯服2 这马～，我使

唤不了。
E软世盗名］ qlshi-daoming 欺骗世人，窃取名

誉。
E钦侮l qlw心圈欺负z 备受～｜～弱者。
E钦压E qlya 圃欺负压迫＝～百姓i受尽～。
E欺诈E qlzha 圈用狡诈的手段骗人。
兰全仨 qi 〈书〉同喻”。
削 V

主b qi ＜书〉倾斜歪z ～斜｜～侧（倾斜；歪
用人件。

另见 1543 页 yi 0 

d叶~ qi 见下。

口
E蛤蜿E qlqiang ~古书上指蜕郎。

会昏 ·~ qi 圈缝纫方法，用相连的针脚
王耳（辑）生密地缝： ~i}J_儿｜～鞋口。

另见 605 页 jT 。

世« … qi 0 古代驱疫时扮神的烦（颠、嗨）工所蒙的面具，形状丑陋

凶恶。＠〈书〉丑陋。

喊 qi 见下
E喊里咔嚓l ql·likacha ＜口〉圈状态词。形容
做事干脆、利索。也作喊里喀嚓。

E喊里喀嚓J ql·likacha 同“喊里咔嚓”。

E喊喊喳喳】 qlqlchacho 阻雪形容细碎的说话

声音。也作喊喊嚓嚓。
E喊喊嚓嚓】 qlqlchacha 同“喊喊喳喳”。

江水 qi 0 圈勃液状涂料的统称。涂在物体
l~号飞表面，干燥后形成坚韧的薄膜，有保护和

装饰作用。分为天然漆和人造漆两类。 8@)]

把涂料涂在器物上z 把大门～成红色的。＠
(Qi) 圈姓。

E漆包线E qlbaoxian ~表面涂着一层薄绝缘
漆的金属导线，多用于制造电机和电信等装置

中的线圈。
E漆布E qlbu 圈用漆或其他涂料涂过的布，可

防水，多用来铺桌面或做书皮等。
［／奈雕】 qldiao 圈＠雕漆。 8 COldiao）姓。

E漆：r:J qlgong 圈＠油漆门窗、器物等的工

作。＠做这种工作的工人。＠涂饰油漆的
技术和质量2 这几件木器的做工不错，～也很

好。
E漆黑E qlh岳l 圃状态词。＠颜色非常黑2 ～

的头发。＠非常暗，没有光亮：～的夜｜洞内
一片～。

E漆黑一团】 qlh岳i-yltu6n 0 形容非常黑暗，没

有一点儿光明z 屋里～。＠形容没有一点儿希
望：前景～。＠形容一无所知．对于中国昨天

的面目～，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和
明天。＠形容一无是处：尽管问题不少，也不

能把工作说得～。｜｜也说一团漆黑。
E漆匠E ql•jiang ~ 0 称制作油漆器物的小手
工业者。＠漆工②O

E漆皮E qlpi （～儿）圆器具表面涂漆的一层。
E漆器l qlqi [El 一种手工艺品，表面上有一层
漆，也泛指表面上涂有漆的器物。

E漆树E qlshu ~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小叶卵
形或椭圆形，花小，黄绿色，果实扁圆形。树的
液汁与空气接触后呈暗褐色，叫生漆，可用作
涂料，液汁干后可入药。

蹊 qi 见下
另见 1402 页 xi 。

E蹊烧，］ ql•qiao E园奇怪；可疑：这件事来得有

点儿～。也说烧蹊。

贼 qi 圈一类软体动物的捕。这类动物
的背壳隆起，略呈圆锥形，没有螺旋纹。

生活在海边礁石上，吃浮游生物和藻类。



口日 qi 圈＠东西湿了之后将要干，未全干·
芳、雨过了，太阳一晒，路上就渐渐～了。＠用

沙t等吸收水分2 地上有水，铺上点儿沙子～

一～。

, 
QI (()) 

jf Qi 酬。
E开官】 Qiguiin 圈姓。

郊 Qi 0 古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姓。

齐1 干 qi 0 瞄整齐z 队伍排问～
（弈） 8 rnJjJ 达到同样的高度z 水涨得

～了岸｜向日葵都～了房檐了。 e ll!2l 同样；一
致z ～名｜人心～，泰山移。＠圃一块儿g 同
时：百花～放｜并驾～驱｜男女老幼～动手。＠
圈完备；全z 东西预备～了｜人还没有来～｜钱

都凑～了。＠圆跟某二点或某一直线取齐z

～着根儿剪断｜～着边儿画一道线。＠（旧读 j])

指合金．击孟缘铜～。
〈古〉又同斋戒的“斋”zhoi 。

齐2 ' - Qi 0 周朝鹏在今叫
（费）部和河北东南部。＠圈朝代。

a）指南齐。 b）指北齐。＠唐末农民起义军领

袖黄巢所建国号。＠圈姓。
另见 616 页 ji 。

E齐备E qibei E国齐全（多指物品）：货色～｜行
装～，马上出发。

E齐步走E qibu z归军事或体操口令，令队伍
保持整齐的行列，以整齐的步伐前进。

E齐唱E qichang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歌唱者
按同一旋律同时演唱。

E齐齿呼E qichihu 圈见 1240 页【四日于1。
E齐楚l qichu 圈整齐（多指服装）：衣冠～。
E齐东野语E qidong子的心《孟子·力章上》z“此

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后用“齐东野
语”借指道听途说、不足为凭的话。

E齐墩果E qidunguo 圈泊橄榄。
E齐集E qiji 圈聚集；集拢z 各国朋友～北京。
E齐眉穗JLl qimeisuir IEl 妇女或儿童垂在前
额与眉相齐的短发。

E齐名E qiming 画有同样的名望2 唐代诗人
中，李白与杜甫～。

E齐全E q iquan ll!2l 应有尽有（多指物品）：商品

～｜门类～ l功能～。
E齐声E qi sh岳ng 圃（许多人）一齐发出同样的

声音：～歌唱 1～高呼口号。

H黑 rr 郊齐祁沂 It 岐其 I q1- qi I 1023 I 

E齐刷刷l qishuiishuii （～的） ll!2l 状态词。形

容整齐一致：地里的麦子长得～的 i接受检阅
的队伍～地前进。

E齐头并进】 qit6u七ingjin 不分先后地一齐前

进或同时进行。
E齐心E qixln 圈思想认识一致：～协力 i 只要

大家～了，事情就好办了。
E齐心协力E qixln-xieli 思想认识→致，共同努

力 z 大家～抗击洪涝灾害。
E齐整l qizh品1ng E回整齐z 麦苗长得很～。

E齐奏E qizou 毒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演奏者同
时演奏同一曲调。

祁 Qi 0 指安徽祁门：～红。＠指湖南祁
阳 z ～剧。＠圈姓。

E祁红E qih6ng 圈安徽祁门出的红茶。

E祁,\ii!Jl qiiu ~湖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唱腔
以皮黄为主，流行于祁阳等地。

听 qi 0 ＜书〉边界。ω酬。
另见 1562 页 yin 。

瓦 qi 见 5叫酬。
岐 qi 0 岐山（ Qi 如肌山名，又地名，都

在陕西。＠〈书〉同“歧”。 e <an~ 姓。
E岐黄l qihuang 圈指黄帝和岐伯，传说是中

医的始祖。古代医书《黄帝内经·素问》多用
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写成。后来用“岐

黄”作为中医学术的代称：～之术。 二三

其1 qi 0 < 45＞困人称代词。他（她、它）主
的；｛t!i,（她、它）们的 z 各得～所｜自圆～说。三三三

＠〈书〉圈人称代词。他（她、它）刊也（她、它〉

们＝促～早日实现｜不能任～白流。＠〈书〉睛
指示代词。那个；~~样2 查无～事 l不厌～烦。
＠〈书〉团指示代词。虚指＝忘～所以。＠
(Qi) 圈姓。

非非~2 qi ＜书〉圆＠表示揣测、反话：齐师～
r守遁？｜欲加之罪，～无辞乎？＠表示请求
或命令＝子～勉之！

辛辛·3 qi 后缀z 极～｜尤～｜如～。

7飞另见601 页 F。

E民次E qici IRl 指示代词。＠次第较后g第二

（用于列举事项）·他第一个发言，～就轮到了
我。＠次耍的地位：内容是主要的，形式还在

~ 。
E其f1同］ qijiiin ~方位词。＠那中｜同s其中 2 厕

身～｜～定有缘故。＠指某一段时间 z 离开学
校已经好几年了，～，他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显
著成绩。

E其貌不扬E qimao buyang 指人的容貌平常

或丑陋。



口些？」 qi ｜其奇极歧

E其实】 qishi I国表示所说的是实际情况（承上

文，多含转折意）＝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
难，～并不难。

E其他E qi ta 团指示代词。别的z 今天的文娱
晚会，除了京剧、曲艺以外，还有～精彩节目。

E其它E qita 同“其他”（用于事物）。

E主余】 qivu 团指示代词。剩下的z 除了有两
人请假，～的人都到了。

E其中】 qizh6ng IEl 方位词。那里面：不知～

奥妙｜气象站一共五个人，～三个是新来的。
二k qi 0 罕见的；特殊的；非常的：～事｜～
l=tJ 闻｜～志 i～勋｜～耻大辱｜商品～缺｜山势～
险。＠出人意料的g令人难测的z ～兵 1～袭｜
出～制胜。＠惊异：惊～｜不足为～。。
(Qi) 圈姓。

另见 601 页 jT 0 

E奇案E qi ’ an 圈离奇的案件；特别的案件。
E奇拔E qib6 回奇特挺拔：山峰～。
E奇兵l qiblng 圈出乎敌人意料而突然袭击的
军队＝出～取胜。

E奇才E qic6i IEl 0 杰出的才能：这一战显出
他的指挥～。＠指有杰出才能的人。

E奇耻大辱】 qichT daru 极大的耻辱。

E奇峰E qif岳ng IEl 奇特的山峰z ～突起。
E奇功E qig6ng l组特殊的功绩z 屡建～。

E奇怪E qiguai 圈。跟平常的不一样：海里有
三三三三 不少～的动植物。＠出乎意料，难以理解：真

～，为什么这时候他还不来呢？
E奇观】 qiguan IEl 雄伟美丽而又罕见的景象
或出奇少见的事情g 《今古～》｜钱塘江的潮沙

是一大～。
E奇光异彩E qiguang-yicai 奇特瑰丽的光芒和

色彩。
E奇花异草E qihu6-yic凸o 奇异的花草：植物园

的温室里有很多～。
E奇幻E qihuan E回＠奇异而虚幻．～的遐想。

＠奇异变幻2 景色～。
E奇货可居】 qihuo-1φju 商人把难得的货物囤

和起来，等待高价出售。也比喻凭借某种独特

的技能或成就，作为要求名利地位的本钱。
E奇迹l qiji 圈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创

造～｜她的病居然～般地好起来了。
E奇景E qijTng ［百奇特而又罕见的景象。
E奇绝】 qijue 圈神奇绝妙：怪石磷崎，山势～o
E奇崛】 qijue ＜书） [Ml 奇特突出．文笔～。
E奇丽E qili 圃奇特而美丽：山河～｜景色～。
E奇美E qim岳i [Ml 奇特美丽$奇妙美好z 风光

～｜～的景致。
E奇妙l qimiao 圃稀奇巧妙（多形容令人感兴

趣的新奇事物）：构思～｜～世界。

E奇商l qip6 圈奇特而美丽的花朵z ～斗娇。

这篇小说是近来文坛上出现的一朵～。

E奇巧E qiqi凸o E国奇特巧妙；新奇精巧：～的

玉雕｜园内假山造型～。

E奇趣1 qiqu 圈奇妙的趣味：～横生。

E奇缺】 qiqL虑自主i 非常缺乏z 水源～l～的商品。

E奇谈】 qit6n 圈令人觉得奇怪的言论或见解：

海外～｜～怪论。
E奇谈怪论E qit6n-guailun 荒唐不近情理的言

论。
E奇特E qite 回跟寻常的不一样g奇怪而特别z

装束～｜在沙漠地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的景

象。

E奇伟l qiw岳i E国奇特雄伟：山势～。
E奇文E qi wen 圈新奇的文章；奇特的文字（有

时含贬义）：～共欣赏｜晦涩难解的～。
E奇文共赏】 qiwen-gongsh凸ng 新奇的文章共

同欣赏（语本晋代陶潜《移居》诗：“奇文共欣
赏，疑义相与析’勺。现多指把荒谬、错误的文
章发表出来供大家识别和批判。

E奇闻】 qiwen 圈奇特动听的事情g ～趣事！天

下～。
E奇袭E qixi rnlJ] 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多指军

事上）。

E奇想】 qixi凸ng 圈奇特的想法：突发～。

E奇效】 qixiao 圈预想不到的效果或效力：这

种药对治疗风湿病有～。
E奇形怪状E qixing-guaizhuang 不同寻常的，

奇特怪异的形状：在石灰岩洞里，到处是～的
钟乳石。

E奇勋E qixun ＜书〉圈特殊的功勋：屡建～。
E奇异E qiyi 圃＠奇特z 海底是一个～的世界。

＠惊异z 路上的人都用～的眼光看着这些来
自远方的客人。

E奇异果E qiyigu凸啕狲猴桃。［奇异，英 kiwi]

E奇遇E qivu 画意外的、奇特的相逢或遇合（多

指好的事）：深山～ l他俩多年失去联系，想不

到在会上见面，真是～！
E奇装异服】 qizhuang-yifu 与现时社会上一般

人衣着式样不同的服装（多含贬义）。

辄… qi ＜书〉车毅上的装饰
（事民）

歧 qi 0 岔（道汕大路分出的（路） : ~Jto 
＠不相同；不一致z ～义｜～视。

E歧出l qichu ［到指一本书、一篇文章之内文字
前后不符（多指术语等）。

E歧化E qihua [2lbl 在化学反应中，同一种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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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原子（或离子）被氧化，另一部分原子

（或离子）被还原。
E歧见E qijian ［割不一致的见解或意见z 消除
～，增进共识。

E歧路】 qilu 睛从大路上分出来的小路。
E歧路亡羊】 qilu w6ngy6ng 杨子的邻居把羊
丢了，没有找着。杨子问：“为什么没找着？”邻
人说：“岔路很多，岔路上又有岔路，不知道往
哪儿去了”（见于《列子·说符》）。比喻因情况复
杂多变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E歧视E qishi 画不平等地看待：种族～。

E歧途E qitu 圈歧路，比喻错误的道路2 受人蒙
骗，误入～。

E歧义】 qfyi [BJ （语言文字）两种或多种不同的
意义，有两种或几种可能的解释。

E歧异E qiyi E事有分歧差异；不相同 z 观点～。
争巳 qi 0 祈祷z ～福。＠请求；希望z ～求｜
I l ～望｜敬～指导。 8 (Qi) 圈姓。
E祈祷E qid凸o 画一种宗教仪式，信仰宗教的
人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

E祈盼】 qipan 圈恳切盼望：～他早日康复｜发
展经济，过上幸福生活是山里人的～。

E祈求E qiqiu 圈恳切地希望或请求2 ～来年有
个好收成｜脸上流露出～的神情。

E祈使句E qishiiu 圈要求或者希望别人做什
么事或者不做什么事时用的句子，如：“你过
来。，，

祈使句句末用句号或叹号。也叫命令句。
E祈愿E qiyuan ［到祈祷祝愿2 ～世界和平。

抵 qi ＜耕地神。参看 11叫I神剧。
另见 1684 页 zhT “只 1 ”。

荠斗川叫李荠］
（葬）完见削页 j 1 0 

俊 qi J/l 921 页叫（叫）。
另见 1242 页 slo

疯 qi ＜书〉病。

蕾 qi ＜书〉六十岁以上的年纪z ～老｜～年。
〈古〉又同“嗜” shi 。

E营老E qil6o ＜书〉圈老年人，特指德行高尚受
尊敬的老人。

E香宿l qisu ＜书〉圈指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老
年人。

r::7.t qi ＜书〉（身材）修长：～长。
用几（照γ
E顾长E qich6ng E国（身材）修长z ～的身影。
E顾伟E qiw副〈书〉圈（身材）高大魁梧。

脐→ qi 0 肚脐， ~?,jj'of} 螃蟹腹下
（脯）中间的甲壳z 尖～｜团～。

E脐带1 qidai [BJ 连接胎儿与胎盘的带状物，由

两条动脉和一条静脉构成。胎儿依靠脐带与
母体联系，是胎儿吸取养料和排出废料的通

道。
前 qi 0 古代一种旗子。 8 .!JI, 1026 页

“旗”。

琦… qi ＜书〉弯曲的岸。
f←确）
真 qi ＜方〉豆秸： IL~ ， 

菁 qi 耕主山（ Qil6i 叫on),JlJ名，在
台湾。

哇 qi 0 圈有士埂围着的→块块捐卡歹u整
的田地，一般是长方形的2 ～田｜菜～。＠

鹰用于计算种在睡上的作物的数量z 种了一

～韭菜。

E睡灌E qiguan 画灌溉的一种方法，把灌溉的
土地分成面积较小的哇，灌溉时，每个睦依次

灌水。
E睦回E qiti6n 圈周围筑埂可以灌溉和蓄水的

田。

跤理〈书〉＠多出的酬。＠形容虫子爬
干I。

另见 1031 页 qi。

,fr;笠 qi ＜书〉倾斜g不平坦z ～径。
U』口l

E崎岖E qiqu 圆形容山路不平，也形容处境艰＝二

难：山路～｜～坎坷的一生。 主主
漠 Qi 酬，脯，在河南。 主

背日·时cLL i ＜书〉青黑色的马：～骥（骏
拱（牍）马）。
回犬 -· qi 0 圈两腿跨坐（在牲口或自
拥（崎）行车等上面）：～马｜～自行车。＠
兼跨两边：～缝。＠（旧读 j））骑的马，泛指人

乘坐的动物：坐～。＠（旧读 jl）骑兵，也泛指
骑马的人z 轻～｜铁～｜车～。

E骑兵E qiblng 圈＠骑马作战的兵种。＠这

→兵种的士兵。
E骑缝E qifeng 圈两张纸的交接处（多指单据

和存根连接的地方）：在三联单的～处盖印。
E骑虎难下】 qihu-n6nxia 比喻事情中途遇到

困难，为形势所迫，又难以中止。
E骑警E qijing 圈骑着马或摩托车等执行巡逻

任务的警察。

E骑楼E qil6u ＜方〉面楼房向外伸出在人行道
上的部分·～底（骑楼下的人行道）。

E骑驴找驴E qih~ zh凸010 骑马找马。
E骑马找马】 qim也zh凸om凸＠比喻东西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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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里，还到处去找。＠比喻一面占着现 I ［棋坛E qit6n 圈指棋类运动界：～宿将。
在的位置，一面另找更称心的工作。｜｜也说骑 I ［棋艺】 qiyi 圈下棋的技艺g 钻研～。

驴找驴。 I E棋子】 qfzr c～儿）圄用木头或其他材料制成
E骑枪l qiqiang !Bl 骑兵使用的一种枪，构造跟｜ 的下棋用的小块儿。通常用颜色分为数目相
步枪相似，但枪身较短而轻便，射程较步枪近。｜ 等的两部分或几部分，下棋的人各使用一部
也叫马枪。 | 分。

E骑墙E qiqi6ng [§IJl 比喻立场不明确，站在斗争｜巾V ．午 qi 见下。
双方的中间，哪一方面也不得罪2 ～派 l～观 I !I岁'rC脑γ
望。

E骑士E qishi 圈欧洲中世纪封建主阶级的最

低阶层，是领有土地的军人，为大封建主服骑
兵兵役。

E骑手E qishou 圈擅长骑马的人，特指马术比
赛中的运动员。

E骑术E qishu !Bl 骑马的技术z ～表演｜精于～。

主叶 qi 0 ＜书〉美玉。 8 (Qi) 圈姓。

’〉，、

主左 qi ＜书〉＠美玉。＠不凡的3美好的z ～
，ι用行（美好的品德）。
棋 qi 0 圈文娱项目的一

（黎、智）类，一副棋包括若干颗棋
子和一个棋盘，下棋的人按一定的规则摆上或
移动棋子来比输赢，有象棋、围棋、军棋、跳棋
等。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等也是体育运

动项目。＠圈指下棋的着数z 臭～｜这步～
很妙。走好人生中的每一步～。＠指棋子z 落

主 ～无悔
E棋布1 qibu 画像棋子似的分布着，形容多而

密集2 星罗～｜礁石～。
E棋页lJ qif岳ng 圈棋手下棋时表现出来的风

格、作风z ～稳健｜～不正。
E棋逢敌手E qifengdish凸u 棋逢对手。

E棋逢对手l qif岳ngduishou 比喻双方本领不

相上下。也说棋逢敌手。
E棋局E qi ju 圈。指下棋过程中双方对阵的形
势。＠〈书〉棋盘。

E棋具E qiiu 圈下棋的用具，如棋盘、棋子等2

一副～。
E棋力l qfli 画下棋时在攻防中所表现的本领；

下棋的功力z 经过数年的勤学苦练，他的～大
长。

E棋路E qilu 圈下棋的路数2 ～高明。
E棋迷E qi mi 函喜欢下棋或看下棋而入迷的
人。

E棋盘l qip6n 画下棋时摆棋子用的盘，上面画

着一定形式的格子。
E棋谱l qip凸圈用图和文字说明下棋的基本技

术或解释棋局的书或图谱。

E棋赛E qisai 圈棋类比赛g ～夺冠。

E跻蜡E qic6o 圈金龟子的幼虫，白色，圆柱状，

向腹面弯曲。种类很多，生活在士里，吃农作
物的地下部分，是害虫。

专f:t qi ＜书〉吉祥（现多用作书信结尾祝颂的
’P可话）：恭祝时～｜谨颂近～。

专奇 μ qi 0 古代的烹煮器皿，有三足。
可（饲）＠古代一种兵器。
情 qi ＜书〉＠恭JI顶。＠畏惧。

荼 qi 0 ＜书〉圆极；1E!：言之～详｜希望～
切。 8 (Qi) 圈姓。

巾叶 qi 见 989 页I影蟆1。

...，，、

t在血〈 iO 圈旗子：国～｜红～｜
庄~（UL~＊Jl开）升～。＠指八旗z 汉军～。
＠属于八旗的，特指属于满族的z ～人i～袍。

＠八旗兵驻屯的地方，现在地名沿用g 正黄

～。＠圈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
当于县。（！） (Qi) 圈姓。

E旗杆E qigon !Bl 悬挂旗子用的杆子。

白居鼓相当l qigu』剖iongdang 比喻双方力量不

相上下z 这两个足球队～，一定有一场精彩的
比赛。

E旗号】 qihao 圈旧时标明军队名称或将领姓

氏的旗子，现用来比喻某种名义（多指借来做
坏事）。

E旗舰E qijian !Bl o 某些国家的海军舰队司
令、编队司令所在的军舰，因舰上挂有司令旗
（夜间加挂司令灯），所以叫旗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叫指挥舰。＠比喻带头的、起主导
作用的事物z ～店｜～企业。

U宾开得胜E qikai-desheng 军队的战旗刚一

展开就打了胜仗，比喻事情一开始就取得好成

绩。
E旗袍l qip6o C～儿）圈妇女穿的一种长袍，原
为满族妇女所穿。

惊人E Qiren 圈旧时称清代隶属八旗的人，特
指满族。

E旗手E qi sh凸u 圈在行列前打旗子的人，比喻

领导人或先行者：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
眼下E qixia 画下属s部下z 他的～个个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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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干。

E旗语E qivu 圈航海上或军事上，在距离较远，
说话不能听见的场合，用旗子来通信的方法。

单手执旗或双手各执一旗，以不同的挥旗动作
表达通信内容。

E旗帜） qizhi 圈＠旗子：节日的首都到处飘
扬着五彩缤纷的～。＠比喻榜样或模范z 培
养典型，树立～。＠比喻有代表性或号召力的
某种思想、学说或政治力量等。

E旗帜鲜明】 qizhi-xianming 指观点、立场非常

明确。
E旗装E qizhuang 圆满族的民族服装，特指！日
时满族妇女的服装打扮。

E旗子E qi •zi 画用绸、布、纸等做成的方形、长
方形或三角形的标志，大多挂在杆子上或墙壁

上。

薪1ι qi （书〉求。
（霸）

薪2ι Qi 0 附｜（旧州名，州治在
（霸）今湖北薪春南）。 8~ 姓。

E薪求】 qiqiu ＜书〉圈祈求。
守甘 qi 0 （书〉同“祺”。＠用于人名，赵棒，
1去e 南宋度宗。

镇（棋） qi 见下
E锁锹E qiqiu 圈鱼，体侧扁而长，黑褐色，头高
而大，眼小，背鳝很长，尾鳝分又深。生活在海

洋中。
臻 qi 古代男子帽子上的酬。

鳝（籍
qi IEl 鱼类

的运动器
官，由刺状

的硬骨或软
骨支撑薄膜
构成。按所

在的部位，
可分为胸
鳝、腹鳝、背

l 背鳝
4. 腹鳝

2 尾鳝
5 臀鳝

鳝

3. 胸鳝

鳝、臀鳝和尾鳝。有调节速度、变换方向等作

用。
由ft qi 0 见下。 8 (Qi) ［雪姓。
/JN／、

E膜麟E qilin 函l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体形
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有尾。古人拿它
象征祥瑞。简称麟。

暑 qi （书〉马鬓

v 
qi C<.l) 

乞 qT 0 向人讨；乞求z ～怜｜～食｜～援｜行
～。 8 (Qi)~ 姓。

E乞哀告怜E qT’。i-gaolian 乞求别人哀怜和帮
助。

E乞丐E qTgai 圈靠向人要饭要钱过活的人。
E乞怜E qTlian 画显出可怜相，希望得到别人的

同情：摇尾～。

E乞灵） qTling （书〉画向神佛求助，泛指乞求
不可靠的帮助：～于奇迹的出现。

E乞巧］ qTqi凸o 圃旧俗，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

妇女在院子里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祷，请求
帮助她们提高刺绣缝纫的技巧。

E乞求】 qTqiu ＠）］请求给予z ～施舍｜～宽恕。

E乞食E qTshi ＜书〉［到要饭。

E乞讨］ qTt凸o 圈向人要钱要饭等z 沿街～o

E乞降E qixiang 圈请求对方接受投降。

E乞援E qTyuan 画请求援助g 四处～。

芭 qT 0 古代指一种谷子。＠古代指一种
野菜。

山己 qT ＜书〉没有草木的山。
岂 v 0 （书〉圈表示反间，相当于

（置）“哪、难道、怎么”z ～料｜～有此理 l 二
如此而己，～有他哉？ 8 (QT) ［萄姓。 主

〈古〉又同“也” k凸 i ；又同“凯” k凸 l 。
E岂｛旦E qTda『） II虽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f旦”
～你不知道，连我自已也不清楚呢。

E岂非E qifei 圃用反问的语气表示“难道不

是气～怪事？｜这样解释～自相矛盾？
E岂敢E qigan 富国怎么敢；哪里敢（多用作客套

话） ：我～擅自做主｜～～，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E岂可E qTIφ 画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可以飞

～言而无信｜～坐以待毙？

E岂有此理E qiy6ucTli 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合

情理的事表示气愤）：做错了事，还要怪别人，
真是～！

E岂止】 qizhT ［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止飞为

难的事还多着呢，～这一件？
_&. qT 抬起脚后跟站着，今用来表示盼望的
_u:::‘意思2 ～盼l～望。
E企鹅E qT ’ 6 圈水鸟，体长近 1 米，嘴很坚硬，

头和背部黑色，腹部白色，腿短，尾巴短，翅膀

小，不能飞，善于潜水，在陆地上直立时像有所

企望的样子，多群居在南极洲及附近岛屿上。
E企政;J qTg凸t 画企业改革：～工作｜对～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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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E企管l qTguan 圈企业管理2 ～部门。
E企划E qThua 圈策划；谋划z 广告～！～人员。
E企及E qTji l3bi 盼望达到；希望赶上z 难以～。
E企口板】 qTkouban 圈一侧有凹槽，另一侧有
凸榕的木板，拼接后结合紧密，不易翘起。多

用作地板等。
E企慕E qTmu 圈仰慕z ～已久。
E企盼E qi pan 圈盼望g ～未来｜～合家欢聚。
E企求l qrqiu l3bl 希望得到 z 他一心只想把工作
搞好，从不～什么。

E企图E qTtu 0 ［到图谋；打算（多含贬义）：敌
军～逃跑，没能得逞。＠画意图（多含贬义） : 
政治～｜识破了奸商以次充好的～。

E企望E qTw。ng ~希望：翘首～。
E企稳.l qTw品n 圈指在某一价位上趋于稳定z

股指止跌～。

E企业E qrve IEl 从事生产、运输、贸易、服务等
经济活动，在经济上独立核算的组织，如工厂、
矿山、铁路等。

E企业法人l qlye faren 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组织。在我国，企业法

人指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
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企业组织。

E企业化l qTy也hua 圈。工业、商业、运输等单
位按照经济核算的原则，独立计算盈亏。＠
使事业单位能有正常收入，不需要国家开支经
费，并能自行进行经济核算。

E企业所得税E qTye suodeshui 国家对企业和
经营单位按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法
征收的税。

E企足而待E qlz白’包rdai 抬起脚后跟来等着，指

事情、愿望等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也形容
迫切地盼望。JC qT ＜书〉一种玉。

祀 QT 0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祀县一带。＠
圈姓。

E妃柳E qili心圈落叶灌木，叶子长椭圆形，花暗
紫绿色，柔夷花序，雌雄异株，生长在水边，枝
条可用来编器物。

E祀人忧天］ qTren-youtian 传说妃国有个人怕
天塌下来，吃饭睡觉都感到不安（见于《列子·
天瑞扮。借指为不必要忧虑的事情而忧虑。

E祀人之忧l q T renzh lyou 指不必要的忧虑。
参看 1028 页【祀人忧天］ o

~ qT ＜书〉明星。
J::::f 另见 892 页 m削。 , 

~ ιi qi 0 打开z ～封i
l日（兽、餐肤、祷雷） ～门｜某某～（信封
上用语，表示由某人拆信）。＠开导：～蒙｜～
发。＠开始g ～行｜～用。＠陈述z 敬～者
（旧时用于书信的开端〉｜某某～（用于书信末署

名处）。＠旧时文体之一，较简短的书信z 小
～｜谢～。 0 (QT)~ 姓。

E启禀l qTbTng ＜书〉圃禀报；禀告。
E启程l qlcheng 画上路；1=J程开始（多用于较

正式的场合）：连夜～。
E启齿E qTchT 圃开口（多指向别人有所请求）：

难以～｜不便～。

E启迪】 qldi 画开导；启发：～后人。
E启硫E qi;; ding i到起锚。

E启动】 qTdong ［菌＠（机器、仪表、电气设备

等）开始工作z ～电流｜～继电器｜车轮～。＠
（法令、规划、方案等）开始实施或进行g 扶贫工

程已正式～。＠开拓s发动＝～农村市场。
E启发】 qTfa l到阐明事例，引起对方联想而有

所领悟：～性报告i～群众的积极性。

E启封E ql;;f岳ng 国国＠打开封条。＠拆开封

着的信件。＠泛指打开密封、封存的东西：罐
头食品～后，应尽快食用。

E启航E qThcing ［噩（轮船、飞机等）第一次航行。
E启蒙E qTmeng ［动＠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

的、入门的知识：～老师！～读物。＠普及新
知识，使摆脱愚昧和迷信z ～运动。

E启蒙运动l qTmeng yundong O 17 1s 世

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
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
自由、个性发展等。＠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
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

E启明】 qTming ~我国古代指日出以前，出现
在东方天空的金星。参看 676 页i金星］ 1 0 

E启幕E qTmu 圈开幕：国际音乐节～。
E启示E qTshi 0 圈启发提示，使有所领悟z 这

本书～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圈
通过启发提示而领悟的道理z 影片给了我们
有益的～。

E启事】 qTshi 圈为了说明某事而登载在媒体

上或张贴在墙壁上的文字z 征稿～｜寻人～。
E启衅】 qTxin （书〉圈挑起争端z 乘隙～。

Z启行l qTxing 画画启程；起行。
E启用E qTyong 圈开始使用z ～印章｜～新域

名｜铁路已建成～。

E启运l qTyun 圈起运。
E启智E qTzhi [;Ji] 开发智力 z ～玩具｜强身～。
E启奏l qTzou ＜书〉画臣子向帝王陈述意见或
报告事情。



起 qi 0 时坐卧趴伏而站立或由躺而
坐2 ～来｜～立 1～床 l早睡早～。＠离开

原来的位置．～程｜～飞。＠匿国物体由下往
t升2 皮球不～了。＠圈长出（痕、疙瘩、瘁
子）：夏天小孩儿身上爱～痒子。＠圈把收藏
或嵌入的东西弄出来z ～货｜～钉子。＠圈
发生：～风了｜～疑心｜～作用。＠发动；兴起z
～兵｜～事。＠画拟写：～稿子｜～草。＠圈

建立2 ～伙！白手～家 l平地～高楼。＠圈领
取（凭证）：～行李票｜～护照。＠画（从、
由……）开始r ～止｜～吃｜由这儿～就只有小路
了。－~用在动词后，表示（从、出……）开
始z 从二号算～｜从头学～｜从何说～！＠〈方〉

圈用在时间或处所词前面，表示始点：您～
哪儿来？ I ～这儿往北｜～前天开始计算。＠
〈方〉面用在处所词前面，表示经过的地点3
看见一个人～窗户外面走过去。＠圈 a）件；
次z 这样的案子每年总有几～｜防止了一～事
故。 b）群；批2 外面进来一～人 l他们分六～往
地里送肥料。 4D (QI) 圈姓。

起 F • qi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表
示向上z 抬～箱子往外走。＠常跟“得、

不”连用，表示力量条件等够得上或够不上；能
力达得到或达不到2 经得～考验｜太贵了，买不
～。＠表示事物随动作出现并持续g 乐队奏
～迎宾曲｜会场响～热烈掌声！傍晚又下～了
雨。＠表示动作涉及人或事：他多次问～过

你｜想～一件事。
E起岸l qi ’ an 圈把货物从船上搬运到岸上z
缩短货物～时间。

E起爆l qibao Ill国点燃引信或按动电钮使爆炸
物爆炸g ～药｜准时～。

E起笔E qlbl 0 画书法上指每一笔开始z 写字
的时候～要顿一顿。＠圈检字法上指→个字
的第一笔。＠画指开始写文章z 摊开信纸，
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圈指文章的开头z
这篇文章～不落俗套。

E起兵l qlblng 画出动军队；发动武装斗争：

～抗敌。
盹搏器E qlb6ql 圈用来维持心脏跳动和正常
心律的医疗器械，内装电池，植于皮下。适用
于心脏传导阻滞等患者。

E起步E qlbu 圈＠开始走＝车子～了。＠比
喻事业、工作等开始g 我国女子举重虽然～晚，
但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白主步价l qlbL』jia IE 出租车运营中的最低价
格，泛指商品等的最低价或起始价。

E起草E qi;;cao l1lfil 打草稿：～文件 l这个报告

是谁起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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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起场l ql;;ch6ng 圈把摊晒在场上经过碾轧
的谷物收拢起来。

缸承转合l ql-cheng-zhu凸n-he 旧时写文章常

用的行文的顺序，“起”是开始，“承”是承接上
文，“转”是转折，“合”是全文的结束。泛指文
章做法。

E起程】 qlcheng 画上路；行程开始。

E起初E qlchu 圈最初；起先 z ～我不同意，后来

才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卜’他一个字不识，现在已
经能看报写信了。

E起床】 qi;; chuang 圈睡醒后下床（多指早

晨）：他每天总是天刚亮就～。

E起底E qi;; di 圈揭底；揭秘z 乱象～｜～股市内

幕｜晚会演员阵容大～。

C包J点l qidian 圈＠开始的地方或时间z ～
站｜任何伟大的成就都只是继续前进的新的～

C拆整卖零，降低零售～。＠特指径赛中起跑
的地点。

E起吊E qidiao 圈用起重机吊起重物。

E起淀E ql;;ding 圈起锚。

E起动E q idang l1lfiJ 启动①。

E包飞］ qif岳i 匾。（飞机、火箭等〉开始飞行。

＠比喻事业开始上升、发展：经济～l这个厂
所以能～，主要靠科学管理。

E起伏1 qifu 圈＠→起一落z 麦浪～｜这一带
全是连绵～的群山。＠比喻感情、关系等起落

变化＝思绪～l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 亘三
E起复1 qifu 圈。古代官吏遭父母丧，守制未主主
满期而应召任职。明清两代专指服父母丧期二二

满后重新出来做宫。＠指宫吏革职后重新被
起用。

E起稿l ql;;gao 画打草稿。

阻更E qi;;g岳『19 毒面旧时指夜间第一次打更。

盹早E qihan Ill且不走水路，走陆路（多指步行

或乘坐旧式交通工具）。

E起航l qih6ng 圈（轮船、飞机等）开始航行z
天气恶劣，不能～。

E起哄E qi;; hong 圈＠胡闹；捣乱（多指许多人

→起） ：不得聚众～。＠许多人向一两个人开
玩笑 z 人家拿我开心，你也～。

E包火E qi;;huo 画＠点火做饭z 星期天你家

～不～？｜在食堂吃饭比自己～方便。＠发生
火警z 仓库～了。＠着急发脾气：你别～，听
我慢慢儿对你说。

L包火E qi•huo IE] 带着苇子轩的花炮，点着后

能升得很高。

E起拥 qihuo 画从窝藏的地方搜查出（赃物、
违禁品等）：～一批黄色书刊。

E起急l] qiji ＜方〉圆心中焦急或以急躁态度对



口些些」 ~」旦
人： ｛：宇先别～，好好儿听我说。

盹家J qi;; jia 圈。兴家立业；发家z 他们靠
勤劳～。＠创立事业z 白手～。

E起价E qijia o 画从某一价格开始出售或计
算：新楼盘每平方米 8 800 元～。 81El 招
标、拍卖、售房等开始的报价，一般为最低价；

起步价＝该拍品的～为两万元。
阻见l qijian 国“为Cwei）……起见气表示为

达到某种目的：为安全～，必须系上保险带。
胞降E qijiang 圃（飞机等）起飞和降落：确保

航班安全～。
E起解E qiiie r;国旧时指犯人被押送。
C包劲E qijin （～儿）圈（工作、游戏等）情绪高，
劲头大2 大家千得很～｜同学们又说又笑，玩得

很～。

E包敬E qijing ~产生敬意g 肃然～｜令人～。

E起居E qiju 圈指日常生活2 孩子在托儿所饮

食～都有规律。
E起圈E qi;;juan ~把猪圈、羊圈、牛栏等里面
的粪便和所垫的草、土弄出来，用作肥料。有
的地区叫清栏或出圈。

E起开E qi• kai （方〉圈走开；让开z 请你～点儿，
让我过去。

E起课E qi;;k岳画一种占卡法，摇铜钱看正反面
或掐指头算干支，推断吉凶。

缸里来E qi 11 • lai 圈。由躺、卧而坐，由坐、跪而
站z 你～，让老太太坐下。＠指起床g 刚～就忙
着下地干活儿。＠泛指兴起、奋起、升起、立起
等z 群众～了｜情绪～了 i飞机～了 1大楼～了。
胞来J 11·qi11·lai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向上z 抬起头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了。＠用在动词或形容词

后，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并且继续z 一句话把
屋子里的人都逗得大笑～｜唱起歌来i天气渐渐
暖和～。＠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或达
到目的z 球队已经组织～了｜想了半天，终于想
～了。＠用在动词后，表示估计或着眼于某
一方面2 看～，他不会来了。

£包立E qili 圃站起来（多用作口令）：～，敬礼｜

全体～。
胞灵l qi;;ling ~把停着的灵枢运走。
E包落E qiluo 圃升起和降落z 飞机～l价格～ i

船身随浪～0心潮～。
E起码E qim凸圃属性词。最低限度的z ～的
条件｜我这次出差，～耍一个月才能回来。
阻锚E qi;;mao ~把锚拔起，船开始航行。
［®名JL] qi;; mingr 画取名字；给予名称2 给

孩子起个名儿。
E起拍E qipiii 圈从某一价格开始拍卖2 ～价｜

从两千元～，连叫五次无人应拍。

E起跑E qipao 圈赛跑时按比赛规则在起点做
好预备姿势后，听到发令开始跑。

E起跑线E qip凸oxian 画赛跑时起点的标志线

。在同一～上展开公平竞争。
E起i乞l qiqi 画起止：写明～日期。
E起色J qise !El 好转的样子（多指沉重的疾病

或做得不好的工作）：她的病已有～｜经过整
顿，生产大有～。

E起身l qi;;shen 圈。动身：我明天～去上海。
＠起床z 他每天～后就打扫院子。＠身体由
坐、卧状态站立起来2 ～回礼。

E起始E qishi O 圈（从某时或某地）开始z ～
点｜唐山陶瓷～于明代。＠圈开始的阶段：破

案工作～遇到了很多阻力。
E起事E qishi 圈发动武装斗争。

E起誓E qi;;shi 圈发誓：对天～。

E起首E qishau !El 起先；开头：～我并不会下
棋，是他教我的。

Z起死回生E qisi-huish岳ng 使死人复活，多形

容医术或技术高明，也比喻把处于毁灭境地的
事物挽救过来。

［®诉J qisu 圈向法院提起诉讼z ～状。

E起诉状】 qisuzhuang 圈诉状。

E起跳E qitiao 圈跳高、跳远、跳水时开始做跳
跃动作。

E起头l qit6u （～儿）＠（户）圈开始z开头：

先从我这儿～！你先给大家起个头儿吧！这事情

是谁起的头儿？＠圈开始的时候或阶段：～
他答应来的，后来因为有别的事不能来了｜你刚

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你从～儿再说一遍。
E起舞】 qiwu ~开始或起身跳舞，多泛指跳

舞z 翩然～｜和着节拍～。
盹先E qixian IE] 最初；开始：这样做，～我有

些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 l蒙咙中听见外面树叶
哗哗响，～还以为是下雨，仔细一听，才知道是

刮风。
C包小儿l qixiaor ＜口〉圃从幼年时候起；从
小：他～身体就很结实。

E起薪E qixln 圈起始工资；最低工资z 技术含

量高的岗位～较高｜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的～
比研究生低一些。

E起衅］ qixin 圈启衅。

L田'Tl qixing （；国起程；动身z 他今天下午三点
钟就要～。

E起眼JL] qiy凸nr （方〉圈看起来醒目，惹人重

视（多用于杏定式〉＝另lj 看这些东西不怎么～，

日常生活却离不了它们。

E起夜E qi11ve 圈夜间起来小便。



E起疑E ql;;yi 圈发生怀疑g产生疑心：他的举
动反常，让人～o

E起义E qly）画＠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
装革命：农民～｜南昌～。＠背叛所属的集
团，投到正义方面：阵前～o

E起意E ql;;yi 画产生某种念头（多指坏的）：见

财～。
E起因】 qlyln 圈（事件）发生的原因：事故的～
正在调查。

E起用E qly，δng 圈＠重新任用已退职或免职
的官员。＠提拔使用2 ～新人 l大胆～年轻干
部。

E起源E qlyuan O 画开始发生（后面多跟
“于”） ：秦腔～于陕西 l世界上一切知识无不～
于劳动。＠臣丑事物发生的根源、：生命的～o

E起运l qlyun E副（货物）开始运出（多指运往外
地） ：办理～手续｜救灾物资正在～。

E起赃E ql;;zang 画起获赃款、赃物。
E起早摸黑］ qlz凸o-moh岳i 起早贪黑。

E起早贪黑】 qlz凸o-tanh岳i 起得早，睡得晚，形
容人辛勤劳动。也说起早摸黑。

E起征E qlzh岳ng llllJ] 0 开始征收（税、费等沁提
高个人所得税～点。＠开始征集（稿件、建议
等），设计方案今日～。

E起止］ qlzhl 圈开始和结束：～日期。
E起重船E qlzhongchuan 强能在水上移动，进
行起重作业的船。通称浮吊。

E起重机E qlzhongjl 啕提起或移动重物用的
机器，种类很多，广泛用于仓库、码头、车站、矿
山、建筑工地等。通称吊车。

E起子］1 qi•zi 圈＠开瓶盖的工具，前端是椭
圆形的环，后面有柄，多用金属制成。＠〈方〉
螺丝刀。＠〈方〉发面用的焰Cb自 i ）粉或面肥。
胞子T qi•zi 圈群p批E 一～客人。

跤 qi （书〉抬起脚后跟站着： ~~o 
另见 1025 页 qi 。

J晴： qi （书〉容貌美丽。
%日 l

h犬，，－ qi 0 有花纹或图案的丝织品z
Z可（筒）～罗。＠美丽是妙： ~f!ilo 
E缔丽E qili 圈鲜艳美丽（多形容风景）：～的景
色｜风和日暖，西湖显得更加～。
柴 qi 古代官吏出行时用来证明身份的东

西，用木制成，形状像载。

膺 qi 古书上指小腿肚子上的肌肉。

启~qi 0 （书〉同“柴”。. (Qi) 画姓。
月号＝另见 1071 页 qing0

稽 qi 见下。
另见 605 页 jT。

起跤婿绪柴将萦稽气 l qr- qi I 1031 I 

E稽首】 qishou I到＠古时的 4种礼节，跪下，

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出家人的行礼方式，
先举一手至胸前，再俯首至于。

飞

qi c <I) 

庐z '=" qi 0 圈气体s 毒～｜煤～｜沼～。
~（氯）＠圈特指空气：～压｜打开窗子
透一透～。＠（～儿）圈气息①z 没～儿了｜上

～不接下～。＠指自然界冷热阴晴等现象z
天～l～候｜～象｜秋高～爽。＠气味①：香～｜

臭～｜泥土～。＠人的精神状态：勇～i 朝～。
＠气势：～吞山河。＠人的作风习气：官～l

娇～｜孩子～。＠圈生气；发怒：他～得直哆

嗦。 61) ［到使人生气z ～人｜故意～他一下｜你

别～我了！＠欺负；欺压g 受～。＠命g命运z

～数｜福～。＠函中医指人体内能使各器官

正常发挥功能的原动力2 元～｜～虚。＠中医
指某种病象：湿～｜痰～。. (Qi) 圈姓。

E气昂昂E d ’ang ’ang （～的）圈状态词。形容
人精神振作、气势威武z 雄赳赳，～。

E气泵E qibeng I写用来抽气或压缩气体的泵。

E气不忿JL] qi bu fenr ＜方〉看到不平的事，心
中不服气。

【气层】 q)ceng 圈积聚着天然气的地层。

E气场E qi ch凸ng 圈＠指宇宙间磁场的气流。三三
＠中医指人练习气功时在其体内外所形成的雪主
气势。＠指气氛g氛围2 和谐的～｜她演唱时

有一种～，淡定又不失激情。
E气冲冲E qichongchong （～的）田园状态词。
形容非常生气的样子。

E气冲斗牛E qlchongdouniu 见 1031 页【气冲
牛斗］ o

E气冲牛斗E qlchongniudou 形容气势或怒气

很盛（牛斗z二十八宿的牛宿和斗宿，借指天

空）。也说气冲斗牛。
E气冲霄汉E q ichongx iaohan 形容大无畏的精
神和气概。

E气喘E qichuan 画每分钟呼吸次数增多或深

度增加，并伴有吸气费力的症状。也说喘。
E气窗E qichuang IEl 主要用来iii风透气的窗

子，一般开在房屋的顶部。
E气锤E qichui 圈空气锤的简称。

E气粗E qi cu 匾。脾气暴躁z 我这个人～，大家

多担待着点儿。＠气势很盛s ～胆壮｜财大～。
E气垫E qidian 圈＠一种可以注入空气的橡
皮垫子，多用来放在长期卧床病人的受压部位

下，缓解局部压力。泛指可以充气或内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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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海拔、地形等有关。＠比喻动向或情势：
政治～。＠比喻结果或成就z 几个人瞎闹腾，

成不了～。参看 165 页【成气候lo

E气候带】 qihoudai r写根据气候带状分布特

征，按地球纬度划分的区域。通常分为热带、
亚热带、温带、寒带。

E气呼呼】 qihuhu ＜～的）圈状态词。形容生气

时呼吸急促的样子。
E气话】 qihua [El 在气头上说的过激的话P赌气

的话：我刚才说的都是～，你千万不要介意。

E气急】 qiji E回呼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多由

缺氧
E气急败坏】 qiji-baihL』ai 上气不接下气，狼狈
不堪，形容十分慌张或恼怒。

E气节E qij1岳圈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

不屈服的品质z 民族～！革命～。
E气井E qijlng 圈为开采天然气用钻机从地面

打到气层的井。

E气绝】 qijue 圃呼吸停止s ～身亡。

Z气于Ll qik凸ng 圈＠植物体表皮细胞之间的

小孔，是植物体水分蒸腾以及与外界交换气体
的出入口。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背面，用显微镜
才能看见。＠气门①。＠铸件内部的孔洞，
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或进入的空气造成的。
气孔是铸件的一种缺陷。也叫气限。＠建筑

物或其他物体上用来使空气或其他气体通过
的孔。也叫气眼。

E气浪E qilang 圈爆炸、雪崩等发生时所产生

的像浪一样的强大的气流。

E气力】 qili [El 力气2 用尽～｜年纪大了，～不如

以前了。

E气量E qiliang [El O 指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度

量：这个人很有～，从不计较别人说他些什么。

＠指容忍谦让的限度：～大的人对这点儿小事
是不会介意的。

E气流E qiliu [El o 流动的空气。＠由肺的膨

胀或收缩而吸入或呼出的气，是发音的动力。
E气楼】 qil6u 圈房屋顶上突起来的部分，两侧

有窗，用来通风或透光。

E气脉】 qimai [El O 血气和脉息：～调和。＠

指诗文中贯穿前后的思路、脉络。
E气门E qi men 圈。昆虫等陆栖的节股动物

呼吸器官的一部分，在身体的表面，是空气的
出人口。也叫气孔。＠轮胎等充气的活门，
主要由气门芯和金属圈构成。空气由气门压
入后不易逸出。＠某些机器上迸出气体的装
置。

E气门心】 qimenxln

E气门芯E qimenxln 
同“气门芯”。

圈＠充气轮胎等的气门

的各类垫子。＠从气垫船底喷出的高压空

气。
E气垫船l qidianchuan [El 利用高压空气的支

承力而离开水面或地面行驶的船。高压空气
从船底喷出，把船身托离水面或地面，以减少
航行阻力。一般用螺旋桨或喷气推进。

E气定神闲】 qiding-shenxian 心气平静，神情

悠闲z 即使身处逆境，他也能～。
E气度1 qidu 圈气魄和度量；气概z ～不凡。

E气短E qiduan ~ 0 因疲劳、空气稀薄等原因
而呼吸短促＝爬到半山，感到有点儿～。＠志

气沮丧或情绪低落＝试验失败并没有使他～。
E气氛E qi.传n 圈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

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会场上充满了团结友好

的～。

Z气愤E qi fen 园生气；愤恨＝他听了这种不三
不四的话非常～。

E气概E qigai [El 在对待重大问题上表现的态

度、举动或气势（专指正豆、豪迈的）：英雄～｜

～非凡。

E气缸】 qigang 见 1034 页【汽缸l 0 

E气害。l qig岳圈用氧快吹管或氢氧吹管的火焰

切割金属材料。

E气根E qig副圈气生根的通称。
E气功E qigong [El 我国特有的一种健身术。

基本分两大类，一类以静为主，静立、静坐或静
卧，使精神集中，并且用特殊的方式进行呼吸，

促进循环、消化等系统的功能。另一类以动为

主，一般用柔和的运动操、按摩等方法，坚持经
常锻炼，以增强体质。

E气鼓鼓1 qigug凸（～的）［暨状态词。形容很生

气的样子z 她～地瞪着对方。
E气管E qiguan 圈呼吸器官的一部分，管状，是

由半环状软骨构成的，有弹性，上部接喉头，下
部分成两支，通入左右两肺。（图见 379 页“人

的肺”）

E气贯长虹E qiguanchangh6ng 气势磅稽，像

是要贯通天空的长虹一样。形容正气旺盛，精
神崇高。

E气锅】 qiguo 圈一种砂锅，中央有通到锅底而
不伸出锅盖的管儿，烹调时在管儿周围放食物，
连砂锅放在锅里蒸，水蒸气从管儿进入砂锅，食

物蒸熟并得浓汁：～鸡。
E气焊E qihan 画用氧烘吹管或氢氧吹管的火

焰焊接金属材料。
E气哼哼l qih岳ngh岳ng （～的）圈状态词。形

容生气发怒的样子s 他～地走了。

E气候E qihou [El O 一定地区里经过多年观察
所得到的概括性的气象情况。它与气流、纬

王三三



上用弹簧或橡皮管做成的活门，空气压人不易
逸出。＠做气门芯用的橡皮管。｜｜也作气门

•L' o 

E气囊E qinang 圈。鸟类呼吸器官的一部分，

是由薄膜构成的许多小囊，分布在体腔内各个
器官的空隙中，有些气囊在皮下或骨的内部。
＠用涂有橡胶的布做成的囊，里面充满比空
气轻的气体，多用来做高空气球或带动飞艇上
升。

E气恼E qincio E园生气z恼怒。

E气馁J qinei ~冒失掉勇气z 胜利了不要骄傲，

失败了不要～O

E气派】 qipai o 圈人的态度作风或某些事物

所表现的气势＝大国～＂ 8 Ill] 神气；有精神．
他穿上这身服装，多～！

E气泡】 qipao 圈气体在固体、液体的内部或
表面形成的球状或半球状体。

E气魄E qip＜＇＞圈。魄力 g 他办事很有～。＠
气势：天安门城楼的～十分雄伟。

E气枪l qiqiang 圈利用压缩空气发射铅弹的
枪。

E气球E qiqiu IBl 在薄橡皮、橡胶布、塑料等制
成的囊中灌入氢、氮、空气等所制成的球。气
球充入比空气轻的气体时，可以 k升。种类很
多，小型的可用作玩具，大型的可用作运载工
具等。

E气色】 qise 圈人的精神和面色：近来他的～
很好，满面红光。

E气生根l qi钳制gg岳n J道自植物茎部生出、生
长在空气中的不定根，能吸收大气中的水分或

其他植物的营养等。玉米、石刷、榕树等有气
生根。通称气根。

E气盛】 qisheng llliJ 0 火气大，容易冲动：他
年轻～，说话常得罪人。＠气势盛大z ～言宜

（文章的气势盛大，言辞得当）。

E气势】 qishi 圈（人或事物）表现出的某种力
量和形势：～磅哥哥｜人民大会堂～雄伟。

E气势汹汹】 qishi-xiongxiong 形容态度、声势

凶猛而嚣张。

E气数E qi •shu 白宫］指人生存或事物存在的期
限；命运（用于大事情，含有迷信色彩）：～将

尽。

E气态l qit创圈物质的气体状态，是物质存在
的一种形态。

E气体E qiti 圈没有－定形状，没有一定体积，

可以流动的物体。在常温下，空气、氧气、沼气

等都是气体。
E气体摩尔体积E qiti m6’岳r tijT 在标准状况

下，1 摩任何气体的体积都约为22.4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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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叫作气体摩尔体积。

E气田E qitian 圈可以开采的蕴藏大量天然气

的地带。

E气筒l qitong 圈产生压缩空气的工具，由圆

形金属筒、活寨等构成，多用来给轮胎和球胆
打气。

E气头上】 q it6u • shang I望发怒的时候z 他正

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E气团】 qituan ［置在水平方向上温度、湿度等

比较均匀的空气团。高可达数千米，宽可达数

千千米。在冷、暖气团相接触的地带，常有显
著的夭气变化。

E气吞山河l qitunshanhe 形容气魄很大。

E气味l qiwei 圈＠鼻子可以闯到的味JL :~ 
芬芳｜丁香花的～很好阁。＠借指志趣和情
调：～相投｜这种人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儿人民教

师的～！
E气温E qiw副圈空气的温度：～下降。

E气息E qixi IBl 0 呼吸时出入的气z ～奄奄。

＠气味：一阵芬芳的～从花丛中吹过来。生活
～｜时代～。

E气象l qixiang 圈＠大气的状态和现象，例

如刮风、闪电、打雷、结霜、下雪等。＠气象学。
＠情景g情况：一片新～。＠气派；气势s ～

宏伟。

E气象台l qixiangtai 圈对大气进行观测、研

究并预报天气的机构。规模较小的还有气象
站、气象哨等。

E气象万千】 qixiang-wanqian 形容景色和事

物多种多样，非常壮观。
E气象学】 q ixiangxue IBJ 研究天气现象和变

化规律等的学科。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为大
气科学。

E气性E qi •xing 圈＠脾气g性格．～温顺。＠

指容易生气或生气后一时不易消除的性格：
这孩子～大，哭起来没完没了。

E气H休琳】 qixiuxiu c～的）［就状态词。气吁

吁。

E气吁吁】 qixuxu c～的） l耽状态词。形容大

声喘气的样子。
E气虚E qixu t归中医指面色苍白，呼吸短促，四
肢无力，常出虚汗的症状。

E气旋E qixuan ~直径达数百千米的空气旋
涡。旋涡的中心是低气压区，归U人四周向中心
刮。气旋过境时往往降雨或降雪。

E气血l qixue 圈中医指人体内的精气和血液2

～不衰。

E气压E qiya I组气体的压强，通常指大气的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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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气眼］ qiyiin IEl 气孔③④。

E气焰l qiyan ［望比喻人的威风气势（多含贬
义） ：～万丈｜～嚣张。

E气宇E qiy心圈气度；气概＝～不凡！～轩昂。
E气韵l qiyun 圈文章或书法绘画的意境或韵

味：～生动｜画面简沽，～无穷。

E气质］ qizhi 圈。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
如活泼、直爽、沉静、浮躁等。是高级神经活动

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指风格g气度z 革命

者的～。
E气壮山河E qizhuangshanhe 形容气概像高

山大河那样雄伟豪迈。
、良· • qi 0 （事情〉完结z 收～｜付～ i验
L乙（花）工。＠截止：起～。
写丘＆ qi 0 到 z ～今。＠圈l 始终；一直（用在
λ~ “未”或“元”前），～未见效｜～无音信。

E迄今］ qijln 圃到现在：自古～｜～为止。

沱 qi （书〉圆庶几。

弃干 qi 0 放弃；扔在加｜舍～｜
（嚷）主～｜～权｜～之可惜。 8 (Qi) 

圈姓。
E弃暗投明】 qi'an-t6uming 离开黑暗，投向光

明，比喻与黑暗势力断绝关系走向光明的道

路。
E弃JLl qi'er 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儿。

E弃妇E qifu ＜书〉圈被丈夫遗弃的妇女。
E弃耕E qig岳ng llllll 放弃耕作：环境的恶化，导

致～农田增多。
m甲曳兵E qljiii-yeblng 丢掉铠甲，拖着兵器．

形容打败仗逃跑时十分狼狈的样子。

m奖】 qiji凸ng 圈放弃所得的奖金或奖品：逾

期不兑奖者，将被视为～。

E弃旧图新E qijiu-tuxln 抛弃旧的，谋求新的，

多指由坏的转向好的，由邪路走上正路：幡然

改悔，～。
E弃权E qi;;quan 圈放弃权利（用于选举、表

决、比赛等） 0
m世E qishi ＜书） llllll 离开人世；去世。

E弃学E qixue 圈放弃学业g ～经商。

E弃养E qiy凸ng 画＠放弃抚养或瞻养z ～儿

童l这对老夫妇竟遭儿女～。＠放弃养护（花

木、动物等）：随意～宠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书〉婉辞，指父母死亡。

E弃婴E qiylng O 画遗弃婴儿z ～或溺婴都要

追究法律责任。＠圈被遗弃的婴儿z 领养
~ 。
m置E qizhi 圈扔在一旁z ～不顾｜～不用。

，）走了 qi I萄。液体或某些固体受热而变成的
1 、气体，例如水变成的水蒸气。＠特指水蒸
气z ～船｜～轮机。

Z汽车E qic幅画一种交通工具，用内燃机做发

动机，主要在公路上或马路上行驶，通常有四
个或四个以上的轮子。

E汽车炸弹.］ qich岳 zhadan 指装有爆炸物的汽

车，引爆时连同汽车一起爆炸以袭击目标。
E汽船】 qichuan 函＠用蒸汽机做发动机的
船，多指小型的。＠汽艇。

E汽锤E qichui IEl 蒸汽锤的简称。
E汽灯E qid岳ng 圈灯的一种，点着后，利用本身
的热量把煤汹变成蒸气，喷射在炽热的纱罩
上，发出白色光。

E汽笛E qidi 圈轮船、火车等装置的发声器，使
蒸汽由气孔中喷出，发出大的声响。

E汽缸E qigang 圈内燃机或蒸汽机中装有活

塞的部分，呈圆筒形。用于内燃机的，现多写
作气缸。

(i'＇气化E qihua 画液体变为气体。参看 380 页

I沸腾1 、1669 页1蒸发1 。
E汽化器E qihuaqi 圈汽油机上的部件，作用是

把汽油变成雾状，按一定比例和空气混合，形
成供气缸燃烧的混合气。也叫化油器。

E汽化热E qihuare 圈单位质量的物质在温度
不变的情况下，从液态变成气态时所吸收的热
量，叫作这种物质的汽化热。

E汽酒E qiji心圈含有二氧化碳的酒，用某些水

果酿成，有葡萄汽酒、菠萝汽酒等。
E汽轮机J qilunjl 圈涡轮机的一种，利用高压

蒸汽推动叶轮转动，产生动力。转速高、功率
大，较为经济。

E汽暖E qinuiin 画锅炉烧出的蒸汽通过暖气
设备散发热量而使室温增高的供暖方式。

E汽水E qishui （～儿） IEl 加→定压力，使二氧
化碳溶于水中，加糖、果汁、香料等制成的饮
料。

E汽艇E qiting 圈用内燃机做发动机的小型船

舶，速度高。也叫汽船、快艇、摩托艇。
E汽油E qiy6u 圈轻质石油产品的一类，由石油
分馆或裂化得到I。易挥发，容易燃烧，用作内
燃机燃料、溶剂等。

E汽油机E qiyoujl 圈用汽油做燃料的内燃机。

主要用作汽车的发动机。

妻 qi （书〉把女子嫁给〈某人）。
另见 1020 页 qi o 

思主 qi 同“气”。如“坎系”（陆nqi) ，中药上

J）~指干燥的脐带。

守齐r qi 0 小声哭g 哭～｜抽～ l～不成声。＠
1」L.. 眼泪z 饮～ i～下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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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亟契砌谏茸惕碳碟械礁器想掐 I qi qia I 1035 I 

哭得喉咙哽住， I l器材E qlc6i IEl 器具和材料的合称2 照相～｜
出不来声音，形容极度悲伤。

E泣诉E qlsu 圈哭着诉说＝呜咽～。

面夜 qi （书〉圃屡次：～来问讯。
＝旦另见609 页 ji 。

契二 qi 0 （书〉用刀雕刻。书〉
（：契）刻的文字：书～｜殷～。＠买卖

房地产等的文书，也是所有权的凭证：地～｜房

～。＠投合2 ～友｜默～｜投～。
另见 1451 页 X险。

E契丹E Qldan IEl 我国古代民族，是东胡的一
支，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过着游牧

生活。 10 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
契丹国。参看 819 页“辽2 ”。

E契合】 qlhe o 画符合2 扮演屈原的那个演
员，无论是表情还是服装都很～屈原的身份。

81ml 合得来；意气相投z 他俩说话投机，感情

~ 。
E契机l qijl 圈事物转化（多指向积极的方向）

的关键z 抓住～，扭转局面。
E契据E qliu IEl 契约、借据、收据等的总称。
E契税E qlshul 圈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所

有权转移时向所有权承受者征收的税。
E契友E qiy归国情意相投的朋友。

E契约E qly晴圆证明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

的文书。
砌 qi 0 圈用和（叫好的服服、石等

一层层地垒起2 堆～ l ～墙｜～烟囱。＠
〈书〉台阶＝雕栏玉～。

另见 1056 页 q险。

谏 Qi 古水名，在今甘肃。

茸 qi （书〉用茅草覆盖房顶，今指修理房
屋z 修～。

＇＂日 qi （书〉同“恕”z 小～。
l1ql 另见 531 页 h台； 727 页 kai"

主主 」A qi 0 沙石积成的浅滩。＠沙
顿（磺）击。
模 qi 呵用石头砌的水闸＇ ~ Jlji] I 截江

筑～。

械 qi 圈械树淋或灌木，种类很多，叶子
对生，秋季变成红色或黄色，结翅果。木

材坚韧，可用来制造器具。
~qi 用于地名 s 小～（在江西） I ～头（在福
1明古建）。

器 qi 0 器具z 瓷～ i木～｜铁～｜～
c~嚣）马。＠器官z 消化～｜生殖～。

＠度重：～量。＠才能；人才z 大～晚成。＠

〈书〉器重。

无线电～｜铁路～。
E器官E qlguan 圈构成生物体的一部分，由数

种细胞组织构成，能担任某种独立的生理机

能，例如由上皮组织、结缔组织等构成的，有泌
尿功能的肾脏。

E器件】 qljian 圈电子、电工仪器上能独立起控

制变换作用的单元，常由几个元件组成，有时
也指较大的元件。

E器具E qliu 圈用具；工具。

E器量E qlliang 圈气量；度量s ～大。

E器皿E qlmin l萄某些盛东西的日常用具的统
称，如缸、盆、碗、碟等。

E器物E qlwu 画各种用具的统称。

E器械E qlxie IEl 0 有专门用途的或构造较精
密的器具z 体育～｜医疗～。＠武器。

E器械体操E qlxie ticao 凭借体育器械（如单

杠、鞍马、平衡木等）傲的体操。
【器宇l qly心〈书〉圈人的外表； JXI.度g ～不凡l

～轩昂。

E器乐E qlyue 圈用乐器演奏的音乐（区别于

“声乐勺。

【器质l qlzhi 函＠身体器官的组织结构z ～

性病变。＠〈书〉指才识和素质；资质s 非凡的
～｜～深厚。

【器重E qlzhong 圈（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

看重；重视2 他的工作能力强，对自己要求严，
领导上很～他。

4白 ~.. qi （书〉休息：小～｜同作同～。
忠（想）
E葱、室E qishi 圆心脏、胃、肠、气管、喉头等器官

上因发育异常而形成的囊状或袋状物。
【直直息l qlxl 〈书〉圈休息z ～片刻。

qia c <I丫）

也，少 qia o 画用指甲按3用拇指和另一个指
J口头使劲捏或截断z ～两下也可以止痒｜不
要～公园里的花儿｜把豆芽菜的须子～一～。因
没有及时交费，电话被～了。＠圈用手的虎

口紧紧按住＝一把～住｜双手～腰。＠〈方〉富国

指争斗＝两人因一点儿小事～起来了。＠
（～JL）（方〉画拇指和另一手指尖相对握着的

数量z 一～儿韭菜。
【掐地 qiajue @j] 道士念咒时用拇指掐其他指

头的关节z ～念咒O
[J'1臼算E qiasuan 圈用拇指掐着别的指头来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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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掐头去尾E qiotOl』－quw岳i 除去前头后头两部

分，也比喻除去元用的或不重要的部分。
主A qio 见下。

口另见626 页 ji6 “夹”。
E拾祥E qiopan IEl 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所穿
的对襟长袍。

英 qia 见叫慨。

可← 付酬，比喻相斗z ～架。
（嗣）另见 742 页怡。

, 
qia ( <.J丫）

持 qi6 画用两手掐住z ～着腰

" q1凸（〈！丫）

卡呐。圈夹在中间，不能活动z 鱼刺～
在嗓子里。＠画把人或财物留住（不肯

调拨或发给刘阻挡z 会计对不必要的开支～得
很紧｜～住敌人的退路。＠圈用手的虎口紧
紧按住z ～脖子。。卡子①g 发～。＠圈卡

子②z 税～｜关～｜设～。 0 (Qi凸）画姓。
另见 720 页怡。

E卡脖子E qi凸 b6·zi 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

多比喻抓住要害，置对方于死地z ～旱（农作物

秀穗时遭受的干旱）。
E卡具E qi凸iu IEl 夹具。
E卡壳E qi凸11ke ~ o 枪膛、炮膛里的弹壳退不
出来。＠比喻办事等遇到困难而暂时停顿。

＠比喻人说话中断，说不出来z 他说着说着就

～了。

E卡子］ qi凸•zi ~ 0 夹东西的器具z 头发～。

＠为收税或警备而设置的检查站或岗哨。

、

qia c <.J丫）

~~ qiaO 和睦；相互协调一致·融～｜意
1口见不～。＠商量；接洽2 ～借｜～妥｜面～。
＠〈书〉广博；周遍z 博识～闻。

E洽购J qiagou 画商洽购买2 ～版权（其他设

备正在～之中。
E洽签E qiaqion ~洽商后签订＝～合作协议。
E洽商E qiashong ~接洽商谈z ～有关事宜。

E洽谈E qiat6n 画洽商z ～会｜～生意。

,f..,6.. qia o 恰当2 措辞不～。＠国恰恰g

l口正z ～逢｜～到好处 l～如其分。
（•恰当E qiadang 回合适3妥当：这篇文章里有

些字眼儿用得不～｜事情处理得很～。
E恰到好处】 qiadao-haochu c说话、办事等）正

好达到适当的地步。

E恰好E qiahao 圃正好；刚好z 我正要找你去

呢，你～就来了｜你要看的那本书～我这里有。
E恰恰】1 qiaqia 圃刚好；正z ～相反｜我跑到那

里～十二点。

E恰恰r qiaqia 圈拉丁舞的一种，源于墨西
哥。 4/4拍，舞曲节奏轻快，腾部摆动明显，舞
姿诙谐风趣。［英 cha cl叫

E恰巧】 qiaqi凸o 圃恰好；凑巧z 他正愁没人帮
他卸车，～这时候老张来了。

E恰如E qiaru ~正好像z 晚霞～一幅图画。
E恰如其分】 qiaru-qifen 办事或说话正合分

寸r ～的批评｜措辞～。
E恰似E qiasi 画恰如z 这消息～晴天霹雳，令

人十分震惊。
寸圭a qia 见下。

1口

E落草E qia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轩直立，簇
生，叶片狭窄，灰绿色，圆锥花序。是良好的牧

草。

憾 qia 见下。
E憾骨E qiag心圈腰部下面腹部两侧的骨，左右

各一，略呈长方形， t缘略呈弓形，下缘与耻骨
和坐骨相连而形成髓骨。（图见 468 页“人的
骨髓’’）

r二亟亟豆亘E二3

千1 qion O 置十个百： tlf ／＂ ~!J-o ＠表示
很多：～方百计｜一刻～金。 8 c Qion) 

鹰姓。

千2 qion 见川页问。
（睫）

E千层底】 qioncengdl c～儿）圈用若干层裕梢
重叠起来制成的鞋底，也指千层底的鞋。

E千疮百孔E qionchuong-boikong 见 29 页1百

孔千疮］。
E千锤百炼E qionchui七凸ilian O 比喻多次的

斗争和考验。＠比喻对诗文等做多次的精细
修改。

E千JL/＼.百E qion•er-bob凸 i ＜口〉→千或比一千

略少2 ～人1～块钱。
E千方百计E qionfong-baiji 形容想尽或用尽种



种方法。

E千分表E qianf岳nbi凸0 !Bl 一种精度很高的量
具。参看 28 页【百分表］ o

E千分尺l qianf岳nchl !Bl 利用螺旋原理制成的
精度很高的量具。参看 28 页I百分尺l 0 

E千分点l qianf岳ndian !Bl 统计学上指以千分
数形式表示的不同时期相对指标的变动幅度，
千分之一为一个千分点。

E千分号l qianf岳nhao ［重表示分数的分母是
1 000的符号例。），如千分之三写作 3%00

E千分数】 qianf岳阳hu 圈分母是 I 000 的分
19 

数，通常用千分号来表示，如一一→写作1 000 
19%。。

E千夫E qianfu ＜书〉圈指众多的人：～所指
（为众人所指责）。

E千占】 q iangu O 1:81 长远的年代：～奇闯｜～
绝唱。＠画］婉辞，哀悼死者，表示永别或不朽

（多用于挽联、花圈等的上款）：死难烈士～。

E千斤】 qianjln 数量词。多形容责任重z ～重

担Czhongda的。

E千斤E qian·jin 圈＠千斤顶的简称。＠机器
中防止齿轮倒转的装置，由安置在轴上的有齿

零件和弹簧等组成。
(1二斤顶】 qianjlndlng ［每一种顶起重物的工

具，常用的有液压式和螺旋式两种。简称千斤
Cqia「i•jin ）。

E千金E qianjln 圈。指很多的钱z ～难买｜一
字值～。＠形容贵重；珍贵：～之躯。＠敬
辞，称别人的女儿。

E千军万马l qianjun-wanm凸形容雄壮的队伍

和浩大的声势。
E千钧一发】 qianjun-ylfa 千钧的重量系在→

根头发上，形容事态极其危险（钧z古代重量单
位，一钧等于三十斤）。也说司发千钧。

E千克E qianke i.i 质量或重量单位，符号 kg。
1 千克等于1 000克，合 2 市斤。

E千里鹅毛】 qianll-emao 谚语：“千里送鹅毛，

礼轻情意重。”从很远的地方带来极轻微的礼
物，表示礼轻情意重。

E千里马］ qianlim凸圈指骏马，比喻有才干的

人才。
E千里眼l qianliy凸n 圈。旧小说中指能看到

很远地方的人。＠旧时称望远镜。
Z千里之堤，溃于蚁穴E qianlizhldl, kuiyuylxue 
千里长的大堤，由于小小的一个蚂蚁洞而溃
决。比喻小事不注意，就会出大问题（语本《辖
非子·喻老》g“千丈之堤，以矮蚁之穴溃勺。

E千里之行，始于足卡E qianlizhlxing, shlyuzu
xia 一千里的路程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比

千仔肝好抨｜ qian I 1037 I 

喻事情的成功都是由小到大逐渐积累的（语出
《老子》六十四章）。

E千粒童E qianlizhong ［望 1 000 粒种子的重

量。表示种子的饱满程度。用来鉴定种子的
品质，估计农作物的产量。

E千虑一得E qianlu-ylde 《史记·淮阴侯列传》z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千虑一得”指平凡的人的考虑也会有可取的
地方。也用为发表意见时自谦的话。

E千虑一失E qianl。－ylshl 指聪明人的考虑也会
有疏漏的地方。参看 1037 页1千虑一得1。

【千米】 qianml 擅长度单位，符号 km。 1 千

米等于1 000米。

E千篇一律】 qianpian币的指诗文公式化，泛
指事物只有→种形式，毫元变化。

【千奇百怪l qianqi-baiguai 形容事物奇异而

多样。
E千秋】 qianqiu f组＠一千年，泛指很长久的

时间 z ～万代｜～功过。＠敬辞，称人寿辰。
E子山万水】 q ianshan-wanshu I 见 1351 页

1万水千山lo
【千丝万缕E qiansl wanlu 形容关系非常密切。
【千岁E qiansui 圈封建时代尊称王公等（多见
于旧小说、戏曲） ：～爷。

【千瓦】 qianw凸国功率单位，符号 kW 。 1 千

瓦等于1 000瓦。旧作眶。

E千万E qianwan 圈务必（表示恳切口了咛）：～

不可大意！这件事你～记着。 主三
【千…万…E qian··· wan…＠形容非常多g ～雪E

山～水i～军～马｜～秋～岁｜～头～绪｜～丝～
缕｜～言～语｜～呼～唤｜～变～化 1 ～辛～苦｜
～差～别。＠表示强调z ～真～确！～难～难。

【千载难逢E qianz凸i-nanfeng 一千年也难得

遇到，形容机会难得。
E千载一时E qianz创－ylshi 一千年才有这么一
个时机，形容机会难得。

Z千张E qianzhang ［望食品，是一种薄的片状
豆腐干。

E千姿百态l qianzl-b凸itai 形容姿态多种多样，
各不相同。

忏 qian 圈中的大写。

肝 qian ＜书〉＠田地中间南北方向的小
路z ～陌。＠通往坟墓的道路。

E肝阳E qianmo ＜书〉圈田地中间纵横交错的
小路2 ～纵横｜～交通。

好 qian 用于地名：清～｜平～（都在捕。

杆 qian O C～儿）杆子①： Ji1i' ~ JL。＠抨子
②。＠〈方〉圈插z ～门｜把花～在瓶里。



I 1038 I qion ｜抒芋迁杆庭昕金沂奸牵

＠〈方〉圈修（脚）；肖u' ～脚｜～苹果。
E杆插E qiancha 自由截取植物的根、茎、叶等的
←一段插在土壤里，使长成新的植株。

E杆子l qian·zi 圆＠金属、竹子等制成的针状
物或主要部分是针状的器物＝铁～i竹～。＠
插进装着粉末状或颗粒状货物的麻袋等从里
面取出样品的金属器具，形状像中空的山羊

角。也叫签筒。

芋 qian 见下。

E芋眠E qianmian 同“芋绵”。
E芋绵E qianmian ＜书〉圃草木茂密繁盛。也
作芋贼。

E芋芋E qianqian ＜书〉圈草木茂盛：青草～O
~－笠‘百t qian ＠画迁移z ～居｜～葬｜拆
工re遭）二｜他家～到外地去了。＠转变：
变～｜事：过境～。＠〈书〉调动官职z 左～。

E圭都E qian庐du 擅自迁移国都。
E迁飞E qianfei 圈某些鸟类或昆虫离开原来
生活的地方，成群飞到较远的地方去。

E圭建E qionjian 毒面迁移后重建z ～古庙 l 移民
～工程。

E迁就E qianj iu rnID 将就别人2 坚持原则，不能

～｜你越～他，他越贪得无厌。也作牵就。
E圭居E qia叫。 虽国搬家g ～外地。

E圭流E qianliu ＜书〉画迁移流动2 岁月～1 世
事～｜～变易。

E圭怒J qiannu 画面把对甲的怒气发到乙身上，
或自己不如意时跟别人生气z ～于人。

E圭徙E qianxr 画迁移z 人口～｜候乌随气候变
化而～。

E圭延E qianyan Llj!j] 拖延 z ～时日。
E圭移E qianyi 圈离开原来的所在地而另换地

点：～户口｜工厂由城内～到郊区。随着时间的
～，这件事逐渐被淡忘了。

杆 qian O 见 26 页｛白杆1、州时
杆］ o .用于地名 z ～树底（在河北）｜～木

沟（在山西〉。

应叫凸置千瓦｜日也作庭。

i研阳断山，山名，在陕西。今作千山。

人 1 ,._ qian ＜书〉圈全；都：～同（一
笠（贪）主赞成）。
人J A qian ＜书〉同“签＇ "0 

~（愈）
,)T( Qian 沂河，水名，在陕西，今作干河。沂

1.J I 阳（ Qiany6ng），地名，在陕西，今作于阳。

奸一 qion 纤子z 钢～。
（舒） ' 

E纤子l qian·zi 圈在岩石上凿孔的工具，用六

角、八角或圆形的钢棍制成，有的头上有刃，用
压缩空气旋转的奸子当中是空的。

牵也 qian O 国拉着使行走或移动2
（牵）～引 l～着一头牛往地里走。＠牵

涉z ～连｜～制。＠惦记；牵挂z ～念 1～记 l魂
～梦萦。 O<Oian)lBJ 姓。

【牵缠E qionchan 画牵扯；纠缠z 家事～l这件

事～了许多人。

E牵肠挂肚E q ianchang-guadu 形容非常挂念，

很不放，心。

E牵扯E qionche 圈牵连；有联系z 别把他～进

去｜这两件事～不到一块儿。
E牵掣E qionche 圈。因牵连而受影响或阻

碍z 互相～ i抓住主要问题，不要被枝节问题～

位。＠牵制。
E牵动E qiondong 画。因一部分的变动而使

其他部分跟着变动．～全局。＠触动z 一谈
到上海，就～了他的乡思。

E牵挂E qiongua 画挂念z 爸爸妈妈嘱咐他在
外边要好好儿工作，家里的事不用～。

E牵记】 qionji 画牵挂；惦念：老奶奶～着出门

在外的孙子。
E牵就E qionjiu 同“迁就”。

E牵累E qi on I岳l 圈＠因牵制而使受累2 家务

～。＠因牵连而使受累；连累2 ～无辜。

E牵连］（牵联） qionlian 圈＠因某个人或某件

事产生的影响而使别的人或别的事不和lj ＇清
朝的几次文字狱都～了很多人。＠联系在→

起z 这两件事是互相～的，一定要妥善处理。

E牵念E qionnian 画挂念：时时～远方的亲人。
E牵牛鼻子E qion niubi·zi 比喻抓事物的关键
或要害。

E牵牛花l qionniuhuo [Bl 一年生草本植物，缠
绕茎，叶心脏形，通常三裂，有长柄，花冠喇叭
形，紫红、蓝色或白色，剪果球形。种子黑色，

可入药。通称喇叭花。
E牵牛星E qionniuxlng 圈天鹰座中最亮的一

颗星，是一等星，隔银河与织女星相对。通称
牛郎星。

E牵强E qionq1凸ng 由国勉强把两件没有关系或

关系不大的事物拉在一起z ～附会｜这条理由
有些～。

E牵强附会E qionqi凸ng-fuhui 把关系不大的事

物勉强地扯在一起，加以比附。
E牵涉E qionshe 画一件事情关联到其他的事

情或人z 这案件～到很多人。

E牵子l qionshδu E到 0 （－／／←）手拉着手。＠

比喻共同做某事；联手：两大航空公司～开辟



新的航线c
E牵头】 qian;; t6u 画出面临时负责某事；领

头s 由研究所～，几个大学参加，承担了国家的
重点课题i这件事你来牵个头吧。

E牵系E qianxi 画＠牵连P牵扯2 命运把他俩
～到一起。＠牵挂；挂念g 大家时刻～着灾区

的乡亲。
E牵线E qian;;xian 圈。耍木偶牵引提线，比

喻在背后操纵z ～人。＠比喻撮合；介绍 z 他

们俩谈恋爱是我牵的线。
E牵线搭桥E qianxian-daqiao 比喻从中撮合，

使建立某种关系。
E牵一发而动全身E qian yi fa er dong qu6n

sh岳n 比喻动一个极小的部分就影响全局。

E牵引l qianyin ~ 0 C机器或牲畜）拉（车辆、

农具等）：机车～车厢前进！在甘肃河西走廊，
可以见到骆驼～的大车。＠医疗上指用一定

的装置对人体的某个部位（如颈椎、腰椎）进行

牵拉来治疗伤病。
E牵制E qianzhi ~拖住使不能自由活动（多用

于军事）：我军用两个团的兵力～了敌人的右翼。

铅 h qian [BJ 0 金属元素，符号 Pho
（铅）银白略带蓝色，质软而重，延性弱，

展性强，容易氧化。用来制合金、蓄电池、电缆
的外皮等。＠铅笔芯。

另见 1508 页 yon 。

E铅版l qianban 圈把铅合金熔化后灌入纸型

压成的印刷版。

E铅笔E qianbi IBJ 用石墨或加颜料的教土做笔

芯的笔。

E铅笔画E qianbihua [BJ 用铅笔绘成的画。描
绘方法和木炭画类似，但较木炭画明暗层次更
分明，笔法更细致。

E铅垂线E qianchuixian 圃把铅锤或其他重锤
悬挂于细线上，使它自由下垂，沿下垂方向的
直线叫作铅垂线。铅垂线与水平面相垂直。

E铅华E qianhu6 IBJ 古代妇女用来擦脸的粉

（内含铅），也借指化妆品 s 不施～｜洗尽～。
E铅灰E qianhui 画像铅一样的浅灰色z ～的
天空飘着雪花。

E铅球E qianqiu 圈＠田径运动项目之一，运

动员用手托住铅球，然后用力推出去。＠田
径运动使用的投掷器械之一，球形，用铁或铜
做外壳，中心灌铅。

E铅丝E qiansi 函镀镑的铁丝，不易生锈。因

颜色像铅，所以叫铅丝。

E铅印E qianyin 圈印刷方法的→种，用铅字排
版印刷，大量印刷时，排版后制成纸型，再浇制

铅版。

牵铅惺谦签｜ qian I 1039 I 
E铅字E qianzi 圈用铅、锐、锡合金铸成的印刷

或打字用的活字。

惺…向中＠吝啬。＠缺欠2
'[ （惺）去～一面（缺少一面之缘）。
E铿吝】 qianlin ＜书〉圈吝啬川、气z ～鬼。

谦山 qian 谦虚： ~$1 ～让｜自～｜满
（苗在）棚，～受益。

E谦卑E qianb岳l E回谦虚，不自高自大（多用于

晚辈对长辈）。

【谦称E qianch岳吨。自主1 谦虚地称说z 张老常
常～自己为小学生。＠圈表示谦虚的称谓，
如“敝人、舍下”等。

E谦词E qianci 同“谦辞1 ”。

E谦辞l' qianci 圈表示谦虚的言辞，如“过奖、

不敢当”等。也作谦词。
【谦辞】2 qianci ［；！）］谦让推辞z 大家诚意推举

你，你就别～了。

E谦恭E qiangang 圃谦虚而有礼貌。

E谦和E QI凸nhe 圈谦虚和蔼2 为人～。

【谦谦君子】 qianqian-junzi 指谦虚谨慎、能严

格要求自己、品格高尚的人。

E谦让l qianrang ＠：国谦虚地不肯担任，不肯接
受或不肯占先：您当发起人最合适，不必～了｜

客人互相～了一下，然后落了座。
E前11ll!J qianshun 圈谦虚恭顺g 态度～。

【谦虚E qianxu 0 圃虚心，不自满，肯接受批

评：～谨慎。＠圈说谦虚的话：他～了一番，
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E谦逊E qianx:in E国谦虚恭谨。

签1 ~ qian [;!)] O 为了表示负责酣
（篆）主件、单据上亲自写上姓名或画

上记号z ～发｜～押｜请你～个字。＠用比较
简单的文字提出要点或意见：～呈｜领导在报
告上～了意见。

签2 qian O c～儿耻酣l
（策、皱）着或写着文字符号用于占

卡或赌博、比赛等的细长小竹片或小细棍g 抽
～儿｜求～（迷信）。＠（～儿）睛作为标志用的

小条JL ：标～川在书套上贴个浮～儿。＠（～儿）
圈竹子或木材削成的有尖儿的小细棍g 牙

～儿。0 ［；！）］缝纫方法，粗粗地缝合 z ～上贴

边。
E签单E qian;;dan 画面。购物、用餐等消费后，

不付现款，在单据上签署姓名，作为日后结账
的凭据。＠签订订单：公司今年～金额为两

亿元左右。

E签歪Ul qian;;dao 画参加会议等或上班时在
簿子上写上名字或在印就的名字下面写个

“到”字，表示已经到了：～簿。



I 1040 I qian qi6n I 签主运鸽蓦寨赚寨苓铃前

E签订E qi anding 画订立条约或合同并签字：
两国～了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

E签发E qianfa 圈由主管人审核同意后，签名
正式发出（公文、证件）：施工单位～工程任务
单｜～护照。

E签名E qianming O C -11一）圈写上自己的名
字。＠圈在文件、单据等上面写下的自己的
名字：报销单上有王主任的～。

E签批E qianpT 圃签署批准：所需经费由主管
经理～。

E签收E qianshou 圈收到公文信件等后，在送
信人指定的单据上签字，表示已经收到 z ～文
件｜挂号信须由收件人～。

E签售E qianshou 圈（作者、演唱者等）签名销

售自己的著作、音像制品等2 音像商场举办专
访～、动。

E签署l qianshu 画在重要文件上正式签字：

～联合公报。
E签筒E qiant凸ng 圈。一种竹筒，装占卡或赌

博用的签子。＠杆子②。
E签押】 qianya 国旧时在文书上签名或画记
号，表示负责。

E签约E qian;;yu岳 [§fi] 签订合约或条约。
E签证E qianzheng 画一国主管机关在本国或
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签注、

盖印，表示准其出入本国国境。
E签注E qianzhu 圈。在文稿或书籍中贴上或
夹上纸条，写出可供参考的材料。今多指在送
酋长批阅的文件上，由经办人注出拟如何处理
的初步意见。＠在证件表册上批注意见或有
关事项。＠特指出入境时，在护照上批注、盖
章。

E签子E qian·zi ＜口〉圈签2①③。
E签字E qianzi O C 「户）圈在文件上写上自己
的名字，表示负责。＠圈在文件上写下的自
己的名字。
”~ ,_ qian ＜书〉＠罪过；过失：～尤｜
]3j、（鲁） ι。＠错过（时期）。
E主运期E qianqT 〈书〉圈延误日期。
E惩尤E qiany6u ＜书〉函过失；罪过。

鸽 ι 向画（尖嘴的鸟）啄别让鸡
（铺）二了地里的麦穗儿。

差事～ 巾。〈书〉高举＠同‘萃”
（窘） • (Qiδ门）圈姓o

奉 qian O ＜书〉拔：斩将～旗。＠同“赛

赚仰大赚（时qi an 
另见 811 页 l i6n 。

寨 qian ＜书〉撩起相（衣服、帐子等）

, 
qian c <.J弓）

革斗＊－＋－＞ qian 见下。
（喜、吸）另见 1削页 xun 。

E等麻J qian『na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对生，卵形，开穗状小花，茎和叶子都有细毛，

皮肤接触时能引起刺痛。茎皮纤维可以做纺
织原料。＠这种植物的茎皮纤维。
h队 qian ＜书〉＠图章。＠盖（图
字于（给）章）：～印。＠锁，比喻管束z ～
束。

E铃记E qianji 圈旧时机关团体使用的图章，多

为长形，不如印或关防郑重。

击ft qian o ~方位词。正面的部分；人或
口U 物正面所朝的方向（跟“后”相对，下cr~⑥

同） ：～门｜村～村后。＠往前走：勇往直～1
畏缩不～。＠圈方位词。次序靠近头里的位

置z ～排｜由～往后数1他的成绩在班里总是～

三名。＠圈方位词。过去的时候；较早的时

间：～天｜从～｜几年～｜解放～｜～功尽弃｜～所
未有｜～无古人，后无来者。＠圈方位词。从

前的（有时指现在改变了名称、身份的机构或
人等）：～缘｜～仇｜～政务院 l ～所长。＠画

方位词。指某事物产生之前：～科学（科学产

生之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之前）。＠

圈方位词。未来（用于展望）：～程 l ～景｜事

情要往～看，不要往后看。＠前线；前方2 支

～。 0 COi6nl 圈姓。
E前半晌E qianbanshang c～儿）〈方〉画上午。

也说上半晌。
E前半天】 qianbantian c～JL）圈时间词。上

午。也说上半天。
E前半夜E qianbanye 画时间词。从天黑到半

夜的一段时间。也i兑上半夜。
E前辈J qianbei 圈。前－－－代或前几代的人，
也指祖先。＠同行中年长的或资历深的人。

E前臂E qianbl 圈胳膊上由肘至腕的部分。
（阁见 1159 页“人的身体”）

E前边］ qian· bian c～儿）圈方位词。前面。

E前朝】 qianchaa 圈。上一个朝代，也泛指从

前的朝代z ～遗少。＠前殿，是帝王上朝理
政、举行典礼的地方g ～后寝。

E前车之鉴】 qianch岳zhTjian 《汉书·贾谊传》2

“前车覆，后车诫。”后用“前车之鉴”指当作鉴

戒的前人的失败教训II 。

E前尘】 qianchen ＜书〉圈指从前的或从前经

历的事z 回首～。



E前程】 qiancheng 圈。前途z 锦绣～｜～远

大。＠旧时指读书人或官员企求的功名职
位。

E前代J qiandai 圈＠某一时代以前的时代z

～的史实还没有了解清楚。＠前代的人，也指
家族的祖先。

E前导E qi and凸0 0 画在前面引路。－~在
前面引路的人或事物。

E前敌E qiandi ［苞前方面对敌人的地方2 身临

～｜～指挥部。
E前额E qi巾’e ~额，因额在头的前部，所以叫

前额。

E前方E qianfang 圈＠方位词。前面①：他
的目光注视着～。＠接近战线的地区（跟“后

方”相对），支援～｜开赴～O
E前房E qianfang 圈旧时称以前的妻子（多指

已死去的，对现在的妻子而言）。
E前锋J qianfeng 圈＠先头部队z 红军的～渡

过了大渡河。＠篮球、足球等球类比赛中主要

担任进攻的队员。

E前夫J qianfu 函男女离婚后，男子是女子的
前犬。也指死去的丈夫（对现在的丈夫而言） 0

E前俯后合E qianf凸－houhe 前仰后合。

E前俯后仰E qianfu-houv凸ng 前仰后合。

E前赴后继E qianfu-houil 前面的人上去，后面

的人就跟上去，形容奋勇前进，连续不断。
E前功尽弃E qiang6ng-jinqi 以前的成绩全部
废弃，指以前的努力完全白费。

E前汉E Qian Han 圈西汉。

E前后E qianhou ~方位词。＠比某一特定时
间稍早或稍晚的一段时间 z 国庆节～。＠（时
间）从开始到末了：这项工程从动工到完成～

仅用了半年时间。＠在某一种东西的前面和

后面＝村子的～各有一条公路。
E前…后…l qian… hou··· O 表示两种事物或
行为在空间或时间上一先一后z ～街～巷｜～
囡～果｜～思～想｜～呼～拥 l～倔～恭（形容对
人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倔：傲慢）。＠表示动作

的向前向后2 ～俯～仰｜～仰～合。
E前后脚JLl qianhouj的or ＜口〉［副＠指两个

人或几个人离去或到来的时间很接近2 我们
俩～进的门。＠指两件事情相继发生（强调相

隔的时间不长）：她们俩是～结的婚。
E前脚1 qia『lj I凸0 （～儿）0 ~迈步时在前面的
一只脚z ～一滑，后脚也站不稳。＠画与“后
脚”搭配使用，表示在别人前面（时间上很接

近）：我～进大门，他后脚就赶到了。

E前襟E qianjfn l1Sl 上衣、袍子等前面的部分。

E前进】 qianjin 画向前行动或发展。

前 I qian I 佣41 I 

E前景E qianjing 圈。图画、舞台、银幕、屏幕

上看上去离观者最近的景物。＠将要出现的
景象：大丰收的～令人欣喜。

E前科】 qianke ~曾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并已
执行完毕的人又犯新罪，其前罪的处刑事实叫
作前科z 嫌犯有～o

E前来】 qi6nl6i 圈到这里来z ～报到 1应邀～。
E前例】 qianli ~可以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

例z 史无～｜这件事情有～可援。
E前脸JLl qianl泊nr （口＞~指人或东西的前

面z 没看到～，不知道是谁｜这款汽车的～很大
气。

E前列】 qianlie 圈最前面的一列，比喻带头或

领先的地位z 站在斗争的最～。
E前列腺E qianliexian ~男子和雄性哺乳动
物生殖器官的一个腺，人体的在膀脱的下面，
大小和形状跟栗子相似，所分泌的液体是精液
的一部分。

E前面】 qianmian c～儿）圈方位词。＠空间

或位置靠前的部分2 亭子～有一棵松树｜～陈
列的都是新款汽车。＠次序靠前的部分；文章
或讲话中先于现在所叙述的部分2 这个道理，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E前年l qi6nni6n I童时间词。去年的前一年。

【前怕狼，后怕虎】 qian pa 16吨， hou pa hu 
形容顾虑重重，畏缩不前。也说前怕龙，后怕
虎。

E前仆后继E qianpu拍uji 前面的人倒下了，后主主
面的人继续跟上去，形容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专三三

E前妻】 qianqi 11SJ 男女离婚后，女子是男子的

前妻。也指死去的妻子（对现在的妻子而言）。
E前期】 qi6nqi ~某一时期的前一阶段： 20 世

纪～｜～工程。

E前惩l qianqian ＜书〉圈以前的过失z 追悔

~ 。

[J3tr驱l qianqu 圈在前面起引导作用的人或

事物：革命～O
E前去】 qianqu 圈到某处去3 ～看望。

[J3fJJL] qi6nr ＜口）~时间词。前天。也说前儿
个问的门『•g的。

E前人】 qianren 圈古人；以前的人：～种树，后

人乘凉｜我们现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是～所不能
想象的。

E前任】 qianren I直在担任某项职务的人之前

担任这个职务的人2 老张是他的～｜他是工会
的～主席。

E前日E qi6nri 圈时间词。前天。
E前晌E qiansh凸ng C～儿）〈方〉画上午。

E前哨E qianshao I苞向敌军所在方向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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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小分队。

E前身E qi6nsh岳niBJOC～儿）上衣、袍子等前
面的部分；前襟。＠佛教指前世的身体。＠
指事物演变中原来的组织形态或名称等：人

民解放军的～是工农红军。
E前生l qiansh岳ng 圈前世。

E前世J qianshi IBJ 迷信指人生的前一辈子。
E前事不忘，后事之师E qian制－00111启r唱， hOushi

zhlshi 《战国策·赵策一》z“前事之不忘，后事
之师。”指记住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以

后的借鉴。
E前所未有J qiansuoweiyou 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的规模。
E前台l qi6nt6i 圈。剧场中在舞台之前的部
分。演出的事务工作属于前台的范围。＠舞
台面对观众的部分，是演员表演的地方。＠

比脑公开的地方：他只是在～表演，背后还有
人指挥。。指酒店、旅馆、歌舞厅等负责接待、
登记、结账工作的柜台。

E前提E qi anti 圈＠在推理上可以推出另一个
判断来的判断，如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小前提c
＠事物发生或发展的先决条件。

E前天E qiantion 圈时间词。昨天的前一夭。
E前庭蜗神经E qiantingwo-shenjlng 第八对
脑神经，从脑桥和延髓之间发出，分布在内耳，
主管听觉和身体平衡的感觉。也叫位昕神经。

E前头E qian• tou 圈方位词。前面。

E前途l qiantu 圈原指前面的路程，比喻将来

的光景 2 光明的～｜～远大。

E前往E qianw凸ng ［；目前去；去z 启程～｜陪同
~ 。

E前卫l qianwei O 圈军队行军时在前方担任
警戒的部队。＠圈足球、手球等球类比赛中

主要担任助攻与助守的队员，位置在前锋与后

卫之间。－~具有新异的特点而领先于潮
流的：～作品｜～的服装。

E前无古人E qianwuguren 前人从来没有做

过g空前z 他们创造了～的奇迹。
E前夕E qianxl 圈＠前一天的晚上g 国庆节的

～。＠泛指事情即将发生的时刻j：大决战的

~ 。
E前贤E qi6nxi6n ＜书＞ !El 有才德的前辈。

E前嫌E qi6nxi6n IBl 以前的嫌隙z ～冰释｜捐

弃～O

E前线E qianxian 画作战时双方军队接近的地
带（跟“后方”相对）。

E前言E qi6ny6n [8] 0 写在书前或文章前面类

似序言或导言的短文ι｜言。＠前面说过的
话z ～不搭后语。

E前沿l qi6ny6n 圈＠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

沿2 ～阵地。＠比喻科学研究中最新或领先
的领域z ～科学。

E前仰后合】 qiany凸ng-houhe 形容身体前后晃
动（多指大笑时）。也说前俯后合、前俯后仰。

E前夜l qianye 圈前夕：激战～。
E前因后果E qianyln-houguo 事情的起因和其

后的结果，指事情的全过程。

E前缘】 qi6nyu6n 画佛教指前世的缘分，泛指

以前有过的缘分＝～未了。

E前瞻】 qianzhan 圈＠向前面看z 极目～。

＠展望；预测g ～性。

E前站】 qianzhan 圈行军或集体出行时将要

停留的地点或将要到达的地点。参看 236 页
I打前站lo

E前兆】 qi6nzhao 圈某些事物在将要暴露或

发作之前的一些征兆2 及时发现地震的～。
E前震E qianzhen 圆大地震之前发生的小地

震。
E前肢E qianzhl 圈昆虫或有四肢的脊椎动物
身体前面靠近头部的两条腿。

E前缀E qi6nzhui ＠每加在词根前面的构词成
分，如“老鼠、老虎”里的“老气“阿姨”里的“阿”。
也叫词头。

E前奏E qianzou IBJ O 前奏曲。＠比喻事情
的先声。

E前奏曲E qianzouqu 画大型器乐曲的序曲，

是为大型器乐创造气氛的短小器乐曲，一般跟
整部乐曲有统一的情调。

虔 qian 恭敬：～诚｜～心。

E虔扭扭 qi6ncheng 圈恭敬而有诚意（多指宗

教信仰）：～的信徒。

【虔敬】 qi6njing E国恭敬2 态度～。

E虔心】 qi6nxln 0 圈虔诚的心2 一片～。＠
回虔诚z ～忏悔。

钱1 山 qi6n 0 IBl 铜钱＝十｜～
苟（箴）的。＠圈货币2 银～l 一块
～。＠圈费用；款子2 饭～｜车～！买书的～｜

一笔～。。圈钱财z 有～有势。＠（～儿）形
状像铜钱的东西2 纸～｜榆～儿。 O COi6n) IBJ 
姓。

钱2 山 qi6n E重量单位， 10 分等于
写（鳝） 1 钱，10 钱等于 1 两。 1 市钱合
5 克。

E钱包E qianbao c～儿）圈装钱用的小包儿，多
用皮革、塑料等制成。

E钱币E qianbi 圈钱（多指金属的货币） o

E钱财E qi6nc6i 圈金钱。



E钱串子E qianchuan·zi ［富＠穿铜钱的绳子，
比喻过分看重金钱的人。＠节肢动物，身体
细长，约 3 6 厘米，由许多环节构成，每个环

节有一对细长的脚，触角很长。生活在墙角、
石缝等潮湿的地方，吃小虫。也叫钱龙。

E钱谷l qiang心圈。货币和谷物。＠清代指

地方上财政方面的事务3 ～师爷。
E钱款］ qiankuan ~数量较多或有专项用途
的钱；款子：筹集～。

E钱粮】 qianliang ~ 0 旧时指田赋g 完～。

＠钱谷②：～师爷。
E钱龙】 qi6nl6ng 圈钱串子②。

E钱眼】 qianyan c～儿）画铜钱当中的方孔z 钻
～儿（形容人贪财好利）。

E铛i庄】 qianzhua『19 圈旧时由私人经营的以
存款、放款、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

钳钳嗡刊 qian O 钳子、 、＠头 ）①2 老虎～｜～形
攻势。－~用钳子夹z 钉子太小，～不住。＠
限制；约束z ～制｜～口结舌。

E钳工E qiangong ~ 0 以铿、钻、饺刀等于工
工具为主进行机器装配和零部件修整的工作。
＠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钳击l qianjl ［到夹击：两翼～。
E钳口结舌l qiankou-jieshe 形容不敢说话。
E钳制】 qianzhi 画用强力限制，使不能自由行
动：～言论｜～住敌人的兵力。

E钳子】 qian·zi 圈。用来夹住或夹断东西的
器具。＠〈方〉耳环。

捕 qian ＜方〉酬肩扛（东西）：～着行李
到车站去。

E捕客l qianke 圈指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

佣金的人。政治～。
乾 qian O 函八卦之一卦形是“三，，，代

表天。参看 16 页【八卦lo 0 旧时称男
性的：～造（婚姻中的男方）｜～宅（婚姻中的男
家）。 e (Qian）圈姓。

另见 419 页 gan “干 5 ”。

E乾坤】 qiankun 圈《易经》的乾卦和坤卦，借指

天地、阴阳或江山、局面等：扭转～（根本改变
已成的局百）｜一举定～。

E乾隆E Qi6nl6ng 圈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年号（公元 1736一1795 ）。

轩 q『an 骗街fC Li 
肃永昌ο

键 qian 键为（ Qi川自i），地名在四川｜。
另见 634 页 l ion 。

增 qian 用于地名：田～（在广东）｜车路～
（在台湾）。

钱钳捕乾革T I隧烧潜｜ qian I 1043 I 

潜叮 qian O ~隐在水下：～泳｜～
（祷潜）到海底。＠隐藏；不露在表面z

～伏｜～流｜～移默化。＠秘密地z ～逃。＠
指潜力：革新挖～。 0 COian）圈姓。

E潜藏】 qi6nc6ng ~隐藏z ～在心里的痛苦｜

把～的坏人清除出去。
E潜伏】 qianfu 画隐藏；埋伏＝～着危险。

Z潜伏期E qianfuql 圈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侵
人人体后，要经过一定的时期才发病，这段时
期，医学上叫作潜伏期。

E潜规则E qiangulze ~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

文、不公开的规则（多含贬义）：行业、部门的～

往往会滋生腐败。
E潜航E qi6nh6ng 圈在水下航行＝潜艇连续～

了二十天。

E潜绩l qianji 圈潜在的、长效的工作业绩＝重

视干部的～。

E潜居E qianju 圈隐居z ～乡间。

E潜亏l qiankul ~潜在亏损2 下大力气解决企

业的～问题。

E潜力E qianli 圈潜在的力量2 挖掘～。
Z潜流l qianliu E81 O 潜藏在地底下的水流。
作品着力发掘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比
喻潜伏的危险z 勇于探索，不畏前面的暗礁、
~ 。

E潜能E qianneng 圈。潜在的能量2 地下～。

＠潜在的能力：科技人员的～得到发挥。 三三三
E潜热l qianre 圈单位质量的物质在温度不变主重重
的情况下从一个相转变到另一个相（如从固体－二二

变为液体）所放出或吸收的热。有熔化热、汽
化热等。

E潜入E qi6nru 圃＠钻进（水中）：～海底。＠

偷偷地进入：～国境。
E潜水E qianshuf [1l!jJ 在水面以下活动：～衣｜～

艇｜～员｜海豹善于～。
E潜水艇】 qianshuftfng ［萄潜艇。

E潜水衣E qianshufyl 睛潜水员在水面以下工

作时穿的服装，包括衣服、鞋、帽三部分，不漏
水，一般附有贮藏氧气的装置。

E潜水员E qi6nshufyu6n ~穿着潜水衣在水
面以下工作的人员。

E潜台词E q i6nt6ici fEJ 0 台词中所包含的或
未能由台词完全表达出来的言外之意。＠借

指不明说的言外之意。
E潜逃】 qi6nt6o I§国偷偷地逃跑（多指犯罪嫌疑

人）：～在外 i携款～。
E潜艇E qiantfng fEJ 主要在水面下进行作战
等活动的舰艇。以鱼雷或导弹等袭击敌人
舰船和岸上目标，并担任战役侦察。也叫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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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艇。
E潜网E qi6nw凸ng 圈比喻潜在的、束缚人的东
西z 封建观念的～还罩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

面。

E潜望锢 qi6nwangjlng 圈在潜艇或地下掩
蔽工事里观察水面或地面以上敌’情所用的光
学仪器，由一系列折光镜组成。

E潜心E qi6nxln 画用心专而深z ～研究｜～于
典籍四十年。

E潜行E qi6nxing 画＠在水面以下行动：潜
艇在海底～。＠秘密行走z 狮子在草丛中～o

E潜血E qi6nxue 圈因体内某部分出血而出现
在粪便或脑脊液中的血液，肉眼看不到，用显
微镜也不能查出。

E潜移默化E qianyi-mohua 指人的思想或性

格受其他方面的感染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

化。
E潜意识l qi6nyi•shi 圈心理学上指不知不觉、
没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是机体对外界剌激的
本能反应。也说下意识。

E潜泳l qi6ny。ng 画面游泳时身体在水面下游
动。

E潜在E qi6nzai 圈属性词。存在于事物内部
不容易发现或发觉的：～意识｜～力量 i～危
险｜～威胁。

E潜质E qi6nzhi 画潜在的素质z 她是位很有表
演天赋和～的新秀。

三矗~［潜踪l qi6nz6ng 圈隐藏踪迹（多含贬义）。
主黔1 qi6n ＜书〉黑色。

黔2 Qian 圈贵阳琳

E黔剧l qianju 圈贵州地方戏曲剧种，由曲艺
文琴（一种用扬琴伴奏的说唱形式）发展而成，

原来叫文琴戏。

E黔驴技穷E qi6nlu-jiqi6ng 借指仅有的一点儿
本领也用完了（多含贬义）。参看 1044 页I黔
驴之技］ o

E黔驴之技E qi6nluzhlji 唐柳宗元的《三戒·黔

之驴》说，黔（现在贵州→带）这个地方没有驴，
有人从外地带来一头，因为用不着，放在山下。
老虎看见驴个子很大，又听见它的叫声很响，
起初很害怕，老远就躲开。后来逐渐接近它，
驴只踢了老虎一脚。老虎看见驴的技能只不
过如此，就把它吃了。后来用“黔驴之技”借指
虚有其表的人很有限的一点儿本领（多含贬

义）。
E黔首E qianshou 圈古代称老百姓。

濡 Qian 古地名，在今安徽霍山东北。

v 
qi an c <-14) 

Ritt *tt丛 ion O IBJ 身体两旁肋骨和跨
月火（悚）骨之间的部分（多指兽类的）。＠
见 549 页［狐欣］ o

号4主、 u- qiiin 0 圈从上到下或从外到
民（读）里的距离小（即将咱对，下②
⑤同）：～滩｜水～｜屋子的进深～。 8lMJ 浅

显＝～易｜这些读物内容～，容易懂。＠圈浅
薄z 功夫～。。因（感情）不深厚2 交情～。
＠圈（颜色）淡z ～红｜～绿。（！） ~（时间）短2
年代～｜相处的日子还～。＠圈（程度）轻；不

严重z 流毒不～｜害人不～。＠稍微：～尝辄
止。

另见632 页 j ion 0 

E浅白E qi凸nb6i Ifill 浅显明白：～的字眼儿｜这

个道理很～。
E浅薄E qiiinb6 圈。缺乏学识或修养z 知识

～。＠（感情等）不深；微薄z 缘分～｜情意～。
＠轻浮；不淳朴z 时俗～。

E浅尝辄止E qi凸nch6ng zhezhl 略微尝试一下

就停下来，指对知识、问题等不做深入研究。
E浅海E qi凸nh凸i 圆通常指水深在 200 米以内

的海域。
E浅见E qi凸njian 圈肤浅的见解，常用来谦称

自己的意见z 略陈～，敬请批评指正。

［）＇.戈近E qiiinjln 圃浅显z ～易懂｜文字～。
E浅陋E qiiinlou E回见识贫乏；见闻不广o

E浅露l qianlu 圃（措辞）不委婉，不含蓄z 词意

~ 。
E浅明】 qianming I!国浅显＝～的道理。
[i"戈JL) QI凸nr 圈浅子。

E浅说l qi凸nshu6 圈浅显易懂地解说（多用于

45名或文章标题）：～语文教学法｜《无线电

E浅滩l qi凸ntiin IBJ 海、湖、河中水很浅的地方。

E浅谈E qi凸nt6n 国浅显地谈论（多用于书名或

文章标题）＝～环境保护问题｜《诗词格律～》。
E浅析E qianxl 画浅显地分析（多用于书名或
文章标题）：～文章的艺术特色｜《大师绘画技

法～》。

E浅显E qi凸nx的n 圃（字句、内容）简明易懂2

～而有趣的科普读物。
E浅学E qi凸nxue 回学识浅薄。

E浅易E qi凸nyi E回浅显z ～的英语读物。
E浅子E qi凸n•zi 圈一种盛东西的用具，一般是
圆形，底浅。也说浅儿。



遣赚谴缝欠倪纤荧茜倩壁 I qi 凸n qian I 1045 I 

1且主 qian O 派遣dT发z ～送｜调兵～将。＠
J.!主消除；发泄z 消～｜～闷。
E遣词E qianci 圈（说话、写文章）运用词语z ～

造句。也作遣辞。
E遣辞】 qi凸nci 同“遣词”。

mt返】 qi凸nfan I到遣送回到U ＜原来的地方） : 
～战俘。

E遣削 qi凸nsan 画＠机关、团体、军队等改组

或解散时，将人员解职或使退伍g ～费｜～冗余
的职员。＠解散并遣送所俘获的敌方军队、

机关等人员：全部伪军立即缴械～。
由送E qiansong 画把不合居留条件的人送

走：～出境｜～回原籍。

赚 qian 圈猴子的捕。
〈古〉又同“谦” qian ；又同“歉” qi an 。

、、血… qian O 责备；申斥 2 ～责｜自～
随（谴）已过。＠〈书〉官员获罪降职2 ～
漓。

E谴责】 qianze 圈责备g严正申斥：世界进步
舆论都～这一侵略行径。

E谴滴】 qi凸nzhe ＜书〉圈官吏因犯罪而遭贬

漓。
以血 . L qian 见下。
在亘（锺） . 
Z缝缮E qi凸nqu凸n ＜书〉圆形容情投意合，难舍
难分；缠绵 z 情意～。

、

qian c< 111)

fa-,. 1 q ian O 困倦时张口出气z ～伸。＠圃
／、身体一部分稍微向上或向前移动z ～
脚儿｜～了～身子。

hτ， 2 qian 画＠借别人的财物等没有还或

／、 应当给人的事物还没有给2 躲～i ～账｜
～债｜～情｜～着一笔钱没还。＠不够g缺乏z
～佳｜～妥｜～火｜～考虑｜万事俱备，只～东风。

E欠安E qian ’。n 圈婉辞，称人生病。
E欠产E qian;;chan l1l副产量未达到规定的指

标。
E欠火E qian11huo 圈指饭、菜等的火候不够z
这屉馒头还欠点儿火。

E欠佳E q ianj ia l§lj] 不够好g 身体～｜产品质量
~ 。

E欠款E qiankuan O ＜「←〉圈借的或除的钱
没有归还z 不借债，不～l 欠了一笔款。＠圈
尚未归还的钱g 追讨～。

E欠情E qian;; qing ＜～儿〉画得到别人的好处
还没有酬谢z 人家热情接待，我还没有道谢，觉

得有点儿～｜咱俩谁也不欠谁的情。

E欠缺E qianque O 圆缺乏；不够z ～经验。＠

匣直不够的地方2 事情办得很圆满，没有什么

~ 。

E欠伸E qiansh岳n l量打哈欠，伸懒腰。

E欠身E qian;;shen 画稍微起身向前，多表示

对人恭敬z 他欠了欠身，和客人打招呼。
E欠条E qiantiao c～儿） IE] 欠别人财物所立的

字据s借条o
E欠薪E qianxin O C -11-一）画应该付而未付薪
酬z 恶意～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
圈应该付而未付的薪酬＝补发～。

E欠债E qianzhai O c -11- ）画借别人的钱没有
还，也比喻该做的或承诺要做的事没有做2 由
于经营不善，企业欠了不少债｜前些年城市基本
建设～太多。＠画所欠的钱，也比喻没有兑
现的承诺2 偿还～。

E欠账E qianzhang O C -11 ) I到欠债①。＠

圈欠债②。
E欠资l qianzi 圈指寄邮件时未付或未付足邮
资。这种欠资邮件，邮局要向收件人补收邮
资，或退给寄件人补足邮资。

i田 ian 〈书〉＠譬如才日同。＠船
饥（倪）上用来观测风向的羽毛。
h主 占． qian IEJ 拉船用的绳子z ～绳｜拉
圭tc棒）～

另见 1417 页 xi an 。

E纤夫E qianfu 圈以背纤拉船为生的人。

E纤绳J qiansheng 圈拉船用的绳子。
E纤手E qiansh创圈给人介绍买卖的人（多指
介绍房地产交易的人）。也叫拉纤的。

荧 qi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水
池中，全株有刺，叶子圆形，像荷叶，浮在水

面。花紫色，浆果球形，略像鸡头，种仁可以
吃，根、花茎、种f二可入药。也叫鸡头。＠做菜
时用交粉调成的汁2 勾～。

E焚粉E qianf品n ~用交实做的粉，勾荧用。一

般用其他淀粉代替荧粉。
Ot实E qianshi IE] 荧的种子。也叫鸡头米。

茜 qian o ~畔。＠红色＝～纱。
另见 1399 页 xi 。

E茜草E qianc凸0 IE] 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困锥

形，黄亦色，茎有倒生刺，叶子轮生，心脏形或
长卵形，花冠黄色，果实球形，红色或黑色。根
可做红色染料，也可入药。

t兰主 qian ＜书〉美丽z ～装 i～影。
1目另见 1070 页 qingo
Z倩影E qianying 圈美丽的身影（多指女子）。

整 ian 隔断交通的沟2 ～壤｜长江
（墅）天～竹一～，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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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笠壤E qianh6o IBl 在阵地前方挖掘的、修有

射击掩体的壤沟，多为曲线形或折线形。
1~ . ._ qian ＜书〉青赤色丝织品。
主百（川吾）
荣一 oian O 古代写字用的木板。＠

（粟）〈书〉书的刻本z 宋～｜元～。
嵌 qian 画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上

面的凹处（多指美术品的装饰）：镶～｜～

石｜～银l戒指上～着钻石。
另见 730 页 ka门。

需 qian O 同 ；：3;,: （多用于人名）。＠
(Qian）圈姓。

，困在 qian ＜书〉憾z恨。
阿1'- 另见 1056 页 qi岳。

歉 qian O 收成不好＇ ~.ff. I 以丰补～。＠
对不住人的心情g 抱～｜道～｜深致～意。

曰软孩】 qianjiu 圃觉得对不住别人，对自己的

过失感到不安z ～的心情 l深感～。
E歉年E qianni6n IBl 农作物歉收的年头儿（跟
“丰年”相对） ：去年是～，今年是丰年。

日竟然E qianr6n ~形容歉疚的祥子z ～不语。
瞰收l q ianshou @JJ 收成不好（跟“丰收”相

对），粮食～。
由t岁E qiansui 圈收成不好的年份。

E钦意E qianvi 圈抱歉的意思l ：表示～。

qiang c <.I尤）

抢 巾。书〉触时天～地。
（拾）占同“俄”Cqiong）①。
另见 1049 页 qi凸吨。

呛 i qiang 圈因水或食物进入气管
（瞻） ~I起时，又突然喷出 z 吃饭吃～

了｜喝得太猛，～着了。
另见 1050 页 qiang 。

羌 伽口。我国古代民
（究、笼）族，后挂在以今青海为中

心，南至四川，北接新疆的一带地区，东汉时移
居今甘肃一带，东晋时建立后秦政权（公元
384-417）。＠羌族：～笛｜～语。＠圈姓。

E羌笛E qiangdi 圈羌族管乐器，双管并在一

起，每管各有六个音孔，上端装有竹簧口哨儿，
竖着吹。

院族l Qiang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四J ii 0 

哈 A qian口〈书〉酣形容玉器相撞（瑭）扭头音。
枪1 qiang O ~旧式兵器，

（檐、给）忐磊的一端装有尖锐

的金属头，如红缕枪、标枪。＠圈口径在 2厘

米以下，发射枪弹的武器，如手枪、步枪、机枪
等。＠性能或形状像枪的器械，如发射电子
的电子枪，气焊用的焊枪。。 CQiong）圈姓。

枪2 川 qiang 枪在打～i～手。
（檐）

E枪毙】 qiangbi 圈＠用枪打死（多用于执行

死刑）。＠比喻对建议等予以否定或文稿等

不予发表（含谐谑意）：他提的方案被～了｜文

章改了又改，还是让编辑部给～了。

E枪刺E qiangci 圈安在步枪、冲锋枪枪头上的

钢刀或钢锥，用于刺杀。
E枪打出头鸟E qiang d凸 chut6uni凸o 比喻首

先打击或惩办带头的人。
E枪弹E qiangdan 圈用枪发射的弹药，由药

筒、底火、发射药、弹头构成。有时专指弹头。
通称子弹。

E枪法E qiangf凸圈＠用枪射击的技术z 他～

高明，百发百中。＠使用长枪（旧式兵器）的技
术z ～纯熟。

E枪杆子E qianggan•zi 圈枪身，借指武器或武

装力量。也说枪杆。
E枪击】 qiangfl 画用枪射击z 遭～身亡！双方

展开～O

E枪机E qiangjl 圈扳机。

E枪决E qiangj回国枪毙①。

E枪口】 qiangk创圈枪膛最前端的困孔：～对

准目标。
E枪林弹雨E qianglin-dany心枪支如林，子弹如

雨，形容激战的战场：他是个老战士，在～中多

次立功。
E枪榴弹E qiangliudan 圈用步枪和枪弹发射

的榴弹，分为杀伤枪榴弹、反坦克枪榴弹等。
E枪杀E qiangsha 圃用枪打死2 惨遭～。

E枪子l' qiangsh凸u 圈。旧时指持枪（旧式兵
器）的兵。＠射击手。

E枪手T qiangshou 函枪替的人。

E枪栓l qiangshuan ~枪上的机件，前端的撞
针可以撞击枪弹发火，射出弹头。

E枪膛E qiangt6ng ~枪里放置子弹和射击时

子弹穿过的圆筒状空腔。
E枪替E q iangt i rnllJ 指冒名替别人参加考试。
也说打枪。

E枪乌贼E qiangwuzei ~软体动物，外形略像
乌贼而稍长，体苍白色，有淡褐色的斑点，尾端

呈菱形，触角短，有吸盘。生活在海洋里。通
称就鱼。

E枪械l qiangxie 圈枪（总称）。

E枪眼E qiangyan ~ O 确堡或墙壁上开的供



些些圭亚些~腔镜错锵蹭锻强 l qiong qi6 「19 I 1创7 I 
向外开枪射击的小孔。＠（～儿）枪弹打的i词。

E枪战E qiongzhan O 阉互相用枪射击交战z
双方～了一个多小时。＠圈互相用枪射击的

战斗 z 激烈的～。
E枪支E qiangzhl 圈枪（总称）：～弹药。
E枪子JL) qiangzir ＜口〉［到枪弹。

i寻“、 qiang 圈＠方向相对；逆g ～
阪（箴）风i～辙儿都逆着规定的交通方向
走）。＠（言语）冲突z 两人说～了，吵了起来。

另见 1050 页 qiang 。

E俄归lJ qiang;;f岳ng ［到逆风；顶风z 回来的路

上～，车骑得慢。

战 q问〈书〉杀害；残害z 自～（自杀）。

C伐害J qianghai 巨型严重损害s伤害s ～健康｜
～心灵。

E战贼E qiangzei ＜书〉画伤害；损害：～骨肉｜

～身体。

所 qiang 古代的一种斧子。

将中间〈书〉同～进酒
（将）另见 ω 页 jiong; 648 页

jiang 。

西合叫 qiang 画藏族用青裸酿成的一
（醋）种酒。

腔 qiang O 动物身体内部空的部分2 口
～｜鼻～ l胸～｜腹～｜满～热血。＠（～儿）

器物中空的部分：炉～儿 l锅～子。＠（～JL)
话z 开～｜搭～。＠（～儿）［望乐曲的调子：高
～｜花～｜昆～ 1 唱～儿 l P昌走了～儿。＠（～儿）噶

说话的腔调·京～｜山东～！学生～。＠置多

用于宰杀过的羊（多见于早期白话）：一～羊。
Z腔肠动物E qiangch6ng dangwu 元脊椎动

物的一门，体壁由内外两胚层构成，两层之间
为胶质，身体中间有一个空腔，既是消化器官，
又是体腔。体形有两种，一为钟形或伞形，如
水母，一为圆筒形，如水虫息和珊湖。多生活在
海洋中。

E腔调E qiangdiao 圈＠戏曲中成系统的曲
调，如西皮、二黄等。＠调子.~仓调 z 他们几个
人的发言都是一个～。＠指说话的声音、语气

等＝听他说话的～是山东人。
E腔骨J qiangg心画供食用的带肉的猪、牛、羊

等的脊椎骨z 炖～。

E腔子E qiang·zi ＜口〉圈＠胸腔。＠动物割
去头后的躯干。

蜿叫见下。
E虫草邮E qiangl6ng 圈昆虫，全身黑色，胸部和

脚有黑褐色的长毛，吃动物的尸体和粪尿等，
常把粪滚成球形。有的地区叫屎壳郎。

错（筒） qiang 见下。

E错色E qiangse 圈某些矿物表面的氧化薄膜

所呈现的色彩，常常不同于矿物固有的颜色。

锵… qiang 帽形容金属或玉石撞
（锵）马的L音：锣声～～ i玉佩～～。

路 nj(Jnn IJ.1 

（蹄）主见＂10；~云仙ngo
Z锵鳞E qiangqiang ＜书〉圆形容行走合乎礼
节。

锚巾n IJ.1 

~ （鲤）头见气O；~ W qi，~ngo 
［~Alli<J qiangshul 圈强酸的俗称。

, 
qiang < ＜.！尤）

强 q凶ng 0 圈力量大都
虫「强、关强） 力大（跟“弱”相对，下⑥
同） ：身～体壮｜能力～｜～国 l 富～。＠圈感
情或意志所要求达到的程度高；坚强·要～｜党
性很～｜责任心～，工作就做得好。＠使用强
力 ； 5_虽迫 z ～制｜～渡｜～占｜～索财物。＠使强
大或强壮z 富国～兵｜～身之道。＠圈优越多

好（多用于比较）：今年的庄稼比去年更～。＠牛二

圈用在分数或小数后面，表示略多于此数z 实主主三
际产量超过原定计划 12% ～。 0 (Qi6ng）三三主

圈姓。
另见 648 页 jiang, 1 oso 页 qiang 。

E强暴E qi6ngbao O 圈强横凶暴z ～的行为。

＠函强暴的势力：不畏～！铲除～。＠画指
强奸2 遭歹徒～。

E强本国基】 qi6ngben-gujl 见 1(阐页I强基因

本1。
E强大E qi6ngda E回（力量）坚强雄厚g ～的国

家｜阵容～｜国力日益～。
E强档E qi6ngdang O 画好的档期．黄金～｜

该剧安排在～热播。＠圃属性词。实力强、
档次高的z ～组合。

E强盗E qi6ngdao 圈用暴力抢夺别人财物的

人。法西斯～。

E强敌E qi6ngdi 圈强大的敌人，也指竞赛中实

力强大的对于z 不畏～｜面对～，敢于拼搏。
E强调E q i6ngd iao Ill国特别着重或着重提出：

我们～自力更生｜不要～客观原因。
E强度】 qi6ngdu 圈＠作用力的大小及声、光、

电、磁等的强弱z 音响～｜磁场～。＠付出体



I 1叫 I qiang I 强

力和脑力的大小与多少z 劳动～｜训练～。＠
物体抵抗外力作用的能力 z 抗震～。

E强渡l qi6ngdu ［到强行渡过，多指用炮火掩

护强行渡过敌人防守的江河。
E强炽1J qi6ngf岳ng 圈＠强劲的风：～肆虐。
＠气象学上旧指 6 级风。参看 389 页 1风

级］。
E强干E qi6nggan E国办事能力强；干练：精明

～｜任用一批～的人才。
E强攻］ qi6ngg6ng 画用强力攻击；强行进攻：

～敌营｜～篮下，投进一球。

E强固E qi6nggu E固坚固：～的工事｜为国家工

业化打下～的基础。
E强国l qi6nggu6 0 固国力强大的国家2 建

设现代化～。＠画使国家强大2 ～之本在于
发展经济。

E强悍E qi6nghan 圃强壮勇猛。

E强横l qi6ngheng E园强硬蛮横，不讲道理．～

无理｜态度～。
E强化E qi6nghua 画加强：使坚强巩固：～记

忆！～训练。
E强击机】 qi6ngjljl 圈用来从低空、超低空对

敌方目标强行攻击的飞机。也叫攻击机。旧

称冲击机。
E强基固本J qiangjl-gub岳n 筑牢基础，巩固根

本z 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为国家发展～。也说固
本强基、强本国基。

E强加E qi6ngjia 画强迫人家接受某种意见或

做法：～于人。
E强奸E qi6ngjian 画男子使用暴力与女子’性

交。～民意（指统治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民，硬说成是人民的意见）。

E强碱E qi6ngjian 圈碱性反应很强烈的碱，腐

蚀性很强，在水溶液中能产生大量的氢氧根离

子，如氢氧化绅、氢氧化纳等。
E强健E qi6ngjian O ~强壮健康z 筋骨～｜～

的体魄。＠画使强壮健康2 ～我们的身体。
E强劲l qi6ngjing 圈强有力的：～的对手｜～

的海风。

E强力E qi6ngli 0 圈强度z 由于纱支改细，纱
的～随之下降。＠圈强大的力量：使用～。
＠圃用强大的力量；力度很强地z ～夺取1～

反弹！～压下自己的感情。
E强梁E qi6ngli6ng （书〉匾。强横；强暴。＠
强劲；勇武o

E强烈l qi6nglie ~固＠极强的；力量很大的：
～的求知欲｜大阳光十分～。＠鲜明的；程度

很高的z ～的对比 1～的民族感情。＠强硬激
烈z ～反对 1～的要求。

E强令E qi6ngling 圃用强制的方式命令z 原计

划已被～取消。
E强弩之末］ qi6ngn心zhlmo 《汉书·韩安国传》：

“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缩。”强弩射出的箭，

到最后力量弱了，连鲁缩（薄绸子）都穿不透，
比喻起初很强后来变得很微弱的力量。

E强权E qi6ngqu6n IBl 指对别的国家进行欺

压、侵略所凭借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势
力：～政治。

E强热带风暴】 qi6ng redai f岳ngbao 见 1093

页【热带气旋1。
E强人l qi6ngren 圈。强有力的人；坚强能干

的人z 女～。＠强盗（多见于早期白话）。
E强如】 qi6ngru 画强似。

E强身E q i6ngshen [5!i] 通过体育锻炼或服用药

物等使身体强壮2 ～术｜习武～ο
E强盛】 qi6ngsheng 圈强大而昌盛（多指国家）。

E强势E qi6ngshi 圈＠强劲的势头：宣传要形

成～。＠强大的势力：～地位l处于～o
E强于】 qi6ngshou 圈水平高、能力强的人。

E强似E qi6ngsi 圃较胜于；超过z 今年的收成

又～去年。也说强如。
E强酸l qi6ngsuan 固酸性反应很强烈的酸，

腐蚀性很强，在水溶液中能产生大量的氢离
于－，女口昕L酸

E强项】1 qi白『igxiang 圈实力强的项目（多指体

育比赛项目） 0

E强项】2 qi6ngxiang ＜书〉画不肯低头，形容

刚强正直不屈服（项E脖颈JL）。
E强心药】 qi6ngxlnyao 啤药物的一类，能使

心脏肌肉收缩力量增加和心脏搏动次数减慢，
从而改进血液循环，如糖酥、洋地黄等。

E强行E qi6ngxing 圆用强制的方式进行：～

通过i～登陆。
E强行军E qi6ngxingjun 圈部队执行紧急任务

时进行高速行车。

E强压E qiangya 画用强力压制z ～怒火。
E强音E qi6ngyln 圈响亮、高亢的声音，多用于比

喻2 中国人民发出了“振兴中华”这一时代的～。
E强硬】 qi6ngying 圈强而有力，形容态度坚

定，不肯退让：～的对手！态度～。

E强占3 qi6ngzhan 画。用暴力侵占：～地

盘。＠用武力攻占2 ～有利地形。
E强直l qi6ngzhi 圃＠肌肉、关节等由于病变

不能活动。＠〈书〉刚强正直。

E强制E qi6ngzhi 圈用法律或政治、经济力量

强迫：～执行｜～性措施。
E强制保险】 qi6ngzhi baoxian 国家用法律、

法令或条例规定的必须参加的保险。我国对



公路、铁路、轮船、飞机等旅客意外伤害实行强
制保险（区别于“自愿保险勺。也叫法定保险。

E强壮E qiangzhuang O 晴（身体）结实，有力
气：～的体魄。＠圃使强壮z ～剂｜这药能～

病人体质。
墙 qiang 0 rB li'f,:fi或土

（墙、 1击）主筑孟的屏障或外国：砖
～｜土～｜院～ 1城～ i 一堵～0人～。（图见 370

页“房子”）＠器物上像墙或起隔断作用的部
分。

E墙报E qi6ngbao l萄壁报。
E墙壁E qiangbi 函墙①。
E墙倒众人推】 qi6ng d凸o zhongren tul 比喻
在失势或倒霉时，备受欺负。

E墙根E qiangg岳『l （～儿）~墙的下段Ji!~地面接
近的部分。也叫墙脚。

E墙角】 qi6n凹凸o 理］两堵墙相接而形成的角
（指角本身，也指它里外附近的地方）。

E墙脚】 qiangji凸0 !Bl 0 墙根。＠比喻基础。
E墙裙E qiangqun I到加在室内墙壁下半部起
装饰和保护作用的表面层，用水泥、瓷砖、木板
等材料做成。 →般高 1 2 米。也叫墙围子。

E墙头） qi6ngt6u !Bl 0 C～儿）墙的上部或顶
端。＠矮而短的围墙。＠〈方〉墙①。

E墙头草】 qi6ngt6uc凸o ~比喻善于随情势而
改变立场的人。

【墙围子l q iangwei • z i [EJ 墙裙。也叫墙围。
E墙垣】 qi6ngyu6n （书〉［组墙①z ～场塌，杂

草丛生。
E墙纸E qi6ngzhi t每壁纸。

蔷斗 qiang 见下
（蔷）

E蔷薇E qiangw岳1 亟JO 落叶或常绿灌木，种类
很多，茎直立、攀缘或蔓生，枝上密生小刺，羽
状复叶．小叶倒卵形或长圆形，花有多种颜色，

有芳香。有的花、果、根可入药。＠这种植物
的花。

E蔷薇石英E qi6ngw岳l shiylng 芙蓉石。

孀… 山古代宫廷里的女官
（婿） -

茹 qiang 用于地名 z 黄～（在广东）。

椅 qiang ＜书〉拢杆2 梳～l
（椿、精） ;i～如林。

qi凸ng c ＜.！尤）

抢1 （擒）赏＇.＇.：J1t ~： -1$1{t~ ~ io马平

强墙蔷孀蕴椅抢 l qi6ng - qiang I 1049 I 

先；争先：～步土前 l～着说了几句 l大家都～

着参加义务劳动。＠突击：～修l～收～种｜大
家齐心协力，只用二天时间就把活儿～完了。

抢2 川 qiang &hi !V掉或擦掉物体表
（拾）面的号：磨剪子～菜刀｜锅底

有锅巴，～一～再洗 1摔了一跤，膝盖上～去了

一块皮。
另见 1046 页 qiango

E抢白l qi凸『igb6i 司当面责备或讽刺：～了他

几句。
E抢答E qiangd6 I到抢先回答（问题）：百科知

识～比赛。
E抢点I q陷ngdian 圃晚点的车、船、飞机．为

走f正点而加快行驶速度：列车正～运行。

E抢点r qiangdian I现＠足球等比赛时球员

抢占有利于射门的位置： 6 号队员～射门。＠
泛指抢先占据有利的位置z 保险公司～寿险市

场。
E抢渡l qi也ngdu ［重抢时间迅速渡过（江河）：

红军～金沙江。
E抢断E qi凸ngduan I副（足球、篮球等比赛中）

拦截对方并把球抢过来：甲队～十分积极，占
据了主动。

E抢夺】 qiangdu6 画用强力把别人的东西夺

过来＝～财物。
E抢匪E q的ngf岳l 圈用暴力抢夺别人财物的匪

徒。一－
E抢：I:l qiang;;gong 圈指在工程建设中为保主主
证或缩短工期而加快进度，突击施工。 ~ 

E抢攻E qianggong R动］抢先进攻2 ～军事重镇 i

发球～O

E抢购E qianggou 圈抢着购买。

E抢婚E qianghun 圈掠夺婚。
E抢劫E qi凸ngjie 圈用暴力把别人的东西夺过

来，据为己有z ～财物 1拦路～。
E抢镜】 q泊ng;; jlng 圈抢镜头⑦。

E抢镜头】 q的ng jingt6u 0 拍摄时及时抓住

精彩的场面z 记者～捕捉到动人的一幕。＠
抢占镜头前的最佳位置，也用来比喻吸引别人

的注意：她是晚会上最～的人物。也说抢镜。
E抢救E qi凸ngj 』u ［！画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迅速

救护：～伤员 1～危险的堤防。

E抢掠l qi凸nglue 圈强力夺取（多指财物）。

E抢拍】1 qiangpai』圈拍摄变动状态的人或景

物时，抓住时机及时拍摄z 在战地采访时，他～
了不少惊险的镜头。

E抢拍T qiangpai Ill国抢着买下拍品。
E抢亲E qi凸ng;;qln 画一种婚姻风俗，男方通

过抢劫女子的方式来成亲。也指抢劫妇女成



I 1囚。 I qi凸ng qiang I 抢短强健被呛侬怆

亲。
E抢埔E q的ngshang ［到趁着土壤湿润时赶快
播种。

E抢时间］ qi凸咱 shijian 为了尽快完成紧急工

作而抓紧时间z 农活儿季节性很强，必须～。
E抢收E qi凸ngshou 圈庄稼成熟时，为了避免
遭受损害而赶紧突击收割。

E抢手E qi凸ngshou ~园（货物等）很受欢迎，人
们争先购买z ～货｜球赛门票十分～。

E抢滩E qiangtan 圈。船只有沉没危险时，设

法使船只搁浅在浅滩上，防止沉没。＠军事

上指抢占滩头阵地z 我海军陆战队快速～登

陆。＠商业上指抢占市场z 各种品牌的空调
～京城。

E抢通］ q的『1gt6ng ~抢修复通（交通、通信线

路等）。
E抢戏E qi凸ng;;xi 圈演员演出时，不顾剧情要

求，一味地突出自己 z 配角不能跟主角～。也

说抢戏份）Lo
E抢戏份JL] qi凸ng xifenr 抢戏。

E抢先E qiang;; xian （～JL）画画赶在别人前头；

争先z ～发言 l～一步。
E抢险E qi凸ngxi凸『1 圈发生险情时迅速抢救，以

避免或减少损失z 抗洪～。
［抢行E qiangxing 画不按次序或交通规则抢

先行进（多指车辆抢先行驶）＝争道～｜机动车
不要跟行人～。

E抢修E qi凸ngxiO 画房屋、道路、桥梁、机械等

遭到损坏时立即突击修理z ～线路。

E抢眼E qiangy归圈引人注目；显眼：她的衣
着打扮，在人群中格外～。

E抢占E qi凸ngzhan ［盈＠抢先占领2 ～高地。

＠非法占有z ～集体财产。
E抢种］ qi凸ngzhong 圈抓紧时机，突击播种。
E抢注E qiangzhu 圈抢先注册〈商标、域名等） : 
老品牌商标被～，损失巨大。

E抢嘴E qi凸ngzul 圈。〈方〉抢先说话z 按次

序发言，谁也别～。＠抢着吃。

瓷… qi问见下。
（理）

E瓷胶E q1凸ng ’ an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NH,OH。白色薄片状、针状晶体或无色油状
液体，有腐蚀性。可用作还原剂或用于有机合
成。也叫腋Ch凸 i ）。

E短基E qiangjl 圈出氢和氧两种原子组成的

一价原子团（→－OH）。也叫氢氧基。

强 仙ng 勉强z ～笑l ～
（赏、白）异｜～不知以为知。
另见 648 页 l iang;1047 页 q的吨。

E强逼】 qiangbl 圈强迫＝自愿参加，不～。
E强辩E qi凸ngbian 画把没有理的事硬说成有
理。

E强词夺理E qiangci-du6日本来没有理，硬说成

有理。
E强迫E qi凸ngp<'> 画施加压力使服从z ～命令｜

个人意见不要～别人接受。

E强迫症E q1凸『1gp0zheng t雹神经症的→种，症

状是明知某种想法或做法不必要，但无法控制
自己而反复地想或做。如由于怕脏而反反复
复地洗手。

E强求E qi凸ngqiu ~硬要求：写文章可以有各

种风格，不必～一律。
E强人所难】 qi凸ngrensuonan 勉强别人做为难

的事z 他不会唱戏，你偏要他唱，这不是～吗？

[5虽使1 qiangshT ~施加压力使做某事：～服

从。

E强颜］ qi凸ngyan ＜书〉画勉强做出（笑容）：

～欢笑。
虽 qiang 古协成串的钱。每（鲤）另见 1阳页问。
、m qi凸ng ＜书〉背小孩子用的宽带
他（铀）十0 ~ 
E褪争保l qiangb凸o 圈包裹婴儿的被子和带子＝

母亲历尽辛苦，把他从～中抚育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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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1046 页 qiongo

E呛声E qiangsheng ＜方〉富国在公开场合表达
自己的主张，多指对他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
主张或行为提出反对意见（多用于台湾地区）。

俄~·－ qian口。且对着墙角的屋
（箴）朵。－~支撑柱子或墙壁使免

于倾倒的木头。＠画支撑z 用两根木头来～
住这堵墙。

另见 1047 页 qiongo

[ftlt面］ qiangmian O 圈揉面时，一面揉一面

力日进干面粉。＠（～JL）~揉进了干丽粉的发

面z ～馒头 i～大饼。

尬 巾圈烹调方法，将菜肴的原? （熔）时均水中脯，翩翩用酱
油、醋等作料来拌2 ～蛤蚓｜～芹菜。

E险锅E qia『1g;;gu6 圈烹调方法，把肉、葱花等

用热油略炒（再加主菜炒或加水煮）＝用葱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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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击卢世锅。

跄（蹭） qiang 见下。

E跄踉】 qiangliang ＜书〉画踉跄。也作蹭踉。

陈（蹄） ；~910~1;i ~iδngo 
E路踉E qiangliang 同“跄踉”。

C二豆豆豆L互二3

境（境） qiao 

品出 qiao 见下。

〈书〉（土地）不肥沃：～癖。

l 『习另见 1053 页 qiao 。

E悄悄l qiaoqiao C～儿）圃没有声音或声音很

低；（行动）不让人知道：我生怕惊醒了他，～
走了出去｜部队在深夜里～地出了村。

E悄悄话l qiaoqiaohua 圈低声说的不让局外
人知道的话；私下说的体己话。

晓－~ qiao 叩土地）利肌～薄。
（碟） • 

E晓薄E qiaob<'> 〈书〉圈（土地）坚硬不肥沃z癖

薄z 田地～o
E碗确】 qiaoque ＜书〉圄挠薄。
／挺、 qiao 见下。
-13三另见 1053 页 qi凸0; 1087 页 qL」白。

E雀子E qiao•zi ＜口〉圈雀斑（ qu自bon）。

晓 qic'io 0 圈抬起
（皖、＠＠并暗） （腿）；竖起（指头） : 

把腿～起来｜～着大拇指。＠画画脚后跟抬起，

脚尖着地．～起脚看墙上的布告。＠圈高
烧z 登在二尺多高的～上扭秧歌。＠〈方〉圈
跋（ b己） ；瘸。

“踊”另见 711 页 jL」邑“原”。

E践即 qiao·qi G但见1022 页【蹊烧l 0 

E烧烧板E qic'ioqiaoban 圈儿童游戏用具，在

狭长而厚的木板中间装上轴，再装在支柱上，
两端坐人，一起一落游戏。

~ qic'io 酬锹。制（锹、整γ
制 qic'io 酬割：～猪。

~J: qic'io 画＠击打物体，便发出声音：～
1吗儿门 1～锣打鼓。＠〈口〉敲竹杠；敲诈z 有
的商人一听顾客是外乡口音，往往就要～一下子。

E敲边鼓E qiao biang心比喻从旁帮腔：从旁助
势：这件事你出马，我给你～。也说打边鼓。

E敲打E qiao·da ~ O 敲①z 锣鼓～得很热闹。

＠〈口〉指用言语刺激或批评人：冷言冷语

～人！我这人缺点很多，往后还得请您常～着
点儿。

E敲定E qiaoding 画确定下来；决定：方案有

待最后～｜这事还得他当场～。
E敲骨吸髓E qiaogu-xlsur 比喻残酷剥削。

E敲击E qiaojT ~敲打；击打z ～键盘｜～腰鼓。

E敲门砖】 qiaomenzhuan 画比喻倍以求得名

利的初步手段：封建时代的文人常把读书当
成～，一旦功名到手，书籍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E敲诈E qiaozha ~依仗势力或用威胁、欺骗
手段，索取财物z ～钱财。

E敲竹杠E qiao zhugang 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
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

撬 qia。如冰雪上滑行的交通工具，如雪
撬。＠古时在泥路上行走的用具。

操 qiao 见下。

[r操头E qiaotou [BJ 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也

叫峭（ qiao）头。

a … qiao 画缝纫方法，做衣
架（绿、啼） Jlll边儿或带子时把布边儿
往里头卷进去，然后藏着针脚缝z ～边儿。

另见 1127 页 sao 。

乔1 （裔）
乔2 （需）

, 
qiao c <I么）

qi6o O 高2 ～木。 8 (Qi6o) 
圈姓。

qi6o 假（扮），～装。

E乔扮E qiaoban 

员进行调查。

画乔装打扮：记者～成服务

E乔木E qi6omu [BJ 树干高大，主干和分枝有明

显区别的木本植物，如松、柏、杨、白桦等。
E乔其纱E qi6oqisha I租一种有细微均匀皱纹
的丝织品，薄而透明，多用来做窗帘、舞裙、夏
季妇女衣服等。［乔其，法 georgette]

E乔迁】 qi6oqian 画《诗经·小雅·伐木》：“出自

幽谷，迁于乔木。”借指人搬到好的地方去住或
官职高升（多用于祝贺）：～之喜。

E乔装】 q i6ozhuang ［；国改换服装以隐瞒自己

的身份r ～打扮。

侨止 qi6o O 侨居＝～民 i ～胞。＠
（儒）侨民＝华～｜外～。 8 (Qiao）圈

姓。
E侨胞E qi6obao 圈侨居国外的同胞。

E侨汇E qioohui 圈侨民汇回国内的款项。

E侨居E qiaoju B国在外国居住，古代也指在外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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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住z ～海外。
E侨眷E qi6ojuan 圈捐侨民在国内的家眷o
E侨领！］ qi6ollng 圈侨民领袖：爱国～。
E侨民】 qi6omin 南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

的居民。
E侨商l qiaoshang 圈身份为侨民的商人，特

指华侨商人：吸引～投资。
E侨属E qiaosh心 IBl 指侨民在国内的家属。
E侨务E qiaowu 固有关侨民的事务z ～工作。

E侨乡E qiaoxiang IBJ 指国内某些华侨较多的
地区：浙江温州是中国著名的～之一。

E侨资E qiaozl 圈侨民的资金5侨民的投资z
～企业。
莽斗牛 qiao 见下。

（蓄、 祷蔽）
E莽麦E qiaomai !El O －年生草本植物，茎略
带红色，叶子三角状心脏形，有长柄，花白色或
淡红色，瘦果三角形，有棱，籽实磨成粉供食
用。＠这种植物的籽实。

＠古书上指锦葵。＠见 1052 页夜 ~.i6~
“莽”。

l盼 口i6o ＜书〉山尖而高。
（蠕）主见658 页 jiaoo

桥… qiao IBl O 桥梁①z 木～｜石～！
（椅） ；：~1 一座～。 o (Qiao）姓。

E桥洞l qi6odong c～儿）〈口〉圈桥孔。

E桥墩E qiaodun 圈桥梁下面的墩子，起承重

孟三二 作用，用石头或混凝土等做成。
重重E E桥涵E qiaot咱『1 圈桥梁和涵洞的合称。

E桥于Ll qiaokong 圈桥梁下面的孔。
E桥梁E qi6oli6ng 圈。架在水丽上或空中以

便行人、车辆等通行的构筑物：架设～。＠比
喻能起沟通作用的人或事物z 文化是沟通感
情的～。

Z桥牌】 qi6op6i 画一种扑克牌游戏。四个人
分两组对抗，按规则叫牌、出牌，以得分多的一

方为胜。

E桥头E qi6ot6u 圈桥两头和岸接连的地方。

E桥头堡E qi6ot6ub凸o 圈＠为控制重要桥
梁、渡口而设立的确堡、地堡或据点。＠设在
大桥桥头的像确堡的装饰构筑物。＠泛指作
为进攻的据点。

E桥魄E qiaotu I萄桥头。

研 J qiao O 用于地名 2 ～头盯
（稿） ;'1川）｜～口（在湖北武汉）。＠

< Oi6o) I道姓。

盖一 qiao 古代碗一类的棚。
（雷）

翘」 qi6o 0 抬起（头）：～首0 • li\tiJ 
（翘）（木、纸等）平的东西因由湿变干而

不平。
另见 1054 页 qiaoo

E翘楚】 qiaochu ＜书〉圈《诗经·周南·汉广》2

“翘翘错薪，言刘其楚。”郑玄注：“楚，杂薪之中
尤翘翘者。”原指高出杂树丛的荆树，后用来比

喻杰出的人才2 医中～。

E翘梭E qi6o·leng ＜方〉圈翘②。
E翘盼】 qi6opan I到翘首盼望，指急切地盼望

或期待z ～和平。

E翘企l qi6oql ＜书〉［司翘首企足，形容盼望殷

切·不胜～O
E翘首E qi6oshou ＜书〉画抬起头来（望）：～

瞻仰｜～星空｜～故国｜～以待。
E翘望l qi6owang ［到＠抬起头来望。＠殷
切盼望：观众～已久的电影周下月初在北京开
幕。

.!..a主、ι qi6o O 谁楼。 8 ( Oi6o) ['8] 

l原（掠）姓。
另见 1054 页 qiao 。

E证主楼E qi6ol6u 〈书＞ IBl 0 城门上的隙望楼。
＠鼓楼。

轿－ qi6o 固马鞍上拱起的部分。
（暗）

1古 qi6o 见下。

~另见653 页 jiaoo

E蕉萃E qi6ocui 见 1052 页 1憔悴 j 0 

,!il七 qi6o 见下。
｜黑（领）
E憔悴】（蕉萃） qi6ocui E园形容人瘦弱，面色不

好看2 她病了一场，显得～多了。

t企 qi6o O ＜方〉圄柴z 砍～。＠〈书〉打
'I ＇»＼柴2 ～夫｜渔～。 8 (Qi6o）圈姓。

E樵夫E qiaofu 圈旧时称以打柴为生的男子。

目悻 qi6o ＜口〉睛看：～见｜～书｜～病｜～热

，怕飞闹｜～一～｜他～亲戚去了。
E瞧不起E qi6o•buql ＜口〉圃看不起。
E瞧得起E qi6o•deql ＜口〉国看得起。
E瞧见l qi6o;; jian ＜口〉圈看见z 瞧得见｜瞧不

见！他～光荣榜上有自己的名字。

v 
qiao c <.I么）

工写 qi凸0 0 Ll用用心精妙；技术高明～计｜
J ～干 l 能工～匠｜他的手艺很～。＠圈

（子、口）灵巧 z 心灵手～！他嘴～，学谁像谁。＠
E国恰好；正遇在某种机会上z 恰～｜偏～｜凑
～｜～遇｜来得真～｜我一出大门就碰到他，真～
极了。＠虚浮不实的（话）：花言～语 1～言令



色。 0 (Q的口）啤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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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傲然E qi凸or6n ＜书〉圆形容神色严肃或不愉

快z ～作色｜～不悦。E巧夺天工E qi凸odu6-tiangong 精巧的人工胜

过天然，形容技艺极其精巧。
E巧妇难为无米之炊E qi凸ofu nan wei WU mr 

zhi chui 没有米，再能干的妇女也做不出饭，
比喻缺少必要的条件，再能干的人也很难做成

事。

E巧合】 q1凸ohe Ifill （事情）凑巧相合或相同s 他
们俩同年，生日又是同一天，真是～。

E巧itl qi凸oji 圈巧妙的计策：施～。

E巧匠】 qiaojiang 圈工艺技术高明的人z 能
工～。

E巧劲JLl qiaojin「〈方〉圈＠巧妙的手法z 常
常练习，慢慢就找着～了。＠凑巧的事z 我正

找他，他就来了，真是～。
E巧克力】 qi凸okeli 圈以可可粉为主要原料，
再加上白糖、香料等制成的食品。［英 choco

late] 
E巧立名目】 qi凸oli-mingmu 定出许多名目，以

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

E巧妙E qi凸omiao 圈（方法或技术等）灵巧高
明，超过寻常的：构思～｜～的计策｜～地运用
比喻，可以使语言生动活泼。

E巧取豪夺】 qi凸oq心－ h6odu6 用欺诈的手段取
得或凭强力夺取（财物、权利〉。

E巧舌如簧E q1凸oshe础hu6ng 舌头灵巧得就

像乐器里的簧片一样（语本《诗经·小雅·巧
言》），形容能说会道，善于狡辩。

E巧言令色】 q1凸oy6n-lingse 指用花言巧语和

假装和善来讨好别人，也指讨好别人的花言巧
语和伪善态度（令：美好）。

E巧遇E q1凸oyu 画凑巧遇到z 抵达云南的当
天，～泼水节。

J、 qi凸0 0 没有声音或声音很低z ～声｜～
l 『才无声息。＠〈书〉忧愁。

另见 1051 页 qiao 。

E悄寂E qi凸oji ~回寂静无声：山野～。
［·悄没声JL] qi凸o· 『nosh岳ngr （～的）〈方〉圆形

容没有声音或声音很低。
E悄然E qi凸oran 圃＠形容忧愁的样子z ～落
泪。＠形容寂静无声z ～离去。

E悄声l qi凸osheng Ifill 没有声音或声音很低＝
～细语｜他摄手摄脚，～走进房间。

只弦、 q的。义同“雀”（ qu的，用于“家雀儿、雀
-a三盲眼”。

另见 1051 页 qiao; 1087 页 que"

E雀盲眼l q1凸o•mangyan ＜方） !Bl 夜盲。

锹 qiao 见下。

、

qiao <<I么）

τc-- , q iao 坚硬的外皮z 甲～｜地～｜金
冗（放）蝉脱～。

另见 736 页怡。

E壳菜E qiaocai IBJ 贻贝，通常指贻贝的肉。

E壳斗E qiaod归国某些植物果实特有的一种
外壳，如包在栗子外面的有刺硬壳。

俏 qiao O Ifill 俊俏；样子好看；动作灵活2
打扮得真～！走着～步儿。. It国指货物的

销路好2 ～货｜行情看～。＠〈方〉画烹调时

加上（俏头） ：～点儿韭菜。
E俏货E qiaohuδ 圈畅销的商品。

E俏丽E qiaoli E国俊俏美丽g 容貌～o
E俏卖E qiaomai ［司畅销p很好卖：气温下降，

冬装～O
E俏皮E qiao·pi 圈。容貌或装饰好看2 长得
挺～。＠举止活泼或谈话风趣：～话｜说得很
~ 。

E俏皮话E qiao·pihua c～儿）圈＠含讽刺口吻
的或开玩笑的话。＠歇后语。

E俏式】 qiao·shi ＜方〉圃俊俏。

E俏头E qiao•tou 圈＠烹调时为增加滋味或
色泽而附加的东西，如香菜、青蒜、木耳、辣椒
等。＠戏曲、评书中引人喜爱的身段、道臼或
穿插的内容。

E俏销E qiaoxiao rnID 畅销 z 新式披肩～各地。

、~ ..... qiao ＜书〉＠责备z ～呵｜～责。

1目（言、） 8 讥讽z 讥～！～讽。
E消呵E qiaoh岳〈书〉圈责备g呵斥：～之词。

由肖 .. qiao O 山势又高又陡z ～立｜
目（喃）陡～。＠形容严厉＝～直｜冷～。

E由自拔l qiaoba 圈＠（山）高而陡s 山势～。＠

形容文笔雄健2 笔锋～刚劲。

【峭壁E qiaobi 圈陡直的山崖＝悬崖～。
【峭立l qiaoli 圃陡立z ～的山峰｜岩石～。

E由自直E qiaozhi 〈书〉圃＠陡峭直立．山峰～。

＠严峻刚直z 秉性～。

峭 qiao 见下。

［~肖头E qiaot6u 圈幌Cqiao）头。

窍－」 qiao O 窟窿，特指眼耳口鼻等
（景）的孔z 孔～｜心～｜七～。＠比喻

解决问题的关键z 诀～｜～门儿！一～不通。
E窍门E qiaom部（～儿）圈能解决困难问题的



I 1054 I qiao - qie I 锹翘谁撬擞鞠撒切

好方法＝开动脑筋找～。

锹 qiao ＜方〉四川（傻子）
另见 187 页 ch归。

翘 qiao 圈叫的→部
（翅、 Z藉）存、物体的一头儿〉向上仰

起：他的腿～得老高 l板凳没放稳，这头儿一压，
那头儿就往上一～。

另见 1052 页 qi6o 。

院里辫子E qiao bian·zi 指人死亡（含讥笑或诙
谐意）：袁世凯做皇帝没几天就～了。
m课E qiao11ke 属国逃课z 儿子经常～，让父母

很伤脑筋。
E翘尾巴E qiao w岳i•ba 指骄傲自大0

2后七 qiao 〈书〉同“消”。
陈（言在）头见叩页 qi6o 。
撬 qiao 酬棍棒或刀、僻的一头插入缝

中或孔中，用力扳（或压）另一头，使东西
移动或分开g ～石头 i～起箱子盖｜钥匙丢了，

只好把门～开。

E撬杠l qiaogang 圈一端锻成扁平状的铁棍，

用来撬起或移动重物。

擞 qiao ＜书〉从翩翩。

销 qiao IEl 0 装刀剑的套子：剑～｜刀出
～。（图见 641 页“剑”）＠形状像销的东

西z 旋～｜叶～。
另见 1149 页 shaoo

三三噩噩 E销翅E qiaochi [El 瓢虫、金龟子等昆虫的前
三三E 翅，质地坚硬，静止时，覆盖在膜质的后翅上，

好像销一样。
擞 qiao ＜书〉牲畜的脏门。

qie <<I廿）

切I 响圈。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
／》西瓜｜把肉～成丝儿。～断敌军退路。＠直

线与园、直线与球、圆与圆、平面与球或球与球
只有一个交点时叫作切。

另见 1055 页 qieo

E切除E qi岳chu 司l 用外科手术把身体上发生
病变的部分切掉2 ～肿瘤 l 他最近做了一次外
科～手术。

E切磋E qi岳CLIO 国比喻相互商量、研讨z ～学
问。参看 1054 页【切磋琢磨J。

E切磋琢磨E qi岳cu6-zhu6m6 古代把骨头加工
成器物口叶

玉加工成器物日叶“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
“磨，，。比喻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

点。
E切点E qi岳dian 圈直线与圆、直线与球、圆与
圆、平面与球或球与球相切的交点。

E切分l qief岳n [T;W 把整体的事物分割开z ～蛋

糕！～零售市场。

E切糕E qi岳goo~ 用糯米或黄米面做的大块的

糕，多加红枣、豆沙等，卖时用刀切开，所以叫
切糕。

E切害。E qi句岳［到＠用刀等把物品截断。＠利

用机床切断或利用火焰、电弧烧断金属材
料。

E切花】 qi岳hua ~从活的植株上剪下的花

枝或叶枝，供瓶养或装饰等用：鲜～｜一束
~ 。

E切换E qi岳huan 圈影视片等从某一镜头或画

面迅速转换到另一镜头或画面，也泛指转换z
这部影片采取同期录音，现场～镜头的方法摄

制｜股市在调整中完成热点的～。
E切汇l qi岳hui 圈指在外汇黑市交易中，买进

外汇的人用手法骗过卖主，暗中扣下一部分应
付的钱。

E切口】 qi岳k凸u 圈。书页裁切后各边留下的

空白处。＠书刊装订时上边、下边和侧面裁
切处叫切口，上边的叫上切口，下边的叫下切
口，侧面的叫外切口。＠做手术时在皮肤上

拉的口子z 术后～愈合良好。
另见 1055 页 qi部已u。

E切面】1 qi岳『nian 圈切成的面条儿。

E切面】2 qi岳mian ~O 剖面。＠和球面只有

一个交点的平面叫作球的切面；只包含圆柱、
圆锥的→条母线的平面叫作圆柱或圆锥的切

面。

E切片l qi岳pion O ＜「仲）画把物体切成薄片。
8~用特制的刀具把生物体的组织或矿物

切成的薄片。切片用来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和研究。

E切入E qi岳ru 画画（从某个地方）深入进去～

点｜写到这里，文章已～正题。

E切入，点l qi岳rudion 圈（做事情时）可以深入

进去的地方；最先着子的地方＝市场营销～｜把
保障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

E切线】 qi臼ian !Bl 平面内和圆只有一个交点

的直线叫作圆的切线；和球面只有一个交点的
直线叫作球的切线。

E切削E qi岳xiao 圈利用机床的刀具或砂轮等

削去工件的一部分，使工件具有一定形状、尺
寸和表面粗糙度。

E切牙E qi岳y6 圈牙的一种，人的上下颁各有四

枚，在上下领前方的中央部位，牙冠呈凿形，便



于切断食物。通称门牙，也叫门齿。（图见
1499 页“人的牙”）

, 
qie c <lit) 

伽 qie 见下。
另见 415 页 ga;623 页 i ia 。

E伽蓝E qielan 固佛寺。［僧伽蓝摩之省，梵
samgharama] 

E伽南香E qienanxiang 圈沉香。

τf:t qie 茄子z 拌～泥。
J.J 1-1 另见623 页 i ia 0 

uti子E qie·zi IBl O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椭
圆形，花紫色。果实球形或长圆形，紫色，也有
白色或浅绿色的，表面有光泽，是常见蔬菜。
＠这种植物的果实。

v 
qi品（〈！老·）

且1 qi岳阳暂且姑且：～慢｜他一会儿就
回来，你～等一下。＠〈方〉圃表示经久

（常跟“呢”同用）：买支钢笔～使呢！他要一说
话，～完不了呢。. (Qi吕〉［鲁l 姓。

且2 qi岳〈书〉圈＠尚且z 叫他困难又
算什么？｜君～如此，况他人乎？＠并且；

而且z 既高～大 i他很聪明，～十分努力，因此

成绩优异。
另见 702 页 jOo

E且慢E qi岳man ［司暂时慢着（含阻止意） :~, 

听我把话说完。
E且…且…E qi岳…qi岳…分别用在两个动词前
面，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z ～谈～走！～战～

退。
E且说E q1岳shu6 圈旧小说中常用的词语，用

于段落开头，提起新的话题，现多用于标题2

～文物保护ο

、

qie c <1-tt) 

切l qie o 画合；符合：文章～题｜说话不～
t;/..J 实际。＠贴近；亲近2 ～身 l 亲～。＠急

切p殷切J z 迫～ i恳～！回国心～。。［国切实g
务必z ～记 l ～忌 i～不可骄傲。＠用在反切

后头，表示前两字是注音用的反切。如“塑，桑
故切”。参看 362 页【反切1 。 0 (Qi的画姓。

另见 1054 页 qi岳。

伪H 茄且切都妾怯 I qie- qi自 I 1055 I 

E切齿E qiechi r到咬紧牙齿，形容非常愤恨 z ～

痛恨！～之仇。
E切当E qiedang ~恰当z 用词～。

E切肤E qiefu 画］用于比喻，形容程度极深2 ～

之感｜～之痛！～的寒意。
E切骨E qi岳g心~用于比喻，形容程度极深z ～

之仇i～的痛苦。

E切合E qieh岳画十分符合2 ～实际。

E切i己E qieii 画牢牢记住：遇事～要冷静。
E切忌E qieji 画切实避免或防止3 ～滋长骄傲

情绪。
E切近E qiejin 圈＠贴近3靠近z 远大的事业要

从～处做起。＠（情况）相近；接近2 这样注解
比较～原作之意。

E切口J qiekou IBl 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
另见 1054 页 qi邑kouo

E切脉E qiemai ~到诊脉z ～问诊。请专家为企
业～支着儿。

E切末E qiemo 圈戏曲舞台上所用的简单布景
和大小道具。名称起于元曲，原作砌末。

E切盼】 qiepan 圈急切地盼望；殷切地期望z

～他早日归来｜～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E切切I qieqie o 圆千万；务必（多用于书信

中）：～不可忘记。＠圃用于布告、条令等末
尾，表示PTP宁 g ～此布。＠圈 J恳切；迫切：～

请求l言辞～。
E切切E qieqie 同“窃窃”①。

E切身E qieshen E回属性词。＠跟自己有密切

关系的＝～利益！这事跟我有～关系。＠亲身
经历的；直接获取的：～体验｜他说的是个人～
的体会。

E切实E qieshl 圃切合实际；实实在在z ～可
行｜～改正｜切切实实地做好工作。

E切题E qieti 圈切合题目，没有离题：文不～O

Z切要E qi的∞圈十分必要；紧要g ～的知识 1
眼前～解决的是原材料问题。

E切音E qieyln [1lJ)] 用两字拼成另一个字的音。

参看 362 页1反切］ o

E切中E qiezhong 巨型（言论或办法）正好击中
（某种弊病） ：～要害｜～时弊。

都 Qie 回姓。
〈古〉又同哈目” xi 。

妾 qie o 圈旧时男子在正妻以外娶的女
子。＠古时女子谦称自己。

怯1 qie 胆小；害怕J～i～场。

,I!二七2 qie ＜方〉＠圈北京人贬称外地方音
μ高 （指北方各省）：他说话有点儿～。＠固

不大方，不合时；俗气 z 这两种颜色配起来显得



I 1os6 I qi自－ qln l 怯砌窃事惬起慌竭钗筐钦侵

～。＠缺乏知识；:$1~1-T ：露～。 I E惬意】 qieyi 圆满意：称心s舒服z ～的微笑｜
E怯场E qi岛chang 画在人多的场面「发言、 l 树荫下凉风习习，十分～。

表演等，因紧张害怕而神态举动不自然。 ｜土问 qie 画倾斜2 ～坡儿 l～着身子。
E怯懦E qienuo 回胆小怕事：生性～。 I F巳：另见 703 页 jO 。

E怯弱E qieruo 11国胆小软弱：性格～｜～女子。 I ,1盘在 qie ＜书〉满足；满意z 意犹未～o
E怯生l qiesheng ＜方〉圈见到不熟识的人有 I ffi'. 另见 1046 页 qia门。
些害怕和不自然p怕生：孩子～，客人一抱他就｜士日 qie ＜书〉＠去；离去。＠勇武。
哭。 I L峰等

E怯生生l qieshengsheng c～的）回状态词。｜在fill <L- qie （书〉雕刻：～而不舍。
形容由畏缩的样子了 l 诀（缺） ' 

E怯声怯气】 qiesh岳ng叩自qi 形容说话时带有 I ［模而不舍1 qie ’ erbush岳雕刻二件东西，一直

胆小和不自然的语气：他说话～的。 ! 刻下去不放子，比喻做事情能坚持到底，不半
E怯阵E qie;;zhen ~临阵胆怯，也泛指怯场：｜ 途而废。也形容有恒心，有毅力：学习要有～
初次出战，有点儿～｜面试时不要～。 I 的精神。

砌 qie 见下。 ｜体 qie 啡〉小箱子：书～i藤～｜行
另见 1035 肘。 l 医（筐）～o

E砌末E qiemo 见 1055 页［切末1。

窃～ 耐＠偷：行～i～案。＠比喻
（瘸）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占据z ～

位 i～国。＠偷偷地z ～笑！～听。＠〈书〉圃

谦辞，用于称自己的行为，表示私自、私下：～

谓｜～以为不可。
E窃案E q险’ an 圈偷窃的案件。

E窃夺E qiedu6 圈用非法手段夺取；窃取·～

他人财产。
E窃国l qiegu6 ~篡夺国家政权z ～大盗。

E窃据E q1岳•Ju 圈用不正当手段占据（土地、职

位） ：～高位｜～要津。

E窃密E qie;;mi 圈盗窃机密。

E窃窃】 qieqie o 圆形容声音细小：～私语。

也作切切。＠圃暗地里；偷偷地z ～自喜。
E窃窃私语E qieqie-sTy心私下里小声交谈：两

个人躲在角落里～。
E窃取l qieq心国偷窃，多用于比喻．～职位l
～胜利果实。

E窃听E qietlng 圈暗中偷听，通常指利用电子
设备偷听别人的谈话2 ～器。

E窃喜E qiexi 画暗自高兴z 心中～。
E窃笑E qiexiao 圈偷偷地笑；暗中讥笑z 心中
～｜遭人～o

E窃贼E qiezei 圈小偷儿。

辈 qie ＜书〉＠明：提纲～领。如带；
带领z ～眷l扶老～幼。

E擎带E qiedai ＜书）~携带，带领：～行李！～
眷属返乡。

惬 付肌叩满足3 ～
（惬、祷恳） ;o 

E惬当l qiedang ＜书〉匮恰如其分；适当。
E惬怀E qiehu6』〈书〉圈称心g满意。

C二：豆旦旦出

丘b k• qln 0 敬重z ～佩｜～仰。＠指
饥（敛）皇帝亲自（做）：～定｜～赐。＠

CQTn）圈姓。

E钦差】 qTnchai 圈由皇帝派遣，代表皇帝出外

办理重大事件的官员。

E钦差大臣】 qTnchai dachen 钦差。现多指上

级机关派来的、握有大权的工作人员（多含讥

讽意）。

E钦定E qTnding 圈由皇帝亲自裁定：《乾隆～

传世藏姑》。
E钦敬l qTnjing 画钦佩尊敬z 受人～。

E钦慕】 qTnmu 圈敬慕z ～不已｜～之情，溢于

言表。

E钦佩】 qTnpei 圈敬重佩服：～的目光｜他这种

舍己为人的精神，使人十分～。
E钦羡E qTnxian E副钦佩羡慕z ～的目光。

E钦仰E qinyang ＜书〉圈钦佩景仰z 令人～。

t亘 qTn 0 侵入：～害｜入～。＠〈书〉接近
.Dζ （天明）：～晓！～晨。 8 (Qln)[E] 姓。
E侵晨】 qTnchen ＜书〉圈天快亮的时候。

E侵夺E qTndu6 画凭势力夺取（别人财产、权益

等） 0
E侵犯】 qTnfan 圈＠非法干涉别人，损害其权

利：～版权 l～农民利益。＠侵入别国领域：
～领空。

E侵害l qTnhai 圃＠侵入而损害：防止害虫～
农作物。＠用暴力或非法手段损害z 不得～

人民群众利益。
E侵凌E qinling 圃侵犯欺负：遭受～。



E侵略l qlnlue ［到指侵犯别国的领土、主权，掠
夺财富并奴役别国的人民。侵略的主要形式
是武装入侵，有时也采用政治干涉、经济和文

化渗透等方式z ～战争｜文化～。
E侵权］ qlnqu6n ［；现侵犯、损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

E侵扰E qln的0 ［面侵犯骚扰z ～边境。

E侵入l qlnru 画画＠用武力强行进入（境内）＝

～边境。＠（有害的或外来的事物）进入（内
部）：防止病菌～体内｜由于冷空气～，气温急

剧下降。
E侵蚀E qlnshi 圈。逐渐侵害使变坏＝病菌～
人体。＠暗中一点儿一点儿地侵占（财物） :~ 
公款。

E侵吞l qlntun 圈＠非法大量占有（别人的东

西或公共的财物、土地等）：～公款。＠用武
力吞并或占有（别国的领土）。

E侵袭E qlnxi 画侵入并袭击：～领空。沿海一
带常遭台风～｜抵制错误思想的～。

E侵越E qlnyue 画侵犯超越（权限）。

E侵占】 qlnzhan lWJl 0 非法占有（别人的财
产）。＠用侵略手段占有（别国的领土）。

3生占H qln 0 父母：父～｜母～｜双～。
京（豌）＠圃属性词。亲生：～女儿。＠
圈属性词。血统最接近的＝～弟兄（同父母的

弟兄）｜～叔叔（父亲的亲弟弟）。＠有血统或

婚姻关系的：～属 l～戚 i～人｜～友！姑表～｜沾
～带故。＠婚姻2 结～｜定～！～事。＠指新
妇z 娶～｜送～ l迎～。＠圃关系近；感情好
（跟“疏”相对） ：～近｜～密｜不分～疏｜她是姥姥
带大的，跟姥姥最～。＠圈跟人亲近（多指国

家）：～华｜～美｜～民。。亲自：～临｜～征 i

～赴。＠本人的；自己的z ～身！～手 i ～口｜
～眼。＠画用嘴唇接触（人或东西），表示亲

热、喜爱：～嘴！他～了～孩子。
另见 1070 页 qingo

E亲爱E qln ’ai 圈属性词。关系密切的，感情
深厚的2 ～的祖国｜～的同志｜～的母亲。

E亲本E qlnben 圈杂交时所选用的父本和母

本的统称。
E亲笔E qlnbT 0 画亲自动笔（写）：～信｜这是
他～写的。＠圈指亲自写的字z 这几个字是

鲁迅先生的～。
E亲传E qlnchuan E面亲身传授z ～弟子！得名

家～O

E亲代E qlndai 圈产生后一代生物的生物，对
后→代生物来说是亲代，所产生的后一代叫子
代。

E亲等E qlnd岳ng 函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

侵亲 l q1n I 1os1 I 
单位，如父母和子女为一亲等，祖父母和孙子
女为二亲等。

E亲耳E qln ’岳r 画用自己的耳朵（昕）：这话是

我～听他讲的。

E亲故l qlngu 圈亲戚故旧：遍访～。

E亲和】 qlnhe t赐。亲切和蔼z 态度～i 待人

～。＠亲近和睦＝民族关系～。
E亲和力】 qlnheli 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

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指使人
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z 她平易近人，很具～。

E亲近E qlnjin 0 I毫（双方）亲密g关系密切2 这

两个小同学很～。＠圈（一方对另一方）亲密
地接近2 他热情诚恳，大家都愿意～他。

E亲眷E qlnjuan 圈＠亲戚。＠眷属。

E亲口E qlnkou 圃用自己的嘴（吃或说）·～尝
一尝｜这是他～告诉我的。

E亲力亲为E qlnli-qlnwei 不依靠他人，自己亲

自做z 领导者要善于发动群众，不必事事～。
E亲历］ qlnli 圈亲身经历2 ～其境 i这是我～的

事，所以印象极深。
E亲临l qlnlin 画亲自到（某处） ：～其境｜～现

场｜～指导｜～抗洪前线。

E亲密】 qlnmi E国感情好，关系密切：他俩非常

～｜～的战友。

E亲民E qlnmin [WJl 亲近民众；体察民意＝廉政

～｜他是个～、爱民的好干部。
E亲昵］ qlnni 回十分亲密z 她～地依偎在母亲

怀里。
【亲朋】 qlnpeng 圈亲戚朋友：～好友。

E亲戚l qln叩圈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或血
统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一门～｜我们两家
是～l他在北京的～不多，只有一个表姐。

【亲切E qlnqie ~园＠亲近z 他想起插队的地
方，像想起家乡一样～。＠热情而关心：老师
的～教导。

E亲情E qlnqing 圈亲人的情义z 父女～｜不念

～｜祖国处处有～o
E亲权l qlnqu6n 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以抚

养、教育和保护为目的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相应义务。

E亲热l qlnre O 圈亲密而热情：大伙 L就像久

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极了｜乡亲们围着子弟

兵，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 8 lWJl 用动作表示
亲密和喜爱z 每次出差回家，总要先跟孩子～
~ 。

E亲人】 qlnren 圈。有血统关系的人或配偶z

他家里除母亲以外，没有别的～。＠比喻关系
亲密、感情深厚的人：感谢～解放军。

E亲善】 qlnshan [lJ2] 亲近而友好：两国～。



口~58 I qTn qin I 亲余骏嵌芹苓矜秦

E亲身E qlnshen ~国属性词。自己直接的（经
验、感受等）．这是我～的体会 l～经历了这一

考验。
E亲生E q lnsheng [fill 属性词。自己生育的或

生育自己的z ～子女！～父母。
E亲事E qlnshi 画婚事＝操办～。

E亲手E qlnshou 画用自己的手（做）：你～种
的两棵枣树，现在长得可大啦。

E亲疏E qlnshu !BJ 关系的亲近和疏远：不分

～，一视同仁。

E亲属E qlnshu 圈跟自己有血统关系或婚姻

关系的人z 直系～ l旁系～。
E亲体E qintl I萄产生后一代生物的雌性个体

和雄性个体的统称。
E亲痛仇但 qintong-ch6ukuai 亲人痛心，仇人

高兴z 决不能做～的事。也说亲者痛，仇者快。
E亲王E qinwang 圈皇帝或国玉的亲属中封王

的人。
E亲吻E qinw岳n 圈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

亲热、喜爱。
E亲信］ qinxin O 画亲近而信任z ～小人。＠
画亲近而信任的人（多含贬义）：培植～。

E亲眼l qinyan 圃用自己的眼睛（看）：～所

见 i～看到了这几年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E亲友E qinyou 圈亲戚朋友。

E亲鱼E qinyu 画指发育到性成熟阶段，有繁殖

能力的雄鱼或雌鱼。
E亲缘E qinyuan 圈指血缘关系；亲代遗传关
系。

E亲征E qinzh岳ng 画亲自出征（多指帝王）。

E亲政】 qinzheng 画幼年继位的帝王成年后

亲自处理政事。

E亲知E qinzhi 圈亲身知道z 真正～的是天下
实践着的人。

E亲炙】 qinzhi （书〉［虱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z
久仰大名，无由～o

E亲子E qinzT 0 圈人或动物的上一代跟下一
代的血缘关系，也指父母与子女z ～鉴定！～沟

通。 OIBJ 亲生子女，特指亲生儿子。 8 rnlll 
指父母对子女进行培养教育z ～有方。

E亲子鉴定E qinzT jianding 用测试双方遗传标
记（如 DNA、血型等）的方法，来确定两个人是
否为亲生父子（女）或亲生母子（女）的关系。

E亲自］ qinzi 画自己直接（做）：～主持会议｜

你～去一趟吧｜库房的门总是由他～开关，别人
从来不经手。

E亲族E qinzu 圈家属和同族；家族。
E亲嘴E qin;;zui C～儿）圈两个人以嘴唇相接
触，表示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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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 qin 0 芹菜： w~o • (Qin）酬。

E芹菜E qincai 画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羽状复叶，小叶卵形，叶柄肥大，绿色或黄白

色，花绿白色，果实扁圆形。是常见蔬菜。
E芹献E qinxian ＜书〉圈谦称赠人的礼品或对
人的建议。参看 1426 页I献芹］ o

为.，＿.. qin 0 古书上指芦苇一类的植物。＠
ι7- (Qin）圈姓。

矜 ,...,_._ qin 古代指矛鹏的柄
（灌）另见 481 页 guan;677 页 jin 。

三起 Qin 0 周朝国名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
坷守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建立秦朝。
＠圈朝代，公元前221二公元前 206 ，秦始皇

赢政所建，建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东）。＠画
指陕西和甘肃，特指陕西。＠圈姓。

E秦吉了E qinjili凸0 !BJ 文学作品中所说的一种
鸟，样子和八哥儿相似，能模仿人说话的声音。
据说产于陕西，所以叫秦吉了。

E秦咒E qinjiao I望多年生草本植物，主根近圆

锥形，扭曲不直，叶子和茎相连，花紫色。另有
粗茎秦先，直根粗大，大部分或全部分裂成小
根，相互缠绕扭结在二起。根可入药。

E秦椒］ qinjiao ＜方〉圈细长的辣椒。
E秦晋E Qin-Jin !BJ 春秋时秦、晋两国国君几代

都互相通婚，后用“秦晋”指两姓联姻g 愿借～｜

结～之好。
E秦镜高悬E qinjing-gaoxuan 明镜高悬。
E秦楼楚馆】 qinl6u-ch归u凸n 旧时指歌舞场
所，也指妓院。

E秦腔E qinqiang 圈。流行于西北各省的地

方戏曲剧种，由陕西、甘肃一带的民歌发展而
成，是梆子腔的一种。也叫陕西梆子。＠北
方梆子的统称。

E秦篆E qinzhuan 圈小篆。



拴 qin ＜书〉同“擒

拴挎琴草禽勤嚓擦崖懂擒喻擒燎梗侵 Jqin~些巳

E勤劳E qinlao 圃努力劳动，不怕辛苦：～致

梅 qin ＂~＂chen 的又音。

琴 一 qfn 圈＠古琴＠某些乐
（＠＠祷荣）~的统称，直口风琴、钢琴、提

琴、口琴、胡琴等。 8 (Qin）姓。

E琴键l qinjian 画风琴、钢琴等上装置的白色
和黑色的键。

E琴瑟E qinse 圈琴和瑟两种乐器一起合奏，声
音和谐，比喻融洽的感情（多用于夫妇）：～甚

笃。
E琴师l qinshl 圈戏曲乐队中操琴伴奏的人。
Z琴书E qinshu 圈曲艺的→种，说唱故事，用扬
琴伴奏，有山东琴书、徐州l琴书等。

罩 Qin 圈姓
另见 1269 页 t6门。

禽 qin 0 鸟类2 飞～｜鸣～ 1 家～。＠〈书〉
鸟兽的总称。
〈古〉又同“擒”。

E禽流感E qinliug归国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是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传染病。
E禽兽l qinshoL』圈鸟和兽，比喻行为卑鄙恶
劣的人z 衣冠～！～行为。

勤1 qin 0 lM 尽力捕或不断地阳“懒、
情味目对）：手～！～学苦练！人～地不懒。

＠圃次数多；经常：～洗澡！夏季雨水～！他来
得最～，差不多天天来。＠勤务＝内～l 外～。
。在规定时间内准时到班的工作或劳动z 出
～ i缺～ l考～ 1 执～ 1 空～i 地～。 0 (Qi门）圈
姓。
勤2 qin 见 1叫殷勤］o

（铸曹、） -, 

E勤奋E qinfen ［固不懈地努力（工作或学习）。
E勤工俭学E qingong-jianxue 0 利用学习以
外的时间参加劳动，把劳动所得作为学习、生
活费用。＠我国某些学校采取的一种办学方
式，学生在学习期间从事→定的劳动，学校以

学生劳动的收入作为办学资金。
E勤俭E qinjian E回勤劳而节俭z ～建国 l～过
日子。

E勤i盟 qin·jin ＜方〉回勤劳；勤快z 她是个～
人，一会儿都不肯闲着。

E勤恳l qink岳n ~冒勤劳而踏实z ～地劳动｜勤
勤恳恳地工作。

E勤苦E qinku ~国勤劳刻苦z ～练习 l付出了～

的努力。
E勤快l qin·kuai ＜口〉圈子脚勤，爱劳动z 手
脚～i他们很～，天一亮，就下地干活儿。

富 i～勇敢的人民。
E勤勉E qinmi归回勤奋z 工作～i～学习。

E勤勤E qinqin ＜书〉圆形容诚恳或殷勤g 雅意
~ 。

E勤王E qinwang ＜书〉圃＠君主的统治地位
受到内乱或外患的威胁而动摇时，臣子发兵援
救t ～之师。＠为王朝尽力。

E勤务E qinw1汪国＠公家分派的公共事务。
＠军队中专门做杂务的人。

【勤务兵E qinwublng ~旧时军队中给军官办
理杂务的士兵。

E勤务员E qinwuyuan ~部队或机关里担任
杂务工作的人员。做人民的～。

E勤杂E qinz6 圈指后勤和杂务2 ～工｜～人员。

E勤政E qinzheng 画官员为政事勤勉尽责z ～

爱民。
嗦 qin 译音用字，如口障、峨脚。

兰色 qin 漆漳（ Qint6ng），地名，在江苏O

VI' 另见 1664 页 Zh制。

崖 qin ＜书〉同“勤1 ”①。
另见 679 页 jin"

懂咖啡〉勇敢。

擒 qin 酬5捉拿z 生～ 1欲～故纵｜～贼先
～王。

E擒获】 qinhuo 画捉住；抓获z ～歹徒。

E擒拿E qinn6 0 画画捉拿z ～罪犯。＠圈擒

拿术，拳术中一种针对人的各部关节和穴位，
用各种方法使对方无法反抗的技法。

E擒贼擒王】 qinzei-qinwang 捉拿贼寇应当先

捉住贼寇的头领，有时用来比喻做事要抓住关
键。也说擒贼先擒王。

啥？
擒 qin

蝶 qin

［虱（嘴或眼里）含＝～着烟袋｜～着眼

见 824 页【林擒］ o

古书上指一种形体较小的蝉。

v 
qin c <.11-r) 

梗 qln 0 古书上指肉桂。＠胁。

E梗木E qinmu 画马醉水。

侵（馁） qln ＜书〉雕刻.~~。



j 1060 I qln - qTng j 寝胁沁擞青

寝～ qin 0 睡z 废～忘食。
（震、寝）今卧室s 入～l就～｜寿终

正～。＠帝王的坟墓z 陵～。。〈书〉停止；
平息 z 其议遂～（那种议论于是平息）。

E寝车E qlnch岳圈指火车的卧铺车厢。

E寝宫E qlngong 圈。帝、后等居住的宫殿。
＠帝王的陵墓中的墓室。

E寝具E qTnju IBJ 睡觉时用的东西，如枕头、被
褥、席子等。

E寝食E qlnshi [El 睡觉和吃饭，泛指日常生活：

～不安（形容非常忧虑）。
E寝室E qlnshi 圈卧室（多指集体宿舍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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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 ：宫、 吱） ~n＜：~：：~日民
~ 。

... ＂！ 户、 qin 匾。（香气、液体等）渗入或透出 z
1•u· ～人心脾｜额上～出了汗珠。＠〈方〉头向

下垂：～着头。＠〈方〉往水里放。
E沁人心脾E qinrenxTnpi 指呼吸到新鲜空气或

喝了清凉饮料使人感到舒适。现也用来形容
欣赏了美好的诗文、乐曲等给人以清新、爽朗

的感拢。

撤 qin ＜方〉画按：～电铃。
（擞、按）可

到些旦i旦旦旦

青啊。圈蓝色或绿色z ～天 i ～山绿
水｜～苔。＠圈黑色g ～布。＠青草或

没有成熟的庄稼z 踏～（看Ckan）～。＠指年

轻＝～年。＠指青年＝～工！知～。＠
(QTng）画姓。

E青帮l Qing Bong 圈帮会的一种，最初参加
的人多半以滑运为！！Rill'.，在长江南北的大中城
市里活动。后来由于组成成员复杂，为首的人
勾结官府，变成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

E青菜E qlngcai 圈＠〈方〉小白菜。＠蔬菜

的统称。

E青菜头E qTngcait6u 圈二年生草本植物，芥
菜（ j i 自cai）的变种，叶子椭圆形或长卵形。茎
膨大成瘤状，可以吃。 B奄制成的咸菜叫榨菜。

E青草E qTngc凸o 圈绿色的草（对“干草”而言），
E青茶E qTngch6 [El 茶叶的一大类，为半发酵

茶。湖出的茶色泽橙黄。如乌龙茶、铁观音
等。产于福建、广东、台湾等地。

E青出于蓝l qingchuyulan 《苟子·劝学》s“青，

取之于蓝，而青子蓝。”蓝色从寥蓝提炼而成，
但是颜色比寥蓝更深。后来用“青出于蓝”比
喻学生胜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

E青春l qTngchun 圈＠青年时期2 把～献给

祖国。老厂恢复了～。＠指青年人的年龄（多

见于早期白话λ ～几何？

E青春症l qlngchundou 圈瘁疮，因多生在青

年人的面部，所以叫青春症。

E青春期】 qTngchunql 圈男女生殖器官发育成

熟的时期。通常男子的青春期是 14 16 岁，

女子的青春期是 13一－ 14 岁。

E青瓷E qlngci 画不绘画只涂 t淡青色袖的咨

器。

E青葱E qlngcong E回形容植物浓绿：～的草

地！窗外长着几棵竹子，～可爱。
E青翠） qlngcui E目鲜绿色z ～的西山 l 雨后，垂

柳显得格外～o
E青翠欲滴】 qTngcui-yudl 形容草木茂盛润泽，
颜色浓郁得好像要滴下来一样。

E青豆E qlngdou [El 籽实表皮是绿色的大豆。

E青蚊E qlngfu 圈传说中的虫名，古代借指铜
钱。

E青冈】 qlnggong 圈常绿乔木，高可达 20 米，

叶子椭圆形，壳斗碗形，果实卵形。木材坚韧，
可以制车船，树皮和壳斗可制拷胶。也作青
柄。

E青桐E qlnggang 同“青冈”。

E青工E qTnggong 圈青年工人。

E青光眼］ qlngguangy凸n 圈眼内的压力增高

引起的眼病，症状是膛孔放大，角膜水肿，呈灰
绿色，剧烈头痛，呕吐，视力急剧减退。也叫绿
内障。

E青果l qlngguo ＜方〉圈橄榄②。

E青苔素J qlnghaosu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5 H,, C＼，元色针状晶体。是从青苔（一年生
草本植物，全草入药）中提取合成的，用来治疗
症疾。

E青红皂白】 qTngh6ngzaob6i f告指是非、情由

等g 不分～｜不问～。

E青黄不接E qTnghuang-buji岳指庄稼还没有成

熟，陈粮已经吃完，比喻人力或物力等暂时缺
乏，接续不上。

E青灰E qTnghuT 圈＠掺有烟灰等的石灰浆，

是建筑材料。＠一种含有杂质的石墨，青黑
色，常用来刷外墙面或搪炉子，也可做颜料。

E青椒E qlngjiao 圈柿子椒。

E青拎E qTngjTn 圈旧时读书人穿的→种衣服，

借指读书人。



E青筋E qlngjln [El 指皮肤下口J以看见的静脉

血管。
E肯裸E qfngk岳 ~JO 大麦的一种，粒大，皮薄。
主要产于西藏、青海等地，可做精粗，也可酿
酒。＠这种植物的籽实。 II 也叫裸麦、裸麦
或裸大麦。

E青睐E qfnglai ＜书〉！到用正眼相肴，指喜爱或
重视（青：指黑眼珠；睐2看） ：深受读者～。

E青莲色E qinglianse 圈浅紫色。
E青龙E qfngl6ng i祖＠苍龙①。＠道教所奉
的东方的神。

E青楼E qingl6u ＜书〉画妓院。
E青绿E qfnglu 圈深绿色：～的松林。
E青麻］ qfngm6 圈 l芮（ qlrig）麻的通称。

E青梅E qingmei i萄青色的梅子。
E青梅竹马E qfngmei-zhum凸李白《长干行》：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
无嫌猜。”后来用“青梅竹马”形容男女小的时
候天真无邪，在一起玩耍（竹马：儿童放在膀下
当马骑的竹竿）。现多指夫妻俩或恋人从小就

相识。
E青霉素E qingmeisu 圈抗生素的→种，是从
青霉菌培养液中提制的药物。常用的是青霉
素的御盐或纳盐。对链球菌、淋球菌、肺炎球
菌等有抑制作用。旧称盘尼西林。

E青面潦牙］ qfngm1巾，li6oy6 形容面貌狰狞凶
豆区,c_. ... 0 

E青苗E qfngmi6o 圈没有成熟的庄稼（多指粮

食作物） ' 
E青年】 qfngni6n 圈＠人于五六岁到三十岁

左右的阶段：～人i～时代。＠指上述年龄的
人：新～！好～。

E青年节E Qfngni6n Jie IE 见 1389 页【五四
青年节L

E青皮］1 qfngpi 〈方〉庄重无赖：～流氓。
E青皮E qfngpi 函中药士指未成熟的椅子的

果皮或幼果。
E青杆］ qfngqian 圈常绿大乔木，高口I达 50

米，叶子四棱状锥形，先端尖，球果圆柱状长卵
形。木材可用来制电线杆、枕木、家具等。宜
于造林，也供观赏。

E青涩E qingse ~回果实尚未成熟时果皮颜色发

青、口感发涩，多形容不成熟：～年华。
E青纱帐l qfngshazhang 南指长得高而密的
大面积高梁、玉米等。

E青史E qingshT ＜书〉函指史书z ～留名！永垂

。

E青丝】1 qingsi ＜书〉喔］比喻黑发（多用于女

性）：一缕～｜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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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青丝T qingsi ['8] 青梅等切成的细丝，放在糕
点馅内，或放在糕点面上做点缀。

E青饲料E qfngsilioo [El 绿色的饲料，如新鲜的

野草、野菜、绿树Ui等。
E青蒜E qingsuan 由嫩的蒜梗和蒜叶，做菜

用。
[f'fa"l qingtai 圈指阴湿的地方生长的绿色
的苔辞植物。

【青檀】 qingt6n 回落叶乔木，高可达20 米，叶
子卵形，雌花单生，雄花簇生，果实有圆形的
翅。木质坚硬，用来制造家具、农具和乐器。

E青天E qingtian i量。蓝色的天空。＠比喻
清官：老百姓管包公叫包～。

E青夭白 Fl l qingtian-bairl 白天（含强调意） ' 
～的，竟敢拦路抢劫。

E青天霹雳】 qingtian-pili 晴天霹雳。

【青田在】 qingti6nshi t每一种石料，多为青绿

色，有蜡状光泽，稍透明，产于浙江青田，是制
印章和工艺品的名贵材料。

E青铜E qingt6ng ~铜、锡等的合金，青灰色或

灰黄色，硬度大，耐磨，抗腐蚀，多用来做铸件
和制造零件。

E青铜时代】 qingt6ng shidai 考古学上指石器

时代后、铁器时代前的」个时代。这时人类已
经能用青铜制成工具，农业和畜牧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我国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己能用

青铜铸造器物。也叫铜器时代。
E青时 qingwa 圈蛙的一种，头部扁而宽，口
阔，眼大，皮肤光滑，颜色因环境而不同，通常
为绿色，有灰色斑纹，趾间有睽。生活在水中
或近水的地方，善跳跃，会游泳，多在夜间活
动，雄的叫声响亮。吃昆虫，对农业有益。通
称田鸡。

【青蒲l qingxiang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
形至披针形，花淡红色，供观赏。种子可入药，

叫青稻子（ qfngxiangzT) 。

E青眼E qfngy凸n 哩！眼睛iE着看，黑色的眼珠
在中间，是对人喜爱或重视的一种表情（跟“白
眼’f相对）。

E青衣E qlngyl 圈。黑色的衣服·～小帽。＠
古代指姆女。＠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中
年或青年妇女，因穿青衫而得名。

【青制E qingyδu ［＇雪哺乳动物，外形略像家猫，

头的背面和侧面、网肢和尾巴都呈棕黑色，肩
部黄色，腹部黄灰色。吃鼠类、蜜蜂等。也叫

黄猪。

E青鱼】 qrngyu 圈鱼，外形像草鱼，但较细而

团，青黑色，腹部色较浅。是我国重要的淡水
鱼。也叫黑统（ h邑ihuan ）。

E青玉E qingvu 圈淡青色或淡青而微绿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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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E青云E qihgyun ~比喻高的地位＝平步～Q
E青云直上E q I ngyun-zh i shang 形容官职升得

很快很高。

E青紫E qlngzl 0 ＜书〉圈古代高官印缓、服饰

的颜色，借指高官显爵。＠画发绍。
企叉 -t-. qlng 0 圈重量小；比重小（跟
控（草草）“重”相对）：身～如燕 l 油比水～，
所以油浮在水面上。＠负载小；装备简单：～

装｜～骑兵 l～车简从。＠圃数量少g程度浅2

年纪～｜工作很～｜～伤。＠轻松z ～音乐！无
病一身～。＠固不重要z 责任～｜人微言～。

－~用力不猛g ～抬～放｜～～推了他一下。

＠轻率2 ～信｜～举妄动。＠不庄重；不严肃z

～饥l～薄。＠轻视z ～慢！～敌 i～财重义。
E轻便E qlngbian ~ O 重量较小，建造较易，

或使用方便：小巧～｜～摩托车。＠轻松；容
易 z 贪图～，反而误事。

E轻薄E qlngb6 圈言语举动带有轻悦和玩弄

意味（多指对女性）：态度～。
E轻车简从E qlngchιjianc6ng 指有地位的人
出门时，行装简单，跟随的人不多。也说轻装

简从。

E轻车熟路E qlngch岳－shulu 驾着轻便的车在熟
路上走，比喻对情况熟悉，做起来容易。

E轻淡E qlngdan 圈轻微；淡薄z 童年的经历只

有一点儿～的记忆了｜他把名利看得很～。
E轻明 qlngdi 画轻视敌人或对手，不加警f易z

麻痹～｜～思想。
E轻度E qlngdu E国属性词。程度轻的；程度不

严重的 2 ～烧伤｜～污染。
E轻而易举E qi吨’ erviiu 形容事情很容易做。

E轻阴U qlngf岳ng 圈＠轻微的风z ～细雨。＠
气象学上旧指 2级风。参看 389 页I风级］ o

E轻浮E qlngfu 庄园言语举动随便，不严肃不庄

重＝举止～o
E轻歌曼舞E qlngg岳－manw凸轻松愉快的歌声

和柔和优美的舞蹈。

E轻工业E qlngg6ngy岳圈以生产生活资料为

主的工业，包括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制药工业
等。

E轻轨E qlngguT 圈轻轨铁路的简称。
E轻轨铁路E qlngguT ti岳1u 城市公共交通所使
用的铁路，列车由电力机车牵引，在地面下和

地面上沿轻型轨道行驶。简称轻轨。
E轻忽E qlnghu 画不重视；不注意；轻率疏忽2
～职守 l事关重大，不容～。

E轻活JL) qlnghu6r !Bl 不大费力气的活儿。
E轻机枪E qlngjlqiang !Bl 机枪的一种，装有两

脚架，重量较轻，可由单人携带和使用，有效射
程 500→800 米。

E轻贱） q lngj ian 0 tmJ 低贱：－r贱z 自重些，别

那么～。＠闹着不起川、看2 受人～。

E轻健E qlngjian 圃轻快而矫健z 步履～。

E轻捷E qlngji画画轻快敏捷z ～的脚步｜～地

跳下马来。
E轻金属E qlngjlnshu 函通常指密度小于

5g/c旷的金属，如锅、何、续、钙、铝、铁等。

E轻举妄动E qlngj心－wangdong 不经慎重考

虑，盲目行动。

E轻口薄舌E qlngkou七6st畸形容说话刻薄。

也说辛辛千嘴薄舌。

E轻快J qlngkuai 圈。（动作）不费力：脚步

～。＠轻松愉快：～的曲调｜洗完澡，身上～多
了。

E轻狂E q/ngku6ng IMJ 非常轻浮z 举止～｜～放

纵。
E轻量级） qlngliangji ~属性词。体育比赛中
某些项目按照运动员体重划分参赛级别时，体
重级别轻的z ～拳击比赛。～人物。

E轻慢】 qlngman 圈对人不敬重，态度傲慢：
～失礼｜不可～客人。

E轻描淡写） qlngmiao-danxi岳着力不多地描

写或叙述；谈问题时把重要问题轻轻带过。

E轻蔑J qlngmie 圈轻视z不放在眼里：～的YR

光。
E轻诺寡信E qlngnuo guaxin 随便答应人，很
少能守信用。

E轻飘J qlngpiao 匾。轻飘飘①z ～的柳絮。

＠轻浮不踏实z 作风～。

E轻飘飘J qlngpiaopiao c～的）圃状态词。＠

形容轻得像要飘起来的样子z 垂柳～地摆动。
＠形容动作轻快灵活，心情轻松、自在＝他高
兴地走着，脚底下～的。＠浮浅g不深刻：不
能光说几句～的漂亮话，而要实打实地干。

E轻骑E qlngqi 函＠轻骑兵。＠指轻便的两
轮摩托车。

E轻骑兵】 qlngqiblng !Bl 装备轻便的骑兵。县

里活跃着一支文艺演出的～。

E轻巧E qing•q1凸0 ~弱。重量小而灵巧·这小

车真～｜他瘦，身子很～。＠轻松灵巧2 动作

～｜他操纵机器，就像船夫划小船一样～。＠
简单容易：说得倒～。

E轻取E qingq心 IN!l 轻而易举地取得或战胜z 开

场不久，甲队就～3分1～强敌｜这场比赛北京队
以 5 比 0～客队。

E轻柔E qlngrou 圈轻而柔和z 衣料质地～1～

的枝条｜声音～。



E轻生，E qlngsh岳ng 阉不爱情自己的生命（多

指自杀）。
E轻声E qlng钳制9 画i 说话的时候有些字音很
轻很短，叫作轻声。如普通话中的“了、着、的”
等虚词和做后缀的“子、头”等字都念轻声。有
些双音词的第二字也念轻声，如“萝 V’的
“卡”，呗lj扭”的“扭”。

E轻省E qing•sheng ＜方〉圈＠轻松：如今添
了个助手，你可以稍微～点儿。＠重量小；轻

便2 这个箱子挺～。

E轻视E qingshi 画不重视；不一认真对待2 ～劳

动 l受人～o
E轻手轻脚】 qingshou-qingji凸o 手脚动作很

轻，尽量少发出响声。

E轻率E qingshuai E回（说话、做事）随随便便，

没有经过慎重考虑z 举止～｜～从事｜结论过于
~ 。

E轻水E qingshul 圈普通水（ H, （））经过净化，
用作反应堆的冷却剂和中子的慢化剂，叫作轻

水。
E轻松E qingsong 睛不感到有负担；不紧张：

～活儿［～愉快。
E轻：f:Jt] qingtiao 圃（言语、举动等〉不庄重，不

严肃：举止～l妖冶～。
E轻微E qingw岳i 睛不重的；程度浅的z ～劳
动｜～脑震荡｜他睡着了，发出～的街声。

E轻武器］ qingwuqi 圈射程较近，便于携带的
武器。如步枪、冲锋枪、机枪、反坦克火箭筒

等。
E轻侮E qingw心圈轻蔑侮辱：国家的尊严岂
容～！

E轻闲E qingxian 圃轻松安闲以活JL）不重Q

E轻信E qingxin 圈轻易相信z ～谣言。
E轻型E qingxing ~属性词。在重量、体积、功
效或威力上比较小的（机器、武器等）：～汽车｜

～建材l～飞机l～坦克。
E轻扬E q ingyang Ill国轻轻飘扬2 柳絮～。
E轻易E qingyi O 圃简单容易z 胜利不是～得

到的。＠撞到随随便便z 他从不～发表意见。
E轻音乐E qingyinyu告圈指轻快活泼、以抒情

为主、结构简单的乐曲，包括器乐曲、舞曲等。
E轻盈E qingying E回＠形容身材苗条，动作轻

快z 体态～1～的舞步。＠（声音、节奏）轻松z
～的笑语｜乐曲～。

E轻悠悠E qingy6uy6u ＜～的）圈状态词。＠
形容轻飘飘的样子2 只见蝴蝶在花丛中～地飞
来飞去。＠形容声音轻柔2 ～的琴声由远处
传来。

E轻于鸿毛】 qingyuh6ngmao 比大雁的毛还

轻氢 l qing l 唱。“｜

轻，多形容轻微或不足道2 死有重于泰山，有～

（指死得没有价值）。
E经元素E qingyuansu 圈原子量较小的元素，

如氢、氮等。

E轻重E qingzhong 圈。重量的大小g用力的

大小。＠程度的深浅；事情的主次：大夫根据

病情～来决定病人要不要住院 l工作要有～之

分，不能一把抓。＠指分寸：小孩子说话不知

~ 。
E轻重倒置E qingzhong-dδozhi 把重要的和不

重要的弄颠倒了。

E轻重缓急E qingzhong-huanji 指事情有次要

的、主要的、缓办的、急办的区别．做工作要注
意～。

E轻舟E qingzh6u ＜书〉圈小船＝一叶～l ～荡

漾。

E轻装E qingzhuang 圈。轻便的行装2 ～就

道。＠轻便的装备z ～部队。
E轻装简从E qingzhuang-ji凸nc6ng 轻车简从。
E轻装上阵E qlngzhuang也hangzhen 为了行

动便利，只携带轻便的装备上战场。也比喻去
除思想顾虑，轻松地投入到工作或学习中。

E轻嘴薄舌E qlngzul-b6she 轻口薄舌。

左~ 』． qing 圈＠气体元素，符号 H,
1圣（氢）元色无臭无味，是密度最小的元
素。氢的同位素有筑、筑、氟三种。在工业上
用途很广。＠指氢气。 主主

E氢弹E qingdan 圈核武器的一种，用氢的同主矗
位素筑和箴为原料，用特制的原子弹作为引爆 E王

装置，当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高温使朱和
氟发生聚合反应形成氮核子而产生巨大能量
并引起猛烈爆炸。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
多。也叫热核武器。

E氢离子浓度指数E qinglizl nongdu zhlshu 表
示溶液酸性或碱性程度的数值，flP所含氢离子
浓度的常用对数的负值。如某溶液所含氢离
子的浓度为每升 10 5 克，它的氢离子浓度指

数就是 5。氢离子浓度指数一般在 0至 14 之
间，当它为 7 时，溶液呈中性υj、于 7 时呈酸
性，值越小，酸性越强；大于 7 时呈碱性，值越
大，碱性越强。通称 pH 值。

E氢硫基E qlngliuii 回流基。

E氢气］ qingq i [8] 氢分子（ H，）组成的气态物
质。

E氢气汽车］ qingqi qich岳以氢气为燃料的汽
车，氢气是清洁燃料，可以减少大气污染。

E氢氧根E qingyiingg创圈由氢和氧两种原子

组成的带负电荷的一价原子团（0日）。
E氢氧基E qingy凸ngjj 圈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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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 b 啊＠圈歪；斜z ～斜［身子向
1 （｛填）前～着。＠倾向：左～i右～。＠
倒塌．～覆 i 大厦将～。＠使器物反转或歪
斜，尽数倒出里面的东西：～箱倒筐 i ～盆大
雨。＠用尽（力量h ～听｜～诉｜～全力把工作
做好。＠〈书〉压倒z 权～朝野。

E倾倒tll qlngce 圈倾斜：塔身～｜身子稍一～就
倒在地上。

E倾巢E qlngch6o 画出动全部力量（多含贬
义） ： ～来犯 l～出动。

E倾城l qlngcheng O ［担全城；满城z ～出动。

＠医国使全城倾倒，形容女子容貌很美：～之
貌i姿色～。参看 1064 页【倾城倾国t

E倾城颇国E qlngcheng-qlnggu6 形容女子容

貌很美。（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勺

E倾f3j!J] qlngdao E司＠由歪斜而倒下。＠形
容 t－分佩服或爱慕：他的演技，令全场观众为

之～。

E倾倒l qlngdao 画倒转或倾斜容器使里面的

东西全部出来：他猛一使劲儿就把一车土都～
到沟里了。～内心的苦闷。

E倾动E qlngdong ［到使人佩服感动z ～一时。
E倾覆E qlngfu 画＠（物体〉倒下。＠使失败；

颠覆z ～国家。
E倾家荡产E q lngj ia-dangchan 把全部家产丧

主础。E倾角E qlngj怡。圈直线或平面与水平线或水
平面所成的角，或一直线与其在平面上的射影
所成的角。

町顷力E qlngli 圈倾注全部力量：～打造新品

牌i～子新产品的研发。
E倾慕E qlngrnu 画倾心爱慕z 彼此～｜～的心

情。
E倾盆E qlngpen 圆形容雨极大z 大雨～。
E倾情】 qlngqing ~倾注全部情感：～之作！
歌手～演唱。

E倾诉E qlngsu 画完全说出（心里的话） ： ～衷

情｜尽情～。
E倾塌E qlngta 圈倒塌z 房舍～。
E倾谈E qlngt6n 圈真诚而尽情地交谈：促膝

~ 。

E顷昕E qingting 圈细心地听取（多用于上对

下）：～群众的意见。
町顷吐E qingt心画倾诉：～衷肠。
E倾箱倒筐l qlngxiang-daoqie 把箱子里的东
西都倒出来，指尽其所有。

E倾向E qingxiang 0 画偏于赞成（对立的事
物中的→方）：两种意见我比较～于前一种。

＠圈发展的方向；趋势z 纠正不良～。
E倾向性E qlngxiangxlng 圈＠指文学家、艺

术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爱憎
情绪。＠泛指对某方面的爱憎、褒贬倾向。

町顷销】 qlngxiao 画在市场上用低于平均市场

价格（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抛售商品。
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

E倾斜】 qlngxie 巨型＠歪斜z 屋子年久失修，有

些～。＠指偏向于某一方z 投资向西部地区
~ 。

E倾泻l qlngxie ~动］（大量的水）很快地从高处
流下3 大雨之后，山水～下来，汇成了奔腾的急

流。
E倾心E qingxln 画＠一心向往号爱慕：一见

～。＠拿出真诚的心：～交谈，互相勉励。
E倾轧】 qlngya l量在同一组织中排挤打击不

同派系的人：钩心斗角，互相～。
E倾注】 qingzhu 画＠由上而下地流入：一股
泉水～到深潭里。＠（感情、力量等）集中到一

个目标上·母亲的爱～在儿女身上 i 毕生精力
～于教育事业。

卿 qlng 0 古代高级官名 2 ～相。＠古时
俨君称臣。＠古时夫妻或好朋友之间表示

亲爱的称呼。。 C QTng) [BJ 姓。
E卿卿我我】 qTngqTng-wowo 形容男女间非常

亲昵。

圄啊〈书〉厕所z ～土1~~0

E固肥E qTngfei ＜方〉圈厨肥。
部主1 qlng 0 翩（液体或气体）纯净没有混
1日 杂的东西（跟“浊”相对）：水～见底｜天朗

气～。＠干净；纯洁：～洁｜～白。＠寂静z
～静 l冷～。＠公正廉洁z ～官｜～廉。＠圈

清楚z 说不～i 问～底细。＠单纯；不配别的

东西：～唱 i～茶。＠（翻一点儿不留 z 把账还
～了。＠清除不纯的成分；使组织纯洁2 ～
党。＠圈（账目）还清事结清；清理2 ～欠 l ～

仓｜账已经～了。 411 ~点验z ～ ～行李的

件数。
部主2 Qing 圈。朝代，公元 1616一1911 • 
1F3 女真族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所建，初名
后金，1636 年改为清。 1644 年入关，定都北

京。＠姓。

E清自E qingbai 圈＠纯洁；没有污点：历史
～。＠〈方〉清楚；明白 z 他说了半天也没把问

题说～。
E清仓】 qing;;cang E噩＠清理库存z ～核资。
＠将库存商品或持有的证券、期货等全部卖

出：～甩卖。



E清册E qlngce (BJ 详细登记有关项目的册子z

材料～｜固定财产～。
E清茶E qlngch6 ［置。用绿茶泡成的茶水。＠
指不配糖果点心的单纯的茶水。

E清查E qlngch白白雪l 彻底检查z ～仓库。
E清偿E qlngchang ~到全部偿还；还清（债务） 0

E清场E qlng;; chang 画清理公共场所2 散戏

后，再～打扫O
E清唱E qlngchang 画不化装的戏曲演唱形
式，二般只唱某出戏中的一段或数段。现在也
指没有音乐伴奏的演唱形式。

E清炒E qingch凸o 画烹调方法，把蔬菜等在旺

火上迅速地：炒熟，少加或不加辅料：～苦瓜｜～
虾仁。

E清澈】（清彻） qingche ~清！而透明：湖水～
见底。

E清晨E qingchen 圈时间词。日出前后的一
段时间。

E清除］ qi『igchu 圈扫除净尽g全部去掉2 ～积

雪｜～积弊！～内奸。

E清楚E qing•chu O 揭事物容易让人了解、辨
认：字迹～！话说得不～ 1 把工作交代～。＠
［事对事物了解很透彻：头脑～。＠［司了解：
我真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你～

不～？

E清纯E qingchun E回＠清秀纯洁z ～秀丽！她
～得像一朵玉兰。＠清新纯净z 泉水～1 雨后
θ之＇＊＂ ι
工已 飞吨 。

E清醇E q ingchun [JE;J ＜滋味、气味等）清而纯正2

酒味～可口。
E清脆；］ qlngcui E回＠（声音）清楚悦耳：～的
鸟鸣！～的歌声。＠（食物）脆而清香：鲜黄瓜
～可口。

E清单E qingdf:Jn [El 详细登记有关项臼的单
子z 开～ l物资～｜列一个～。

E清淡E qlngdan 回＠（颜色、气味）清而淡；不

浓：一杯～的龙井茶 1～的荷花香气。＠（食
物）含油脂少z 我这两天感冒了，想吃点儿～的
菜。＠清新淡雅z ～的艺术风格。。营业数
额少：这两天顾客不多，生意比较～。

［~青道E qingdao 画。打扫街道g清除路上的
障碍。＠古代帝王或官吏外出时在前引路，
驱散行人。

E清道夫E qlngdaofu 圈旧时称打扫街道的工
人。

E清点E qlngdian 圃清理查点z ～物资。
E清炖E qlngdun 圈烹调方法，汤中不放酱油
慢慢炖（肉类） ：～鸡。

E清风J qlngf岳ng 圈凉爽的风z ～徐来。

主上~」J些1」
E清福E qlngfu 圈指清闲安适的生活z 享～。
E清高E qlnggf:Jo 圈。指人品纯洁高尚，不同

流合污。＠指人孤离，不合群。
E清稿E qlngg凸o 圈誉清了的稿子。
E清供E qlnggδng 圈＠清雅的供品，如松、竹、

梅、鲜花、香火和素的食物等。＠指古器物、盆
景等供玩赏的东西：案头～o

E清官E qingguf:Jn 圈称廉洁公正的宫。

[j'青规】 qlnggul 圈佛教规定的僧尼必须遵守

的规则。

E清规戒律E qlnggui-ji岳1u o 僧尼、道士必须遵

守的规则和制度。＠借指束缚人的死板的规
章制度。

[f青寒E qlnghan ［！回＠清贫z 家境～。＠清朗

而有寒意2 月色～O

E清还］ qlnghuan 圈清理归还；清偿：～图书。

E清火E qlng11huo 阉败火。

E清寂E qlngji E嗣冷清寂静2 ～的月夜。

E清减l qlngjion ＜书〉［回婉辞，指人消瘦。
E清巢cr1 qlngjiao 面全部消灭；肃清z ～土庭。

E清洁l qlngji包回没有尘土、油垢等：屋子里

很～1注意～卫生。

E清洁能源E qlngjie nengyuan 开发利用过程

中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物的能源，如风能、

水能、太阳能、地热能等。

E清洁燃料E qingjie ranliao 燃烧时对环境不
造成或很少造成污染的燃料，如氢气、甲醇、乙
醇、沼气等。

E清洁生产E qlngjie sh岳ngch加使用清洁能源
和原东｝，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或消除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的生产方式。
E清劲炽lJ qlngjlngf岳ng 函气象学上旧指 5 级
风。参看 389 页i风级lo

[7青净E qlngjing 圈。没有事物打扰z 耳根

～。＠清澈：湖水～见底。
E清静E qlngjing 圈（环境）安静：不嘈杂＝我们

找个～的地方谈谈。
E清君侧E qing junce 《公羊传·定公十三年头
“晋赵鞍取晋阳之甲，以逐苟寅与士吉射。苟
寅与士吉射者岳击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

君侧”指清除君主身边的奸f孟。
E清客］ qlngke 圈旧时指在官僚地主家里帮闲
的门客：豪门～o

E清口］＇ qingk＇归回爽口 z 拌黄瓜吃着～。
E清口r qingk凸u 函曲艺的→种，由单人表演，

传承滑稽（一种曲艺）的艺术形式，语言幽默风
趣。

E清苦】 qlngku 圈贫苦（旧时多形容读书人），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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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清栏E qlng;;lan ＜方〉画起圈c juan）。

E清朗E qlnglang 韧。凉爽晴朗z ～的月夜l
天气～。＠清净明亮z 眉目～｜一双大眼～有

神。＠清楚响亮z ～的声音。。清新明快：
笔调～。

E清冷E qlngl岳ng 帽＠凉爽而略带寒意：～的
秋夜。＠冷清·旅客们都走了，站台上十分～。

E清理E qlngll 圈彻底整理或处理z ～仓库 1 ～
账目～积案！～古代文献。

E清丽】 qlngil 晴清雅秀丽：文章～i气质～！～
的景色。

E清廉E qlnglian E回清白廉洁2 为政～。
E清凉E qlngliang 庄园凉而使人感觉爽快z 泉水

～澄澈｜～的薄荷味儿。
E清凉油】 qlngli6ngy6u 圈用薄荷泊、棒脑等
加凡士林吁国j成的外敷用膏状药物。对头痛、皮
肤癌痒、轻微烫伤等有一定疗效，但不能根治。
旧称万金油。

E清亮J qlngliang E回清脆响亮z 嗓音～l～的
歌声。

Z清亮E qlng•liang ［固＠清澈2 ～的河水。＠
明白：听他一说，心里一下子～了。＠〈方〉清
楚；清晰z 石碑上的字迹看不～。

E清19\Jl qTnglie 回清冷；清凉：溪水～ο
E清拎拎】 qTnglingling 同“清凌凌”。

E清凌凌】 qlnglingling （～的）圈状态词。形

容水清澈而有波纹。也作清冷辛辛。
E清零E qlngling ［到将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存
储器上面的数字清除，恢复为零的原始状态z

手动～！硬盘～i打印机～。
E清流E qlngliu 圈。清澈的水流：一泌～。＠
〈书〉指有名望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
夫。

E清名E qlngming 圈清廉的名声：为官一场，
总要留个～。

E清明）1 qlngming 圈。〈政治〉有法度，有条
理2 ～之治。＠（头脑）清楚p清醒z 神志、～。

＠清澈而明朗z 月色～o
E清明T qlngming E望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4
月 4,5或 6 日。民间习惯在这天扫墓。参看
664 页【节气1 、348 页【二十凹节气lo

E清盘E qlng;;p6n 圈＠企业由于某种原因不
再继续经营时，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分配剩
余财产等，叫清盘。＠指将房屋、货物、股票
等全部卖出。

E清贫E qTngpin 庄园贫穷（旧时多形容读书人） : 
家道～｜～自守。

E清平E qlngp1ng ~太平：～世界l海内～。
E清漆E qlngqT ~油漆的一类，用树脂、于性油

等制成，不含颜料，涂在器物表面形成）层透
明薄膜，能增加光泽并现出器物原有的纹理、

颜色。也用来制造磁漆等。
E清t乞E qlngqi 圈收付了结（多指款项）。

E清欠J qlngqian [;;ID 清还欠款2 加大货款～力

度。
E清切l qlngqi岳圈。清晰真切z 她说话的声
音太低，听不～11目眼模糊，看不～。＠凄切＝
不时传来孤雁～的哀鸣。

E清秋】 qlngqiu 圈秋季，特指深秋z ～天气，西

山红叶正艳。
E清瘦】 qlngqu 〈书〉庄园清瘦 z 面容～。

E清泉E qlngquan 圈清澈的泉水z ～喷涌。

E清热E qlng;; re 圈中医指用药物清除内热z

～解毒 i～化痰。
E清扫】 qlngs凸o 画彻底扫除z ～街道。

E清瘦E qlngshou 圈婉辞，指人瘦2 ～的脸庞。

E清爽E qlngshu凸ng 圈。清洁凉爽z 雨后空
气～。＠轻松爽快：任务完成了，心里很～。
＠〈方〉整洁；干净z 把屋子收拾～。＠〈方〉

清楚；明白 g 神志～ l把话讲～。＠〈方〉清淡

爽口 z 滋味～O

E清水衙门E qlngshui y6•men 旧时指不经手
钱财，不自剧人中捞取油水的官府，现多用来指
经费少、福利少的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

E清算E qlngsuan 画＠彻底地计算z ～账目。

＠列举全部罪恶或错误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恶霸的罪行。

E清谈E qlngt6n 画面本指魏晋间－些士大夫不
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般不切实际地

谈论g ～误国。

E清汤E qlngtang 画没有菜的汤（有时搁点儿

葱花或豌豆苗等）。
E清汤寡1Jcl qlngtang-guashul 形容汤或菜肴

里面油水很少。
E清通】 qlngtong 圈（文章）层次清楚，文句通
顺2 文章要写得～，必须下番功夫。

E消退E qlngtui ［§国清理退回或交还．～多占的
办公用房。

E清玩】 qlngw6n 0 圈供赏玩的雅致的东西，

如盆景、金石、书画等。＠画赏玩z ～之物｜

以供～。

E清婉E qTngwan ［理清越婉转z 歌声～。
E清污E qTngwu ［到清除污物。
E清晰E qlngxl CT国清楚2 发音～l～可辨。
E清洗E qi咱xi 圈＠洗干净z 炊具要经常～消
毒。＠清除〈不能容留于内部的入）：～内奸。

E清闲E qlngxian E暨清静闲暇z ～自在｜他一时
还过不惯～的退休生活。



E清香l qlngxiang ~清淡的香味：～可口 l晨
风吹来野花的～。

E清心E qlngxln 0 圆心境恬静，没有挂虑z ～

修行1～苦读。＠画使清心z ～寡欲。＠函
中医指清除心火z ～明日 l～安神。

E清新E qlngxln 圈。清爽而新鲜z 刚下过雨，
空气～。＠新颖不俗气：色调～［画报的版面
～活泼。

E清馨E qingxin E回香而不浓烈2 满园～。
E清醒E qingxlng 0 徊（头脑）清楚；明白 z 早
晨起来，头脑特别～。＠匿国（神志）由昏迷而
恢复正常2 病人已经～过来。

E清秀E qingxiu 回美丽而不俗气z 面貌～l妹
妹比姐姐长得要～一些。

E清雅E qingya 晤。清新高雅z 风格～l 言辞
～。＠清秀文雅z 仪容～。

E清样E qlngyang 圈从最后校改的印刷版上
打下来的校样，有时也指最后一次校定的校

样。
E清夜E qlngye ~寂静的深夜1 ～自思。
E清一色E qingyise 0 圈指打麻将牌时某一
家由一种花色组成的一副牌。－~画属性词。
全部由一种成分构成或全部一个样子的g 到
会的人穿的都是～的中山装。

E清议E qlngyi 圈旧时指名流对当代政治或政
治人物进行议论2 ～时政。

E清逸E qingyi 圈清新脱俗z 笔调～1琴声～悦

耳。
E清音】1 qingyln 圈＠曲艺的一种，流行于四

j, ，、重庆，用琵琶、二胡等伴奏。＠旧时婚丧
仪式中所用的吹奏乐。

E清音］2 qlngyin 圈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音。
参看 251 页【带音］ o

E清莹E qingying ~冒清澈而明亮z ～的泪珠卜，

的湖水。
E清幽E qlngy6u 圈（风景）秀丽而幽静2 月色

～ 1～的山谷。
E清泊】 qlngy6u （方〉圈＠菜油。＠素油：

～大饼。
E清淤l qlngvu 富国清除水底的淤泥z 河道～。
E清誉E qingvu 圈清白的声誉：此事有损于他
一生的～。

E清越E qingyue ~堕（声音）清脆悠扬2 ～的歌
声。

E清早E qlngzao ＜口〉圈时间词。清晨2 明日

～出发。
E清湛E qingzhan ＜书〉圈清澈z 池水～。
E清丈E qingzhang 画详细地丈量（土地）：～
回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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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清账l qingzhang O c -11-一）圈结清账目。＠
圈经过整理的详细账目 z 开一篇～。

E清障E qingzhang 画清除（道路、河道等处的）

障碍物z ～排堵l汛期前河床要及时～。

E清真E qlngzh岳n 圈＠〈书〉纯洁质朴z 诗贵

～，更要有寄托。＠属性词。伊斯兰教的：～
寺l～餐厅｜～点心。

E清真教E Qlngzh岳njiao ~见 1541 页1伊斯

兰教］，
E清真寺E qlngzhensi 圈伊斯兰教的寺院。也

叫礼拜寺。
E清蒸E qlngzh岳ng ~国烹调方法，不放酱油带

汤蒸（鸡、鱼、肉等）：～剑鱼。

E清整E qingzh岳ng 0 圈清理整顿z ～街道环

境。＠圃清楚工整 z清秀整齐z 字迹～。

E清正E qingzheng E回清廉公正z 为官～。

蜻啊见下。

E蜻蜓E qlngting 圈昆虫，身体细长，胸部的背

面有两对膜状的翅，生活在水边，捕食蚊子等

小飞虫，能高飞。雌的用尾点水，把卵产在水
中。幼虫叫水歪，生活在水中。是益虫。有的

地区叫蚂邮Cmo•lang）。
E蜻蜓 ~1]<.] qingting-dianshui 比喻只轻微地
触及事物的表面，形容做事肤浅不深入。

鳝 μ qlng 圈鱼，身体呈梭形而侧扁，主
（精）鳞圆而细小，头尖，口大。种类很幸

多，生活在海中，常见的有锐、马饺等。 莘莘
另见 1669 页 zh邑ng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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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qing ＜书〉强＝～敌。

J~主 qing 0 感情＝热～l 有～｜无～｜温～。
l同＠情面3 人～｜讲～！托～i 求～。＠爱
情＝～书！～话 l谈：～。。情欲；性欲z 春～！催
～ i发～期。＠情形；情况＝病～ i 军～l 实～ l
灾～。。情理P道理z 合～合理l不～之请。

［·情爱E qing' ai 画＠爱情。＠指人与人互相
爱护的感情。

E情报E qingbao 圈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和报

告，多带机密性质z ～员｜军事～｜科学技术～O

E情变E qingbian 圈爱情的突然变化，多指恋

人分子z 在他周围，～、婚变的事情确实不少。
E情不自禁E qingbuzijin 抑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

E情操E qingcao 圈由感情和思想综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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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轻易改变的心理状态z 高尚的～。
E情场＇］ qingchang 圈指有关谈情说爱的事·

～风波i～失意。
（·情痴E qingchi 圈在感情方面（多指爱情）特
别痴心的人。

E情敌E qingdi 圈因追求同→异性而彼此发生

矛盾的入。
E情调E qingdiao ~思想感情所表现出来的格
调；事物所具有的能引起人的各种不同感情的

性质＝～健康［异国～。
E情窦初开E qingdou chukai 指刚懂得爱情

（多指少女〉。

E情分E qingfen IE 人与人相处的情感g情义z

朋友～l兄弟～｜两家素来～好。
E情夫E qingfu 圈男女两人，一方或双方已有
配偶，他们之间保持性爱关系，男方是女方的
情夫。

E情妇E qingfu !El 男女两人，一方或双方已有
配偶，他们之间保持性爱关系，女方是男方的

情妇。

E情感E qingg伯国＠对外界剌激肯定或否定
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

厌恶等。＠感情：两人～很深。
E情歌E qingg岳圈表现男女爱情的歌曲。
（＇情话E qinghua 圈＠男女间表示爱情的话。

＠〈书〉知心话。
E情怀E qinghuai 圈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z 抒

装～。
（＇情急E qingji [N,jJ 因为希望马上避免或获得某
种事物而心中着急2 ～智生 1 一时～，做出失礼
的事来。

E情急智生E qingji-zhish岳ng 心中着急而突然
想出聪明的办法。

E情节E qingjie 圈。事情的变化和经过z 故
事～｜～生动。＠指犯罪或犯错误的具体情
况＝案件的～｜根据～轻重分别处理。

E’情结E qingjie 圆心中的感情纠葛p深藏心底

的感情 s 化解不开的～！浓重的思乡～。
E情景E qingjl吨画（具体场合的）情形；景象z

比起广州来，北京的冬天另是一番～ο
E情景交融E qingjlng-jiaor6ng 指文学作品把
写景和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

E情景剧］ qingjlngju 画指在室内拍摄的喜剧
性的电视剧，→般不用外景，演员在→个或多
个固定场景（如家庭或办公室等）演出，有观众
观看，边看边笑。

E’情境E qingjing ［望情景z境地。
E情况E qingkuang !El O 情形z 思想～｜工作
～l～特殊。＠军事上的变化，泛指事情的变

化、动向 z 这两天前线没有什么～l他俩的关系
最近又有了新的～。

E情ill~］ qinglang 圈相恋的青年男女中的男

子。
E情理E qingll 圈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2

不近～｜～难容｜话很合乎～。
E’情侣］ qingl凸圈相恋的男女或其中的→方。
E情侣装］ qinglOzhuang 圈为情侣双方同时
穿着而设计的款式、颜色等相同或协调搭配的

服装。
E情面E qingmion 圈私人间的情分和面子：

顾～l 留～｜不讲～。
E情趣E qingqu 圈＠性情志趣z 二人～相授。

＠情调趣味z ～正浓 l这首诗写得很有～。
E情人E qingren 圈。相爱中的男女的一方。

＠特指情夫或情妇。
E情人节E Qingren Jie 画西方国家情侣的节
日，在每年的 2月 14 日。

E情杀l qingsha E国因爱情纠纷而杀人：～案。

E情商E qingshang 圆心理学七指人的情绪品

质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E情诗） qingshl 圈男女间表示爱情的诗。

E情势E qingshi 回事情的状况和发展的趋势；

形势＝～紧迫｜洞察敌我～。
E情事E qingshl ~亘情况s现象2 详细询问家乡

的～。
E情书E qingshu !El 男女间表示爱情的信。

E情丝E qingsT 圈指缠绵的情意g ～万缕。
（＇情思E qingsT 圈。情意；情感。＠情绪川、

J思。
E情死E qingsl [N,jJ 指相爱的男女因婚姻不遂而

死。

E情惊】（情素＞ qingsu ＜书〉圈＠感情：～暗
生 l朝夕相处，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本，L';

真情实意＝互倾～。
E情随事迁E qingsuishiqian 思想感情随着情
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情态E qingtai 圈神态z 塑像～逼真。
E情同手足E qingt6ngshouz白彼此之间的感情

如同亲兄弟一样亲密。
E情投意合E qingt6u-yihe 双方思想感情融洽，

心意相合。
E情网E qingw凸ng !El 指不能摆脱的爱情：坠

入～。

E情味E qingwei !El 情调；意味＝这幅画充满了

田园～。
E情形E qing•xing I型事物呈现出来的样子g 生

活～！村里的～｜如何办理，到时候看～再说。
E情绪E qingxu 圈＠入从事某种活动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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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奋心理状态＝生产～｜急躁～｜～高涨。 81 E赌等E qi咱d昌ng 〈方〉画＠坐等（责备、惩
指不愉快的情感z 阀～｜他有点儿～。 | 罚）。＠坐享（现成的〉。

E情绪化E qingx讪ua 画画受剧育支配而不够理 I c赌受E qingshou ~承受；继承z ～财产。
智 z 冷静点儿，做事不要～！ ｜三百 qing 圈碳和氮的化合物，化学式（CN)，。

E情义］ qingyi 圈亲属、同志、朋友相互间应有｜ 同、元色气体，有刺激性气味，剧毒，燃烧时发

的感情z 姐姐待他很有～。 I 出桃红色火焰。
E情谊E qingyi 圈人与人相互关切、爱护的感 ll氨基E qingfi 圈由碳和氮两种原子组成的→
情2 深厚的～。 | 价原子团（ C==N 或－CN）。

E情意E qingyi 圈对人的感情z ～绵绵。 l 难险 qing （书〉＠灯台晶台。＠
E情由E 响而u 圈事情的内容和原因：问清｜梁（立橄）矫正晴的器具。
～，再做处理。 ｜程技 qing 画往上托；＊：众～易举1高～着红

E情有独钟E qingyouduzhong 因对某人或某｜乓俨‘旗。
事物特别喜爱而感情专注2 她对舞蹈艺术可 IC擎天柱E qingtianzhu 圈古代传说中能支撑
谓～。 | 住天的柱子，现多用来比喻能够支撑局面的重

E情有可原E qfngyouk的uan 按照情理，对出｜ 要人物或团体。

现的某种情况有可以原谅的地方2 他是不得 l 回吉普丁 qing ＜书〉＠在脸上刺上记号
已才这样做的，～。 I 1眯（谅。）或文字并涂上墨，古f惆作刑罚，

E情制 qingyu 圈对异性的欲望。 | 后来也施于士兵，以防逃跑。＠在人体上刺
E情缘E qingyuan 画男女相爱的缘分z ～已｜ 上文字、花纹或图形，并涂上颜色。

断 l～未了。
（•.情愿］ qingyuan O 画心里愿意z 心甘～｜两

相～。＠画宁愿；宁可z ～死，也不屈服。
（•情韵E qingyun 圈情调韵味z 东方～。
E情债E qingzhai 鹰在感情上对别人的亏负
（多指爱情方面的）。

［·情真意切E qingzh岳n-yiqi自感情真挚，心意殷

切。

E情知E qingzhl 圆明明知道2 ～情况不妙却故

作镇静。
E情致E qingzhi ~情趣s兴致z ～各异｜别有

~ 。
［·情种E qingzh凸ng 圈对异性的感情特别丰富

的人3对异性特别钟情的人。
E情状E qingzhuang 圈情形s状况z 其中～，难
以言述。
晴 qing 圈拮据或云很少2 ～天 l天～

了。

E晴好E qinghao E园晴朗s 天气～。
E晴和E qinghe 圃晴朗暖和z ～的春日。

E晴空l qingkong 圈晴朗的天空＝～万里。
E晴朗E qinglang E回没有云雾，目光充足z 夭

气～｜～的天空。
E晴天霹雳E qingtian-plli 比喻突然发生的意
外事件。也说青天霹雳。

E晴雨表E qingyubi凸o 圈预测天气晴或雨的
气压表，比喻能敏锐地反映某种变化的事物2
股市是经济发展的～。

赌 ι 啊圈承受3 ～受｜别净～现成
一（赌）画。

v 
qing C<.IL) 

tH: in 商麻。
同（ f;籍、：萌）
E商麻E qingma 圈＠二年生草本植物，茎皮

多纤维，叶子大，心脏形，密生柔毛。花黄色。
是重要的纤维植物之一，茎皮纤维可用来制绳主辜
索或织麻袋，种子可入药。＠这种植物的茎毛主
皮纤维。 II W称青麻。

r..币1 Ing 蜜地积单位， 100 亩等

叨：（填）于 1 顷，1 市顷约合66 667平方
米 z 两～地｜碧波万～。

卡百2 ·- qing 〈书〉＠顷刻z 少～l 有
叨：（填）～｜俄～。＠画不久以前g刚
才＝～闯｜～接来信。＠左右（指时间）：光绪
二十年～。

〈古〉又同“倾”qlng0

E顷刻E qingk，岳圈极短的时间＝一阵狂风吹

来，江面上～问掀起了巨浪。

请牛 qing 0 rn!ll 请求： ~tt.1 ～假｜～
（蒲）沛，归你可以～老师给你开个书

目。＠匾国邀请；聘请z 催～l～客｜～医生 l～
人做报告。＠医国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z
您～坐 l～准时出席。＠后面旧时指买香烛、纸
马、佛鑫等。 0 (Qing）圈姓。

E请安E qing;;an 圈＠问安。＠〈方〉打千儿。

E请便E qingbian rn!ll 请对方自便z 我不愿意去，

你要是想去，那就～吧。



I 1070 I qlng- qing I 请顾警庆亲倩清晴

E请春客E qlng chunke 旧时民间的→种习俗，

过春节后，宴请亲友邻居。

E请辞E qlngci 画请求辞职s 因身体原因～。

E请调E qlngdiao 圈请求调动（工作），～报告。

E请功E qlng;;gong E面请求上级给有功人员记

功 2 全连干部战士为炊事班～。
E请假E qlng;;jia 画因病或因事请求准许在→

定时期内不做工作或不学习 z 因病～一天 1他

请了卡天假回家探亲。
E请柬E qlngjian 圈请帖。
E请教E qlngjiao 圈请求指教z 虚心向别人～l

我想～您一件事。
E请君入瓮E qlngjun-ruweng 武则夭命令来俊

臣审问周兴，周兴还不知道。来俊臣假意问周
兴z“犯人不肯认罪怎么办？’周兴说3“拿个大瓮，
周围用炭火烤，把犯人装进去，什么事他会不承
认呢俨来俊臣叫人搬来一个大瓮，四面加火，对
周兴说z“奉令审问老兄，请老兄入瓮！”周兴吓
得连忙磕头认罪（见于《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

授二年》）。比喻拿某人整治别人的法子来整治
他自己。也借指设计好圈套引人上当。

E请客E qing;;ke 圈请人吃饭、看戏等。

E请命E qingming 圈。代人请求保全生命或
解除困苦z 为民～。＠旧时下级向上司请示。

E请求E qingqiu O 画说明要求，希望得到满
足z ～援助｜他～上级给他最艰巨的任务。＠
国所提出的要求：领导接受了他的～。

E请赏E qlng;; sh凸ng [NjJ 请求给予奖赏z 邀功

~ 。
E请示E qlngshi 圈（向上级）请求指示：这件事
须～上级后才能决定。

E请中占］ qingti岳圈邀请人参加典礼、出席会
议、观看演出等送去的通知。

E请明 qingtuo 画面请求和托付（别人办事）：
说情～｜接受他人～。

E请问E qlngwen 圈敬辞，用于请求对方回答

问题：～这个字怎么读？
E请降E qing;; xi6ng 圈向对方请求投降。
E请续E qingylng ＜书〉圈《汉书·终军传》z“南
越（粤）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说其玉，
欲令人朝，比内诸侯。军白请，愿受长缕，必羁
南越王而致之阙下J’后用来指请求杀敌或请
求给予任务（缕z绳索；带子）。

E请愿E qing;;yuan 圈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政府
或主管当局满足某些愿望，或改变某种政策措
施。

E请战E qing;; zhan 画请求上级准予参加战
斗s ～书｜主动～o

E请罪E qing;; zui INJ] 自己犯了错误，主动请求

处分；道歉：负荆～。

顾（腹、清）啊町、厅堂。
警 qlng 见下

E警竟）（］ qlngkai ＜书〉圈＠咳嗽。＠借指谈
笑：亲承～。

、

q1ng C <.IL) 

庆卢啊＠画庆祝；庆贺2 ～寿｜～
（厦）丰收l～功大会。＠值得庆祝的

周年纪念日 z 国～ 1校～。 8 (Oing）圈姓。

E庆典E qingd1创圈隆重的庆祝典礼＝建校十
周年～｜长江大桥落成～。

E庆父不死，鲁难未巳l qingf心』Jusr, lunan-wei
yl 《左传·闵公元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庆父是鲁国公子，曾→再制造内乱，先后杀死
两个国君。后来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比喻
不除掉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国家就不得安
{ 

丁。

E庆功l qinggong 圈庆祝取得的功绩或胜利：
～大会。

E庆贺E qinghe [1l且为共同的喜事表示庆祝或

向有喜事的人道喜z ～丰收 1～胜利。
E庆历E Qingli 圈宋仁宗（赵祯）年号（公元

1041 ~ 1048) 

E庆生】 qingsh岳『19 画庆祝生日 z 为老人～ο
E庆幸】 qingxing INJ] 为事情意外地得到好的结

局而感到高兴：暗自～。
E庆祝l qingzhu E司为共同的喜事进行一些活
动表示高兴或纪念3 ～国庆！～元旦。
主主中H qing 见下。
京（豌）另见 1057 页 qln0
E亲家l qing•jia ［~ 0 两家儿女相婚配的亲戚

关系 3 儿女～。＠称儿子的丈人、丈母娘或女
儿的公公、婆婆。

E亲家公l qing·jiagong 圈称儿子的丈人或女
儿的公公。

E亲家母E qing•jiam心圈称儿子的丈母娘或女

儿的婆婆。

青啊酣（别人代替自己做事）：～人
执笔。
另见 1045 页 qia门。

Y主主 qing ＜方〉＠圈冷；凉s 河里的水还蛮～
I日咧。＠圈使感到冰冷：三月间犁田，水还

～人。

晴啊用于地名：大金～1西金～〈都在山
东）。



管 qing ＜方〉山间的大竹林，也指树木丛生
的山谷（多用于地名）＝梅子～（在云南） I 龙

家～（在贵州）。

自比 qing 见 743 页1肯紫1 。
只R 另见 1031 页 qT 0 

磐啊。古代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
玉或石制成。（见图一）＠（雪佛教的打

击乐器，形状像钵，用铜制成。（见图二）

（一） （二｝

磐

罄啊（书〉尽；空z 告～｜售～ l～其所有

E罄尽E qingjin 画没有剩余r 家资～。
E罄竹难书E qingzhu-nanshu 把竹子用完了都
写不完，形容事实（多指罪恶）很多，难以说完
（古人写字用竹简，竹子是制竹筒的材料〉。

,, 
qi6ng (<LlL)

工E q问聊（Qi6ngl6i），山名，在四川。

穷～ qibng 0 圈生活贫困，缺少钱
（窍）财（跟“富”相对）：贫～｜改变一～

二白的面貌。＠穷尽z 无～无尽i理屈词～｜日

暮途～。＠用尽；费尽：～兵赎武！～目远望。
。彻底（追究）：～究！～追猛打。＠极为z ～
凶极恶｜～奢极欲。＠画表示在财力、能力方

面不够条件却还勉强去做或本来不应该这样
做却还要这样做z ～讲究 i～折腾1～开心。

E穷兵赎武】 qibngblng-duw心使用全部武力，

任意发动侵略战争。
E穷愁E qi6ngch6u I!园穷困愁苦z ～潦倒。
E穷醋大E qi6ngcuda fjS] 穷措大。

E穷措大E qi6ngcuoda 函旧时称穷困的读书

人（含轻蔑意）。也说穷醋大。
E穷乏E qi6ngfa 圃贫穷，没有积蓄。

E穷光蛋E qi6ngguangdan ＜ 口〉圈称一无所
有的人（含轻蔑意）。

E穷极无聊］ qi6ngjiwuliao O 困窘到极点，元
所依托。＠元事可做，非常元聊z 一假期待在

篝萦磐罄工日穷我 I qing - qi6ng I 1071 I 
家里，～。

E穷家富路】 qi6ngjia-fulu 指居家可以俭省些，
而外出最好多带些钱物，以备不时之需。

E穷竭E qi6ngjie ＜书〉圈费尽；用尽g ～心计。

Z穷尽E qiongjin O 圈到尽头：不可～｜无法
～。＠圈尽头：群众的智慧是没有～的。

E穷寇］ qi6ngk6u 函穷途末路的贼寇，泛指残

敌。

防苦1 qiongku 圈贫穷困苦z ～人。

E穷匮E qi6ngkui ＜书〉圈贫穷医乏z 财用～。
E穷困1 qi6ngkun 圃生活贫穷，经济困难：～

潦倒。
E穷忙E qi6ngmang 函。旧时指为了生计而
忙碌奔走。＠事情繁杂，非常忙碌（多含忙而
元功意）。

E穷年累月E qiongnian-1岳iyue 指一年到头不

间断，形容时间长久z ～潜心治学。
E穷人E qi6ngren 圈穷苦的人。
E穷山恶水E qi6ngshan-eshul 形容自然条件

很差，物产不丰富的地方：把～改造成了米粮

Jll 0 

E穷奢极侈］ qiongshe-jichT 穷奢极欲。

E穷奢极份 qi6ngsh创ivu 极端奢侈，极度享
受。也说穷奢极侈o

E穷酸E qi6ngsuan 圃贫穷寒酸；穷而迂腐Cl日

时用来讥讽文人）。

E气艺］ qi 

E穷途潦f吉tll q i6ngtu-I iaod凸o 形容无路可走， E王
非常失意。

E穷途末路E qiongtu『molu 形容无路可走。
E穷乡僻壤E qi6ngxiang-pi的ng 荒凉贫穷而偏
僻的地方。

E穷形尽相E qi6ngxing-jinxiang 原指描写刻

画十分细致生动，现在也用来指丑态毕露。
E穷凶极恶E qi6ngxiong-ji’自形容极端残暴恶

毒。
E穷原竟委E qi6ngyuan-jingw岳1 深入探求事

物的始末。
E穷源溯流E qiongyuan-suliu 追究事物的根源、
并探寻其发展的经过。

E穷则思变E qi6ngzeslbian 在极端困难、没有

出路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改变现状。
E穷追不舍E qi6ngzhul-bushe 追赶到底，不放

过t 对残匪～0记者们～，向新闻发言人连连
发问。

喃喃、主悍）
E我我E qi6ngqi6ng 

qi6ng ＜书〉＠孤单s孤

独。＠忧愁。
〈书〉圆形容孤孤单单，无



口些主l qi6ng - qiO [ ＇我穹劳驾琼聋楚釜墅旦更主翌

依无靠z ～手立。 I 中有～。
E我我手立E qi6ngqi6ng-j险Ii 孤零零一人站在

那里。形容孤单，无依无靠。
穹 qi6ng ＜书〉辘，翩起：苍～o

E穹苍］ qi6ngcang ＜书〉圈天空。
E穹隆E qi6ngl6ng ＜书〉圈指天空中间高四周
下垂的样子，也泛指高起成拱形的。

E穹庐E qi6nglu ＜书〉［望游牧民族居住的圆顶

帐篷，用毡子做成。
古烂 4← qi6ng 见 1471 页［;'3劳1 。
穷（菊）
纬 qi6ng 见下

（~竹E qi6ngzhu 函］竹子的一种，可以做手

杖。
~ ι qionQ O ＜书〉美玉，泛指精美的
标（嘎）东西：～浆！～楼玉宇（华丽的房
屋）。 8 (Qi6门g）圈海南的别称。

E琼浆E qi6ngjiang 圈指美酒z ～玉液。
E琼居tll qi6ngju 圈海南的地方戏曲剧种，由潮
剧、闽南梨园戏吸收当地人民的歌谣曲调发展

而成。也叫海南戏。
E琼脂E qiongzhl 圈植物胶的一种，用海产的
石花菜类制成，元色、元固定形状的团体，榕于

热水。可用来制冷食，也用作微生物和植物组
织的培养基等。

蛮 q问古书上指懈。

建 qi6ng 见下

E楚然］ qi6ngr6n （书〉圆形容脚步声z 足音～。
签 qiong ＜书〉斧子上安柄的孔。

重 qi6ng 见下。

E重茅】 qi6ngm6o 画古书上说的→种草。

ι一→-9l缸旦旦1

丘 刷＠小土山士堆2 荒
（＠例证）工｜沙～。＠〈书〉坟墓z

～墓 l～家。＠画浮唐：先把棺材～起来。＠

量水田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块，一块叫一丘z 一
～田。 0 (QiO)IBJ 姓。

E丘；＼.l qiuba 圈旧时称兵（“丘”字加“八”字成
为“兵”字，含贬义〉。

E丘整E qiuhe IBl o 111丘和沟壁，泛指山水幽
僻的地方z 放情～。＠比喻深远的意境z 胸

E丘陵］ qiOling 圈连绵成片的小山 z ～起伏i

～地带 1 一片～。
E丘墓l qiOmu ＜书〉圈坟墓。

E丘痊】 qiOzh岳n 圈皮肤表面由于某些疾病而
起的小疙瘩，半球形，多为红色。

邱呐。书〉向“丘”①一④， 8 (QiO) 
圈姓。

龟 ι 仙龟兹（Qi比古代西域国
（草草）在，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另见 490 页 guT;718 页 jun 。

（…穰 qiu o 圈秋1 忖%峰时确可)YI\ 、 喃）秋季z 深～l
～风l～雨 1～高气爽。＠庄稼成熟或成熟时
节z 麦～l大～。＠〈书〉指一年的时间：千～万

岁 l一日不见，如隔三～。。指某个时期（多指

不好的）：多事之～ 1危急存亡之～。＠指秋天

成熟的农作物s 收～！护～。 0 (Qiu＞圈姓。

秋2 … qiO 见 1073 页时
（瞅）

E秋波】 qiubo 画秋水之波，比喻美女的眼睛或

眼神：暗送～。
E秋分E qiut岳n 圈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9 月

22 、 23 或 24 日。这二天，南北半球昼夜都一

样长。参看 664 页I节气1、 348 页I二十四节
气］，

E秋分点E qilif岳ndi创圈赤道平面和黄道的两

个相交点的一个，夏至以后，太阳从北向南移
动，在秋分那一天通过这→点。

E秋民tJ qiuf岳『lg 圈。秋天的风＝～萧瑟。＠
见 236 页｛打秋风l 0 

E秋风扫落叶E qiuf岳ng 础。 luoy岳比喻强大的

力量扫荡衰败的势力，也形容一下子扫荡干
净。

E秋高气爽E qiugao-qishuang 秋天天空晴朗
明净，气候凉爽宜人。

E秋海棠E qilih凸it6ng IBJ 0 多年生草本植物，
地下茎球形，叶子斜卵形，叶背和Pt柄带紫红

色，花淡红色。供观赏。全草人药。＠这种
植物的花。

E秋毫】 qiuhao 圈鸟兽在秋天新长的细毛，比

喻微小的事物J : ～无犯l 明察～。
E秋毫无犯］ qiuh6o-wufan 形容军队纪律严

明，丝毫不侵犯群众的利益。
E秋后算账E qiuhou-sL』anzhang 比喻等事情发
展到最后阶段再判断谁是谁非，也比喻事后等
待时机进行报复。

E秋季E qiuji 画一年的第三季，我国习惯指立
秋到立冬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七月、八月、



九月三个月。参看 1240 页【四季］ o

E秋假E qiuiia 圈学校在秋季放的假。

秋虫匪被揪揪莺锹革面仇囚执求 L qiu - qiu I 1盯3 I 
紫色斑点。木材供建筑用。树皮、叶、种子可

E秋景E qiujing 圈。秋天的景色z 香山～。＠

秋天的收成z 今年～好于去年。

E秋老虎E qi Of凸ohu 画指立秋以后仍然十分炎
热的天气。

E秋凉］ qiuli6ng 圈指秋季凉爽的时候z 等～

再去南方吧。

E秋粮E qi01i6ng 圈秋季收获的粮食。
E秋令E qiullng 函＠秋季。＠秋季的气候z

冬行～（冬天的气候像秋天）。
E秋千】（橄耀l qiuqian 圈运动和游戏用具，在

木架或铁架上系两根长绳，下面拴上→块板

子。人在板上利用脚蹬板的力量在空中前后

摆动。
E秋色E qiuse 圈秋天的景色z ～宜人。

E秋试E qiushi 函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乡试在
秋季举行，叫作秋试。

E秋收］ qi0sh6t』＠画秋季收获农作物：人们

都在忙着～。＠圈秋季的收成z 今年～比去
年强。

E秋收起义l Qiushou Qlyi 1927 年 9 月毛泽

东发动和领导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带工农

举行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二师，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

E秋水E qiushul 函秋天清澈的江河湖水，比喻

人的眼睛（多指女子的），望穿～。
E秋天E qiutian 圈秋季。

E秋阁E qiuwei ＜书〉［重秋试。

E秋汛I qiuxun 圈从立秋到霜降的－段时间
内发生的河水暴涨。

E秋意a qiuvi 圈秋天的迹象或情景z 十月的北
京，～正浓。

E秋游］ qiuy6u E副秋天出去游玩（多指到郊外、

集体组织的）。
E秋装E qiuzhuang 圈秋季穿的服装。

蜓 qiu 见下

E虫丘蛇i】 qiuyln 巨型环节动物，身体柔软，因而
长，环节上有刚毛，生活在土壤中，能使土壤疏
松，它的粪便能使土壤肥沃，对农业有益。

获仙古书上说的一种商类植物。

守在b qiu 水池z 大龙～（瀑布名，在浙江雁荡
VV＼ 山）。

另见 656 页 j l凸0 0 

揪仙圈揪树，落叶乔木，高可达叫，ot
子三角状卵形或长椭圆形，花冠白色，有

入药。

莺叫叩0 古书上说的一种屿，头和
（楚）颈上都没有毛。

锹 仙见圳页【泥锹1 、
（锹、祷白自） 1027 页惯例。

鞠叩u 0 见 5叫后酬。＠〈方〉画收
缩z ～着眉毛！大较马～着屁股向后退。

qiu ( <l叉）

Ot Qiu 酬
另见 185 页 ch仙。

囚仙＠型关押；囚禁z 被～ i ～在牢房
里。＠囚犯2 罪～［死～。

E囚车E qiuche 圈解送犯人用的车。

E囚犯l qiutan 圈关在监狱里的犯人。

E囚禁】 qiujin 圈把人关在监狱里：他被单独
～在一间小牢房里。

E囚笼E qiul6ng 画古代解送或囚禁犯人的木
笼。

E囚首垢面E qiushou-goumian 形容久未梳头
和洗脸，像囚犯的样子。

E囚徒E qiutu 圈囚犯。
E囚衣E qiuyi IBl 特制的供囚犯穿的衣服。

执帆见下 ~ 

[1Jt徐E qiuvu 圈哺乳动物，身体分前、中、后三毛主
段，头顶、背部、尾部和四肢有角质鳞片，中段
的鳞片有筋肉相连接，可以伸缩，腹部多毛，趾
有锐利的爪，善于掘土。昼伏夜出，吃昆虫和
鸟卵等。生活在美洲。

τ£：－ qiu o W] 请求．～救！～教 l～您帮我做
斗、一件事。＠匿国要求：力～改进｜精益～
精｜生物都有～生存的本能。＠（萄！追求z探
求；寻求：～学问！实事～是 l刻舟～剑｜不～名
利。＠需求；需要2 供～关系｜供过于～。＠
<Oiu＞圈姓。

E求爱E qiu ’。1 圈向异性提出请求，希望得到
对方的爱情。

E求告E qiugao 画央告（别人帮助或宽恕、自

己） ＇四处～｜～无门。
E求购l qiugou 画要求购买：～二手车。
E求和E qiu11he 画＠战败的一方向对方请求
停止作战，恢复和平。＠（打球或下棋〉竞赛不
利的→方估计不能取胜，设法形成平局。

E求婚E qiu11hun 画男女的一方请求对方跟自
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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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求见.J qiujian 圈请求进见（多指下对上〉。

E求教E qiuiiao 圈请教：登门～｜不懂的事要
向别人～。

E求解E qiuji岳函数学上指从已知条件出发，根
据定律、定理等寻求未知问题的答案。

E求借E qiuiie 圈请求别人借给（钱或物）。
E求救E qiuiiu l!型请求援救（多用于遇到灾难和

危险时）：紧急～i发出～信号。
E求靠E qiukao 圈求助；投靠：～亲友。
E求偶E qiu ’ OU 圈追求异性；寻求配偶。
E求聘J qiupin ［！翻＠招聘2 公司～软件工程
师。＠寻求被聘用z 他想～一个能发挥自己

专长的职位。
E求乞1 qiuqi ［！面请求人家救济；讨饭：沿街～。
E求签E qiu;;qian 画迷信的人在神佛面前拙

签来占吉凶z ～问 h
E求亲E qiuuqln 圈男女一方的家庭向对方的
家庭请求结亲。

E求情E qiu;;qing 圈请求对方答应或宽恕：～

告饶 i托人～。
E求全E qiuquan 圈。要求完美无缺z ～责
备l事事～，很难做到。＠希望事情得以成全2
委曲～。

E求全责备E qiuquan-zebei 苛责别人，要求完
美元缺：对人不～。

E求饶E qiu;;rao 圈请求饶恕z 跪地～。
E求人E qiu;;ren 圈请求别人帮助2 要靠自己

努力，不能事事～o
E求生E qiush岳ng E面谋求活路；设法活下去z

～的欲望 1地震～训练。
E求实E qi白shi 画讲求实际z 提倡～精神。

E求是E qiushi ［到探求真知z 实事～l～创新l
发扬～精神与务实作风。

E求索·1 qiusuo 圈寻求探索g ～新的路子。
E求同存异E qiut6ng-cunyi 找出共同点，保留

不同点：观点不同，可以～。
E求贤如渴E qiuxi6n-ruk岳求贤若渴。
E求贤若渴E qiuxi6n-ruok岳形容寻求贤才的心

情非常迫切。也说求贤如渴。
E求学E qiuxue 画＠到学校学习 s 赴京～。
＠探求学问：刻苦～。

E求医E qiuv1 画寻求医生治病z 四处～i～问
药。

E求援E qiuyuan 画请求援助＝向友军～。
E求战J qiuzhan 圈＠寻求战斗；寻找对方与
之作战z 敌军进入山口，～不得，只得退却。＠
要求参加战斗z 战士们～心切。

E求真务实E qiuzh岳n-wushi 追求真理，讲求实
际。

E求诊E qiuzhen 圈请求给以诊治；求医2 因患
急性肠炎到医院～。

E求iiEJ qiuzheng E翻寻找证据或求得证实。
E求之不得J qiuzhl-bude 想找都找不到（多用

于意外地得到时〉：这真是～的好事啊！
E求知E qiuzhl E重探求知识2 ～欲｜～若渴。

E求知欲E qiuzhlyu 圈探求知识的欲望z ～强 l

培养儿童的～。

E求职E qiuzhi 圈谋求1{9.AI!_；寻求工作o

E求治E qiuzhi 圈请求给以治疗。

E求助E qiuzhu r;画请求援助2 遇到困难向民警

~ 。
虫L 仙＠毗。＠〈书〉拳曲z ～L (*!RI叫）须｜～枝（拳曲的枝条）。
E虫L龙E qiul6ng 圈古代传说中的有角的小龙。
E虫L髦J qiur6n ＜书） IE] 拳曲的胡子，特指两腮

上的。
E虫L须E qiuxu ＜书〉圈拳曲的胡子。

泪叩明浮水z ～渡 l啸而过

E泪渡1 qiudu 圈游泳而过（江、河、湖、海） ：武
装～。

你1 Oiu 你人，独龙族的旧称。

你2 qiu 见下。

E依依J qiuqiu ＜书〉圈恭顺的样子。
岳母 qiu ＜书〉逼迫。
/I口i

酋 qiu o 酋长。＠（盗匪、侵略者的）首领z
匪～ l贼～ 1敌：～。 e <Oiu）圈姓。

E酋长E qiuzhang 圈部落的首领。
E酋长国E qiuzhanggu6 圈以部落首领为最高
统治者的国家。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有的还
保留氏族制度的残余。

述仙〈书〉配偶。

康 qiu ＜方〉圈男性生殖器。

球 仙＠画以半圆的直径为
（＠美毯）争，使半圆旋转－周而成的立

体；由中心到表面各点距离都相等的立体z ～
体l～面｜～心。＠（～儿）圈球形或接近球形
的物体：小玻璃～儿！煤～儿 l棉～儿。＠（～儿）
圈指某些体育用品z 篮～ l 乒乓～儿 l冰～。。

（～儿）圈指球类运动z ～技｜～迷l 看～儿去。
＠特指地球z 全～｜寰～｜北半～。

E球场E qiuch凸ng ~球类运动用的场地，如篮
球场、足球场、网球场等。其形式大小根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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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球类的要求而定。
E球胆E qiudan 圈篮球、排球或足球等内层的
空气囊，用薄橡皮制成，打足空气后，球就富于

弹性。
E球刀J qiudao 画冰刀的一种，装在冰鞋的底
下，刀口较厚，两端稍翘起，用于冰球运动。

E球果E qiuguo 圈松、杉等植物的果实，球形或
圆锥形，由许多覆瓦状的木质鳞片组成，长成
之后，鳞片常木质化，内侧有种子。

E球技E qiuji 圈球类运动的技巧。
E球茎E qiujlng 函地下茎的一种，球状，多肉
质，如李荠的地下茎。

E球茎甘蓝E qiujlng gonion 羞蓝（ pi邑 •Ian) o 

E球菌E qiujun 圈细菌的－类，因球形、卵圆形
或肾脏形，种类很多，如双球菌、链球菌、葡萄

球菌等。
E球路E qiulu 函打球、踢球等的路数z ～刁钻 l
不了解对方的～，连连失误。

E球门E qiumen 圈足球、冰球等运动中在球场
两端设置的像门框的架子，是射球的目标。架
子后面有网，球射进球门后落在网里。

E球迷E qiumi 圈喜欢打球或看球赛而入迷的

人。

E球面】 qiumian E雪半圆以直径为轴旋转而形
成的曲面；球的表面U

E球面度E qiumiandu 画立体角的单位，符号
sr。当立体角的顶点位于球，心，它在球面上所

截取的面积等于以球半径为边长的正方形面
积时，这个角就是 1 球面度角。

E球面镜E qiumianjing ~反射面是球面的镜
子，根据反射面凹凸的不同，分为凹面镜和凸

面镜。
E球拍J qiupai 圈用来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等的拍子。也叫球拍子。

E球赛】 qiusai ~球类比赛。
E球市E qiushi l葛球类比赛中门票销售市场的

情势：～火爆。
E球台I qiutai 圈球体被两个平行平面所截
而夹在两平面中间的部分。

E球台Y qiutai ~打台球、乒乓球等用的像桌
子的东西。

E球体】 qiutl 圈球面所围成的立体。
E球鞋E qiuxi岳画进行球类运动时穿的鞋，也
泛指帆布帮儿、橡胶底的鞋。

E球心E qiuxln 圈与球面各点距离相等的一
点；球的中心。

E球星E qiuxlng 画有名的球员。

E球衣1 qiuv1 函球员训练或比赛时穿的服装，

泛指类似这种款式的服装“

E球艺J qiuvi 圈球类运动的技巧z 切磋～。
E球员E qiuyu6n 圈球类运动员。
叶毛 qiu ＜书〉贿赂z 受～枉法。
、、（妹γ
也丰 qiu 古代一种兵器。
惊（鲸γ
道仙〈书〉强健刷： ~~［～健。

E道劲E qiujing ＜书〉圈雄健有力：笔力～｜风
骨～l苍老～的古松。

流（疏~ ~iu 见下。
E流基E qiuF 函由氢和硫两种原子组成的一价
原子团（ SH)o 也叫氢硫基。

3宫 qiu o ＜书〉毛皮的衣服＝狐～｜轻～｜集
习又L 腋成～。 o <Oiu）圈姓。

E袭皮E qiupi 圈毛皮z ～服装 l～制品。

谬仙〈书〉美玉

蜡仙见下。
另见 1588 页 y6u0

E蜡跻E qiuqi 函古书上指天牛的幼虫，白色。

房L 仙〈书〉鼻子堵塞不通

" qiu c <I叉）二
模1 呐。古代指干粮。＠〈方〉剧或主

面食成块状或糊状z 面条儿都～了。

模2 qiu 叫睛不光彩；难为情z ～事 l
今天在会上讲错了话，好～啊！＠不光

彩的事情2 当众出～。

二
民j qu o 区别；时z ～分。＠地
J2S..C 匾）区；区域：山～1市～ i解放～l工业
～l风景～。 81El 行政区划单位，如自治区、
市辖区等。

另见 967 页 Ot」。

E区别E qubi岳。~把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

较，认识它们不同的地方；分别：～好坏 l～对
待。＠函彼此不同的地方z 我看不出这两个
词在意义上有什么～。

E区段E quduon 画一定的区域或地段：公路
盘山～容易发生事故。

E区分E quf岳n 15国区别①2 ～优劣｜严格～不同
性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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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区号】 quhao 圈长途电话系统为不同地区设

置的特定代码g ～查询 l北京的～是 10.
E区划l quhua 圈地区的划分：行政～。

E区徽E quhul 函＠特别行政区正式规定的代
表本行政区的标志。＠自然保护区、社区等
代表本区的标志。

E区间E qujian 画＠交通运输、通信联络上指
全程线路中的－段z ～车（某条交通线上只行
驶于某一地段的车）。＠指数字增减变化的一

定范围z 价格～。
E区旗E quqi IBJ 特别行政区正式规定的代表本

行政区的旗帜。
E区区1 ququ o 圃（数量）少；（人或事物）不重
要：～之数，不必计较 l～小事，何足挂齿！＠
函旧时谦辞，用于自称（语气不庄重）：此人非

他，就是～o

E区位E quw自i 圈地区位置：依托海岛的～优
势，积极发展养殖业。

E区域l quyu IBI 地区范围z ～自治 l～经济。

曲1 qu o 弯曲（跟“直”相对） : ~t& I ～尺｜
弯腰～背｜山田水～1～径通幽。＠使弯

曲 2 ～舷而枕（舷：胳膊〉｜～突徒薪。＠弯曲
的地方z 河～。。不公正；无理z 是非～直。
8 (00）圈姓。
曲2 u [BJ ffl 曲霉

（础产翅、 1袖）和它的培养基
（多为麦子、款皮、大豆的混合物〉制成的块状
物，用来酿酒或制酱。

另见 1079 页 qu。“翅”另见 1078 页

00“掬”。

E曲笔1 qubr 函＠古时指史官不据事直书，有
意掩盖真相的记载。＠写文章时不直书其事
的笔法：故作～。

E曲别针E qubiezh岳n 圈用金属丝来回折弯做

成的夹纸片的东西。也叫回形针。
E曲尺E quchi 画木工用来求直角的尺，用木或
金属制成，像直角三角形的勾股二边。也叫矩

尺或角尺。

E曲从E quc6ng 画违背本心地服从；委曲顺

从z 阿诀～｜不愿违背老人的意愿，只好～。
E曲棍球E qugun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
用下端弯曲的棍子把球击人对方球门，射入对
方球门多的为胜。＠曲棍球运动使用的球，

球心用麻线缠绕软木而成，表面用皮革缝合，
体小而硬。

E曲解E quji岳画错误地解释客观事实或别人
的原意（多指故意地）。

E幽颈颐E qujingzeng 画蒸馆物质或使物质分
解用的一种器皿，多用玻璃制成，形状赂像梨，

颈部弯向→侧。

E曲径E qOjing 函弯弯曲曲的小路t ～通幽。
E曲里拐弯］ qO• ligu凸iwan （～儿的）〈口） Ifill状

态词。弯弯曲曲z树林里的小路～儿的。

E曲率E qOIO 函表
明曲线在其上某一 c 
点的弯曲程度的数
值。曲率越大，表
示曲线的弯曲程度

越大。
E曲霉I qumei 圈

真菌的一类，菌体
内许多丝状细胞组

成，有些分枝的顶

D 

曲率

端为球形，上面生有许多泡子。可用来酿酒、
制酱油和酱等。能引起食物等霉烂，少数种类
能引起疾病。

E曲面E qumian 画曲线按一定条件运动的轨
迹，如球面、圆柱面。

E曲奇］ qOqi 圈奶油饼干；小甜饼。〔英
cookie] 

E曲曲弯弯E ququwanwan c～的）圈状态词。
形容弯曲很多z 山均里尽是～的羊肠小道｜黄
河～地流过河套。

E曲蟠E qu•shan ＜口〉啤蜓蚓。也作蛐鳝。
E曲射炮E qushepc]o [BJ 炮弹初速小、弹道弯曲
的→类火炮，如迫击炮、榴弹炮等。

E曲突徙薪E qOtO-xixln 有干家的烟囱很直，旁

边堆着许多柴火，有人劝主人改建成弯曲的烟
囱，把柴火搬开，不然有着火的危险，主人不
听，不久果然发生了火灾（见于《汉书·霍光

传衍。比喻事先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发生。
E曲线E quxian 圈＠按一定条件运动的动点
的轨迹，如圆、螺旋线。＠在平面上表示的物
理、化学、统计学过程等随参数变化的线。＠
指女性的体形轮廓z ～美。

E曲意逢迎E quyl-fengying 违背自己的本心去
迎合别人的意思。

E曲折E quzhe 圈。弯曲 z 沿着池塘有一条～
的小路。＠〈事情发展、故事情节）复杂，变化
多＝破案过程惊险～｜～动人的评书段子。

E曲直E quzhi [BJ 无理和有理2 分清是非～。

t民… qO 用于地名 z 邹～（在江苏）。
应（植）
山区 。见 1师页［崎岖］，
应付匾）
佳 qu ＜书〉驱逐献。

l1l1 ,_, qu O ＜书〉缩短。＠〈书〉言语
lillC剖）迟钝。＠〈书〉同“屈”。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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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姓。
t1口 qO 0 赶（牲口） : 
，应（J服、肯丘、焚颐）二马前进。＠驾驶
或乘坐（车辆）：～车前往。＠快跑z 长～直
入i并驾齐～。＠赶走z ～逐（～除 i ～虫剂。
＠施加外力以推动：～动 l～使O

[!111策E quce ＜书〉画用鞭子赶；！｝Ii\使。
E驱车E quch岳阉驾驶或乘坐车辆（多指汽

芽，） ：～前往。

E驱除l qOchu 画赶走；除掉z ～蚊蝇 j～邪恶 l

～不良情绪。
E驱动】 qOdong 画＠施加外力，使动起来：这

个泵可以用压缩空气来～。＠驱使；推动＝不
法商贩受利益～，制造仿名牌的假货。

E驱动器E qudongql 圈计算机中驱动磁盘或
光盘运转，以便读出其中存储信息的部件。常
见的有硬盘驱动器、软盘驱动器、光盘驱动器

等。
E驱赶E qugan 圈。赶④z ～马车。＠赶⑤．
～苍蝇。

E驱Jl!l qup＜＇＞画驱使；逼迫·为良心所～。
E驱遣l quqian 圈］＠驱使①z 任人～。＠

〈书〉赶走。＠消除；排除（情绪）：～烦闷。
E驱散】 qusan 圈。赶走，使散开2 ～围观的
人！大风～了乌云。＠消除F排除z 习习的晚

风～了一天的闷热。
E驱使】 qOshl ['l国＠强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
动：不堪～。＠推动：被好奇心所～c

E驱邪l quxie 圈（用符咒等）驱逐邪祟（迷信）·
～避祸！降魔～。

[!}l:l:逐E quzhu 画赶走z ～出境l～入侵者。
E驱逐机E quzhuF 圈歼击机的旧称。
E驱逐舰l quzhujian 圈以导弹、火炮、鱼雷和
反潜武器为主要装备的中型军舰，主要用于护

航、警戒和反潜。

坦咱〈书〉混杂时｜排泄物的士。

咀 qO "lltli" j 0 的又音。

屈 qO 0 圈弯曲；使弯曲 z ～指！～膝｜猫～
着后腿，竖着尾巴。＠屈服；使屈服z 宁死

不～1威武不能～。＠理亏：～心 1 理～词穷。
＠画］委屈；冤枉z 受～ i 叫～｜你可～死我了。
0 (QO）函姓。

U百才E qO;;c6i 画大材小用，指人的才能不能

充分发挥。
E屈从】 q0c6ng Q到对外来压力不敢反抗，勉强

服从2 决不～于恶势力。

E屈打成招】 qud凸-chengzhao 清白无罪的人

冤枉受刑，被迫招认O
U亩伏E qufu 同“屈服”。
E屈服l qufu 圈对外来的压力妥协让步，放弃

斗争2 ～投降。也作屈伏。
E屈光度l quguangdu ~透镜的折光强度单

位，数值上等于焦距（以米表示）除 1。如透镜
的焦距为 2米，它的屈光度就是J/20

U百驾】 qujia 画敬辞，委屈大驾（多用于邀请

人〉＝明日请～来舍一叙。
E屈节E qujie ＜书〉圈＠失去气节·～事仇［～

辱命。＠降低身份：卑躬～。
E屈就E qujiu 圈客套话，用于请人担任职务z

要是您肯～，那就太好了。

U百居E quju ~司委屈地处于（较低的地位），～

亚军 l～人下。

E屈戌JLl qu•qur 圈铜制或铁制的带两个脚的
小环儿，钉在门窗边上或箱、柜正面，用来挂上
钉锦儿或锁，或者成对地钉在抽屉正面或箱子

侧面，用来固定 U 字形的环儿。

U司辱E qur心画受到的压迫和侮辱。

E屈枉E qu•wang ［虱冤枉2 别～了好人。

E屈膝E quxi 圈下跪，借指屈服z ～投降 i卑躬

~ 。

U百心E quxin ＜口〉圈亏心；昧心。
E屈戌E qOxO ＜书〉圈屈此L(qO•qur) 0 

U司折语l quzhey心圈见 1743 页【综合语］ o

E屈指E quzhl 富国弯着手指头计算数目·～可豆三
数（形容数目很少＞ I ～一算，离家已经十五年三届

U窗尊E quzun 圈客套话，降低身份俯就z ～求

教。
桔 qO 啪放在驴背上驮东西用的木板。

曲曲 qu 昨曲曲＜ ZuoqO），地名，在河南。

怯中书〉＠腋下腰上的部位。＠从旁
边打开z ～筐（指偷窃）。

法 qO 耐除2 ～痰 i～暑 i～疑

E法除l quchu 画除去（疾病、疑惧、邪祟等） : 

～风寒！～紧张心理。

E法疑E quyf ＜书〉圈消除疑惑z ～解惑 i 详力口
解释，为人～。

法 qO ＜书〉＠袖口＠同“怯”。

窟 qO 圈有机化合物，白色或带银灰色晶
体，有毒，在紫外线照射下可发荧光。

姐 qO 函苍蝇的幼虫，体柔软，有环节，臼
色，前端尖，尾端饨，或有长尾。多生在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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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动物尸体和不洁净的地方。
E姐虫E q0ch6ng 圈姐，比喻卑鄙可耻的人。

躯← qu 身体z 身～！七尺之～1为国捐
（）二。

白区干J qugan IEJ 人体除去头部、四股所余下
的部分叫躯干。也叫桐Cdong）。

白区壳E quqiao 1EJ 肉体（对“精神”而言）。

白区体E qutl 函身躯；身体z ～魁梧。

俊 qu ＜口〉画＠把燃烧物放入水中使熄
灭：把香火儿～了。＠烹调方法，烧热油

锅，先放作料，再放蔬菜迅速地炒熟z ～豆

芽儿。
另见 719 页 ju门。

E俊泊E quy6u ＜方〉圈烹调方法，把泊加热后
浇在菜肴上。

趋～ qu 0 快走z ～前 l疾～而过。＠
（超）趋向归向z 大势所～｜～利避害｜

日～繁荣｜；意见～于一致。
〈古〉又同“促”cu 。

E趋避E QUb] ~I快走躲开；规避2 ～不及 l见车

飞驰而来，赶紧～一旁。

E趋奉E qufeng 画趋附奉承z 阿诀～。

白奎附E qufu ~迎合依附：～权贵。
E趋光性E qOguangxing 圈某些昆虫或鱼类常
常奔向有光的地方，这种特性叫作趋光性。

E趋时E qushi ＜书〉圈迎合时尚s赶时髦：穿戴

~ 。
E趋势E qushi 圈事物发展的动向：历史发展
的必然～。

自主同E qut6ng 画趋于→致z 重复建设，产业
～，是众多产品供过于求的主要原因。

E趋向E quxiang O 画朝着某个方向发展2 病
情～好转 l这个工厂由小到大，由简陋～完善。
81El 趋势z 农业发展的总～o

E趋向动词E qOxiang dongci 动词的附类，表
示从近到远、从远到近、从低到高、从高到低、
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等趋向或其他虚化的意
义，分单纯的和合成的两种。单纯的趋向动词
是“来、去、进、出、上、下、回、过、起、开”等。合
成的趋向动词由单纯的趋向动词组成，如“进
来、进去、出来、出去、上来、上去、下来、下去、回
来、回去、过来、过去、起来”等。

E趋炎附势E quyan-fush i 奉承依附有权有势
的人。

E趋于E quyu ~趋向①z 局势～缓和 l病情～
稳定。

E趋之若莺l quzhl-ruowu 像鸭子一样，成群地

跑过去，形容许多人争着去追逐某种事物（含
贬义h 不要对名利～。

蛐 qu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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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觑 qu 圈把眼睛合
（觑、 1觑、 1觑） ；一条细缝（注意

地看），偷偷儿地～了他－ ij＆，／他微微低着头，～
着细眼 l～起眼睛，看看地面上有没有痕迹。

另见 1081 页呐。

黑发 qu 黑z ～黑暗～～。

E里盘黑E quh岳i E画状态词。＠颜色很黑2 两手

尽是墨，～的。＠很暗z 山洞里～，什么也看不

见。

日墨 qu 回形容吹哨子的声音或酬叫的
声音。

锄 qu

, 
qu < <.Ll > 

〈书〉劳苦；勤劳z ～劳。

E电力劳J qulao 〈书〉圈劳累z 不辞～。

胸 qu I翩c Linqu），地名，在山东。

鸽 叫函鸟，身体小，尾巴长，羽毛
（锵）主丽·嘴短而尖。种类较多。

E锵鸽1 quyu 圈八哥（鸟）。

字巨1 qu 0 圈人工开凿的水道：沟～l 河～！
71℃ 水到～成 l这条～的最深处是四米五。＠

〈书〉大z ～帅（首领）。 8 cau＞圈姓。

渠2 qu ＜方〉圈人称代词。他。
（！｛巨）吁

E渠道】 qudao 函＠在河湖或水库等的周围

开挖的水道，用来引水排灌。＠途径；门路：

扩大商品流通～。

菜 qu 见川剧蹲1

碟 qu 见 1叫酬

朦 qu o <45> .lilif, o cau＞圈姓。

瞿 au 酣

翩 qu 0 见下。＠见山页I树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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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段l陆青J qujlng 圈哺乳动物，身体小，外形像老
鼠，但吻部细而尖，头部和背部棕褐色，腹部棕
灰色或灰白色。多生活在山林中，捕食昆虫、

蜗牛、蜒蚓等小动物，也吃谷物和其他植物种
子。

莲 qu o 见下。 f,}(Q崎姓o

Z莲然E qur6n ＜书〉圈惊喜的样子。
灌 qu 肝脏～阳制南）

榷 qu 古代指四齿的把子。

瞿（现~ qu 见下
E喜骂街a qushu 圈毛织的地毯，演戏时多用来铺
在地上，因此用“路能？或“红戳在匠”借指舞台。

篷 qu 见下。

E篷傣E quchu ＠雹古代指用竹或苇编的粗席。
腥中书〉同“瘤，，。

鹤（黯） qu 见下。
E鹤鸽E quyu ＜书〉同“魄鸽”。

瘪小时z 帘。

衡 qu ＜书〉大路：通～

攫 ω 见(!j瞿）另见－7-15 页 jue 0 

E蟆艘E qusou 圈昆虫，身体扁平狭长，黑褐
色，前翅短而硬，后翅大，折在前翅下，有些种
类无翅，尾端有角质的尾候，多生活在潮湿的
地方。

I/ 

q凸（〈μ ）

曲 qu ~o 一种韵文形式，出现于南宋和
金代，酣于于元代，是受民！可歌曲的影响

而形成的，句法较词更为灵活，多用口语，用韵
也更接近日语。一支曲可以单唱，几支曲可以
合成一套，也可以用几套曲子写成戏曲。＠

（～JL）歌曲 z ～调｜戏～｜小～儿！高歌一～。＠
歌谱z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作的～。

另见 1076 页 qO 。

E曲调E qudiao 圈戏曲或歌曲的调子z ～优
美。

E曲高和寡J qugao-hegua 曲调 l高深，能跟着
唱的人很少。旧时指知音难得。现比喻言论

或艺术作品不通俗，能理解或欣赏的人很少。

E曲剧E quju 画＠泛指由曲艺发展而成的新
型戏曲。有北京曲剧、河南曲剧、安徽曲子戏

等。也叫曲艺剧。＠特指北京曲剧，以单弦儿
为主，吸收其他曲种发展而成。

E曲目E qumu 圄歌曲、乐曲或戏曲的名目＝这

次演唱会演出的～有三十多个｜评弹《真情假
意》是个中篇～。

E曲牌E q心p6i i事曲的调子的名称，如“滚绣
球”，＂~校花”等。

E曲i普l q心p心圈＠辑录并分析各种曲调格式

供人作曲时参考的书，如清人王奕清等所编的
《曲谱儿＠戏曲或歌曲等不包括词的部分g乐
谱。

E曲艺l q心yi ［写富有地方色彩的各种说唱艺

术，如？单词、大鼓、相声
E曲艺剧E quγiiu 固曲剧①。
E曲终人制 quzhong-r自nsan 乐曲终了，昕众

散去，比喻事情结束，人们各自离去。
E曲子E qu·zi ~l 曲 c qu），这支～好听。

宦 q心见下。
另见 707 页 iu 。

E首莫菜J qu·mai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野

生，叶子互生，长椭圆披针形，花黄色。茎叶嫩
时可以吃，全草入药。

取 qu o 圈拿到手里3 ～款 i～行李 l把电
灯泡～下来。＠得到过召致g ～乐 l～暖！二三

自～灭亡。＠圈采取；选取z ～道！录～l 可王三
～l给孩子～个名儿。 o cau）圈姓。 妻三

E取保E q心11000 圈找保证人（多用于司法上） : 

～候审。
E取保候审E qubao housh副司法机关责令犯
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
金，保证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并且随传随
到的强制措施。

E取材E q心c6i 画选取材料＝就地～｜这本小说
～于炼钢工人的生活。

E取长补短E quch6ng-buduan 吸取长处来弥

补短处。
E取ftl qudai 圈＠排除别人或别的事物而占

有其位置z 用机器～手工生产。＠化学上指
有机物分子里的某些原子或原子团通过化学
反应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所代替。

E取道E qudao 圈指选取由某地经过的路线z
～武汉，前往广州。

E取得E q心de 画得到z ～联系｜～经验。
E取缔E qudi 圆明令取消或禁止：～非法行

医。

E取而代之】币’岳rdaizhl 排除别人或别的事



I 1oao I qu - qu I 取掏娶由离去

物而代替其位置。

E取法E quf凸（翅效法：～乎上，仅得其中。
E取号权Ll quhaojl 圈安放在银行等对外服务

单位的一种机器，顾客可以自行领取排序号
码，取号后等待叫号接受服务。

E取给l q心ji ［理取得供给（后面多跟有“于”字） : 

人类的生活物质～于大自然。
E取经l q心II jlng 圈本指佛教徒到印度去求取
佛经，现也比喻向先进人物、单位或地区吸取

经验。
E取精用弘E qujing-yongh6ng 同“取精用宏”。
E取精用宏】 qujing-y。ngh6ng 从大量的材料

里提取精华。也作取精用弘。

E取景E qu;;jing ~摄影或写生时选取景物做
对象。

E取决l qujue 屋自由某方面或某种情况决定（后
面多跟有“于”字）：成绩的大小往往～于努力

的程度。

E取乐E qute c～儿）画寻求快乐：说笑话～！你
别拿我～！Lo

E取闹1 qunao l司＠（跟人）吵闹；捣乱：无理

～。＠对人开玩笑，取乐 2 不该拿有残疾的同

学～。
E取暖E qunuan rnbJ 利用热能使身体暖和：～
设备1生火～o

E取齐E quqi 圈＠使数量、长度或高度等与某

王 一标准相等：衣月山短可时～。时
齐；集合g 上午九点在大门口～，一块儿出发。

E取巧1 qu11 qi凸0 ［量用巧妙的手段谋取利益
（多指不正当的）或躲避困难：投机～1～图便。

E取舍】 qush岳画要或不要；选择z ～得宜！对
文化遗产，应该有批判地加以～。

E取胜l qusheng 画取得胜利。
E取向】 quxiang 圈选取的方向，指立场或态

度：价值～1 审美～。
E取消E quxiao ［量使原有的制度、规章、资格、
权利等失去效力 3 ～资格 1 ～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也作取销。

E取销］ quxiao 同“取消”。

E取笑E quxiao 匈开玩笑；嘲笑：被别人～！他
说话有点儿口吃，你别～他。

E取信E quxin 圈取得别人的信任：～于人。
E取样1 quyan9 l§!JJ 抽样。

E取悦E q心yue 圈取得别人的喜欢；讨好z ～于

人｜～上司。
E取谊】 quzheng 圈取得证据：广泛～1 调查

~ 。

E取之不尽，用之不竭E quzhl-bujin, yongzhl『

-bujie 形容很丰富，用不完。

均 qu ＜书〉雄健3雄壮。

娶 qu ~re女子接过来成亲，也泛指男子
结婚（跟“嫁”相对）：嫁～ l～妻 i～媳妇JL o 

E娶亲］ q心；； qln i到男子结婚，也指男子到女家

迎娶。

踊···－ q心牙翩翩翩。
（踊） . 

E踊齿】 quchi 圈。病，食物残渣在牙缝中发

酵，产生酸类，破坏牙齿的轴质，形成空洞，症

状是牙疼、牙眼肿胀等。＠患这种病的牙。 II
也叫蛙齿、姓牙，俗称虫牙。

qu < <.Ll) 

去1 qu o 圈从所在地到别的地方（跟‘‘
相对）：～路 l～向｜从成都～重庆！他～了

三天，还没回来。＠离开．～国！～世 i～职！～
留两便。＠失去；失掉2 大势已～。＠画除

去；除掉：2 ～病！～火 1～皮！这句话～几个字就
简洁了。＠〈书〉距离：两地相～四十里｜～今
五十年。＠过去的（时间，多指过去的一年h
～年｜～秋（去年秋天） I～冬今春。＠［司婉辞，
指入死： －~也不到四十岁就先～了。＠自由］用在

另一动词前表示要做某事：你们～考虑考虑｜

自己～想办法。自主叠’表示离开说话人所在地
自行做某件事时用“去”，表示到说话人所在地
参与某件事时用“来”。＠圈用在动词或动词

结构后面表示去做某件事g 游泳～了 l 1t 听报

告～了！回家吃饭～了。 B主意’⑧⑨的“去”可
以一前一后同时用，表示去了要做某件事，如：
他去昕报告去了。＠画用在动词结构（或介
词结构）与动词（或动词结构）之间，表示前者

是后者的方法、方向或态度，后者是前者的目

的z 提了一桶水～浇花！要从主要方面～检查 l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口〉
i到用在“大、多、远”等形容词后，表示“非
常……”川…··极了”的意思（后面加“了”） ：这
座楼可大了～了！ I他到过的地方多了～了！＠
去声：平上～入。

去2 qu 圈扮演（戏曲里的角色）：割断和
中，他～白娘子。

去 i1·qu 画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表
示人或事物随动作离开原来的地方z 拿

～l捎～。＠表示动作的继续等·信步走～
（＝过去） I 让他说～（＝下去）｜一眼看～
c~ 上去）。

E去除1 quchu 圈除掉；除去z ～污迹i～顾虑。
E去处E quchu 圈。去的地方g 我知道他的



去阅趣觑戊每俊圈雯雯旦J_ qu qu6n I 1081 I 
～。＠场所；地方：那里林木幽深，风景秀丽，
是一个避暑的好～。

E去火E qu!,'huo 函中医指消除身体里的火气．
消痰～｜喝点儿绿豆汤，去去火。

E去就1 qujiu 圈担任或不担任职务：～未定。
E去留E quliu 富国离去或留下z ～自由。
E去路】 qulu 圈前进的道路；去某处的道路：
挡住他的～。

E去年］ qunian 回时间词。今年的前一年。
E去任E qu;; ren r司指官吏去职。
E去日E qu「｝〈书〉圈己过去的岁月 2 ～苦多。
E去声E qusheng [El 0 古汉语四声的第三声。
＠普通话声调的第四声。｜｜参看 1241 页｛四
声l。

E去世E ql江shi &i] （成年人）死去；逝世。
E去势】1 qu;;shi 圈阅割（多指对男人或雄性

动物）。
E去势】2 qushi 圈动作或事情在终了时的气
势2 ～如风l来头大，～小。

E去暑E qu矿shu 圈驱除暑气：～降温。
E去岁】 qusui 圈去年。
E去向］ quxiang 画去的方向：不知～o
E去职】 qu;; zhi 面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

阕… qu ＜书〉形容没有声音：～寂 l～
（国）来1～无一人。

E阅然E quran ＜书〉圈形容寂静无声的样子z
四野～。

趣 qu o 卜儿）趣味；兴味：有～！没～ i桃
红柳绿，相映成～。＠有趣味的：～事｜～

闻。＠志趣：异～（志趣不同）。 o cou）圈
姓。

〈古〉又同“促”CU0

E趣话】 quhua 固有趣的话语或故事：一段～｜
文坛～。

E趣事l qushi r组有趣的事：逸闻～l说起学生
时代的一些～，大家都笑了。

E趣谈l qutan O I涵有趣味地谈论（多用于书
名或文章标题）：《边寨风情～》。＠圈趣诏o

E趣味l quwei 画使人感到愉快、有意思、有吸
引力的特性：很有～l～无穷。

E趣闻E quwen 圈有趣的传闻2 轶事～。
觑←刑〈书〉看3 瞧：

（觑、 3觑、 1摩克）工视i小～！面面相
～ i冷！fl相～。

另见 1078 页 qO 。

·qu ( ·<IJ) 

戌 •qu 见1077 页［JffifltJLJ o 

另见 1477 页 xOQ

c二豆豆黄豆去画一τ二

考 quan ＜书〉躬。

品怠 quan ＜书〉悔改z 估价心）恶不～（坚持作
三~恶，不肯悔改）。

圈 quan O 川圈圈子①：铁～JL I项～ 1
画了一个～儿！桌子周围挤着一～儿人 l跑

了三～儿。＠圈圈子②z ～内 1 ～外 l包围～l
i寅艺～。＠画在四周加上限制（多指地方）；
围2 ～地 l用篱笆把菜地～起来。＠圈画圈做
记号：～选｜数目字都用笔～出来！把这个错字
～了。

另见 710 页 ju6n;711 页 juan 。

E圈点E quand陆n ［~在书或文稿上加圆圈或
点，作为句读的记号，或用来标出认为值得注
意的语句。

E圈定E quanding 画用画圈的方式确定（人
选、范围等） 0

E圈拢E quan·long ＜方〉匾。团结；使不分散z

～志趣相投的一块儿干。＠拉拢g 他受坏人
～，干了不该干的事。

E圈钱］ quan;; q ion 圈指非法向投资者敛取钱
财却不给予相应的回报·恶意～。

E圈套］ quantao [El 使人上当受骗的计策：设

不～｜落入～o
E圈椅E quanyl 圈靠背和扶：子接连成半圆形
的椅子。

E圈阅E quanyue 圈领导人审阅文件后，在自

己的名字处画圈，表示已经看过。
E圈占E quanzhan 圈划定界线并占有（土地、

资源、市场等）：严禁违规～土地。
E圈子E quan•zi 圈。圆而中空的平面形g环

形；环形的东西z 大家在操场上围成一个～。

到公园去兜个～｜说话不要绕～。＠集体的范
围或活动的范围 2 小～｜生活～。

椿 quan ＜书〉曲木制成的饮器

郡 quan 用于地名 z 柳树～制北）｜蒙～
t-' （在天津）。

,, 
quan ( <.IJ习）

权山 quan O <'f5＞棚。 f) ( 'f5 ) ;f:Z 
1 （榷）衡， ~Jt轻重。＠圈权力：当～1
有职有～l掌握大～l生杀予夺之～。 o~ 权
利z 人～i公民～｜选举～｜发言～。＠权变$权



10但 l qu6n ｜权全

宜z ～诈！～谋！通～达变。＠圃权且；姑且 z
～充 i死马～当活马医。 0 (Quan）圈姓。

〈古〉又同“椒”。

E权变l quanbian 画画随机应变。
E权标E quanbioo 函中间插着→把斧头的一
捆木棍，古代罗马把它作为权力的象征。“权
标”的译音是“法西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
尼的法西斯党名称由此而来。

E权柄J quanbing 函所掌握的权力。
E权臣E qu6nchen 圈掌握大权而专横的大臣2

～用事！～祸国。
E权贵E quangui 圈居高位、掌大权的人。
E权衡E quanheng 圈秤锤和秤杆，借指衡量、
考虑：～轻重 l～利弊l～得失。

E权奸E qu6nji6n ＜书〉［重掌握大权的奸臣 2 ～

秉政。
E权力E quanli 圈。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国家
～i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机关。＠
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行使大会主席的～o

E权利E quanli 圈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
和享受的利益（跟“义务’二相对）。

E权利能力E qu6nli nengli 指依法能够享有一
定权利和承担→定义务的资格。是行为能力
的前提。参看 1466 页【行为能力1。

E权略E quanlue ＜书〉画随机应变的谋略；权

谋。

E三三三 E权门E quanmen B权责人家 z 依附～。
三重E E权谋E quanm6u 画随机应变的计谋。
三三言 E权能】 quanneng 圈权力和职能。

E权且E quanqi岳国暂且；姑且z ～如此｜吃几
片饼干～充饥。

E权色E quanse 圈权势与女色s 贪恋～｜～交

易。
E权势J quanshi 圈权柄和势力：依仗～。
E权属E quanshu 圈（房地产、作品、发明等）所
有权的归属 z ～登记1～纠纷。

E权术E quanshu ~权谋s手段（多含贬义）：玩

弄～。

E权威E quanw岳iO 函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
望z 维护政府～。＠圈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
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他是医学～｜这部著作是
物理学界的～。＠圃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

威望：～著作 l王教授是一位很～的神经外科

专家。
E权位E quanwei 画权力和地位z 不谋～。
E权限E qu6nxi归国职权范围z 管理～｜超越

~ 。
E权要E quanyao ＜书〉圈。掌握大权的地位；
显要的职位：居～。＠权贵z 不避～。

E权宜E quanyi 圃暂时适宜；变通的z ～之计。
E权益E quanyi !El 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

和lj ：合法～。

[.fX舆E quanyu ＜书〉［司＠萌芽①z 百草～。
＠（事物）开始。

E权欲E quanyu 圈追求权力的欲望z 难以满

足的～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E权责】 quanze 圈权力和责任g ～分明。

E权诈E quanzha ＜书〉圈奸诈。
E权ii1] quanzheng 圈－种有价证券。投资者
在支付一定数量的权利金（购买权证时所付的
一定数量的价款）后，有权按特定价格在特定
时间内或到期日向发行人购买或出售相关资
产。和股票相比，更具高风险、高回报。

E权重l quanzhong 函指评价体系中某一指

标的相对重要程度z 根据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合理确定～分值。

E权重股E quanzhongg凸~总股本巨大从而

对指数涨跌的影响也大的上市公司股票，一般
就是通常所说的大盘股。

全 qu6n 0 ~完备；齐全z 这部书不～i东
西预备～了｜棉花苗已出～。＠保全；使

完整不缺z 两～其关。＠圈整个z ～神贯注｜

～家光荣｜～书十五卷。＠画完全；都z ～不
是新的 l不～是新的｜他讲的话我～记下来了。
0 (Quan）圈姓。

E全般E qu6nb6n [lf2I 整个8全面＝～工作。
E全豹E quanbao 圈借指事物的全部。参看

483 页I管中窥豹］ o
E全本E quanb曲。（～儿）圈属性词。指演出

时间较长、故事情节完整的（戏曲）：～《西游

记》。＠画足本。
E全部】 quanbu ~各个部分的总和；整个2 ～

力量 1工程已～竣工i 问题～解决。
E全才E quancai 圈在一定范围内各方面都擅
长的人才 z 文武～i在文娱体育活动方面f也是
个～。

E全称E quench岳ng 圈名称未简化前的完整形

式：少先队的～是少年先锋队。

E全程E qu6ncheng 圈全部路程z 运动员都坚

持跑完～。
E全都E quand6l』画全；都：人～到齐了！去年
种的树～活了。

E全额E quan ’ e ~国属性词。全部数额的＝～拨
款｜～奖学金。

E全方位E quanfangwei ~四面八方；各个方
向或位置g所有的方面＝～外交 l～出击｜～经
济协作。

E全份E quanf岳n （～儿）画完整的一份JL ：～茶



点 l～表册。
E全副】 quanfu [!121 属性词。整套的；全部的
（多用于精神、力量或成套的物件）：～武装 i～

精力。
E全乎】 qu6n· hu C~ JL) （口〉圃齐全2 这家商
店虽小．货物倒是很～。

E全会】 qu6nhui 圈（政党、团体）全体会议的简
称：中央～（～公报。

E全活JL) qu6nhu6r 圈指某些服务行业中一
项工作的全部活计，如理发师称剪发、洗发、刮
脸、吹风等全部理发程序为全活儿。现也泛指
某种JWjt的各项技能。

E全集】 qu6nji 圈－个作者（有时是两个或几
个关系密切的作者〉的全部著作编在一起的书

（多用于书名）：《列宁～》1《鲁迅～》！《马克思恩

格斯～》。
E全家福E qu6njiaf白圈。指一家大小合拍的

相片儿。＠指荤的杂煌。
E全价E qu6njia O 圈商品不打折的价格z ～
商品。＠回属性词。指配料完备或营养成分
齐全的：～饲料。

E全景） qu6njing 圈。全部景色z 登上山顶，
森林的～尽收眼底。＠摄影时用 360°度视角

摄取的景物，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2 ～电影！三
维～图像。

E全局E qu6nju ~整个的局面．～观念｜胸怀
~ 。

E全7fl qu6nkai E回属性词。印刷上指整张的
（纸） ：～宣传画。

E全科医生E qu6nk岳 yTsheng 掌握医学各科知
识，在社区和家庭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
医生。

E全力E qu6nli 0 画全部力量或精力z 竭尽
～。＠画用全部力量或精力：～支持！～打

造优质品牌。
E全力以赴E qu6nliyifu 把全部力量投入进去：

～打好这场比赛。
E全貌】 qu6nmao 画事物的全部情况；全部面
貌2 先弄清楚问题的～，再决定处理办法l仅据
一点，难以推想～。

E全面E qu6nmian O 画所有方面；各个方面
的总和：照顾～l～情况。＠圃完整周密；兼
顾各方面的（跟“片面”相对）：～发展！他的讲

话很～。
E全民） qu6nmin ~一个国家内的全体人民2
～公决｜～动员。

E全民所有制］ qu6nmin su6帅uzhi 生产资料
归全体人民所有的制度，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基本形式。

全 l qu6n \ 1四3 I 
E全能］ qu6nneng E园属性词。在一定范围内

样样都擅长的：～冠军 l 十项～运动员。
E全能运动］ qu6nn凯g yundong 某些运动项

目（如田径、体操等）中的综合性比赛项目，要
求运动员在一天或两天内把几个比赛项目按
照规定的顺序比赛完毕，按各项成绩所得分数
的总和判定名次。

E全盘E qu6np6n E冒属性词。全部的g全面的
（多用于抽象事物）：～计划！～考虑。

E全陪E quanpei O 画全程陪同z ～视察。＠
画指全程陪同的导游人员。

E全票E qu6np』∞圈。全价的车票、门票等。
＠指选举中的全部选票＝他以～当选为职工
代表。

E全勤】 qu6nqin rnil] 指在一定时期内不缺勤z

出～｜他这个月～。

E全情l quanqing 圈全部感情2 ～投入｜～奉

献。
E全球E quanqiu 国整个地球，全世界z 誉满

~ 。
E全球定位系统】 qu6nqiu dingwei xit凸ng 通

过导航卫星对地球上任何地点的用户进行定
位并报时的系统。由导航卫星、地面台站和用
户定位设备组成。用于军事，也用于其他领
域。

E全权］ qu6nqu6n 函（处理事情的〉全部的权

力 z ～代表 l～处理。 三三
E全权代表J qu6nqu6n daibia。对某件事有全主主
权处理和决定的代表。外交上的全权代表须哇主

持有国家元首的全权证书。

E全然］ qu6nr6n 画完全地（多用于否定式） : 
他一切为了集体，～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E全日制） qu6nrizhi 圈全天上课的制度，也泛

指全天工作的制度z ～学校！～用工 l创造条件
使学校由半日制改为～。

E全身E quansh岳n 圈整个身体z 用尽了～的

力气。

E全身心） qu6nsh岳nxTn 圃用全部的体力和脑
力（做某事）：～地投入工作。

E全神贯注E quanshen-guanzhu 全副精神高

度集中。
E全踊 quansheng E国极其兴盛或强盛（多指
时期）：唐朝是律诗的～时期。

E全食E qu6nshi 圈日全食和月全食的统称。
参看 1104 页1 日食1 、1618 页［月食1。

E全始全终E qu6nshl-qu6nzh6ng (j，故事）从头

到尾都很完美→致。

E全数】 quanshu 圈全部（可以计数的东西）：

借款～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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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全速l quansu 圈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航行｜部队～前进。
E全体E quanti 圈各部分的总和；各个个体的

总和（多指人）：～会员 i～出席｜看问题不但要

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o
E全天币明 quantianh归 自国属性词。＠不受

天气限制的，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使用或工
作的：～公路1～飞机。＠每天 24 小时不受

任何条件限制提供服务的：～服务。
E全托l quantuo 圃把幼儿托付给托儿所或幼
儿园昼夜照管，只在节假日接回家，叫全托（区

别于“日托勺。

E全文E quanwen ~望文章、文件的全部文字：
～转载。

E全武行l quanwuhang 圈＠戏曲中指规模

较大的武打z 排演一出～好戏。＠泛指暴力

行为（多指人多的）。
E全息E quanxl E园属性词。反映物体在空间
存在时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的 z ～摄影。

E全息照相E quanxl zhaoxiang 记录被物体反

射或透射的泼的全部信息的照相技术。全息
照相有光学、声学、X射线、微波等多种。用这
种技术照的相富有立体感。在某些检验技术
和信息存储、立体电影等方面有广泛的用途。

E全线E quanxian 圈＠全部战线z ～反攻 1～

出击。＠整条路线：这条铁路已～通车 l～工
程，克期完成。

E全心全意E qu6nx1n-qu6nyi 用全部的精力：

～为人民服务。
E全休l quanxiu Ill国指JI)=旺因病在一定时期内
不工作z 医嘱～两周。

E全音E quanyln 圈包括两个半音的音程叫全
音。参看到页［半音]o

E全优l quanyou 圃属性词。全部或全面优秀
的 s ～工程。

E全员E qu6nyu6n 圈全体职工；全体成员：～

培训｜～劳动生产率。
E全知全能E qu6nzhl-qu6nneng 无所不知，元

所不能。
E全l!Hl quanzhi [lf2l 属性词。专门担任某种职

务的（对“兼职”而言） ：～教师。
E全职太太E quanzhi tai ·tai 指城市中不出去
工作，专门在家里操持家务的主妇 z 为了照顾

家人，她毅然辞职做起了～。

俭 qu6n 侄俭叫u6n
人o

主人 、 a 口u6n 〈书〉＠诠释：～解。＠

在（诠）芋理；真理z 真～。
E诠次］ qu6nci （书〉＠圃编次；排列。＠画

层次；伦次：辞无～。

E诠释l quanshi 圈说明；解释。
E诠注E quanzhu 画注解说明。

茎 qu6n 古书上说的一种碑。

巨:f qu6n 0 泉水3 温～1 矿～｜清～｜甘～。
刀、二＠圈泉眼。＠钱币的古称z ～币。＠
(Quan）圈姓。

E泉流l quanliu 圈泉水形成的水流。

E泉水】 quanshui 圈从地下流出来的水。

E泉下E quanxia ~黄泉之下，指阴间。参看
575 页【黄泉J。

E泉H~l qu6nyan 圈流出泉水的小洞或裂缝。
E泉涌E quanyong 画像泉水→样不断涌出来＝

泪如～｜文思～。
E泉源E quanyuan 圈源泉。

栓… quan ＜书〉＠木制的没有辐条
（斡）的小车轮。＠浅薄2 ～才（浅薄的

才气或才能）。

拳 qu6n 0 圈拳头：双手握～｜～打脚踢
＠画拳术：打～！练～1 一套～ l 几手好

～l太极～。＠圈拳曲·老大娘～着腿坐在炕
上。

E拳棒l quanbang 圈。拳头和棍棒z 惨死在
暴徒～之下。＠指武术＝学习～O

E拳击E qu6njl 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比赛时

两个人戴着特制的皮子套互相击打，以击倒对
方或击中对方有效部位次数多为胜。

E拳脚E quanji凸o 圈。拳头和脚g ～相加。＠

指拳术：会几手～。

E拳曲E qu6nq0 圈（物体）弯曲：～着双臂1～

的头发。
E拳拳】（倦倦） qu6nqu6n （书） If图形容恳切z
情意～｜～之忱。

E拳师】 qu6nsh1 圈以教授或表演拳术为职业

的人。
E拳手E qu6nshou ~拳击运动员。
E拳术】 qu6nshu 圈徒手的武术。

E拳头】 qu6n·t6u 圈子指向内弯曲合拢的手：

把～握得紧紧的 l举起～喊口号。
E拳头产品J qu6n • t6u chanpin 指优异的、有

市场竞争能力的产品。

李全 u qu6n （书〉＠选拔～叙＠
（堂堂）幢幢。

E俭叙】 qu6nxu 1NiJ 旧时政府审查官员的资历，

确定级别、职位。

痊 qu6n 病也～愈。
m愈E qu6nyu 圈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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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 quan 见下

E倦倦E quanquan 见 1084 页【拳拳l 0 

嬉 quan ＜书〉美好的样子。

签 qu6n ＜书〉捕鱼的竹器2 得鱼忘～。

T白 quan ＜书〉一种玉。
J元κ

蜷 quan 圈蜷曲： ~~1花猫～作
c ：路）工团睡觉。

E蜷伏E quanfu 圈弯着身体卧着：他喜欢～着
睡觉。

E蜷曲E qu6nq0 圈弯曲（多用于人或动物的肢

体）＝两腿～起来！草丛里有一条～着的赤练
蛇。

E蜷缩J quansuo 画蜷曲而收缩2 小虫子～成

一个小球儿。
醒 quan 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翩翩

短基（或氢原子）连接而成的化合物，如甲
醒、乙醒等。

E醒基E quanjl 圈毅基中的→个单键和氢原子
连接而成的二价原子团（－CH（））。

It.白 门叫。n 圈鱼，体长 10 厘米左右，
r尿（鲸）主体深棕色，有斑纹，口小。生活
在淡水中。种类较多，常见的有华鲸、黑鳝鲸
等。

主程 quan O （头发〉弯曲：～发。＠形容头
苟否发美。

额（额） qu6n 见下。

E额骨l qu6ngu ~眼睛下边两腮上面突出的
骨头。

" qu凸n ( <_L]l手）

E犬子l quanzi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儿子。

吠 quan ＜书〉田间小沟。

E吠亩l quanm心〈书〉圈田间s田地。

缮 巾见阳刚酬。
（籍）

飞

quan c ＜.』与）

劝~· quan O rnID 拿道理说服人，使人
刀（勘）听从：规～i～导！～解 l他身体不
好，你应该～他休息休息。＠〈书〉勉励z ～
勉！～学。 8 (Qu凸n）圈姓。

E劝导】 quand凸o 圆规劝开导：耐心～ i 听从

~ 。
E劝告E quangao O 画面拿道理说服人，使人改
正错误或接受意见z 再三～。. [Bl 希望人改

正错误或接受意见而说的话：你要多听听大
家的～。

E劝和】 quanhe 圈劝人和解。

E劝化l quanhua 画＠佛教指劝人为善，泛指
劝勉感化。＠募化。

E劝驾l quan11 jia 圈劝人出去担任职务或做
客。

E劝架】 quan矿jia 圈劝人停止争吵、打架。
E劝谏E quanjian B噩旧时臣子对君主进言规主三

劝，后泛指规劝上级或长辈改正错误。 主主
E劝解】 quanji岳圈。劝导宽解：经过大家～，毫三

他想通了。＠劝架z 从旁～。
E劝咱（劝戒） quanjie rnID 劝告人改正缺点错

误，警惕未来2 他把我当成亲兄弟一样，时时～
我，帮助我。

E劝进E quanjin 圈劝说实际上已经掌握政权

而有意做皇帝的人做皇帝。
E劝酒】 quan;;j汕圈（酒席上）劝人喝酒z 主人
举杯频频～。

-b.. quan 狗＝警～1猎～｜牧～｜军用～ i丧家 I c劝勉E quanmian 画劝导并勉励z 互相～。
／、之～｜鸡鸣～吠。 IC劝募l quanmu 画用劝说的方式募捐z 多方

E犬齿E qu凸nchi 画尖牙。 I ～，集资百万。
E犬马E qu凸nm凸圈古时臣下对君主自比为犬 IC劝睡区E quanshuiqu 函交通管理部门在公

马，表示愿供驱使z 效～之劳。 | 路上划定的、劝导疲劳驾驶的司机临时休息的

E犬儒E quanru ~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 i 区域。
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 l E劝说E quanshu。圈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
人。 | 某种事情表示同意：反复～ i不听～。

E犬牙E quany6 圈＠尖牙的通称。＠狗牙。 I E劝退】 quantui 圈劝告使退出（某一职位或
E犬牙交错l quanya-jiaocuo 形容交界处参 l 团体等） ：对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的人员予以
差不齐，像狗牙一样。也形容局面错综复 1 ~ 
杂。 IC劝慰】 quanwei 画劝解安慰z 他多次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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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嘱咐我不要泄气。
E劝降】 quan;;xiang 圈劝人投降。

E劝诱E quanyou 圈劝说诱导。

E劝止】 quanzhi 画劝阻。

E劝阻】 quanzu 圈劝人不要做某事或进行某

种活动：好言～｜极力～。
券1 quan 圈票据或作为凭证的纸片：公债

～l入场～。
券2 quan ~＇3')'0" xuan 的又音

E券种E quanzhong 圈债券等的种类2 短期

~ 。

~些主组圭2

,l':ft. qu岳圈焕炬。
厅、另见 493 页 Gui。

E快侄E qu岳ting [BJ 不饱和1煌的一类，分子中含
有三键结构（ C== C ）的链炬，通式为
C" H," ，，如乙焕等。
缺仰阳缺乏；短少2 ～人 1～材料｜庄

稼～肥～水就长不好。＠画残破；残缺z
～口｜完满无～｜这本书～了两页。＠圈该到
而未到2 ～勤｜～课！～席。。巨型旧时指官职

的空额，也泛指→般职务的空额2 出～ i 肥～！

补一个～。
E缺编E ql』岳bian 画现有人员少于编制规定的

数额z 偏远地区教师～严重。
E缺德E que;;de E国缺乏好的品德，指人做坏
事，恶作剧．开玩笑，使人为难等等z ～话｜～
事｜真～。

E缺点E qu岳dian IBJ 欠缺或不完善的地方（跟
“优点”相对）：改正～i这种浅色花布很好看，
～是不禁脏。

E缺额E qu岳’ e ~现有人员少于规定人员的数

额3空额2 还有五十名～。
E缺乏E qu岳ta 画（所需要的、想要的或一般应
有的事物）没有或不够z 材料～i～经验！～锻
炼。

E缺憾E qu岳han 画不够完美，令人感到遗憾的
地方z 未能赶上参加开幕式，实在是个～。

E缺斤短两E qu岳，J\n-duanliang C售出的商品）
不够分量。也说缺斤少两。

E缺斤少两E quejln-shaoli凸ng 缺斤短两。

E缺考E qu岳怡。画考试缺席；没有参加应该参
加的考试z 因病～o

E缺刻E qu岳ke 圈植物学上指叶子边缘上的凹

缺。

E缺课】 qu岳11ke 画上课时没有到。

E缺口】 qu岳kou ~ O c～儿）物体上缺掉一块
而形成的空隙＝围墙上有个～1碗边儿上碰了个
～儿。＠指（经费、物资等）短缺的部分：原材
料～很大。

E缺漏E qu岳！au 圈欠缺遗漏的地方z 弥缝～。

E缺略E qu岳100 画欠缺；不完整z 释文～。

E缺门l qu昌men （～儿）圈空白的门类：～产

品｜填补～。
E缺欠E ql」岳qian O 函缺点：工作上有～。＠

圆缺少·～科技人才｜资金还～不少。
E缺勤r] qu岳；；qin 画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上班工

作：～率｜因病～。
E缺少E qu岳sh凸o 圆缺乏（多指人或物数量不

够）：～零件！～m水 1～入手。
E缺失E qu岳shl O 圆缺陷s缺点＝公司的经营
有很多～。＠圈缺少；失去．体育比赛不能～
公平公正的原则。

E缺损】 qu岳sun ~ 0 破损：如有～，照价赔
偿。＠医学上指身体的某个部分或器官缺少
或发育不完全。

E缺位】 qu岳wei 0 画职位等空缺·总经理一

职暂时～。＠圈空缺的职位：营销部还有一

个～。＠圈达不到标准或要求：管理～！服
务～。

E缺席】 qu岳11xi 画开会或上课时没有到u：因事

～l他这学期没有缺过席。
E缺陷E qu岳xian 函欠缺或不够完备的地方z

生理～。
E缺员E qu的u6n 圈人员短缺，多指机关、单位

等达不到编制规定的人数z 年老教师退休，造
成这所学校教师～。

E缺阵E qu岳F zhen 圈指运动员因故不能上

场参加比赛：多名主力～使球队实力大受
影响。

E缺嘴E qu岳11 zui ＜方〉画指在吃的方面没有得
到满足2 这孩子不～，可总也胖不起来。

阙 qu岳〈书〉＠过失；疏失2 袤职有
（阙）～（袤职z指君王）。＠同“缺”。
另见 1088 页 qu白。

E阙如E qu岳ru （书〉圃欠缺g空缺2 暂付～。
E阙疑E qu的i 圃把疑难问题留着，不下判断z

暂作～。

, 
que （〈日廿）

、.Rht que ［；且行走时身体不稳；版 Cb凸）：～

JI坷腿｜～着走｜摔～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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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确保E quebao 富国确实地保持或保证z ～交

通畅通1加强田间管理，～粮食丰收c

、

que < <.Ll-tt) 

却旷、 ~ que O 后退：退～ i～
（台口、祷却） 去。＠使退却z ～敌。

＠推辞：拒绝2 推～｜～之不恭 l盛情难～。。
去g掉z 冷～ l ；忘～ i 失～信心。＠堕］表示转
折z 有许多话要说，一时～说不出来｜文章虽短
～很有说服力。 0 (Qu的圈姓。

E却病E quebing ＜书〉圈避免生病；消除疾病z
～延年。

E却步E quebu rntil 因畏惧或厌恶而向后退：望

而～｜～不前｜不因困难而～。
E却说J queshuo 圈旧小说中常用的词语，往

往用来童提上文说过的事：～那日分别以后，

李生独自上路。
E却之不恭l quezhl担心gong 对于别人的馈

赠、邀请等，如果拒绝，就显得不恭敬，是接受
别人馈赠或邀请时说的客套话：～，受之有

愧。

煽 que 啪（土地）不肥瞅沃

A呈t公 口ue （书〉山多大石（多用于地

窘（磐）马）：～石（在广东）。
三县 … QU阜〈书〉诚实。
怨（慧、 2慈）「
元炫＇ que IBJ 0 鸟，体形较小，发声器官较发
-JE. 达，有的叫声很好听，嘴呈圆锥状，翼长，

雌雄羽毛的颜色多不相同，雄鸟的颜色常
随气候改变，吃植物的果实或种子，也吃昆

虫。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燕雀、锡嘴等σ ＠
(Qu自）姓。

另见 1051 页 qiao; 1os3 页 qiaoo

E雀用 queban 圈皮肤病，患者多为女性。症
状是面部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不疼

不痒。
E雀鹰J queylng 圈鸟，体形小，羽毛灰褐色，腹

部白色，有赤褐色横斑，脚黄色。雌的比雄的
稍大。是猛禽，捕食小鸟。通称鹤子。

E雀阳 queyue I盈高兴得像雀一样地跳跃z

欢欣～｜～欢呼。

确1 叫＠符合事
（榷、 1埔、主俑）头的3 真实：的

～｜正～｜～证。 8 lllJ 的确；确乎2 ～有此事。

＠坚固g坚定：～立 l～信 l～守。
确2 que ＜书〉（土地）利肌牛。

E确当E quedang 圃正确恰当；适当z 立论～｜

措辞十分～。

E确定E queding O ［固明确而肯定：～的答
复｜～的胜利。＠毒面使确定：～了工作之后就

上班｜还没有～候选人名单。

E确乎E quehii 国的确：经过试验，这办法～有

效｜屋子又宽绰又豁亮，～不坏。

E确立E quell 富国稳固地建立或树立：～制度！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E确切l qu岳qi岳圃＠准确z恰当 s ～不移｜用字

～。＠确实2 消息～｜～的保证。
E确认E queren 圆明确承认5确定认可（事实、

原则等）：参加会议的各国～了这些原则｜这些
文物的年代尚未经专家～。

E确实E queshi O 圈真实可靠：～性 1～的消

息｜这件事他亲眼看到，说得确确实实。＠圃

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性表示肯定：他最近～有

些进步｜这件事～不是他干的。
E确守l queshou 画坚定地遵守z ～合同 i～信

义。

E确信E quexin O ［到坚定地相信；坚信：我们
～这一崇高理想一定能实现。＠（～儿）圈确
实的信息2 不管事成与否，请尽快给个～儿。

E确凿E quez6o c旧读 quezuo）圈非常确实z ? 

～不移 i～的事实｜证据～。 主雪

E确诊E Ql』自zh画n 国i 确切地诊断：经过检查，～三三

为肺炎。

E确证E quezheng O 画确切地证实z 我们可

以～他的论断是错误的。＠圈确切的证据或
证明＝在～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rv~ ~~ que O ＜书〉终了 z 乐（νue）～n
肉（阕）＠画 a）歌曲或词一首叫二阕 z 弹
琴一～｜填一～词。 b）一首词的一段叫一阕z
上～｜下～。 8 CQue）圈姓。

榷 que O ＜书〉敲击＠见叫页
“榷2 ”。

韭自 由 que IEJ 喜鹊。
回~CT!§)
E鹊巢｝！每占E quechao-jiuzhan 比喻强占别人
的房屋、土地、产业等。

E鹊起E queqi 画像喜鹊忽地飞起，形容名声兴

起、传扬2 声誉～｜文名～。
E鹊桥】 queqiao 圈民间传说天上的织女七夕

渡银河与牛郎相会，喜鹊来搭成桥，叫作鹊桥2

～相会（泛指夫妻或情人久别后团聚） j 搭～（比

喻为男女撮合婚姻）。



I 1088 I qu自－ qun I 暗阙榷困透窘裙群

茸茸 que 用于人名，石惜，春秋时卫国大夫。
1-1日
阙 que O 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

（阙） ~望的楼，借指帝王的住所：宫
～！伏～（跪在宫门前）。＠神庙、陵墓前竖立
的石雕。 8 (Qu的画姓。

另见 10日6 页 que,

榷1 que ＜书〉专卖＇ ,'.__, * I ～税叶业的
税）。

榷2 que 商讨：商～
(6＊摧、提榷） 吁

仁：二函豆豆豆二三：1

因
qun 古代一种圆形的谷仓。

邃 qun ＜书〉退让越

E窒巡E qunxun ＜书〉画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

敢前进z ～不前。

,, 
qun c <.Ll17) 

窘 qun ＜书〉＠群居。＠某种事物悍的
地方z 学～。

裙 qun O 裙子：布～i 短
（有、袁）工｜连衣～i 百裙～。＠

形状或作用像裙子的东西z 围～｜墙～。
【裙钗】 qunchai 画旧时妇女的服饰，借指妇
女。

E裙带E qundai I!冒属性词。跟妻女姊妹等有
关的（含讽刺意） ：～官（因妻女姊妹的关系
而得到的官职）｜～关系（被利用来相互勾结
攀缘的姻亲关系） j ～风（搞裙带关系的风
气）。

E裙带菜E qundaicai 圈藻类植物，生长在海水
中，长可达 1 米多，褐色，有多数羽状的柔软裂
片，扁平如带状，边缘有缺刻。可以吃。

E裙房l qunfang 圈裙楼。
【裙服E qunfu 圈下身为裙子的女式套装。
E裙裤E qunku 画一种裤筒肥大，穿在身上看
上去像裙子的女裤。

E裙楼l qunl6u 画像裙子→样围绕在高大主
楼周围，层数较少的建筑物。也叫裙房。

E裙子E qun·zi 睛一种围在腰部以下、没有裤
腿的服装。
群 qun O 聚在一起的人或物：人

（军）～｜鸡～｜建筑～i 成～结队。＠

众多的人：超～！～言堂 l ～策～力。＠成群

的 2 ～峰｜～居 1～集。。国用于成群的人或

东西：一～孩子i 一～马。＠［量指在微信、

QQ 等即时通信平台上可以多人交流的小组z
～聊 i微信～｜建了一个～。 0 counl 画姓。

E群策群力】 qunce-qunli 大家共同出主意，出

力量。
E群唱l qunchang l昌一种演唱形式，三个或三

个以上的人交替着唱。
E群岛】 qund凸o I富海洋中彼此相距很近的一
群岛屿，如我国的舟山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等。

E群雕】 qundiao 圈。众多相关人物、动物等

组成的雕像：雨花台烈士～。＠由许多雕像
有机地组成的一组雕像。

E群发E qunfa o 画属性词。许多人参与发生
的z ～事件。＠圈用于机或计算机把某个短

信息或电子邮件同时发送给众多的人z 把这
条信息～给所有成员。

E群芳】 qunfang 函各种美丽芳香的花草，比
喻众多的女子g ～谱｜～竞艳！技压～。

E群婚•］ qunhun 画原始社会的－种婚姻形式，
几个女子共同跟别的氏族的几个男子结婚。

同→氏族内的人禁止通婚。
E群集E qunii 圈成群地聚集2 人们～在广场

上。
E群居l qunju 圈＠成群聚居z ～穴处。＠
〈书〉很多人聚在一起：～终日。

E群口】 qunkou E回属性词。曲艺的一种表演

形式，由三个或兰个以上演员进行表演的z ～
相声｜～快板儿。

E群龙无首］ qunl6ng-wushou 比喻－群人中
没有领头的人。

E群落】 qunluo 圈＠生存在一起并与一定的
生存条件相适应的生物的总体。＠同类事物
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风景～｜古建筑～。

E群氓E qunmeng E亘古代统治者对百姓的蔑

称。
E群魔乱舞］ qunm6-luanw心形容一群坏人猖

狂活动。

E群殴l qun ’。u 画打群架z 聚众～。
E群起E qunqi 圈很多人一同起来（做某事） : 
～响应｜～而攻之。

E群轻折轴］ qunqlng-zhezh6u 许多不重的东

西累积vg来也能压断车轴（语出《战国策·魏策

→》）。比喻小的坏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能
造成严重后果。参看 603 页I积羽沉舟1。

E群情l qunqing ~群众的情绪：～欢洽｜～激
奋｜～鼎沸。



E群山E qunshan 
山：～环抱。

画J 连绵不断或聚集成群的

E群体】 quntT l写＠由许多在生理七发生联系

的同种生物个体组成的整体，如动物中的海
绵、珊珊和植物中的某些藻类。＠泛指本质

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z 英雄～｜企业
～1建筑～。

E群团l quntuan 圈群众性团体：～工作｜～组

E群团组织】 quntuan zuzhT 有广大群众参加

的非国家政权性质的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
团、学生会等。

E群威群胆l qunw岳1-qundan

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敢精神。
E群舞l qunwu 画集体舞①。

很多人团结一致

E群像E qunxiang 圈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

的一群人物的形象2 雕塑革命烈士～｜小说塑
造了新一代农民～。

E群星E qunxT『19 圈。众多的星星3 ～闪烁。
＠指众多的有名的人物：体坛～l 晚会现场～

云集。
E群雄E qunxi6ng [BJ 0 旧时称在时局混乱中

称王称霸的→些人：～割据。＠指众多英雄
人物：～聚会。

E群言堂E quny6nt6ng 画指领导干部贯彻群
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并能
集中正确意见的工作作风（跟“二言堂”相

xt＞。

墅里J qun 口些？」
E群英l qunyTng !'SJ 指许多有才干的人，也指

许多英雄人物：～会l～欢聚。
E群英会E qunyTnghul 理赤壁之战的前夕，在

东吴文官武将的一次宴会上，周瑜说·“今日此
会可名群英会。”（见于《三国演义》四十五回）

现借指先进人物的集会。
E群众E qunzhong 圈＠泛指人民大众z ～大

会！～是真正的英雄 l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听
取～的意见。＠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

织的人。＠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E群众关系E qunzhong guan·xl 指个人和他周
围的人们相处的情况。

E群众路线】 qunzhong luxian 中国共产党的
→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一方面要求在一切工
作或斗争中，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组织
群众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
方面要求领导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即在集中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方
针、政策，交给群众讨论、执行，并在讨论、执行
过程中，不断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修改，使之逐
渐完善。

E群众运动E qunzhong vundong 
参加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

有广大人民

E群租E qunzu IN)] 多人二起租用一套住房z ～

房｜～户。

虞卢 qun ＜书〉成群z ～集｜～至。
（~眉）另见718 页 jOn 。

E康集E qunji 〈书〉国国聚集5群集。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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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日与）

蜗（喃） ran 见下。

E直向蛇） ranshe 圈螃蛇。
~ran 0 ＜书〉圆指示代词。如此；这样；
f（飞宫那样 z 不尽～｜知其～，不知其所以～。＠

〈书〉对s不错z 不以为～。＠〈书〉庄重然而z 此
事虽小，～亦不可忽视。。副词或形容词后缀2

忽～｜突～｜显～i欣～l飘飘～。 8 CR6n）~姓。
〈古〉又同“燃”。

E然而E ran ’ er 画用在后半句话的开头，表示
转折t 他虽然失败了很多次，～并不灰心。

E然后J r6nhou 画表示一件事情之后接着又
发生另一件事情z 学～知不足 i 先研究一下，～
再决定。

E然诺J r6nnuo ＜书〉圈允诺3答应②z 重～（不
轻易答应别人，答应了就一定履行）。

E然则J r6nze ＜书〉画用在句子的开头，表示
“既然这样，那么……飞～如之何而可？（那么
怎么办才好？）

髦 … ran 两腮的胡子，也泛指胡子z
（普）美～！此～i 白发苍～。

E鬓口E r6n•kou 圈戏曲演员演出时所戴的假
胡子。
脱＃由1 圈＠燃烧z 自～！～料｜篝火～起来
月二（＼飞了。＠引火点着2 ～灯 1～香｜～起火把。
Z燃爆E r6nbao 圈＠点燃使爆炸z 爆破手～
了炸药。＠由燃烧引起爆炸z 一般油轮在海上
发生～。

瞅点）1 randi凸n 圈加热使燃烧s点着2 ～灯

火。
瞅点】2 randian 圈某种物质着火燃烧所需要
的最低温度叫作这种物质的燃点。也叫着火
点。

E燃放E r6nfang 圈点着爆竹等使爆发：～鞭
炮｜～烟火。

E燃具E r6nju IEJ 燃气用具。
E燃料E ranliao ~能产生热能或动力的可燃

物质，主要是含碳物质或碳氢化合物。按形态

可分为固体燃料性H煤、炭、木材）、液体燃料
（如汽油、煤油〉和气体燃料（如煤气、沼气）。
也指能产生核能的物质，如铀、坏等。

E燃眉之急1J ranmeizhlji 像火烧眉毛那样非常

紧急的情况z 紧急求援，以解～。
E燃煤E r6nmei 圈用作燃料的煤z ～锅炉。
E燃气】 r6nqi 圈用作燃料的气体，如煤气、天

然气等。
U然气轮机，） r6nqitunjl 涡轮机的一种，利用高
压的燃烧气体推动叶轮转动，产生动力。体积

小，重量轻，功率大，效率高。
瞅情E r6nqing Ifill 情感火热炽烈的：～岁月。

U然烧J ranshao 圈＠物质剧烈氧化而发光、

发热。可燃物质和空气中的氧剧烈化合是最
常见的燃烧现象。＠形容某种感情、欲望高

涨2 激情～｜怒火在胸中～。
E燃烧弹） ranshaodan ~能使目标燃烧的枪
弹或炸弹，→般用黄磷、凝固汽油等作为燃烧

剂。旧称烧夷弹。
E燃烧瓶E ranshaoping 圈装有液体燃烧剂的

玻璃瓶，投掷后玻璃瓶破碎而燃烧。
E燃油】 r6ny6u 且用作燃料的泊，如汽油、柴
油等2 保证～供应。

v 
ran （日弓）

冉（节） 的『10 见下。 8 CRan）圈姓。

E冉冉】的nran ＜书＞ 0 Ifill （毛、校条等）柔软下
垂的样子z 须发～。＠画慢慢地z ～而来 l月
亮～上升｜老～其将至。

1古‘ • ~ r凸『1 见 1101 页【在再J。

忏（膏）
染巾。回用染料着色：印～！叶卜发

cta)O夕阳～红了天空。＠圃感染p沾染＝
传～｜～上恶习（一尘不～。 8 CR凸n）画姓。

E染病E r凸n;;bing 画得病；患病：～在床。

E染坊E r凸nf6ng ~染绸、布、衣服等的作坊。

E染缸E rangang IEl 染东西的大缸。比喻对人

的思想产生坏影响的地方或环境。
E染料E 的ntiao 圈直接或经媒染剂作用而能
附着在纤维和其他材料上的有色物质，有的可
以跟被染物质化合。种类很多，以有机化合物

为主。
Z染色E r凸nse 阉＠用染料使纤维等材料着

色。有时需要用媒染剂。＠为了便于观察机
体组织和细胞，把它们染成蓝、红、紫等颜色。



染栩嚷镶黝襄滚穰穰瓢褪壤攘嚷让｜「凸n 巾n9 I 1回1 I 

E染色体E r凸nsetl 圈存在于细胞核中能被碱｜ 不好；软弱z 你赶车的技术真不～｜病后身体～。
性染料染色的丝状或棒状体，由核酸和蛋白质 I c瓢子］ rcing•zi 圈。瓜果皮里包着种子的肉
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各种生物的染｜ 或瓣儿。＠瓢②g 表～（表芯〉！袜秸～。
色体有一定的大小、形态和数目。 l 兰市 rang 庄园脏（见于旧小说） ：衣服～了。

E染指E ranzhl 画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 I 'I习毛
甲鱼，故意不给予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手指
在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儿汤，尝尝滋味走了（见
于《左传·宣公四年衍。后来用“染指”借指分
取非分的利益，也指插手或参与分外的某种事
情z 股市风险很大，我一直不敢～。

栩巾〈书〉鸟翅膀下的细毛。

仁二王面豆豆豆τ1

嚷 rang 义同“嚷叫g），只用于嘟”。
另见 1091 页 rang 。

E嚷嚷E rang•rang ＜口〉圈＠喧哗；吵闹z 别
～，人家还在休息。＠声张z 这事～出去，对谁

都不好。

,, 
rang （日尤）

傻的ng 见 760 页i倒。

勤 rang 见 76（喇喇

囊问见下。

睡荷l r6nghe ~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圆
柱形，谈黄色，叶子椭圆状披针形，花大，白色
或淡黄色，新果卵形。花穗和嫩芽可以吃，根
状茎可入药。
漠 rang 0 见下。 8 CR6ng）肌水名，在

河南。
另见 1092 页的吨。

E攘攘E r6ngr6ng （书〉晴形容露水多。

攘的ng ＜书〉脚z ～灾。

E模解E rangj i岳〈书〉［通迷信的人向鬼神祈祷

消除灾殃。

穰 rang 0 （方〉函i 稻麦等的杆子z ～草。
＠（书〉同“瓢”①②。

E穰穰E r6ngr6ng ＜书〉［园形容五谷丰饶z ～满

家o

瓢 r白ng 0 卜儿L)
兰L～儿以J西瓜。＠（～儿）[E 泛指某些皮或

壳里包着的东西＝中~秸～｜信～儿。＠〈方〉睛

v 
rang （囚尤）

壤的ng 0 土壤：沃～＠〈耕地天～
之别｜霄～。＠地区：接～！穷乡僻～o

E壤土】的ngt心圈＠细沙和新土含量比较接

近的土壤。士粒粗大而疏松，能保水、保肥，适
于种植各种植物。＠〈书〉土地；国土。

攘血中 rang 咱们比～除｜～
c·~矮）外（抵御外患）。＠抢g ～夺。

＠捋起（袖子） ：～臂。＠纷乱：扰～O
E穰臂E rangbi （书〉画捋起袖子，伸出胳腾

（表示激奋或发怒）：～高呼｜～蹊目（捋袖伸臂，
瞪着眼睛，形容发怒）。

E襄除E r凸ngchu 〈书〉画面排除z ～奸邪。

E囊夺l r凸ngdu6 ＜书〉画夺取：～政权。

E攘攘l rangr凸ng ＜书〉圆形容纷乱。

嚷 rang @)] 0 喊叫 z ～唰～了，人家都睡主
觉了。＠〈口〉吵闹＝～也没用，还是另想三三

别的办法吧。＠〈方〉责备； i,J II斥：这事让妈妈
知道了又该～我了。
另见 1091 页 rango

、

rang （日尤）

二 L K担 rang 0 ＠）］把方便或好处给别
｝＿［（漂）人z 弟弟1＇，哥哥～着他点儿｜见困难
就上，见荣誉就～。＠圈请人接受招待＝～茶［

把大家～进屋里。＠画索取一定的代价，把财

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别人＝出～！转～l那辆旧车
～出去了。。圈指使、致使、容许或听任：谁
～你来的？ I这件事～你为难了！～我仔细想想~ I 
要是～事态发展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匾国
跟“我们”连用，表示祈使＝～我们相互支持，共
同努力！＠圈亚于；不如（用于否定式）：巾幅

不～须眉 i神勇不～当年。＠画避开；躲闪＝～

路！请～开点儿。＠因被④z 行李～雨给淋了。

［主主’“被”字后面的施事有时可以省略，但“让”
字后面的施事一般不能省略，如可说“行李被

淋了”，不说“行李让淋了”。 Ci) ITil 跟“看、说”

搭配使用，表示主观看法，相当于“依”或“照”z

～我肴，这事八成是黄了。 611 CRang>IEJ 姓。



主

巴些 rαng- rao i 让滚芫饶烧挠扰烧绕

E让步E rang;;bu ~在争执中部分地或全部地

放弃自己的意见或利益z 相互～｜在原则问题
上决不～。

E让渡E rang du 
～于人。

E让利E rang;; Ii 
人s ～销售。

圈让出；转让z ～主权l把产权

画把部分利益或利润让给别

E让零） rδng;;ling ~指商家或服务行业人员

等放弃应收款数的零头：卖菜的大嫂经常给顾

客～。
[it路E rang;;lu 画给对方让开道路。各项工

作都要为中心工作～。

E让位E rang;;wei 圈＠让出统治地位或领导
职位：为了培养年轻人，老干部主动～，退居二
线。＠〈方〉让座①O

E让贤E rang;; xi6n 画把职位让给有才干的

人＝退位～。
E让座E rang;;zuo （～儿）圃＠把座位让给别
人z 公交车上青年人都给老年人～。＠请客人
入座z 主人～又让茶，十分热情。

J盖 rang 滚渡河CRangd心 H岳〉，水名，在重

乞民庆。
另见 1091 页的吨。

, 
rao （日：么）

芫干 r6o 0 ＜书〉柴火g
（莞） CR6o）圈姓。

§ ～。＠

b\1: k~ r6o 0 丰富；多z 富～｜丰～｜～有
呢（筷）风趣。＠圃没有代价地增添；另
外添z ～头 l有俩人去就行了，不要把他也～在里
头。＠画饶恕；宽容z ～他这一回｜得理不～

人。＠〈口〉圈表示让步，跟“虽然、尽管”意
思相近2 ～这么让着他，他还不满意呢。＠

CR6o）圈姓。

E饶命E r6o;;ming 圈免予处死s给予活命。
E饶舌E r6oshe 圈唠叨s多嘴z 这个问题大家都

懂，我就不再～了。

E饶恕！］ raoshu 圈免予责罚。

E饶头E rao• tau （口＞~多给的少量东西（多
用于买卖场合〉＝这个小的是个～。

烧… rao 见 651 页阳、1归页
（娱） ［妖剧。
另见 1092 页 r6oo

挠（榜） r6o 〈书〉船桨。

E挠骨E r6og也圈前臂靠拇指－侧的长骨，与
尺骨并排，上端与尺骨、股骨相接，下端与腕骨

相接。（图见 468 页“人的骨锵”）

v 
rao （日么）

也b E士 的0 0 扰乱；搅扰z 干～l 打～。
~（援）＠〈书〉混乱；紊乱z 纷～｜～攘。
＠圈客套话，因受人款待而表示客气z 叨～l

我～了他一顿饭。
E扰动】 r凸odong 画＠动荡；骚动：明朝末年，

农民纷纷起义，～及于全国。＠干扰s搅动z 地

面温度升高，～气流迅速增强。
E扰乱E 的oluan 画搅扰；使混乱或不安z ～治
安｜～思路｜～睡眠。

E扰民E rao;;min 巨型搅扰百姓z 噪声～｜防止夜

问施工～G

E扰攘E 的。而ng ＜书〉圈骚乱g纷乱：干戈～。
E扰扰） roo的0 （书〉圆形容纷乱。

烧山 r凸0 ＜书〉烦扰唰
（嫖）另见 1092 页 r6o 。

、

rao （日么）

b\药 、 0 0 圈缠绕：～
统（镜、俩结）线。＠圈围着转动2
运动员～场一周。＠圈不从正面通过，从侧面
或后面迂回过去z ～路｜～行｜～远儿 i把握船舵，
～过暗礁。。巨型（问题、事情〉纠缠z 一些问题
～在他的脑子里｜我一时～住了，账目没算对。＠

CRao）~姓。
E绕脖子E rao b6· zj ＜方〉＠形容说话办事曲
折，不直截了当：你简单地说吧，别净～。＠形
容言语、事情曲折费思索z 这道题真～｜他尽说

些～的话。

E绕道） rao;;dao （～儿）画不走最直接的路，改
由较远的路过去z ～而行。

E绕口令E raokouling （～儿）画一种语言游戏，
用声、韵、调极易混同的字交叉重叠编成句子，
要求→口气急速念出，说快了读音容易发生错
误。也叫拗口令，有的地区叫急口令。

E绕圈子E rao quan. zi 0 走迂回曲折的路z

人地生疏，难免～走冤枉路。＠比喻不照直说
话z 有话直说，别～。

E绕弯JL) rao;;wanr 画＠〈方〉散步g 他刚吃

完饭，在院子里～｜我出去绕个弯儿就回来。＠
绕弯子。

E绕弯子E rao wan•zi 比喻不照直说话z 有意

见，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

E绕远JL) rao;;yuonr 0 圈走迂回曲折而较远



的路2 我宁可绕点儿远儿也不翻山。＠圃（路
线）迂回曲折而较远2 这条路很好走，可就是太
～了。

E绕组l raozu 圈电机或电器中用漆包线等绕
成的许多线圈的组合。

E绕嘴E raozui 圈不顺口；拗口：这话说起来特
另rJ～c

I/ re （日古）

~ r岳见 1 页1阿兰若1、98 页1般若］ Cbδ－
/f:t 「吕）、774 页【兰若］ o

另见 1117 页「U凸。

睹 r岳川1 页I酬。
另见 966 页 nu凸。

主主主 r岳画＠招弓l；引起（不好的事情） :~ 
2田、事i～祸｜～麻烦。＠（言语、行动）触动对
方：不要把他～翻了｜这人脾气大，不好～。＠
（人或事物的特点）引起爱憎等的反应：～人注
意！～人讨厌｜一句话把大家～得哈哈大笑。

E惹草拈花l recao-ni6nhu6 见 951 页I拈花惹

革］ o
E惹火烧身E r品huo-shaoshen 引火烧身①。
E惹祸E r昌11huo 画引起祸事z ～招灾 l他惹了
祸，吓得躲起来了。

E惹乱子】 r岳 luan•zi 闯祸g惹祸。
E惹气E re;; qi 圈引起恼怒2 别为这点儿小事～i
没想到因一句话惹了一肚子气。

E惹事E r岳；； shi 画引起麻烦或祸害z 你别给我
～i他在外惹了不少事。

E惹是非l r岳 shif岳i 引起麻烦或争端。
E惹是生非】 r岳shi-shengf岳i 惹是非。
E惹Hill r画怕n 圃显眼污l人注意。

、

re （囚古）

岳h ... re 0 圈物体内部分子不规则运
及与（热）动放出的一种能量。物质燃烧都
能产生热。 8lml 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
相对，下⑦③同）：～水l趁～打铁｜三伏天很～。

＠圈使热；;IJO热（多指食物） : ～一～饭！把菜
汤～一下。＠圈生病引起的高体温z 发～｜退
～。＠情意深厚z 亲～l～爱｜～心肠儿。＠形
容非常羡慕或急切想得到2 眼～｜～衷。＠圃
吸引很多人的z ～货 l～议 l～门儿 l现在对外汉
语教学很～。＠气氛浓烈2 ～闹｜～火。＠加
在名词、动词或词组后，表示形成的某种热潮z
足球～1旅游～l 自学～。＠放射性强z ～原子。
fD CR自）圈姓。

绕若畴惹热 I rao re I 1093 I 

m.爱E re'ai 画（对国家、人民、事业等）热烈地
爱z ～工作｜～祖国。

E热爆E rebao E热烈而火爆z ～场面｜明星演
唱会气氛～。

胁播l rebo ［到某节目受欢迎，一个时期内
在多家广播电台、电视台重要时段播放。

E热层E receng 画大气圈中的一层，位于中间
层顶部到距地面约 250 千米（太阳平静时）或
500 千米（太阳活动强烈时〉的高度范围。由
于吸收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层内气温随高度增
加而增加，顶部可达1 200℃。

E热肠E rechang ~热心肠；热情z ～人！一片
～｜古道～O

E热场E r岳；； ch凸ng 圈暖场。
E热潮E 『echao 圈指蓬勃发展、热火朝天的形
势：掀起植树造林～。

E热炒］1 rech凸0 ~炒出来趁热吃的菜肴（对
“冷盘”而言〉。

E热：炒r rech凸o B量大事炒作：赛事题材一再被
媒体～O

E热忱E r岳chen 函热情g 满腔～｜爱国～。

E热诚E recheng 圃热心而诚恳＝～地欢迎 l待
人十分～。

E热处理E r耐心Ii 圈把金属、玻璃等材料加热主
到一定温度，然后进行不同程度的冷却，叫作噩噩
热处理。材料经过热处理以后，内部结构发生三三
变化，性能得到改善。

E热传E rechuan l1l国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

（多指在网络上）：这段视频在网上～。
E热传导E rechuand凸o 画热从物体温度较高
的部分沿着物体传到温度较低的部分，是固体
传热的主要方式。也叫导热。

E热词l reci 画一个时期内使用频率极高的词
语z 网络～｜评选年度～。

E热带E rooai 圈赤道两侧南北回归线之间的

地带。终年炎热，冬季夏季的昼夜长短相差不
多，降雨多而均匀。

E热带低压l redai dlya 见 1093 页【热带气

旋1。
E热带风暴E rooai f岳ngooo 见 1093 页I热带

气旋1。
E热带气旋E redai qixuan 发生在热带海洋上
的气旋。按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的不同分为热
带低压（6-7 级）、热带风暴（8 9 级）、强热带

风暴（10 11 级）、台风（12 级或 12 级以上）。
E热带鱼E redoiyu 圈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海
中的鱼类「」般指其中可供观赏的。这些鱼体

小，活泼，形状奇异，颜色美丽。
胁带雨林E redoi y心lin 赤道附近终年高温多

闹地区的常绿森林。植物种类很多，除高大乔

木和灌木外，还有藤本植物、草本植物等。主



1094 I r自 l 热

要分布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非洲刚果盆

地，以及亚洲的马来群岛等地。
E热岛效应E red凸o xiaoying 城市热岛效应的

简称。
白书点E redian 圈一个时期内引人注目的地方

或问题：古都西安成为旅游的～。
E热电厂E redianch凸ng 画在供电的同时，还

利用汽轮机所排出的蒸汽供热的火力发电厂。
m度】 redu 画＠冷热的程度z 物体燃烧需要

一定的～。＠指高于正常的体温z 打了一针，
～已经退了。＠指热情z 搞实验，要持之以恒，
不能只有五分钟的～。

E热对流E reduiliu 圈液体或气体中较热的部
分和较冷的部分通过循环流动使温度趋于均

匀，是流体传热的主要方式。简称对流。
E热页lJ refeng 函干燥的热空气流动形成的

风。

胁敷E r台tu INil 用热的湿毛巾、热沙或热水袋

等放在身体的局部来治疗疾病。热敷能促进
局部血液循环，加速炎症消退。

E热辐射E r岳fushe 圃热从热源沿直线向四周

发散出去，是传热的一种方式。
E热狗E regou 圈中间夹有热香肠、蔬菜、调味
酱等的面包。是英语 hot dog 的直译。

E热购E r也gou 画因商品等受欢迎而踊跃购
买z ～应季服装。

E热管E regu归国一种用作传热元件的金属
管，两端密封，管壁附有多孔材料，管内充有一
定量液体。广泛用于航天、冶金、电子、轻工业

等部门。
a民函l r白hon 圈熔的旧称。
协核反应E r自he拍ny)ng 在极高温度下，轻元

素的原子核产生极大的热运动而互相碰撞，聚
变为较重的原子核，同时放出巨大能量。

院在核武器】「白hι》vuqi 氢弹。
院提烘烘E rehonghong （～的〉画状态词。形
容很热．炉火很旺，屋子里～的。

E热乎］（热呼） re•hu E回热和（「自•huo ）。

协乎乎］（热呼呼） r岳huhu c～的）圃状态词。
形容热和（ r合•huo）。

E热火E r在•huo 圈＠热烈z 广场上锣鼓喧天，
场面可～啦。＠热和（ re. hl」O）；亲热 z 两个

人谈得很～。

胁火朝天E rehuo-chaot ion 形容场面、情绪

或气氛热烈高涨。
E热和E re•huo 圈＠热（多表示满意）：锅里的

粥还挺～。＠亲热＝同志们一见面就这么～。
时L货E rehuo 圈热门货。
E热机E rejl 圈各种变热能为机械能的机器的

统称，如蒸汽机、内燃机、汽轮机等。

E热加工】「自Jiagong 圈指对在高温状态下的

金属进行加工。一般有铸造、热轧、热处理、锻
造等，有时也包括焊接。

E热键l rejian 圈快捷键。是英语 hotkey 的

直译。
E热辣E r岳1a 圈热烈而充满激情z ～的劲舞。

E热辣辣E relala （～的）圈状态词c 形容热得
像被火烫着－样：太阳晒得人～的｜他听了大家

的批评，脸上～的。
E热浪】 relang 画＠指猛烈的热气z ～滚滚。

＠气象学上指大范围异常高温的空气z ～袭
来，气象部门发布橙色预警。＠借指热烈的场
面、气氛等＝赛场上啦啦队掀起一阵又一阵～o

E热泪l relei 圈因激动、感动而流的眼泪：～
盈眶（眼中充满热泪）！两眼含着～。

E热力E ren 画由热能产生的做功的力。
白棋力学温标l relixue w岳nbiao 温标的一种，

单位是开尔文，它的零点叫作绝对零度，就是
273. 15℃。旧称开氏温标、绝对温标。

E热力学温度l relixu岳 W岳ndu 热力学温标的

标度，用符号T表示。

E热恋E relian 圈＠热烈地恋爱z 这对青年男

女正在～。＠深深地留恋＝～故土。

E热量l reliang ~温度高的物体把能量传递
到温度低的物体上，所传递的能量叫作热量。
通常指热能的多少，单位是焦耳，通常也用卡。

E热烈】 relie 圈情绪高昂，兴奋激动＝气氛～l
～响应｜～的掌声｜小组会上发言很～。

E热流l reliu 圈＠指激动振奋的感受·读了由
各地寄来的慰问信，不由得一股～传遍全身。＠
热潮：改革的～滚滚向前。

E热络l r自luo 圈。亲热z 两人关系～。＠热
烈：气氛～。＠频繁：两国领导人往来～。

E热买l rem凸i [ljl] 热购 z ～国库券。

E热卖l remai 匈（商品）受欢迎而卖得快；畅

销z 新款手机正在～中。

E热门E remen （～儿）圈指吸引许多人的事物：
～货｜～话题｜这个学科是～儿。

E热门货】 remenhuo 圈受人欢迎而畅销的货

物2 今夏，空调成了～。也说热货。
E热敏纸l remTnzhT 圈在优质原纸上涂有热敏
变色层的特种纸，当其通过接受了输入信号的
传真机、打印机等时，热敏变色层升温，纸上显
示出相应的文字、图像。

E热闹l re•nao 0 圈（景象）繁盛活跃：～的大
制广场上人山人海，十分～。＠画画使场面活
跃，精神愉快：我们准备组织文娱活动，来～一

下｜到了节日大家～～吧！＠（～儿）圈热闹的



景象：他只顾着礁～，忘了回家了。
E热能E reneng 圈物质燃烧或物体内部分子
不规则地运动时放出的能量。通常也指热量。

E热拍】1 repiii 画集中力量紧张地拍摄z 这部

电视剧正在南方～o

E热拍r repai 阉火热地拍卖z 网上～奥运纪

念品。
E热膨胀］ repengzhang 画物体在温度变化时
体和发生变化，通常为温度升高时体积膨胀。

E热捧］ rep岳ng 圈热烈追捧：新款手机受到年
轻人～｜歌迷～自己钟爱的偶像。

E热平衡E repingheng IB1 0 指与外界接触的
物体，它的内部温度各处均匀并与外界温度相
等的现象。＠指物体在同一时间内释放的热

量和吸收的热量相等而相互抵消的现象。
E热气］ r岳qi 函＠热的空气；热的水蒸气Z ～扑
面 l锅里冒着～。＠借指热烈的情绪或气氛z
讨论会开得～腾腾｜人多议论多，～高，干劲大。

E热钱］ reqian 画游资①。
E热切E reqie 圈热烈恳切2 ～的愿望 l～期待你

早日归来。

E热情】 reqing 0 圈热烈的感情：爱国～1 工
作～！满腔～｜～洋溢｜～奔放。$［固有热情z
～服务1他待人非常～。

E热容】 rer6ng 画热容量的简称。
E热容量E rer6ngliang 圈物体温度升高（或降
低） 1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作该物体的
热容量。数值上等于该物体的比热和它的质
量的乘积。简称热容。

E热身E re;;shen 圈正式比赛前进行训练、比
赛，使适应正式比赛并达到最佳竞技状态：～

赛｜～训练！这场比赛只是以练兵、～为目的。
E热水袋E reshuidai ['8] 盛热水的橡胶袋，用于
热敷或取暖。也叫暖水袋。

E热水瓶】 reshuiping 圈暖水瓶。

E热水器E reshulqi 圈利用燃气、电、太阳能等
使水升温的器具，用于淋浴、洗涤等。

E热腾腾E retengteng （口语中也读『吉凶ng”

t邑ng）（～的）圈状态词。形容热气蒸腾的样

子：一笼～的包子（太阳落了山，地上还是～的。

E热天E retian （～儿）圈炎热的天气：一到～，
他的哮喘就好了。

E热土】 ret心圈指长期居住过的或有深厚感情

的地方．～难离｜不忘家乡一片～。

E热瓦普E rewapu 圈维吾尔、塔吉克、乌孜别
克等民族的弦乐器。用木料制成，共鸣箱像半

个球形，蒙鳞皮或驴皮等。琴杆细长，顶部弯
曲，通常有五根金属弦。用拨子弹奏，音色清
脆。

热 I re I~些f」

E热望］ rewang 0 圈热烈盼望：～的目光！～
取得成功。＠圈热切的希望z 满怀～l不负您
的一片～。

E热吻］ rew品n [Zl国热烈亲吻。

E热污染E rewur凸n !Bl 通常指人类生活和生产

活动排放废热等造成的环境污染。

E热舞E rew心圈热烈奔放的舞蹈：演唱会以～
开场。

E热线E rexian 圈＠为了便于马上联系而经

常准备着的直接连通的电话或电报线路z ～
电话｜～点播i～联系 1～服务。＠运送旅客、货
物繁忙的交通路线z 旅游～o

E热销E rexiao 圈（商品）受欢迎而销售得快2
～书 1岁末年初羽绒服～。

E热孝E rexiao 圈祖父母、父母或丈夫去世不

久身穿孝服，叫热孝在身。
E热效率E rexiaolli 圈发动机中转变为机械功

的热量与所消耗的热量的比值。
E热效应］ rexiaoying 圈指物质系统在物理的

或化学的等温过程中只做膨胀功时所吸收或
放出的热量。根据反应性质的不同，分为燃烧
热、生成热、中和热、溶解热等。

E热心］ rexin 圈有热情，有兴趣，肯尽力 z ～

人l～给大家办事i他对工会工作很～。 墨画
E热心肠E rexinchang （～儿）0 IBl 待人热情、专三

做事积极的性情，也指有热心肠的人：她有一
副～｜他是个～。＠圈待人热情、f故事积极z

f也很～，经常帮助别人。

E热学】 rexue 圈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热
的性质、热的传播、热效应、物体受热后的变
化、温度的测定等。

E热血l rexue !Bl 借指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热
情：满腔～l～男儿！～沸腾。

E热血沸腾E rexue feiteng 形容情绪高涨、激
动。

E热压釜E reyafu 圈加压釜。

E热议l reyi 画许多人关注而议论z 居民～房
价。

E热饮］ reyin 圈餐饮业中指热的饮料，如热

茶、热咖啡、热果汁等。
E热映E raying [Zl!jJ 某一影片受欢迎，一个时期

内在多家影院多场次放映z 几部贺岁影片正在
全国～。

E热源E reyuan 圈发出热量的物体，如燃烧的

木柴、煤炭等。
E热战E rezhan 函指使用武器的实际战争（对

“冷战”而言）。
E热障E rezhang 圈飞机、火箭等在空中超声

速飞行时，其表面气流的温度很高，使金属外



丝丝土豆二~主土
层强度降低，甚至熔化或烧毁，这种现象叫作
热障。

E热衷）（热中） rezh6ng 画＠急切盼望得到
（个人的地位或利益）＝～名利。＠十分爱好
（某种活动） ：～于收藏名人字画。

, 
「en c 囚'7 ) 

人阳回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
劳动的高等动物：男～1 女～｜～们｜～类。

＠每人；一般人z ～手一册｜～所共知。＠指
成年人s 长大成～。。指某种身份或职业的
人z 工～｜军～｜主～！介绍～！电影～i 媒体～。
＠别人：～云亦云1待～诚恳。＠指人的品质、
性格或名誉z 丢～！这个同志～很好l他～老实。
＠指人的身体或意识：这两天～不大舒服 i送

到医院～已经昏迷过去了。＠指入手、人才2
～浮于事！我们这里正缺～。 Ci) CR岳n）姓。

E人才）（人材） renc6i 圈＠德才兼备的人；有
某种特长的人z ～难得 i～辈出。＠〈口〉指人
的相貌（多指美丽端正的）：一表～｜有几分～o

E人才市场E renc6i shichang 人才供需双方进
行交流以求建立劳务关系的场所：～正举办大
规模的招聘活动。

E人潮】 rench6o 圈像潮水一样的人群z ～涌

动。

E人称l rencl由19 圈某些语言中动词跟名词
或代词相应的语法范畴。代词所指的是说话
的人叫第一人称，如“我、我们飞所指的是听话
的人叫第二人称，如“你、你们”；所指的是其他
的人或事物叫第三人称，如“他、她、它、他们”。
名词一般是第三人称。有人称范畴的语言，动
词的形式跟着主语的人称变化，有的语言还跟
着宾语的人称变化。

E人J欠】 renci l.i 复合量词。表示参加某项活
动若干次人数的总和。如以参观为例，第一次
300 人，第二次 500 人，第三次 700 人，总共

是 1 500 人次。

E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r臼lC巾，zhengj心， r创war电－
-zh凯gxl （（丰Li己·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贝lj其政息。”原指好
的政令有贤人在就能施行，没有贤人在就不能
施行，现在多用来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E人大E rend a 圈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代
表｜省～。

E人丹E rend6n ~中成药，用薄荷脑、冰片、丁
香等制成，颗粒状。适用于中暑、晕车、天气闷

热引起的头昏、胸闷等症。旧也作仁丹。
[A~单E rendan ~人体炸弹的简称。

E人道】1 「endao 0 圈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

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
圃合乎人道的（多用于否定式）：这样做很不

～。＠［萄古代指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伦。。
〈书〉圈泛指人事或为人之道。

E人道］2 rendao 圈指人性交（就能力而言，多

用于否定式） 0
E人道主义E rendao zh的i 起源于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
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
口号。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超过反封建的
积极作用。

E人地生疏E rendi-sh岳ngshu 初到－个地方，

对那里的情况和当地的人都不熟悉。
E人了） rending 圈。旧时指成年人。＠人
口 z ～兴旺。

E人定胜天E rendingshengtian 指人力能够战

胜自然。
E人犯E renfan ~泛指某一案件中的被告人或
牵连在内的人：押送～。

E人贩子） renfan· zi 圈贩卖人口的人。
E人份l renfen 画复合量词。以→个人需要的
量为→人份：麻莎疫苗三十万～。

E人夫E renfli 圈旧时指受雇用或被征发~Ii差

役的人。
E人浮于事） renfuyushi 工作人员的数目超过

工作的需要；事少人多。
E人格） renge 圈＠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
征的总和。＠个人的道德品质z ～高尚。＠
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不得侵犯公民

的～。

E人格化】 rengehua E动］童话、寓言等文艺作品
中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对动物、植物以及非
生物赋予人的特征，使它们具有人的思想、感

情和行为。
E人格权） rengequ6n 圈人身权的→种，指公
民本身固有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等。参看 1098 页［人身权lo
E人工） reng6ng 0 ~属性词。人为的（区别
于“天然、自然”） ：～湖（～呼吸 l～降雨。＠圈

人力；人力做的工z ～操作！抽水机坏了，暂时用
～车水。＠圈工作量的计算单位，指一个人
做工一天g 修建这条水渠需用很多～。

E人工呼吸E rengong hlixl 用人工帮助呼吸的
急救方法，→般中毒、触电、溺水、休克等患者，
在呼吸停止而心脏还在跳动时可以用人工呼

吸的方法来急救。
E人工湖） ren~6nghu 圈人工修建的湖泊。
E人工降7j() reng6ng jiangshul 用人工使还没



有达到降水阶段的云变成雨或雪降下。
E人工流产】「在ngong liuchan 在胚胎发育的
早期，利用药物、物理性刺激或手术使胎儿脱
离母体的方法。简称人流。也叫堕胎Q

E人工授精l rengong shoujlng 用人工方法采
取男子或雄性动物的精液，输入女子或雌性动
物的子宫里，使卵子受精。

E人工智能】 rengong zhineng 计算机科学技
术的→个分支，利用计算机族拟人类智力活动。

E人公里】地ngonglT 画复合量词。运输企业
计算客运工作量的单位，把 1 个旅客运送 1 公
里为 1 人公里。

E人海E renh凸1 函＠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人群z
人山～。＠〈书〉指社会：～沧桑。

E人海战术E renh凸l zhanshu 指单纯靠投入大
量兵员作战的战术，泛指投入大量人力，单纯

依靠人多f故事的工作方法。
E人和J renhe 圈指人心归向，上下团结z ～百
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E人寰】 renhuan （书〉圈人问：惨绝～o
E人祸】 renhuo 圈人为的祸害：天灾～σ
E人机界面l r旬，ii jiemian 用户界面。

E人际E renji ~属性词。人与人之间的z ～关
系 1～交往。

E人迹】 renji [E 人的足迹：～罕至。
E人家E renjia （～JL）圈。住户：这个村子有百
十户～。＠家庭：勤俭～。＠指女子未来的
丈夫家：她已经有了～儿了。

E人家E ren•jia ~人称代词。＠指自己或某
人以外的人；别人z ～都不怕．就你怕｜～是人，

我也是人，我就学不会？＠指某个人或某些人，
意思跟“他”或“他们”相近2 你把东西快给～送
回去吧。＠指“我”（有亲热或俏皮的意味） ：原
来是你呀，差点儿没把～吓死！

E人尖子E renjian•zi 画出类拔萃的人；特别优
秀的人．要论庄稼活儿，在村里他可是个～。也
说人尖JL o 

E人间E renjian [E 人类社会；世间 z ～乐园 1 ～

地狱｜春满～。
E人间蒸发E renjian zh岳ngfa 比喻人或事物突
然消失，不知去向。

E人杰E renjie （书〉圈杰出的人。
E人杰地灵l renjie-diling 人物杰出，山川有灵

气。指杰出的人物出生或到过的地方成为名
胜之区，也指杰出人物生于灵秀之地。

E人精E renjlng 圈。特别精明、老于世故的
人。＠特别聪明伶俐的人。

E人居J renju 圈属性词。人居住的（地方、环

境等）：～环境 i 改善～条件。

E人均】 renjun ［面按每人平均计算：～收入l全

人 ren 1097 

村栽了四万多株树，～一百株。

E人口】 renkou 圈＠居住在一定地区内的人
的总数2 ～普查｜这个区的～有一百三十多万。
＠一户人家的人的总数（一般只说多、少，不
举具体数目）：他们家～不多。＠人（总称） : 
添～｜拐带～。

E人口学E renkouxue ［望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以人口现象、人口发展条件和发展规律为研究

对象。

E人困马乏E renkun-m凸ta 形容体力不支，疲劳

不堪（不～定有马）。

E人来疯.l r岳nlaif岳ng 指小孩儿在有客人来时撤

娇、胡闹。
E人老珠黄E renl凸a-zhuhuang 妇女年老失去
青春容颜，就像珍珠年久变黄不值钱一样。

E人类E renlei 圈人的总称s ～社会i造福～。

E人类学E renleixue 圈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和

人种分类等的学科。
E人力l r岳nli 圈人的劳力；人的力量z 爱惜～物
为｜用机械代替～！非～所及。

E人力车E renlich岳圈＠白人推或拉的车。＠

旧时一种用人拉的车，有两个橡胶车轮，车身
前有两根长柄，柄端有横木相连，主要用来载
人。

E人力资源l ren Ii z !yuan 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主
有可用的具备劳动能力（体质、智力、知识、技 -- 
能）的人的总和。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E人流】＇ r自nliu 画像河流似的连续不断的人
群z 不尽的～涌向广场。

E人流T renliu [E 人工流产的简称。

E人伦J renlun [E 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关系，如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

E人马E renma 圈＠借指军队：全部～安然渡
过了长江。＠泛指某个集体的人员 z 原班～（

我们编辑部的～比较整齐。
E人马座E renmazuo 圈黄道十二层）$之一。

参看 573 页【黄道十二宫l 0 

E人脉E renmai [E 指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z ～
网（良好的～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E人们J ren•men 圈指许多人：天冷了，～都穿

上了冬装。
E人面兽心l renmian-shouxln 面貌虽然是人，
但心肠像野兽一样凶恶残暴。

E人民J renmin ~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
基本成员。

E人民币J renminbi 画我国法定货币。以元

为单位。
E人民代表大会E renmin daibiao dahui 我国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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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选举
产生。简称人大。

E人民法院E renmin f凸yuan 我国行使审判权

的国家机关，分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如军事法院）。

E人民公社］ renmin gongshe 1958 1982 年

我国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在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一般→乡建立
一社，政社合一。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 1982 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设立乡人
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后，人民公社解体。

E人民检察院E renmin jianchayuan 我国的法

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分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
门人民检察院（如军事检察院）。

E人民警察E renmin jingch6 我国的公安人员，

是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简称民警。
E人民民主专政］ r白nmin minzhu zhuanzheng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参看 1381 页i无产阶

级专政1。
E人民内部矛盾J renmin neibu maodun 指在

人民利益根本－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
性的。

E人民陪审员】「在nmin peish品nyuan 我国司法

机关从人民群众中吸收的参加审判的人员。
任期 5年。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同审判
员有同等权力。简称陪审员。

E人民团体E renmin tuantl 民间的群众性组
织，如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等。
E人民武装】 renmin wuzhuang 属于人民的武

装力量。在我国，指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

队和民兵等武装组织，特指民兵等群众性武装
组织。

E人民性E renminxlng ~指文艺作品中对人
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等的反映。

E人民战争E renmin zhanzh岳ng 以人民军队

为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
E人民政府E renmin zhengf心我国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

E人命E renming 圈人的生命（多用于受到伤
害时） ：一条～｜～关天。

E人命关天］ renming-guantian 事情与人命相

关，极其重大2 传染病一旦蔓延，那可是～的大
事呀！

E人莫予毒］ ren『noyudu 日空一切，认为没有

人能伤害我（毒z伤害）。
E人模狗样E renmu-gouyang 形容举止、形象

不像样的人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含讥讽或诙

谐意）：瞧他那～的，真招人讨厌｜他穿上这身西
服还挺～的。

E人品J renpln 圈＠人的品质z ～高尚。＠
〈口〉人的仪表z ～出众。

E人气E renqi r:萄＠人的气息：屋里死静死静

的，没有一点儿～。＠人或事物受欢迎的程度2
由于该影片获奖，扮演女主角的演员～急升。＠

〈方〉指人的品格2 这人好～｜村里谁不知道他
的～！

E人’情E renqing 圈＠人的感情；人之常情z 不

近～。＠情面z 托～｜不讲～。＠恩惠；情谊z
做个～｜空头～！～债（指欠他人的恩情）。＠指
礼节应酬等习俗g 行～i风土～。＠礼物z 送

~ 。

E人情世故E renqing-shigu 为人处世的道理：

不懂～。

E人情味】 renqingwei （～儿）巨型指人通常具有
的情感：他的话既有哲理，又富于～。

E人权E renquan IEl 人和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应
享有的平等权利。包括人和群体的生存权、人
身权、政治权以及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享
有的民主权利。

E人群］ renqun ［组成群的人z 他在～里挤来挤
去。

E人人J renren 回所有的人；每人：我为～，～
为我｜法律面前～平等。

E人日】 renri IEl 旧时称农历正月初七。
E人肉搜索E renrou sousu凸指为了解真相，网
民用各种方法共同就某一人物或事件的信息
进行详尽搜索，在互联网上发布。

E人瑞E renrui 画人事方面的古祥征兆。后多
指年岁特别大的人：盛世～l 百岁～。

E人山人海E 「enshar】－ r】h凸 l 形容聚集的入极

多：体育场里，观众～。
E人蛇E renshe （方〉圈指偷渡的人。
E人身】 rensh岳n 圈指个人的生命、健康、行动、
名誉等（着眼于保护或损害）：～自由｜～攻击 l
～伤害。

E人身保险E rensh岳n baoxi凸n 以人的生命和
身体为标的的保险。可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E人身权E renshenquan 固与公民人身不能分
离而又不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
通常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两类。

E人身事故］ rensh岳n shigu 生产劳动中发生

的伤亡事件。
E人身自由E rensh岳n ziy6u 指公民的身体不

受侵犯的自由。如不得非法逮捕、搜查和拘留

等。



E人参l rensh岳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主根肥

大，圆柱状，肉质，黄白色，掌状复叶，小叶卵
形，花小，淡黄绿色，果实扁球形。根和叶都可

人药。
E人生E rensh岳ng 圈人的生存和生活：～观l
～大事［～两件宝，双手与大脑。

E人生观J rensh岳ngguan 圈对人生的看法，也
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
法。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参看 1191
页1世界观］ o

E人声E rensh岳ng lBl 人发出的声音：～鼎沸｜
～嘈杂。

E人声鼎沸】「自nsh副g-dingfei 人群发出的声

音像7j(在锅里沸腾一样，形容人声嘈杂喧闹。
E人士】 renshi lBl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民
主～l各界～｜党外～｜爱国～。

E人氏】 renshi lBl 人（用于介绍或询问籍贯，多
见于早期白话），当地～｜你姓什么？哪里～？

E人世】 renshi 圈人问：世问：～沧桑｜久病不
治，于昨日离开～。

E人世间】 renshijian 圈人世：世界上：～的事

物千奇百怪。
E人事】 r创shi lBJ 0 人的离合、境遇、存亡等情
况。＠关于工作人员的录用、培养、调配、奖
惩等工作2 ～科l～材料｜～安排。＠指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纠纷｜～摩擦。。事理人情z
不懂～。＠人力能做到的事z 尽～。＠人的
意识的对象：不省～｜他昏迷过去，～不知。＠
〈方〉礼物z 这次回去得给老大娘送点儿～，表表

我的心意。
E入手l renshou 圈指做事的人·～不足。
E人寿保险l renshou baoxian 以被保险人在

保险有效期内的死亡或生存为条件的一种保

险方式。简称寿险。也叫生命保险。
E人寿年丰E renshou-nianfeng 人健康，年成

好，形容生活安乐美好。
E人梯E rent I 圈。一个人接一个人踩着肩膀
向高处攀登叫搭人梯。＠比喻为别人的成功
而做自我牺牲的人z 甘当～。

E人体l renti 圈人的身体z ～模型｜～生理学。
E人体炸弹E rent r zhadan I蜀指携带爆炸物，
引爆后与袭击目标同归于尽的人。简称人弹。

E人同此心，心同此王咀 rent6ngcixln, xint6ng
clli 指对某些事情，大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
大致相同。

E人头l re门tau ~o 人的头。＠指人（用于

计数）：按～分i～税（旧时以人口为课税对象所

征收的税）。＠（～儿）指跟人的关系：～熟。＠
（～JL）（方〉指人的品质：～儿次（人品差）。

E人亡政息E renwang-zhengx j 执政的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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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政治举措也就跟着废止了。现在多用
来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参看 1096 页1人
存政举，人亡政息］ o

E人望l renwang 函声望乡威望z 素有～。

E人微言轻E renw岳i-yanqing 人的地位低，言

论主张不受他人重视。

E人为E renwei 0 圈人去做z 事在～。＠圈
属性词。人造成的（用于不如意的事）：～的障
碍1～的困难。

E人为刀姐，我为鱼肉E renweidaoz心， w凸wei
vurou 比喻人家掌握生杀大权，自己处在被
宰割的地位。

E人文E renwen 圈。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
现象z ～科学i～景观。＠指强调以人为主体，
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2 ～
精神！～关怀。

E人文精神l renwen jingshen 一种主张以人
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
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
的思想和行为。

E人文科学l renwen k臼ue 原指区别于神学

的同人类利益相关的学问，后来→般指研究社
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科学。

E人文主义E renwen zh心yi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三三
的主要思潮，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主孽
哲学，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 一

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是资本主义萌芽时
期的先进思想，但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有很
大的局限性。参看 1373 页【文艺复兴］ 0 

E人物l renwu 圈＠在某方面有代表性或具

有突出特点的人2 英雄～i风流～。＠特指重
要人物：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在村里也是个～ο

＠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人。。以人物
为题材的中国画。

E人像E renxiang 圈刻画人体或相貌的绘画、

雕塑、摄影等艺术品。
E人心E renxln 函。指众人的感情、愿望等2

振奋～｜大快～｜～所向｜～惶惶。＠指人的心

地，特指善良的心地：他并不是没有～的人。
E人心不古J renxln-bug凸现在的人思想感情
不如古人那样真挚纯朴Q

E人心果E r岳nxlnguo 圈。常绿乔木，叶子互

生，椭圆形，表面光滑，花小，黄白色，结浆果，
心脏形，种子扁平。生长在热带地区。果实可
以吃，也可制饮料，树干中流出的乳汁是制口

香糖的主要原料。＠这种植物的果实。
E人行道】 renxingdao ~马路两旁供人步行

的便道（区别于“车行道”）。
E人行横道E r岳nxing-hengdao 马路上划出的

供行人横穿马路的一段道，一般画有斑马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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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E人性l renxing 圈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E人性E ren•xing 圈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

理性g 不通～。
E人性化l renxinghua 画设法使符合人性发

展的要求z 管理～i～设计。

E人性论l renxinglun (\SI 一种主张人具有天生

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的观点。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人性论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制度和

封建道德对个性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具有
反封建的作用，但由于它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
级性去解释人性，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后
来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用来宣扬阶级调

和，反对元产阶级专政。
E人选E renxuan 圈为 A定目的挑选出来的

人2 适当～！决定秘书长的～。
E人烟E renyan IBl 住户的炊烟。借指人家或
住户 z ～稠密 i荒无～。

E人仰马翻l reny凸ng-mafan O 形容在交战中

大败的狼狈样z 敌人被打得～。＠形容混乱或
忙乱得不可收拾的样子。｜｜也说马翻人仰、马
仰人翻。

三三二 E人样E renyang （～儿〉圈＠人的形状；人应
主m 具有的仪表、礼貌等＝身上脏得不像～｜把孩子

惯得一点儿～都没有。＠指有出息的人z 不混
出个～儿来，不要回来见我。

E人妖E renyao (\SI 指生理变态的人，特指一些

国家中男人经变性手术等，表现出女性形体的
人。

E人意E renyi IBl 人的意愿、想法z 善解～！不尽

如～。

E人影E renyTng C～儿） IBJ 0 人的影子z 窗帘上
有个～。＠人的形象或踪影z 天黑得对面看不

见～l他一出去，连～也不见了。
E人鱼E renyu 圈儒良的俗称。
E人何 renyu 圈人本能的欲望，如物欲、性欲

等。
E人员E r岳nyuan 圈＠担任某种职务或具有

某种身份的人z 工作～｜值班～｜退休～｜闲杂
～。＠泛指群体中的成员z ～配备i主席团由
上述～组成i地震造成大量～伤亡。

E人缘JL] renyuanr 圈跟人相处的关系：～不

错｜没～｜有～O
E人云亦云E renyun-yiyun 人家说什么自己也

跟着说什么，形容没有主见。
E人造E renzao 圈属性词。人工制造的：非天
然的（区别于“天然、自然”）：～棉｜～毛 i～纤

维｜～卫星。
E人造地球卫星E renzao diqiu weixing 用火

箭发射到天空，按一定轨道绕地球运行的人造
天体。

E人造革l renzaoge 圈类似皮革的塑料和l品，
通常将熔化的树脂加配料涂在纺织品上，经加

热处理而成。也有用加配料的树脂经滚筒压
制而成的，有的有衬布。

E人造石油E renzao sh iy6l』从油页岩或煤中
提炼的或化工合成的类似天然石油的液体。

E人造丝E renzaosi 理人造纤维的一种。参看
1100 页【人造纤维］ o

E人造土】 renzaot心圈用某些废弃物与有机

材举｝研磨混合而成的培养土，重量轻，没有污
染，可以取代自然土壤栽培植物。

E人造卫星E renzc'Jo weixing 用火箭发射到天

空，按一定轨道绕地球或其他行星运行的人造
天体。通常指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地球卫星。

E人造纤维】 renzao xianwei 用人工方法制成

的纤维，是用竹子、木材、甘煎渣等天然高分子
化合物为原料制成的。根据人造纤维的形状
和用途，分为人造丝、人造棉和人造毛兰种。

E人造行星】 renzao xingxing 用火箭发射到

星际空间，摆脱地球的引力，按一定轨道绕太

阳运行的人造天体。

E人渣】 renzha 圈人类社会的渣淳；败类。也

说人渣浮。

E人渣浮】 renzha•zT IBJ 人渣。

E人证l renzheng 画出证人提供的有关案件

事实的证据（区别于“物证勺。
E人质E renzhi IBl 一方扣留或劫持的对方的
人，用来迫使对方履行诺言或接受某些条件。

E人治E renzhi 0 圈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思
想，主张君主依靠贤能来治理国家。＠画面指
根据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治理国家和社会。

E人中E renzhong 画人的土置正中凹下的部分。
E人种】 renzhong 圈具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
传特征的人群。世界上的人种主要有尼格罗
人种（即黑种）、蒙古人种（即黄种）、欧罗巴人
种（即白种）。£ ren 圈＠天干的第九位。据 421 页

［干支］。 f} CR岳n）姓。
J• 1 ren 0 仁爱：～心｜～政｜～至义尽。＠
I~ 敬辞，用于称对方：～兄l～弟｜～伯。＠
CR岳n）圈姓。

I • 2 ren （～儿）＠圈果核或果壳最里头较
I~ 柔软的部分，大多可以吃：果～JL I 杏～儿 i
核桃～儿｜花生～儿。＠像仁儿的东西z 虾～儿。

E仁爱E ren' ai 圃能同情、爱护和帮助人z 宽厚
～i～之心。

E仁慈E renci 圃仁爱慈善z ～的老人。
E仁丹l rendan 旧同“人丹”。



［｛二道E rendao !Bl 古代儒家提倡的仁爱之道。
E仁弟】 rendi 圈对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尊称，
老师对学生也用（多用于书信等）。

E仁厚】 renhau 圈仁爱宽厚2 ～待人。
［｛二人君子E 『岳nr岳n－『1zT 能热心助人的人，也

指心地纯正、道德高尚的人。
E仁人志士］ renren-zhishi 仁爱而有节操的人。

E仁兄】 renxiong 图对朋友的尊称（多用于书

信等）。
E仁义】 renyi 圈仁爱和正义：～道德 l～之师
（师：军队）。

E仁义］ ren•yi ＜口〉回性情和顺善良。
E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renzh创ianren, zhizh岳－
-jianzhi 见 639 页【见仁见智t

E仁政］ renzheng 圈仁慈的政治措施：顺应民
意，施行～o

E仁至义尽E renzhi-yijin 形容对人的善意和帮
助已经做到最大的限度。

f圭 Ren O 任县＜ R岳门沁∞ 任丘（ R岳
· 1 qi口），地名，都在河北。＠臣E 姓。

另见 1102 页 r胁。

ν 

ren （日17 ) 

ill ren ＠圈忍耐；忍受2 容～l～痛｜～饥挨

川巳」、饿 l～不住笑了｜是可～，孰不可～？＠忍

心z 残～1于心不～。

E忍冬E r岳ndong ~半常绿灌木，茎蔓生，叶子

卵形或长椭圆形，花初开时白色，后变成黄色，
有香气，果实黑色。花、茎、叶都可入药。也叫

金银花。

E忍俊不禁】 r岳njun bujln 忍不住笑。
E忍耐E r岳nnai 圈把痛苦的感觉或某种情绪抑

和l住不便表现出来。
E忍气吞声］ r品nqi-tunsh岳ng 形容受了气而强

自忍耐，不说什么话。
E忍让E r岳nrang 圈容忍退让z 互相～！一再～。
E忍辱负重E r岳nru-fuzhang 为了完成艰巨的
任务，忍受屈辱，承担重任。

E忍辱含垢】「岳nr心－hangau 忍受耻辱。

E，忍受E r品nshou 圈把痛苦、困难、不幸的遭遇
等勉强承受下来：无法～1～苦难。

E忍痛E r岳ntong 圈忍受痛苦（多形容不情愿）：

～不言｜～割爱｜～离去。

E忍无可忍］ r品nwuk岳『昌n 要忍受也没法儿忍

受，形容忍耐达到极限。

E忍心E r岳n;;xln 圆能硬着心肠（做不忍做的

事）：实在不～再去伤害她。

仁任忍在捻刃认 I r邑n 一「自n 1101 

在1 巾古代指白苏。

在2 r岳n ＜叫弱z 色厉内～。

E在再】 r品nr凸n ＜书〉圈（时间）渐渐过去z 光阴

～，转瞬已是三年。

E在弱】『品nruδ 〈书〉圄软弱。

工＆..「岳n （书〉＠庄稼成熟z 丰～。＠年；－

'Pl!.＂年z 其家业不及三～而衰。＠熟悉（多指
对人）＝素～1～熟｜～知。

E捻知】 r岳阳hi ＜书〉圈熟知z ～其为人。

飞

ren C 日17 ) 

刃… 阳＠卜儿）圈刀剪等的锋和I
（丸）部分；刀口 2 刀～｜～口｜这把斧子

倦了～儿了。＠借指刀 z 利～i 白～战。＠

〈书〉用刀杀：自～｜手～奸贼。
E刃具］ renju 圈刀具。

、川 ren 圈。认识；分辨z ～字 l～清

毛人（韶）是非i 自己的东西，自己来～！～准的
事就干。＠跟本来没有关系的人建立某种关
系 g ～了一门和～老师。＠同意；承认z应承z 三三
公～i否～l～可 l～输｜～错JL I ～捐｜～赔。＠认三g
吃亏（后面多带“了”）：你不用管，这事我～了。 -= 

＠〈口〉承认价值而愿意接受：现在边境贸易都

～人民币｜我就～这种牌子的酒。
E认不是】 ren bu· shi 认错。

E认错E ren;;cuo （～儿）面承认错误：他既然
～了，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E认得】 r岳n•de 圈认识①z 我不～这种花｜我～

这位先生。
E认定】 rending ［§国＠确定地认为．我们～只
有科学发展才能持续发展。＠明确承认；确定：

审核～技术合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
足以～。

E认罚E ren;;fa 画同意受罚z 情愿～l说错了，
我～。

E认负】『enfu 画认输z 白棋大势已去，无奈之下

只好投子～。
E认购E rengou 圈应承购买（公债等）：自愿
～｜～债券｜基金～。

E认股E reng心画认购股票z 职工自愿～。
E认脚］ renji凸0 ＜方〉［固鞋左右两只不能换着

穿。
E认缴E renj的。圈应承缴纳；同意缴纳2 ～罚

金。
E认捐E renjuan 巨型应承捐献z 公司为灾区重建

～一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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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认百if) renk岳画＠许可；同意：点头～！这个

方案被双方～。＠认为好；觉得不错＝大家都
很～他的为人｜这篇论文老师们都很～。

E认领E renllng [;!J] 0 辨认并领取＝拾得金笔一

支，希望失主前来～。＠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
己的领来抚养。

E认命E ren;;ming 圈承认不幸的遭遇是命中
注定的。

E认亲） r也n;;qln 函。旧时结婚后男女双方的

家人初次互相拜访。＠认定亲属关系：通过

亲子鉴定～o
E认生l rensh岳ng 圈（小孩子）怕见生入。

E认识E r白n·shi O 圃能够确定某一人或事物
是这个人或事物而不是别的＝我～他｜他不～

这种草药。＠圈通过实践了解、掌握客观事
物：～世界，改造世界。＠圈指人的头脑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z 感性～！理性～o

E认识论E ren•shilun 圈关于人类认识的对象、
来源、本质、发展过程和规律，以及认识与实践

的关系的学说。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

分成唯心主义认识论初唯物主义认识论。

E认输E ren;; shu rnlll 承认失败z 他没认过输。

E认死理l ren slli （～儿）坚持某种道理或理由，
不知变通z 这个人就是有点儿～，心还是好的。

E认同】 rent6ng 擅自＠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
而感到亲切：民族～感。＠承认；认可2 这种
研究方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

E认头E ren;;t6u （口〉画不情愿而勉强承受s
认吃亏：明知不合算也只好～。

E认为l renwei 圈对人或事物确定某种看法，
做出某种判断z 我～他可以担任这项工作。

E认养E r白nyang [!l自＠认领并抚养z 从孤儿院

～了一个女儿。＠经有关部门确认而负责养
护（花木、动物等）：今年本市开展了绿地～活
动。

E认贼作父】 r白nzeizuofu 比喻把敌人当亲人。

E认账E r告n;;zhang 圈承认所欠的账，借指承

认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z 不肯～｜隔了那
么久，他能认这个账？｜这话是我说的，我～。

E认真E r白nzh岳n 0 （庐）圈信以为真；当真：
人家说着玩儿，你怎么就认起真来了？＠回严
肃对待，不马虎g ～学习｜工作～ i 认认真真去

做。

E认证E renzheng E画证明产品、技术成果等
达到某种质量标准的合格评定。通常由国
家质量监督机构或其授权的质量评定机构
确认并颁发证书和标志g 学历～｜药品～｜～中

心。

E认知E renzhl 圈通过思维活动认识、了解。

E认助E renzhu E面应承资助2 爱心人士～贫困

生。
E认罪】 ren;;zui 圈承认自己的罪行z 低头～｜

～悔过。
右H 阳 E古时八尺或七尺叫作一例2 万～
l/.J 高山｜为山九～，功亏一笑。
二百牛 ren 〈书〉（言语）迟钝。
政JC初）
任1 ren 0 画任用z 委～l被～为厂长。＠
I 圈担任：～职 l连选连～。＠担当s承受z

～劳～怨。。职务：就～｜担负重～。 01Il 用
于担任官职的次数。
任2 阳＠圈任凭；听凭2 放～｜～由 1～意 l
I 听之～之l衣服的花色很多，～你挑选。＠
自毫不论；元论：东西放在这里，～什么也短不了 l

～谁也不准乱动这里的东西。
另见 1101 页 R削。

E任便】 ren;; bian rnlll 任凭方便；昕便＝你来不

来～o
E任从】 renc6ng （书〉画任凭；昕凭。

E任何E renhe 圆指示代词。不论什么．～人
都要遵纪守法！我们能够战胜～困难。

E任教E ren;; jiao 圆担任教师工作2 他在大学

～｜我在这所学校里任过教。

E任课E ren// ke 画画担任讲课工作：～教师。
E任劳任怨E r岳nl6o呻nyuan ｛；故事不辞劳苦，不

怕别人埋怨。
E任免E renmian 圈任命和免职z ～名单｜～了

一批干部。
E任命E renming 画下命令任用：～他为处长｜
公司～了新总经理。

E任凭E renping 0 圈昕凭2 去还是不去，～你

自己 i～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望无论；不管z

～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目望即使2 ～他
说得再好，我们也不能轻信。

E任期E renql 圈担任职务的规定期限z ～将

满 i～三年。
E任其自然E renqiziran 听其自然。

E任情E renqing （书〉＠圈任性；放纵感情z

～率性。＠圈』尽情。
E任人唯亲】 renren-weiqln 任用跟自己关系

密切的人，而不管他德才如何。

E任人唯贤l renren-weixian 任用德才兼备的

人，而不管他跟自己的关系是否密切。
E任务l ren•wu 圈指定担任的工作；指定担负
的责任＝生产～！超额完成～｜本校今年的招生～

是五百名。

E任性】 renxing 圃放任自己的性子，不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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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z ～胡闹 1他有时不免孩子气，有点儿～。
E任意E renyl 0 ~到没有拘束，不加限制，爱怎
么样就怎么样z ～行动 l～畅谈。＠回属性
词。没有任何条件的 z ～三角形。

E任用l renyong 圈委派人员担任职务g ～贤
能｜～得人。

E任职】 ren;; zhi 圈担任职务z ～财政部 l他在
交通部门任过职。

E任重道远E renzhong-daoyu讪担子很重，

路程又长，比喻责任重大，需要长期艰苦奋
斗。

节 酬。画引线穿过针鼻L：老太
纫（纫）太眼花了，～不上针。＠用针缝z
缝～。＠〈书〉深深感激（多用于书信）：至～
高谊。

E纫俯tl r岳npei』〈书〉画感激佩服。

韧 陪n 受外力
（朝、勒、头草草、养朝）作用时，虽然

变形而不易折断g柔软而结实（跟“脆”相对） : 

坚～1柔～｜～度｜～性。
E韧带l rendai 圈臼色带状的结缔组织，质坚

韧，有弹性，能把骨髓连接在一起，并能固定某
些脏器如肝、牌、肾等的位置。

E韧劲l renjin （～儿）［苞顽强持久的劲头：他做
事有一股～O

E韧皮部】「enpibu 圈植物学上指茎的组成部
分之一，由筛管和韧皮纤维等构成，可以输导

有机养料。
E韧皮纤维】 renpi xiiinwei 韧皮部的组成部

分之一，由两端尖的细长细胞构成，质柔韧，富
于弹力，如兰麻等的纤维。

E韧性l renxing 圈。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产

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指顽强持久的
精神＝任务越艰巨越需要～。

韧 由〈书〉支住车轮不使
（韧、祷朝） 旋转的木头 2 发～。

刃 ren （书〉充满充～。

饪 阳做饭做菜： ;:l':~o 
（饪、拎售任）

娃 u ren 栅： ~j30 
（铃f)

E娃妇l renfu 圈孕妇。
E娃振l rensh岳n 圈人和动物母体内有胚胎发

育成长；怀孕z ～期。
L,--(" • ren ＜书〉纺织。
结（饪、2，有王）
枉 ren 书〉＠衣襟。＠睡觉用

（将）的席子：～席。

甚时见1127 页【舶L］。
另见 1165 页 sh胁。

E二国豆盈至二二

扔 r岳ng [lllj] 0 挥动手臂，使拿着的东西离
开手z ～球（～手榴弹。＠抛弃；丢：这条鱼

臭了，把它～了吧。这事他早就～在脖子后边了。

, 
reng C 日L)

仍 reng 0 依照＝一～其附全照旧）＠
〈书〉频繁z 频～。＠圈仍然z ～须努力 l

病～不见好。

E仍旧E rengjiu 0 0涵照旧 z 修订版体例～。＠

圃仍然．他虽然屡遭挫折，可是意志～那样坚强。

E仍然l rengran 圆表示情况持续不变或恢复

原状：他～保持着老红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把
信看完，～装在信封里。

扔 reng （书〉福。

飞

r1 （日）

日 ri 0 圈太阳：～出 1 ～落。＠（附圈
指日本：～元｜～语。＠圈从天亮到天黑

的一段时间s臼天Cb'＆“夜”相对）：～班｜～场 i～
～夜夜｜夜以继～。＠圈地球自转→周的时

间 g一昼夜；天z 今～！明～！改～再谈。＠画用

于计算天数：十～｜多～不见。＠固每天g一
天天：～记｜～产量 l～新月异l 生产～有增加｜经
济～趋繁荣。＠泛指一段时间 z 往～｜来～ i 昔
～。＠特指某一天：假～1 生～1 国庆～。＠
(Rf) 圈姓。

E日班E riban C～儿）圆白天工作的班次。
E日斑E riban 函太阳黑子。
E日报E ribao 圈每天出版的报纸。
E日薄西山］ rib6xlshiin 太阳快要落山了，比喻

衰老的人或腐朽的事物临近死亡。
E日不暇给E ribuxiajT 形容事务繁贮，没有空闲。
E日常E richang 圃属性词。属于平时的z ~ 
生活｜～工作｜～用品。

E日场】 rich凸ng 画戏剧、电影等在臼天演出的

场1欠z ～戏｜～电影。

E日；程E richeng IBl 按日排定的行事程序2 ～

表 l议事～i工作～｜此事己提到～上。

E日戳E richuo [8］刻有年月日的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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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日耳曼人】 Ri ’岳rmanren I望约公元前 5 tH:纪

起分布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
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一些部落。

E日离E ri ’ er 圈太阳表面上红色火焰状的炽
热气体，由氢、氮、钙等元素组成。日全食时肉
眼能看见，平时要用分光镜才能看见。

E日工E rigong 函＠白天的活儿。＠按天数
计算工资的临时工人，也指这种临时工作。

E日光E rigubng 圈太阳发出的光。

E日光灯】 riguangd岳ng 圈荧光灯的俗称。

E日光浴】「iguangyu 画一种健身方法，光着
身子让日光照射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抵
抗力。

E日暑E rigui 圈古代一种利用太阳投射的影

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一般是在有刻度的盘
的中央装着一根与盘垂直的金属棍儿。

日喜

E日后E rihou ~将来；以后：这孩子～一定有
出息｜～出了问题，你可不要怪我。

E日华E rihu6 固日光通过云中的小水滴或冰
粒时发生衍射而成的光的现象。在太阳周围

形成彩色光环，内紫外红。
E日化E rlhua 圈指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E日环食E rihuanshi 圈见 1104 页【日食lo
E日积月累E rijl-yuel副长时间地积累2 每天读
几页书，～就读了很多书。

E日记】 riji ~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
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本i 工作

～ 1记～。
E日记账E rijizhang 圈簿记中主要账簿的一
种，按日期先后记载各项账目，不分类。根据
日记账记载总账。也叫序时账。

E日间】「ijian 圈白天。

E日见E r1jian 圈一天一天地显示出；逐渐地．
～好转。

E日渐E rijian 画一天→天慢慢地＝～进步｜～
萎缩。

E日界线E rijiexian !Bl 地球表面上的一条假想

线，与地球 180°经线大致相合，用作日期变更

的地理界线。旧称国际日期变更线。
E日久天长】 ri j i 凸－tianchang 时间长，日子久：

～，养成坏习惯就不好了。也说天长日久。
【日就月将l rijiu叽』岳Jiang 每天有成就，每月

有进步，形容积少成多，不断长进（就：成就；
将：前进）。

E日均】 rijun 画按每日平均计算＝春运期间～
客流量猛增。

E日来】 ril6i 自主l 近儿天来．～偶染小恙。

E日理万机l rilT-wanjl 每夭处理大量要务，形

容政务繁忙（多指高级领导人）。

E日历E rili 圈记有年、月、日、星期、节气、纪念
日等的本子，→年一本，每日一页，逐日翻过或

揭去。
E日冕l rimian 画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亮度约

为光球的→百万分之→。日全食时，可以看到

黑暗的太阳表面周围有一层淡黄色光芒。
E日暮途穷】 rimu-tuqi6ng 天黑下去了，路走到

头了，比喻到了末日。

E日内】「inei 圈最近几天里z 大会将于～举行。

E日偏食l ripianshi 圈见 1104 页1 日食lo

E日期】 riql ~发生某一事情的确定的年、月、
日或时期：发信的～！开会的～是 6 月 21 日到
27 日。

E日前E riqi6n 画几天前g ～他曾来过一次。

E日趋E riqu 圃一天→天地走向；逐渐地z ～繁

荣 i～没落。
E日全食E riqu6nshi 圈兑 1104 页1 日食1。
E日色】 rise ~太阳的光，指时间的早晚z ～不

早了，快点儿赶路吧。

E日上三竿E rishangsangan 太阳升起来离地

已有三根竹竿那么高，多用来形容人起床晚。
E日甚－El rishenylri 一天比一天厉害，形容
事物发展的程度日渐加深或严重：整个水域的
污染～，已经到了非根治不可的程度了。

E日食］（日蚀） rishi 圈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

阳的中间时，太阳光被月球挡住，不能射到地

球上来，这种现象叫日食。太阳光全部被月球
挡住时叫日全食，部分被挡住时叫日偏食，中
央部分被挡住时叫日环食。日食都发生在农

历初一。

球
，月

～
，
’

J

一
太阳 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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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日霜】 rishuang 哩］适合白天使用的护肤品，｜
主要作用是防御紫外线和空气污染。 ; 

E日头E ri •tou ＜方〉圈太阳。 | 
E日托E ritu6 圈白天把幼儿托付给托儿所或
幼儿园照管，晚！：接回家，叫日托（［及别于“全
托”） 0 

E日夕】 rlxi （书〉圈朝夕：～相处。
E日心说l rixinshuo 圈古时天文学上的一种

学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
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E日新月异E rixin-yueyi 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
化，形容进步、发展很快。

E日薪E rixin ['8) 按日计算的工资。
E日夜l riye 函臼天黑夜·～兼程｜～三班轮流
生产。

E日以继耐 rivliive 见 1531 页［夜以继日 l 0 

E日益】 riyi 画一天比→夭更加·生活～改善。
E日用E riyong 0 ~属性词。日常生活应用
的z ～品 1～百货。＠圈日常生活的费用＝一
部分钱做～，其余的都存银行。

(8用品l riyongpln 圈日常应用的物品，如毛

巾、肥皂、暖水瓶等。
E日元~］ riyu6n 圈日本的本位货币。也作日
圆。

E日圆E riyuan 同“日元”。
E日月E riyue 圈。口了③z 战斗的～！幸福的

～。＠时间；时光z ～易逝。

E日月如梭E riyue-rusuo 太阳和月亮像穿梭似

的来去，形容时间过得很快。
E日晕l riyun f81 日光通过云层中的冰品时，经

折射而成的光的现象。在太阳周围形成彩色
光环，内红外紫。日晕常被看作天气变化的预

兆。通称风圈。

E曰：杂E riza 圈日用杂货z ～商店。

日 2日戎彤茸荣 1 『I －的ng I 1105 

rong c 囚XL)

戎1 r6ng ＜书〉＠兵器；武器：兵～＠军
事；军队2 ～马（～装 1投笔从～。

戎2 叫＠我国古代称西方的民族＠
［吕姓。

[J:戈行E r6ngh6ng 〈书） IEl 军旅；行伍：久历～o

E戎机，］ r6ngji ＜书〉圈＠指战争5军事2 迅赴

～｜通晓～。＠指战机：贻误～O
E戎马】 r6ngm凸〈书〉［重军马，借指军旅、军

务：～生涯｜～俭惚（形容军务繁忙）。
E戈装E r6ngzhu6ng 〈书〉［蜀军装。
日少 r6ng O 古代指在祭祀后的第二天重复
川／祭祀。 8 CRong＞函姓。

茸 r6ng 肝脏纤细柔软的样子＠指
鹿茸：参～（人参和鹿茸）。

E茸毛E r6ngm6o 函指人或动物的绒毛；植物
体上的细毛。

E茸茸E r6ngr6ng 圈（草、毛发等）又短又软又

密：～的绿草！这孩子长着一头～的黑发。
荣 ω r6ng 0 草木茂盛：欣欣向～！本

（荣）固枝～。＠兴盛z 繁～。＠光荣
（跟“辱”相对） ：～誉1～耀｜虚～！～登榜首卜’立
功勋。 0 CR凸ng）圈姓。

E荣光E r6nggu6ng 回荣耀g光荣＝无上～。

E荣归】『6nggui 圆光荣地归来z ～故里｜衣锦
~ 。

E荣华l r6nghu6 ＜书〉圈草木开花，形容兴盛
或显达z ～富贵。

E荣获】 r6nghuo 国国光荣地获得：～冠军。

E荣军l r6ngjun 圈荣誉军人的简称。

E日照E 巾hao 圈二天中太阳光照射的时间。 J E荣任E r6ngren 圈指人担任要职〔多用于称
日照长短随纬度高低和季节而变化，并和云｜ 颂）。
最、云的厚度以及地形有关。夏季我国北方日 l E荣辱】 r6ng咱巨型光荣和耻辱z ～与共 1将个人
照长，南方日照短，冬季相反。 ! 的～得失置之度外。
目前巾h岳n 圄二天→天地达到；逐渐地z ～ I c荣升E r6ngsh叫圈指人升迁（多用于称
完善｜～成熟。 | 颂） o

E日志E rizhi 圈日记（多指非个人的）：教室～ I I （荣幸］ r6ngxing 圈光荣而幸运z 见到您感到
工作～。 | 十分～｜躬逢盛会，不胜～之至。

E日中E rizhong 圈正午。 I c荣耀】 r6ngyao E回光荣：为国争光，备感～。

E日妆E rizhuang 圈适合臼天活动的化妆2 ～｜服膺E r6ngying ＜书〉画光荣地接受或承当 z
以淡雅为主Q | ～模范教师的称号。

E日子E ri •zi 圈＠日期：这个～好容易盼到了。 I c荣誉E r6ngyu O 圈光荣的名誉：～感｜爱护
＠时间（指天数）：他走了有些～了。＠指生 i 集体的～。＠圈属性词。为表示尊敬、表彰
活或生计z ～越过越美。 | 等而授予的名义上的（称号）：～主席！～博士 l
η口 ri 0 古代驿站用的马车。＠用 i ～市民。

弓口（剧）于地名：～面（在广西）。 I c荣誉军人】 r6ngyu 阳创对革命伤残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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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称。简称荣军。

狱 r6ng 古书上指金丝猴。

bJ毛孔 h r6ng 0 菌绒毛
纵（饿、喊、毡）①鸭～1 驼～。
＠上面有一层绒毛的纺织品z 棉～！丝～｜长毛
～l灯芯～ i～衣｜～毯。＠（～JL）刺绣用的细
丝：红绿～儿。

E绒布E rongbu ［费有绒毛的棉布，柔软而保
暖。

E绒花E r6nghua C～儿）函用丝绒制成的花、鸟
等。

E绒毛E r6ngmao 圈＠人或动物身体表固和
某些器官内壁长的短而柔软的毛。＠织物上

连成一片的纤细而柔软的短毛。
E绒线】 rongxian 圈＠刺绣用的粗丝线。＠
〈方〉毛线。

结交1 rong 0 画容纳；包含：～量｜无地自～i
~ 这个礼堂能～两千人。＠画宽容；原谅z
～忍！大度～人｜情理难～。＠庄重允许；让z ～
许 i不～分说｜～我再想想。。〈书〉画或许；也
许z ～或 l辗转传抄，～有异同。 8 CR凸门g）圈

姓。

织技2 rong 0 脸上的神情和气色z 笑～｜愁
-tt" ～！怒～ l病～ l～光焕发。＠相貌：～貌｜
～颜l仪～！整～。＠事物所呈现的景象、状态：
军～i市～｜阵～。

E容错J r6ngcuo 画＠指计算机系统在硬件
发生故障或软件出现问题时，能自行采取补救
措施，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泛
指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败给予理解和
宽容：～机制。

E容光焕发J r6ngguang-huanfa 脸上放出光
彩，形容精神饱满或身体健康z ～地站在讲台

上。
E容或E r6nghuo ＜书〉剧或许s也许z 这篇文章
是根据本人回忆写的，与事实～有些出入。

E容积E r6ngjl ~容器或其他能容纳物质的物
体的内部体积。

E容量】 r6ngliang IBl 0 容积的大小叫作容
量。＠容纳的数量z 热～｜版面～。

E容量瓶】 r6ngliangping 圈量c liang）瓶。

E容留E r6ngliu 阉容纳s收留。
E容貌J r6ngmao ~相貌z ～端庄｜～秀丽。
E容纳J r6ngna E韧。在固定的空间或范围内
接受（人或事物） ：这个广场可以～十万人i修建
了一个可以～上千张床位的疗养院。＠包容接
受（意见） ：～忠言。

E容器E r6ngqi 函盛物品的器具，如盒子、筐、

主i:JL 、杯子等。
E容情E r6ngqing i望加以宽容（多用于否定

式）：对坏人坏事决不～。
E容人E r6ng;;ren 圈指宽容待人：～的雅量 l

心胸狭隘，容不得人。

E容忍E r6ngren ~宽容忍耐：他的错误行为使
人不能～O

E容身E r6ng;; shen ~安身z 无处～l～之地。
E容许】 r6ngxu 画许可z 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E容颜J r6ngy6n ~容貌；脸色2 ～秀美。

E容易】 r6ngyi ~回＠做起来不费事的z 说时～
做时难｜这篇文章写得很通俗，～看。＠发生某
种变化的可能性大：～生病｜白衣服～脏i这种
麦子不～倒伏。

E容止E r6ngzhl ＜书〉国仪容举止．～俊雅。

由~川b r6ng 见 1刷页惮酬。
来（蝶）
蓉 r6ng 0 用某些植物的翩翩子制成

的粉状物：豆～！椰～。＠见 217 页［Ji.:

蓉1 、 400 页1芙蓉］ o 8 CR凸ng）睛四川成都
的别称。 e CR6ng）圈姓。

切挝 r6ng 圈溶化；溶解z ～液｜～齐＇i I 棒脑～
1'1=r 于酒精而不～于水。

E溶洞】 r6ngdong 函石灰岩等易溶岩石被流
水所溶解而形成的天然洞穴。

E溶化】 r6nghu6 0 吕西）（固体）溶解 z 砂糖放在
热水中就会～。＠同“融化”。

［＋容l'f!JJ r6ngji 圈能溶解其他物质的物质，如
食盐溶解在水里，水就是溶剂。

E溶胶E r6ngjiao 圈直径 1 100 纳米的质点
分布于介质中所形成的物质。介质为气体的
叫气溶胶，如烟；介质为液体的叫液溶胶，如墨
汁；介质为固体的叫回溶胶，如泡沫玻璃。也
叫胶体溶液。

E溶解】 rongji岳圈 J种物质以分子或离子等
状态均匀地分散在另一种物质中。如把一
勺儿糖放进→杯水中，就成为糖水。

E溶解度） r6ngji岳du 圈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
物质在一定量溶剂中、溶解的最高量。通常以

在 100 克溶剂中达到饱和时所溶解的克数来

表示。

E溶解热E r6ngj1岳re 圈单位质量的物质在浴
解过程中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作这种物质的
溶解热。溶解热的大小与温度、压力、溶质和
溶剂的种类以及溶液浓度等有关。

E溶溶） r6ngr6ng ＜书〉圈（水）宽广的样子z ~ 
的江水0月色～。

E溶蚀E r6ngshi i到水流溶解并搬移岩石中的
可溶物质，这种现象在石灰岩地区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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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溶血E r6ngxue ［最红细胞破裂，红细胞内的 i E蝶螺l r6ngyu6n 圈两栖动物，外形像撕踢，头
血红蛋白逸出 o I 扁’表皮粗糙’背面黑色’腹面红＼黄色，四肢短，

E溶液】 r6ngy自 l雪两种或两种以卜的不同物｜ 尾侧扁0 牛活在水中

质以分子、原子或离子形式组成的均匀、稳l定 l 丘¢畏 λ占 「6ng 0 ＜书〉熔铸金属的模具o
的混合物。有固态的，如合金g有液态的，如糖 l 附（搭）＠〈书〉借指规范；模式。＠旧同
水；有气态的，直u空！i,o 通常指液态熔液。 I “熔”。

E溶胀E r6ngzhang 画高分子化合物吸收液体
而体积膨大，如明胶在水中、橡胶在苯中都会
发生溶胀。

E溶质】 r6ngzhi 强溶解在溶剂中的物质，如食
盐溶解在水里，食盐就是溶质。

珞 r6ng 见 217 页i酬。

榕 r6ng ~O 酬，常绿大乔木，树干分枝
’I吁立多，有气根，树冠大，叶子椭圆形或卵形，
花黄色或淡红色，果实倒卵形，黄色或赤褐色。
生长在热带地区。木材可制器具，叶、气根、树
皮可人药。 8 CR6ng＞福建福州的别称。
熔 r6ng 圈熔化～点 i～焊 l～炉。

E熔J点E r6ngdi凸n 圈晶体物质开始熔化为液
体时的温度。不同晶体物质熔点不同，非晶体
物质（如玻璃、石蜡、塑料等）没有熔点可言。

E熔合】 r6nghe 圈两种或两种以上固态金属
熔化后合为一体。

E熔化】 r6nghua ［画固体力口热至ilj 一定温度变为
液体，如铁加热至1 530℃以上就熔化成铁水。
大多数物质熔化后体积膨胀。也叫熔解、熔
融。

E榕化热】 r6nghuare 圈单位质量的晶体物质
在熔点时，从固态变成液态所吸收的热量，叫

作这种物质的熔化热。
E熔Jl'lj] r白ngji 圈熔炼、焊接或锻接时，为促进
原东｝、矿石或金属的熔化而加进的物质，如石
灰石等。

E熔解E r白ngji岳圈熔化。
E熔炼E r白nglian 画＠熔化炼制：把矿石跟焦
炭一起放在高炉里～。＠比喻锻炼．战火～了
战士们的钢铁意志。

U容炉E r6nglu 圈。熔炼金属的炉子。＠比
喻锻炼思想品质的环境z 革命的～o

E熔融］ r6ngr白ng ［到熔化：～状态。
E熔岩l r6ngy6n 画从火山门或裂缝中喷溢出
来的高温岩浆，也指这种岩浆冷却后凝固成的

岩石。
E熔铸】 r6ngzhu 阉熔化并铸造：～生铁。对生
活素材加以概括和提炼，进而～成为有血有肉的

艺术形象。

蛛（蝶） r6ng 见下

二P'rh r6ng 0 ［到融化z 消～ 1春雪易～。＠融
罔民合；调和：～洽｜水乳交～｜多元文化～为一

体。＠流通：金～。。 CR6ng）圈姓。

E融合J r6nghe 圈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体z

文化～｜～各家之长。也作融和。

E融和l r6ngh自＠圈和暖：天气～。＠晴融

洽；和谐：感情～｜气氛～。＠同“融合”。
E融化E r6nghua 南（冰、雪等）变成水。也作

溶化。
E面的［） r6nghui mm 融合汇聚z ～古今 i把普及

科学知识～到群众文化活动之中。
E融会l r6nghui 画融合：～贯通 i把人物形象

的温柔和刚毅很好地～在一起。
E融会贯通】 r6nghui-guantong 参考并综合多

方面的知识或道理而得到全面的透彻的领悟。

E融解l r6ngji昌圈融化：春天来了， clJ 顶的积雪

～了。

E融洽E r6ngqia E回彼此感情好，没有抵触2 关主主
系～｜～无间。 专三三

E融融E r6ngr6ng ＜书〉睛。和睦快乐的样

子2 大家欢聚一堂，其乐～。＠形容暖和：风和
日丽，春光～。

E融通】 r6ngt6ng 面uo 使（资金）流通：～资

金。＠融会贯通：～古今。＠使融洽；相互沟

通z ～感情。
E融资E r6ngzl 0 ( -11 ）~茵通过借贷、租赁、集

资等方式而使资金得以融合并流通。＠画
通过借贷、租赁、集资等方式而得以融合并流

通的资金。

v " rong （日义L)

’百乡 的ng 0 多余的z ～余 l～员｜～

JLC冗）词赘句。＠烦琐：～杂。＠繁忙
的事．希拨～出席。

[JC笔E rongbi 画文章或图画中多余元用的笔

墨。
lJI；长】 rongch6ng IJ1:§ （文章、讲话等）废话多，

拉得很长。
E冗繁E r凸ngf6n 画冗杂·他整天被～的琐事拖

住了腿。

E冗务l rongwu ［每繁杂的事务：～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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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j余E 的ngyu 圃多余号不必要的z 精简～的

岗位和人员｜这句话显得～，可以删去。
E瓦员E 的ngyuan 固单位中超过工作需要的
人员2 裁减～。

E冗杂】的ngza ~ ＜事务）繁杂。
(Jjj赘E rongzhui 圃（文章、讲话等）冗长，不简

练2 讲演稿发表时，删去了一些～的词句。

酥 rong 圃咱细而软＝
（辘、主毡） ～毛｜羽毛发～。

(ill毛毛E re主ngmao ~细而软的毛z 刚孵出来的

小鸡长着一身～。

, 
rou （日又）

柔 rau 0 软（跟“刚”相对，下③同） : ~tx I 
～韧｜～枝嫩叶。＠圈使变软z ～麻。＠

圃柔和z ～情 l温～｜她的性子很～。＠〈书〉安

抚z 怀～｜～远。 8 (R6u）圈姓。
E柔肠l r6uch6ng 圈温柔的心肠，借指缠绵的
情意z ～寸断（形容极其悲痛） I～百结（形容郁结
苦闷）。

王晖道l r6 
跤。两人徒手赤足搏击，以摔倒对方或使对方
背部着地 30 秒为胜。

E柔和】 r6uhe 圃＠温和而不强烈2 声音～l光
线～。＠柔软s软和：线条～i手感～o

E柔滑l r6uhu6 圃柔软而光滑s ～如脂！丝绸

手感～O

E柔美l r6um岳I 圄柔和而优美＝音色～。
E柔媚E r6umei 圈。柔和可爱z ～的月光！舞
姿轻盈～。＠温和柔）I顶，讨人喜欢z ～谦恭i～

的笑容。
E柔嫩E r6unen lllil 软而嫩z ～的幼苗。

E柔情E r6叫ing 圈温柔的感情2 ～蜜意｜～似

水。
E柔韧l r6uren 圃柔软而有韧性z 枝条～｜～的
皮革。

E柔盯 r6uruan 圈软和；不坚硬z ～体操｜～的
毛皮。

E柔润E r6urun E画柔和润泽z 皮肤～｜～的嗓

音。

E柔弱E r6uruo 圃软弱z 生性～｜～的幼芽。
E柔顺E r6ushun 圃温柔和顺2 性情～。

E柔婉E rouwan 圃＠柔和而婉转z 唱腔～｜～
的语调。＠柔顺z 性格～。

E柔细E r6uxi lllil 柔和而细z 声音～｜～的柳枝。
E柔性E r6uxing 0 圈温柔的性格；柔软的特
性（跟“刚性”相对，下同）。＠圃属性词。柔

软而易变形的z ～材料。＠回属性词。可以
改变或通融的z ～处理。

揉 r6u 0 刷子来回擦蜡z ～眼睛！把
纸都～碎了。＠圈用手反复推压搓弄东

西，使变软或成球形＝～面｜把泥～成小球。＠
〈书〉使东西弯曲 z ～木为来。

E揉搓l r6u•cuo 匾。揉①。＠〈方〉折磨。

辗 r6u （书〉＠车轮的外框。＠同
（睐）“揉”③。

煤 r6u （书〉用火烤木材使弯曲

揉 r6u 混杂杂～｜～合。

E揉合E r6uhe 圈掺和；i昆合：这座建筑把传统

与现代～为一体。

E橡杂E r6uz6 圈杂糕。

蹂 rot』叫s践踏z ～踏 l～躏。

E蹂躏E r6ulin 圈践踏，比喻用暴力欺压、侮辱、

侵害z ～人权。

鲸… r6u 古书上指枪乌贼。
（候）

鞍 r6u 画用脚使兽皮变柔软，制成皮革z
～皮子｜这皮子～得不够熟。

E草案料E r6uliao 圈能使兽皮柔软的物质，如锋

盐、拷胶、鱼油等。
E草案ifitj] r6uzhi 巨型用草草料加工兽皮，制成皮革2

把～皮子的手艺传给徒弟。

、

rou c 日；又）

肉 rou 0 圈人和动物体内接近皮的部分
的柔韧的物质。某些动物的肉可以吃z 猪

～｜～制品。＠专供食用而饲养的：～畜｜～
禽卜牛卜鸡。＠画某些瓜果里可以吃的部

分z 枣～｜冬瓜～厚。＠〈方〉固不脆；不酥2
～瓢儿西瓜。＠〈方〉圈性子慢，动作迟缓z ～

脾气 i那个人大～，一点儿利索劲儿也没有。
E肉搏E roub6 [!l国徒手或用短兵器搏斗z ～战｜

战士们用刺刀跟敌人～。

E肉搏战E roub6zhon 圈臼刃战。

E肉畜E rouchu 圈专供食用而饲养的牲畜。
E肉灰蓉E roucongr6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

多寄生在某些植物的根上，茎肉质，叶子鳞片
状，叶和茎黄褐色，花蓝紫色。茎可人药。

E肉感E rδugan 圃性感（多指女性）。

E肉冠E rouguan 1B1 鸟类头顶上长的肉质突

起，形状略像冠，红色或略带紫色。



E肉桂E rδugul 圈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形，有
三条叶脉，花小，白色。树皮叫桂皮，可入药或
做香料，叶、枝和树皮磨碎后，可以蒸制桂泊。

也叫桂。
E肉果】 rouguo 圈单果的一大类，包括浆果、
魏果、柑果、梨果等。通常指多汁或多肉质的
果实，如番茄、西瓜、袖子、苹果等。

E肉红E rouh6ng 画像肌肉那样的浅红色。
E肉乎乎） rouhuhu （～的）圃状态词。＠形
容肥胖的样子z 小胖子浑身～的。＠〈方〉形容
性子慢，动作迟缓z 他这人～的，火上房也不着

急。
E肉鸡） rδujl 圈肉用鸡。
E肉瘤E rδuliu 圈＠机体组织增生长成的肉
疙瘩；瘤子。＠骨头、淋巴组织、造血组织等
部位生长的恶’险肿瘤，主日骨肉瘤。

E肉麻E roum6 圈由轻傲的或虚伪的言语、举
动所引起的不舒服的感况。

E肉廉E rδumi 圈细碎的肉。
E肉牛】 rouniu 圈菜牛。
E肉排E r6up6i 圈牛排或猪排。

E肉皮） roupi 圈通常指猪肉的皮。

E肉票】「oL』piao c～儿〉圈指被劫匪掳去当人
质的人，劫匪借以向他的家属勒索钱财。

E肉皮JL) rδupir （方〉圈人的皮肤。
E肉鳝） rouqi 圈乌贼、枪乌贼等软体动物体上
的鳝状物，用来帮助游泳。

E肉禽】 rouqin 圈专供食用而饲养的家禽。
E肉色） rouse 画像皮肤那样浅黄带红的颜
色z ～丝袜。

E肉身E roush岳n 圈佛教用语，指肉体。
E肉食E r61』shi 0 圃属性词。以肉类为食物

的z ～动物。＠圈肉类食物z 多吃点儿素食，

少吃点！L～。
E肉松E rous6ng 圈用牛、猪等的瘦肉加工制

成的绒状或碎末状的食品，干而松散。
E肉体E 「δutl 圈人的身体（X才
神和～备受折磨。

E肉痛E routong （方〉圆心疼；舍不得。
E肉头】 rout6u （方〉圃＠软弱无能g软弱可
欺。＠傻·他净办这种～事！＠肉⑤＝这人干
活儿可真～。

E肉头E rou•tou （方〉圃丰满而柔软；软和2 这
孩子的手多～！｜这种米做出来的饭挺～。

E肉ff!J) rδuxing 圈摧残人的肉体的刑罚。

E肉鸭E rouya 圈肉用鸭。
E肉眼E rouyan 圈。人的眼睛（表明不靠光学
仪器的帮助）：～看不见细菌。＠指平庸的眼
光z 凡夫～。

肉如 I rou - ru I 1109 I 

E肉用鸡E r也uyongjl 函专供食用而饲养的鸡。

也叫肉鸡。
E肉用鸭E r6uy6ngy6 圈专供食用而饲养的鸭

子。也叫肉鸭。

E肉欲】 rouyu 圈性欲（含贬义）。

E肉质E rδuzhi 圈生物学上指松软肥厚像肉一
样的物质2 仙人掌有～茎。

E肉中刺E rouzh6ngc）圈比喻最痛恨而急于

除掉的人（常跟“眼中钉”连用）。

E肉孜节E Rouzi Jie 圈开斋节。［肉孜，波斯
rozah]

, ru （囚义）

如1 ru 0 适合；依照z 咄咄～期｜～
数。＠画如同z 爱厂～家｜十年～一日｜

～临大敌。＠画画及；比得上（比较得失或高
下，只用于否定式）：我不～他｜百闻不～一见｜

与其那样，不～这样。＠因用于比较，表示超

过：光景一年强～一年。＠庄重如果：～不及早

准备，恐临时措手不及。 0~量表示举例z 唐朝
有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书〉

到；往z ～厕。 0 (Ru）圈姓。

如2 ru 古汲语形容词后缀，表示状态2 空空
～也｜侃侃～也。

E如臂使指E rub)shizhl 《汉书·贾谊传》：“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后来用“如臂使指”形容指
挥如意。

E如厕E ruce （书〉画上厕所。
U口常E ruch6ng ®ii 跟平常一样g照常z 平静

～｜起居～。
E如出一辙E ruchOyizhe （车子）好像从同一个
车辙出来，形容事情非常相像z 几个人的看法

不谋而合，～。

E如初E ruchu 圈跟当初一样z 两人消除嫌隙，
和好～。

E如橡巨笔E ruchu6njubl 像橡予一样的大笔。

用来称颂别人气势宏大的文章或杰出的写作
才能。

E如此E r白cl 团指示代词。这样z ～勇敢｜～关

心 l天天～l理当～｜事已～，后悔也是枉然。

U口次E ruci B国如下：其理由～。
E如弟E rudi 圈旧时称结拜的弟弟。
E如堕五里雾中E ru duo w心liwu zh6ng 好像
掉在很大的烟雾里，形容模模糊糊，摸不着头
脑或认不清方向。

U日堕烟海E ruduoyanh副形容模糊，看不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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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如法炮制J ruf凸－p6ozhi 依照成法炮制药剂，

泛指照现成的方法办事。
E如镀在喉E rug昌ngzaih6u 好像鱼刺卡在喉咙

里，形容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非常难受z 这些
话～，早就想找机会说出来。

E如故E rugu 圈。跟原来一样z 依然～。＠
如同老朋友一样z 一见～。

E如果E rugu凸画表示假设g 你～有困难，我可
以帮助你。

E如何E ruhe 圆疑问代词。怎么；怎么样z 近
况～？ I此事～办理？｜该～处置就～处置。

E如虎添翼E ruh心tianyi 像老虎长上了翅膀，形
容强大的得到援助后更加强大，也形容凶恶的

得到援助后更加凶恶2 引进外援后，球队～，实

力大增。
E如花似锦】「uhua-sijln 形容风景、前程等十分

美好。

E如火如荼E ruhuo咄咄像火那样红，像荼（茅
草的白花）那样白。原形容军容之盛（话本《国
i吾·吴语》），现用来形容旺盛、热烈或激烈＝开
发区的建设～。

E如饥如渴J rujl叫胎如饥似渴。

E如饥似渴E n：“－silφ 形容要求非常迫切。也
说如饥如渴。

E如箭在弦E rujianzaixi6n 箭在弦上。

E如胶似漆E ruj iao-siql 像胶或漆一样粘在→
起，形容感情深厚，难舍难分。

um今J rujln 圈时间词。现在z 事到～，只好不

了了之l～再用老眼光看问题可不行了。匮蠢’
“现在”可以指较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指极短

的时间，“如今”只能指较长的一段时间。
E如来E Rul6i !Bl 释迦牟尼的十种称号之一。
意思是从如实之道而来，开创并揭示真理的

人。
E如雷贯耳E ruleiguan ＇岳r 像雷声穿过耳朵一

样，形容人的名声很大2 久闻大名，～。
E如临深渊，如履薄冰E rulinsh曲yuan，的1uoo

bing 《诗经·小雅·小臭》：“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意思是战战兢兢地好像来到深
水潭边，好像踩在薄冰上。形容谨慎戒惧。

E如芒在背E rum6ngzaibei 芒刺在背。
E如梦初醒E rumengchuxing 好像刚从梦中醒

过来，形容刚刚从糊涂、错误的境地中觉醒过
来z 受骗后他才～，悔不当初。

Um沐春风J rumuchunf岳ng 如坐春风。

E如鸟兽散E run的oshausan 像受惊的鸟兽→

样四处逃散（含贬义）。
E如期E ruqT I国按照期限：～完成 l～抵达目的

地。
E如其E ruqi ＜书〉圈如果。

E如泣如诉】 ruqi-rusu 好像在哭泣，又好像在

诉说，形容声音凄切、悲苦。
E如日中天】 rurizhongtian 好像太阳正处在正

午时刻，形容事物正发展到十分兴盛的阶段：
这几年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

E如若】 ruruo （书〉圈如果。
E如丧考批；］ rusangkaobi 像死了父母一样，形

容非常伤心和着急（含贬义）。
E如上E rust巾ng 圈如同上面所叙述或列举

的2 ～所述l特将经过详情报告～。
E如实】 rushi 圆按照实际情况g ～汇报。

E如释重负E rushizhongfu 像放下重担子一
样，形容解除精神压力后心情轻松愉快。

E如数家珍E rushujiazhen 像数自己家里的珍

宝一样，形容对列举的事物或叙述的故事十分

熟悉。
E如数E rushu 圃按照原来的或规定的数目 2

～归还｜～交纳税款。
E如汤沃雪】 rutangwoxu岳像热水浇在雪上，

雪很快就融化，形容事情极容易解决。
E如同J rut6ng ~量好像2 灯火通明，～白昼i 工
厂绿化得～花园一般。

E如下E ruxio ~萄如同下面所列举或叙述的z
列举～l现将应注意的事情说明～。

E如兄E n：“iong 圈旧时称结拜的哥哥。

E如许】 ruxu （书〉团指示代词。＠如此3这
样3 泉水清～｜～非凡的才智。＠这么些；那么
些．枉费～工力。

E如~］ ruyl E直没有变化；完全一致z 始终～｜

表里～。

E如蚁附擅】 ruyifushan 像蚂蚁附着在有腥味

的东西上，形容许多人纷纷追求某种恶劣的事
物或依附有钱有势的人。

E如意E ruyi 0 (-If～）属国符合心意：称心～｜事

事不知他的意。＠圈一种象征吉祥的器物，
用玉、竹、骨等制成，头呈灵芝形或云形，柄微
曲，供赏玩。

如意

E如意算盘】 ruyi-suan. p6n 指只从好的→方面
着想的打算：打～｜～落了空。

E如影随形】 ruyingsuixing 好像影子老是跟着

身体→样，形容两个人常在一起，关系十分亲

密：夫妻俩～，一生没有分离过。

E如鱼得7j() ruyudeshui 形容遇到的人跟自己



如茹锁u 儒需蠕濡濡婿潘颓蠕汝乳 l 「。－「u I 1111 I 

很投合或所处的环境对自己很适合。
E如愿E ru矿yuan 画符合愿望：～以偿（愿望实
现）＼这回可如了老人的愿。

E如约l ruyu岳圆按照约定：～会面｜～履行合

同。
E如字l ruzi ~见322 页【读破1 。
E如坐春风J ruzuochunf岳ng 好像置身于和暖
的春风里，形容受到良师的教诲、熏陶。也说

如沐春风。

E如坐针毡l ruzuozh岳nzhan 像坐在有针的毡
子上一样，形容心神不宁。
茹 ru 0 ＜书〉吃；吞咽： ~ot ＼～毛饮血！含
~I-I 辛～苦。 8 (Ru）画姓。
E茹苦含辛】 rul心－hanxln 见 511 页 I含辛茹

苦~o
E茹毛饮血E rumao-ylnxue 指原始人不会用

火，连毛带血地生吃禽兽。

敏H .. ru 圈金属元素，符号肌银白
（佛）色，质软，化学性质极活泼，在光的

作用下易放出电子，遇水发生爆炸。用来制光

电池和真空管等。
左王妻 ru 0 (Ru）指儒家＝～术｜～生。＠旧时
＇＂可指读书人z 腐～ 1～医 l老～。 8 (Ru）圈
姓。

E儒良】 rugen 圈哺乳动物，全身灰褐色，腹部
色淡，无毛，头圆，眼小，无耳壳，吻部有刚毛，

前肢呈鳝形，后肢退化，母兽有一对乳头。生
活在海洋中，吃海草等。俗称人鱼。

E儒家E Rujia !Bl 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以
孔子为代表，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

等。
E儒将E rujiang 画有读书人儒雅风度的将帅。
E儒教E Rujiao 圈指儒家。从南北朝开始叫作
儒教，跟佛教、道教并称。参看 1111 页【儒
家l。

E儒林E rulin 圈原指儒家学者群，后泛指读书
人的圈子2 名重～。

E儒商E rushong 画有读书人儒雅风度的商人。
E儒生E rusheng 圈原指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
人，后来泛指读书人。

E儒术E rushu 画儒家的学术。
E儒学E ruxue 圈。儒家的学说。＠元明清
时代各州、府、县设立的供生员读书的学校。

E儒雅E ruy凸画＠学问精深。＠气度温文尔
雅z 风流～。

E儒医E ruyl 圈旧时指读书人出身的中医。

蕾 ru 见阳页相

嚼 ru 见下。

E喃动l rudong ［画想要说话而嘴唇微动：她～
着嘴唇，想要说什么。

E蠕暖E runie （书〉圈暖嚼。
、语 ru （书〉＠沾湿；沾上z ～笔 i～湿｜耳～
1fTIJ 目染。＠停留；迟滞z ～滞｜～迹。
E濡染E r白的n ＜书〉画。为写字作画而把毛笔
在墨汁或颜料中沾湿z ～大笔写华章。＠沾
染；受熏陶z ～上了不少恶习！由于家学～，他的
古文功底很好。

E濡湿E rush I 画沾湿；变潮湿。

需 ru 小孩子z 妇～｜～子

E情人E ruren 圈古代称大夫的妻子，明清七品

官的母亲或妻子封南人。也通用为妇人的尊
称。

E帮子E ruzl （书〉圈小孩子z 黄口～。
E铺子可教l ruzl-k晶Jiao 指年轻人有出息，可以

把本事传授给他。
E帘子牛E ruzlniu t雹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
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见于

《左传·哀公六年衍。后来用“摇子牛”比喻甘

愿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
占居 ru （书〉柔弱的样子。

而
糯 ru （书〉短衣都

献 ru 见 9叫颜献1。
（颓）

蠕 ’（旧读叫蠕动s ～叫
（兴蟆）例如。

E蠕动l rudong 画像蜓蚓爬行那样动z 小肠是
经常在～着的。

E蠕蠕E ruru 圆形容慢慢移动的样子：运输车
队在盘山公路上～而动。

E蠕形动物E ruxing dongwu 旧时指元脊椎动
物的一大类，构造比腔肠动物复杂，身体长形，
左右对称，质柔软，没有骨曹番，没有脚。现已分
别归入扁形动物／＇］（如血吸虫、绿虫）、环节动
物门（如蜓蚓、直至）等。

v v 
ru （日又）

、..，).h.. 币。〈书〉圈人称代词。你z ～曹｜～
1二，、辈｜～亦如射乎？ 8 (Ru）圈姓。

字L r心。奶汁z 母～1～制品！水～交融。＠
主要为产奶而饲养的2 ～畜｜～牛。＠像

奶汁的东西z 豆～！～胶。＠乳房·～罩｜丰～。
＠初生的g幼小的2 ～燕！～猪！～牙。＠生殖z



I 1112 I 「口－ ru I 乳辱廓擂人

主事～。
E乳白】的bai I画像奶汁的颜色：～的烟云。
E手L钵】 rubo 圈研药末等的器具，形状略像碗。
E乳齿E ruchi 圈乳牙。

E乳畜E ruchu 圈主要为产奶而饲养的家畜，

如乳牛、乳用山羊等。
［~LJLl r凸’自r 函以乳汁为主要食物的小儿，通
常指一周岁以下的婴儿。

E乳房E rufang 圈人和哺乳动物乳腺集合的
部分。发育成熟的女子和雌性哺乳动物的乳
房比较膨大。

E乳腐E ruf心〈方） t8J 豆腐乳。
E手L化］ ruhua 圈为使原来互不相混的两种液

体混合起来，把其中一种液体变成微小颗粒分
散在另→液体中，叫作乳化。

l~L黄E ruhuang 圈像奶油那样的淡黄色：～

的围墙。
l~L)'f!Jl ru ii ~经过乳化的溶液。通常是水和
油的混合液。

E乳胶E rujiao 画粘木板等用的一种胶，成分
是聚乙酸乙烯树脂，乳白色液体，直接使用或
加少量水调制，胶合强度较高。

E乳酶E rulao 圈酷。

E手L廉E r凶mi 圈肠壁淋巴管内的液体跟膝液、
胆汁、肠液等混合而失去酸性所成的乳状液
体。乳廉被吸收到血液中，是体内各种组织的
营养物质。

E乳名E ruming ['81 小名；奶名。

E乳母E rumu 圈奶妈。
[!J'L娘］ runiang 圈乳母。

E军L牛］ runiu 画主要为产奶而饲养的牛，产奶

量比一般的母牛高。也叫奶牛。
E军L品］ rupin 画各种乳类和乳类制品的统称。

也叫奶品。
l!J'L熟】『ushu 圈谷类作物成熟的初期，籽实灌
浆后逐渐膨大，内含乳白色浆液，叫乳熟。

E手L糖］ r凸tang i富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12 H,,O口。白色晶体或粉末，存在于哺乳动
物的乳汁中，人奶中含有 5%→8% 。用来制
作婴儿食品，也用来配制药品。

E手L头］ rut6u 圈＠乳房 t圆球形的突起，
尖端有小孔，乳汁从小孔流出。也叫奶头。＠

像乳头的东西．真皮～1视神经～o
E乳腺E ruxi归国人和哺乳动物乳房内能分泌
乳汁的腺。发育成熟的女子和雌性哺乳动物
的乳腺发达，分娩后能分泌乳汁。

E孚L臭E ruxiu ~奶腥气z ～未干｜～小儿。
E乳臭未干E r心xiu-weigan 身上的奶腥气还没

有完全退掉，形容人幼稚不懂事理（含讥讽

意），有时用来表示对年轻人的轻蔑或不信任。

E乳牙】 ru回国人和哺乳动物出生后不久长
出来的牙。婴儿乳牙在出生后 6→9 个月开
始长出，2～3 岁长全，共 20 个， 6 8 岁时乳

牙开始脱落，换成恒牙。也叫乳齿、奶牙。
E乳罩】 ruzhao 圈胸罩。
E乳汁E ruzhl 圈由乳腺分泌出来的白色液体，
含有水、蛋白质、乳糖、盐类等营养物质。通称

奶O
[!JlL脂E ruzhl 冒雪从动物乳汁中提取的脂肪，有
牛草L脂（黄油）、羊乳脂等，可供食用或如l糕点、

糖果等。
E乳状液］ r心zhuangye 画一种液体的小滴分
散在另一种液体中形成的混合物。乳状液是
浑浊的，静置相当时间后，它的组成部分会按
密度不同分为上下两层，如牛奶。也叫乳浊液。

辱咱。耻辱（跟“荣”相对）：羞～i 屈～｜奇
耻大～。＠使受耻辱；侮辱2 折～｜～骂 i丧

权～国。＠沽辱：～没｜～命。＠〈书〉谦辞，
表示承蒙z ～临｜～承指教。

E辱骂E r凸ma 圈污辱谩笃。

E辱命E r心ming ＜书） [1;!)] 没有完成上级的命令
或朋友的嘱咐z 幸不～。

E辱没E rumo 0画站污；使不光彩：我们一定完
成任务，决不～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廓 r凸夹F廊叫
西北o

』去P- r心〈方〉画］插；塞：一只脚～到泥里了｜那
:Jn可本小说不知～到哪里去了。

、

ru c 日〉〈）

入 ru 0 画进来或进去（JI,~＂ tl:l”相对） :~ 
仓（放进仓库）！～汛（进入汛期）｜投～｜～冬｜

由浅～深｜纳～正轨。＠屋国参加到某种组织
中，成为它的成员：～学｜～团｜～伍。＠收入：
岁～↑～不敷出｜量～为出。＠合乎z ～时 1～情

～理。＠入声z 平上去～。
E入保】 ru;; b凸o 画向保险公司投保g参加保

险。
E入不敷出］ rubufuchu 收入不够开支。

E入场E ru;;ch凸ng 自由进入集会、演出、比赛等
的场所z ～式｜请准时～。

E入场券E ruchangquan t8J 进入某些活动场所

的凭证，也借指参加某种赛事或活动的资格z
争夺世界杯决赛的～。

E入超E ruchao 画在一定时期（一般为→年）

内，对外贸易中进口货物的总值超过出口货物
的总值，即贸易逆差（跟“出超”相对）。



E入档E rudang 画把公文、资料等装入档案
袋；把情况或事件记入档案：考核成绩汇总～o

E入定l ruding 圃佛教徒的一种修行方法，闭
着眼睛静坐，控制身心各种活动。

E入耳l ru＇岳『圈中听：不～｜这句话十分～。

E入伏l ru;;fu ［到进入伏天p伏天开始。

E入港】 rugang 回（交谈）投机（多见于早期白

话）：二人说得～。

E人阁】 ruge l司进入内阁担任l到员。
E入哉E rugol』〈书〉＠［画唐太宗在端门看见
新进士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F英雄入吾载
中矣。”（见于《唐俯言·述进士》）“’毅”是使劲张
弓，“载中’在箭能射及的范围。后来用“入哉”
比喻受人牢笼，由他操纵。＠圈比喻合于

般程式或要求。＠［咽投合，入神：听得～｜两
人谈得～。

E入股］ ru;;g心［量加入股份：踊跃～。

E入骨】 rug心［甜形容仇恨等达到极点：对叛徒
恨之～。

E入国问禁】 rugu6-wenjin 进入别的国家，先
问清他们的禁令。参看 1113 页i入境问俗1。

E入画l ruhua 阉画入图画，进入画境，多用来

形容景物优美．桂林山水，处处可以～｜来到黄
山，游人都有一种～的感觉。

E入伙】 ru;;hu凸 @!j] 0 加入集体伙食＂ 8 加入
某个集体或集团。

E入货E ru;;huo 画画进货。
E入籍】 ru叫i ［到加入某个国家、地区

成为其中一员，特指加入他国国籍2 申请～中
国 i优秀人才可在该市～。

E人寂l ruji 画佛教用语，称僧尼死亡。

E入境E ru;; jing 圈进入国境：～签证 l 办理～

手续。

E入境问俗】 rujing-wensu 《礼记·曲礼上》：
“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进入别国的
境界，先问清他们的禁令；进入别国的都城，先
问清他们的风俗。现在说成“入国问禁”和“入

境问俗”。
E入镜l rujing D到把人物、景色等摄入影视镜头。

E入口E rukou 0 （矿←）画进入嘴中。＠
（～儿）[BJ 进入建筑物或场地所经过的门或

口儿：～处 i车站～。. (-// ）圈外国的货物
运进来，有时也指外地的货物运进本地区。

E入寇E rukou （书〉画入侵，～边关。
E入殆】 ru;;lian 圃把死者放进棺材里。

E入列E rulie 圈（出列的或迟到的人）进入队列。

E入流l ruliu 画＠封建王朝把官员分成九品

（九个等级），九品以外的官员进入九品以内叫

人流。＠泛指进入某个等级2 他演技拙劣，是

入 ru 1113 

个不～的演员。

E入垄】 rulong 〈方〉圃（交谈）投机。

E人梅l ruv'mei [l副进入黄梅季g黄梅季开始。

参看 574 页1黄梅季l 0 

【人寐J rumei』圈入睡：思绪万千，辗转不能～o

E入门］ rumen 0 (-If一）（～儿）圈得到门径；初

步学会·～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圈
指初级读物（多用于书名）：《摄影～》1《国际象

棋～》。
E入梦E rumeng 圈进入梦境，指睡着Czh6o),

有时也指别人出现在自己的梦中。

E入迷J ru;;mi 0动l 喜欢某种事物到了沉迷的程

度：老爷爷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了迷。

E入眠l rum ian lql] 入睡 z 由于过度兴奋，久久不

白色～O

E入魔l ru;;m6 圈迷恋某种事物到了失去理

智的地步。
E入木三分l rumu-sanf岳n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
毒草之在木板上写字，刻字的人发现墨汁透入木
板有三分深（见于唐张怀璀《书断》）。后用来

形容书法刚劲有力，也用来形容议论、见解深

刻．对当前形势有～的分析。

E入目E rumu ［画看，看得下去：不堪～1惨象让工二
人不忍～。 三军事重

E入侵E ruqTn 圈。（敌军）侵入国境z 全歼～三毒

之敌。＠（外来的或有害的事物）进入内部：
冷空气～！病毒～o

E入情入理E ruqi『ig-rulT 合乎情理z 他说得～，

大家听得心服口服。

E入神l ru;;shen 0 唾］对眼前的事物发生浓

厚的兴趣而注意力高度集中z 他越说越起劲，

大家越听越～。·~园形容达到精妙的境地：
这幅人物肖像画得很～。

E人声E rusheng 自亘古汉语四声的第四声。普

通话没有人声，古人声字分别i卖成阴平（如

“厚、出”）、阳平（如“国、直”）、上声（如“铁、北”）、

去声（如“客、绿’勺。有些方言有人声，入声字

发音一般比较短促，有时还带辅音韵尾。参看
1241 页【四声lo

E入时l rushi 圈合乎时尚（多指装束）：打扮

～（穿着～O
E入世l rushi 巨型投身到社会里s 他刚毕业，～
不深。

E入市E rushi R面进入市场：投资有风险，～需谨

慎 i新楼盘大量～。

E入子］ rushou 画着手；开始做z 从调查研究
～l音乐教育应当从儿童时代～。

E入睡E rushui @!j] 睡着Czh6o ）。

E入土E ru;;t心圈埋到坟墓里z ～为安 l 半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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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离死亡不远了）。

E入托l rutuo 圃l 把小孩儿送入托儿所。
E入网E ru;;w凸ng 曲子机、寻呼机等加入某个

通信网，也指计算机加入某个网络。

E入微l ruw岳i 圃达到十分细致或深刻的地
步＝体贴～｜演员的表情细腻～。

E入围l ru;;wei 圈经选拔进入某一范围z 中国
象棋锦标赛八强产生，广东两名选手～｜经过评
选，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

E入阁l ruwei 画科举时代应考的或监考的人

进入考场。

E入眯JL] ruweir 匾。有滋味＝菜做得很～。
＠有趣味：这出戏我们越看越～。

E入伍l ru;;wu 画参加部队z 他去年应征～。

E入席E ru;;xi 画举行宴会或仪式时各就位次：
来宾～｜依次～。

E入戏l ru;;xl 圃（演戏时）进入角色z ～快是演

员的基本功。
E入乡随俗E ruxiang-suisu 到一个地方就遵从

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说入乡随乡、随乡入乡。
E入乡随乡E ruxiang-suixiang 入乡随俗。

E入选E ruxu凸n 强中选＝～国家队｜公布～名

单。
E入学E ru;;xue 圈＠开始进学校学习 2 ～考
试｜明天体检，后天就～。＠开始进小学学习：

～年龄。

E入眼E ru;;yan E园中看；｝I顶眼z 看得～｜看不～｜

其他裙子都不怎么样，只有这条还～｜一般人入不
了他的眼。

E人药E ruyao 画用作药物s 龟甲中医～。

E入夜E ruye [l刮到了晚上g ～时分｜节日的广场

～灯火通明。

u、狱E ru;;yu 画被关进监狱z 银铛～。

E入院E ru;;yuan 圈（需要住在医院里治疗的
人）进入医院z 办理～手续。

E入账E ru11 zhang rn:国记入账簿中 2 货款已经
～｜昨天送来的礼物尚未～。

E入萤E ruzhe 圈动物停止活动，进入休眠状
态

Z入主E ruzh凸圈入内主事，多指占据统治地位
或成为首脑g ～中原。

E入主出奴E ruzh凸－chunu 韩愈《原道》：“人于
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g入者附之，
出者污之。”意思是说崇信了一种说法，就必然
会排斥另一种说法；把前者奉作主人，把后者
当作奴仆s附和前者，污蔑后者。后来用“入主
出奴”指在学术上持门户之见。

E入住E ruzhu 画住进去z 小区八月竣工，年底

～｜代表团抵京后，～北京饭店。

E入赘E ruzhul 圈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

的家庭成员。
E入座】（入坐） ru;;zuo 圃就位z 对号～｜宾主～
后晚宴开始。

浏 ru 见 7叫酬。

蘑 ru （书〉草席；草垫子（多指产妇的床
铺）＝坐～。

褥 ru （书〉湿润z ～热｜斗。

E源热E rure ［殖潮湿而闷热2 天气～难耐。
E游暑】 rushu 圈夏天潮湿而闷热的气候。

缚 ru （书〉烦琐5繁复： -olL I 繁文～
（褥）节。

褥叫子z 被～｜～单

E褥疮E ruchuang 圈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压

迫，血液循环发生障碍而引起的皮肤、肌肉等
的溃殇。长期卧床不能自己移动的病人，慨部
和销部都容易发生褥疮。

E褥单l rudan （～儿）圈蒙在褥子上的布。也
叫褥单子。

E褥套E rutao 圈。做褥子用的棉花胎。＠
出门时装被褥等的布套，反面中间开口，两头
各有一个兜儿，步行时搭在肩上，骑牲口时搭在

牲口背上。
E褥子l ru• zi 圈睡觉时垫在身体下面的东西，
用棉花做成，也有用兽皮等制成的。

, 
rua （日义丫）

接川〈方〉刊（纸、布等）皱，不平展2 这
多4 张纸～了。＠（布）快要磨破z 衬衫穿了几
年，都～了。＠（势头）衰微；（体质）衰弱z 炉子
罗的火～了，该添块煤了｜身子～，尽出虚汗。＠

（技能）差 z 师傅的木匠活儿可真不～。
另见 1117 页 ru60

, 
ruan （日义与）

填 ruan 啪城郭旁服庙宇外
c ：蠕）或河边的空地。

v 
ru凸n （囚＞＜11)

阮 ruan IBl 0 阮威（乐器）的简称g 大～l 中
～。 8 (Ru凸n）姓。



E阮咸］ ru凸nxi6n ~弦乐器，形状略像月琴，柄

长而直，有四根弦，现在也有三根弦的。相传
因西晋阮咸善弹这种乐器而得名。简称阮。

软… ,__ ruan 0 肌体内部的
（歌、奖嘿）组织疏松，受外力作用后

容易改变形状（跟“硬”相对，下②④⑤⑥③

同）：柔～l～木l柳条很～。 8~园柔和2 ～风 1
～语｜话说得很～。－~国身体元力 z 爬到半山
腰，两腿就开始发～。＠圈软弱z 欺～怕硬！人

～被人欺。＠旦回能力弱；质量差：功夫～｜货

色～。＠圈容易被感动或动摇z 心～｜耳朵
～。＠圈使不坚定g软化z 别想、拿眼泪～我的

心。＠圈没有硬性规定的；有伸缩余地的：
～任务｜～指标。 (j) (Ru凸n）圈姓。

E软包装］ rl』凸nbaozhuang 圈用塑料袋、铝馅
等质地较软的包装材料傲的密封包装z ～饮
料｜～烧鸡。

E软暴力l ruanbaoli ~精神暴力。
E软笔l ruanbi ~毛笔等笔头质地柔软的书写
工具（区别于“硬笔”）：～书法。

E软磁盘】 ruancip6n 圈以塑料膜片为基底的
磁盘。不固定装在计算机内，存取方便。简称

软盘。
E软刀子l ruandao. z i 圈比喻使人在不知不觉
中受到伤害或腐蚀的于段z ～杀人。

E软钉子】『uandlng• zi 圈比喻委婉的拒绝或

斥责：她推说晚上有事没有接受邀请，让他碰

了个～。

E软缎E ruanduan 圈丝织品，质地柔软，光泽

很强，多用来做刺绣用料和装饰品等。
E软腾E ruan'e 画膊的后部，是由结缔组织和
肌肉构成的。（图见 543 页“人的喉”）

E软耳朵l ru巾’岳r•duo ~指没有主见容易听
信别人的话的人。

E软JXll ruanf岳ng 圈＠微风g和风2 ～拂面。

＠气象学上旧指 1 级风。参看 389 页【风

级］。
E软膏E ru凸ngao 圈用油脂或凡士林等和药物

混合制成的半团体的外用药物，如硫黄软膏、

青霉素软膏等。
E软骨l ruangu ~人和脊椎动物体内的二种
结缔组织。在胚胎时期，人的大部分骨锵是由
软骨组成的。成年人的身体上只有少数部位
还存在着软骨。

E软骨病E ru凸ng心bing ~ 0 发生在软骨部位

的病，如软骨炎、软骨瘤等。＠〈口〉何偿病。
E软骨头E ruang凸 •tou ~指没有气节的人g 痛

斥变节投降的～。
E软骨鱼E ruang心vu 圈鱼的一大类，骨锵全

些严 l ruan I 1115 I 
由软骨构成，鳞片多为粒状，或全体无鳞，体
内受稽。多生活在海洋中。常见的有主主鱼、
鳝等。

E软广告E ru凸ngua』nggao 画通过广播、影视

节目、报刊等，用间接的形式（如情节、对话、道
具、新闻报道）对某种商品所做的宣传。

E软化E n』凸nhua 画＠（物体〉由硬变软z 骨质

～。＠（态度、意志）由竖定变成动摇；由倔强
变成顺从2 态度逐渐～。＠使软化z ～血管。
＠指用化学方法减少或除去水中钙、续等的
离子，使符合生产生活用水的要求。

E软话E ru凸nhua ~温和的话，多指表示歉意、

告饶或抚慰的话z 你就说几句～让老太太消消
气吧。

E软环境E ru凸nhu6njing 圈指物质条件以外的

环境，如政策、法规、管理、服务、人员素质等方
面的状况z 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

E软和l ruan•ht』0 （口〉圈柔软3柔和2 ～的羊
毛 i～话JL I 木棉枕头很～。

E软件E ru创jian ~ O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部
分，是指挥计算机进行计算、判断、处理信息的
程序系统。通常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
类。＠借指生产、科研、经营等过程中的人员
素质、管理水平、服务质量等。｜｜台湾地区叫
软体。

E软脚蟹J ru凸njiaoxie ＜方〉圈比喻遇事退缩、
软弱元能的人。

E软禁E ru凸njin 画不关进牢狱但是不许自由
行动。

E软科学】 ru凸nk由ue ~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研究决策和管理的综合性科学，如科学
学、管理学等。

E软胁E ruanlei 圈比喻事物的薄弱环节z 外语
口语能力是许多科研人员的～！售后服务成家电

下乡最大～。

E软绵绵E ru凸nmi6nmi6n C～的）回状态词。

＠形容柔软z 鞋底～的，穿起来特别舒服。＠
形容软弱无力z 病虽好了，身子还是～的。

E软磨E ruanm6 画为使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

采用和缓的手段纠缠：～硬抗。
E软磨硬泡E ru凸nm6-yingpao 为使对方答应
自己的要求，采用各种手段纠缠不休z 父母不
同意给他买照相机，他就整天～。

E软木E ruanmu 圈栓皮z ～塞（软木做的塞子）。

E软盘E ruanp6n ~软磁盘的简称。
E软片E ruanpian 圈胶片（跟“硬片”相对）。

E软驱E ruanqu ~软盘驱动器的简称。参看
214 页【磁盘驱动器l 0 

E软任务E ru凸nrenwu 圈指在时间、数量、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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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没有明确要求的任务。
E软弱E ruanruδ 圈＠缺乏力气＝病后身体～。

＠不坚强：～无能。

E软实力】 ruanshili 圈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
化

召力 z 提升文化～。

E软食E ru凸nshi 画容易咀嚼和消化的食物。

E软7j(J ruanshui 固不含或只含少量钙、钱、

铁、锚的可溶’性盐类的水，如雨水。

E软梯E ruantl （口〉圈绳梯。
E软体J ruanti 0 圈属性词。机体组织柔软

的；质地柔软的：～动物｜～沙发。＠画台湾
地区指软件。

E软体动物E ru凸nti dongwu 元脊椎动物的一
门，体柔软，没有环节，两侧对称，足是肉质，多
数具有钙质的硬壳，生活在水中或陆地上，包
括腹足类、头足类、双壳类等。

E软通货】 n』凸ntonghuo 圈国际金融市场上指
币值不稳定，不能用作支付、结算手段的货币

（区别于“硬通货勺。
E软卧E ruanwo 圈火车上的软席卧铺。
E软武器】 ruanw心qi 圈指用来破坏敌人无线

=== 电设备效能的电子干扰装备等。
王三三 E软席J ruanxi 圈火车上比较舒适的、软的座
三三言 位或铺位。

E软线E ru凸nxian 圈花线②。

E软饮料l ruanylnliao 固不含酒精的饮料，如

汽水、椅子水等。
E软硬不吃E ruanying-buchl 对软硬两种手段

都不接受，指人态度强硬，难以对付驾驭。
E软硬兼施J ruanying-jianshT 软的手段和硬的

手段一齐用（含贬义）。
E软玉E ruanyu 圈闪石（成分是一种硅酸盐）

类矿物组成的集合体，质地坚韧，是名贵的玉
石，有自玉、青玉、黄玉、碧玉和墨玉等。

E软枣J ruanzao 圈黑枣①②。
E软指标E ru凸nzhlbiao 圈在时间、数量、质量

等方面没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有通融、改变
余地的指标z 有人错误地认为环保是～，达不达
标不要紧。

E软着陆】 ruanzhu61u 圈＠人造卫星、宁宙飞
船等利用一定装置，改变运行轨道，逐渐减低
降落速度，最后不受损坏地降落到地面或其他
星体表面上。＠比喻国民经济经过一段时间
的过快增长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区间，没
有出现大规模通货紧缩和失业。泛指采取稳
妥的措施使某些重大问题和缓地得到解决g
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

E软资源】 ruanzTyu6n 圈指科学技术、信息等，

它们在发展生产力中起着重要作用，又不同于
矿产

E软组织E n』凸『lZ凸zhT 圈医学上指肌肉、韧带

等。
E软座E ru凸nzuo 圈火车上的软席座位。

阮 ruan 圈蛋白质的旧称

奥 ru也n ＜书〉同‘‘

嫖 ru凸n ＜书〉柔美的样子。
另见 946 页时门。

蠕 ruan （书〉像玉的石头

,, 
ru1 （日又飞）

L司三 rui ( > 旦 杆顶上的缕
绥（矮）子。川
藉川见13町酬。

\I 

ru1 （日〉〈飞）

楼时古书上指一种树

藏（句柴、宦、梁） ；~o{t乱雄～i

巢c~袋、 1禁；~ ;1~~1~！与吃产。
、

ru1 （日又飞）

芮 Rui 酬。

？内时〈书〉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

梢 rui （书〉棒子z 方～圆凿（形容格格不入）。

E梢凿E ruiz6o （旧读 ruizuo）（书〉圈见 1634

页［凿梢］ o
蝴 川圈昆虫，体长 2-·5 毫米，

（~虫内）黑色，头小，触角粗短，复眼明显，
翅阔透明，吸食入畜的血液。幼虫头部方形，
尾部稍膨大，生活在水中。

锐 rui ＠锐利（跟“钝”丰日卫
兄（锐） ο敏～｜～不可当。＠锐气z 养精
蓄～。＠急剧z ～进｜～减。



E锐不可当】 ruibuk岳dang 形容来势凶猛，不可

阻挡：～的攻势。
E锐减E ruijian 圈急剧减少或下降＝进入冬季，
景点游客～o

E锐角E ruiji凸o 圆大于 0。而小于豆角（90。）的

角。
E锐和rj] ruili 圈。（刃锋等）尖而快＝～的匕
首。＠（目光、言论、文笔等）尖锐g 眼光～｜～
的笔锋。

[f兑敏］ ruimin 圈敏锐。
E锐气】 ruiqi IE 勇往直前的气势z 挫其～。
E锐眼】 ruiy凸n f昌敏锐的眼光（多指鉴别事物
的能力）．～识宝 l他的一双～迅速捕捉到其中
的商机。

E锐意］ ruiyi 画意志坚决，勇往直前z ～进取｜
～兴草，励精图治。

E锐增E ruiz岳ng 圈急剧j地增长z 外汇储备～。

瑞 rui 0 吉祥2 祥～｜～雪。 8 CRui ）圈
姓。

E瑞签】 ruiqian IE 写着吉利话的纸条，多用红
纸，在春节期间张贴。

E瑞雪］ ruixu岳圈应时的好雪：～兆丰年l华北

各省普降～。
睿 1 ＜书〉看得深远z ～智｜～

（＂＂祷富足）哲。
E睿智］ ruizhi 〈书〉庄园英明有远见2 ～过人。

叙川。见 11 叫“睿”。＠用于人名，
曹戳，三国魏明帝。

,, 
run c 日xi-,)

H闰 run shun ＜书〉＠眼皮跳动
罔（瞄）（迷信认为预示祸福） ： 眼～心跳。
＠肌肉拙缩跳动。

、

run （囚义Ly ) 

应~ -- run 0 圈一回归年的时间为
i-rd （闰） 365 天 5 时 48 分 46 秒。阳历把
一年定为 365 天，所余的时间约每四年积累
成一天，加在二月里；农历把一年定为 354 天
或 355 天，所余的时间约每三年积累成一个

月，加在一年里。这样的办法，在历法上叫作
闰 z ～年｜今年～五月。 8 CR心的圈姓。

E闰年E runni6n 圈阳历有闰日的一年叫闰年，
这年有 366 夭。农历有闰月的一年也叫闰

年，这年有 13 个月，即 383 夭、384 天或 385

夭。

锐瑞睿叙 H间闰润援若 I rui ruo I 1117 I 

E闰日］ runri 圈阳历四年一闰，在二月末加一

天，这一天叫作闰目。
E闰月E runy晴圆农历三年一闰，直；年两间，十

九年七闰，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闰月。闰
月加在某月之后就称闰某月。

剖~ run 0 圈加油或水，使不干燥z
刊:l;J ( 1罔）浸～｜～肠｜～肤｜～～嗓子。＠潮
湿z 湿～l础～而雨。＠圃细腻光滑；滋润2 光

～！～泽｜墨色很～ i珠圆玉～。＠使有光彩（指
修改文章） ： ～色｜～饰。＠利益；好处z 分～｜
利～。

E润笔E runbi l重指给做诗文书画的人的报酬。

E润格］ runge !Bl 指为人做诗文书画所定的报
酬标准。

E润滑E runhu6 0 圃细腻光滑z 肌肤～。＠

画加油脂等以减少物体之间的摩擦，使物体

便于运动。
E润滑油］ runhu6y6u 圈涂在机器轴承等摩擦

部分的油质，作用是润滑、冷却和密封等，一般
是分馆石泊的产物，也有从动植物油中提炼

的。
E润伊1J] runli 圈润格。

E润色］ runse 圈修饰文字z 这篇译稿太粗糙，二二

你把它～一下。 三军E
E润饰E runshi 圈润色g ～文稿。 三髦三

E润泽E runze 0 圃滋润；不干枯z ～如玉｜雨

后荷花显得更加～可爱了。＠圃使滋润：用油

～轮轴。
[ii习资E runzl !Bl 润笔。

, 
ruo c 囚X"G)

接 ru6 ＜书〉揉搓z ～学畔搓）。
另见 1114 页 ru6o

E接搓E ruo•cuo ［；国揉搓＝别把鲜花～坏了。

、

ruo c 囚〉〈古）

t卡1 ruδ ＠如s好像z 安之～素l欣喜～狂｜～

/J=t 隐～现l旁～无人｜～无其事。＠庄重如果s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g人～犯我，我必犯人。＠
CRuo）圈姓。

→步－：2 ruo ＜书〉团人称代词。你：～辈。
/J=t 另见 1093 页怡。

E若虫E ruoch6ng !Bl 蝉虫、椿象等不完全变态

的昆虫，在卵孵化之后，翅膀还没有长成期间，

外形跟成虫相似，但较小，生殖器官发育不全，



刊1s I 「uo ｜若都偌弱姥药警燕

这个阶段的昆虫叫作若虫，例如蝉蜻就是煌虫
的若虫。

E若非l ruof岳i ＜书〉圈要不是：～亲身经历，岂

知其中甘苦。
E若夫E ruofu ＜书〉圃用在句子的开头。 a）表
示发端。 b）表示意思转向另一方面。

E若干E ruogon 圆疑问代词。多少（问数量或
指不定量）：价值～？ I关于发展教育的～问题。

E若何E ruohe ＜书〉睛疑问代词。如何z 结果
～，还不得而知。

E若即若离E ruoji-ruoli 好像接近，又好像不接

近，形容跟人的关系不很紧密。
E若明若暗E ruoming-ruo ’ an 形容对问题或情

况有所认识却不很清楚，也指对某事态度不明
朗。

E若是E ruoshi ~如果d日果是：他～不来，咱
们就找他去。

E若无其事］ ruo响。qishi 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似

的，形容不动声色或漠不关心。
E若隐若现E ru的Tn-ruoxian 形容隐隐约约．

远望白云缭绕，峰峦～。

E若有所失l ru的OUSL』oshl 感觉好像丢掉了什
么，形容心情怅惘。

主都阳。春秋时楚国的机叫北宜城
东南。

偌 ruo 圆指示代词。这么；那么叫于早
期白话） ：～大｜～多。

E偌大l ruoda 庄园这么大；那么大z ～年纪卜的
京城。

习寻 ω ＠圈力量Jj\;
匀下⑤同）．体～｜衰～！软～｜〔d国｜积贫积～。

＠年幼＝老～。＠但差；不如：他的本领不～
于那些人。。不坚强，柔弱 z 脆～ l懦～｜怯～。
＠〈书〉丧失（指人死）：众人痛惜文坛大师又～
一个。（！）~用在分数或小数后面，表示略少
于此数 z 三分之二～o

E弱不禁奴lJ ruobujlnfeng 形容身体虚弱，连风
吹都禁不住。

E弱点E ruodi凸n 画不足的地方；力量薄弱的方
面g 他的～是爱听奉承话｜相持能力差是这个乒
乓球运动员的～。

［~.号冠l ruoguan ＜书）~古代男子二十岁行

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所以
叫作弱冠，后来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纪z

年方～。
E弱化】 ruohua 画变弱p使变弱 z 由于老队员

退役，球队后卫线优势在～i作品有意～生活的阴
暗面，力图展现乐观的未来。

E弱碱】 ruojian 圈碱性反应弱的碱，在水溶

液中只能产生少量的氢氧根离子，如氢氧化
馁。

E弱旅】 ruolu 圈实力较弱的队伍t 上届冠军被

～逼平。

［~喃Jg] ruoneng ~属性词。身体的某种器官
功能低下的·～儿童。

E弱肉强食E ruorot』－qiangshi 指动物中弱者被

强者吃掉，泛指弱者被强者欺凌、吞并。
E弱势】 ruoshi 圈。变弱的趋势·股票市场渐

显～。＠弱小的势力：处于～ 1未成年人是社

会的～群体，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

E弱视】 ruoshi ~眼球元器质性病变而视觉减

弱。
[ijij酸】「uosuon 型酸性反应弱的酸，在水溶

液中只能产生少量的氢离子，如醋酸、碳酸等。

E弱项E ruoxiang 圈实力弱的项目（多指体育

比赛项目）。
E弱小E ruoxiao I!国又弱又小z 实力～｜～国家｜
～的婴儿。

E弱智】 ruozhi 回指智力发育低于正常水平z
～儿童。

姥 ruδ 姥羌（叫iang ），地名，在新疆。
今作若羌。
另见 211 页 chuo 。

弱 ruo 古书上指嫩的甜，也指用这种草
编的席子。

磐斗 ruo 0 制。肝竹的叶子。
了宣言）

E辛辛帽］ ruomao 画辛辛竹的蔑或叶子制成的帽

子，用来遮雨和遮阳光＝菱衣～。

E辈子竹l ruozhu 圈竹的一种，叶子宽而大，秋

季叶子的边缘变白色，叶可以编制器物或竹

笠，还可以包棕子。
兰主t • . .. ruo （书〉点燃g焚烧z ～烛。
奔丧（嘀）



s 
sa c L.丫）

产~ sa ＜口〉数量词。三个z ～人｜哥儿～｜～

I一瓜俩枣。匮重，“仨”后面不f耳接

其他量词o
E仨瓜俩枣E sagua-liazao 比喻一星半点儿的
小事、小东西z 为了～，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以b h ’ sa 见 865 页｛摩掌］（『no· sa ）。
孕了砂）另见 1133 页 sho; 12s6 页

SLIOo 

撒 sa 圈＠放开机～手｜～网｜一～
线，风筝就上去了。＠放出或漏出；排出 z

车胎的气都快～光了｜～了一泡尿。＠尽量使
出来或施展出来（多含贬义）：～欢儿｜～赖｜～
娇｜～酒疯。
另见 1119 页曲。

E撒村E so;;cun ＜方〉圃说粗鲁下流的话z ～
骂街。

E撒旦E sedan 圈犹太教、基督教用语，指魔

鬼。［希伯来 ~ii!an]

E撒刁E sCi;;diCio 圈狡猾耍赖：别～，没人吃你

那一套。
E撤访a sCi;;huang ＜口）~说谎。
E撒欢儿E sa;;huonr ＜方） ［却因兴奋而连跑带
跳（多指动物）。

E撒娇］ so;; jiCio 画仗着受人宠爱故意作态：

～使性｜小女孩儿爱～。
E撤酒疯E s凸 jiut岳『19 （～儿）喝酒过量后，借着

酒劲儿任性胡闹。也说发酒疯。
E撒拉族E sa1a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

分布在青海和甘肃。
E撒赖E SO// lai 圈蛮横胡闹；耍元赖：她又是
哭，又是闸，躺在地上～。

E撒尿E sCif,'niao ＜口〉圈排泄尿。
E撒泼E SO/,' p6 画大哭大闹，不讲道理z ～放
刁｜～打滚儿。

E撤气E sCi;;qi ~ 0 （球、车胎等）空气放出或
漏出。＠拿旁人或借其他事物发泄怒气：你
心里不痛快，也不能拿孩子～。

仨学撒洒辍撒 i sαsa 口~
E撒手】 sa;;shou 富国放开手；松手z ～不管 1你

拿稳，我～了。～人世（指死亡）。
E撒手铜E sashot』jian 圈旧小说中指厮杀时出

其不意地用钢投掷敌手的招数，比喻最关键的
时刻使出的最拿子的本领或击中要害的手段。
也说杀手制。

E撒腿E sa;;tuT 圈放开脚步（跑）：他听说哥哥

回来了，～就往家里跑。

E撒野】 sa11v岳画（对人）粗野、放肆；任意妄为，

不讲情理。
E撒吃挣E sa yi •zheng ＜口〉熟睡时说话或动
作。

II 

sa ( L.丫）

J日匠、－－ S凸＠圈使（水或其他东西）分散
捆（耀）地落下2 扫地的时候先～些水。＠
画（水或其他东西）分散地落下：不小心水～

了！把～在地上的粮食捡起来。. （$凸）圈姓。
〈古〉又同“洗” xT。

E洒狗血E s凸 gouxi岳（戏曲演员）脱离情节而

卖弄滑稽、武艺或做其他过火的表演。
E酒家E s凸i ia 四人称代词。男子的自称（多见
于早期白话）。

E洒泪】曲lei 圃掉泪；落泪：～而别。

E洒落）1 saluδ 圈分散地落下2 一串串汗珠～

在地上。
E洒落T saluo 
姿～。

E洒洒】咄咄

～｜～万言。

E洒扫E sasao 
E洒脱E s凸tuo

束。

〈书〉圈潇洒；洒脱2 谈笑～｜风

圃形容众多（多指文辞）：洋洋

〈书〉画洒水扫地：～庭除。
回（言谈、举止、风格）自然g不拘

辍 s凸〈方〉时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3
（拖鞋） ：别～着鞋往外面跑。

E辍鞋E saxie IE] 一种布鞋，鞋帮纳得很密，前

部覆盖脚背的部分较深，上面缝着皮梁或三角
形皮子。

撒曲。画把颗粒状的东西分散着扔出
去；散布（东西）：～种｜年糕上～了一层白

糖。＠圈散落；洒z 纸屑～了一地｜把碗端平，
别～了汤。. （$凸）圈姓。

另见 1119 页面。

E撒播E sabo 圈把作物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回

地里，必要时进行覆土。

E撒胡椒面JL) sii hujiaomianr 比喻不分轻重
缓急、面面俱到地平均分配财力、物力或人力

王三



1120 I so- soi I 澈卅捺枫版萨思 tIB 毯腮塞 E皇岛思塞赛

等资源：扶贫工作要抓重点，不能～，搞平均主 I UJ.l!l腺E saixian 喝两耳下部的唾液腺，是唾液

义。 | 腺中最大的一对，所分泌的唾液含大量消化

凸峰时澈河，水名，在河北。 | 酶。参看 1339 l页 1唾液腺］。（图见 1436 页

1日人 | “人的消化系统”）

、、

sa c 二、丫）

卅 sa 幽三十：五～运动。

十及 、 〈书〉侧手击。

妇二（搬）另见 1川页 shoo
_l..I""::’ en 旧 --i;:-

明~（坝、睫）…～
E枫然l saran （书〉圆形容风声：有风～而至。
E讽枫E sasa 圈自形容风、雨声：秋风～ l 白杨

树迎风～地响。
E枫爽l sashu凸ng （书） lllil 豪迈而矫健·～英
姿。

三三毒 i又 sa 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含有相邻的
三三季圳、两个激基的化合物和两个分子苯脐缩水

而成的衍生物。［英 osazone〕

萨斗 sa 0 见下＠刷酬。
（睫）

E萨噶达娃节E Sagadawa J ie 圈藏族地区纪
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在藏历三月三十日至
四月十五日之间。

E萨克斯管E sakeslguan [BJ 管乐器，有音键和

嘴子，用于管弦乐队中，也可以用作独奏乐器。

为比利时人萨克斯（Adolphe Sax）所创造o

E萨满教】 Sam凸njiao [BJ 一种原始宗教，相信

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
北部等地区。萨满是跳神作法的巫师。［萨
满，满］

E萨其马】 saqim凸画一种糕点，把油炸的短面

条儿用糖等新合起来，切成方块儿。［满］

' - . 
L一一些巴主翌L一一 i

日二I soi 见 1594 页1于思l 0 

Je,户另见 1237 页 sl"
岳阳 soi 〈书〉同“絮’（sail①。

t~、（嗨）
＝£田 soi 见 984 页【磕毯L
-P~＇. 

且田 soi 圈两颊的下半部双手托
~＇ ( ＊，＼！！~）～。

U恩帮子】 saibang•zi 〈口） [BJ 腮。

U思颊】 saijia E 腮！。

塞曲i 0 l1lm 把东西放进有空隙的地方；填
入：箱子里还可～几件衣服｜把窟窿～住。

～给他几块钱。＠（～儿）圈塞子．软木～｜瓶

~ 。

另见 1120 页 sai;1129 页始。

E塞车l sai;;ch岳〈方〉圈堵车。

E塞子】 sai·zi 圈塞住容器口使内外隔绝的东

西：瓶～。

唾副见下。

E唾吩】 saif岳n [BJ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C4 H, So 
元色液体，有特殊气味，溶于乙醇和乙醋，不溶

于水。是制造染料、药物等的原料。［英 thio
phene] 

E唾略E saizuo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H,NS。无色或淡黄色液体，容易挥发。用

于合成药物、染料等。 C英 thiazole]

lr.田 . soi 圈某些水生动物的呼吸器

国盼（川思）官，多为羽毛状、板状或丝状，用来
吸取溶解在水中的氧n

飞

sa i c L.1Ji ) 

塞曲l 可做屏障的险要地方2 边～｜要～。
另见 1120 页 sai;1129 页怡。

E塞北】 Soib品l 函塞外：～江南。

E塞外】 Saiwai 圈指长城以北的地区：～风

光。
E塞翁失马E saiw岳ng-shlm凸边塞上一个老

头儿丢了→匹马，别人来安慰他，他说：“怎么

知道这不是福呢？”后来这匹马竞带着一匹好
马回来了（见于《淮南子·人间训II别。比喻坏事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

赛1 干时iO 圃比赛， ~ftt\I ～诗会｜
（赛）足球～。＠画胜；比得上E 这

些姑娘干活儿～过小伙子。 8 (Sai)[BJ 姓。

赛2 干 时l 旧时祭祀酬报神恩： ~~1 
（赛）～神。

E赛场】 saich凸ng [BJ 比赛的场所。

E赛车】 saich岳。 （－If一） l1lm 运动项目的一种，

比赛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圈比赛用的
自行车、汽车等。也叫跑车。

E赛程E saicheng [BJ 0 体育比赛途经的路程

或距离＝自行车公路赛～为 70 公里。＠比赛



赛三 l soi so卫~巳

的程序或日程＝～过半｜～因故将重新排定。 ! 国际妇女节。
E赛点E said ion 圈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 ［三百六十行】 sanb凸l liushi hang 泛指各种
类比赛一场进行到最后阶段，一方再得分lllJ 口I

获胜，这时称为比赛的赛点。
E赛会l' saihui 圈旧时的一种民俗活动，用仪

仗和吹打演唱迎神像出庙，巡游于街巷或衬庄

间。
E赛会Y s凸ihui 圈运动会：打破～纪录。
E赛季E saiji 圈某些体育项目每年或跨年度集

中比赛的一段时间：全国足球联赛本～已进行
了五轮比赛。

E赛绩E saiji 圈比赛取得的成绩：～卓著 1上佳
的～o

E赛况E saikuang 圈比赛的情况2 中央电视台
将现场直播这场决赛的～。

E赛璐吩E sailuf岳『1 圈玻璃纸的旧称。［英
cellophane] 

E赛璐珞E sailuluo 圈塑料的一种，透明，坚韧，

容易燃烧，可以染成各种颜色。用来制造玩
具、文具等。［英 celluloid]

E赛马E saim凸 0 ( ／／一〉画运动项目的一种，
比赛骑马速度。＠圈比赛用的马。

E赛跑】 saip6o 圈运动项目的一种，比赛跑步
速度，有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和超长距离赛
跑。另外还有跨栏、接力、障碍和越野赛跑等。

E赛期l saiqi !Bl 比赛的日期，多指大型体育比
赛从开始到结束的这段时间：～延长一天。

E赛区E saiq(i 画举行综合性的或大型的比赛
划分的比赛地区。

E赛事E saishi !Bl 比赛活动z ～频繁。
E赛艇】 saitlng 0 画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在比
赛航道内用人力划桨使艇前进。分为单人、双

人、四人和八人。＠圈赛艇运动用的小艇，形
状像梭子，多用玻璃钢制成。

E赛项E saixiang 画比赛项目。
E赛帘ul saizhi 函关于比赛的制度和具体安
排，如循环赛制、主客场赛制等。

C二二豆豆显二：1

一~son ＠理二加一后所得的数目。参看

一→ 1219 页I数字lo ＠表示多数或多次z ～
思｜～绒其口。 8 (Sδn)!1SJ 姓。

E三八妇女节E San-Ba Funo Jie 国际妇女斗

争的纪念日。 1909 年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女

工因要求男女平等权利而举行示威，次年 8 月
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第±次社会主义

者妇女大会上决定，为了促进国际劳动妇女的
团结和解放，以每年 3 月 8 日为妇女节。也叫

行业z ～，行行出状元。

E三班倒l sanbondao 国生产或其他工作上

指早、中、夜三个班次轮流倒换（每班工作八小

日才）。

E三包E s6nb6o 圈＠包修、包换、包退的合称，
是厂家或商店对商品实行的售后服务内容。＠
单位对门前包绿化、包清洁、包秩序的合称。

E三宝E sanbao 圈。佛教指佛、法、僧。佛指

创教者释迦牟尼和→切修行圆满的人；法指佛
教教义；僧指继承或宣扬教义的出家人。＠
道教指道、经、师。道指慈善，替百姓解除苦
难；~圣指节俭，安分守己不贪欲；师指谦和，先
人后己。

E三北E San B品I [BJ 指我国东北、西北、华北z
～防护林体系，被称为北方“绿色万里长城”

E三不管】 so『1b（』gL』凸『1 指几方面都不管的（事
情或地区）：～地区。

E三不知E sonbuzhi 原指对事情的开头、中间和三呈

结尾一无所知，后泛指什么都不知道z 一问～。 雪置E
E三叉神经E sancha-shenjing 第五对脑神经，＝＝

主要管头部、面部的感觉和咀嚼肌的运动。
E三岔路口l son cha lukou 不同去向的三条
路交叉的地方。

E三产E sonchan 画第二产业的简称。
E三长两短l sonchang-liangduan 指意外的灾
祸、事故，特指人的死亡。

E三春】 sanchun ＜书〉圈指春季的兰个月。
也指春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三月。

E三春柳E sanchunliu 圈橙（ch邑ng）柳。

E三从四德】 siinc6『19-side 封建礼教束缚、压
迫妇女的道德标准之一。三从是“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囚德是“妇德、妇言、妇
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g己ng）。

E三寸不烂之舌E son cun bu Ian zhi she 指能
言善辩的口才。也说三寸舌。

E三寸舌E sancunshe 圈三寸不烂之舌。
E三大差别E san da chabie 指社会主义国家
中存在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E三代E San Dai !Bl 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E三点式E siindianshi 圈见 67 页【比基尼1。
E三冬E sandong ＜书〉国指冬季的三个月。
也指冬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十二月。

E三段论E sanduanlun 圆形式逻辑间接推理
的基本形式之一，由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出结
论。如“凡金属都能导电气大前提〉，“铜是金
属”（小前提），“所以铜能导电”（结论）。也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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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法或三段论式。
E三段论法E sanduanlunf凸三段论。

［：＝.段论式】 sanduanlunshi 三段论。

E三番五次l sanfan-wuci 屡次。

E三废】 sanfei ~在工业生产或日常生活过程
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的合称。

E三伏E sanfu 圈＠初伏、中伏禾伏的合称。夏
至后第三个庚日是初伏第一天，第四个庚日是中
伏第一天，立秋后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第一天，初

伏、末伏各十天，中伏十天或二十天。通常也指
从初伏第一天到末伏第十天的一段时间，一般
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期。＠特指末伏。

E气副E sanfu 圈轮船上船员的职务名称，职
位次于二副。参看 240 页【大副1。

E三纲五常E sangang-wuchang 封建礼教所提
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兰纲指父为子
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传说不一，通常
指仁、义、礼、智、信。简称纲常。

E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l son ge chou pi
iia吨， saiguo Zhug岳 Liang 比喻人多智慧
多，有事情大家商量，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E“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san ge daibi凸o zhong
yao sixiang 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
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科学判断党所处

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主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
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指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E兰更半夜E sang岳ng banye 见到页【半夜三

更lo
E三姑六婆】 sangu』－liupa 三姑指尼姑、道姑、卦
姑（占卦的），六婆指牙婆（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
从中取利的妇女）、媒婆、师婆（女巫）、虔婆（鸭
母）、药婆（给人治病的妇女）、稳婆（以接生为业
的妇女）（见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
旧时三姑六婆往往借着这类身份干坏事，因此
通常用“三姑六婆”泛指不务正业的妇女。

E三顾茅庐E sangu-maolu 东汉末年，刘备请
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草舍的诸葛亮
出来运筹划策，去了三次才见到。后用来指诚
心诚意一再邀请。

E三国E San Guo 圈魏、蜀、吴三国并立的时期
（魏，公元 220 265 ；蜀，公元 221 263 ；吴，
公元 222→280）。参看 1369 页“魏”、 1215
页“蜀’人1387 页“吴”。

E三合板】 sanheb凸n ~用三层薄木胶合而成

的板材，是最常见的一种胶合板。
E三合房E sanhefang 圈二合院。

E三合土l sanhetu ~石灰、砂和碎砖加水拌
和后，经浇灌穷实而成的建筑材料，干燥后坚

硬，可用来打地基或修筑道路。也有用石灰、
秸土和砂加水拌和而成的。

E三合院】 sanheyuan c～儿）圈一种旧式房子，
三面是屋子，前面是墙，中间是院子。也叫三

合房。
E三花脸】 sanhuali凸n C～儿）圈戏曲角色行当

中的丑。
E三皇五帝l San Huang W心 Di 指古代传说中
的帝干．说法不一．通常称伏毒草、姥人、神农为
三皇。或者称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五帝
通常指黄帝、椒顽CZhuanxO）、帝誉CDiku）、唐

尧、虞舜。
E三级跳远】 san ji tiaoyu凸n 田径运动项目之

一，运动员经过快速助跑后连续跳三步，第一
步用起跳的脚落地，第二步用另一只脚落地，
第三步两脚落地。

E三缄其口】 sanjian-qilφu 形容说话十分谨

慎，不肯或不敢开口（语出《说苑·敬慎》）。
E三锢 sanjian 圈化合物分子中两个原子以

共用三对电子形成的共价键。通常用三条短
线（二）表示。

E三焦】 sanjiao 圈中医指自舌的下部沿胸腔

至腹腔的部分。参看 1145 页【上焦1 、 1695

页【中焦1 、1413 页1下焦1。
E三角】 sanjiao O 圈三角学。＠｛望形状像
三角形的东西：糖～（食品）｜～铁｜～洲。＠圃
属性词。涉及三方关系的z～债 i～恋爱。

E三角板】 sanji凸oban 圈绘图用具，是用木头

或塑料等制成的三角形薄片。其中→角为直
角，其他两角或各为 45° ，或一角为 60° ，另一
角为 30。。也叫三角尺。

E三角尺】 sanjiaochT I写三角板。

E三角函数E san11口。

hanshu 在直角三角

形中，各边长度两两之

间的比值是锐角的函
数。每个锐角有六个

A 

c 

B 

a 

b 
c 

三角函数，记作正弦
(sin）、余弦（ cos ）、正

切（ tan，或 tg）、余切
(cot，或 ctg）、正割
(sec）、余割（ csc）。例

三角函数（－）

如锐角 ζA 的三角函数z

cosA ＝土，
c 

tanA= f, 
sinA ＝丘，

c 

cotA ＝土，
a 



secA ＂＇千， cscA = 5__ ，见图（一）。三角函
IJ a 

y 
数的概念
可推广到

任意角。

对于任意
角 α，以角

的顶点为
原点，角的
始边作 X

P<x,yi 

轴正方向，

建立平面

直角坐标

M 

γ 

α 

。

三角函数（二｝

x 

系 XOY，设 P(x,y） 为角 α终边上任意一点，

P点到原点距离为 r ＝ ♂了＋；＇＞ o。则
v x 、p

sinα 二 」乙一， cosα ＝ 一一， tanα 工 ~， cotα ＝ 
r γ 工

三：＿ , secα ＝二：＿ 'cscα ＝＿！＿二，见图（二）。
y x y 

E三角恋爱】 sanji凸o Ii巾’创指两个男子和一

个女子或两个女子和一个男子之间的恋爱。
E三角铁l sanji凸oti岳［苞＠角钢的俗称。＠
打击乐器，用于管弦乐队，是一根弯成三角形

的细金属条，用金属槌敲打发音。
E三角形】 sanj的oxing 圈平面上三条直线或

球面上三条弧线所围成的图形。三条直线所
围成的图形叫平面三角形5三条弧线所围成的

图形叫球面三角形。
E三角学］ sanji凸oxue 函数学的→个分支，主

要研究三角函数和它的性质，以及三角函数在

几何学上的应用。

E三角债】 sanj1凸ozhai ［重一方是另一方的债
务人或债权人，同时又是第三方的债权人或债
务人，这三方之间的债务，叫三角债。

E三角洲E sanji凸ozh创圈河口地区的冲积吃
原，大致成三角形，如我国的长江三角洲。

E三脚架］ sanji凸ojia 圈安放照相机、测量仪器

等用的有三个支柱的架子。

E三脚猫］ sanj的omao ＜方〉［盘比喻技艺不精

通的人：～的功夫。
E三教九流】 sanjiao-ji心liu 三教指儒教、佛教、

道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
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泛指宗教、学术中
各种流派或社会上各种行业。也用来泛称江
湖上各种各样的人。也说九流兰教。

（：：：：＝：节E sanjie 圈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合称三
节。

E三九E sa叫t心 IE 冬至后第十九天至第二十七
天的－段时间，一般是一年中天气最冷的时

son 1123 

期 z ～天｜～严寒。
E三军】 sanjun IE 0 我国古代指上、中、下三
军，左、中、右三军，或步、车、骑三军。＠指陆
军、海军、空军。＠对军队的统称。

E三 K党l San K D凸ng 圈美国的一个反动恐

怖组织。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及一切进步
人士，并从事其他破坏活动。［英 K K. K. 
（三 K）是 Ku Klux Klan 的缩写］

E三联单E sanliandan 圈一式三份合印一页
的空白单据，在骑缝处编号盖章。三联单
填写后，其中一联由本单位存查，其余两联
分送有关方面。现在也有三份分开合订在

一起的。
E三令五申E sanling-wush岳n 再三地命令和告

诫。
E三六九等E sanliujiud岳ng 泛指许多等级，种

种差别。
E三轮车］ sanlunch岳圈一种交通工具，有三

个轮子．装置车厢或平板，骑在上面用脚蹬动

轮盘带动车轮转动前进，用来载人时也主
叫三轮儿。

E三轮JL] sanlunr 圈三轮车。
E三昧E sanmei 圈佛教用语，意思是使心神
平静，杂念止息，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之
一。借指事物的诀要： i笨得其中～。［梵
samadhi] 

E三民主义】 sanmin zh心yi 孙中山在他所领导

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政治纲领，
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十月革
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定
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于 1924

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反对帝
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
是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E三明治E sanmingzhi 圈夹有肉、干酷等的面

包。臼莲 sandwich]

E二拇指】 sanmuzhT ＜口〉圈中指。

E三农］ sann6ng IE 指农业、农村、农民·解决
好～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E三陪l sa叩在l 画指某些服务人员（多为女性）
在酒吧、舞厅、卡拉 OK 厅等娱乐场所为异性
客人提供陪酒、陪舞、陪唱等带有某些色情成
分的服务z ～小姐！坚决查处～活动。

E三七E sanqT IE 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肉质，困
锥形，掌状复叶，花淡黄绿色，果实扁球形，红

色。块根可入药。也叫回七。
E三亲六故E sanqTn-liugu 泛指亲戚和故旧。

E三秋］ sanqiu 圈＠秋收、秋耕和秋播的合

称。＠〈书〉指秋季的三个月。也指秋季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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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即农历九月。＠〈书〉指三年z 一日
不见，如隔～。

E三三两两l sonsan-1 iang I陆ng 三个一群两个

一吃k.C多指人）：傍晚，人们～地在河边散步。
E兰色E sons岳1jin ~o 一年生、二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植物，有分枝，叶子长椭圆形，花大，
每花有黄、臼、紫三色，供观赏。＠这种植物

的花。
E三生有幸E sonsh岳ng-youxing 客套话，表示

难得的好运气（佛教称前生、今生和来生为三
生）。

E兰牲E son sh岳『19 圈指古代用于祭祀的牛、
羊、猪。

E兰思E sons I 画反复考虑z 事关重大，请你～｜
～雨后行。

E三天打鱼，两天晒网E santion-d的白， I i凸ngtian
-shaiw凸ng 比喻学习或做事缺乏恒心，时常

中断，不能坚持。
E三天两头JL] sontian-liangtour （口〉指隔一

三三三 天，或几乎每天2 他～地来找你干什么？
三三E E三通E sontong 圈指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
二二z 间实行通商、通邮和通航。

E三头对案E sant6u-dui ’ an 指与事情有关的
双方及中间人（或见证人）在一起对质，弄清真

相。
E三头六臂l sant6u-liubi 比喻了不起的本领z

离开群众，你就是有～也不顶用。

E三围E sonwei 圈指人的胸围、腰围和臀围。
E三维打印E sonwei d的in 以数字模型为基

础，应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蒙古合材料，通
过逐层打印方式制造物体的技术。也叫 3D
打印。

E三维动画E sanwei donghua 利用计算机技

术生成的、模拟三维空间中场景和实物的动
画。

E三维空间E sanw副 kongjian 点的位置由三

个坐标决定的空间。客观存在的现实空间就
是三维空间，具有长、宽、高三种度量。

E三位一体E sanwei-ylti 0 基督教基本教义，
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耶和华）、圣
子（耶稣基督）、圣灵（上帝的灵〉，圣父、圣子、圣
灵三者有严格实在的区别，但又同性同体、无
大小尊卑之分，所以叫三位一体。＠一般用
来泛指三个人、三件事或三个方面联成的一个

整体。
E三文鱼E sanwenyu 圈蛙鱼。［兰文，英

salmon] 
E三…五…E san···w凸…＠表示次数多：～番

～次｜～令～申。＠表示不太大的大概数量z
～年～载（几年）。

E兰下五除二】 son xia w心 chu 岳r 珠算口诀

之一，常用来形容做事及动作敏捷利索。
E三夏E sanxia 圈＠夏收、夏种和夏管的合

称。＠〈书〉指夏季的三个月。也指夏季的第
三个月，即农历六月。

E三鲜】 sanxion 圈指用来做菜肴或馅儿的几
种鲜美的原料，如海参、就鱼、虾、鸡等2 炒～ l
～水饺。

E兰弦E sanxian C～儿）圈弦乐器，木筒两面蒙
鳞皮，上端有长柄，有三根弦。分大三弦和小
三弦两种，大三弦又叫大鼓三弦，用作大鼓书
的伴奏乐器川、三弦又叫曲弦，用作昆曲、弹词
等的伴奏乐器。通称弦子。

E三险E sonxi凸n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三种社会保险的合称。

E三线l sanxian ~我国国防上指后方，是支
援前线的战略基地。

E二心二意】 sonxln-eryi 形容犹豫不决，意志

不坚定或用心不专→·既然决定了，就不能

~ 。
E兰星E sanxlng 圈。猎户座中央三颗明亮的

星，冬季天将黑时从东方升起，天将明时在西
方落下，常根据它的位置估计时间。＠民间
称福、禄、寿三神为三星。

E三星堆遗址l Sanxlngdul yizhi 夏商时代我
国巴蜀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距今4 800 

4 000年，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广汉县真武村三

星堆而得名。发现有经系统规划的古城，大量
金、铜、玉、象牙等珍贵文物。

E三严三实E sanyan-sonshi 指严以修身、严以

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三严三实”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政治品
格和做人准则。

E三言两语】 sanyan-1 iangy心指很少的几句话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说得清楚的。
E三阳开泰E sanyang-kaitai 古人认为农历十

→月冬至以后白昼渐长是→阳生，十二月是二

阳生，正月是泰卦，三阳生（由《周易》卦象变化
引申而来）。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祥亨

通之象。是岁首祝颂吉祥的话。

E三叶虫l sonyech6ng 圈古节肢动物，有壳质

背甲，体分头、胸、尾三部分，生活在海洋中，种
类很多。繁盛于寒武纪至奥陶纪，在二叠纪末
灭绝。

E三一三十~］ son yl sanshiyl 珠算口诀之一，

常用来指按三份平均分配z 所付的费用，咱们
～分摊。

E三元E sanyuan 圈。旧俗以农历正月十五

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

下元，合称三元。＠农历正月初一，为年月日



三者之始，旧时称为三元。＠科举时代乡试、

会试、殿试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连中
~ 。

E三灾八难】 sonzoi-biinan 佛教称水灾、火灾、
风灾为大三灾；刀兵、饥懂、病疫为小三灾。八
难指影响见佛求道的八种障碍，如作恶多端、
安逸享受、盲哑残疾、自恃聪明才智等。后泛
指各种灾难、疾病。

[c=:藏】 Son Zang 圈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

三个部分，总称三藏。经，总说根本教义；律，
述说戒律；论，阐发教义。通晓二藏的僧人称
三藏法师或三藏。

E三只手E siinzhlshou 圈指从别人身上偷东
西的小偷JL;il\Cpa ）手。

E三资企业】 son zl qlye 依法在我国境内建立
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
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合称。

E三足鼎立］ sonzu-dlngli 像鼎的三条腿那样
站立着，比喻三方面的势力对峙。

E三座大山】 son zuo da shon 比喻我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式 son 阿兰，，。

兰兰 son 国国“三”的大写。参看 1219 页【数
~字］。

垒；主 -- - son 见下。
死（统）
E统统】 sanson ＜书＞ [lf2] 毛发、枝条等细长的样

子z ～下垂｜柳枝～。

" san (l.11) 

人（盒、革、＠嫩）或遮太阳的用--r- A 川u son 0 ~挡雨

具，用油纸、布、塑料等制成，中间有柄，可以张

合z 一把～｜雨～ l旱～。＠形状像伞的东西＝
降落～｜灯～。 8 cs凸n）圈姓。

E伞兵］ s凸nblng 圈用降落伞着陆的空降兵。

散川 son 0 圈没有约束；松开；分
（嗷）散＇ ~it I松～ l行李没打好，都～

了｜队伍别走～了。＠零碎的；不集中的＝～
装 l～居。＠药末（多用于中药名）：健胃～｜丸
～膏丹。。 cs凸n)I重姓。
另见 1126 页 sano

E散兵游勇】 sanblng-y6uy6ng 指失去统属的

士兵。现也比喻没有加入到某项集体活动中

而独自行动的人。
E散打E s凸nd凸圈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双方按

三式会经伞散 I sδ「i - son I 112s I 

照规则，利用踢、打、摔等攻防战术进行徒手搏
击、对抗。

E散工E s凸ngong 圄零；I: ；短工。

另见 1126 页 san;;g己ngo

E散光E sanguang 圈视力缺陷的一种，有散光

眼的人看东西模糊不清，由角膜或晶状体表面
的弯曲度不规则，使进入眼球中的影像分散成
许多部分引起。

E散户E sanhu IEl 0 指零散的住户、客户等。
＠证券市场上指分散的、资金较少的个人投
资者。

E散记E sanjl 圈关于某一事物或活动的零碎
记述（多用于书名或文章标题） ：《旅美～》o

E散弗1J] s凸nji 圈下燥而疏松的粉末状或颗粒

状制剂，分内服和外用两种。也叫粉)'flt

E散架E son;; j ia [1l!JJ 完整的东西散开，比喻散

Csan）伙或垮台 z 木盆～了｜浑身酸疼，骨头像

散了架似的｜这个小组要不是你们几个撑着，早
就～了。

E散件E sanjian 圈没有组装的元器件（跟“整三重

机”相对）：电脑～。 雪三三

E散居E s凸nju 画分散居住s 一家人～各地。

E散客E sanke 圈非团体的零散客人。
E散漫E son man 圈＠随随便便，不守纪律s

自由～。＠分散；不集中 z 文章～凌乱，层次
不清。

E散曲E sanq心圈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

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
散套两种。

E散射］ sanshe 圈。光线通过有尘埃的空气
等介质时，部分光线向多方面改变方向。超短

波发射到电离层时也发生散射。＠两个粒子
碰撞时，运动方向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声
波投射到不平的分界面或介质中的微粒上而
向不同方向传播。

E散套E santao 函散曲的一种，由同一宫调的

若干支曲子组成的套曲。
E散体.］ s凸ntl 固不要求词句齐整对偶的文体

（区别于“拼体”）。

E散文］ s凸nwen 圈。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

（区别于“韵文勺。＠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

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E散文诗］ sanwenshl IEl 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
的一种文学形式，不押韵，写法同散文一样，但

注重语言的节奏，内容富于诗意。
E散养E sany＇凸ng 圃分散饲养或放养（禽、畜
等）＝变～为圈养。

E散装】 sanzhuong 圃属性词。指原来整包整

桶的商品，出售时临时分成小包小袋，或零星



1126 I son - song I 散掺徽散丧桑

出售不加包装的：～洗衣粉｜～白酒。
E散座E sonzuo （～儿）函＠旧时指剧场中包
厢以外的座位。＠旧时指人力车夫拉的不固

定的主顾。＠饭馆指为零散客人设的座位。

~主－•·L.. S创〈方〉圈米饭粒儿。
移（穆）另见 1161 页忡。
傲（徽）曲n 见下。
E徽子E son•zi 圈油炸的面食，细条相连扭成

花样。

sαn c L,Z手）

散 .... san 圈＠由聚集而分离：～
（提散）场｜解～｜烟消云～｜会还没有～。

＠散布；分发＝发～｜公园里～满花香｜～传单。
＠排除；排遣z ～闷｜～心。
另见 1125 页 sano

主矗主 E散播E sanbo 圈散布开z ～种子｜～谣言。
三军!W （散布E sanbt'.』圈＠分散到各处：羊群～在山

坡上吃草。＠广泛传播（多含贬义）：～流言

萤语。

E散步E san;;bu 画面随便走走（是一种休息或锻
炼身体的方式）：休息时，到河边散散步。

E散场E san;;chong 圈演出或比赛等结束，观
众离开：电影～了。

E散发l sanfo 圈发出5分发＝桂花～着阵阵的
芳香｜～文件｜～传单。

E散工l san // gong [§lj] 收工g放工：今天提前

~ 。

另见 1125 页 sangongo

E散会E san;;hui 国会议结束，参加的人离开

会场。
E散伙E san;;hu凸国（团体、组织等）解散。
E散落E sanluo [§lj] 0 分散地往下落z 花瓣～
了一地。＠分散；不集中：草原上～着数不清
的牛羊。＠因分散而失落或流落：失散：史书
～｜一家骨肉不知～何方。

E散闷E son;; men 圈排遣烦闷：～消愁｜到公
园散散闷。

E散热器E sanreqi 圈利用辐射、对流和传导作
用把热量发散到周围空间去的装置。在内燃
机中借水箱中冷却的水或冷空气散掉机器所
产生的热量。取暖用的暖气装置也是散热器

的一种。
E散失E sanshl 圈＠分散遗失g 那部书稿在战
乱中～了。＠（水分等）消散失去：水果、蔬菜
贮藏在地窑里，水分不容易～。

E散水】 san·shui I亘在房屋等建筑物外墙的墙
脚周围，用砖石、混凝土铺成的斜坡。宽度多
在 1 米左右，作用是把雨水排离墙脚，以保护

地基。
E散摊子l san ton•zi 散伙。也说散摊儿。
E散席E san;;xi 圈指宴会结束。
E散戏E san;;xi [§lj] 戏剧演出结束，观众离开剧

场。
E散心】 san;;xln 圈使心情舒畅g解闷JL ：出去

走走，散散心。
E散侠】 sanyi 圈（文稿、书籍等）散失z 战乱岁

月，所藏书籍～不少。

要壁”旦工生生2

丧十十 song 跟死了人有关的
（畏、 1畏）（事情）：～事｜治～。
另见 1127 页时吨。

E丧H~l song伯国为哀悼死者而穿的服装。
我国旧时习俗用本色的粗布或麻布做成。

E丧家】 s6ngji6 画有丧事的人家。
E丧礼】 song IT 固有关丧事的礼仪。

E丧乱l songluan ＜书〉圈指死亡祸乱等事。
E丧门星E songmenxlng ~迷信指凶神，主死
丧哭泣之事。后用来指给人带来灾祸或晦气

的人。
E丧事E songshi 圈人死后处置遗体、进行悼念

活动等事：办～｜～从简。
E丧葬】 sangzang ~指办理丧事，安葬死者等
事情：～费。

E丧钟E sangzhong 画西方风俗，教堂在宣告
本区教徒死亡或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时敲钟
叫作敲丧钟。因此用敲丧钟来借指死亡或灭

亡。
桑且十 son口圈。剿，落叶乔木，

（＠束）树皮有浅裂，叶子脚，花黄绿
色。叶子是蚕的饲料，嫩校的韧皮纤维可造

纸，果穗可以吃，嫩校、根皮、叶和果实均可入
药。 f9 csang）姓。

E桑巴］ s6ngb6 ~拉丁舞的一种，源于巴西。
2/4或 4/4 拍，舞曲欢快热烈，以膝部的屈伸
带动上身摇摆，风格奔放。仁英 samba]

E桑蚕E songcan ~昆虫，幼虫灰白色，吃桑
叶，蜕皮四次，吐丝做茧，变成蜗，蜗变成蚕峨。
蚕峨交尾产卵后就死去。幼虫吐的丝是重要
的纺织原料。也叫家蚕。

E桑拿E s6ngn6 ~一种利用蒸汽排汗的沐浴
方式。起源于芬兰。也译作桑那。也叫桑拿
浴。［英 sa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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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丧尽天良E sangjin-tianliang 完全失去了人

性，形容极端残忍、狠毒 z 侵略者烧杀抢掠，

E丧命l sang;;ming 
暴病）。

E丧偶E sang ’OU rn:Jj] 死了配偶：中年～。
E丧气E sang;; qi 画因事情不顺利而情绪低

落：灰心～1垂头～。
E丧气E sang•qi （口）~倒霉；不吉利＝～话。
E丧权辱国E sangquan础guo 丧失主权，使国

家蒙受耻辱。

E丧身】 sang;;shen

E丧生E sang;; sh岳ng
次地震中～。

E丧失E sangshl 画失去z ～信心｜～工作能力。
E丧亡E sangwang （书〉画死亡3灭亡。

E丧心病狂】 sangxln七ingkuang 丧失理智，像

发了疯一样，形容言行昏乱而荒谬或残忍可恶
到了极点。

回l 死亡（多指凶死或死于

国虽丧命：～火海。

画丧命：一百余人在这

E桑拿天E sangnatian 

闷热天气。
E桑拿疮l sangn6yu 画桑拿。

E桑那】 sangna 圈见 1126 页｛桑拿］o

E桑茎JL) sangrenr ＜口）~桑甚Csangshen)"

E桑茎E sangshen 圈桑树的果穗，成熟时黑
紫色或白色，昧甜，可以吃，也用来酿酒。也
作桑括主。也叫桑套子Csangshen•zi ）。

E桑榕E sangshen 同“桑茬”。
E桑田沧海】 sangti6n-cangh凸i

海桑田 lo
E桑榆暮景】 sangyu-mujing 落日的余晖照在
桑树、榆树的树梢上，比喻老年的时光。

E桑梓E sangzi ＜书〉圈《诗经·小雅·小齐儿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是说家乡的桑树和梓
树是父母种的，对它要表示敬意。后人用来借
指故乡。

E 指气温高、湿度大的

见 127 页【沧

II 

( L.尤）

搔
潘
骚1 （搔）
骚2 … sao O 指屈原叫骚》2 ～

（搔）体。＠〈书〉泛指诗文：～人。
骚3 sao O 时举止轻时风放

（搔）荡z 风～｜～货（对举止轻饨的妇
女的蔑称）。＠〈方〉雄性的（某些家畜） :~ 
马｜～驴。＠同“躁”（sao ＞。

E骚动】 saodong 理由秩序紊乱；动荡不安z 会
场～ l在人群里引起一阵～。

E骚客E saoke ＜书〉圈诗人。
白蛋乱J saoiL』an 圃混乱不安。
E骚扰E so凹凸o 圈便不安宁，扰乱z 性～｜外敌

～边境｜土匪～村寨。
E骚人】 saoren （书〉［雪诗人。

E骚体E saoti 圈古典文学体裁的一种，以模仿
屈原《离骚》的形式得名。

b笛 . ,, SQQ 画把蚕茧浸在热水里抽出

萝畏（媒）蚕丝z ～丝。
九回 国o 向“主袋”。

写来（绿）另见 1051 页 qiao"
牒 SQQ 周像尿或狐狸的气味z ～气｜腥～｜

又臭又～。

王三「二二豆豆丛瓦二1

so。国用指甲挠z ～头皮！～到痒处（比

喻说到点子上＞ I～首弄姿（形容卖弄姿容）0
sao ＜~＞水蚤。

扰乱g不安定：～乱！～扰。sao 

揉 sang （方〉酬推z 推推～～｜把他～了
个跟头。

嗓 sang 0 嗓子①＠（～叫音：小
～！LI 哑～儿。

E嗓门儿） sangmenr 画嗓音：～大。

E嗓音E sangyln 圈说话或歌唱的声音：～洪

亮。
E嗓子E s凸ng•zi ~ 0 喉咙：～疼。也说嗓子
眼儿。＠嗓音2 ～亮 i放开～唱。

E嗓子眼JL) S凸ng•ziy凸nr 圈嗓子①。

碟 sang （方〉柱子底下的石敬z 石～。

颖（颖）

sang 

丧 sang 0 丢掉5失去：～
（费、：主要）身｜主尽天良｜～权辱国。

＠情绪低落；失意2 懊～l颓～。
另见 1126 页 sang 。

E丧胆E sang;? don 圈吓破了胆，形容非常恐

惧z 敌军闻风～o
E丧魂落魄】 sanghun-luop<'>

样子。也说丧魂失魄。
E丧家之犬】 sangj iazhlquan 比喻失去靠山，
到处乱窜，无处投奔的人。也说丧家之狗。

〈书〉额；脑门儿。

形容非常恐惧的

( L.：大 1

sang 

sang 



刊2a I sao sao l 扫嫂麓扫塌梢癌疑牒

另见 1128 页 sao 。

v v 
sao c L..么）

1 … s凸0 0 画用窑帚、扫帚除去尘
（捂）士、垃圾等～雪｜把地～一～。＠

函］除去；消灭：～雷｜～盲。＠［且很快地左右

移动：～射｜眼光向人群一～。＠归拢在一

起：～数。
另见 1128 页 s凸0 。

E扫除E saochu 咽。清除肮脏的东西：大～｜
室内室外要天天～。＠除去有碑前进的事物．

～障碍｜～文盲。
E扫荡E saodang 圈。用武力或其他手段肃
清敌人。＠泛指彻底清除z 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腐朽东西，都应当～。

E扫地E sao;;di 圈。用智帚、扫帚清除地上的

脏东西。＠比喻名誉、威风等完全丧失z 威信
主E ～｜斯文～。
三三F E扫地出门l saodi-chumen 指没收全部财产，

赶出家门。
E扫毒l sao;;du E到扫除制造、贩卖、吸食毒品
等违法犯罪活动：～斗争。

E扫黄】 s凸011huang 画扫除卖淫嫖娼等非法
活动；扫除黄色书刊、音像制品等。

E扫货l sao;;huo 圃指在市场上大量地购买
货品：平时没空儿，只能趁周末到超市去～。

E扫雷l s凸0111ei rn国排除敷设的地雷或水雷等：
～车｜～舰。

E扫盲E s凸o;;mang ［到扫除文盲，对不识字或
识字很少的成年人进行识字教育，使他们脱离
文盲状态。

E扫描】 saomiao 擅自电子束、无线电波等在特
定区域按一定规律移动而描绘出画面、物体等
图形：～仪。

E扫描仪】面omiaoyi [81 用于扫描的仪器，利
用光敏感设备扫描图形或文字，并将其转换为
数字形式，以供计算机识别和处理。

E扫墓］ s凸o;;mu 圈在墓地祭奠、培土和打扫，
现也指在烈士墓或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

清明～。
E扫平E s凸oping 画扫荡平定：～匪患。
E扫射E saoshe 画面。用机枪、冲锋枪等左右
摆动连续射击。＠比喻目光或灯光向四周掠

过。
E扫视E saoshi 圈目光迅速地向周围看2 向台

下～了一下。

E扫数E saoshu 圃尽数；全数z ～还清｜～入

库。
E扫榻E s凸ota （书〉画打扫床上灰尘，表示欢

迎客人z ～以待。

E扫堂腿】 saotangtul 圈武术招数，身体下蹲，

用一条腿猛力横扫以绊倒对方。也说扫腿。

E扫听l s凸o• ting ＜方〉圃探询；从旁打听。

E扫腿E siiotui 圈扫堂腿。

E扫尾】 SOO//W岳l 圈结束最后部分的工作。
E扫兴】甜0//Xtng F韵正当高兴时遇到不愉快

的事情而兴致低落：别说～的话｜令人才分～｜
你要不去，岂不扫了大伙儿的兴o

嫂础。＠圈哥哥的妻子z 兄～1表～＠
称呼年纪ll'fil 自己差不多的已婚妇女王

～l张大～。＠尊称军人、警察等的妻子：军

～！警～。
E嫂夫人E siiofu·ren 圈对朋友尊称他的妻子。

E嫂嫂】础。·sao ＜方＞ I苞嫂子。

E嫂子】础。. z i （口〉圈哥哥的妻子：二～｜堂
房～。
蕴 siio 见削4 页剧。

、

sao CL、么）

扫… sao 义同“扫咄ω 用于“扫帚、
（捅）扫把”等。
另见 1128 页 S000

E扫把E saob凸〈方〉圈扫帚。

E扫帚】 sao•zhou 圈除去尘土、垃圾等的用
兵，多用竹枝扎成，比窑帚大。

E扫帚菜l sao•zhoucai 圈地肤的通称。
E扫帚星】 sao• zhouxlng ＜口〉圈彗星。迷信
的人认为出现扫帚星就会发生灾难，因此扫帚
星也用为骂人的话，如果认为发生的祸害是由
某人带来的，就说某人是扫帚星（多指妇女）。
埔 sao 画＠用树枝柑月石头等捆

紧做成的圆柱形的东西，用作保护堤岸防

水冲刷的材料。＠用许多埔做成的临时性堤
坝或护堤。

町、 sao 圈锥度。
’l 口另见 1149 页 shoo 。

癌 sao 古代指师

E癌痒】 saoyiing Ifill （皮肤）发痒 g ～难忍。

娓 sao 川4页网。

牒 sa。因1①z 害～｜～得脸通红。
另见 1127 页 sao 。



E燥子E sao•zi （方〉圈肉末或肉丁（多指烹调

好加在别的食物中的）：羊肉～面。

、

se c L.古）
色 se 0 颜色：红～｜三～版｜五颜六～。＠

脸上表现的神情；神色z 喜形于～｜面不改
～ l和颜悦～。＠种类：货～｜各～各样。＠
情景；景象：景～｜夜～｜行～匆匆。＠物品的
质量·成～｜足～。＠指妇女美貌：姿～ l～艺
双绝。＠色欲：～情｜～胆。 8 cs的自亘姓。
另见 1135 页 sh臼。

E色彩］（色采） secai 圈＠颜色z ～鲜明。＠
比喻人的某种思想倾向或事物的某种情调·

感情～ i地方～。
E色带E sedai 圈打字机、针式打印机上供给墨
色的带子：更换～。

E色ijE[] sed凸n l望为满足色欲表现出来的胆
量：～包天（包天：形容极大）。

E色调】 sediao I组＠指画面上表现思想、情感
的色彩及色彩的浓淡。各种红色或黄色构成
的色调属于暖色调，用来表现兴奋、快乐等情
感；各种蓝色或绿色构成的色调属于寒色调，
用来表现忧郁、悲哀等情感。＠比喻文艺作
品中思想感情的色彩z 作品含有忧郁、悲凉的
~ 。

E色光l seguang 圈带颜色的光。白色的光通

过棱镜分解成七科i色光。

E色鬼】 seguT 圈指贪色成性的人（含厌恶意） 0
E色觉E sejue ［每各种有色光反映到视网膜上
所产生的感觉。

E色块l sekuai 圈成块或成片相同的颜色（多
用于美术） 0

E色拉】 sel凸圈见 1131 页【沙拉lo
E色狼l selang [BJ 指贪色并凶恶地对女性进行
性侵犯的坏人。

E色厉内在】 seli-neir岳n 外表强硬而内心怯懦o
E色盲E semang 圈眼睛不能辨别颜色的病，
多为先天性的。常见的是红绿色盲，患者不能
区别红绿两种颜色。也有只能区别明暗不能

区别色彩的全色盲。
E色眯眯】 semlml （～的）［形］状态词。形容好
色的眼神2 这家伙整天～地盯着周围漂亮的姑

娘。
E色魔l sem6 l苞指贪色并以凶残的暴力手段
对女性进行性侵犯的坏人。

E色情E seqing 圈男女情欲：～狂｜～小说｜禁

止宣扬～、暴力。

牒色涩啬绝瑟塞 i saa se I 1129 I 

E色球E seqiu 圈太阳大气的中间一层，颜色暗

红。日全食时，明亮的光球被月球遮挡，肉眼
可以看见色球。

E色弱】 seruo [BJ 程度较轻的色盲，辨别颜色

的能力低。
E色散E sesan 圈复色光被分解成单色光而形

成光谱的现象。
E色素E sesu 圈使机体具有各种不同颜色的
物质，某些色素在生理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
用，如植物体中的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

E色相E sexiang 圈＠色彩所呈现出来的质的

面貌。如日光通过三棱镜分解出的红、橙、黄、
绿、青、紫六种色相。＠佛教指一切物体的形
状外貌。＠指女子的容貌和体态（多含贬义λ

出卖～。
E色诱l s的。u 画以色相引诱人，以达到某种

目的：用贿赂、～等手段拉人下水。
E色欲E seyu 圈性欲；情欲o

E色泽】 seze [BJ 颜色和光泽z ～鲜明。

、 se 0 圃像明矶王三
涩（耀、啦、精）或不熟的柿子那主
样使舌头感到麻木干燥的味道。＠圃摩擦

时阻力大g不滑润z 滞～｜轮轴发～，该上油了。

＠（文乍］）难读；难懂z 晦～｜艰～。＠（表情）

不白然；（处世）不成熟＝羞～｜青～。
E涩滞】 sezhi E国呆滞；不流畅z 声音～｜文笔

～｜一双～失神的眼睛。

三位中 se 吝啬。
回（啬）
E啬刻iJ] seke （方〉［噩吝啬。

铅 L•- se 圈金属元素，符号。。银自
（绝）色，质软，化学性质极活泼，在光的

作用下易放出电子，遇水发生爆炸。用在制造

光电池和火箭推进器等方面。
王王 se 古代弦乐器，像琴。现在所用的瑟有
王监、两种，一种有二十五根弦，另一种有十六

根弦。
E瑟瑟E sese 0 固自形容轻微的声音：秋风

～。＠圆形容颤抖：～发抖。

Z瑟缩E sesuo 画身体因寒冷、受惊等而蜷缩、
抖动o

塞 s自义同“塞，
另见 1120 页 siii;1120 页 soi 。

E塞擦音l secayln r窃气流通路紧闭然后逐渐

打开而摩擦发出的辅音，如普通话语音的 z、
c 、 zh 、 ch 、 l 、 q。塞擦音的起头近似塞音，末
了近似擦音，所以叫塞擦音。旧称破裂摩擦
二主已
日。

E塞音E seyln IEl 气流通路紧闭然后突然打开



1130 I se sha i 塞稿恋森僧雷杀

而发出的辅音，如普通话语音的 b、 p 、 d 、 t 、 9 、
人也叫：爆发音。旧称破裂音。

E塞责E seze 圈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敷衍了事：

敷衍～。

稽’L se 见创页佩。
（稽）

主意 se （书〉玉色鲜明洁净。

sen ＜的） I 

森臼n 0 形容树木多：～林。＠〈书〉繁
密；众多z ～罗万象（纷然罗列的各种事物

现象）。＠阴暗：阴～。 0 (S岳的圈姓。

E森林E s岳『11in 圈通常指大片生长的树木；林

业上指在相当广阔的土地上生长的很多树木．
连同在这块土地上的动物以及其他植物所构

成的整体。森林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凌，防止
7j(、旱、风

E森林警察E s岳『ilin jTngcha 保护森林资源及其
生态环境，维护林区社会治安，并担负消防任

务的警察。
E森林浴］ s岳nlinyu 圈一种健身方法，到森林
中呼吸清新空气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抵

抗力。

E森罗殿E s岳『ilu6dian 圈迷信传说指阅罗所居
住的殿堂。

E森然E S岳nr6n （书＞ l1f2l 0 形容繁密直立z 林
木～。＠形容森严可畏g 大殿幽暗～o

E森森E S岳阳岳n 匾。形容树木茂盛繁密z 松

柏～。＠形容阴森寂静z 阴～。＠形容阴
冷z 凉～｜寒气～。

E森严E S岳ny6n 圈整齐严肃；（防备）严密z 壁
垒～｜戒备～。

seng c L.L) 

A前民咱＠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和尚 z
l 曰～人｜～衣。［僧伽之省，梵 sarpgha] e 
(S岳ng）圈姓。

E僧多粥少E s岳ngduo-zhoush凸o 比喻人多东

西少，不够分配。也说粥少僧多。
E僧侣】 S岳ngl画画僧徒，也借来称某些别的宗
教（如古印度婆罗门教、中世纪天主教）的修道

人。
E僧尼E S岳ngni 固和尚和尼姑。

E僧俗E s岳ngsu 圈僧尼和一般人。

E僧徒E S岳ngtu 固和尚的总称。

雷 seng 见 988 页I筋雷~o

sha ＜产丫） 丁

义 . sho O 画使人或动物失去生
刁毛（毅）命：弄YE: ～虫｜～鸡｜～敌。＠画
战斗 z ～出重围。＠圈削弱；减少3消除：减
～！～价｜～暑气｜风势稍～。。同“煞”①：～
笔｜～尾。＠画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程

度深：气～｜恨～｜热～人。＠〈方〉圈药物等
刺激皮肤或秸膜使感觉疼痛z 伤口用酒精消
毒～得慌｜肥皂水～眼睛。

E杀跌E shadi岳 rnlil 指投资者在股票、债券等证
券市场行情下降时卖出持有的证券。

E杀毒E sha;;du 圈＠用物理方法或化学药品

杀死致病的微生物；消毒。＠用特别编制的
程序清除存在于软件或存储载体中的计算机
病毒。

E杀伐】 shaf6 O 圈杀戮讨伐2 征战～。他们
乱扣帽子，大行～之能事。＠圈指果断处事

的魄力．新任县长很有～，很快就扭转了工作

被动的局面。
E杀风景E shat岳ngjing 同“煞风景气

E杀害］ shahai 圈杀死；害死（多指为了不正当

目的）．惨遭～｜～野生动物。

E杀机E shajl 圈杀人的念头：动～。
E杀鸡给猴看】 sha F g品l h6u kan 杀鸡吓猴。

E杀鸡取卵】 shajl-q心luan 比喻只图眼前的好

处而损害长远的利益。

E杀鸡吓猴】 shajl-xiah6u 比喻惩罚一个人来
吓唬或警诫另外的人。也说杀鸡给猴看。

E杀鸡焉用牛刀］ sha F yon yang niudao 割

鸡焉用牛刀。

E杀价】 sha;; j ia ［盈压低价格，指买主利用卖主
急于出售的机会，大幅度地压低价格。

E杀戒l sh6jie 圈佛教、道教指禁止杀害生灵

的戒律．大开～O

E杀菌】 sha;; jun 国用日光、高温、过氧乙酸、酒
精、抗生素等杀死病菌。

E杀戮J shol心圃杀害（多指大量地）；屠杀z ～

无辜。

E杀灭】 shamie [Z西］杀死；消灭（病菌、害虫等）：

～蜂掷。
E杀气】 shaqi ~凶恶的气势2 ～腾腾。

E杀青】 shaqlng rnliJ 0 古人著书写在竹简上，
为f便于书写和防止虫虫主，先把青竹简用火烤

干水分，叫作杀青。后来泛指写定著作。＠
绿茶加工制作的第一道工序，把摘下的嫩叶加



高温，抑制发酵，使茶叶保持固有的绿色，同时
减少叶中水分，使叶片变软，便于进一步加工。

E杀人不见血E sha ren bu jian xi邑形容害人
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人受了害还一时察觉不

出。
E杀人不眨眼】 sha ren bu zh凸van
凶狠残忍，杀人成性。

形容极其

E杀人越货】 sharen-vuehua 杀害人的性命，抢
夺人的财物（越z 抢夺），指盗匪的行为。

E杀伤E shashang ［司打死打伤：～力。
E杀身成仁E sh ash岳n-chengren 为了成就仁德
而不惜舍弃生命（语出《论语·卫灵公妙，是儒
家的主张，后泛指为正义或崇高的理想而牺牲

生命。
E杀生］ sha;;sh岳ng 画指杀死动物z 不～。

E杀手E shash凸u ~o 刺杀人的人：职业～。

＠比喻危害人生命的某些疾病、物质等z 癌症

是威胁人类生命的～。

E杀手制】 shashoujian ~撒手制。

E杀熟】 shashu ~做生意时，利用熟人对自己
的信任，采取不正当于段赚取其钱财，也泛指

为了私利损害熟人的利益。
E杀一做百】（杀一警百） shayT-jTngbai 杀一个
人来警诫许多人。泛指惩罚一个人来警诫许
多人。

4龟，~ sha 
q二／篱”。

义同“杉”（shan ）①，用于“杉木、杉

另见 1137 页 shan 。

E杉篱】 shagao ~杉Cshan）树一类的树干砍

去枝叶后制成的细而长的杆子，通常用来搭脚

手架或撑船。
E杉木］ shamu ~杉Cshan）树的木材。

切I、 1 sha O 圈细小的石粒z 风～｜防～林｜
LY 飞～走石。＠像沙的东西z 豆～。＠
CSha）函姓。

部队2 sha c嗓音）不清脆，不响亮 z ～哑｜～

LY 音。
哉，I、3 sha 沙皇·～俄o
LY 另见 1134 页 shoo
E沙包l shabao 圈。像小Ll1 －样的大沙堆。
＠沙袋。＠（～儿）儿童玩具，小布袋里装上

沙子或其他颗粒物后缝上口，可以扔着或踢着

玩。
[ti，、暴E shabao I萄沙尘暴。

E沙场E shach凸ng ~广阔的沙地，多指战场z

久经～o

E沙尘E shachen l组（在空中飘浮的）沙粒和尘

土z ～天气｜加强城市绿化，减少～。
E沙尘暴】 shachenbao 圈挟带大量沙尘的风

杀杉沙 sha 口！？！
暴，发生时空气混浊，天色昏黄，水平能见度小

于1 000米。春季在我国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多
有发生。也叫沙暴、尘暴。

E沙袋E shadai 圈装着沙子的袋子，打仗时堆

积起来，用来掩护，也用于防洪、防火、体育锻

炼等。
E沙雕］ shadiao 圈把沙土堆积起来做材料，

在上面雕塑形象的艺术，也指这样的雕塑作
品。

E沙丁鱼E shadlngyu 圈鱼，体侧扁而长，银白

色，生活在海洋中，吃浮游生物等。是重要的
经济鱼类之一，通常用来制罐头。［沙丁，英
sardine] 

E沙俄E Sha’在~指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E沙发E shafa ~装有弹簧或厚泡沫塑料等的
坐具，一般有靠背和扶手。［英 sofa]

E沙月于JL] shaganr ＜方〉［苞用作食品的牛、羊、
猪的脾脏。

E沙锅1 shaguo 同“砂锅”。
E沙锅浅JL] shaguoqianr 同“砂锅浅儿”。

E沙果】 shagu6 c～儿）［望花红1 0 

E沙害】 shahai ~由于土地沙化而造成的危

害，如沙化引起的耕地荒芜、居民迁移、动植物
死亡等。

E沙狐球E shahuqiu 圈＠室内运动项目之一，

在一条撒有细沙的滑道上，比赛者站在一端把
球推向另一端，球停的位置越接近另一端的边
缘得分越高。＠沙狐球运动使用的球，扁圆

形，由金属和塑料球盖两部分组成。｜｜也作
沙壶球。

E沙壶球E shahuqiu 同“沙狐球”。

E沙化］ shahua l型土地因受侵蚀或水土流失

等原因含沙量增加而退化，不利于作物、牧草
等生长2 退耕还林，防止土地～。

E沙画E shahua l萄用于撒沙子的方式作的画。

E沙猩l shahuan ~猪狸。

E沙荒】 shahuang ~因沙化形成的荒地。

E沙皇】 shahuang 圈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过去

皇帝的称号。 P沙，俄 u,apb]

E沙浆】 shajiang 同“砂浆”。
E沙金】 shajln 圈自然界中混合在沙里的粒状
金子。

E沙坑】 shak岳『19 函］跳远、跳高等运动项目使
用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坑，里面铺着细沙。

【沙拉］ shala ~西餐中的一种凉拌菜，一般是
由熟土豆丁、香肠丁、水果或蔬菜等加调味汁

拌和而成。也译作色拉。［英 salad〕
E沙里淘金】 shalT-taojln 从沙子里淘出黄金，

比喻从大量的材料中选取精华，也形容费力大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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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效少。
E沙砾】 shall 固沙和碎石块。
E沙龙E sha16ng 圈 0 17 世纪末叶和 18 世纪

法国巴黎的文人和艺术家常接受贵族妇女的
招待，在客厅集会，谈论文艺，后来因而把文人
雅士的清谈集会或集会的场所叫作沙龙。＠

泛指文学、艺术等方面人士的小型聚会z 艺术
～｜摄影～。［法 salon，客厅］

E沙门】 shamen 画出家的佛教徒的总称。

［梵豆rarnanal 
E沙弥l shami IEl 初出家的年轻和尚。［梵

三rarnanera]

E沙弥尼】 shamini ~初出家的年轻尼姑。

［梵豆rarnanerikaJ 
E沙漠E shamo 圈地面完全为沙所覆盖，缺乏
流水，气候干燥，植物稀少的地区。

E沙漠化E shamohua 画面指沙质荒漠化，干旱、
半干旱地区土地严重退化，地表渐渐被流沙覆

~盖。
重重E E沙鸥】 sha’。u 圈栖息在沙滩或沙洲上的鸥
三三言 一类的鸟。

E沙盘l shap6n 圈。盛着细沙的盘子，可在
上面写字。＠用沙土做成的地形模型，一般
用木盘盛着。

E沙硕E shaqi ＜书〉圈沙漠。
E沙浅JL] sh间的nr 画同“砂浅儿”。
E沙丘E shaqiu IEl 沙漠、河岸、海滨等地由风吹
而堆成的沙堆，多呈丘状、垄状或新月状。

[jy瓢］ shar6ng （～儿）圈某些品种的西瓜熟
透时瓢变松散而呈细粒状，叫沙瓢。

E沙壤土】 sharangt凸圈含沙粒较多，细土较

少的土壤。土质松散，宜于耕作。
[jy、沙E shasha 理理形容踩着沙子、飞沙击物
或风吹草木等的声音：走在河滩上，脚下～地
呐！风吹枯叶，～作响。

E沙参E shash岳『1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
椭圆形，花冠钟形，紫色。根可入药口

E沙滩E shat an 圈水中或水边由沙子淤积成

的陆地。
E沙滩排球E shatan p6iqiu O 球类运动项目
之一，在沙滩场地上进行比赛，场地面积和比
赛规则与排球基本相同。比赛有两人制、四人
制和男女混合制，队员穿泳装，赤脚。＠沙滩
排球运动使用的球，用不吸水的柔软皮革制
成，大小与排球相同，颜色为黄色或橙色。

E沙土E shat心圈由 80% 以上的沙和 20% 以
下的新土混合而成的土壤，泛指含沙很多的
士。这种土壤土质疏松，透水通气性好，但保
水、保肥能力差，耕种时需要改良。

E沙文主义】 Showen zh心yi 一种把本民族利

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

的思想和主张。因拿破仑子下的军人沙文
(Nicolas Chauvin）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用暴力
向外扩张法国的势力，所以把这种思想叫作沙

文主义。
E沙哑E shay凸陋（嗓子）发音困难，声音低沉

而不圆润。

E沙眼l shayan 圆眼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
是沙眼衣原体，症状是结膜上形成灰白色颗
粒，逐渐形成癫痕，刺激角膜，使角膜发生溃
殇。

[i少鱼E shayu 见 1133 页【重鱼］ o
[tl、浴E shayu 画一种健身方法，把身体埋在
晒热的沙子中，有的还配合踩沙、抓沙、搓沙等
动作，达到法湿强体的日的。

E沙灾E shazai IEJ 因沙害造成的灾害2治理～。
E沙洲E shazhou IEl 江河、湖泊或浅海里由泥

沙淤伊战的陆地。
E沙子E sha·zi 圈＠细小的石粒。＠像沙的东

西：铁～o
E沙钻】 shazuan 圈鳝。

E沙嘴】 shazul 圈由河流挟带的泥沙构成的一
种海岸堆积地貌，形状像镰刀，基部与岸相连，
前端伸入海中。

九·I、 sha O 圈棉花、麻等纺成的较
纫l （钞）松的细丝，可以捻成线或织成
布：～厂｜棉～｜纺～ 160 支～。＠圈用纱织

成的经纬线很稀的织品s ～布｜～巾｜窗～｜头
上蒙了一块～。＠像窗纱一样的制品 z 铁
～｜塑料～。＠某些纺织品的类名 2 乔其～i

泡泡～。
E纱布E shabu 圈消过毒的经纬纱很稀疏的棉
织品，用于包扎伤口等。

E纱橱l shachu 圈蒙有冷布或铁纱的储存食
物的橱柜。

E纱窗E shachuang 圈蒙有冷布或铁纱等的窗

户。
E纱灯E shadeng IEl 用薄纱糊成的灯笼。
E纱镀E shading 圈纺纱机上的主要部件，用
来把纤维捻成纱并把纱绕在筒管上成→定形
状。通常用纱链的数目来表示纱厂规模的大

小。也叫纺健、锥子。
E纱笼E shal6ng 圈东南亚一带人穿的用长布

裹住身体的服装。［马来 saron]

E纱帽l shamao IEJ 古代文官戴的一种帽子，
后用作官职的代称。也叫乌纱帽。

E纱罩E shazhao 国＠罩食物的器具，用竹木
等制成架子，蒙上冷布或铁纱等，防止苍蝇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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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上。＠煤气灯或挥发油灯口上的罩，用亚 l 铸件内部或表面形成的小孔，是铸件的一种缺
麻等纤维编成网状再在硝酸牡、硝酸银、溶液中
浸制而成，遇热即发强光。

采『I sha 画＠止住（车、机器等）：把车～位。
!.J、＇.J .比喻停止或制止z ～位不正之风。

另见 138 页 c恼。

E刹车E shache O C 千）画用闸等止住车的

行进z 紧急～。＠〈－扑）画停止或断开动力

来源，使机器停止运转。. （－／／一）国比喻停
止或制止z 浮夸风必须～。＠圈指机动车拍

制动器：～不灵。！｜也作煞车。

4心反 … sha 〈书〉杂稼。
才示（搬）另见 1120 页叫
砂 sha 同‘‘沙1 ”①。

E砂布E sh a bu 圈粘有金刚砂的布，用来磨光

金属器物或木器等的表面。

Z砂锅E shaguo !El 用陶土和沙烧制成的锅，不

易与酸或碱起化学变化，大多用来做菜或熬
药。也作沙锅。

E砂锅浅JL] shaguoq i凸nr IE] 砂浅儿。也作沙

锅浅儿。
E砂姜E shajiang !El 土壤中的石灰质结核体，
质地坚硬，不透水，大的块状，小的颗粒状。可
用来代替砖石做建筑材料。也作砂唱。

E彤、浆】 shaj iang !El 建筑上砌砖石用的教结

物质，由一定比例的沙子和胶结材料（水泥、
石灰膏、新士等）加水和成。也作沙浆。也
叫灰浆。

E彤、高冒E shajiang 同“砂姜”。
E彤、轮E shalun c～儿） IE] 磨刀具和零件或切割

金属和石材用的工具，用磨料和胶结物质混合
后，在高温下烧结和j成，多为轮状或片状。

E砂囊t] shanang 圈＠指鸟类的胃，胃里贮有

吞入的砂粒，用来磨碎食物。＠指蜓蚓的胃。
[li'J-浅JL] shaqi凸nr 圈比较浅的砂锅。也作沙

浅儿。也叫砂锅浅儿。
E砂仁E shar岳n （～儿）圈＠多年生草本植物，

匍匍茎，叶子披针形，花白色，形状像喇叭，葫
果紫红色。果实和种子可人药。＠这种植物
的种子。

E砂糖E shatang 圈结晶颗粒较大、像砂粒的

糖。分赤砂糖和臼砂糖两种，赤砂糖含少量的
糖蜜，白砂糖纯度较高。

[li'J-型E shaxing 圈铸造中用潮湿型砂制成铸

件模型，把铸件模型用一定方法埋在砂子里，
然后取出，模型在砂中留下形状相同的空隙，
就是砂型。

E砂HI!] shayan !El 铸造过程中，气体或杂质在

陷。
E砂样E shayang 圈勘探时取得的供化验分析
用的岩石碎屑样品。

E砂纸E shazhl 圈粘有玻璃粉的纸，用来磨光
竹木器物等的表面。
在伫 sha O 用于地名、人名。莎车 CSha
EY ch副，地名，在新疆。 8 CSha）圈姓。

另见 1255 页 SU已。

丘）.（ 阳” sha O 古代兵器，长柄，锋端有
惊（徽）剧。＠〈书〉摧残；伤害2 ～羽。
E银羽E shay凸〈书〉国国翅膀被摧残，比喻失意
或失败z ～而归。

泣如 •~·， sha 见 1640 页【挖童在]o
孚（钞）另见 1川页白白6 页 M。
~民 sha 函中医指霍乱、中暑等急性病2 绞
刑；Y 肠～。

即子E sha·zi ＜方〉圈麻成
β凶· sha O 圈结束g收束：～笔｜～尾｜～账 l

m亏锣鼓～位后，一个男孩儿领头唱起来。＠
医国勒紧；扣紧z ～车｜～一～腰带。＠同“杀”
③⑤。

另见 1134 页 sha.

E煞笔E shabl O c 11 ）画写文章、书信等结

束时停笔。＠圈文章最后的结束语g 这篇散
文的～很精彩。

E煞车］1 sha;;ch岳圈把车上装载的东西用绳

索紧勒在车身上。
E煞车：）2 shache 同“刹车”。

E煞风景E sha f岳ngjlng 损坏美好的景色，比喻
使人扫兴。也作杀风景。

E煞尾］ shaw岳i oc －／／…）医团结束事情的最后
一段；收尾g 事情不多了，马上就可以～。＠
圈北曲套数中最后的一支曲子。＠画文章、
事情等的最后一段。

装 sha ~625 页叫。

业f;，叫 sha 见下。

盈（资）
E革主鱼］（沙鱼） shayu 圈鱼，身体纺锤形，稍扁，
鳞为盾状，胸鳝、腹鳝大，尾鳝发达。生活在海
洋中，性凶猛，行动敏捷，捕食其他鱼类。经济

价值很高。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真盗、角皇室等。
也叫敛。

, 
sh6 （产丫）

啥 sha ＜方〉回疑问代词。什么：到～地方
去？｜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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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啥子E sha·zi ＜方〉困疑问代词。什么；什么 敌 sha ＜书〉饮，专指献血
东两。

\I 

sh凸 （产丫）

傻 sh凸回头脑糊涂，不明事
（！~爱）理2 ～头～脑｜装疯卖～｜吓～了。

＠死板，不知变通z ～干｜～等。
E僻lll sh凸guii 圈傻子（骂人或开玩笑的话） 0
E傻瓜相机E sh句ua xiangji 自动或半自动照
相机的俗称。操作比较简单，一般不需要人工

调焦距和测算曝光时间。
E傻呵呵】 sh凸h岳h岳（～的）庄园状态词。形容糊

涂不懂事或老实的样子z 孩子听故事听得入了
神，～地瞪大了两只眼睛！别看他～的，心里可

有数。也说傻乎乎。
E傻乎乎E sh凸huhu ＜～的）圃状态词。傻呵
呵。

王三 E傻劲儿l shajinr 圈＠傻气①。如做事时
使出的蛮劲和死力气：光靠～蛮干是不行的，
得找窍门。

E傻.冒JL] sh凸maor （方〉＠圈讥称没见过世
面而呆头呆脑的人。＠圆形容人傻，没见过
世面。

E傻气l shaqi O 圈愚蠢糊涂的神态：一脸
～。＠画 J愚蠢、糊涂 z 这句话说得有点儿
~ 。

E傻笑l sh凸xiao 画无意义地一个劲儿地笑。
E傻眼E sh凸！IV凸n 圈因出现某种意外情况而目
瞪口果，不知所措z 付款时才发现钱包没了，一
下子傻了眼。

E傻子E sha·zi ~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人。

·、

sha （产丫）

、、、 sha （方〉［到摇动，使东西里的杂物集
l..7 中，以便清除z 把米里的沙子～一～。

另见 1131 页 s恼。

暖 sha 见下。

E咳喋E shazha ＜书〉匮F雪形容成群的鱼
等吃东西的声音。
厦 s a o ＜高大的）房子z广～｜高

（厦）楼大～。＠〈方〉房子里靠后墙
的部分，在中E之外2 前廊后～。
另见 1416 页 xia 。nw sha （书〉嗓音嘶哑。

5ζ 另见 2 页 6。

E献血】 shaxue 圈古代举行盟会时饮牲畜的

血或嘴唇涂上牲畜的血，表示诚意z ～为
盟。

hJt.1 sha 迷信的人指凶神z 凶神恶～。

J ）＼、

hJt.2 sha 极；很z ～费苦心。

'"' 另见 1133 页 sha o 

E煞臼E shab6i ~状态词。由于恐惧、愤怒或
某些疾病等原因，面色极白，没有血色。

E煞费苦心l shafei kuxin 费尽心思。

E煞气】1 sha;;qi rnllJ 内充气体的器物因有小孔

而慢慢漏气2 车带～了。
E煞气】2 shδqi [BJ 0 凶恶的神色。＠迷信的
人指不祥之气，不吉利的征兆。

E煞有介事E shayou-jieshi 见 1435 页I像煞有

介事1。
霆 s'ha ＜书〉扇子。

霎 sha 短时间；－~JL：一～ l～时。

【霎时E shashi 圈霎时间。
E霎时间】 shashijian [BJ 极短时间：一声巨响，

～天空中出现了千万朵美丽的火花。也说霎

时。

「 shai c 湾）一一」

筛1ι 州iO 筛子＠圈把东西
（筒）放在罗或筛子里，来回摇动，使

细碎的漏下去，粗的留在上头＝～沙子｜把绿豆
～净。＠圃比喻经挑选后淘汰z 他担心考不
好给～下来。

筛2 储 shai 圈＠使酒热z 把酒～－
9市（箭）～再喝。＠斟（酒或茶）。
｛陆3 儒 shiii ＜方〉画敲（锣）：～了三
川市（筒） 下锣。
E筛查E shaich6 圃像过筛子一样地仔细检查

或排查：～火险隐患｜～犯罪嫌疑人｜这次体检

～出一些人血脂高。
U市管E shaiguan 圈韧皮部由许多长筒形细
胞上下相接而成的管状结构，相接处的细胞壁
有许多小孔，形状像筛子，主要功能是输送养
分。

U市糠】 sha i ;; kiing ＜口〉圈比喻因惊吓或受冻
而身体发抖。

E筛选】 shaixuan 圈。利用筛子进行选种、选

矿等。＠泛指通过淘汰的方法挑选2 经过多



年的杂交试验，～出优质高产的西瓜新品种 i～
参赛队员。

E筛子E sh凸i. z i 圈用竹箴、铁丝等编成的有许
多小孔的器具，可以把细碎的东西漏下去，较
粗的成块的留在上头。

酬 削l “酬’叫又音。
BBc醺）

I/ 

shai （产1fi)

色 sh凸i
变～儿。
另见 1129 页蛇。

E色酒E shaijiu （方〉强］用葡萄或其他水果为
原料制成的酒，一般带有颜色，酒精含量较低。

E色子】 shai·zi 圈一种游戏用具或赌具，用骨
头、木头等制成的立体小方块，六面分刻一、二、
三、四、五、六点。有的地区叫锻子（t6u•zi ）。

、

shai （产1fi ) 

晒1 一叫画＠太阳瞅瞅照射
（瞩）到物体上z 烈日～得人头昏眼

花。＠在阳光下吸收光和热：～粮食｜让孩子
们多～太阳。＠〈方〉比喻置之不理；慢待z 把
他给～在那儿了。

晒2 一 刷l 画展示自己的东西或信
（瞩）息供大家分享（多指在互联网

上），～客｜～创意｜～账单。 C英 share]

E晒堡E shaifa 圃使已经用犁翻起来的土在阳
光下曝晒。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温度，
有利于种子发芽和根系生长。

(U西客E shaike 圈指用文字或照片等把自己的

生活、经历和心情等展示在互联网上的人z ～
网站。

E晒台E shaitai 圈在楼房屋顶设置的露天小
平台，供晒衣物或乘凉用。

E晒图E shai;;tu 0 ［量把描在透明或半透明纸
上的图和感光纸重叠在一起，利用日光或灯光
照射，复制图纸。 8lBI 用这种方式复制的图
纸。

[ shan （产与）

山 shan 0 圈地面上由土、石形成的高耸
的部分＝一座～｜高～｜～石。＠形状像山

的东西2 冰～。＠〈方〉圈指蚕族：蚕上～

筛酬色晒 tJJ I sha i shan I 1135 

了。＠指山墙：房～。 8 (Shon）圈姓。

E山均］ shon ’ ao 圈山间的平地。
E山包E shanbao ＜方〉圈小山。

E山崩E shanb岳ng 圈山上大量的岩石和泥土
塌下来。

E山茶E shancha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
卵形或椭圆形，有光泽，花红色或白色，葫果球
形，种子球形，黑色。是一种著名的观赏植物，
花很美丽，通常叫茶花。种子可榨油，花可人

药。
E山城E shanch自ng 圈山上的或靠山的城市。

E山） If) shanchuan [Bl 山和河流z ～壮丽。

E山村］ shancun 圈山区的村庄。

(LLJ地E shandi 圈＠多山的地带z 开发～资

源。＠在山上或坡上的农田 2 种了几亩～。
(L1J巅】 shandian 圈山顶。

E山顶E shanding 圈山的顶部；山最高的地方。
E山顶洞人】 Shandingdongr自n 巨型古代人类

的一种，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一万
八千年。化石在 1933 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三E
口店龙骨tlJ 山顶洞中。 雪三三

E山东梆子J Shandong bang·zi 山东地方戏曲

剧种之一，流行于山东大部分地区和河北、河
南的部分地区。

E山东快书E Shandong kuaishu 曲艺的一种，
说词合辙押韵，表演者一面叙说，一面击铜板
伴奏，节奏较快。流行于山东、华北、东北等

地。

E山峰E shanf岳ng [Bl 山的突出的尖顶。

Cw音晃JLl shangala「〈方〉圈指偏僻的山区。
E山冈E shiingiing 固不高的山。

E山岗E shiing凸ng 画不高的山。

(ll.J岗子E shiing凸ng•zi ＜口〉圈山冈。

E山高皇帝远E shiin giio huangdi yuan 指地

处偏远，法律、制度管束不到。也说天高皇帝
立'.!io

E山高水低E shiingao-shu idl 指意外发生的不
幸事情（多指死亡）。

E山歌】 shiing岳函形式短小、曲调爽朗质朴、

节奏自由的民间歌曲，流行于农村或山区，多

在山野劳动时歌唱。

E山根】 shangen （～JL）（口〉圈山脚。

E山沟E shang6u [Bl 0 山间的流水沟。＠山

谷。＠指偏僻的山区2 过去的穷～，如今富裕
起来了。

E山谷l shiing心圈两山之间低洼而狭长的地

方，中间多有溪流。

E山国E shiingu6 圈指多山的国家或多山的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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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山河】 shanhe 圈山和河流，指国家的疆土·
大好～｜锦绣～O

E山核杉~l shanhe·tao 圈＠落叶乔木，羽状复
叶，小口十披针形或倒卵形。果实表面有皱纹，

果仁可以吃，也可榨泊。＠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有的地区叫小核桃。

E山洪E shanh6ng 圈因下大雨或积雪融化，由

山上突然流下来的大水＝～暴发。
E山货E shanhuo 圈。山区的一般土产，如山
楼、棒子、栗子、胡桃等。＠指用竹子、木头、商

麻、陶土等制成的日用器物，如扫帚、簸宾、麻

绳、砂锅、瓦盆等：～铺。
E山鸡l shanji ＜方〉圈雄。
[iJJ积】 shanji ＜书〉画像山那样高高堆积着，

形容东西极多：货物～。
E山脊E shanji ~山的高处像兽类的脊梁骨似
的高起部分。

E山涧l shanjian 圈山间的小水流。

E山脚E shanji归国山的靠近平地的部分。

主矗主 E山轿E shanjiao ~把椅子绑在杠子上做成的
圣主言 乘坐用具，由人抬着走。

E山结E shanjie ~几条山脉的接合处，如帕米
尔山结。

E山金E shanjin 圈脉金2 。

E山口E shankou 圈连绵的山岭中间较低处，

多为通道经过的地方。
E山岚l shanlan ＜书〉啤山间的云雾z ～痒气。
E山里红E shan· lih6ng 圈山橙。
E山梁】 shanliang 圈山脊。
E山林E shanlin 圈有山有树林的地方。

E山陵E shanling ＜书〉圈＠山岳。＠指帝王
的坟墓。

E山岭E shanling 圈连绵的高山。
E山路E shanlu 圈山间的道路：～崎岖。
E山麓l shanlu ＜书〉圈山脚。
E山峦E shanluan 圈连绵的山：～起伏。
E山脉E shanmai 画成行列的群山，山势起伏，

向一定方向延展，好像脉络似的，所以叫作山
脉。

E山猫E shanmao ~豹猫。
E山门E shanmen 圈。指佛教寺院的大门。

＠借指寺院。
E山盟海誓E shanmeng-h凸ishi 见 508 页【海

誓山盟］ o
E山明水秀E shanming-shuixiu 山清水秀。

E山南海北E shannan-t治ib品l 天南地北。
E山难E shannan 圈在登山过程中发生的灾

难，如人员伤亡、失踪等。

E山炮E shanpc]o ~一种用于山地作战的轻型

榴弹炮，重量较轻，能迅速分解结合，便于搬
运。现已逐渐淘汰。

E山坡l shanpo 圈山顶与平地之间的倾斜面。

Z山墙l shanqiang ~J 人字形屋顶的房屋两侧

的墙壁。也叫房山。（图见 370 页“房子”）
E山清水秀】 shanqlng-shuixiu 形容山水风景

优美。也说山明水秀。
E山穷水尽】 shanqi6ng-shuijin LU和水都到了

尽头，前面再没有路可走了，比喻陷入绝境。

E山区E shanqO ~多山的地区：支援～建设。
E山泉E shanquan 圈山中的泉水。

E山势E shanshi ~山的形势或气势z ～险峻 1

～雄伟。
E山水E shanshui 圈。山t流下来的水。＠

山和水，泛指有山有水的风景：桂林～甲天下。

＠指山水画：泼墨～。

E山水画l shanshuihua 圈以山水等自然风景
为题材的中国画。

E山桐子l shiint6ngzi 圈落叶乔木，叶子卵形，
花黄绿色，有香气，浆果球形，红色或红褐色。
木材可以制器具。也叫椅CyDo

E山头l shant6u 圈＠山的顶部；山峰。＠设

立山寨的山头，比喻利益一致的小团体或宗

派z 拉～｜～林立。
E山洼】 shanwa 函山中的洼地；山谷。

E山窝l shanwo 圈偏僻的山区。也说山窝窝
Cshanwo•wo ）。

E山坞】 shanwu ~山间平地；山拗o
E山西梆子E Shanxi bang·zi 晋剧。

E山系】 shanxi ~同一造山运动形成，并沿一

定走向规律分布的若干相邻山脉的总体，叫作

山系。
E山峡E shanxi6 圈两山夹水的地方；两山夹

着的水道。

E山险E shanxi也n 函山势险耍的地方。
E山乡E shanxiang 圈山区的乡村，泛指山区 z

～人家 i～巨变。

E山响l shanxi凸ng E园状态词。形容响声极

大z 北风刮得门窗乒乓～。
E山魁l shanxiao ~ O 狲猴的一种，体长约 1

米，尾巴很短，鼻子深红色，面部皮肤蓝色，有
微紫的皱纹，吻部有自须，全身毛黑褐色，腹部
灰白色，臀部鲜红色。生活在非洲西部，多群
居，吃小鸟、野鼠等。＠传说中山里的独脚鬼
怪。

E山崖E shanya ~山的陡立的侧面。
E山羊E shanyang 圈＠羊的一种，角的基部
略作三角形，角尖向后，四肢强壮，善于跳跃，
毛不弯曲，公羊有须，变种很多，有黑、灰等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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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绒毛是优质的纺织原料。＠跳跃器：跳

~ 
E山腰E shanyao 圈山脚和山顶之间大约一半
的地方。也叫半山腰。

E山药E shan•yoo 圈＠薯琐的通称。＠〈方〉
甘薯。＠〈方〉马铃薯。

E山药蛋】 shan•yoodan ＜方〉（盏马铃薯。
E山野J shany岳圈。山和原野：小白花开遍

～。＠革野z ～小民。
E山雨欲来风满楼】 shany心 vu 1a; f岳ng m加

16u 唐代许浑《咸阳城东楼》诗句，现多用来比
喻冲突或战争爆发之前的紧张气氛。

E山芋】 shanyu ＜方〉圈甘薯。
[1I1岳E shanyue ~高大的山。
E山橙】（山查） shanzha 圈。落叶乔木，叶子
近于卵形，有羽状深裂，花白色。果实球形，深
红色，有小斑点，昧酸，可以吃，也可入药。＠
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山里红，有的地区叫
红果儿。

E山植糕E shanzhagao 圈食品，用去核的山橙
磨碎，加糖、淀粉等煮熟，凉后凝冻而成。

E山寨E shanzhai O 圈在山林中设有防守栅
栏的地方。＠圈有寨子的山区村庄。＠［砌
属性词。仿造的；非正牌的2 ～货｜～手机。＠
圈属性词。非主流的；民间性质的：～文化｜
～足球队。

E山珍海错】 shanzh岳n-h凸icu6 山珍海味。

E山珍海味】 shanzh副－h凸iwei 山野和海洋里
的各种珍贵的食品，多指丰盛的菜肴。也说山
珍海错。

E山菜英J shanzhuyu ~落叶小乔木，叶子长
椭圆形，花黄色。果实为核果，长椭圆形，枣红
色，可入药。

E山庄l shanzhuang 圈＠山村。＠山中住
所；别墅z 避暑～。

E山子J shan·zi ＜方〉圈假山。也叫山子石。
E山子石E shan·zishi ＜方〉圈山子。
E山嘴E shanzuT 圈伸出去的山脚的尖端。

变巾。割（草）＠除去z ～除

E妄除E shanchu 圈＠除去（革）：～杂草。＠
删除：文辞烦冗，～未尽。

E变秋E shanqiu rnID 立秋以后在农作物地里锄
草、松土，使农作物早熟、籽实饱满，并防止杂
草结籽。也作删秋。

E变夷J shanyi ＜书〉圃＠除（草）。＠铲除或
消灭（某种势力）。｜｜也作变夷。

E变美E shanyi 同“变夷”。
品~ shan ~O 杉树，常绿乔木，高可达到

'I二／米，树冠的形状像塔，叶子长披针形，花单

性，果实球形。木材白色，质轻，有香气，供建
筑和制造器具等用。 8 (Shan）姓o

另见 1131 :!11: sho 。

删 由。n 南］去掉（文辞中的某些字
j （唰）句）： ~~就简｜这一段可以～去。

E删除E shanchu 圈删去z ～多余的文字。
E删繁就简］ shanfan-j iuj i凸『1 删去多余的文字

或内容使简明扼要：教材要～。
E删改】 shang凸l 画删削并改动：～原稿。
E删节】 shanjie 画删去文字中可有可无或比

较次要的部分：～本｜文章太长，需要～一部分
内容。

E删节号E shanjiehao 圈省略号的旧称。

E删略E shanl岭南删节省略＝文章转载时做
了～。

E删秋】 shanqiu 同“变秋”。

E脚l汰】 shantai 〈书〉富国删削淘汰z ～冗文。
E删削E shanxu岳圈删节削减（文字）：小说正

式出版时～了不少内容。
→古 shan O 用草编的盖东西或垫东西的器

仁I 物．草～子。 8 (Shon）圈姓。
另见 1139 页 shan 。

去／ sh an f望金属元素，符号 Smo
纱’（彭）是一种稀土元素。银白色，翩。
用作激光材料等，也用于核工业。
另见 1139 页 shan 。

~-1 shan O 单上衣z 衬～ l 汗～｜棉毛～。＠

1三／泛指衣服：衣～｜长～。
姗 … sh an 见下。

？姗）
E姗姗】 shanshan ~形容走路缓慢从容的姿

态z ～来迟（形容来得很晚）。

珊 hon 见下。
？册）

E珊珊E shanhu 圈许多珊湖虫的石灰质骨锵

聚集而成的东西。形状有树校状、盘状、块状
等，有红、白、黑等颜色。可供玩赏，也用作装
饰口

日口。

E珊湖虫E shanhuch6ng 圈腔肠动物，身体呈

圆筒形，有 8个或 8 个以上的触手，触手中央

有口。多群居，结合成一个群体，呈树枝状、盘
状、块状等。生活在热带海洋中。

E珊珊岛E shanhud凸o 圈主要由珊砌堆积成
的岛屿。

E珊砌礁J shonhuj iao 圈主要由珊珊堆积成
的礁石。

挺帅〈书〉用柳川土；和泥

栅、 shan W.下f栅）另兑16;2 页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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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栅极】 shanji 圈多极电子管中最靠近阴极的｜ 画因动作过猛，使→部分筋肉受伤而疼痛z ～

一个电极，具有细丝网或螺旋线的形状，有控｜ 了腰。＠圈闪电z 打～。＠画面突然出现z
制板极电流的强度、改变电子管的性能等作｜ ～念i 山后～出一条小路来。＠画闪耀s ～
用。 | 亮｜～金光！电～雷鸣｜眼里～着泪花。＠〈方〉

~甩下；丢下：出发时一定来叫你，不会把你贵山向见下。

白山板］C舶版） shanban 圈近海或江河上用桨

划的小船，－般只能坐两三个人；海军用的较

窄而长，一般可坐十人左右。

店向古书上指献。

iJ$i£ shan 〈书〉问光的样子。
加之二另见 1513 页 yon 。

扇 s an 0 rntll 摇动扇子或其
co＠；搞）他薄片，加速空气流动～

煤炉子｜～扇（shan ）子。 8l矗用手掌打：～

了他一耳光。＠同“煽”②。
另见 1139 页 shano

E扇动E shandδng 0 圈摇动（像扇子的东
三三三 西） ：～翅膀。＠同“煽动”。

主雪跚州见叫唰
止自 shan ＠同“扇”（shan）①。＠鼓动（别
用拥人做不应该做的事）：～动｜～惑。
E煽动E shandong Wil 鼓动（别人去做坏事） : 
～闹事｜～暴乱。也作扇动。

E煽风点火E shanf岳ng-dianhuo 比喻鼓动别人

做某种事（多指坏的）。

U扇呼E shan•hu ＜口〉画煽动：经他这一～，一
些人的情绪激动起来。

E煽惑J shanhuo 圈鼓动诱惑（别人去做坏事） 0

E煽情E shanqing rnfiJ 煽动人的感情或情绪：导
演很会营造氛围～。
清择 s an ＜书〉形容流泪。

（铃潜）
E滑然］ shanran ＜书〉圃流泪的样子z ～泪下。

E清清E shanshan ＜书〉圈形容流泪不止z 热

泪～｜不禁～。

腥 s an 圃像羊肉的气
（耀、养葬） 味z ～气 l～味｜吃起来有

点儿～。
另见 259 页 d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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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0 (Sha门）［甸姓。

E闪避E shiinbi 圈迅速侧转身子向旁边躲避z

～不及。

E间存E sh凸ncun 圈→种在断电时数据不会丢

失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不
易受物理破坏的优点。“闪”是英语 flash 的
直译。

E闪电l shiind ion [BJ 云与云之间或云与地面
之间所发生的放电现象，会发出很强的电光。

E闪电战】 sh凸ndianzhan 圈利用大量快速部
队和新式武器突然发动猛烈的进攻，以迅速取
得战争胜利的一种作战方法。也叫闪击战。

E闪躲E shiinduo 圈躲闪；躲避：～不开｜他有
意～我的目光。

E闪粉】 shiinfen 画一种化妆品，里面含有亮

片，多涂抹在眼部，具有问光发亮的效果。
E闪光l shiinguang 0 C －／／一）圈现出光亮s发

光g 萤火虫在草丛中闪着光。＠圈突然一现

的或忽明忽暗的光亮z 流星变成一道～，划破
黑夜的长空。

E闪光灯E shiinguangd岳ng 圈一种照明装置，
能产生亮度很强而持续时间很短的闪光，用于

摄影。
E闪光点】 shonguangd iiin 圈指人或事物在某

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E闪婚E shiinhun 圈指刚认识不久就很快结

婚。
E闪击E shiinjl ~集中兵力突然袭击z 组织兵

力～敌人据点。

E问击战】 shiinjlzhan ~问电战。
E间客E shiinke lBJ 指从事网络动画设计的人。

“间”是英语 flash 的直译。

E闪离E sh凸nli E到指刚结婚不久就很快离婚。

E闲念】 sh凸nnian 圈突然一现的念头。

E闪盘】 shiinpan 圈闪存盘，利用闪存制造的

袖珍型移动存储器。也叫优盘。
E闪ill shiinrang 画躲闪避让＝他怕被车碰
着，连忙朝后～。

E闪闪E shiinshiin 圈光亮四射；问烁不定z 金

～｜电光～！～发光。
E闪射l shiinshe 画闪耀；放射（光芒）：远处有

车灯～｜眼睛里～着幸福的光芒。

E问身E sh凸n;;sh岳『l （～儿）~0 侧着身子＝～

挤进门去。＠身体很快地躲开z 他向旁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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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石子儿没有打着。

E闪失l shanshf 画意外的损失；岔子2 万一有
个～，后悔就晚了。

E问烁E shanshuo 画＠（光亮）动摇不定，忽

明忽暗z 江面上隐约～着夜航船的灯光。＠
（说话）稍微露出一点儿想法，但不肯说明确；吞
吞吐吐z 言语～｜～其词｜他闪闪烁烁，不做肯

定答复。
E闪烁其词E shanshuo-qici 形容说话吞吞吐

吐z 他不愿说出实情，～地遮掩过去了。

E闪现E shanxian 画一瞬间出现；呈现z 往事

又～在眼前。

E闪耀l shanyao 画闪烁①；光彩耀眼：繁星
～｜塔顶～着金光。

陕 u m 圈。指陕西。＠姓。
（陕）

E陕西梆子】 Shanxi bang· zi 秦腔①。

4圣呈 , ,_ shan ＜书〉持；握：～手。
侈（掺）另见 126 页 can; 140 页 cha 「1
陕 h 帅画跟睛很快地开闭；眨

（！睽）自民z 那飞机飞得很快，一～眼就不
见了。

陕帅〈书〉＠闪电。＠晶莹的样子。

飞

shan （户与）

立， I, ,_ , shan O ＜书〉讥讽：～笑。＠
llll （百）难为情的样子：脸上发～。
E讪脸】 shanli凸n ＜方〉圈小孩子在大人面前

嬉皮笑脸。
E讪讪】 shanshan llliJ 形容不好意思、难为情的
样子：他觉得没趣，只好～地走开了。

E讪笑J shanxiao ＜书〉圈讥笑。
、、 I , shan 汕头＜Shan t6u). ;111尾CShanw吕 i).

1且l 地名，都在广东。
• t!::- shan 圃用席、布等遮盖z 要下雨了，快
汇1 把场里的麦子～上。

另见 1137 页 shan 。

E苦背E shan11 bei 画盖房子时，在草、席等上
面抹上灰和泥土做成房顶底层。

E苦布】 shanbu 圈遮盖货物用的大雨布。

I::/; shan 蛋白抡开镰
侈（彭、骗、喝）刀或侈镰大片地

寄~ ：～草。
另见 1137 页 shano

[i-5刀l shand凸o 圈侈镰。

E侈镰E shanlian 圈→种把儿很长的大镰刀。

也叫侈刀。

、白士 shan IBJ 病，某一脏器通过周围组织较
'/ll』薄弱的地方而隆起。头、踊、腹股沟等部

位都能发生这种病。
E庙气E shanqi 圈通常指腹股沟部的痛，症状

是腹股沟凸起或阴囊肿大，时有剧痛。

单… 问。单县，地名，在山东。＠
（罩）圈姓。
另见 141 页 ch6n;253 页 don 。

赳 shan ＜书〉躲开是开

9.;rl Shan 刻溪，水名，曹娥江上游的一段，在
5人可浙江。

另见 1509 页 yano

扇 shan O ＜～儿）扇子2 蒲～｜电～｜折～儿。
＠指板状或片状的东西g 门～｜隔～。＠

~用于门窗等z 一～门｜一～磨｜两～窗子。
另见 1138 页 shan 。

E扇贝E shanbei 圈软体动物，壳略呈扇形，色
彩多样，表面有很多纵沟，生活在海中。体内盖章
闭壳肌的干制品叫作干贝，是珍贵的食品。 雪章

时可骨】 shang心（～儿）圈折扇的骨架，多用竹、

木等制成。也说扇骨子。
E扇面JLl shanmianr 圈折扇或团扇的面儿，用
纸、绢等做成。

由司形E shanxing 圈圆的两个半径和所夹的
弧围成的图形。

E扇坠】 shanzhui （～儿）圈系在扇柄下端的装
饰物，多用玉石等制成。

U司子E shan• zi IBl 摇动生风的用具z 一把～ l
扇 Csha门）～。

蝉… shan 古代的如叫整的一
（埠）块平地。

弹… Shan o 我国史书上对傣族的一
（捍）种称呼。＠缅甸民族之一，大部

分居住在撑邦（自治邦名）。
另见 256 页 dan0

发 shan ＜书〉舒展；铺张。

善 shδn 0 陋善良g慈善（跟‘‘
②同）：～人 l～举！～事｜心怀不～。＠善

行；善事：行～｜劝～规过。＠良好．～策 l～
本。＠友好；和好z 友～｜相～l 亲～。＠熟
悉z 面～。＠办好g弄好2 ～后｜～始～终 l工
欲～其事，必先利其器。＠擅长；长于．～战 1
多谋～断。＠好好地：～自保重｜～为说辞。
＠容易；易于：～变 l～忘。⑩＜Shan）程l 姓。

E善罢甘休E shanba-ganxiu 好好地了结纠纷，
不闹下去（多用于否定式）：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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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善报l shanbao 圈佛教指做好事得到的好的

报应（跟“恶报”相对）。

E善本E shanb品n 圈古代书籍中文字说误较

少、学术或艺术价值上比一般本子优异的刻本
或写本z ～书！～目录。

E善处E shanch心〈书〉画妥善地处理。

E善待l shandai 圈友善地对待；好好对待＝～
野生动物｜～生命。

E善感E shangan E回容易引起感触：多愁～。
E善后l shanhou 圈妥善地料理和解决事件发

生以后遗留的问题：处理～问题。
E善举E shanj心〈书） [BJ 慈善的事情z 共襄～o
E善款E shankuan [BJ 用于捐助慈善事业的钱
款。

E善类】 shanlei ＜书〉圈善良的人（多用于否定
式） ：此人行迹诡秘，定非～。

E善良E shanliang 圆心地纯洁，没有恶意：心

地～｜～的愿望。
E善男信女E shannan-x in nu 佛教用语，指信仰

三矗~ 佛教的人们。
三三~ ［善始善终l shanshT-shanzh6ng 事情从开头

到结束都做得很好。

E善事E shanshi 画慈善的事。

E善心】 shanxln [BJ 好心肠z 发～。
E善行】 shanx ing [BJ 慈善的行为。

E善意E shanyi 圈善良的心意；好意2 ～的批

评｜他这样做是出于～。
E善于E shany白圈在某方面具有特长2 ～辞
令｜～团结群众。

E善战E shanzhan 圃善于打仗：英勇～。
E善终E shanzh6ng 圈。指人因衰老而自然
死亡，不是死于意外的灾祸。＠把事情的最
后阶段工作做完做好z 善始～。

E善作善成E shanzuo-shancheng 事情做的过
程和结果都很好z 整改工作要克服前紧后松，
做到～。也作善做善成。

E善做善成E shanzuo-shancheng 同“善作善
成”。

禅（禅）可~~~·！~~～位。
E禅让E shanrang ~帝王把帝位让给别人。
霄向 shan 圆割掉牲畜的辜丸或卵

捅（蝙）巢z ～马。
部帅部善叫shan），地名，在新疆。

塔 shan 古书上指白色教土。

＆盖 shan O 修补z 修～。＠缮写。
辖（鳝）

E缮发E shanfo 画缮写后发出 z ～公文。

E缮写E shanxi岳画誉写P抄写z ～书稿。

告昔 shan 0 独揽：～权。＠国擅自 z ～离
J旦．职守。＠长于g善于z 不～辞令。

E擅长】 shanchang 晴在某方面有特长：～书

法。
E擅场l shanchang ＜书〉画压倒全场；在某种
专长方面超过一般人·～之作。

E擅权】 shanquan 圃独揽权力；专权。

E擅于】 shanvu 圈擅长3善于z ～写作。
E擅自l shanzi 圃对不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

情自作主张：～决定｜不得～改变安全操作规

程。

蝙 shan 圈昆虫，身体很小翩翩很大，
像扇子，雌的没有翅，像姐，寄生在其他昆

虫体内。
瞻仰〈书〉山坡。
R当垒 ... shan 饭食z 早～｜午～｜晚～｜用
腊（嚼）～。
E膳费E shanfei 圈膳食所需的费用。

E膳食l sh an sh i [BJ 日常吃的饭和菜。

E膳宿E shansu [BJ 食宿z ～自理｜料理～｜安排

~ 。

重 shan ＜书〉＠更替；蜕变。＠同“禅”
Cshan）。

E嬉变l shanbian ＜书〉圈演变2 渐次～ i 词义

~ 。
瞻 s an 0 赌养。＠〈书〉丰富；充

（瞻）足：宏～i力不～（力不足）。
E赌养l shany凸ng 圈供给生活所需，特指子女

对父母在物质上和生活上进行帮助s ～费 l～

父母。

蟠 shan 见 1肌页I酬。

A址 s an 圈鳝鱼，通常指黄
躇（鳝、销）鳝。

二孟画豆豆二1

伤～ 叫＠圈人体或其他物体受
（傍）到的损害：内～｜虫～｜探～｜轻～

不下火线。－~伤害；损害z ～了筋骨｜出口
～人卜’感情。＠悲伤2 忧～｜哀～｜～感。。
画因过度而感到厌烦（多指饮食）：～食！吃糖
吃～了。＠妨碍z 无～大雅1有～风化。

E伤疤E shangba [BJ 0 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痕

迹。＠比喻过去的错误、隐私、耻辱等2 揭～。



E伤兵】 shangblng 画作战受伤的t兵。

E伤残E shangcan 圈。受伤致残．～儿童｜你
为保卫国家财产而～．是人民的功臣。＠破

损 z 这块皮子有了～，只可以做低档鞋料。
E伤悼E shangdao ＜书〉圈］怀念死者而感到悲
伤z 顷得噩耗，～不已。

E伤风】 sh凸ngf岳ng 0 圈感冒。＠（户）［到

唐、感冒。
E伤风败俗］ shangf岳『ig-baisu 败坏风俗，多用

来谴责道德败坏。

E伤感J shangg创圃因感触而悲伤：对景思

人，无限～。

E伤害E shanghai 圈使身体组织或思想感情
等受到损害：睡眠过少会～身体1～自尊心。

E伤寒】 shanghan [=8] O 急性肠道传染病，病
原体是伤寒杆菌，症状是体温持续在 39
40℃，脉搏缓慢，脾大，白细胞减少，腹部出现
玫瑰色珍块。＠中医指外感发热的病，特指

发热、恶寒元汗、头痛项僵的病。
E伤号】 shanghao c～儿）画受伤的人（多用于
军队） 0

E伤耗】 shang·hao 〈口〉＠阉损害；毁坏：煌

虫～了几百亩庄稼。＠画损失：这一仗我们
～了好几十个弟兄。＠圈损耗②z 库存水果

要注意保管，减少～。

E伤痕】 shanghen 圈伤疤，也指物体受损害后

留下的痕迹·～累累。
E伤怀】 shanghuai ＜书〉圆伤心；悲痛z 感物

～｜触目～。
E伤口J shangkou 画皮肤、肌肉、秸膜等受伤

破裂的地方。

【伤脑筋E shang n凸ojln 形容事情难办，费心

思z 这件事真让人～。
E伤热E shang矿 r岳函（蔬菜

E伤神】 shang;;sh自n 0 匾E 过度耗费精神＝到
哪JI.筹措这笔款子呢？真够～的。＠［用伤心：
黯然～。

E伤生E shang;; sheng 画伤害生命。

E伤势J shangshi 圈受伤的情况：～严重。

E伤逝E shangshi ＜书〉圈悲伤地怀念去世的

人。
E伤天害理】 shangt ion-ha i IT 指做事残忍，灭绝
人性。

E伤痛E shangtong O I~ 伤心痛苦·心中万分
～。＠函身体受伤的痛苦：他忍着浑身的～
站了起来。

E伤亡E shangwang O 画l 受伤和死亡：～惨

重 l～了数千人。＠圈受伤和死亡的人：交

战双方各有～。

伤汤殇商｜ shang I 1141 j 

E伤心】 shang;;xln 圃由于遭受不幸或不如意

的事而心里痛苦：～事｜～落泪。
E伤心惨目E shangxln-canmu 非常悲惨，使人

不忍心看。

E伤员E shangyuan 圈受伤的人员（多用于军

队）。

凸·Z 、自 shang 见下。
切（踢）另见 1272 页问。
E汤汤J shangshang ＜书〉圈水流大而急z 河

水～｜浩浩～。

殇斗叫〈书〉＠没有到成年就死
（雳）去。＠战死者；牺牲的人：国～。

商1 州ng 0 商量： tJr~ ［面～l件事相
～。＠商业：经～｜通～。＠商人z 布

～ l～旅。＠圈除法运算中，被除数除以除数
所得的数。如 1072=5 中，5是商。也叫商

数。＠［司用某数做商：八除以二～囚。

τ前2 shang ＠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简谱
11=1..J 的“2”。参看 1389 页i五音L8 二十
八宿中的心宿。 主垂

商3 s时圈＠朝代，公元前 1600 公主
元前 1046 ，汤所建。＠姓。

E商标】 shangbiao !Bl 企业用来使自己的产品
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的具
有明显特征的标志。包括工业、商业或服务业

商标等。商标经注册后受法律保护。
E商埠E shangb.：』圈＠旧时与外国通商的城
镇。＠指商业发达的城市。

E商场E shangchang 圈。聚集在一个或相连

的几个建筑物内的各种商店、摊位所组成的市
场。＠面积较大、商品比较齐全的综合商店：

百货～。＠指商界。
E商城】 shangcheng 圈商场a: ②。

E商船） shangchuan 圈运载货物和旅客的船。

E商德E shangde 圈经商者应该具备的品德。

E商店E shangdian 圈在室内出售商品的场

所＝副食～｜零售～。

E商调E shangdiao 圈通过协商调动（人员、物
资等）：他是由单位～进京工作的。

E商定J shangding 圈商量决定z 这事如何处

理还没有最后～。

E商法J shangf宙［重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

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统称。
广义的商法包括商事契约、商事仲裁、商业管
理、商业组织等，狭义的商法一般包括商业登
记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

E商贩E shangfan !Bl 现买现卖的小商人。

E商港J shangg凸ng 圈停泊商船的港口。

E商贾】 shangg心〈书〉噶商人（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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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商海E shangh凸l 圈指充满竞争和风险的商

收领域2 投身～｜在～中拼搏n
E商行E shanghang [BJ O 进行贸易活动的公

司。＠商店（多指较大的）。
E商号l shanghao 圈＠商店。＠厂商的字号。

E商户E shanghu 圈商家；商店（一般指较小

的）。
E商会E shanghui 圈商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

而组成的团体。

E商机】 shangjl 圈商业经营的机遇z 把握～｜
西部开发带来了许多～。

E商家E shangjia 圈商品的经营者。

E商检E shangjian 圈商品检验2 ～部门｜～工

作。
E商界E shangjie 圈指商业界。
E商籁体E shang la it i IEJ 见 1181 页【十四行

诗1。〔商籁，法 sonnet]

E商量l shang•liang ［面交换意见＝遇事要多和

群众～｜这件事要跟他～一下。

三重三 E商旅】 shangl。〈书〉圈指往来各地买卖货物
三三言 的商人。

E商贸】 shangmao 画商业和贸易z ～系统｜～
活动。

Z商品E shangpln 圈＠为交换而牛产的劳动

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商品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
系。＠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

E商品房E shangpinfang 啤l 指作为商品出售

的房屋。
E商品交易所l shangpin jiaoyisu凸买卖大宗
商品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场所。可以经营
一种商品，也可以经营几种商品。分现货交易

和期货交易两种。
E商品经济】 shangpin jingji 以交换为目的而

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参看 1142 页【商品生
产］。

E商品粮E shangpinl iang 圈指作为商品出售

的粮食。
E商品流通E shangpin liutong 以货币为媒介
的商品交换。

E商品生产E shangpin sh岳ngchan 以交换为

目的而进行的产品生产。
E商洽】 shangqia 圃接洽商谈：为落实双方合

作事宜，请速派人前来～。
E商情E shangqing IEl 指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

供销情况：～调查i 熟悉～｜～资料。
E商圈E shangquan ＜～儿）画大型商场、超市
等经营活动影响辐射的范围。

E商榷l shangque 画商讨z 这个问题尚待～｜

他的论点还有值得～的地方。
E商人】 shangren IEl 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

的人。

E商厦】 shangsha IEJ 指多层的大型商场．百

货～｜家电～。

E商社E shangsh岳圈商业方面的公司（多用于
商业组织的名称）。

E商数】 shangshu 圈商1④。

E商谈】 shangtan 圃口头商量：～工作｜对这
个问题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

E商讨】 shangt凸o 圈为了解决较大的、较复杂

的问题而交换意见；商量讨论z 会议～了两国

的经济合作问题。

E商亭】 shangting 圈出售商品的像亭子的小

房子。
E商务】 shangwu 圈商业上的事务z ～往来。

E商演】 shangyan 圈商业性演出·举办大型

～活动｜该杂技团曾经多次到海外～。
E商业】 shangye 圈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

经济活动，也指组织商品流通的国民经济部
门。

E商业街E shangyeji岳圈商店、商场等密集的

街道：王府井～O
E商业片JL] shangyepianr ＜口〉圈商业片。
E商业片】 shangyepian 圈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的影片。
E商业银行l shangye yinhang 主要经营工商

企业及个人存贷款、证券投资等业务，实行企
业化经营的综合性金融机构。

E商议E shangyi E司为了对某些问题取得一致

意见而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须好

好儿～一下。
E商用】 shangyδng E国属性词。专供商务活
动使用的或带有商业性质的：～办公楼｜～

软件。
E商誉l shangyu IEJ 商业信誉。
E商战E shangzhan IEl 指商业上的激烈竞争。

E商酌E shangzhu6 [ZlJjJ 商量斟酌：此项工作有

待进一步～。

筋－ shang 古代称酒杯：举～相庆。
（角星）

摘一叫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
(i:晦）物生长的湿度：抢～｜保～｜跑～。

E埔情E shangqing 画土壤湿度的情况。

J帝 shang 南＠热力体系中硝E利用来做
户JP.J 功的热能可以用热能的变化量除以温度
所得的商来表示，这个商叫作4腐。＠科学技

术上泛指某些物质系统状态的一种量度或者
某些物质系统状态可能出现的程度。



" sh凸ng （产尤）

上叫指上声’“上1 ” shang®(f.J又音

E上声】 sh凸ngsh岳ng “上声” shangsh岳ng 的

又音。
埔叫圃旧时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

同，东北地区多数地方 1 埔合 15 亩，西北

地区 1 埔合 3 亩或 5 亩。

日向帅g 0 川L）画一天以内的一段时
l月J 间 z 工作了一～｜前半～儿｜晚半～儿。＠
〈方〉晌午2 ～觉｜歇～。

E晌饭】 shangfan ＜方〉圈午饭。也说晌午饭。
E晌觉E shangjiao ＜方〉［雹午觉z 睡～。也说
日向午觉。

E晌午l shang·w心〈方〉函中午。
E晌午饭］ sh凸ng•w心fan ＜方〉圈晌饭。

[P向午觉E sh凸ng•wujiao ＜方〉圈晌觉。

~比 sh凸『19 同“饷”。
可另见 1275 页的吨。

，兽星，1 ·''' sh凸ng 0 勘］赏赐；奖赏z ～
：员（寅）金｜有～有罚。＠圈赏赐或奖
赏的东西z 悬～｜领～。 8 CShang）圈姓。

赏2 ·＇＂~ 帅gO~ 欣赏；观赏z ～
（赏）月｜～花｜雅俗共～。＠赏识：

赞～。
E赏赐E shangci 0 画指地位高的人或长辈把
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圈指赏赐
的财物。

E赏罚E shangf 6 圈奖赏有功的人，处罚有过
失的人：～分明。

E赏封E sh也ngf岳ng ［吕旧时指装在红封套里的

或者用红纸包起来的赏钱。
E赏格E sh凸ngge ~悬赏所定的报酬数。
E赏光E sh凸ng;;guang 圃客套话，用于请对方
接受自己的邀请。

E赏鉴E shangjian 圈欣赏鉴别（多指艺术品） : 

～名画。
E赏资E shanglai ＜书〉＠［到赏赐①。＠画

赏赐②。

E赏股E shang;; I ian ［疆客套话，用于请对方接

受自己的要求或赠品。
E赏钱l shang叩an 圈赏给人的钱。
E赏识E shangshi I现认识到别人的才能或作
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多用于上对下） 0

E赏玩l shangwan 画欣赏玩味（景物、艺术品

等） ：～山景｜～古董。

t句句晌捎赏上 I shang - shang I 1143 I 

E赏析E sh凸ngxl 圃欣赏并分析（诗文等）：唐

诗～｜～近代文学名作。
E赏心悦目E shangxTn-yuemu 指因欣赏美好

的情景而心情舒畅。
E赏阅l shangyue ~面欣赏阅读（诗文等）：～佳

作。

、

shang （产尤）

上1 叫＠即位词。 ρ位置在高处的
（跟“下”相对，下①b)(2: ④⑤⑨⑩同） :~ 

部｜～方｜～端｜～游 l往～看。 b)7:欠序或时间在
前的 z ～卷｜～次｜～半年。＠等级或品质高

的z ～等｜～级 i～品。＠旧时指皇帝g ～谕。
＠向上面：～升｜～进。＠画由低处到高处z

～山｜～楼｜～车。＠医国到0 ：去（某个地方） :~ 
街｜～工厂｜他～哪儿去了？＠画向上级呈递z
～书｜～交｜～缴。 0 I'面向前进z 老张快～，投

篮｜见困难就～，见荣誉就让。。画出场：这主主三
一场戏，你应该从左边的旁门～｜这一场球，你三三三
们五个先～。 41> l边把饭菜等端上桌子：～

饭｜～菜｜～茶。＠圈添补；增加：～水｜～货｜
～肥。＠画把一一件东西安装在另一件东西
上s把一件东西的两部分安装在一起z ～锁｜～

刺刀｜～螺丝。＠圈涂s捺g ～颜色｜～药。＠
［甜登载；出现（在电视上） : ～报｜～账｜～电视。

＠阉拧紧：～弦｜表该～了。＠圈到规定时

间开始工作或学习等z ～班｜～课。＠画达
到J ；够（一定数量或程度）：～百人｜～年纪｜～
档次。＠（又 shang）上声z 平～去入。＠

CShang）圈姓。

上2 叫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
级，乐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

“1”。参看 448 页1工尺lo
上 ρshang 画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由低处向高处z 爬～山 I页。＠表示

有了结果或达到目的；符合某种标准或称号g

锁～门｜考～了大学｜那时他家穷得连饭都吃不
～｜称不～优等｜够得～一流专家。＠表示开
始并继续：爱～了农村。

上·叫圈方位词。＠用在名词后，表
示在物体的表面2 脸～｜墙～｜桌子～。＠

用在名词后，表示在某种事物的范围以内＝会
～｜书～｜课堂～｜报纸～。＠表示某一方面z
组织～｜事实～｜思想～。

E上班E shang;; ban c～儿）圈在规定的时间到
工作地点工作。

U:.:E,JI族】 shangbanzu ［萄指在机关、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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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作需按时上下班的人。
E上半场E shangbanchang 圈上半时。

【主半晌】 shangbanshang c~ JL) （方〉画上

午。
E上半时l shangbanshi 圈足球、水球等球类
比赛，全场比赛分作两段时间进行，前一段时
间叫上半时。也说上半场。

E土半天E shangbantian C～ JL ）圈时间词。

上午。
【上半夜E shangbanye IBl 时间词。前半夜。

E上报】1 shang;;bao ［司刊登在报纸上＝老张

的模范事迹上了报了。
E上报Y shangbao 圈向仨级报告2 年终决算

要及时填表～O

E上辈】 shangbei （～儿）函］＠祖先①．我们～
在清朝初年就从山西迁到这个地方了。＠家
族中的上一代。

E上辈子l shangbei·zi 圈。上辈①。＠前世。
E上边E shang•bion C～儿）圈方位词。上面。

三矗三［J：.瞟l shang;; biao 圈（牲畜）长肉 z 精心饲
三三言 养，耕畜就容易～。

E上宾l shangbln IBJ 尊贵的客人3 待为～o

E上苍E shangciing IBl 苍天＝祈求～保佑。
E上操E shang;; coo ［司指出操。
E上策l shangce IBJ 高明的计策或办法。
E上层l shangceng ［苟上面的一层或几层（多

指机构、组织、阶层） ：～领导｜～人物。
E上层建筑E shangceng j ianzhu 指建立在经
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的
观点，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

画出。

E上场E shang;;ch凸ng 画演员或运动员出场。
li场门l shangch凸ngmen 圈指舞台右首（就
观众说是左首）的出入口，演员大多从这儿上
场。

E上朝E shang;;chao 函。臣子到朝廷上拜见

君主奏事议事。＠君主到朝廷上处理政事。
E上乘】 shangcheng （旧读 shangsheng) O 
［望本为佛教用语，就是“大乘”。一般借指文
学艺术的高妙境界或上品 2 臻于～（达到高妙
的境界）。 8 [lJ2] 事物质量好或水平高：～之

作 1质量～o
E上传E shangchuan 画将数据、信息等从某台
计算机上传递到互联网、其他计算机或某些电
子装置上（跟“下载”相对）。也叫上载。

E上床E shang;; chuang 圃婉辞，指发生性关

系（多指不正当的）。

E上班 shang;;cu [ll国家蚕发育至一定时期，停

止吃东西，爬到族上吐丝做茧，叫作上族。

E上蹄下跳E shangcuiin-xiatiao O C动物〉到

处蹭蹦z 小松鼠～，寻找食物。＠比喻人到处

活动（含贬义）·～，煽风点火。 II 也说上窜
Ccuan）下跳。

E上窜下跳】 shangcuan-xiatiao 上蹲下跳。

E上达】 shangda E面］（把下面的情况或意见）传

达给上面·要保证信息畅通，做到下情～，上情

下达。
E上代】 shangdai 圈家族或民族的较早的一

代或几代叫上代。
【仁党梆子】 Shangd凸ng biing•zi 山西地方戏

曲剧种之一，流行于该省东南部（古上党郡）地

区。

[_ t当E shang;;dang [ll国受骗吃亏。

E上等】 shangd岳ng E园属性词。等级高的；质

量高的：～货｜～衣料。
E 仁等兵】 shangd岳ngblng f望军衔，士兵的一

级，高于列兵。

E上帝】 Shangdi 圈＠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

万物的神。＠犹太教、基督教所崇奉的神，被
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E仁吊l shang;;diao 圈用绳子等吊在高处套

着脖子自杀。

E上调l shangdiao 函。调到上面工作’．他已

经从车问～到厂部了。＠上级调用（财物等）：

这是～的木材。
另见 1147 页 sha门gti6o 。

E上冻】 shang;;dong 画结冰；因冷凝结：今年

冬天不冷，快到冬至了还没～｜地上了冻了。
E上顿l shang’岳圈。某些节肢动物的第一

对摄取食物的器官，生在口器两旁的上方，上
面长着许多短毛。＠脊椎动物的上台页。

E上方宝剑l shangfang baojian 同“尚方宝

剑”。
E上房l shangfang 圈正房①。

LI二访E shangf凸ng ~人民群众到上级机关反

映问题并要求解决。

E上坟E shang;;fen 回到到坟前祭奠死者。

E上风l shangf岳ng I量＠风刮来的那一方：烟

气从～刮过来。＠指作战或比赛的一方所处

的有利地位：这场足球比赛，上半场甲队占了

~ 。

E上峰E shangf岳ng 圈旧时指上级长官。

E上浮E shangfu 画（价格、利率、工资等）向上

浮动：～一级工资｜物价指数～一个百分点。
E上感E shanggan 1'81 上呼吸道感染的简称。

E上纲】 shang 11 gang 圈指把问题提到政治原

则性的高度s 无限～｜这么点儿小事不要上什么



纲。
E上岗】 shang;;g凸ng I司＠到j执行守卫、警戒
等任务的岗位z 警察）指挥交通。＠圭lj工作

岗位工作．持证～ l 只有达到服务标准的营业
员才能～。

E上告E shanggao E韧。 [f＇］上级机关或司法部
门告状。＠向 1－级报告。

E上工l shang;; gong 11\fil 0 ＜从事集体劳动的
人）每夭开始工作。＠｝崔E第→犬到雇主家

干活儿。

E上供E shang;;gong I王国＠指摆上祭祀物品。

＠比喻向有权势的人送礼，以求得到照顾。
E上钩E shang;;gou 圈鱼吞吃了鱼饵被钩位，
比喻人被引诱上当。

E上古】 shanggu 圈较早的古代，在我国历史

分期上多指夏商周秦汉这个时期。

E上官l Shangguan 函姓。

E上轨道l shang guidao 比喻事情开始正常’而

有秩序地进行：企业改制工作已经～。

E上好E shangh凸o 圆顶好；最好（多指用品的

质量） ：～的茶叶｜～的绸缎。

( K颁l shanghe 圈人和脊椎动物口腔的上

部o 也叫t顿。参看 441 页“颁”
E上H于吸道】 shanghuxidao 函i 口于吸道的I二部，
包括鼻腔、日阅、眠，内壁有数膜。

E上呼吸道感染E shanghuxidao ganran 以鼻

日因部为主的呼吸道炎症，多由病毒引起。症状
通常是流鼻涕、鼻塞、打喷嗖、咳嗽等，有的还
发热、呕吐，容易并发支气管炎或肺炎。简称

上J惑。
E上火】 shang;;huo 画＠中医把大使干燥戎
鼻腔薪膜、 l l腔秸膜、结膜等发炎的症状叫七
火z 他～了，眼睛红红的。＠（～儿〉〈方〉发怒：

为这点Jl小事犯不着～。

[ t级l shangji 啤］同－组织系统中等级较高
的组织或人员：～机关！～组织｜～领导深入下

层 l 完成～交给的任务。

E上佳】 shangj ia 11121 上好；非常好z 竞技状态 l
～ 1～的营销业绩。

E上家E shangjia c~ JLJ[i3J 0 几个人打牌、掷

色子
丙 T.. ....，乙是甲的下家、丙的上家’丙是乙的

下家、丁的上家。＠商业活动中指交付给自

己货物的人或单位。

E上架E shang;;jia l刻。把商品摆放到货架

上，指开始出售：新货已经～。＠图书馆、阅
览室等把图书、杂志等摆放到书架上，供读者
借阅：这批新书编目后才能～。

E上江E Shangjiang rzJ O 长江上游地区。＠

上 I shang I 刊4s I 

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清代称安徽、江苏两
省为上下江， I二江指安徽， F江指江苏。

E上浆l shang;; i iang ll;lil 0 用淀粉等加水制成
的秸性液体浸润纱、布、衣服等物，使增加光滑

耐磨的性能。＠烹饪前将原料加水、淀粉或
蛋清等搅拌成浆液，裹在原料外层，使菜肴鲜

嫩美观。
(J二将】 shangjiang I苞军衔，将官的一级，高于

中将O

[ t交E shangjiao I副交给上级：施工中发现
的铜器已～文物部门｜不要把矛盾～给局里处

理。
E上焦l shangjiao 函中医指胃的上口到舌头
的下部，包括心、肺、食管等，主要功能是呼吸、

血液循环等。参看 1695 页I中焦］、 1413 页

｛下焦L
[j工缴】 shan凹凸o p动l 把收入的财物等缴给上
级：～税款｜～国库。

E仁界】 shangjie 圈迷信的人指天上神仙居住

的地方。 主主
E上紧l shangjin ＜方〉圃赶快；加紧z 麦子都三军

熟了，得～割啦！

E上进E shangjin 圃向上；进步z ～心 l发愤～ l

不求～o
E 仁主l:Jl shang;; jin (~ IL) !J12 精神振奋，劲头儿

大；来劲：越干越～儿。

[ t镜l shangjlng 0 I到指某人出现在影视

中·～率｜她还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经多
次～。＠圈指某人在影视镜头中的相貌比本

人好看：这位节目主持人很～。
[ I一课】 shang矿 ke I动1 教师讲课或学生听课：

学校里八点开始～。

[ I空l shangkong !Bl 指一定地点仁丽的天

空：接受检阅的机群在天安门～飞过。

[ K口】 shangkou I园＠指诵读诗文等纯熟

时，能顺口而出：朗朗～。＠诗文写得流利，
读起来顺口：歌词押韵～o

(1毛U字l shangk凸uzi 南京剧中指按照传统

念法念的字，某些字跟北京音略有区别，如
“尖、手、光”念 zian 、 cian 、 sian ，不念 l ion 、
qi an 、 xi an ；“脸”念 l ion ，不念 Ii 凸n ，“哥、可、

何”念 guo 、 ku己、 hu6 ，不念 Q吕、时、怡。

E上款］ shangku凸n （～儿）圈书画家为人写字

绘画、－般人写信或送人礼品时，在这些东西

上面所题的对方的名字、称呼等。

E上来E shang16i 。如l 开始；起头·一～就很
卖力气｜～先少说话。＠〈书〉（重万位词。上

面；以 l:（用于总括前面的叙述）：～所言，尚祈

先生三思。



I 1146 I shang I 上

E上来E shang;; • lai ［量由低处到高处来：他在
楼下看书，半天没～。

E上来l 11 • shang;; • lai ［翘趋向动词。＠用在
动词后，表示由低处到高处或由远处到近处
来：部队从两路增援～｜端上饭来。＠用在动

词后，表示成功地完成某事z 那首诗他念了两
遍就背～了 i这个问题你一定答得～。＠〈方〉

用在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的增加：天色黑～

了！中秋节后，天气慢慢凉～。
E上联E shanglian c～儿）!BJ 对联的上一句。
E上脸E shang;; I ian lll!iJ 0 指人喝酒后脸发红z

他酒量不大，才喝一点儿就～了。＠〈方〉受人

抬举，自以为得意而更加放肆2 这孩子不懂事，
才夸他两句就～了。

E上梁不正下梁歪E shangliang bu zheng xia
liang wai 比喻上面的人行为不正，下面的

人也就跟着学坏。
E上列E shanglie ~回属性词。上面所开列的2

～各项工作都要抓紧抓好。

王三 E上流l shangliu 匾。上游z 长江～。＠指

三雪 较高的社会地位：～社会。
E上路】 shang;;lu 圈＠走上路程；动身z 你几

时～？＠上轨道：工作还没有～。
E上马E shang;;m凸画比喻开始某项较大的工

作或工程z 这项工程即将～。
[ K门l' shang;;men （～儿）吕西＠到别人家里
去；登l、］：送货～。＠〈方〉指人赘z ～女婿。

E上门Y shang;;men 圈＠上门问。＠指商

店停止营业：～关张。
E上面E shangmian ＜～儿）圈方位词。＠位置
较高的地方z 小河～跨着一座石桥。＠次序
靠前的部分P文章或讲话中前于现在所叙述的
部分z ～列举了各种实例。＠物体的表面：墙
～贴着标语。。方面z 他在品种改良～下了
很多功夫。＠指上级：～派了两名干部到我
们这儿帮助工作。＠指家族中上一辈。

E上年E shangn ian !Bl 时间词。去年·～我们

俩见过一面。
E上年纪E shang nian•ji 年老z 上了年纪了，腿

脚不那么灵便了。
E上皮组织E shangpi-zuzhl 由许多密集的细胞

和少量的细胞间质（秸合细胞的物质）构成的
一种组织，覆盖在身体的外表面、体腔和有腔
器官的内壁。

E上品］ shangpTn ~上等品级z 龙井是绿茶中
的～。

E上坡路E shangpolu ~ O 出低处通向商处
的道路。＠比喻向好的或繁荣的方向发展的
道路z 最近孩子的学习开始走～。

E上去】 shong;; •qu 巨型由伽t到高处去·蹬着

梯子～O
E上去l 11 • shang;; ·qu O司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由低处向高处，或由近处向远处，或由
主体向对象z 顺着山坡爬～｜大家连忙迎～｜把

所有的力量都使～了。

E上人】 shong;; ren （～儿）〈方〉画饭馆、剧场

等指陆续有顾客、观众来。
[t任I shang;;ren 圈指官吏就职z 走马～。

E上任】2 shang「岳n ~称前一任的官吏。

E上色E shangse 画属性词。上等的；高级的：
～绿茶｜～材料。

E上色】 shang;;sh副［现（在图画、工艺美术品

等上面）加颜色＝地图的轮廓已经画好，还没
~ 。

E上山】 shang;; shan 画＠到山上去； i'IJ 山区

去：～砍柴｜～下乡。＠〈方〉婉辞，指人死亡，
埋入坟地。＠〈方〉指蚕上族：再过一两天，蚕

就要～了。

E上善若水E shangshan- ruδshui 最高境界的
善行，就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
（语出《老子》八章） 0 多用来称赞道德完美的
人。

E上上E shangshang O 圈方位词。指比前一
时期再往前的（一个时期）＝～星期｜～月。＠

圈属性词。最上等的；最好的z ～策。

E上身l' shang;; sh剧毒面新衣初次穿在身上z
这件新褂子刚～就撕了个口子。

E上身Y shangsh岳n 圈＠身体的上半部2 他

～只穿一件衬衫。＠（～儿）上衣z 她穿着白

～，花裙子。
E上升E shangsh岳ng 圈。由低处往高处移

动g 一缕炊烟袅袅～。＠（等级、程度、数量〉
升高；增加z 气温～｜产量大幅度～。

E上声l shangsh岳ng 又 shangsh邑门。 画＠

古汉语四声的第二声。＠普通话声调的第三

声。 ｜｜参看 1241 页【四声lo

E上士E shangshi ~军衔，土宫的一级，高于中

士。
E上世E shangshi 圈上代。

E上市E shang;;shi 圈。（货物）开始在市场出

售2 六月里西红柿大量～i 这是刚～的苹果。
＠股票、债券、基金等经批准后在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 z 新股～｜～公司。

E上市公司l shangshi gongs！经有关部门核
准，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股份有限公司。

E上子】＇ shangsh归。（～儿）画上家。＠同

“上首”。



E上手T shang;; shou 画。〈方〉动于·这事

我一个人干就行了，你们就不用～了。＠开

始：今天这场球一～就打得很顺利。

E上首E shangsh6u I名j 位置较尊的→侧。也作

上于o
[t书】 shang11 shu r.划给地位高的人写信（多

陈述政治见解）：～中央。

E上述J shangshu ~回属性词。上面所说的：
～各条，望切实执行。

E上水】 shangshui O ['8] l:游。＠圈向上游

航行：～船。
E上水l shang• shui ＜方＞ I割用作食品的牲畜

的心、肝、肺。

E上水道】 shangshuidao 1=81 供给生活、消防或

工业生产上用的消沾水的管道。

E上税E shang 11 shu J ［现纳税：依法～o

E上司】 shang•si ~ t_级领导．顶头～。

E上诉】 shangsu ［到诉讼当事人不服第一审法
院做出的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在法
定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级法院
请求改判。 f旦对终审判决以及最高…级法院
的判决不服则不得上诉。

E上溯E shangsu 画画＠逆着水yfit 往上游走。

＠从现在往上推（过去的年代）。

E上算l shangsuan fl回合算：不～l烧煤气比烧

煤～。
E上岁数】 shang su J • shu c～儿）（ CJ ）上年纪。
E上台J shang11 t6i I副＠到舞台或讲台上去：

～表演｜～讲话。＠指出任官职或掌权。
E上台阶】 shang t6ij1岳比喻社会发展、工作、生

产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粮食产量～｜本市经

济又上了新台阶。

E上膛E shangp tang I量把枪弹推进枪膛里或
把炮弹推进炮膛里准备发射。

E上体J shangti ＜书〉［重主身2①。

E上天】1 shang;;tian E如］＠上升到天空．人造

卫星～。＠迷信的人指到神佛仙人所在的地
方。也用作婉辞，指人死亡。

E上天Y shangtian 圈迷信的人指主宰自然

和人类的天．～保佑。
E上调l shangti6o 画（价格、利率等）向上调

整。
另见 1144 页 shangdiao 。

[t_头E shang;; tau I副＠旧时女子未出嫁时

梳辫子，j临出嫁才把头发拢上去结成发暑，叫

作上头。＠指喝酒后引起头晕、头疼：绍兴酒

喝了不～。
[t头E shang•tou 圈为一位词。上面。

E上网l shang川W凸ng E费1 操作汁算机等进入互

主上shang I 1147 I 
联网，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检索、查询等操作（跟
“下网”相对）。

[ K网卡】 shangw凸ngka 睛在进入特定的计

算机网络前，用来确认 t闷者合法身份的卡。
一仁上通常i已有用户账号和密码，输入账号和密
码即可登录上网，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

E上位l shangwei O ［函 t面的位置，指较高

的地位、职位或尊贵的席位·身处～而心念黎

民。＠回国属性词。层级高的2 ～词｜～概念。
[t{if概念E shangwei gainian 属概念。

[J~.尉】 shangwei l组军衔，尉官的一级，高于

中尉。

E上文】 shangwen l萄书中或文章中某→段或
某－旬以前的部分。

[ i二午l shangwu ~时间词。指从清晨到正
午卡二点的一→段时间。

E上下E shangxia O 1=81 方位词。 a）从上到下．

我～打量着这位客人。 b）在职位、辈分上较高
的人和较低的人．机关里～都很忙｜孩子考上大

学，全家上上下下都很高兴。 c）（程度）高低；好王三
坏；优劣 2 不相～1 难分～。 d）用在数量词后雪里

面，表示概数：十个月～的婴儿！这里一亩地能
有一千斤～的收成。＠［到指从上到下的距离2
摩天岭～有十五里。 8 ［盈从低处到高处或从

高处到低处 2 山七修了公路，汽车～很方便。

E上下其手E shangxia-qishou 指玩弄手法，暗
中作弊。

E上下文】 shangxiawen 函指文章或说话中

与某 A词语或文句相连的上文和下文：这个
词的含义联系～不难理解。

E上弦E shangxi6n 圈月栩的→种，农历每月

初七或初八，太阳跟地球的连线和地球Ji!~月球
的连线成直角时，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呈 D 形，
这种月相叫上弦．这时的月亮叫上弦月。

E上限E shangxian l'8l 时间最早或数量最大的
限度（跟“下限”相对）。

E上线】1 shang;; x ian l遇。把问题上升到政

治路线的高度：上纲～。＠达到录取分数线：
他差 3 分没～。＠网站等开始运营，接入互联
网。有时也指上网：购物网今日正式～。

E上线】2 shangx ian ~上一级联络人（跟“下

线”相对）·与～取得联系。
E上相】 shangxiang 翩指某人在相片上的相

貌比本人好看。
E上校】 shangxiao 圈军衔，校宫的一级，高于
中校。

E上鞋】 shang;;xie 向“纳鞋”。

[ ［：＿心E shang,/ xln ［量对要办的事情留心；用

心：这孩子读书不大～。



I 1148 I sha门g- shoo ｜上尚绢裳捎

E上ff!JJ shang;; xing [§lj] 为了逼供，对受审人使

用刑具。
E上行】 shangxing 圈＠我国铁路部门规定，

列车在干线上朝着首都的方向行驶，在支线上
朝着连接干线的车站行驶，叫作上行。上行列
车编号用偶数，如 12 次、104 次等。＠船从
下游向上游行驶。＠公文由下级送往上级。
＠（价格、指数等）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上半年经济平稳～。

E上行下效J shangxing-xiaxiao 上面或上辈

的人怎样做，下面或下辈的人就学着怎样做：
领导带头遵纪守法，就会产生～的积极效果。

E上学E shang;;xue 匾。到学校学习 z 我每
天早晨七点钟～。＠开始到小学学习 2 现在

孩子一般六岁～。
E上旬E shangxun 圈每月一日到十日的十夭。
E上眼药】 shang y凸nyao 指用打小报告等于
段暗算别人z 谁要是得罪了他，他就在领导面
前给谁～。

E上演E shangyiin 圈（戏剧、舞蹈等）演出：这

个月～了三台新戏。

E上扬E shangyang [§lj] c数量、价格等）上升2

收视率～｜租金～o
E上衣】 shangyl 圈上身穿的衣服。

E上议院E shangyiyuan ~某些国家两院制议
会的组成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或由国家元
首指定，任期一般较长，有的终身任职，也有世
袭的。上议院享有立法权和监督行政权。名
称各国叫法不一，如英国叫贵族院，美国、法
国、日本叫参议院，瑞士叫联邦院等（跟“下议
院”相对）。也叫上院。

CJ:瘾E shang;;yTn 圈爱好某种事物而成为癖

好z 玩电脑游戏容易～｜喝茶喝上了瘾，一天不

喝就难受。
CJ:映E shangying 圈（电影）放映2 近来常有

新片～。
【上游E shangy6u ~ O 河流接近发源地的部
分。＠借指先进的地位z 力争～。

E上谕E shangyu 圈皇帝发布的命令。
E上元节E Shangyuan J ie 圈元宵节。
E上院E shangyuan 画上议院。
E上载J shangzai 画上传。
E上贼船） shang zeichu6n 比喻加入罪恶团
伙，也泛指参与违法或有害的事情z 上了贩毒
集团的贼船。

E上涨E shangzhiing 圈（水位、价格等）上升2
河水～i物价～。

E上账E shang;; zhang [IlJJ] 登上账簿＝刚收到的
款子已经～了。

E上阵J shang;; zhen 画上战场打仗，比喻参加

比赛、劳动等z 秋收大忙，男女老少齐～。
E上肢J shangzhl l重人体的一部分，包括上臂、

前臂、腕和子。
E上装】1 shang;; zhuang 画！（演员）化装。

E上装r shangzhuang 画上衣。

[J：：座J shangzuo ~亘座位分尊卑时，最尊的座
位叫上座。

E上座JL) shang;; zuor 画画指戏院、饭馆等处有

顾客到来：戏园子里～已到八成。
且L.1 shang 0 尊崇s注重：崇～ l ～武。＠
l叫风「句：时～。 8 CShang）~姓。
且42 shang ＜书〉＠［团还Chai ）①z 为时～

l用 早｜～待研究。 81温尚且。
E尚方宝剑E shangtang baojian 皇帝用的宝

剑。戏曲和近代小说中常说持有皇帝赏赐的

尚方宝剑的大臣，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尚方＝制
作或储藏御用器物的官署）。现多借指上级特
许的权力。也作上方宝剑。

E尚且】 shangqi岳［！！］提出程度更甚的事例作

为衬托，下文常用“何况”等呼应，表示进一层
的意思z 为了人民的事业，流血～不惜，何况流
这点儿汗呢！

E尚书J shangshu 圈古代官名，明清两代是中
央政府各部的最高长宫。

E尚武J shangw心〈书〉圈注重军事或武术：

～精神。
。~ 、h shang 圈纳鞋。
到可（销、：革尚）
E纳鞋E shang;;xie 圈把鞋帮鞋底缝在一起。

也作上鞋。

•shang （·户尤）

裳叫见1541 则明
另见 148 页 ch6ngo

捎

仁：二亟豆豆豆二3

shoo 圈顺便带z ～话｜～封信 l～件衣

服l～个口信。
另见 1151 页 shaoo

E捎带E shaodai 0 圈顺便带z 让城里回来的
空车～一点儿货物。＠圈顺便s附带：你上街
时～把信发了。

E捎带脚JLJ shaodaiji凸or ＜方〉圃顺便：你要
的东西我～就买来了。

E捎脚】 shoo;; ji凸0 （～儿）圈车、船运输中顺便



载客或捎带货物：回去是空车，捎个脚儿吧！

烧山 shoo O 圈使东西着火：如｜
（燎）～毁｜～煤取暖。＠圈加热或接

触某些化学药品、放射性物质等使物体起变
化：～水｜～饭｜～砖｜～炭 l盐酸把衣服～坏了。
＠画烹调方法，先用油炸，再加汤汁来炒或
炖，或先煮熟再用油炸z ～茄子l红～鲤鱼｜～

羊肉。。画烹调方法，就是烤g 叉～｜～鸡。

＠圈发烧：病人～得厉害。＠圈比正常体

温高的体温：～退了｜退～了。＠画过多的
肥料使植物体枯萎或死亡。＠画因财富多
而忘乎所以：有两个钱就～得不知怎么好了！

E烧包J shaobao ＜方〉圈由于变得富有或得
势而忘乎所以。

E烧杯E shaob岳； ［雹实验室中配制溶液或加热
液体用的玻璃杯，杯口上有便于倒出液体的

嘴。
E烧饼J shao•bing 圈烤熟的小的发面饼，表面

多有芝麻。

E烧高香J shoo gaoxiang 在神像、佛像前烧长
而粗的香，求神佛赐福或感谢神佛，借指受到
恩赐或表示感谢z 他只要不来捣乱，我就～了，

哪里还敢指望他帮忙？

E烧化】 shaohua ~盟烧掉（尸首、祭品等）。
E烧荒E shao;;huang [ll画开垦前烧摊荒地上的

野草。

E烧毁】 shaohu／画焚烧毁灭；烧坏。

E烧火】 sha。而LIO 画使柴、煤等燃烧（多指炊
事） ：～做饭。

E烧碱J shaojian 圈一种强碱，成分是氢氧化
纳（NaOH），白色固体。可用于制肥皂、颜
料、人造丝、玻璃等，又可用来精炼石油。也叫

火碱。
E烧酒J shaoji心圈白酒。
E烧烤E shook凸。因烧制或烤制的肉食品的统
称。

E烧麦E shaomai ［氢见 1149 页f烧卖］。
E烧卖E shaomai 圈食品，用很薄的烫面皮包
馅儿，顶仁捏成裙儿，然后蒸熟。俗误作烧麦。

E烧瓶】 shaoping 圈实验室中加热或蒸馆液
体用的玻璃瓶，常见的有圆底烧瓶、平底烧瓶、
锥形烧瓶、蒸馆烧瓶等。

E烧钱E shao;;qian 圆形容钱花得多，花得快，
就像用火烧掉一样，也指不i十回报多少而投入

大量资金z 他拍这部电影，可烧了不少钱。
E烧伤E shaoshang 圈火焰的高温或强酸、强
碱以及X射线等跟身体接触引起的皮肤和组
织的损伤。

E烧香E shoo;; xiang 圈。信仰佛教、道教或

烧梢稍峭筒自由 i鞠｜ shoo I 1149 I 

有迷信思想的人拜神佛时把香点着插在香炉
中，叫烧香。＠比喻给人送礼，请求关照。

E烧心E shaoxln 圈＠〈口〉胃部有烧灼的感

觉，多由胃酸过多剌激胃黠膜引起。 8 ( －／／－一）
（～JL）（方〉（包心的蔬菜）菜心因发生病害而
发黄。

E烧心壶J shaoxlnhu ＜方〉［重茶炊。
E烧夷弹E shaoyidan 圈燃烧弹的旧称。

E烧针E shaozh岳n 圈火针。

E烧纸J shao;;zhi 圈迷信的人烧纸钱等，认为
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

E烧纸J shao·zhi 圈纸钱的一种，在较大的纸

片上刻出或印上钱形。
E烧灼E shaozhu6 ［司烧、烫，使受伤。

！、 shoo C～儿）［割条状物的较细的一头：

丁口树～｜眉～｜辫～ l E~～（靠近两鬓的眼角）。
另见 1128 页 S000

E梢公E shaogong 见 1149 页【舶公］ o

E梢头E shoot6u [BJ 树枝的顶端2 月上柳～。

稍 shoo 阳稍微z 衣服～长了一点川你主
3 ～等一等。 8 (Shoo）［萄姓。 号重重
另见 1151 页 shaoo

E稍后E shaohou ［副时间稍微往后z 这个问题

容我想想，～再谈。

E稍稍J shaosho口圃稍微＝～休息一下｜～有

点儿疲倦。

【稍事J shaoshi 圆稍微做z 大家～休息后便

开始工作｜对工作计划～调整。
E稍微E shaow岳l 圆表示数量不多或程度不

深＝～放点儿糖就好吃了｜～大意一点儿就要出
毛病｜今天～有点儿冷。

E稍为E shaowei 圃稍微。

E稍许】 shaox心圃稍微：接到他的电话，心里

～安定了些。

E稍纵即逝E shaozong-jishi 稍微一放松就溜

过去了，形容时间、机会等极易失去＝战机～。
！、 shoo O 章鱼。＠见 1439 页1嫌蜡L
h口另见 1438 页 xioo 。

筒 山 shoo 圈水桶，多用木头或竹子
（美销）制成。

E筒宾E shaojl 圈淘米洗菜等用的竹器，形状
像簸寞。

自肖 ~~o 0 船尾：船～。＠舵z 掌～i 撑
白肖公）（梢公） shaogong 圈船尾掌舵的人，也
指撑船的人。

！、 shoo C～儿）圈鞭翰，拴在鞭子头上的细
干口皮条等。

另见 1054 页 qiaoo



1150 1 shoo shoo I 勺苟构若瑞相韶少

, 
shoo （产么）

1)-r shoo O c～儿）圈勺子：一把～儿｜马～｜
. .J 铁～。 81.i 容量单位， 10 摄等于 1 勺，

10 勺等于 1 合Cg邑）。

E勺子E sh6o·zi 圈茵东西的用具，略作半球

形，有柄。
1主 shoo 见下。
，、 E

E苟药l shao•y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羽
状复叶，小叶卵形或披针形，花大而美丽，有紫
红、粉红、臼等颜色，供观赏。根可入药。＠
这种植物的花。

+1-1 shoo 同“勺’也。
If~ 另见 84 页 biaoo
若 shoo ＜方〉甘薯。也叫红苔。

另见 1299 页 li600

召 shoo 〈书〉美玉。

相 shoo ＜书〉＠树摇动的样子＠箭靶

韶 shoo O ＜书〉美：～光。＠（灿）圈
姓。

E韶光E sh6oguang ＜书〉圈＠美丽的春光。
＠比喻美好的青年时代。

E韶华E sh6ohu6 （书〉圈韶光。
E韶秀E sh6oxiu ＜书〉圃清秀z 仪容～。

v 
shoo （产么）

伫炉见E sh凸ojian O 画客套话，表示很少见到

对方＝～了，您近来好吗？＠圈难得见到3罕
见．岭南下大雪很～O

E少见多怪】 shaoj ian-du<)guai 由于见闻少，

遇见平常的事情也感到奇怪。
[j、礼E sh凸oil ［型客套话。＠请人不必拘于

礼节。＠称自己礼貌不周到。
伫炉量】 sh也oliang 圈属性词。数量和分量比

较少的2 在菜里加～的盐。
E炉陪】 sh凸opei [;!j] 客套话，对人表示因事不

能相陪。
~时l sh凸oshi IE] 不大一会儿；不多时z ～雨

过天晴，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
U、数l sh凸oshu IE] 较小的数量g ～服从多数｜

～人的意见也要尊重。
E炉数民族】 sh凸oshu minzu 多民族国家中人
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在我国指汉族以外

的民族，虫日蒙古、回、藏、维吾尔、哈萨克、苗、彝、
壮、布依、朝鲜

E少说】 sh凸oshu6 画往少里说g至少＝这幅画

～值 100 万｜她～也有 50 岁了。

E炉许】 shaoxu ＜书〉圈一点儿；少量。

、、

shoo （产么）

，，、 shoo 0 年纪轻（跟“老”相对）：～年 l～
二y 女｜老～ 1青春年～。＠少爷z 恶～｜阔～。

8 CShao）圈姓。
另见 1150 页 shoo 。

E炉白头】 shaob6it6u O 圆年纪不大而头发

已经变白。 8~ 指年纪不大而头发已经变

白的人。
，，、 sh凸o o~ 数量小（跟“多”相对，下② I c少不更事】 shoobug岳ngshi 指人年纪轻，经历
y 同）：～量｜～见多怪。 8 [;!j] 不够原有或｜ 的事不多，缺少经验。
应有的数目；缺少z 账算错了，～一块钱 l全体 l E炉东家E shaodong • j ia 圈旧时称东家的儿
同学都来了，一个没～。 8 l!;!jJ 丢，遗失z 屋里｜ 子。
～了东西。＠巨型亏欠z ～人家的钱都还清了。 I~川L】 shoo ’er 圈少年儿童z ～读物。
＠圃暂时g稍微z ～侯｜～待。＠圆别；不要 I c少妇E shaotu 圈年轻的已婚女子。
（多用于命令或祈使）：你～来这一套！｜我忙 I~将l shaojiang 圈军衔，将官的一级，低于
着呢，你～烦人行不行！ | 中将。
另见 1150 页 shaoo ｜伫炉林拳E shaolinquan 圈拳术的一派，因唐初

E护安毋躁E sh凸o’。n-wuzao 耐心等待一下，｜ 富山少林寺僧徒练习这种拳术而得名。
不要急躁。 I c少奶奶E shaon凸i • nai 圈。旧时仆人称少爷

E炉不得E sh凸o•bude 圈少不了：要想干一番｜ 的妻子。＠旧时尊称别人的儿媳妇。
事业，～拼搏精神｜人情来往～要花些钱。 I CJ、男］ shaon6n 圈少年男子：～少女。

E少不了E shao·buliao 画。不能缺少：办这 I l少年E shaonian 圈。人 l岁左右到卜五六
个事儿，一定～你。＠免不了：工作上的事，以｜ 岁的阶段：～时代。＠指k述年龄的人：～
后～要麻烦你。 | 宫｜～之家。＠〈书〉指青年男子：翩翩～。



少召邵邵倒 E芒~些悄稍稍擎奢 I shoo sh画口~

E少年犯E shaonianfan 圈未成年犯的旧称。 | 人马。 O <Shao）圈姓。

E少年宫】圳on问。ng l~ 在学校以外对少 In自2 shoo O 画（鸟）叫。。如画！说话；
年儿童进行教育和开展集体文化活动的机构。｜ 口 闲谈（含贬义沁神聊海～。＠（～儿）圈

E少年老成】 shaonian-1凸ocheng 原指人虽年｜ 哨子：吹～儿。
轻，却很老练，举动谨慎，现在也指年轻人缺乏 l E哨兵E shaobl咱［每执行警戒任务的士兵的统
朝气。 | 称O

E炉年先锋队l shaonian xianf岳ngdui 我国和 l E哨卡l shaoqi凸~设在边境或要道的哨所。
某些国家的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简称少 I c哨所E shaosu凸圈警戒分队或哨兵所在的处
先队。 | 所：边防～。

E少女l shaonu 圈少年女子。 I c哨位E shaowei 圈哨兵执行任务的岗位。
E少尉E shaowei 圈军衔，尉官的一级，低于中 I c哨子l shao·zi 圈用金属或塑料等制成的能
尉。 I 吹响的器物，多在集合人员、操练或体育运动

E分先队E shaoxiandui 圈少年先锋队的简｜ 时使用。

称。 l 口~ shoo ＜方〉圈略看 B辰。
E时目l shao•xiang 圃相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 i 口日

轻：她长得～，岁数儿可不小了。 ｜工~ shoo 见下。
E少校E shaoxiao 圈军衔，校官的－级，低于 I '1＇日另见 1149 页 shaoo

中校。 I c稍息】 shaoxl 圈军事或体操口令，命令从立
E少爷l shao•ye 圈。旧时仆人称主人的儿 l 正姿势变为休息姿势。
子。＠旧时尊称别人的儿子。＠旧时称官、、1 shoo 匾。雨斜着落下来z 快关窗户，矗
僚、地主和有钱人家的男性青少》年。～作风（指｜刮目 别让雨点～进来。＠〈方〉洒水：打桶水雪些
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作风）。 | ～～院子l往菜上～水。
砂壮l shaozhuang 圆年轻力壮：～派｜～不｜社踹2 shoo ＜方〉圈用泪水、米糠、野菜等煮
努力，老大徒伤悲。 I 1/l'fj 成的饲料：猪～。
召 Sha口。周朝国名，在今陕西凤翔－'If 0 I lffi'l水】制oshul ＜方〉圈泪水。

＠圈姓。
另见 1655 页 zhao 。

E召陵E Shao Ii 『19 l望地名’在河南o
召p sh白0 （书〉同‘‘砌，，②

召R Shao 圈姓。

召力 shoo ＜书〉＠劝勉z 先帝才。＠美好
（多指道德品质）：年高德～。

多啊1 . shoo ＜书〉继续；继承0

2’口（绍）
bTJZ • _ Shao O 指浙江绍兴：～酒。

’口（铅）＠圈姓。
E绍介E shaojie 画介绍。
［§召剧E shaoju ~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
名绍兴乱弹，通称绍兴大班，流行于绍兴一带。

E绍兴酒E shaoxlngji心 [El 浙江绍兴出产的黄

酒。也叫绍酒。
半~shoo 国稍微向后倒退（多指骤马等）。
:JH 另见 1148 页 shoo 。

E捎色E shoo;; sh凸 i l画褪色。

口自1 shoo O 侦察巡逻z ～探。＠因为警
口 戒、侦察等任务而设的岗位z ～卡｜岗～ l

观察～ i放～。＠！重支；队（用于军队）：一～

仁：；三国＝（亘工二J

牵… sh岳〈书〉同“舍”（多用于地名） : 
（罩）登～（在广东）。

奢 sh岳。奢侈＝穷～极欲＠过分的z ～
望。

E奢侈E shechi 圃花费钱财过多，享受过分z ～

品｜生活～O

E奢华E sh岳hua E国奢侈豪华：陈设～。
E奢靡】（奢廉） sh岳mi 回奢侈浪费2 理性消费，

力戒～。

E奢求】 sh岳qiu o 画过高地要求：只希望有个

稳定的工作，不～有更高的收入。＠圈过高

的要求2 我只想、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别无
~ 。

E奢谈】 sh岳tan 固不切实际地谈论；浮夸地谈

论：球员没有个人技术，球队还～什么战术配
合？

E奢望E sh岳wang 0 ［翻过高地希望：不敢～。
＠画过高的希望2 心存～。

E奢想E sh臼ic'ing 0 ［剥奢望①。 f} [El 奢望

②。



I 11s2 I sh邑 she I 除给合舍舌折余蛇

旧6.. _. sh岳画！除欠z ～购｜～销 i 前账未

9际（除）清，不能再～。
E除购】 sh岳gou 圈用除欠的方式购买。

E财：欠E sh岳qian I盈买卖货物时买方延期交款，

卖方延期收款。

E除销】 sh由iao R剥用除欠的方式销售。

E除账E sh岳叫hang 画把买卖的货款i己在账上

延期收付；除欠＝现金买卖，概不～。

猎 sh岳见下

E猪猜tll sh岳Ii IEl 哺乳动物，外形像猫，但大得
多。尾巴短，耳的尖端有长毛，两颊的毛也长。
全身毛棕黄色，厚而软，有灰褐色斑点，尾端黑
色。善于爬树，行动敏捷，性凶猛。也叫林狼
(Ii ny I) 。

舍 Sh岳辙。

E舍族］ Sh岳zu IEl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

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
主E t也 sh岳〈书〉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

三军 E苟做肥料的耕作方法。这样耕种的田地叫
舍田。
另见 1598 页仙。

, 
she （产古）

舌 she O 圈舌头。＠像舌头的东西：帽
～i火～。＠铃或锋中的锤。

E舌敝唇焦E shebi-chunj iao 形容话说得太多，

费尽唇舌。也说唇焦舌敝。

E舌根音E sheg岳nyln 圈舌面后部上升，靠着或

接近软膊（或硬腾和软腾中间）发出的辅音，如
普通话语音中的 g 、k 、 h。也叫舌面后音。

E舌耕】 shilgeng ＜书〉圈指依靠教书谋生。
E舌尖音］ shejianyln 圈舌尖顶住或接近门齿、

上齿眼、硬腾前部发出的辅音。普通话语音中

的 z 、c 、 s 、 d 、 t 、 n 、 l 、 zh 、 ch 、 sh、『都是舌尖
音。细分起来，z、 c,s 是舌尖前音，d' t 、人 l
是舌尖中音，zh 、 ch 、 sh 、「；是舌尖后音。

E舌剑唇枪l shej ian-ch1：』nqiang 见 210 页【唇

枪舌剑L
E舌面后音E shemianhouyln l萄舌根音。

E舌面前音E shemianqianyln 圈舌面前部上
升，靠着或接近齿假、前硬膀发出的辅音，如普

通话语音中的 l 、 q 、 x 。
E舌苔E shetai 圈舌头表团滑腻的物质。健康

的人，舌苔薄白而润。医生常根据病人舌苔的
情况来诊断病情。

E舌头E she·tou I组＠辨别滋味、帮助咀嚼和
发音的器官，在口腔底部，根部固定在口腔底
上。＠指为侦察和了解敌情而活捉来的敌
人：抓了个～。

E舌下神经】 shexia-shenjlng 第十二对脑神

经，从延髓发出，分布在舌的肌肉中，管舌肌的
运动。

[i§「咽神经】 sheyan-shenjlng 第九对脑神经，

从延髓发出，分布在日困头、舌头等处，主要管咽
头肌肉运动、唾腺分泌和味觉。

E舌战】 shezhan ［到指激烈辩论2 一场～｜诸葛

亮～群儒。

折 she 们断（多用于畸形的东西）：树
枝～了｜桌子腿撞～了。 81到亏损z ～

本儿｜～耗。＠圈受挫；失败z 这次考试又～

了。 0 (Sh自）圈姓。

另见 1657 页 zh句 1658 页 zh岳。

E折本E she;;ben ＜～儿）［到赔本＝～生意｜做买

卖折了本儿。
E折秤】 she;;cheng 画货物重新过秤时因为巳

经损耗而分量减少，或货物大宗称进，零星称
出而分量减少。

E折耗】 shehao l1l!ll 物品或商品在制造、运输、

保管等过程中造成数量上的损失：用鲜菜脆
成咸菜，～很大｜蔬菜在转运中～了几百斤。

A she 圈姓。
又』、

巾夕， he 圈爬行动物，身体困而细
亚已（弛）长，有鳞，没有四肢。种类很多，
有的有毒。吃青蛙等小动物，大蛇也能吞食大
的兽类。

另见 1544 页 yi 。

E蛇胆】 sh岳d凸n 圈中药上指搜蛇的胆，有清

热、杀虫等作用。
E蛇豆E shedou 圈蛇瓜。
E蛇毒】 shedu 圈毒蛇体内所含的有毒物质。
提取后可人药。

E蛇瓜］ sh句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叶子掌状分裂，花白色，果实圆柱形，长可
达 1 米以上，嫩时灰白色，外形略像蛇。是常

见蔬菜。＠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蛇豆。

E蛇头，】 shet6u ＜方〉函称组织偷渡并从中获

取钱财的坏人。
E蛇蜕］ shetui 圈中药上指蛇蜕下来的皮，用来

治惊风、抽铺、癫痛等。
E蛇纹石E shewenshi IEJ 矿物，成分主要是续
硅酸盐。常见的为绿色，并有青绿相间的像蛇

皮的斑纹。有蜡样光泽，硬度2. 5一 3o

E蛇揭l shexi岳画蛇和揭子，比喻狠毒的人：



～心肠。

E蛇行E shexing 吕西）＠全身伏在地上，曲折地
爬着前进。＠像蛇一样蜿蜒曲折前行＝小溪

～，绕林而过。

E蛇足E sh自zu 圈比喻多余元用的事物。参看
564 页｛画蛇添足］ o
.~ she 队下
｜苟（罔）另见；~；页 dO 。
E阁梨】 sh自Ii 冒商僧，也泛指僧人。［阿阁梨之

省，梵 acarya]

操 she 古代用普草占卦时，数著萃的数目，
把它分成几份儿。

另见 303 页 die"

v 
sh品 （产古）

舍川 sh岳画＠舍弃z …入i～近
（拾）抖。＠施舍z ～粥｜～药。
另见 1155 页 sh白。

E舍本逐末】 sh岳b昌n-zhumo 舍弃事物的根本

的、主要的部分，而去追求细枝末节．指轻重倒

置。
E舍宾】 shebln 睛一种形体健美运动。以形体
美、静态美、动态美、气质美、整体美为训练目
的，参加训练的多为女性。【英 shaping〕

E舍不得J she•bu•de 圈很爱惜，不忍放弃或
离开，不愿意使用或处置．妈妈～孩子出远门｜

他从来～乱花一分钱。

E舍得J sh岳•de 圈愿意割舍；不吝惜：你～把这

本书送给他吗？｜他学起技术来，真～下功夫。
E舍己为公】 sh品＇Ji-weigong 为了公共的利益

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E舍己为人】 sh品Ji-w创ren 为了他人而牺牲自

己的利益。
E舍近求远】 sh岳jln qiuyu凸『1 舍弃近的寻找远

的，比喻f故事走弯路或方法不对头。也说舍近

图远。

E舍近图远J sh品11in-tuyu凸n 舍近求远。
E舍车保帅E sh岳ju-baoshuai 见 310 页｛丢车

保帅］ o
E舍脸E sh岛｜的n ＜方〉［割不顾面子向人求助

（多指出于不得已）。

E舍命E sh岳11ming E面］不I~页性命；拼命z ～抢救

国家财产。

E舍弃J sh邑qi 圃丢开；抛弃；放弃z ～舒适的生
活，主动要求到边远地区工作。

E舍身） sh岳shen 圈原指佛教徒牺牲肉体表示

蛇阁操舍库设 I sh自－ sh自 I 11s3 I 

虔诚，后来泛指为祖国或为他人而牺牲自己 z
～为国。

E舍生取义E sh岳sh岳ng-q凸yl 为正义而牺牲生

命。
E舍生忘死E shesh岳ng-wangsi 形容不顾性命

危险。也说舍死忘生。
E舍死忘生E sh岳si-wangsh岳ng 见 1153 页【舍

生忘死1。
E舍卒保一 E sh句：1-b凸oju 见 310 页 i丢卒保

车l 0 

、、

she （产古）

库～ she 0 ＜方〉村庄（多用于地名） : 
（犀）北～（在江苏）。 8 (She）圈姓。

~11- she 。司设立；布置2 ～防｜～
议（言是）宴｜总部～在北京。＠筹划＝～
计 i想方～法。＠圈假设：～想！～x=ll～长

方形的宽是 z 米。＠〈书〉啤假如；倘若z ～三三
有困难，当助一臂之力。 雪亘

E设备E shebei 0 圈设置以备应用2 新建的工

人俱乐部～得很不错。 81Bl 进行某项工作或

供应某种需要所必需的成套建筑或器物：厂
房～1机器～｜自来水～。

E设定J shading ［到设置确定；拟定z ～指标 1
～空调自动关机时间。

E设法E shef凸［虱想办法：～解决l～克服困难。

E设防E shefang ~设置防卫力量2 步步～。

两人朝夕相处，思想上互不～。

E设伏J shefu 画布置伏兵＝～擒敌。
E设或J shehuo 〈书〉庄重假如。
E设计E sheji 0 富国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
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定方法、图样等3
～师！～图纸。＠［每设计的方案或规划的蓝

图等z 那两项～已经完成。
E设局】 she;;ju 画画设置骗局：～骗钱。

E设立E she Ii i望成立；建立（组织、机构等）：～
监察小组 i新住宅区～了学校、医院和商店。

E设卡E she;;qi凸圈。设量关卡z ～堵截！路
上共设了三道卡。＠比喻设置障碍加以刁难z
严禁有关部门～阻挠群众反映问题。

E设若】 sheruo ＜书〉［盖假如。

E设色E shes岳圈（绘画）涂色；着色：这幅画布

局新颖，～柔和。
E设身处地E sheshen-chudi 设想、自己处在别

人的地位或境遇中。

E设施E sheshl 画为进行某项工作或满足某种

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机构、系统、组织、建筑等z



I 1154 I 仙台 ｜设社

生活～1服务～相当齐全。

E设使】 sheshi E量假如才日果g ～他没有时间，

不妨派别人去。

E设问E shewen !Bl 一种修辞方法，作者用自问
自答的形式来突出主要论点，申述问题。如
“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就用
了设问。

E设想E shexi凸ng 圃＠想象；假想：不堪～｜他
提出了关于技术改造的大胆～。＠着想：应

该处处替国家～。

【设置E shezhi 圈＠设立z 这座剧院是为儿童
～的。＠安放；安装 z ～障碍。

社 s陆＠圈某些集休组织z 诗～l报～｜通
'I 讯～i合作～｜集会结～。＠［望某些服务
性单位：茶～｜旅～ l旅行～。＠古代把土地

神和祭土地神的地方、日子、祭礼都叫社：春

～l秋～｜～日｜～餐。。（Sh的画姓。
E社保E shebao 圈。社会保障的简称。＠社

会保险的简称。
E社保基金E sheb凸o jljTn 社会保障基金的简

称。
E社保卡l shebaoka !Bl 社会保障卡的简称。

E社工l shegong 圈＠社会工作的简称：做

～｜～人员。＠社会工作者的简称。

E社会l shehui !Bl O 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
类社会的五种基本形态。也叫社会形态。＠

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
群。

E社会保险E shehui baox冶『1 国家以保险形式

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劳动者或公民暂时或
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发生其他困难时，由国
家、社会给予物质生活保证。简称社保。

E社会保障E shehui 胁。zhang 国家通过国民
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
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体现在社会
保险
简称社保。

E社会保障基金E shehui baozhang jTjTn 中央
政府集中管理的、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务的资
金，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资金。简称社保基
金。

E社会保障卡】 shehui baozhang陆政府劳动

保障部门向社会公众发放的，为公民提供民生
方面社会保障服务的集成电路卡。简称社保
卡。

E社会必要劳动E shehui biyao 16odong 指在

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

熟练程度和强度下，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
动。用劳动时间来衡量。

E社会存在l shehui cunzai 指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的总和，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
存在。

E社会福利】 shehui fuli 国家和社会在物质方

面为个人、群体和社区提供的公益服务，如文
化、教育、医疗等事业，也指在城乡中为孤、老、
残、幼及精神病患者提供的物质帮助和特殊服
务。

E社会工作E shehui gongzuo 指本职工作之外

一般没有报酬的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简称社
工。

E社会关系】 shehui guan•xi O 指个人的亲戚
朋友关系。＠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彼此
间结成的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是
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其他政治、法律等关系
的性质都决定于生产关系。

E社会活动E shehui hu6dong 本职工作以外的

集体活动，如党团活动、工会活动等。
E社会教育】 shehui jiaoyu 指学校以外的文化

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展览会、
俱乐部、少年宫等）对人民群众和少年儿童所
进行的教育。

E社会科学E shehui k由ue 研究各种社会现象

的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文
艺学、美学、伦理学等。

E社会青年l shehui qTngni6n 指既不上学也未

就业的青年。
E社会效益E shehui xiaoyi 各种经济活动及科
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在社会上产生的非
经济性效果和利益。

E社会形态E shehui xingtai 社会①。

E社会学E shehuixue [8J 研究社会生活、社会

制度、社会行为、社会变迁和发展及其他社会
问题的综合性学科。

E社会意识E shehui yi•shi 指政治、法律、道德、

艺术、哲学、宗教等观点。参看 1154 页I社会
存在）］ 0 

E社会制度E shehui zhidu 社会的经济、政治、
法律等制度的总称。

E社会主义E shehui zh心yi 0 指科学社会主

义。＠指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
阶段。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后

产生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E社会主义改造E shehui zhuyi gaizao 以社会

主义的原则来改造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是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如通过互助合作
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社
会主义经济，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
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我
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1956 年底基本完成

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

E社会主义革命E shehui zh心vi geming 由无

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资本
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
为目的的革命。也叫无产阶级革命。

E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 shehui zh心yi hexTn 
jiazhiguan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高度概括和集中表达，基本内容是：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
E社会主义所有制E shehui zhuyi su的ouzhi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社会公有的制度，是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目前主要有两
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也叫社会主义公有制。

E社火】 shehuo 圈民间在节日举行的传统集
体游艺活动，如舞狮子、耍龙灯等z 玩～O

E社穰】 sheji 圈“社”指土神，“穰”指谷神，古代
君主都祭社破，后来就用“社模’听表国家。

E社交E shejiao 圈指社会上人与人的交际往
来2 ～活动｜～场合。

E社论l shelun 圈报社或杂志社在自己的报纸
或杂志上，以本社名义发表的评论当前重大问
题的文章。旧称社评。

E社评E sheping 画社论的旧称。

E社情E sh岳qing ~社会情况：了解～民意 l该

地区～十分复杂。
E社区E shequ 圈。在一定地域形成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2 旧金山华人～。＠我国城镇按
地理位置划分的居民区．～服务｜～文化活动。

E社群E shequn 圈社会群体z 华人～。
E社团E shetu6n 圈各种群众性的组织的总
称，如工会、妇女联合会、学生会、各种学术团
体等。

E社戏E shexi i重旧时某些地区农村中迎神赛
会时演出的戏。→般在庙里戏台上演出，也有

露天搭台演出的。
E社员E sheyu6n 宣i 某些以社命名的组织的成
员。

舍1 she 0 房屋z 房～i 宿～｜校～＠舍
间 z 敝～ l寒～。＠养家畜的圈：猪～｜

社舍拾射｜ she ＿上？？？」

牛～。＠谦辞，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低
的或同辈年纪小的亲属：～侄｜～弟。＠
(Sh的画姓。

舍2 芒。画古代行军三十里为一舍z 退避

另见 1153 页 sh昌。

E舍间E shejian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家g 请

来～一叙。也说舍下。
E舍和lj] sheli [BJ 佛教称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

结成的珠状的东西，后来也泛指佛教修行者死
后火化的剩余物。也叫舍利子（sh自 lizT）。［梵
自arira]

E舍亲E sheqTn 圈谦辞，对人称自己的亲戚。

E合下E shexia 固舍间。

也A she ＜书〉轻步而上。
3口另见 1187 页 shi 0 

E拾级E sheji ＜书〉画逐步登阶z 我们～而上，
登上了顶峰。

射 ... , - S怡。画用推力或弹力送出矗
（养身夫）（箭、子弹、足球等）：发～｜扫～｜矗

～箭｜～出三发炮弹｜右边锋乘机～入一球。＠毛主
画液体受到压力通过小孔迅速挤出：喷～｜注
～l管子坏了，～了他一身的水。＠毒面放出
（光、热、电波等） ：反～｜辐～！～线 1光芒四～l
月光从树梢的空隙里～到地上。＠有所指：
暗～！影～。

日才程E shecheng lBJ 弹头等射出后所能达到
的距离。

E射灯E shed岳咱圈利用反光罩使光线集中射
向某一方向的灯。被照射的物体或空间更易
引起注意。

时才电望远镜E shedian-wangyuanjing 利用

定向天线和灵敏度很高的微波接收装置来接
收天体发出的无线电波以观测天体的设备。

白才击E shejT 圈＠用枪炮等火器向目标发射
弹头。＠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按照比赛时所
用枪支、射击距离、射击目标和射击姿势，分为
不同项目。

E射箭E shejian 画＠（「←）用弓把箭射出去。

＠体育运动项目之→，在一定的距离外用箭
射靶。

白才界l shej险阻指火器射击时所能达到的范
围。

E射精】 she;;jTng 圈男子或某些雄性动物达到
性高潮时将精液射出体外。

日才猎E she lie 画打猎z 自然保护区严禁～。

由于流E sheliu 圈喷射成束状的流体。如空气
从气管中喷出，水从水枪中喷出等都能形成射
流。



主

I 1156 I she l 射涉赦摄摄

日才门】 she11m岳n 圈足球、手球等比赛时把球
踢向或投向对方的球门。

白才频E shepin 圈无线电波的频率，频率范围

是3 千赫「－3 000吉赫。这个频率范围内的电
波，可以用天线辐射出去。

白才子E sheshou 圈＠指射箭或放枪炮的人

（多指熟练的〉＝机枪～。＠指足球等比赛中
射门技术熟练的运动员。

日才线l sh占xian 圈＠波长较短的电磁波，包
括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γ 射线等。
速度高、能量大的粒子流也叫射线，如 α 射线、
自射线和阴极射线等。＠数学上指从一个定

点出发，沿着单一方向运动的点的轨迹；直线
上某一点一旁的部分。

rn影E sheyTng 圈。从一点向一条直线或一
个平面做垂线，垂足叫作这点在这条直线或平
面上的射影；一条线段的各点在一条直线或→
个平面上射影的连线叫作这条线段在这条直
线或平面 t的射影。＠传说水中有一种叫
“贼”的动物能含沙喷射人影使人致病。“射
影”也是“贼”的别名。参看 511 页 I含沙射

影］。
... '11~ she ＠徒步过水，泛指从水上经过3渡z
1!Y 跋山～水！远～重洋。＠经历：～险。＠
牵涉s涉及z ～嫌｜～赌案件。

E涉案l she’an 国国牵涉到案件之中p涉及案

件：这起经济案件～人员七人，～金额一千多
万元l众多人员～，令人震惊。

E涉笔E shebT ＜书〉画用笔写作；动笔z ～成趣。
E涉及E sheji 圈牵涉到；关联到z 案子～好几

个人｜这个问题～面很广。

E涉猎E shelie I到＠粗略地阅读z 有的书必须
精读，有的只要稍加～即可。＠接触g涉及z
学生生活是作家们较少～的领域。

E涉密】 shemi 圈涉及机密z 因为～，这些数据

不能公布。

E涉禽E sheqin 圈鸟的→类，这类鸟的颈、嘴、
脚和趾都长，适于在浅水中涉行并捕食水中鱼

虾等，如鹤、莺等。
E涉世E sheshi 圈经历世事g ～未深。

E涉讼l shesong 画牵涉到诉讼之中。
E涉外E shewai E昆属性词。涉及与外国有关
的z ～工作I～问题l～婚姻。

E涉嫌E shexian 疆有跟某件事情有关的嫌
疑z ～人犯。

E涉险E sh臼ion 圈经历危险z冒着危险：～过
关 l～救助落水儿童。

E涉足E sh泣。〈书＞~指进入某种环境或范
围z ～其间｜～政界｜后山较为荒僻，游人很少

~ 。
赦抛赦免z ～罪｜大～｜特～ l十恶不～。

U&令E she ling 圈旧时君主发布的减免罪犯
刑罚或赋税德役的命令g 颁发～。

脏t免E shemian 画以国家命令的方式减轻
或免除对罪犯的刑罚。参看 245 页i大赦1、
1281 页I特赦］ o

摄1 … she 0 吸取＇ ~J!X.I ～食。＠
（擂）画摄影；摄像＇ ~ij;iJ I 拍～ l把宝

宝初学走路的情形～下来。

摄2 … she ＜书〉保养z ～生！～护（调
（擂）扣。

摄3 … sh古代理： ~Jftco 
（撮）

E摄理J sheli 圈代理z ～国政。
E摄录E shelu ~国拍摄录和tl ：～电视片 l～设备。
E摄取E shequ 画面＠吸收（营养等）＝～食物｜～
氧气。＠拍摄（照片或影视镜头）：～几个镜
头。

E摄生E shesh岳ng ＜书〉［量保养身体2 ～养性｜
～之道。

E摄食l sh岳shi 圈摄取食物（多指动物），考察
蛇类～过程。

E摄氏度E sh岳shidu ~摄氏温标的单位，符

号。C 。参看 1156 页I摄氏温标］ o
E摄氏温标E Sheshi w岳nbiao 温标的一种，规
定在→个标准大气压（101 325 中自）下，纯水的
冰点为 0摄氏度，沸点为 100 摄氏度，0摄氏
度和 100 摄氏度之间均匀分成 100 份，每份

表示 1 摄氏度。这种温标是瑞典天文学家摄
尔修斯（Anders Celsius）制定的。

E摄氏温度E Sheshi w岳ndu 摄氏温标的标度，
用符号。C表示。

E摄像E shexiang ~用摄像机拍摄实物影像z
～师。

E摄像机E shexiangjl 圈用来摄取人物、景物
并记录声音的装置。它可将图像分解并变成

电信号，用来拍摄文体节目、集会实况等。通
常有光学摄像机、数字摄像机等。

E摄行E shexing ＜书〉圈代行职务z ～政事。
E摄影J sheying 画＠用照相机拍下实物影
像。通称照相。＠拍电影。

E摄影机E sheyingjl 圈＠照相机的旧称。＠
电影摄影机的简称。

E摄政E shezheng 圈代君主处理政务。
自聂制E sh岳zhi ~拍摄并制作（影视片等）：该
片已～完毕，即将上映。

摄｝ She 胁，水名，在湖北，流入长
（漏）江。



摄 he ＜书〉害怕；使害怕＝'I c’醋、祷’罔）～服l威～。
（·摄H臼 shefu 画JO 因恐惧而顺从。＠使恐

惧而屈服。

E慑于E sheyu ＜书〉圈对于某种情况感到害
怕z ～警方威力而投案自首。

数 She 敏县础，在安徽。
另见 1402 页 xi 。

属导 she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鹿胁，无
角，前腿短，后腿长，善于跳跃，尾巴短，毛

黑褐色或灰褐色。雄庸的犬齿很发达，肚脐和
生殖器之间有腺囊，能分泌膀香。也叫香猿
子。＠蔚香的简称。

E廓牛l sh岳niu IBl 哺乳动物，外形像牛而稍小，
头大而阔，四肢较短，颈和尾都很短，毛长，褐
色，皮下有腺体，分泌物有廓香气味。生活在
北美洲的极北地区。

E廓香E shexiong 圈雄膀腺囊（在肚脐和生殖
器之间）的分泌物，于燥后呈颗粒状或块状，有
特殊的香气，有苦味，可以制香料，也可入药。
简称廓。

, 
shei （产飞）

、ι号子、． shei 又 shui 圆疑问代词。＠

11£.（推）问人z 你找～？ I 今天～值日？
亟董事“谁”可以指一个人或几个人，方言中有
用“谁们”表示复数的。有时叠用，表示元须说
出的某人的名字，如＝乡亲们传说着谁谁立了
大功，谁谁当了英雄。＠用在反问句里，表示

没有一个人z ～不说他好。匾重’反问句中用
“谁知道”有时候是“不料”的意思z 我本是跟他
开玩笑，谁知道他真急了。＠虚指，表示不知
道的人或无须说出姓名和说不出姓名的人z
我的书不知道被～拿走了 i今天没有～来过。
＠任指，表示任何人。 a）用在“也”或“都”前

面，表示所说的范围之内没有例外＝这件事～
也不知道｜大家比着干，～都不肯落后。 b）主语
和宾语都用“谁”，指不同的人，表示彼此一样z
他们俩～也说不服～。 c）两个“谁”字前后照

应，指相同的人：大家看～合适，就选～当代

表。
E谁边E sheibian 回疑问代词。何处P哪里s

知向～？
E谁个E sheige （方〉因疑问代词。哪一个人；
谁＝～不服他l此事～不知，～不晓。

("i佳人E sheiren 回疑问代词。谁；什么人z 这

是～造的谣？｜～不知，他是技术革新的能手。

慑敏蔚谁申 I sh岳一钳制 I 11s1 

C二豆币豆豆豆二丁

申 1 sh岳n 0 说明；申述z ～说｜重～｜三令五
～。＠申请z ～购｜～奥（申办奥林匹克

运动会）。

申2 sh岳n 圈地支的第九位参看 421 页
I干支］。

申 3 Sh岳n 圈。上海的胁。肘。

E申办E sh岳nban 圈申请办理或举办：～下届

运动会。
E申报E sh岳nbao 画用书面形式向上级或有关
部门报告z 向税务部门如实～营业额。

E申辩E sh岳nbian ~国（对受人指责的事）申述理

由，加以辩解 z 允许受批评的人～。

E申斥E sh岳nchi 画斥责（多用于对下属）：严

厉～了他一顿。也作申伤。

E申伤E shenchi O ＜书〉圈告诫。也作申歉。主
＠同“申斥”。 三重重

E申敷E shenchi 同“申伤”①。
E申根协定E Sh岳ng岳n xieding 1985 年6月 14

日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
在卢森堡小镇申根签订的关于协定国之间开
放边境、方便人员和货物自由往来、共同打击
非法活动的条款。 1995 年 3 月 26 日正式生

效。
E申购E sh岳ngou ~国申请购买z ～新股｜～经济

适用房。

E申领E sh岳nling ~国申请领取z ～牌证。

E申令E shenling 画下令；命令：～全国。

E申论E shenlun O [§lj] 申述论证z 他再次～了

自己的见解。＠圈指申论考试，国家公务员

的一项考试科目，考生根据指定的材料进行分
析，提出见解，并加以论证。

E申明E sh岳nming 画郑重说明z ～理由。

E申请E sh岳nqing 圈向上级或有关部门说明

理由，提出请求z ～书｜～助学贷款。
E申时E sh岳nshi 筐里旧式计时法指下午三点钟

到五点钟的时间。
E申述】 shenshu 圈详细说明z ～理由｜～来

意。
E申说E sh岳nshuo 睛说明（理由）：反复～。

E申诉E shensu 圈。诉讼当事人或其他公民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依法

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党、团体成员等对所受处

分不服时，向原机关或上级机关提出自己的意



E申讨l shentao Q画声讨。
E申屠】 Shentu r百姓。

E申词tl shenxie 函j 表示谢意。
E申雪】（伸雪） sh岳阳时［司表白或洗雪冤屈．

陈年冤案得以～O

E申冤】 shen11yuan ［到＠洗雪冤屈：为民～。
也作伸冤。＠自己申诉所受的冤屈，希望得

到洗雪：～吐气。

由山向〈书〉并立的两1 I 1 。

伸 sh岳n 0 ［到（肢体或物体的一部分）展
开：～直 i～展 1延～。 8 (Sh岳的［萄姓。

[fl申懒腰E sh岳n lanyao 人疲乏时伸展艘和t

肢。

E伸手】 shen11shou ［动］＠指向别人或组织要

（东西、荣誉等）：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向

国家～。＠指插手（含贬义）：这件事，你不

必～。
王三 E伸缩E shensuo 圈＠弓｜长和缩短；伸出和缩

雪主 进：有的照相机的镜头能够前后～。＠比喻
在数量或规模上做有限的或局部的变动：～

性｜没有～的余地。

E伸Jlilll shen;; tu！圃＠插足；占一份好处（含
厌恶意λ ＠（～儿）〈口〉指人死亡（含诙谐

意）。

E伸雪l shenxu岳见 1158 页i申雪］ o

[{I申延E shenyan I到延伸：公路一直～到山脚

下。
[fl申腰E shen;;yao R司）挺直身体，比喻不再受人
欺侮。

E伸冤E sh岳阳’yuan 同“申冤”①。

E伸展E sh岳nzhan ［到向一定方向延长或扩展z

麦田一直～到远远的天边。
E伸张】 sh岳nzhang 画扩大（多指抽象事物）：
～正义。

身 sh岳nO~身体＝～上 l 转过～去｜～高
五尺！翻了一个～。＠指生命z 献～！奋不

顾～。＠一生；一辈子：终～！～后之事。。
自己；本身z 以～作则 i～先士卒 i～临其境 i ～
为领导，当然应该走在群众的前面。＠人的品

格和修养z 修～l立～处世。＠指社会地位：
～份｜出～！～败名裂。＠物体的中部或主要

部分z 车～ i河～ i船～ l机～。＠（～儿）圈用
于衣服：换了～衣裳｜做两～儿制服。

E身败名裂】 sh岳nbai minglie 地位丧失，名誉

扫地。
E身板E sh岳nban （～儿）〈方〉［事身体g体格：他

七十多了，～儿还挺结实。

E身边】 sh岳nbian 圈。身体的近旁：年老多

病的人～需要有人照料。＠身上②：我～没
有带钱，你给我先垫一下。

E身材】 sh岳ncai 画身体的高矮和胖瘦z ～高

大 i～苗条。
E身长l sh邑nchang 名，JO 人体的高度。＠衣

服从肩到下摆的长度。
E身段】 sh岳nduan 圈＠女性的身材或身体的

姿态：～优美。＠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
各种舞蹈化的动作。

E身分】 shen· fen 同“身份”。

E身份E shen·fen ［萄。指自身所处的地位： f也

是什么～？｜她以主人的～发出邀请。＠指表
现出某种身份的姿态·放下～。＠指受人尊

重的地位：有失～！他是位有～的人。｜！也作身
分。

E身份权】 shenfenquan I昌人身权的一－种，公
民基于特定身份依法享有的权利，如监护权、

荣誉权、署名权、抚养权等。
E身份证E sh岳nfenzheng ~居民身份证的简

称。
E身高E sh岳ngao I每人体的高度。

E身故E shengu 画（人）死：因病～。

E身后】 shenhou ~指死后：～留名。
E身家E sh岳njia 阁。本人和家庭2 ～性命。

＠旧时指家庭出身：～清白。＠指家产：～

过亿。
E身价l shenjia 圈。人身买卖的价格。＠指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价值：～百倍｜这名球员转
会的～看涨。这幅画～不断攀升。

E身教l sh岳njiao 画用自己的行动做榜样：言

传～！～重于言教。
E身历声】 shenlish岳ng ＜方〉！翻立体声。

E身量E sh岳n·liang C～儿）〈口〉圈人的身材3个

子：～不高。
E身强力壮E shenqiang-lizhuang 身体强壮有

力。

E身躯】 sh岳nqu 圈身体，身材：健壮的～！～高

大。
E身上E sh岳n•shang ［割＠身体上g ～穿一件

灰色制服 l你～不舒服，早点儿去休息吧。希望
寄托在青年人～。＠随身可以携带钱、物的地

方z ～没带笔。
E身世E sh岳nshi 圈指人生的经历、遭遇（多指
不幸的） ：～凄凉。

E身子E sh en sh归国本领：～不凡｜大显～。
E身首异处E sh岳nshou ylchu 身体和头颅分在

两处，指被杀头，也泛指被害或遇难。

E身受】 sh岳nshδu I司亲身受到＝感司～｜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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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殖民主义的祸害。
E身体E shentl r绍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生理组
织的整体，有时专指躯干和四肢。

肩

腹
划~ I II :' I\ I 
腕

子
’ I\ 

腿→ l. ：；~ ~i、7卜膝 1国

跺

脚

人的身体

E身体力行E shentT-llxing 亲身体验，努力实

行。

E身条JL] sh岳nti6or （口〉函身材；个子g 瘦瘦
的～｜～匀称。

E身外之物】 shenwaizhlwu 个人身体以外的

东西（指财产等，表示无足轻重的意思）：钱财
乃～。

白先士卒E sh岳『ixianshizu 作战时将帅亲自

带头，冲在士兵前面，现多泛指领导带头走在
群众前面。

Z身心E sh岳nxln 圈身体和精神：大力开展文
娱体育活动，增进职工～健康。

E身影E shenyTng 圈。身体的影子2 夕阳下，
人们的～拖得长长的。＠身体的模糊形象2
日送他远去的～｜当年妈妈在灯下缝补衣裳的

～在脑中浮现。
E身孕E sh岳nyun 圈怀了胎儿的现象：有了三
个月的～。

E身姿E sh岳nzl 强身体的姿态：矫健的～。
E身子E sh岳n•zi （口〉圈＠身体s ～不大舒服。

＠身孕：她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
E身子骨JL] shen·zig心r （口〉圈体格；身体2 ～
结实。

日申向见下
[U申吟E sh岳nyin 画指人因痛苦而发出声音g

病人在床上～。

优 shen 见下
E优优】 sh画nshen ＜书〉圆形容众多。

、ιL. chi>n m下

功拟就）……～，

E洗洗E sh岳nshen ＜书〉圃形容众多。

4盐1 s 岳n ~言人参、

参（参、寝、寝）党参等的统品，
通常指人参z ～茸（人参和鹿茸）｜～须。

二缸2 人 sh岳n 二＋八宿之~，～商。

圣罗（参）另见山页巾； 132 页 c岳no
E参商】 shenshang ＜书〉［富参和商都是三十

八宿之二斗，两者不同时在天空中出现，比喻亲

友不能会面，也比喻感情不和睦2 ～之阔｜兄弟

b由 , , sh岳n 0 古代士大夫束在腰间的

主甲（京申）大带子。＠绅士①：乡～1土豪劣

E绅士E sh岳nshi O 圈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

有功名的人，…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开明～。

＠圈称有现代文明修养的男士2 ～风度。＠

圆形容男士有现代文明修养z 王先生待人谦圭

和礼让，很～。 主雪
E绅士协定E shenshi xieding 君子协定。 专三

坤 sh岳n （书〉一种玉。

耽（航）巾见下。
E驮骏E sh副shen ＜书〉圆形容众多。

莘1 sh阳见 1 1町同

莘2 Sh岳n 0 莘县，地名，在山东。白
姓。

另见 1457 页 xlno

E莘莘E shensh岳n （书〉圆形容众多：～学子。

碑向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Aso 有
灰、黄、黑褐三种同素异形体，有毒。用于

制硬质合金，碑的化合物用作杀菌剂和杀虫
剂。旧称石比CpDo 8 CSh岳的姓。

姓巾见下。

E姓锥E sh岳nsh岳n ＜书〉匾形容众多。

振 sh岳n 怀孕z 娃～。

深 ι sh岳n 0 Ifill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
了演）里的距离大咄咄”相对，下

③一⑥同）：～耕l ～山｜这院子很～。＠画

深度z 进～｜河水～两米 1这间屋子宽一丈，～

一丈四。＠圃深奥＝由浅入～｜这本书很～，

初学的人不容易看懂。。回深刻s深入z ~ 
谈｜影响很～。＠圃（感情）厚；（关系〉密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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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1 两人的关系很～。 0 ~（颜色）浓：～
红｜～绿｜～色｜颜色太～。＠ ［！固距离开始的
时间很久2 ～秋｜夜已经很～了。＠圆很；十

分z ～知 l～信 i～恐｜～表同情 l～有此感｜～受
其害。 0 CSh岳门）圈姓。

E深谙】 shen ’。n 圈十分熟悉z ～世情。
E深奥E sh旬’∞圈（道理、含义）高深不易了

解z ～的道理。

E深闭固t!:!l sh岳nbl-guju 比喻坚决不接受新事

物或别人的意见。

E深藏若虚E sh岳ncang-ruoxu 把宝贵的东西收

藏起来，好像没有这东西似的（语出《史记·老
庄申韩列传》）。形容人有知识才能但不爱在
人前表现。

E深层］ shenceng 0 圈较深的层次z 这一带

地下～埋藏着煤矿。－~属性词。深入的；

更进一步的：～原因！～意义。
E深长E shenchang 圈（意思）深刻而耐人寻

味：意味～i用意～。
重三 E深沉E shenchen ~ 0 形容程度深z 暮色～l
雪雪 ～的夜l～的哀悼。＠（声音）低沉z 铁锅碰着冻

硬的土地，发出～的声响。＠沉着持重 g思想感

情不外露：～的微笑｜这人很～，不容易捉摸。
E深仇大恨】 shench6u-dahen 极深极大的仇

恨。

E深笃l shend凸睛（感情）深厚诚挚z 情义～o
E深度J shendu O 圈深浅的程度；向下或向
里的距离 z 测量河水的～。＠圈（工作、认识）
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对这个问题大家理解的
～不一致。＠圈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

度·向生产的～和广度进军。＠庄园属性词。
程度很深的：～近视。

E深更半夜】 sheng岳ng七anye 深夜。
E深沟高垒】 sh岳ng6u-gaol岳I 深挖壤沟，高筑

营垒，指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E深广E shengu凸ng lffil 程度深，范围大＝影响

～｜见识～。

E深闰E sh岳ngul 圈旧时指富贵人家的女子所

住的闺房（多在住宅的最里面）。

E深海E sh岳:nh凸1 圈通常指水深超过 200 米的

海域。
E深厚l shenhou 圈。（感情）浓厚：～的友
谊｜～的感情。＠（基础）坚实：这一带是老根
据地，群众基础非常～。

E深呼吸E shenhuxl 圃尽力吸气然后尽力呼

出。
E深化E shenhua 圈。向更深的阶段发展＝矛

盾～｜认识不断～。＠使向更深的阶段发展2

～改革。

E深加工E sh岳njiagong 圈对原料或初级产品

｛故迸一步的、更精细的加工，使成为更高层次
的产品：逐步提高～产品出口的比重。

E深交E shenjiao O 圈深厚的交情：我和他往

日并无～。＠画密切地交往z 你不愿和他～，
也不要得罪他。

E深究】 sh岳njili 圈认真追究z 对这些小事不必

~ 。
E深居简出】 shenju-jianchu 平日老在家里待着，

很少出门。
E深刻E sh岳nke ［！圈。达到事情或问题的本质

的：～剖析！这篇文章内容～，见解精辟。＠内
心感受程度很深的：印象～｜～的体会。

E深谋远虑］ sh岳nm6u yuanlO 周密地计划，往
长远里考虑。

E深浅E sh岳nqi创圈＠深浅的程度：你去打

听一下这里河水的～，能不能蹬水过去。＠指
分寸z 说话没～。

E深切］ sh岳nqie 匾。深挚而亲切·～的关怀｜

～的怀念。＠深刻而切实．～地了解。

E深情】 sh岳nqing O 圈深厚的感情：无限

～｜满怀～｜～厚谊。＠自回感情深厚z 他站在
高台上，～地望着家乡的土地。

E深秋l sh岳nqiu 圈秋季的末期。
E深入E sh岳nru 0 画连过外部，达到事物内部

或中心：孤军～｜～实际 i～人心。＠［勤深刻g
透彻z ～地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做～的调查研

"" )'L' 

Z深入浅出］ sh岳nru叫i凸nchu 指文章或言论的

内容很深刻，措辞却浅显易懂。

E深ill] sh岳nshan ~山里山外距离远、人不常

到的山岭：～老林常有野兽出没。
E深水区】 sh岳nshulqu 圈比喻难题多、风险太

的领域或阶段2 改革已进入～。
E深水炸弹l sh岳nshui zhadan 一种到水下预

定深度时爆炸的炸弹。由舰艇或飞机投放，主
要用于炸毁在水下的敌方潜艇等。

E深思】 sh岳nsl 国深刻地思考：好学～ 1～熟虑

（深入细致地考虑）。

E深邃l sh岳nsu1 E园。深①z ～的山谷。＠深

奥：哲理～。

E深谈】 sh岳ntan 画深入地交谈z 我们见过面，

但没有～。

E深通E sh岳nt6ng 圃精通：～傣语。

E深透l shentou 回深刻而且透彻 z 分析～。
E深望E sh岳nwang 阉深切地盼望z ～诸位通

力合作。
E深为l sh岳nwei 匾！』表示程度很深；极为 2 ～

不满｜～敬佩｜～失望 i～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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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深文周纳E shenwen zhouna 定罪名很苛刻，｜ “都”前面，表示所说的范围之内没有例外：他
想尽方法把无罪的人定成有罪，泛指不根据事｜ ～也不怕 i 只要认真学，～都能学会。 b）两个
实而牵强附会地妄加罪名。 | “什么”前后照应，表示由前者决定后者：想～

E深恶痛绝E shenwu-tongjue 厌恶、痛恨到极｜ 说～！你～时候去，我也～时候去。＠表示惊
点。 | 讶或不满·～？九点了，车还没有开！｜这是～

E深信E shenxin 画非常相信·～不疑｜～这种｜ 鞋！一只大一只小的！＠表示责难：你笑～？
有理有据的说法。 I （不应该笑）｜你说呀！装～哑巴（不必装哑巴）。

E深省E shenxlng 画深刻地醒悟：发人～。也｜ ＠表示不同意对方说的话：～晒一天，晒三天
作深醒。 | 也晒不干。＠用在几个并列成分前面，表示列

E深醒】 sh画nxlng 同“深省”。 | 举不尽z ～送个信儿啊，跑个腿儿啊，他都干得
E深夜］ sh岳nye IEJ 指半夜以后。 | 了。

E深意E shenyi 圈深刻的含意：话说得扼要而 I ［什么的l shen·me•de 圃用在一个成分或并
有～。 | 列的几个成分之后，表示“……之类”的意思z

E深渊］ sh岳nyuan 圈很深的水＝万丈～。 I 他就喜欢看文艺作品～｜修修机器，画个图样

E深远】 sh画nyuan ~回（影响、意义等）深刻而长｜ ～，他都能对付。

远。

E深造】 sh岳nzao 圈进一步学习以达到更高的

程度．出国～。

E深宅大院E shenzh6i-dayuan 一家居住的房

屋多而有围墙的大院子。

E深湛E shenzhan ~精深z ～的著作 l 学识～｜

功夫～。
E深挚】 shenzhi F回深厚而真诚：～的友谊。
E深重E shenzhong ［勤（罪］孽、灾难、危机、苦闷

等〉程度高＝罪孽～｜～的灾难。

琴 shen 又叫见下

E零零］ sh创sh岳n ＜书〉圆形容繁盛茂密。

业~ ,_,_ V一 shen C～儿）圈谷类磨成
磅（穆、互相） 的附：玉米～儿。

另见 1126 页 sano

鱼参 u sh en 酬，体侧扁，尾柄细，胸
（修）鳝呈镰刀状，尾鳝恨。生活在海

洋中。种类很多，常见的有蜘、圆修、竹笑鱼
等。

桑叫〈书〉炽盛。

shen c 产i, ) 

什 shen 见下
另见 1181 页 shi o 

E什么E she门•me 圆疑问代词。＠表示疑问。

a）单用，问事物．这是～？！你找～？｜他说
～？！～叫押韵？ b）用在名词前面，问人或事

物z ～人。！～事儿？｜～颜色？｜～地方？＠
虚指，表示不确定的事物3 他们仿佛在谈论～｜

我饿了，想吃点儿～。＠任指。 a）用在“也”或

甚 shen 同“什”叫）
另见 1164 页 sh制。

神 shen O 圈宗教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
T 统治者，迷信的人指神仙或能力、德行高
超的人物死后的精灵z ～位｜财～｜无～论｜多

～教。＠圈神话中的人物，有超人的能力2
料事如～｜用兵如～。－~国特别高超或出奇，
令人惊异的；神妙：～速｜～效｜这事真是越说
越～了。＠画精神；精力＝凝～｜费～｜聚精会

～｜双目炯炯有～。＠（～儿）［组神气＝～色｜
～情｜瞧他那个～儿，准是有什么心事。＠〈方〉

~聪明；机灵z 瞧！这孩子真～。＠ CShenl 

l'81 姓。
E神不守舍】 shenbushoushe 指心神不定（合：
这里指人的躯体）。

E神不知鬼不觉】 shen bu zhl gul bu jue 形容

f故事极为隐秘，别人一点儿也不知道。
E神采】（神彩） shencai 白白人面部的神气和光
彩z ～飞扬｜～奕奕（精神饱满的样子）。

E神差鬼使E shenchai-gulshl 见 493 页【鬼使

神差1 。
E神驰】 shenchi [1lll] 心思飞向（某种境界）：～

心往｜～故国。
E神出鬼没】 shenchu-guimo 形容变化巧妙迅

速，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隐没，不容易捉摸（多
指用兵出奇制胜，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E神道】1 shendao 圈＠迷信的人关于鬼神祸

福的说法。＠〈口〉神①。

E神道】2 shendao l'8l 墓道：～碑。

E神道E shen·dao ＜方〉翩。精神旺盛z 这个

孩子特别～，登梯爬高的一会儿不消停。＠言
谈举止异乎寻常：他最近挺～的，不知道在干
些什么。

E神道碑E shendaob岳i IEl 墓道前记载死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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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石碑，也指这种碑上的文字。

E神甫l shen•fu ~神父。
E神父E shenfu 圈天主教、正教的神职人员，通
常为一个教堂的负责人，职位在主教之下，称
为司锋，尊称神父。

E神工鬼斧E shengong guifu 见 492 页［鬼斧

神工］ o
E神怪l shenguai 圈神仙和鬼怪：～小说。
E神汉E sh岳nhan ＜方） !Bl 男巫师。
E神乎其神E shenhuqishen 神秘奇妙到了极

点。
E神化l shenhua 画把人或物当作神来看待。
E神话E shenhua IBl 0 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市
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
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指

荒诞的无稽之谈：这次大捷，打破了敌军不可
战胜的～。

E神魂l shenhun 圈精神g神志（多用于不正常
时） ：～颠倒｜～不定。

E神机妙算E shenjl-miaosl』an 惊人的机智，巧
妙的谋划，形容有预见性，善于估计客观情势，

决定策略。
E神交E shenjiao O ＜书〉圈指心意投合、相知
很深的朋友。＠圈彼此没有见过面，但精神
相通，互相倾慕：二人～已久，今日才得相见。

E神经E shenjlng 圈。把中枢神经系统的兴
奋传递给各个器官，或把各个器官的兴奋传递
给中枢神经系统的组织，是由许多神经纤维构
成的。＠〈口〉指精神失常的状态：犯～。

E神经病E shenjingbing ［萄＠神经系统的组
织发生病变或功能发生障碍的疾病，症状是麻
木、瘫痪、抽播、昏迷等。＠精神病的俗称。

E神经错乱E shenjlng cuoluan 通常指犯精神

病。
E神经官能症E shenjing guannengzheng 神经

症的旧称。
E神经过敏E shenjlng guomin O 神经系统的
感觉功能异常锐敏的症状，神经衰弱的患者多
有这种症状。＠通常指多疑，好大惊小怪。

E神经末梢E shenjing mδshao 神经的末端，能
感受外来剌激并传递给神经中枢，或把神经中

枢的冲动传递给各有关组织。
E神经衰弱E shenjing shuairuδ 一种神经活动
功能失调的病。症状是头痛、耳鸣、健忘、失
眠、容易兴奋激动并且容易疲劳等。

E神经系统E shenjing xitong 人和动物体内由
神经元组成的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
神经系统，主要作用是使机体内部各个器官成

为统一体，并能使机体适应外界的环境。
E神经细胞E shenjing xibao 神经元。

E神经元E shenjingyuan 圈神经组织的基本

单位，每个神经元包括细胞体和从细胞体伸出
的突起两部分。也作神经原。也叫神经细胞。

E神经原】 shenjingyuan 同“神经元”。

E神经症l shenjingzheng 圈神经衰弱、焦虑
症、强迫症、恐惧症等的总称。多因自身素质、
心理，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旧称神经

官能症。
E神经质】 shenjingzhi 圈指人神经过敏、胆小
怯懦、情感容易冲动的气质。

E神鑫】 shenkan 圈供奉神像或祖宗牌位的小
阁子。

E神侃E shenkan ＜方〉画神聊：两人边吃饭边
～。也作神砍。

E神砍E shenkan 同“神侃”。

E神来之笔E shenlaizhibi 指绝妙的文思或词

句。

E神聊】 shenliao ＜口〉画漫无边际地闲聊z 他

俩天南海北地～起来。

E神灵E shenling 圈神①的总称：各路～。

E神秘E shenmi 圈使人摸不透的；高深莫测
的z 科学技术并不是那么～，只要努力钻研，就
可以掌握它。

E神妙E shenmiao 圈非常高明、巧妙：～莫
测｜笔法～。

E神明l shenming !BJ 神①的总称：奉若～。
E神农E Shenn6ng 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

相传他教人从事农业生产，又亲尝百草，发明
医药。一种传说认为神农即炎帝。

E神女E shennu 圈＠女神。＠旧时指妓女。
E神品E shenpin [BJ 绝妙的作品（多指书画〉＝

王幸在之的《兰亭序）澈尊为书法～。
E神婆E shenp6 ＜方〉圈女巫。也叫神婆子。
E神奇l shenqi ~非常奇妙：这一古代传说被
人们渲染上一层～的色彩。

E神丰民E shenqi 〈书〉圈“神”指大神，“瓶”指地
神，“神抵”泛指神。

E神气E shen·qi O 函神情z 团长的～很严肃｜
他说话的～特别认真。＠圃精神饱满z 战士
们穿上新军装，显得很～。＠圈自以为优越

而得意或傲慢：有了几个钱，他就～起来了。
E神枪手E shenq iangshou [=8] 用枪射击非常准

确的人。
E神情E shenqing 圈人脸上所显露的内心活

动＝～抑郁｜他脸上露出愉快的～。
E神权l shenquan 圈＠迷信的人认为鬼神所
具有的支配人们命运的权力。＠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宣扬他们的统治权力是

神所赋予的，所以把这种统治权力叫作神权。



E神人】 shenren 圈。神仙，道家指得道的人。

＠仪表不凡的人。

E神色E shens岳［组神情：～匆忙 i～自若。
E神伤】 shenshang ＜书〉［用心中伤感；精神颓
丧2 黯然～o

E神社l shenshe 圈。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场
所。＠日本崇泰、祭祀神道教（一种信仰自然
神的宗教）神灵的庙宇。

E神神叨叨】 shen • shendaodao 问“神神道道”。
E神神道道】 shen • shendaodao ＜口〉圃状态
词。形容言谈举止失常的样子：他成天～的，

好像走火入魔了似的。也作神神叨叨o
E神圣l shensheng F回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
亵渎：～的使命｜我国的～领土不容侵犯。

E神圣同盟l Shensheng T6ngmeng 1815 年

拿破仑一世的帝国崩溃后，俄国、普鲁士和奥
地利三国君主在巴黎订约结成的反动同盟。
它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
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现也借指反动势力之间
的同盟或合作。

E神使鬼差】 shenshT-guTchai 见 493 页【鬼使

神差］。
E神思】 shensl ~］精神；心绪：～不定。
E神似E shensi E回精神实质上相似；极相似z 他

画的虫鸟，栩栩如生，十分～。

E神速］ shensu lll2J 速度快得惊人z 收效～！兵

贵～。
E神算E shensuan 圈。准确的推测。＠神妙

的iii某。
E神态l shentai 圈神情态度·～自若。
E神通l shentong ~原是佛教用语，指无所不

能的力量，今指特别高明的本领：～广大｜大显

~ 。

E神童l shent6ng 圈指特别聪明的儿童。

E神往E shenw凸ng ［到心里向往z 心驰～｜黄山

云海，令人～o
E神威】 shenw岳l 圈神奇的威力 z 大显～。
E神位E shenwei 啤宗庙、祠堂中或祭祀时设

立的牌位。
E神武E shenw心〈书〉圃英明威武（多用于称
道帝王将相）：～雄才。

E神物l shenwu ＜书） lEl 0 神奇的东西。＠
指神仙。

E神仙E she门•xian 圈＠神话中的人物，有超
人的能力，可以超脱尘世，长生不老。＠比喻

能预料或猜透事情的人。＠比喻逍遥自在、

毫无拘束和牵挂的人。
E神像】 shenxiang 圈。神佛的图像、塑像。

＠旧时指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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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神效E shenxiao ~惊人的效验；神奇的功

效：此药止咳有～。
E神学E shenxue 圈论证神的存在、本质和宗
教教义的一种学说。通常指对基督教信仰内
容做系统研究和理论说明的宗教学科。

E神医】 shenyl 圈指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

E神异】 shenyi 0 圈神怪2 ～小说。 8 lll2l 神
奇·～景色。

E神勇l shenyong 圆形容人非常勇猛＝～无

敌。
E神游E sheny6u ＜书〉画感觉中好像亲游某

地z 故国～｜～天外。

E神宇】 shenyu ＜书〉［苞神情仪表·～飘逸。
E神韵E shenyun 圈精神韵致（多用于艺术作

品） ：他不过淡淡几笔，却把这幅山水点染得很
有～。

E神职人员l shenzhi renyuan 天主教、正教等

教会中负责宗教事务的专职人员。包括主教、
神父等。

E神志E shenzhi 圈知觉和理智：～不清｜～模

糊。

E神智】 shenzhi 圈精神智慧：好书益人～。

E神州｜】 Shenzhou 圈战国时人骑衍称中国为
“赤县神州”（见于《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后来
用“神州”作为中国的代称。

E神主l shenzhu I写写着死者名字的狭长的小
木牌，是供奉和祭祀的对象。

钟 sh en 画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含
（绅）碑，具有特定的结构。

" shen c 产17 ) 

沈1 岳n 沈阳叫叫础，
（潘）在辽宁。 , = 

沈2ι 叫时t：日干。
（潜）

初p3 Sh岳n 圈姓。
vu 另见 159 页 ch邑门。

审山 shen O 详细；周密：～慎l～视。
（番）＠圈审查＝～阅｜～稿。＠圈审

讯：～案｜公～｜三堂会～。。〈书〉知道2 ～
悉｜明是非之分，～治乱之纪。＠〈书〉圆的
确；果然2 ～如其言。 0 CSh昌的圈姓。

E审查l sh品ncha 圃检查核对是否正确、妥当

（多指计划、提案、著作、个人的资历等）：～提
案｜～经费｜～属实。

E审察E sh邑ncha 画。仔细观察z ～案发现

场。＠审查2 ～报批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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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审处E shench心画＠审判处理z ～诉讼案 [n西正E sh岳nzheng ＜书）~客套话，用于请对

件。＠审查处理：～事故责任人员。
E审订E sh岳nding 圈审阅修订：～书稿。

E审定E sh岳nding 圈审查决定：～计划。

E审读E sh岳ndu 圃审阅z ～书稿。
E审改E sh岳ng凸i 圈审查修改z ～文稿。
E审核l sh岳nhe 圈审查核定（多指书面材料或

数字材料）：～经费 l～预算。
E审计E shenji 画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

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

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检
查。

E审计师】 shenjishl 圈从事审计工作的专门

入员。
E审校E sh品njiao 圈审查校订（书刊内容）。
E审结E sh岳njie ~到审理结束，做出判决：这一
刑事案件已经～。

E审理E sh曲IT 圈审查处理（案件）：公开～l依
法～ l这一案件的～工作正在进行。

E审美E sh岳nm岳i rn:国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z
～观点。

E审判E 钳制pan 圈审理和判决（案件）。
E审判员】 shenpc]nyuan IEl 我国各级人民法
院中依法行使审判权的人。

E审判长l sh岳npanzhang 圈人民法院中主持

合议庭审判的审判人员。
E审批E sh en pl 画l 审查批示（下级呈报上级的

书面计划、报告等）：报请上级～。
E审慎l sh邑nshen 圈周密而谨慎z ～地考虑。
E审时度势E sh岳nshi-du6shi 了解时势的特

点，估汁情况的变化。

E审视l sh岳nshi 画仔细看z ～图纸。
E审题E sh岳n;;ti rn:国做文章或答题前仔细了解
题目的要求。

E审问E sh品nw曲圈审讯。
E审讯E sh岳阳un 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
院向犯罪嫌疑人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查阅
有关案件的事实。

E审验E sh品nyan 画审核查验；审查检验2 ～驾
驶证｜～商店的注册资金和经营范围。

E审议E sh品nyi 画画审查讨论z 将计划草案提交
大公～。

E审阅】 shenyue [§l)] 审查阅读z ～制订的方案｜

～各单位送来的报告。

西钳制〈书〉微笑z 不值一～。

E咽纳E shenna ＜书〉圈客套话，用于请人收下
礼物。

E咽笑E sh品nxiao ＜书）~讥笑：为行家所～。

方指正。

知l 帅〈书〉圈况且。

谁（捻） ：~；~） 0 知道2 ～知 l～悉

谛（藩） s愉〈书〉知道。

婶（嬉） sh岳n C～儿）圈＠婶母z 二～儿｜

三～儿。＠称呼跟母亲辈分相同

而年纪较小、元亲属关系的已婚妇女2 大～儿｜

张二～。
U审母】 sh岳nmu』圈叔父的妻子。

U审娘E shenniang 〈方） !BJ 婶母。

U审婆】 sh岳np6 圈丈夫的婶母。

U审婶】 sh邑n•shen ＜方） IEl 婶母。

E婶子】 sh品n•zi ＜口〉圈婶母。

睡 s即

、

shen ＜产I; ) 

肾… sh en 圈＠人和高等动物的主
（臂）要排泄器官，形如蚕豆，在脊柱的

两侧，左右各一，表面有纤维组织构成的薄膜，
有血管从内缘通入肾内。血液流过时，血内的
水分和溶解在水里的代谢物质被肾吸收，分解
后形成尿，经输尿管输出。也叫肾脏。（图见
899 页“人的泌尿器勺＠中医指外肾，即男

人的辜丸。

E肾上腺E shenshangx ion 圈内分泌腺之一，
位于肾的上端，左右各一，分皮质和髓质两部
分。髓质分泌肾上腺素，皮质分泌肾上腺皮质
激素。（图见 899 页“人的泌、尿器”

E’仔图E sh岳ntu 臣E 放射性同位素肾图的简称o
将含放射性同位素破 131 的药剂注入静脉，
测定其通过肾脏时放射性高低随时间变化的
曲线，以判断肾脏分泌和排泄放射性药物的功
能，可以帮助诊断肾脏的各种疾病。

E’青炎】 shenvan IEJ 肾脏发炎的病，通常指肾

小球肾炎，由链球菌等细菌或病毒引起。症状

是血尿、高血压、水肿等，严重的出现心力衰竭
或尿毒症。

E肾脏E shenzang 圈肾①。

甚1 shen o~过分：欺人大～＠圈超
过s胜过2 日～一日｜他关心他人～于关

心自己。＠画很；极z ～佳｜所言～当。。

cs陆的国姓。



甚杳胖渗湛主主梅屡参慎升 I sh自n sh邑n9 I 1165 

甚2 shen ＜方〉睛疑问代词。什么①②③， I 世 shen 同嘻，，。
～事？｜都是自家人，说～谢谢｜有～说～。｜’lln 另见 1664 页 zhen"
另见 1161 页 sh制。 | 匠茫 shen 〈书〉大蛤蝉tl"

E甚而E sh en ’ er B重甚至。 ｜注民
E甚或E shenhuo （书＞ Im 甚至。 I c屡景】 shenji吨［望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
E甚为］ shenwei 国』表示程度相当高z ～热情｜｜ 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当空气各层的密
～不满｜资金～短缺。 | 度有较大的差异时，远处的光线通过密度不同

E甚嚣尘上】 shen悦iao-chenshang 楚国跟晋｜ 的空气层就发生折射或全反射，这时可以看见
国作战，楚王登车窥探敌情，对待臣说：咀嚣，｜ 在空中或地面以下有远处物体的影像。这种
且尘上矣。”意思是晋军喧哗纷乱得很厉害，而｜ 现象多在夏天出现在沿海一带或沙漠地方。
且仕也飞扬起来了（见于《左传·成公十六｜ 古人误认为捕的酬，所以叫屋景。通称
年》）。后来用咀嚣尘上”形容对传闻之事议｜ 海市居楼。
~~纷。现多形容某种言论十分嚣张（含贬｜廖（廖）在n＿~;c；；；出）~~1

E甚至】 shenzhi 圈强调突出的事例（有更进一｜ 』慌。

：~：：~：~：匠的人很多，～不少平常不｜慎（＠节）当~~~~~：1；：＇~ι；
由. . shen 0 肌 1时页“慎”。＠｜ 圈姓。
甘（；杳）用于人豆，赵杏，南宋孝宗。 I c慎独E sh en du 画古人的一种修养方法，指人
肿 s向型有机化合物的J类是碑化氢｜独处时谨慎不苟 主

分子中的氢原子部分或全部被经基取代 IC慎重E shenzhong 圃谨慎认真：～处理｜态度王三
而成的衍生物。［英 arsine] I ～。

、注垒 』 λ sh en 圈。液体慢慢地透过或
’ （渗）漏出＇ ~Jkl包扎伤口的绷带上～
出了血｜雨水都～到地里去了。＠〈方〉停留 3

快走吧，还～着干什么！
E渗流E shenliu 圈液体在土壤空隙或其他透
水介质中流动，如地下水的流动、地下石油的

流动。

E渗漏】 shenlou 圈（气体或液体）缓慢地透过
或泄漏出来z 防止毒气～。

E渗入］ shenru ［到＠液体慢慢地渗到里面去＝
融化了的雪水～大地。＠比喻某种势力无孔
不入地钻进来（多含贬义）。

E渗透E shentou 画＠两种气体或两种可以互

相混合的液体．彼此通过多孔性的薄膜而混
合。＠液体从物体的细小空隙中透过＝雨水
～了泥土。＠比喻一种事物或势力逐渐进入
到其他方面（多用于抽象事物）：经济～｜在每
一项建设工程上都～着设计人员和工人的心

血。
E渗析］ shenxl 圈利用半透膜（如羊皮纸、膀胧
膜）使溶胶和其中所含的杂质分离。用来提纯
核酸、蛋白质等高分子化合物和精制胶体溶

液。也叫透析。
王甘· 、 u Shen 圈姓。
班去（言甚）另见 162 页 ch胁。
甚 shen 见 11叮阳。

另见 1103 页 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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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升班E sh岳ng;;ban ＜口＞ ［到（学生）升级。

E升班马］ sh岳ngbanm凸圈指在分级的体育比

赛中由低一级升入高一级的运动队。
E升幅］ sh岳ngfu 圈（价格、利润、收入等）上升

的幅度：消费品价格～较大。
E升格］ sh岳ng;;ge 富国升高身份、地位等2 公使

～为大使。

IJI-官E sh岳『1g;;guan ［司提升官职。

E升华E sh岳nghua 圈。固态物质不经液态直
接变为气态。棒脑、腆、茶等都容易升华。＠
借指事物的提高和精炼g 艺术不等同于现实生
活，而是现实生活～的结果。

E升华热E shenghuare 圈单位质量的困态物
质直接变成气体时需要吸收的热量，叫作这种
物质的升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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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升级E sheng;; ji 圈。从较低的等级或班级
升到较高的等级或班级2 产品～换代｜考试及

格，方可～。＠指战争的规模扩大、事态的紧

张程度加深等z 战争～。
E升降E sh岳ngj iang [1;lj] 上升和下降。
E升降舵】 sh岳ngj iangduo ［每用来调节飞机上
升或下降，并起平衡稳定作用的片状装置，装
在飞机的尾部，和水平面平行。

[ff-降机】 shengj iangjl 圈建筑工地、高层建筑
物等载人或载物升降的机械设备。由动力机
和用钢丝绳吊着的箱状装置、料车或平台构

成，多用电做动力。有的也叫电梯。
[ff-力E sh岳ngli IBJ 空气和物体相对运动时，空

气把物体向上托的力。
[ff-平J shengping ~园太平：～气象。
[ff-旗J sheng;;qi 画把旗子慢慢地升到旗杆

顶上z ～仪式。
[ff-迁E sh岳ngqian 圈调到另一部门，职位比

原来提高＝因政绩突出而获～。
主主主 E升ff) sh岳ngr白n 圈提升担任（职务）：他由排
三三雪 长～连长。

E升势J sh岳ngshi 画上升的趋势：～趋缓｜下
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依然保持～。

[ff-水E sh岳ngshui 0 圃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
时，因比价的不同，比价高的一方向另一方收
取一定的差额。＠圈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
时所收取的差额。

E升堂入室】 sh岳ngt6ng-rushi 比喻学问或技能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也说

登堂入室。

E升腾E sh岳ngteng 圈（火焰、气体等）向上升
起z 火光～｜山头上～起白蒙蒙的雾气。

E升天E sh岳ng;;tian 圈。升上天空z 卫星～。

＠称人死亡。

E升位E sh岳ng;;wei [1;lj] C电话等）号码位数增
加2 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由七位数～为八

位数。
[ff-温E sh岳ngw岳『1 圈。温度上升。＠比喻

事物发展程度加深或提高z 当猪肉供不应求
时，养猪业骤然～。

[ff-学】 sheng;;xue 画由低一级的学校进入

高一级的学校。
E升涨J sh岳ngzh凸ng 画上升；高涨2 改革的热
情不断～。

E升帐E sh岳ngzhang 画指元帅到军帐召集将
士议事或发令（多见于早期白话）。现多用于
比喻。

E升值E sh岳ngzhi 圈＠货币购买力提高。＠
增加本国单位货币的含金量或提高本国货币

对外币的比价。＠泛指价值提高：股票～ 1知

识～O

E升l!PJ sheng;; zhi 巨型提升职位．～加薪。

生1 叫阳生育；也胎～｜卵～｜～
孩子｜优～优育｜～于北京。＠画画生长·

～根｜～芽。＠生存；活（跟“死”相对）：合～忘

死｜同～共死。＠生计z 谋～｜营～。＠生命：

丧～｜舍～取义。＠生平2 一～一世｜今～今
世。＠具有生命力的；活的＝～物！～龙活虎。
＠圃产生；发生：～病｜～效｜惹是～非。。

［到使柴、煤等燃烧：～火｜～炉子。⑩

CSh邑ng）圈姓。

生2 sheng 0 阳果实没有成熟（跟“熟”相
对，下②一④同）：～柿子｜这西瓜是～

的。＠圃（食物）没有煮过或煮得不够的z ～

吃瓜果要洗净｜夹～饭。＠［围没有进一步加

工或炼过的z ～石膏｜～铁。＠回生疏z ～

人｜～字｜认～｜刚到这里，工作很～。＠圈生
硬；勉强z ～凑（勉强凑成）｜～搬硬套｜～编硬

造。＠圃很（用在少数表示感情、感觉的词

的前面） ：～怕｜～恐｜手碰得～疼。

生3 叫＠学习的人；学生2 师～｜招～｜
毕业～。＠旧时称读书人z 书～。 OIBI

戏曲角色行当，扮演男子，有老生、小生、武生

等区别。。某些指人的名词后缀：医～。

生4 叫某些副词的后缀，如“好生、胜”
等。

【生搬硬套E shengban-yingtao 不顾实际情况

机械地搬用别人的方法、经验等。

E生变】 sh岳ngbian 圈发生变故z 急则～。
E生病E sheng;; bing 圈（人体或动物体）发生疾

病。
E生财E sh岳ngc6i 画指增加财富；赚钱z 和气
～｜～有道。

E生财有道E sh岳ngc6i-youdao 很有赚钱发财
的办法（多含贬义）。

E生菜E sh岳ngcai 圈＠一年生或三年生草本
植物，是芮宦的变种，叶子狭长，也有宽阔或包
成球形的，花黄色。叶子可做蔬菜。＠这种
植物的叶子。

E生产】 shengch创圈＠人们使用工具来创
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业～｜发展～l
～出更好的产品。＠生孩子。

仨仨产方式J sh岳ngchiin fang sh i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概念。人们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
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方式
决定社会的性质。

E生产工具】 sh岳ngchan gongju 人们在生产过

程中用来改变劳动对象的器具，如机器、农具、



仪器等。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标志着生产力
发展的水平。

E生产关系E shengchiin guiinxi 人们在物质
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其中起决定作
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

＠＝.产过剩】 sh岳ngchiin guosheng 指商品因

社会购买力不足，找不到销路而造成的剩余现

象。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
E生产基金】 sh岳ngchan jljln 企业所拥有的、

处在生产领域中的那部分基金。
E生产力E sh岳ngch凸nli ［昌人类在生产过程中
把自然物改造成为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
的力量，包括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劳
动者，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劳动
对象。其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能动的因素。科
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促进或决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一意义上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生产率E shengchiinlu 圈＠劳动生产率。＠
生产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

E生产能力E sh岳ngchan nengli 生产单位在最
有效地利用机器设备、先进生产方法和劳动组

织的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最
大限度的能力。

E生产手段】 sh岳ngchiin shouduan 生产资料。

E生产线】 shengchanxian 圈指工业企业内部
为生产某种产品设计的从材料投入到产品和j

成的连贯的工序，也指完成这些工序的整套设
备z 电视机～O

E生产要素E shengch凸n yoosu 指生产某种商
品时投入的各种经济资源。社会生产力发展
阶段不同，其所含内容也不同。最早是指土
地、资本、劳动；在知识经济得到发展后，科技、
管理等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E生产资料E shengchiin zTliao 劳动资料和劳
动对象的总和，是从事生产时所必需的物质条
件。生产工具是基本的劳动资料。也叫生产
手段。参看 780 页I劳动资料1 、 780 页【劳动
对象1。

E生辰E sh岳ngchen ＜书〉圈生日。
E生辰八字E shengchen bazl 见 17 页【八字L
E生成E shengcheng 圈。（自然现象）形成s
经过化学反应而形成；产生z 台风的～必须具
有一定的环境｜绊加硫酸～硫酸绊和氢气。＠
生就s 他～一张巧嘴巴

E生齿E sh岳ngchT （书〉圈长出乳齿，古时把已
经长出乳齿的男女登入户籍，后来借指人口、
家口 z ～日繁。

E生抽E sh岳『1gch6u ＜方〉圈颜色偏？炎、呈红褐

生 I sh岳n9 I 1161 I 
色的酱油，一般用于炒菜或拌凉菜（区别于“老
抽勺。

E生前CTJ shengci 画不认识的或不懂得的词。

E生存E sh岳ngcun 圈保存生命（跟“死亡”相
对）：没有空气和水，人就无法～。

E生存竞争E sh岳ngcun jingzh臼g 同种或异种
生物个体相互竞争，来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繁

衍的自然现象。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认为它
是椎动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

E生地］1 sh岳ngdi 圈。陌生的地方。＠生荒

地。

E生地］2 sh岳ngdi ~J 药名，未经蒸制的地黄的
根，鲜的淡黄色，于的灰褐色。也叫生地黄。

E生地黄］ sh岳ngdihu6ng 圈生地2 0 

E生动J shengdong F韧具有活力能感动人的2

～活泼｜～的语言。

E生发】 sh岳ngfa ［到滋生；发展z 万年青默默地

～着根须，把嫩芽变成宽大的绿叶。
E生番E sh岳ngfan 圈旧时对开化较晚的民族

的蔑称。 圣王三

E生分】 sheng •fen ［）＇国（感情）疏远z 都是自家雪主三
人，一客气倒显得～了。

E生俘］ sh岳ngfu 国生擒；活捉（敌人lo

E生父E sh岳ngfu !BJ 生身父亲。
E生根E sh岳ng;;gen 画比喻事物建立起牢固的

基础：在群众中～。
E生光.］ sh岳ngguang i萄日食或月食过程中，月

球阴影和太阳圆面或地球阴影和月球圆面第
二次内切时的位置关系，也指发生这种位置关
系的时刻。生光发生在食甚之后。参看 1188
页I食相］。

E生花妙笔］ sh岳nghua-miaobT 生花之笔。

E生花之笔】 sh岳nghuazhTbT 指杰出的写作才

能。也说生花妙笔。参看 895 页【梦笔生花］ o
E生还J shenghuan E萄脱离危险，活着回来z
这次空难，旅客和机组人员无一～。

E生荒E sh岳nghuang 圈生荒地。

E主荒地E shenghuiingdi !BJ 未曾开垦的土地。
也叫生地或生荒。

E生活E shenghu6 0 圈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
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日常～｜政治～｜观察

蜜蜂和蚂蚁的～。＠圈进行各种活动z 老人
一直和儿孙们～在一起。＠圈生存z 一个人
脱离了社会就不能～下去。＠圈衣、食、住、
行等方面的情况z 人民的～不断提高。＠
〈方〉［重活儿（主要指工业、农业、手工业方面

的） ：做～｜～忙。
E生活费E shenghu6fei 圈维持生活的费用。
E生活资料］ sh岳inghu6 ziliao 供人们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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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如食品、衣
服、住房以及学习、娱乐用品等。也叫消费
资料。

巳二火】 sheng;;hu凸巨型把柴、煤等燃起来：～

做饭l～取暖。

E生机】 sh岳ngjl 圈。生存的机会：一线～。
＠生命力；活力 z ～勃勃 l春风吹过，大地上充

满了～。
E生计E sh岳ngji I苞维持生活的办法：生活④·

另谋～｜家庭～。

E生姜E shengjiang 圈姜的通称。

E生境E sh岳ngjing IE 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
落无仨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牛存条件和其

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E仨就】 shengjiu 圈生来就有：他～一张能说

会道的嘴。
E生角】钳制gjue ＜～儿）圈生3③，通常专指老

生。
一← E生客】 shengke 画不认识的客人。
三主主三 E生恐E shenglφng 圃很怕；唯恐：他～掉队，

三垂 在后面紧追。

E生扩l sh岳ngkuang IE 生前营造的墓穴；寿
穴。

E生拉硬扯E shengla-vingch晶。用力拉扯，强

使人听从自己。＠比喻牵强附会。｜｜也说生

拉硬拽。
E生拉硬拽E shengla-yingzhuai 生拉硬扯。

E生来E sh岳nglai 国从小时候起＝他～就这脾
气｜这孩子身体～就结实。

E生老病死E sh岳ng-1凸o-bing-si 佛教认为“生、

老、病、死”是人生的四苦，今泛指生活中生育、

养老、医疗、殡葬等事。
E生冷J shengl晶ng 圈指生的和冷的食物：病
人忌～O

E生离死别E shengli-sibie 很难再见面的离别

或永久的离别。
E生理E sh岳ngli IE 机体的生命活动和体内各

器官的功能：～学｜～特点。
E生理学】 shenglixue IE 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生物的功能，包括人体生理学、动物生理
学、植物生理学等。

E生理盐水】 sh岳ngli yanshui 生理学实验或临
床上常用的渗透压与动物或人体血浆的渗透
压相等的氯化纳溶液。

E生力军】 shenglijun 圈＠新加入作战具有强

大作战能力的军队。＠比喻新加入某种工作
或活动能起积极作用的人员 2 青年人是祖国

建设的～。

E生料l sh岳ngliao [SJ 未经加工，不能直接制成

产品的原料：玉石～。
E生灵】 shengling 圈。〈书〉指人民2 ～涂炭。

＠指有生命的东西：草木～｜这里有云雀、黄
鹏、画眉，都是些可爱的小～。

E生灵涂炭】 shengling-tutan 百姓像掉在烂泥

和炭火中一样，形容政治混乱时期人民处在极
端困苦的环境中。

E生龙活虎】钳制gl6ng-hu6hu 形容很有生气

和活力。
E生路E sh岳nglu 圈。维持生活的办法：另谋

～。＠保全生命的途径：从包围中杀出一条
~ 。

E生猛l sh岳ngmeng ＜方〉圈＠指活蹦乱跳的

（鱼虾等）：～海鲜。＠富有生气和活力的：～

的武打动作。
E生米煮成熟饭E sh岳ngmi zhucheng shufan 
比喻事情已经做成，不能再改变（多含元可奈
何之意）。也说生米做成熟饭。

E生米做成熟饭】 sh岳ngmi zuocheng shufan 
生米煮成熟饭。

E生命】 sh岳ngming 圈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

力，生命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牺牲～｜～

不息，工作不止。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的东西。
E生命保险】 shengming biioxiiin 人寿保险。

E生命科学】 sh岳ngming k臼ue 以生物学为基
础，多学科、多分支（如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

学、生物化学）相互交融，系统、完整地研究生
命的科学。

E生命力l sh岳ngmlngli 圈指事物具有的生存、

发展的能力：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
E生命线E sh岳ngmingxian [SJ 指保证生存和发

展的最根本的因素z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
E生母E sh岳ngm心强生身母亲。

E生怕】 sh岳ngpa 画很怕z 我们在泥泞的山路

上小心地走着，～滑倒了。
E生口卑】 shengpi 圈生啤酒。

E生啤酒E sh岳ngpij i心圈未经杀菌的啤酒，内

含活酵母。也叫生啤、鲜啤酒。
E生僻l sh岳『igpi 画不常见的；不熟悉的（词语、

文字、书籍等）：～字｜～的典故。
E生平l shengping 圈＠一个人生活的整个过

程；一辈子z ～事迹。＠有生以来；平生：这幅
画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E生漆E sh岳ngqi 圈漆树树干的表皮割开后流

出的树脂，乳白色，跟空气接触后逐渐变成黑
色。用作涂料，也是制油漆的原料。

E主气）1 sheng;;qi lii!ll 因不合心意向小愉快z

孩子考试成绩很差，妈妈非常～｜快去认个错
吧，他还在生你的气呢！



E生气T shi:ingqi ~生命力；活力．～勃勃｜青
年是最有～的。

E生前E sh岳ngqi6n ['8] 指死者淫活着的时候＝
～友好。

E生擒l sh岳ngqin I面活捉（敌人、盗匪等）：～活

捉。
E生趣】 shengqu !Bl 生活的情趣：～盎然。
E生人】1 钳制g11ren l司（人）出生（用于时间词

后）：他 1949 年～。

E生人Y shi:ingren C～儿）匾］不认识的人（跟

“熟人呼目对）：孩子怕见～O

E生日E shi:ingri I写（人）出生的日子，也指每年

满周岁的那一天。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

E生色E shi:ingse 圃增添光彩：他的精彩表演
使晚会～不少。

E生涩】 sh岳ngse ~回（言辞、文字等）不流畅，不
纯熟z 文句～，难以卒读（读完）。

E生杀予夺】 sh岳ngsha-yudu6 指统治者掌握

生死、赏罚的大权。
E生身】 shi:ingshi:in E国属性词。生育自己的：
～父母。

E生生E shi:ingsh岳ng 0 画活活①：这孩子不
好好儿学习，～把人气死。＠（～的）圃强和j
地$生硬地．这对恋人被家长～地拆开。＠后
缀，用在名词性或形容词性语素后面，多表示

有生气或程度高：虎气～｜好～｜活～。
E生生世世】 sh岳ngsh岳ngshishi 佛教认为众生

不断轮回，“生生世世”指每次生在世上的时
候，就是每一辈子的意思。现在借指一代又一
代号辈辈。

E生石膏E sh岳ngshigao 圈石膏。
E生石灰E sh岳ngshihuT 南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CaO。白色元定形固体，由石灰石锻烧而成。
遇水碎裂，并放出大量的热。是常用的建筑材
料，也用作杀虫剂和杀菌剂。

E生事】 shi:ing;; shi 圈制造纠纷；惹事＝造谣
～｜这人脾气很坏，容易～。

E生子l sh岳ngshou C～儿）~］新做某项工作，对

工作还不熟悉的人。
E生疏E shi:ingshu ［回＠没有接触过或很少接

触的：人地～｜业务～。＠因长期不用而不熟
练：技艺～｜手法～。＠疏远；不亲近＝感情

E生水E shi:ingshu I ~没有烧开过的水。
E生丝E shi:ingsT 圈用茧缭制成的丝，是丝纺工

业的原料。
E生死E shi:ingsl 0 圈生存和死亡3 ～关头｜～

与共｜同～，共患难。 f} Ifill 属性词。同生共死

生 I sh邑n9 I 1169 I 

的，形容情谊极深：～弟兄｜～之交。
E生死存亡E shi:ingsl cunwang 或者生存，或
者死亡，形容事关重大或形势极端危急：抗日

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战争。
E生死攸关】钳制gs问。uguan 关系到人的生

存和死亡（攸g 所）。

E生死与共E shi:ings 1-y心gong 生一起生，死一

起死，形容情谊很深。

E生态】钳制gtai 圈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

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
生活习性2 ～平衡。

E生态标志】 sh岳ngtai biaozhi 环境标志。

E生态工程l sh岳ngtai gongcheng 运用生态学

和系统工程原理建立的生产工艺体系。结构
复杂、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能在有限空间养

育最多的生物种类，各种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

资源能被不同营养级的生物充分利用。

E生态环境E shi:ingtai huanjing 生物和影响生

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由许
多生态因素综合而成，其中非生物因素有光、
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元机盐类等，生物因
素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在自然界，生态因
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对生物发生作用。

E生态建筑E shengtai jianzhu 根据当地自然

生态环境，运用生态学、建筑学和其他科学技

术建造的建筑。它与周围环境成为有机的整
体，实现自然、建筑与人的和谐统一，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E生态科学l sh岳ngtai k臼ue 研究生命系统与
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学科。研究的热点包括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受害生态系统的恢
复和重建，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及

生态系统的管理等。
E生态旅游】 sh岳ngtai luy6u 注重保护自然环
境，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景观的旅游。

E生态农业】钳制gtai n6ngye 按照生态学原

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集约经营管理的综

合农业生产体系。
E生态平衡E sh岳ngtai pingheng 一个生物群

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

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如麻雀吃果树害

虫，同时它的数量又受到天敌（如猛禽等）的控
制，三者的数量在自然界中达到一定的平衡，
要是为了防止麻雀偷吃谷物而滥杀，就会破坏
这种平衡，造成果树害虫猖獗。

E生态危机】 sh岳ngtai w岳ijT 由于人类盲目和

过度的生产活动，致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
象。主要表现是人口激增、资源极度消耗、环

境污染等。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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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可持续发展。
E生态文明l shengtai wenming 人类在社会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新形态的文明，

致力于形成体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
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环
境能够随着社会发展而得到同步改善。

E生态系统E sh岳ngtai xitong 生物群落中的各

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
用构成的整个体系，叫作生态系统。

E生态学】 sh岳ngtaixue 函生物学的一个分
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

E生铁l sh岳ngti岳圈用铁矿石炼成的铁。含碳
量大于 2% ，并含有磷、硫、硅等杂质。质脆c

按用途1lJ分为铸造生铁（铸铁）、炼钢生铁、合

金生铁。

E生土l sh岳ngtu IE 未经熟化的土壤，不适于

耕作。
E生吞活剥E sh岳ngtun-hu6b6 比喻生硬地接

三孟主 受或机械地搬用（别人的理论、经验、方法等）。
重重E E生物E sh岳ngwu ［萄自然界中所有具有生长、
二二f 发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物能通过新陈代

i射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动物、植
物、真菌、细菌、病毒等都是生物。

E生物安全E shengwu 凸nqu6n 指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和控制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应用中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E生物电】 sh岳ngwudian 圈生物体神经活动
和肌肉运动时所显示的电现象。表现为产生
微弱的电流和电势变化。心电图、脑电图就是
利用生物电来检查疾病的。

E生物防治】 sh岳ngwu f6ngzhi 利用某些生物

来防治对人类有害的生物的方法。如用鸭群

消灭煌虫南和稻田害虫，用寄生蜂消灭虫冥虫，用
细菌消灭田鼠等。

E生物工程】 shengwu gongcheng 借助生命

物质参与改造自然现象的生物学技术。酶工

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都属于生物工程。
性物光】 sh副gwuguang 函指某些生物由体

内器官中特殊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光，如萤火
虫发出的带绿色的光。

E生物技术E shengwu jishu 运用分子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等手段，研究生命系统，以改良或
创造新的生物品种的技术。也指运用生物体
系与工程学相结合的手段，生产产品和提供服
务的技术。

E生物碱】 shengwujian 圈一类碱性的含氮有

机化合物，通常存在于植物体中，有些存在于
动物体中。大多是不挥发的晶体，昧苦，有毒

性，可用于制药（如吗啡、尼古丁、可卡因、奎宁
等）。

E生物圈E sh岳ngwuquan 圈生物活动的范围

和生物本身的统称。生物活动的范围包括地
球大气圈的下部、岩石阁的上部和整个水圈。

E生物入侵E shengwu ruqTn 某种生物从外地
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

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也叫外来
物种入侵。

E生物污染］ sh岳ngwu wuriin 寄生虫、细菌和

病毒等有害生物对大气、水源、士壤、食物所造
成的污染，主要由医院污水、肉类加工和食品

加工产生的废7j(
E生物武器】 she『igwu W [Jqi ~句l用生物战剂大

规模伤害人和其他生物的武器，包括生物战剂
和施放生物战剂的各种武器弹药。国际公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旧称细菌武器。

E生物芯片】 sh岳ngwu xTnpian 以生物大分子

为材料制造的分子电路系统，集成度高，能耗
小，速度快，生物体系中的生物分子可以自我

修复、自我复制。主要包括基因芯片、蛋白质
芯片等。

E生物学】 shengwuxue [BJ 研究生物的结构、
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包括动物学、植
物学、微生物学、古生物学等。

E生物战剂E sh岳ngwuzhanji 军事行动中，用来

使人和其他生物致病的各种细菌、病毒等和所
产生的毒素的统称。旧称细菌战剂。

E生物钟E shengwuzhong IE 生物生命活动的

周期性节律。这种节律，经过长时期的适应，
与自然界的节律（如昼夜变化、四季变化）相一
致。植物在每年的一定季节开花、结果，候鸟

在每年的一定时间迁徙，就是生物钟的表现。
E生息】＇ sheng;;xT [§IJ] 取得利息z 钱存银行～。

E生息T sh岳ngxT 圈＠生活；生存z 我们的祖

先曾在这块土地上劳动～过。＠〈书〉繁殖
（人口） ：休养～。＠〈书〉使生长·～力量。

E生相】 sh岳ngxiang IE 相貌；长相。
E生橡胶】 shengxiangjiao 圈未经硫化的橡
胶。多指胶乳经过初步加工而成的半透明胶

片。

E生肖】 sh岳ngxiao 圈代表十二地支而用来记
人的出生年的十二种动物，即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女日子年生的人属
鼠，丑年生的人属牛等。也叫属相。

E主效】 sh岳ng11 xiao 画发生效力：条约自签
订之日起～O

E生性l sh邑ngxing 图从小养成的性格、习惯z

～活泼。
E生锈】 sh岳ng11xiu 圈铁、铜等金属表面被氧



化而产生某种物质：铁爱～0脑子不用会～。
E生涯E sh岳ngya 圈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
生活z 教书～ 1舞台～。

E生养】 sh岳ngy凸ng ＜口〉画］生育。
E生药】 sh岳ngyao 圈直接从植物体或动物体
采来，经过干燥加工而未精炼的药物。通常所
说的生药多指植物性的，如甘草、麻黄等。

【生意l shengyl 圈富有生命力的气象：生机
②z ～盎然｜大地上一片蓬勃的～。

E生意E sheng•yi IEl 0 指商业经营z 做～｜～
兴隆。＠〈方〉指职业3 停～（解雇）。

性意经】 sheng •yijlng 圈做生意的方法或门
路。

E生硬l shengying ~ 0 勉强做的g不自然；不

熟练：这几个字用得很～。＠不柔和；不细

致：态度～｜作风～。
E生油】1 shengy6u 圈没有熬过的油。

E生油F shengy6u ＜方〉圄花生泊。
E生鱼片】钳制gyupian l~ 某些生的鱼类、贝
类切成的肉片，蘸调味料吃。

E生育l shengyu [i]Jj] 生孩子z 计划～。
E生育保险】 sh岳ngyu baoxian 社会保险的一
种。耳P"1!c妇女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中断劳动时，
由国家和社会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

E生员E shengyuan E 明清两代称通过最低一
级考试得以在府，fM、县学读书的人，生员有应
乡试的资格。通称秀才。

E生源】 shengyu6n 圈学生的来源（多就招生
而言）：～不足。

E生造E sh岳ngzao 毒面凭空制造（词语等）：～

词。

住长E sh画ngzh凸ng 圈＠生物体在一定的生
活条件下，体积和重量逐渐增加z ～期。＠出
生和成长3产生和增长z 他～在北京l新生力量
不断～。

E伴去点】 sh岳ngzh凸ngdian 圈。植物根和茎
叶的顶端不断进行细胞分裂，生长旺盛的部
位。＠比喻事物借以迅速增长，蓬勃发展的

部分：经济～ l学术～。
E生殖E shengzhi E司］生物产生幼小的个体以
繁殖后代。分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两种。生
殖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

E生殖器E shengzhiql IEi 生物体产生生殖细胞
用来繁殖后代的器官。高等植物的生殖器是

花（包括雄恋和雌志）。人和高等动物的生殖
器包括雄性的精囊、输精管、辜丸、阴茎等，雌
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

E生猪E sh岳ngzhu 圈活猪（多用于商业） 0

E生字E sh昌ngzi 圈不认识的字。

生声｜ 由岳ng I 1111 I 

声一叫＠（～儿）圈声音：雨～l
（聋）小～JL说话。＠圈表示声音发出

的次数z 喊了两～。＠发出声音多宣布5陈述z
～明｜不～不响｜～东击西。＠名声：～誉｜～

望。＠声母z 双～叠韵。＠声调②z 平～｜四

～。 0 CSh邑ng）函姓。

E旨辩］ sh岳：ngbian 自由公开辩白；辩解＝不容

～｜受到指责，他也不为自己～一句。
E声波】 sh岳ngbo IEl 通常指能引起昕觉的机械

波。频率在 20 20 000赫之间，一般在空气
中传播，也可在液体或固体中传播。

E声部】 sh岳ngbu 圈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

进行的不同旋律的声乐曲或器乐曲，称为多声
部音乐，其中的每一个旋律叫作一个声部。如

二主意唱包含两个声部，三重唱包含三个声部。
E声场E sh岳ngchang 圈介质中存在着声波的

空间范围。
【声称E sh岳ngch岳ng 圈声言z 他～自己与这

件事无关O

F带l sh岳ngdai 圈＠发音器官的主要部分，主E

是两片带状的纤维质薄膜，附在喉部的勺状软雪主
骨’上，肺内呼出气流振动声带，即发出声音。
（图见 543 页“人的喉”）＠录有声音的胶片或

磁带。
E声调E sh岳ngdiao 圈＠音词。＠字音的高

低升降。也叫字调。参看 1241 页【四声lo
E声东击西E shengdong-jlxl 为了迷惑敌人，表

面上宣扬要攻打这一边，其实是攻打另一边
（语本唐代社佑《通典·兵典六比“声言击东，其
实击西勺。

E声符l sh岳ngfu ［童声旁。

E声卡E shengka 圈计算机中的－种扩展卡，
能将音频的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并以音
频形式保存在计算机中，也可将音频文件转变

为扬声器可以播放的电信号。

E声控E sh岳ngkong 圈属性词。用声音控制

的z ～电灯l～动物玩具。也叫音控。
E声口E shengk凸u （方〉画＠指说话的口音、

语调：听他的～，不是北方人。＠口气；口吻g
理直气壮的～。

E声浪E sh岳nglang 圈指许多人呼喊的声音z

喝彩的～一阵高过一阵。
E声泪俱下E sh岳nglei-juxia 边诉说，边哭泣，形

容极其悲锄z 慷慨陈词，～。
E芸名E sheng『ning 国名声：～狼藉（形容名声

极坏）卜，鹊起（形容名声迅速提高）。

E声明l sh岳ngming 0 画公开表示态度或说

明真相2 郑重～。＠南声明的文告：发表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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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母E sh岳ngm心圈汉语字音可以分成声母、
韵母、声调三部分。一个字起头的音叫声母，

其余的音叫韵母，字音的高低升降叫声调。例
如“报（boo）告＜goo ）、丰（f邑ng）收（shδu）”的

b、9 、 f、 sh 是声母；“报”和“告”的 00、“丰”的

eng ，＇收”的 OU 是韵母；“报”和“告”的声调都
是去声，“丰”和“收”都是阴平。大部分字的声

母是辅音声母，只有小部分的字用元音起头

（就是直接用韵母起头），它的声母叫“零声
母”，如“爱的 i ）、鹅盼、藕（吕ω”等字。

F呐l sh岳ngna 圈利用声波在水中的传播和

反射来进行导航和测距的技术或设备。［英
sonar] 

E声盲目 shengneng 圈声波所具有的能量。

F旁E shengp6ng 圈汉字形声字中跟全字的
读音有关的部分。也叫声符。参看 1467 页

【形声］。
E旨频E sh岳ngpin ts] 人的耳朵能听见的振动

频率（20- 20 （）（）（）赫）。旧称音频。

三三三 [fEj普E sh岳ngpu ~］描绘声音成分（频率、振幅

三三E 等〉的图表或记录。
E声气E sh岳ngqi 圈。消息z 互通～。＠〈方〉

说话时的语气、声音z 说话没有好～｜听他说话
的～像是很有意见。
F腔E sh岳ngqiang 圈许多剧种所共有的、成
系统的腔调，如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等。

E声强l sh岳ngqi6ng ts] 单位时间内通过与声

音传播方向相垂直的单位面积的声能，单位是
瓦／米2 0 旧称音强。

E声情并茂E shengqing七ingmao C演唱、朗诵

等）声音优美，感情丰富。
E声请E sh岳ngqing E面申请。

F色E sh岳ngse 圈＠说话时的声音和脸色：
～俱厉｜不动～。＠指诗文等艺术表现出的格

调、色彩：他的《空城计》演唱得别具～。＠指
生气和活力：这群青年人的到来给县城增添了
不少～。＠〈书〉指歌舞和女色z 不近～｜～犬

马（指纵情淫乐的生活）。

E声势E sh岳ngshi 圈声威和气势z 虚张～｜～

浩大。
E声嘶力竭E shengsi-lij i岳嗓子喊哑，力气用尽，
形容拼命叫喊、呼号。也说力竭声嘶。
F速l sh岳ngsu 圈声波传播的速度。不同的
介质中声速不同，在 15℃的空气中约为每秒
340 米，在 20℃的水中约为每秒1 482米。旧

称音速。
E声讨E shengtao 圈公开谴责2 愤怒～侵略者

的暴行。
E声望E sh岳ngwang 圈为众人所仰望的名声2

社会～｜～很高。
仨茧威E sh岳ngw岳i 圈＠名声和威望z 这次大

捷以后，我军～大震。＠声势；威势z 摇旗呐

喊，以助～。
E声息E shengxi 圈＠声音（多用于否定式），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气；消
息：～相通。

E副向l sh岳ngxiang 强声音：山谷里洪水发出

巨大的～O

E声像E sh岳ngxiang 圈录制下来的声音和图

像。
E声学E sh岳ngxue 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声波的产生、传播、接收和作用等。

E声讯】 sh岳ngxun I重由专设的电话提供的各

类信息咨询业务：～台｜求职者可拨打～电话

查询有关事宜。
E声讯台】 sh岳ngxunt6i 圈从事有偿电话信息

服务的机构。
F押E sh岳ngya 圈声请羁押，检察机关向法

院申请对犯罪嫌疑人施行收押（用于台湾地
区〉。

E声言l shengy6n 画公开地用语言或文字表

示：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E声扬E shengy6ng mill 声张s宣扬z 四处～。

F音E sh岳ngyin 圈声波通过昕觉所产生的

印象：～大｜他听见了敲门的～0报纸反映了

群众的～。

F誉E sh岳ngyu ts] 声望名誉z 有损～｜～卓

著O
F援E shengyu6n 阉公开发表言论支援。

E声源（］ shengyu6n ts] 产生声波的振动物体。
E声乐l shengyue 圈歌唱的音乐，可以有乐器

伴奏（区别于“器乐勺。

F韵学E sh岳ngyunxue 圈音韵学。

E声张E shengzhang 圈把消息、事情等传出
去z 这件事不要～出去。

E声障E sh岳ngzhang ts] 高速飞行的飞机、火箭

等，速度增加到接近声速时，前方的空气因来
不及散开而受到压缩，密度、温度突然增加，阻

碍其向前飞行，这种现象叫作声障。旧称音
障。
异叫。见11叫叭＠用于人

名，毕异，宋朝人，首创活字版印刷术。＠
CSh邑ng）圈姓。

往叫〈书〉同＂lll't" 0 

另见 1463 页 xi吨。

牲叫＠家畜z ～口［ ~1fo 0 古代祭
神用的牛、羊、猪等z 献～。

E牲畜E sh岳ngchu 画家畜g ～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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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牲口E sheng • kou IE] 用来帮助人做活儿的家
畜，如牛、马、骤、驴等。
胜叫酬的旧称

另见 1174 页仙台ngo
I晖ιsh岳ng 0 见 1165 页“升1 ”。 8 CSh岳ng)

t'X. ［直姓。
A作 sheng 画管乐器，常见的有大小数种，
主主．把若干根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管装
在一个锅形的座子上制成。

E笙歌l sh岳ngg岳〈书〉圈泛指奏乐唱歌z ～达
曰。

甥叫外甥z ～女（外甥女）。

渥叫用于人名。

雕叫〈书〉黄勋。

, 
sheng c 产L)

、南 、－ Sheng 古水名，在今山东。
引电（洒）另见；03 页 mi an" 

绳…叫＠（～幽绳子2 麻～｜
（绳）线～｜帐。＠〈书〉纠正；约束s

制裁g ～之以法。＠〈书〉继续。 o CSheng) 

圈姓。
E绳锯木断l shengju-muduan 比喻力量虽小，
只要坚持不懈，事情就能成功。

E绳墨E shengmo 圈木工打直线的工具，借指
规矩或法度：不中～｜拘守～。参看 923 页
I墨斗lo

E绳索E shengsu凸圈粗的绳子。
E绳梯E shengtl 圈用绳做的梯子，在两根平行
的绳子中间横向而等距离地拴上许多短的木

棍。
E绳之以法E shengzhl yif凸以法律为准绳，给
以制裁或处治。

E绳子E sheng•zi 画用两股以上的商麻、棕毛
或稻草等拧成的条状物，主要用来捆东西。

" sheng c 产L)

元主、 1 sh岳ng ＠画面俭省g节约（跟“费”相对） : 
F曰 ～钱｜～力｜～吃俭用。 8~ 免掉；减去z

～一道工序！这两个字不能～。 8 (Sh邑ng）圈

姓。
元坠2 sh位1g 圈。行政区划单位，直属中央2
’曰 黑龙江～［海南～。＠指省会g 进～｜抵

~ 。
另见 1468 页 xlngo

E省便E sh岳ngbian 圈省事方便z 做事不能只

图～。

E省城E sh岳ngcheng 圈省会。

E省得E sh岳ng•de ll! 常用在后一分句的开头，

表示不使发生某种（不好的）情况3免得z 穿厚
一点儿，～着凉｜你就住在这儿，～天天来回跑 i快

告诉我吧，～我着急。
E省份E sh岳ngfen 圈省（不和专名连用）：东部

～｜西部～｜许多～连年丰收。
E省会E sh岳nghui 圈省行政机关所在地，一般

也是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也叫省城。
E省略E sh岳nglO画画＠免掉e除去（没有必要

的手续、言语等）：～这几段风景描写，可以使
全篇显得更加紧凑。＠在一定条件下省去一
个或几个句子成分，如祈使句中常常省去主语
“你（们）”或“咱们气答话中常常省去跟问话中

相同的词或词组。
E省略号E sh品nglOehao 圈标点符号（……），
表示引文中省略的部分或话语中没有说完全
的部分，或者表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的停顿。
旧称删节号。

E省却E shengq畸型。节省z 这样做，可以～
不少时间。＠去掉；免除z ～烦恼。

E省事E sh品ng;;shi 0 圈减少办事手续g 办法

一改就可以省许多事。＠圃方便；不费事：在
食堂里吃饭～。

E省心l sheng;;xln ~少操心z 孩子进了托儿

所，我～多了。

E省垣l sh品ngyuan ＜书） ［蜀省城。

E省治E sh品ngzhi 圈旧时指省会。

告叫〈书〉＠眼睛长白蜡。＠灾异。
＠过错z 不以一～掩大德（不因为一个人

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他的大功绩）。

、

sheng c 产L>

飞Z 甘H sheng O 最崇高的z 神～｜～地｜
全（里）～火。＠称学识或技能有极高成
就的人z ～手｜诗～｜画～。＠指圣人：～贤。
＠封建社会尊称帝王2 ～上｜～旨。＠宗教

徒对所崇拜的事物的尊称z ～经｜～灵｜～母。

CD CSh自ng）圈姓。
E圣诞E sh岳ngdan 画＠旧时称孔子的生日。

＠基督教徒称耶稣的生日。

E圣诞节E Shengdan Ji岳圈基督教徒纪念耶
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在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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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诞老人E Shengdan L凸oren 西方童话故事

人物，据说是一个穿红袍的白须老人，在圣诞
节前夜到各家分送礼物给儿童。西方各国在
圣诞节晚上有扮成圣诞老人分送礼物给儿童

的风俗。
E圣诞树E shengdanshu t毡圣诞节用的松树、
极树等常绿树。树上，点缀着彩灯、玩具和赠送
的物品等。

E圣地】 shengdi I组＠宗教徒称与教主生平事
迹有重大关系的地方，如基督教徒称耶路撒冷
为圣地，伊斯兰教徒称麦加为圣地。＠指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地方：革命～。
【圣火l shenghuo IEJ 神圣的火焰，特指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火炬2 点燃奥运～。
E圣洁l shengj ie Ifill 神圣而纯洁：～的心灵。
E圣经l Shengjlng 圈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
约全书》（原为犹太教的经典，叙述世界和人类
的起源，以及法典、教义、格言等）和《新约全

书》（叙述耶稣言行、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情况

三革主 等）。
三三E E圣经贤传E shengjl『1g-xi6nzhuan 旧时称儒

家的代表性著作为圣经贤传（圣经：传说经圣
人子订的著作；贤传＝贤人阐释经书的著作） 0

E圣灵E shengling 圈神灵。
E圣庙E shengmiao 圈奉祀孔子的庙。
E圣明E shengming 圈认识清楚，见解高明（多

用来称颂皇帝）。

E圣母E shengm心圈＠神话中称某些女神。
＠天主教徒尊称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E圣女果E shengn阳LIO IEl 樱桃番茄的别称，是
西红柿的一个品种，果实直径 1 3 厘米，原
产于南美洲。

E圣人E shengren I重＠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
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
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
称。

E圣上l shengshang IEJ 封建时代称在位的皇

帝。
E圣子E shengshou IEJ 指某些方面技艺高超的

人z 国医～｜丹青～。
E水E sheng shu r IEl 宗教信徒或迷信的人指
用来降福、驱鬼或治病的水。

E圣贤E shengx ion IEJ 圣人和贤人z 人非～，孰

能无过？
E圣旨E shengzhl 圈封建社会里称皇帝的命

令，现多用于比喻z 他的话你就当成～啦？

胜1 … 叫＠圈胜利盯、败”
（腾）相对）：打～仗｜取～。＠画打

败（别人）：以少～多｜战～敌人。＠画比另一

个优越（后面常带“子、过”等）：事实～于雄辩｜
实际行动～过？洞的言辞。＠优美的（景物、

境界等）：～景｜～境。＠优美的景物或境界：
名～｜引人入～。 (i) CSh自ng）圈姓。

胜2 … 叫（旧读叫）能够承担
（滕） 或承受：～任 i不～。

胜3 … sheng 古代戴在头上叫首
（滕）饰：朵。
另见 1173 页 sh邑吨。

Z胜败l shengbai I翻胜利和失败：不分～。
E胜朝l shengchao ＜书〉啤］指前一个朝代（被

本朝战胜而灭亡的朝代〕：～遗老。
E胜出l shengchu 圈（在比赛或竞争中）胜过

对于·在大选中～｜甲队在比赛中以3 : 1～。
E胜地E shengdi IEJ 有名的风景优美的地方：

避暑～。

E胜负E shengfu 圈胜败：不分～｜从长远看，

战争的～决定于战争的性质。
E胜果E shenggu6 圈指比赛或竞争中获得的

胜利果实；获胜的结局：主队苦战五局，终尝
~ 。

E胜机】 shengjl IEJ 取胜的机会：痛失～｜把握

~ 。

E胜迹】 sh岳ngji [81 有名的古迹：名山～。

E胜绩】 shengji 圈在比赛或竞争中获胜的成

绩z 自开赛以来，该队尚无～。
E胜景】 shengjing 圈优美的风景：园林～｜佳

卉娱目，～怡情。
E胜境E shengjing IEJ 0 风景优美的地方：名
山～。＠极美好的意境2 艺术～。

E胜局】 shengju 圈胜利的局势或局面：～已

定。
E胜利】 shengli 国＠在斗争或竞赛中打败对

方（跟“失败”相对）：抗战～。＠工作、事业达
到预定的目的z 大会～闭幕｜生产任务～完成。

E胜利果实E sheng Ii guosh i 斗争胜利所取得
的成果（多指政权、物资等） ：保卫～。

E胜率】 shenglu 圈。获胜的概率z 乙队的～
略高于甲队。＠获胜的次数与参加比赛等的
总次数的比率，如某选手参加比赛 10 场，获胜

6场，胜率为 60% 。
E胜面】 shengmian 圈胜率①。

E胜券E shengquan IEJ 指获胜的把握z 稳操
～｜～在握。

E胜任】 shengren 圈能力足以担任z ～工作｜

力能～o
E胜势E shengshi 函能够获胜的局势z 将优势

转化为～。
E胜似】 shengsi 圈胜过；超过z 不是亲人，～亲



人。
E胜诉】 shengsu 画诉讼当事人的一方受到有
利的判决。

E胜算】 shengsuan ＜书〉［望能够取得胜利的
iii某：操～，用妙计。

E胜选E shengxuiin 画在选举中获胜z ～连
任。

E胜仗】 shengzhang 圈打赢了的战役或战斗：

打了一个大～。

展 sheng 啪＠光明。＠旺盛崎
另见 169 页 Che吨。

乘1 h~ng 春秋时晋国的
（荣、提案）史书叫“乘飞后来泛指

一般史书＝史～｜野～。
乘2 heng i. 古代称四匹

（关秉、养案） 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
千～之国。
另见 169 页 ch岳「lQ 0 

盛由自咱们兴盛；繁盛：全～时期l桃花
开得很～。＠回强烈；旺盛z 年轻气～1

火势很～。＠盛大；隆重：～会｜～宴。＠丰
富；丰盛：～馍。＠深厚：～情｜～意。＠普
遍；广泛．～行｜～传。＠用力大；程度深z ～

赞。 0 (Sh自ng）圈姓。

另见 170 页 ch岳「lQ 0 

E盛产E shengchiin 画大量地出产2 大兴安岭
～木材。

E盛传E shengchuan 画广泛流传：这地区～
着他的英雄事迹。

E盛大E shengda ~规模大，仪式隆重的（集体
活动），～的宴会｜～的阅兵式。

E盛典E shengdian ~盛大的典礼：开国～o
E盛~Ill shengfu ＜书）~盛装。
w会E shenghui ~昌盛大的会·团结的～。
E盛举E shengju ~盛大的活动；重大的举措2
共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

E盛开J shengk副圈（花）茂盛地开放：百花
~ 。

E盛况E shengkuang 圈盛大热烈的情景或场
面z ～空前｜电视台将转播大会的～。

E墨名E shengming 圈很大的名望z 享有～｜
～之下，其实难副（名望很大，而实际情况难以
和名望相称）。

E盛年J shengnian ＜书＞ I百壮年·正值～。
E盛怒J shengnu 画大怒：～之下，拂袖而去。
E盛评E shengping 圈高度的评价2 获得广泛

~ 。

E盛气凌人】 shengqi付igren 傲慢的气势逼人。

E盛情E shengqing 圈深厚的情意：～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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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却。

E盛世E shengshi 圈兴盛的时代z 太平～。

E盛事E shengshi f到盛大的事情：文坛～。

E感暑E shengshu 画大热天。

E盛夏E shengxia IE 夏天最热的时候。

E盛销J shengxioo 国畅销；旺销 z ～不衰｜～

海内外。
E盛行E shengxing ~边］广泛流行：～一时。

E盛宴E shengyan 圈盛大的宴会z 国庆～。

E盛意l shengyi 圈盛情z ～可感。

E盛誉E shengyu IE 很高的荣誉z 享有～。

E盛赞l shengzan 画极力称赞z ～演出成功。

E盛馍E shengzhuan ＜书）~丰盛的饮食。

E盛装E shengzhuong ~华丽的装束：姑娘们

换上了节日的～。

。川叫。圈剩余：～饭l～货｜
（愤）大家都走了，只～下他一个人。

＠（割的g）圈姓。

E弟j磁l shengci 圈磁性物质在外界磁场消除三三

后保留的磁性。永久磁铁的磁化和磁性录音主E
都是剩磁作用的应用。 主E

E剩余】 shengyu 画从某个数量里减去一部分

以后遗留下来z 不但没有亏欠，还～了不少。
E剩余产品E shengyu chiinpln 由劳动者的剩
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必要产品η相对） 0

E剩余价值E shengyu j iazhi 由工人剩余劳动

创造的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的那部分价值。
E剩余劳动E shengyu laodong 劳动者在必要

劳动之外所付出的劳动。剩余劳动创造的成
果，在有阶级剥削的社会里完全为剥削者所占
有（跟“必要劳动’2相对）。

d屎叫刷｜叫叫，蝶润（S问
白，地名，都在浙江。

仁二三区三乙二1

尸血 hT 0 尸体＇ 71'.~ I僵～｜行～
（＠贺）走肉。＠古代祭祀时代表死

者受祭的人。

E尸骨E shTg心 IEO 尸体腐烂后剩下的骨头z

～无存。＠借指尸体：～未寒（指人刚死不

久）。
E尸骸E sh Thai 圈尸骨。

[p检E shTj1归自到对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学或

法医学的检查：～报告。
E尸身E shTsh岳『1 南尸体。

E尸首】 shT • shou ［名］人的尸体。
E尸体l shTtl I画人或动物死后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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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尸位E shTwei ＜书〉画空占着职位而不f故事：

～误国。
E尸位素餐l shTwei-sucan 空占着职位，不做

事而白吃饭。
失 shi 0 画失掉；丢掉（跟“得”相对）：遗

～｜丧～！～血 l 坐～良机｜不要～了信心。
＠没有把握住：～手 l～足｜～于检点｜万无一
～。＠找不着2 迷～方向 l～群之雁。。没有

达到目的z ～望｜～意。＠改变（常态） ：～声｜
～色｜～神。＠违背；背弃z ～信｜～约。＠错
误；过失：～误｜唯恐有～。

E失败］ shTbai 0 画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
打败（跟“胜利”相对）：非正义的战争注定是要
～的。＠圈工作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跟“成

功”相对，下同）．试验～｜～是成功之母。＠回
事情的结果令人不满意z 这次活动组织得大～

了。

E失策l shTce ~策略上有错误；失算。
E失察l shicha 画在所负的督察责任上有疏

噩噩主 失：此次事故，上级部门有～之过。
主主E E失常E shTchang ［但失去正常状态；不正常：

精神～｜举动～。
E失宠l shT;;chong 圈失掉别人的宠爱。
E失传】 shTchuan 圃没有流传下来：北曲的曲

谱早已～了。

E失聪E shTcang 圈失去听力；变聋：双耳～。

E失措l shTcuo 圈举动失常，不知怎么办才好：

茫然～｜惊慌～。
E失单】 shidan 强被窃、被劫或失落的财物的

清单。
E失当E shTdang 画不适宜；不恰当：处理～o

E失盗E shT;;dao 随失窃。
E失道寡助l shTdao-guazhu 违背正义必然陷

于孤立（语本《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E失地］ shTdi 0 画丧失国土z ～千里。＠圈
丧失的国土g失去的土地：收复～。＠圈农
民失去耕地：妥善安排～农民的生计。

E失掉l shTdiao llltil 0 原有的不再具有；没有
了 z ～联络｜～作用。＠没有取得或没有把握

住：～机会。
E失范E shTfan 圈失去规范；违背规范：道德
～ i严重的市场～会危及整个经济秩序。

E失和l shThe 画双方由和睦变为不和睦。

E失衡l shTheng 圈失去平衡：产销～｜比例～

。心理～。
E失欢E shT;; huan ＜书〉圈＠失掉别人的欢
心。＠失和z 自此两国～。

E失悔E sh Thul E型后悔z 他～没有听从老人的

劝告。
E失婚E shihun 圈指离婚或丧偶后未再婚。

E失魂落魄】 shihun-luδpδ 形容心神不定非常

惊慌的样子。

E失火l shT11huo 画发生火灾z 严防～。

E失计l shiji （书〉画失算。
E失记】 shTji ＜书〉画j 忘记；不记得2 年远～。

E失检】 shijian 画失于检点z 行为～。

E失脚】 shT;; jiao 圈失足①。

E失节】 shT;; j ie [;!)] 0 失去气节。＠封建礼教

指妇女失去贞节。

E失禁】 shT;; jin 圈指控制大小便的器官完全

或部分失去控制能力。
E失敬】 shTjing 画客套话，向对方表示歉意，责

备自己礼貌不周。
E失据】 shiju 画失掉凭借z 进退～。

E失控l shikong 圈失去控制tl ：物价～｜情绪～o
E失丰Ll shill 圈。违背礼节。＠失敬。
E失利】 shT11 Ii 圃打败仗，战败；在比赛中输了 2

吸取战斗～的教训，以利再战｜青年足球队初战

~ 。

E失联l shilian I盈失去联系：搜寻～客机｜女

孩儿离家出走，与家人～。
E失恋】 shT;;lian 画恋爱的一方失去另一方的

爱情。
E失灵】 shTling 圈（机器、仪器、某些器官’等）变
得不灵敏或失去应有的功能z 发动机～｜听觉

～0指挥～。
E失落】 shTluo O 圈遗失，丢失：不慎～了一

块手表。＠［韧精神立空虚或失去寄托z 刚从

岗位上退下来，他内心很～。
E失落感l shTluogan 函精神上产生的空虚或

失去寄托的感觉。
E失迷】 shimi ［虱迷失：～道路｜～本性。

E失密】 shT;;mi 圈机密泄露：追查～责任。
E失眠】 shT;;mian ［组夜间睡不着或醒后不能

再入睡。

E失明】 shi;;ming [l;J.Jl 失去视力；变瞎z 双目～。
E失能武器l shineng-w心qi 非致命武器。

E失陪】 shipei 圈客套话，表示不能陪伴对方＝
你们多谈一会儿，我有事～了。

E失窃】 shT;;qi岳圈财物被人偷走z 仓库～｜找

回～文物。

E失去E shiqu E剖失掉z ～知觉｜～效力。

E失却E shTque ＜书〉［司失掉：～记忆｜～活力。
E失群E shT;;qun @JI 动物或人找不到原来的群

体：～的大雁。
E失散l shisan I到（家人等）离散，失去联系：

找到了～多年的亲人。



E失色E sh Tse 匾。失去本来的色彩或光彩：
壁画年久～。＠因受惊或害怕而面色苍白：
大惊～l相顾～。

E失闪E shl•shan I直意外的差错；闪失z 要是有
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E失身E shTysh岳n 圈封建礼教指未婚女子与
人发生性关系，或已婚妇女与配偶之外的人发

生性关系。

E失神E shTshen ［到＠疏忽；不注意：稍一～就
会出差错。＠形容人的精神萎靡或精神状态
不正常。

E失慎E shlshen 画JO 疏忽；不谨慎z 行动～。
＠〈书〉指失火。

E失声E shT;;sh岳ng 圈。不自主地发出声音：

～喊叫 l～大笑。＠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
出声来：痛哭～。＠由喉部肌肉或声带发生
病变引起的发音障碍。患者说话时声调变低，
声音微弱，严重时发不出声音。也叫失音。

E失时） shl;;shi ［重i 错过农时，泛指错过时机：
播种不能～！因医治～而留下后遗症。

E失实） shlshi 画跟事实不符：传闻～o

E失势E shl;; shi I到失去权势。
E失事】 shl;;shi 圈发生不幸的事故：飞机～o
E失收E shlshou 圈。农作物、果树等因遭受
灾害而没有收成：因遇大旱，夏季作物全部～。
＠该收录而没有收录2 辑录《全唐诗》～的诗。

E失手E sh/ysh凸u 咽。因于没有把握住或没
有掌握好分寸，造成不好的后果z ～伤人｜一～
把碗摔破了。＠指失和rj （多指意外的）：赛场
~ 。

E失守】 shishou 画防守的地区被敌方占领：

阵地～C
E失算E shisuan E到没有算计或算计得不好；谋
划不当一着～，全盘被动。

E失态E shTtai I到态度举止不合乎应有的礼

貌：酒后～o
E失调J shTtiao [lJJ] 0 失去平衡；调配不当： f共

求～ l雨水～。＠没有得到适当的调养z 产后
～（先天不足，后天～。

E失望】 shTwang 0 I甜感到没有希望，失去信
心；希望落r空：多次抢救无效，彻底～。＠
~因为希望落空而不愉快：孩子不争气，真令

人～。

E失物J shTwu f组遗失的物品：寻找～｜～招
领。

E失误E shTwu O ［画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
造成差错：传球～。－~由于疏忽或水平不
高而造成的差错：纠正工作中的～o

E失陷】 shTxian rnlJl （领土、城市）被敌人侵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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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的土地。

E失笑】 shTxiao 画不自主地发笑：哑然～O

E失效） shT;;xiao 圈失去效力z 药剂～u

E失信） shT;;xin 圈答应别人的事没做，失去信

用·～于人｜准时归还，决不～。

E失修】 shTxiu I刻没有维护修理（多指建筑

物）：年久～o
E失序E shTxu E到失去正常的秩序：一旦企业

管理～，生产就会瘫痪。
E失学E shT;;xu自［司因家庭困难、疾病等失去

上学机会或中途退学：不让一个儿童～o
E失血E shTxue 画］由于大量出血而体内血液

含量减少：～过多，病势危险。
E失言E shT,1y6n [1WJ 元意中说出不该说的话＝

一时～惹出了麻烦。
E失业） shT;;ye 画有劳动能力的人找不到工

作z 为～者创造就业机会。
E失业保险】 shTye b凸oxian 社会保险的一种，

劳动者失业后发生经济困难时，由国家和社会

给予提供失业保险金等物质帮助。 主~
E失宜） shTyi ＜书〉画不得当：处置～｜决策～。雪主

E失意】 shT;;yi 画不得志；不如意z 情场～。

E失音E shTyyTn ［到失声③。
E失迎E shTying [lib] 客套话，因没有亲自迎接客

人而向对方表示歉意。

E失语E sh Ty凸圈。〈书〉失言。＠指说话困

难或不能说话：～症。
E失约】 shT;;yue I到没有履行约会：从不～。

E失着E shTzhao C～儿）＠圈指错误的→步棋。

＠（一川一）画行动疏忽或方法错误；失策。

E失贞】 shT;;zhen ［到失去贞操；失身。

E失真E shi;;zh岳n ［韧＠（声音、形象或语言内

容等）跟原来的有出入2 传写～。＠无线电技
术中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不一致。如音质

变化、图像变形等。
E失之东隅，收之桑榆E shTzhT-dongyu, shou 

zhT-sangyu 比喻这个时候失败了，另一个时

f~走得到了补偿（i昔出《后汉书·冯异传》。东隅：
东方日出处，指早晨；桑榆z 西方日落处，日落

时太阳的余晖照在桑树、榆树的树梢上，指傍

晚）。

E失之毫厘，谬以千里E shTzhi-haoli. miuyi-
qic:inll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E失之交臂） shTzhT-jiaobi 指当面错过，失掉好

机会（交臂＝因彼此走得很靠近而胳膊碰胳

膊）：机会难得，幸勿～。
E失之眉睫E shTzhT-meiji自在眼前错过。

E失职l shT;; zhi l到没有尽到职责z 由于值班人

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L1178 I shT i 失师部诗

Z失重】 shl;; zhong l!illJ 物体失去原有的重量。 I E 币傅】 shT·fu 圈＠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
是由于物体在高空中所受地心引力变小或由｜ 技艺的人。＠对有技艺的人的尊称s 老～i厨
于物体向地球中心方向做加速运动而引起的。｜ ～｜木匠～。

如升降机开始下降时就有失重现象。 I ［师姐E shTji岳 IEJO 称同从一个师傅或老师学
E失主E shlzhu !El 失落或失窃的财物的所有｜ 习而从丽的时间在自己之前的女子。＠称师
者z 寻找～。 | 傅或老师的女儿或父亲的女弟子中年龄比自

E失准E shlzh心n E国＠不准确z 对灾情估计～。｜ 己大的人。
＠指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多指体育比 I ［币妹l shlmei !El O 称同从一个师傅或老师
赛）：该球队在高水平的对抗中表现～。 | 学习而从师的时间在自己之后的女子。＠称

E失踪】 sh!;; zong lll!ll 下落不明（多指人）。 I 师傅或老师的女儿或父亲的女弟子中年龄比

E失足］ shT;; zu 画＠行走时不小心跌倒：～｜ 自己小的人。
落水｜他一～从土坡上滑了下来。＠比喻人堕 I ［师门l shlmen 圈老师或师傅的门下，借指老

落或犯严重错误z ～少年｜一～成千古恨。 | 师或师傅：我俩同出一个～。
rfffi1 • 由10 称某些传授知识技术的 I ［师母l shlmu 函称自己的老师的妻子或师傅”1µ （师）人z 教～｜～傅！～徒关系。＠学｜ 的妻子。
习的榜样 z 前事不忘，后事之～。＠掌握专门 I ［师娘E shlniang ＜口〉圈师母。
学术或技艺的人：工程～｜技～i 医～。＠对 I ［师事E shlshi （书〉圈拜某人为师或对某人以
和尚、道士的尊称：法～｜禅～。＠指由师徒 l 师傅的礼节相待。
关系产生的g ～母 i～兄｜～弟。＠〈书〉仿效； j ［师心自用】 shTxTn-ziy。ng 固执己见，自以为

三重主 学习：～法卜，其意不～其辞。＠ (ShD 圈姓。｜ 是（师心：以自己的想法为师，指只相信自己）。
雪言 rt;:k2 , . shT O 圈军队的编制单位，隶 I [9币兄E shlxiong 圈。称同从一个师傅或老

91µ （即）属于军或集团军，下辖若干团。｜ 师学习而从师的时间在自己之前的男子。＠
＠军队g 出～ 1班～。 I 称师傅或老师的儿子或父亲的男弟子中年龄

E师表E sh Tb怡。〈书〉圈品德学问上值得学习｜ 比自己大的人。
的榜样：为人～。 I ［师爷E sh Ty白圈称师傅的父亲或师傅。

E师承E shlcheng O 圃效法某人或某个流派 i E师爷］ sh! •ye !El 幕友的俗称z 钱粮～｜刑名
并继承其传统z ～前贤。＠圈师徒相传的系｜ ～i包揽词讼的～。
统．这些艺人各有自己的～。 I ［师长】 shlzh凸ng l望老师和尊长，也特指老师z

E师出无名】 shTchu-wuming 出兵打仗而没有｜ 尊敬～。
正当理由，泛指做某件事缺乏正当理由。 I ［师资】 shTzT 圈指可以当教师的人才z 培养

E师从E sh Tc6ng lll!lJ 在学术或技艺上以某人为｜ ～！解决～不足的问题。
师。 ｜土.17 shT 用于地名＝大～城（在山东）。

E师德E sh Ide 圈指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习 t.J
应遵从的行为规范＝～高尚。 I~才二鸟L shT 圈＠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

肌弟】1 制di 圈＠称同从一个师傅或老师学｜吁（一）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集中地反映生
习而从师的时间在自己之后的男子。＠称师 l 活、抒发情感。 8 (ShD 姓。
傅或老师的儿子或父亲的男弟子中年龄比臼 J ［诗抄E shlchao 圈抄取别人的诗作编辑而成
己小的人。 | 的书籍（多用于书名）：《革命烈士～》。

E师弟］2 shTdi （书〉圈老师和学生（弟z弟子） , I ［诗词］ shTci 圈诗和词的合称。

～之谊。 I E诗JxU shlf岳ng 圈诗歌创作的风格＝～刚健。

E师法E shTf凸〈书〉＠鹰在学术或文艺t效法 I ［诗歌：］ shTg岳圈泛指各种体裁的诗。
（某人或某个流派）：～梅派唱腔。＠［望师徒 I ［诗话E shThua 圈。评论诗人和诗作的书，多

相传的学问和技术：谨遵～。 I 为随笔性质。＠我国早期的有诗有话的小
U币范E shTfan !El 0 师范学校的简称。＠｜ 说，可以说唱。
〈书〉学习的榜样：为世～。 I ［诗集】 shTji 圈编辑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诗作而

E师范学校］ shTfan xuexiao 专门培养师资的！ 成的书（多用于书名）。
学校。简称师范。 I ［诗句E sh Tiu 圈诗的句子，泛指诗作g 优美动

E师父E shT •fu 圈＠对师傅①的尊称。＠对和｜ 人的～。
尚、尼姑、道士的尊称。 ! E诗律E sh Tiu 圈诗的格律。



E诗篇E shlpian 匾。诗（总称）：这些～写得
很动人， f} 比喻生动而有意义的故事、文章

等z 光辉的～｜英雄的～。

E诗情画意l shiqing-huayi 诗画一般的美好意

境2 这里是一派田园景色，充满～。

E诗人E shlren 函写诗的作家。
[t寺史E shishl 画＠诗歌发展的历史。＠指

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2
杜甫的诗反映民间疾苦，被称为～。

E诗书l shishu 圈。指我国古代典籍《诗经》

和《尚书》。＠泛指儒家经典或书籍z ～传家｜

满腹～。
E诗坛】 shI tan 啕指诗歌界：享誉～。

E诗兴l shlxing ["81 作诗的兴致z ～大发。

E诗眼E shiy凸n l鲁指诗中最关键或最精彩的字
句，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绿”字为诗眼。

E诗意E shiyi ~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

感的意境．富有～。
E诗余】 shlyu 圈词②的别称，意思是说词是由

诗发展而来的。

E诗韵E shiyun 圈＠作诗所押的韵。＠作诗
所依据的韵书，…般指作旧诗所依据的《平水

韵》，平、上、去、人四声共 106 韵。
E诗章】 shizhang 圈诗篇。
E诗作l shizuo 画诗歌作品。

口向 中 shi 见下。

严弓（腊）
E月ii鸟E shijiu 圈古书上指布谷鸟。

sh！圈虱子。

虱（敌）
E虱子E shi • zi 圈昆虫，灰白色、浅黄色或灰黑
色，有短毛，头小，没有翅膀，腹部大，卵白色，
椭圆形。常寄生在人和猪、牛等身体上，吸食
血液，能传染斑殇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

hk shi ＜书〉一种粗绸子。
她（拖）
鸭→ shi 函鸟，种类很多，常见的是普

（畴）通鸭，身体长 12 厘米左右，嘴长
而尖，背部蓝灰色，腹部棕黄色。生活在森林

中，吃昆虫。
i吕狮子。狮C31自币） s「1

E狮子】 shi • zi 圈哺乳动物，身体长约 3 米，四
股强壮，有钩爪，掌部有肉块，尾巴细长，末端

有一丛毛，雄狮的颈部有长簸，全身毛棕黄色。
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部。捕食玲羊、斑马等动

物，吼声很大，有“兽王”之称。
E狮子搏兔J shi·zi-b6tu 比喻对小事情也拿出

全部力量，毫不轻视（搏．扑上去抓）。

诗网虱绚鸭狮施 sh! 口？巳
E狮子大开口E sh! ·zi da kai kou 
钱或提出很高的物质要求。

比喻要大价

E狮子狗E shl·zigou 圈哈巴狗Ch凸·bagou）。

E狮子舞E shl·ziwu 白雪流行很广的一种民间舞

蹈，通常由两人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人持绣
球，逗引狮子舞蹈。

E狮子座E shl·zizuo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一。参

看 573 页【黄道十二宫lo

施 shl O 施行②g施展z 实～l 措～！～工｜
～教｜～救｜无计可～。＠圃给予：～礼｜

～压力。＠施舍：～诊｜～与。＠画在物体
上加某种东西z ～粉（捺粉）｜～化肥。 tit CShD 
圈姓。

E施暴E shlbao 圈＠采取暴力行动。＠指强
奸。

E施放】 shI fang 圈放出 3发出 z ～烟幕。

E施肥E shl;;f岳，周给植物上肥料。

E施工】 shl;;gong H动i 按照设计的规格和要求

建筑房屋、桥梁、道路、水利工程等。
E施加l shljia 画给予（压力、影响等） 0

U毡教】 shljiao 画进行教育z 因材～。

胞救E shljiu [2司进行救助z 全力～O

U的Ll shl;;IT E司行礼。

E施舍E shish岳画把财物送给穷人或出家人。

E施事E shishi ~语法上指动作的主体，也就
是发出动作或发生变化的人或事物，如“爷爷
笑了”里的“爷爷”，“水结成冰”里的“水”。表示

施事的名词不一定做句子的主语，如“鱼叫猫
吃了”里的施事是“猫”，但主语是“鱼”。

E施威E shiw副画施展威风z 对属下～。

E施行】 shixing 圈。法令、规章等公布后从

某时起发生效力F执行＝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
～。＠按照某种方式或办法去做；实行z ～手
术。

E施压］ shlya 画施加压力：给谈判对手～。

E施用l shiyang E画使用；施④z ～化肥。

6缸与E shly凸圈以财物周济人；给予（恩惠）＝
性豪爽而乐～｜不愿接受～。

脏斋E sh!;; zhai 国i 给出家人食物。

U在展】 shizh凸n 阐发挥（能力等）：～本领｜他

把全部技术都～出来了。

脏诊E shl,rzh岳n 画画给贫苦的人看病「般不

收诊费。

盯毡政E shizheng 画施行政治措施z ～方针。

U缸治】 shlzhi i副＠施行治理z 依法～。＠施
行诊治z 出现病症及时～。

U缸主E shlzhu 圈和尚或道士称施舍财物给佛
寺或道观的人，通常用来称呼一般的在家人。

主主



｜刊80 I shT- shi I 狮施湿菁丽嘘蜘颁十

狮一 ShT 恻梢，在J可南
() 

施 shT 古书上说的一种植物。

湿… shT 圃沾了水的或显出
（禄、蒋涅）含水分多的（跟“干”相

对） ：～度 i～气｜潮～！地皮很～ l衣服都给雨淋
～了。

E湿地］ shTdi 圈靠近江河湖海而地表有浅层

积水的地带，包括沼泽、滩涂、洼地等，也包括

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水域。湿地中水生

动植物多，有利于净化水源、蓄洪抗旱等，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要作用。

E湿度］ shTdu [BJ 0 空气内含水分的多少，分

为绝对湿度、相对湿度等。＠泛指某些物质

中所含水分的多少z 土壤～O

E湿季E shTji 圈热带地区潮湿多雨的季节。

E湿淋淋l shTlinlin （口语中也读 shTITnlT门）（～

的）回状态词。形容物体湿得往下滴水：全身

被雨浇得～的。

E湿漉漉】（湿禄禄） shllulu （口语中也读

shTIOIO）（～的〉圃状态词。形容物体潮湿的

样子z 天气返潮，晾了一天的衣服还是～的。

E湿润E shTrun 圃潮湿润泽＝～的土地｜空气清

新～｜他有点儿激动，眼睛也～了。

E湿殇l shTzh岳n !Bl 皮肤病，常发生在面部、阴
囊或四股弯曲的部位。多由神经系统功能障

碍等引起。症状是皮肤发红，发瘁，形成丘彦

或水瘪。

E湿租E shTzO 画一种租赁方式，在租赁设备、

交通工具等时，同时配备操纵、维修人员（跟

“干租”相对） ：～大型客机。
著 shi 画普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棱，

叶子披针形，羽状深裂，花白色，结瘦果，
扁平。全革入药，茎、叶含芳香油，可做香料。

我国古代用它的茎占卡。

881 醺 shT 又 shai O ＜书〉滤（酒）。
（醺）＠〈方〉国斟（酒）。

盯2 （醋） shT （书〉疏导（河渠）。

自由 shi 圃表示制止、驱逐等z ～！别作声。
λ旦旦另见 1479 页 XUo

姗 L shT 函鱼，体侧扁，背部蓝褐色，
（嗣）鳞小而圆，尾鳝分叉。生活在我国

近海中。

佩（佩）
shT 圈节肢动物，身体扁圆形，像

臭虫，头部有一对吸盘。寄生在鱼

类身体的表面。

shi c 产）

十 shi 0 llkJ JL:IJD一后阔的数目。据
1219 页［数字1。＠表示达到顶点：～

足｜～分。 8 (Shi）圈姓。

E十八般武艺E shiba ban w心yi 指使用刀、枪、

剑、草草等十八种古代兵器的武艺，一般用来泛
指各种技能。

E十八层地狱E shiba ceng diyu 佛教指作恶的
人死后受苦的地方，比喻极端痛苦黑暗的境

地·被打入～O
E十八罗汉E shioo lu6han 佛教对传说中奉释
迦牟尼之命常住人世的十六个弟子和降龙伏
虎两罗汉的合称。多塑在佛寺里，或作为绘画
的题材。

E十不闲JLl shibuxianr 同“什不闲JL”。

E十冬腊月E shidonglayue 指农历十月、十一
月（冬月）、十二月（腊月），天气寒冷的季节。

E十恶不归 shi ’ e-bushe 形容罪大恶极，不可

饶恕（十恶z 古代刑法指不可赦免的十种重大
罪名，即z 谋反、i某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
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现在泛指重大的罪
:f'J-）。

E十二分E shi ’岳rf岳n 圆形容程度极深（比用
“十分”的语气更强）：对你的意见我～赞同。

E十二支l shi ’告rzhi 圈地支。

E十二指肠E shi ’岳rzhTchang [BJ 小肠的第一

段，较粗，长约 25 厘米（相当于十二个指头并
列的宽度），上接胃，下接空肠。膜腺和胆囊的
开口都在这里。（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
统’’）

E十番乐E shifonyue 圈一种民间音乐，乐队由
十种乐器组成（包括管乐器、弦乐器和打击乐
器）。通称十番锣鼓。简称十番。

E十方】 shifang 圈佛教用语，指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个方位。

E十分E sh if岳n 圈很2 ～满意｜～过意不去。
E 卡干】 shigan 晴天干。

E十戒E shijie [BJ 佛教指沙弥和沙弥尼所受的
不杀生、不偷盗等十条戒律。

E十锦】 shijTn 见 1181 页【什锦l 0 
E十进对数E shijin duishu 常用对数。
E十进制E shijinzhi 国一种记数法，采用。、 1 、

2 、3 、4 、5 、6 、 7 、 8 、 9 十个数码，逢十进位。如
9加 1 为 10,90 加 10 为 100 ,900 加 100 为

1 0000 
E十目所视，十手所指E shimU-suoshi, shishoL卦

-suozhT 表示监督的人很多，不允许做坏事，



做了也隐瞒不住（语出《礼记·大学》）。
E十拿九稳1 shina-j iuw邑n 形容很有把握。也

说十拿九准。
E十拿九准】 shina-jiuzh仙十拿九稳。
E十年九不遇】 shi nian ji心 bu vu 形容某种情
况多年难遇到ij ：今年这么大的雨量，真是～。

E十年树木，百年树人E shinier陆humu，国inia冉

-shuren 培植树木需要十年，培育人才需要

百年（语本《管子·权修ν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勺。比喻培养人才是长久

之计，也形容培养人才很不容易。
E十全十美】 shiquan-shirr由各方面都非常完

美，毫无缺陷 2 人都有缺点，哪能～呢？
E十三道辙】 shisan dao zhe 十三辙。

E十三点】 shisandi凸n （方＞ 0 IWI 指人傻里傻
气或言行不合情理：这个人有点儿～。＠圈
称傻里傻气，言行不合情理的人。

E十三经E Shisan Jing 圈指《易经》、《书经》、
《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论语》、《孝经》、
《尔雅以孟子》十三种儒家的经传。

E十三辙E shisanzh岳圈指皮黄、鼓儿词等戏剧
曲艺中押韵的十三个大类，即中东、江阳、衣

期、姑苏、怀来、灰堆、人辰、言前、梭波、麻沙、也
邪、遥迢、由求。也叫十三道辙。

E十室九空】 shishl-ji凸kong 十户人家九家空，

形容天灾人祸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
E十四行诗】 shisihangshl 圈欧洲的一种抒情
诗体，每首十四行，格律上分为好几种。也译

作商籁体。
E十万八千里E shiwan baqian IT 形容极远的

距离或极大的差距z 他说了半天，离正题还差
～呢！｜这两个厂相比，经济效益相差～。

E十万火急】 shiwan-huoji 形容事情紧急到了

极点。
E十项全能】 shi xiang quanneng 田径综合性
比赛项目之一。运动员在两天内依次完成

100 米跑、跳远、铅球、跳高、400 米跑、110 米
栏、铁饼、撑竿跳高、标枪、1 500米跑等十项比

赛。
E十一E Shi-YI 圈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E十月革命】 Shiyue Gemlng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E十指连心】 shizhl-lianxln 手指头感觉灵敏，

十什过石｜ shi I 11s1 I 
十个手指碰伤了哪一个，心里都感到疼痛，常
用来比喻某人和有关的人或事具有极密切的
关系。

E十字架］ shizljia !BJ 罗马帝国时代的一种刑
具，是一个十字形的木架，把人的两手、两脚钉
在上面，任他慢慢死去。据基督教《新约全书》
中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教
徒就把十字架作为信仰的标记，也看作受难或
死亡的象征。

Z十字街头】 shizi ji岳t6u 指道路交叉，行人往
来频繁的热闹街市。

E十字路口E shizi lukou （～儿）两条路纵横交
叉的地方，比喻在重大问题上需要对去向做出

选择的境地g 处在人生的～，他将何去何从呢？
E十足】 shizu 圈。成色纯g ～的黄金。＠十

分充足z ～的理由 i神气～！干劲～。

什 shi 0 ＜书〉同“十”（多用于分数或倍
数） ：～一（十分之一）｜～九（十分之九）｜～

百（十倍或百倍）。＠多种的；杂样的z ～物｜～
件儿｜家～。 8 (Shi) 圈姓。
另见 1161 页 sheno

E什不闲JL] shibC』xianr 固曲艺的一种，由莲花

落发展而成，用锣、鼓、饶、钱等伴奏。也作十
不闲儿。

E什件JL] shijianr 圈＠用作食品的鸡鸭内脏

的统称：炒～。＠〈方〉箱柜、马车、刀剑等上
面所附的各种起加固作用的金属装饰品z 黄
铜～。

l1t锦］（卡锦） shijln 0 圃属性词。多种原料

制成或多种花样的z ～饼干｜～糖｜～缝。＠
圈多种原料制成或多种花样拼成的食品z 素
~ 。

l1t物l shiwu 圈指家庭日常应用的衣物及其
他零碎用品。

主-1.. shi 日本汉字，十字路口。多用于日本姓
人L 名。

石 shi 0 圈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是由矿
物集合而成的z 花岗～｜石灰～｜～碑｜～

板｜～器。参看 1506 页【岩石1。＠指石刻＝
金～。＠古代用来治病的泛石z 药～。＠
(Shi) 固姓。

另见 256 页 don 。

E石板E shiban 圈＠片状的石头，多用作建筑

材料。＠文具，用薄的方形板岩制成，周围镶
木框，用石笔在上面写字。

E石版E shiban 圈石印的印刷版，用一种多孔

质的石料和j成。参看 1183 页I石印］ o
E石笔E shibi 圆用滑石制成的笔，用来在石板

上写字。

王三



I 11s2 I shr I 石

E石蚓］ shib'ing 圈昆虫，身体长，棕褐色，体表

有鳞片，触角丝状细长，生活在阴湿的地方。
种类很多。

E石材E shicai 圈供建筑、筑路、雕刻等用的石

料。
E石沉大海E shichendah凸i 像石头掉到大海里

一样，不见踪影，比喻始终没有消息。
E石担］ shidan 固体育锻炼用的器械，在竹杠

或木杠两端安着石轮。

E石刁柏E shidiaob凸l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小

校很细，叶子退化，花黄绿色，形状像钟。浆果
红色，种子黑色，嫩茎可做蔬菜。通称芦笋o

E石雕E shidiao 圈在石头上雕刻形象、花纹的
艺术，也指用石头雕刻成的作品。

E石方E shifang 圈＠石方工程的工作量通常

都用立方米计算，一立方米称为一个石方。＠
石方工程的简称。

E石方工程］ shifang gongcheng 采石、填石、

运输石头等工作的统称。简称石方。

王唱~~ifang 圈园林中用石头建成的船形
E石膏E shigao IEl 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CaS04•2H,Oo 透明或半透明晶体，白色、淡

黄色、粉红色或灰色。大部分为天然产，用于
建筑、装饰、塑造和制造水泥等。中医用作解

热药，农业上用来改良碱化士壤。也叫生石
膏。

E石膏像E shigaoxiang 圈用石膏做成的人物

形象，是一种美术品。
E石工E shigong IEl 0 开采石料或用石料制作
器物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工人。也叫石

匠。

E石鼓文E shiguwen 画石鼓上刻的铭文或石

鼓上铭文所用的字体，叫石鼓文。石鼓是战国
时秦国留存下来的文物，形状略像鼓，共有十
个，上由刻有四言诗铭文。唐代初年在今陕西宁

凤翔发现，现存北京。

E石破E shig心n 圈碌碌。

E石俗i1 shihu IEJ 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高山的
岩石上或树上，茎多节，绿褐色，叶子披针形，
花白色，花瓣的顶端淡紫色。茎可入药。

E石化E shihua IEJ 指石油化学工业。

E石灰E shihul 强生石灰和熟石灰的统称，也

专指生石灰。通称臼灰。
E石灰岩E shihuly白n 圈沉积岩的一种，主要化
学成分是碳酸钙，灰白色，也有因含杂质而呈

黑、褐等颜色的。广泛应用在冶金、化学工业

和建筑工程上。

E石级E shiji IEl 用石头砌的台阶。

E石匠］ shi·jiang 圈石工②。

E石蝴E shijie 圈龟足。

E石刻】 shike 函刻有文字、图画的碑喝等石制
品或石壁，也指上面刻的文字、图画。

E石窟l shiku IEJ O 石洞g石室。＠古时一种
就着山崖开凿成的寺庙建筑，里面有佛像或佛
教故事的壁画和石刻等，如我国的敦煌、云冈
和龙门等石窟。

E石蜡］ shila 圈从石油中提炼的固态混合物，

白色或淡黄色，溶于苯、氯仿、松节油、橄榄油
等。用来制脂肪酸、高级醇以及蜡烛、绝缘物、
药剂等。

E石料］ shilia。因做建筑、筑路、雕刻等材料用
的岩石或类似岩石的物质，分为天然石料（如
花岗石、石灰石）和人造石料（如人造大理石、
水磨石）。

E石林］ shilin 圈地表林立的柱状石灰岩，是水
流沿岩石的垂直裂隙溶蚀或侵蚀而形成的。

E石榴】 shi· liu 函＠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长圆形，花多为红色，也有白色或黄色的。果
实球形，内有很多种子，种子的外种皮多汁，可
以吃。果皮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E石榴裙E shi· liuqun 函红裙子，借指女人。
E石榴子石】 shi • liuzlshi 圈矿物，成分是铁、
钙、钱、锤的铝硅酸盐。晶体呈粒状，像石榴

子，颜色很多，通常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三个
系列，透明或半透明，有光泽，硬度 7 8，其中
的上品是宝石。

E石煤】 shimei 圈含大量矿物质的煤，外观像

黑色的岩石，发热量较低，lJJ用作燃料等。
E石棉E shimian 圈纤维状镜、铁硅酸盐矿物

的总称，多为臼色、灰色或浅绿色。纤维柔软，

耐高温，耐酸碱，是热和电的绝缘体。
E石漠】 shimo 圈地表几乎完全为石块或裸露
的岩石所覆盖，没有沙的荒漠。

E石墨E shimo ~I 矿物，碳的同素异形体，灰黑

色，有金属光泽，硬度很小，熔点高，导电性强，
化学性质稳定。用来制造柑柄、电极、铅笔芯、

润滑剂、颜料、防锈涂料等。
E石女E shinu 圈先天性无阴道或阴道发育不
全的女子。

E石破天惊l shipo-tianjlng 唐代李贺《李凭壁

筷引》诗：“女娟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
雨。”形容笙筷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使

人震惊，有不可名状的奇境。后多用来形容事
情或文章议论新奇惊人。

E石器时代l shiqi shidai 考古学分期中最早的

一个时代，从有人类起到青铜器的出现止，共

三三百万年。这时人类主要用石头制造劳动

工具，还不知道利用金属。按照石器的加工情



况又可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

时代。
E石草草］ shiruT 圈。地衣的一种，生长在寒冷

地带，灰白色或淡黄色。可以用来制石志试
纸、石态溶液等。＠用石i施制成的蓝色无定
形粉末，溶于水，在分析化学上用作指示剂。

E石笋E sh is心n 圈溶洞中直立的像笋的物体，
常与钟乳石上下相对，是由涧顶滴下的水滴中
所含的碳酸钙沉淀堆积而成的。

E石锁】 shisu凸［雹体育锻炼用的器械，形状像
旧式的锁，用石料制成。

E石头E shi· tou IBl 石①。

E石头子JL] shi • touzlr ＜口〉圈小石块。
E石羊E shiy6ng IBl 岩羊。
E石印E shiyin F剖印刷方法的一种，用石版印
刷。先把原稿用特制的墨写在药纸上，再轧印
在石版上，再经处理后涂油墨印刷。

E石英】 shiying ［割矿物，成分是二氧化硅，晶
体叫作水晶，硬度 7，一般乳白色，半透明或不
透明。工业上用来制造耐火材料、玻璃或陶瓷
等。

E石英钟l shiyingzhong [BJ 一种计时仪器，利
用石英晶体的振荡代替普通钟摆的运动。具
有很高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E石油】 shiyou 圈具有不同结构的碳氢化合
物的混合物，液体，可以燃烧，一般垦褐色、暗
绿色或黑色，聚集在岩石的空隙中。从石油中
可以提取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泊、石蜡、沥青
等。

E石油气l shiyouqi 圈开采石油或在炼油厂加
工石油时产生的气体，主要成分是低分子的炕
怪和氢气。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等。

E石钟乳E shizhongr凸圈钟乳石。
E石柱E shizhu 固＠石头做的柱子。＠溶洞
中的石笋和钟乳石连接起来形成的柱形物体。

E石子JL] shizlr ＜口〉圈石头子JL ：碎～。

时 J shi O 圈指比较长的－
'J （峙、传吉）段时间：古～｜宋～ i 盛极
一～。＠圈规定的时候；某个时候z 按～｜准
～［八点、出发，过～不候｜来～给我打个电话 i上
课～专心听讲。＠季节：四～｜农～｜应～。。
当前；现在：～下 i～新｜～事。＠时俗s时尚 z
入～｜合～。＠时辰①：卵～｜辰～。 o~计
时的单位，小时（点）：上午八～。＠时机z 失
～｜待～而动。＠圃时常z ～～｜～有出现。
＠圃重复使用，跟“时而……时而……”相同；

有时候z ～断～续｜～快～慢。亟噩’“时……
时……”后面通常用单音词，“时而……时

而……”没有限制。＠圈一种语法范畴，表

石时｜ shi I 11s3 I 

示动词所指动作在什么时候发生。很多语言
的动词分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有些语言
分得更细。 jfj (Shf)IBJ 姓。

E时报E shibao i蜀以报道时事为主要内容的

报纸（多用于报纸名称）。
E时弊l shibi 圈当前社会的弊病z 切中～｜针

泛～。

E时不时l shibushi ＜方〉画时常。
E时不我待E shibuwodai 时间不等人，指要抓
紧时间 z 任务紧迫，～。

E时差E shicha ［组＠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的
差。一年之中时差是不断改变的，最大正值是
+14 分 24 秒，最大负值是－16分 24 秒，有四
次等于零。参看 1265 页【太阳时1。＠不同
时区之间的时间差别。

E时长】 shich6ng 圈时间的长短：这个节目的

～是 1 1 分钟！根据通话～收费。

E时常E shich6ng [lffi 常常；经常：～发生｜～受

到表扬。

E时辰E shi • chen ［望。旧时计时的单位。把主矗三
一昼夜平分为十二段，每段叫作一个时辰，合主主
现在的两小时。十二个时辰用地支做名称，从

半夜起算，半夜十→点到一点是子时，中午十

一点到一点是午时。＠时间③z ～不早了，快
睡吧。

E时ftl shidai 圈＠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

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z 石器～｜
封建～｜五四～｜～潮流。＠指个人生命中的

某个时期·青年～。
[a寸J点】 shidian ~时间上的某一点，如说某年

某月某日零点整。在计算人口、物资储备等
时，都是以一个时点为限。

E时调】 shidiao IBJ 在一个地区流行的各种时
兴小调、小曲，有的已发展成曲艺，有演唱，有
伴奏，如天津时调。

E时段】 shiduan 圈指某一段时问：新闻节目

安排在最佳～播出｜秋季是该市旅游的黄金～。

E时而E shi ’自r llID 0 表示不定时地重复发生z
天空中～飘过几片薄薄的白云。＠重复使用，
表示不同的现象或事情在一定时间内交替发

生：这几天～晴天，～下雨｜他们兴高采烈，～

引吭高歌，～婆婆起舞。

E时分E sh if en (I日i卖 sh if白的圈时候②：三

更～｜掌灯～O
E日寸乖运塞E shigl』ai-yunjian 指时运不好。也

说时乖命寨。

E时光E shiguang 圈。时间p光阴 z ～易逝！消

磨～。＠时期z 他是抗日战争～入伍的。＠

日子z 过着丰衣足食的好～。



1184 shi 时

E时过境迁】 shiguo-jingqian 随着时间的推

移，境况发生变化。
E时候］ shi•hou 圈。时间②z 你写这篇文章
用了多少～？＠时间③z 现在是什么～了？ I 
到～请叫我一声。

E时机E shijT 圈具有时间性的客观条件（多指

有利的）：掌握～｜错过～ i有利～。
E时价】 shijia 圈现时的价格2 ～稍减｜～起落

不大。

E时间E shijian 圈＠物质运动中的一种存在
方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
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

表现。＠有起点和终点的一段时间·地球自
转一周的～是二十四小时｜盖这么一所房子要
多少～？＠时间里的某一点：现在的～是三

点十五分。
E时间表】 shijianb1凸o 圈＠安排工作、学习或

起居等时间的表格z 一周活动～。＠借指活
动日程：双方和谈尚无～。

三矗三 E时间差】 shijiancha 圈＠排球运动上指守方
三三E 队员跳起拦网下落后攻方队员才攻球，这两者

之间短暂的时间差距叫时间差，这种进攻方法

叫打时间差。＠泛指两事之间的时间差距z
商贩利用南北方水果成熟期不同的～获利。

E时间词】 shijianci 固表示时间的名词，如“过

去、现在、将来、早晨、今天、去年”等。
E时间性E shijianxing 圈事物在某一段时间
内才有效、有意义或有作用的特征：新闻报道

的～强，要及时发表。
E时艰E shijian ＜书〉圈当前的困难；艰难的时

局：共度～｜共克～。
E时节］ shij ie 圈＠节令；季节z 清明～｜农忙

～。＠时候②2 开始学戏那～她才六岁。
E时局E shiju 圈当前的政治局势2 ～稳定。
E时刻］ shike 0 圈时间③g ～表 i 关键～｜严
守～，准时到会。＠圃每时每刻；经常z 时时
刻刻｜～准备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E时刻表】 shikebi凸0 ~标明火车、飞机、轮船

等交通工具出发和抵达时间的表格。
E时空E shikong 函时间和空间z ～观（人们对

于时间和空间的根本观点）。
E时来运转E shil6i-yunzhuan 时机来了，运气
有了好转。

E时令］ shiling [El 季节·～已交初秋，天气逐渐

凉爽。
E时令E shi·ling ＜方〉圈指时令病2 闹～。
E时令病】 shilingbing 圈中医指某季节的多
发病，如夏季的病疾、中暑，秋季的疤疾等。

E时令河】 shilinghe 画季节性的河流，雨季或

冰雪融化期有水，其他时期无水或断续有水。

E时髦】 shim6o ~冒（人的装饰衣着或其他事
物）新颖入时：赶～｜～服饰｜她的穿戴很～。

E时评］ shiping 圈指评论时事的文章、言论：

撰写～i～专栏。
E时期】 shiqi [El 一段时间（多指具有某种特征

的） ：抗战～｜社会主义建设～。
E时气】 shi•qi ＜方〉圈。－时的运气，特指一

时的幸运：～好！碰～｜有～。＠因气候失常
而流行的疾病。

E时区J shiqu !El 标准时区。

E时人l shiren 圈＠当时的人z ～有诗为证。
＠旧时指社会上一个时期里最活跃的人。

E时日】 shiri 圈＠时间和日期·不计～｜延误
～。＠较长的时间 z 这项工程需要～。

E时尚E shishang O 圈当时的风尚5日才兴的风

尚：不合～。 8~ 合于时尚 z 衣着很～。

E时时】 shishi 圃常常z ～不忘自已是人民的
公仆｜二十年来我～想起这件事。

E时世E shishi 圈＠时代①：艰难～。＠指当
前的社会：他对～有深刻的认识。

E时式】 shishi 圈时新的式样（多指服装）。

E时势】 shishi 圈某一时期的客观形势：～造
英雄｜当时为～所迫，只好离家出走。

E时事E shishi 圈最近→段时间的国内外大

事：关心～i～报告｜～述评。
E时蔬】 shishu 圈正当时令的蔬菜z 新鲜～。
E时俗】 shisu 圈当时的习俗；流俗：圄于～｜不

落～O
E时速E shisu !El 以小时为时间单位的速度。
E时态】 shitai [El 时＠。
E时务】 shiwu 画当前的重大事情或客观形

势：不识～｜识～者为俊杰。

E时下E shixia 函时间词。当前；眼下E 这是～

流行的款式。
E时鲜E shixian ~少量上巾的应时的新鲜蔬
菜、鱼虾等。

E时贤】 shixi6n ＜书〉圈指当代贤能的有声望

的人z 举荐～。
E时限E shixian 画完成某项工作的期限z ～

已近！以三天为～完成这项任务。
E时效E shixiao 圈＠指在一定时间内能起的
作用z 此药已失去～。＠法律所规定的刑事
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的有效期限。

E时新E shixin E国某一时期最新的（多指服装

样式）：～款式。
E时兴E shixing 圈一时流行．那种款式～了一

阵子｜现在正～这种服装。
E时行］ shixing 圈时兴。



E时序】 shixu r萄季节变化的次序：～推移，秋
去冬来。

E时宜］ shiyi 画当时的需要＝不合～。
E时疫］ shiyi 圈指某个季节流行的传染病z 防
止～暴发。

E时运E shiyun 函一时的运气·～不济。
(B持tl shizh岳n I组＠钟表上的针形零件，短
针指示“时飞长针指示“分”，细针指示“秒”。＠
钟表上指示“时”的短针。

E时政E shizheng 画当前的政治情况。
E时钟】 shizhong 圈能报时的钟。
E时装】 shizhuong 圈。式样新颖的服装z ~ 

展览 i～表演。＠当代通行的服装（跟“古装”
相对） ＇～戏。
、忖 '·" shi 0 ［通知道g了解＝～趣 i不～
莎飞（敲）好歹。＠圈认识：～字｜相～｜有

i~不～泰山。＠见识；知识z 卓～｜有～之士｜
常～｜学～。
另见 1688 页 zhi 。

E识别l shibie 圈辨别；辨认z ～真伪。
E识货l shi;;huo ~能鉴别货物的好坏z 不怕
不～，就怕货比货。

E识家E shijia 圈识货的人：货卖～｜只要东西
好，不怕没～。

E识见E shijian ＜书〉圈见识②。
E识荆E shijlng ＜书〉圈敬辞，指初次见面或结
识（语本李白《与韩荆州书》2“生不用封万户
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勺。

E识破l shi;;po [Zl面看穿（别人的内心秘密或阴
谋诡计）＇～机关｜～阴谋。

Ci.RI回 shiqu 圈知趣。
E识时务者为俊杰】 shi shiwu zh晶 wei junjie 
能认清当前的重大事情或客观形势的才是杰
出的人物（语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
《襄阳香1日传）〉：“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勺。

E识文断字］ shiwen-dt』anzi 识字（就能力而
言）：他～，当年在民办小学当过教师。

E识相E shixiang ＜方〉圃会看别人的神色行
事g知趣：我劝你～点儿，别自讨没趣。

(i是Ml shixiu ~自觉羞耻（多用于否定式） : 

好不～O

E识字l shi;;zi r司认识文字：读书～l注音～l
～课本。

实（寅 霆 shi 0 圈内部完0 0"" 、 长 ）全填满，没有空隙
（跟“虚”相对，下②④同） ：～心儿 1把窟窿填～
了。＠冒冒真实；实在z ～价｜～话 i～心眼儿｜～
事求是。＠〈书〉圃确实；的确：～属不易｜～

非所宜！～不足效法。。实际；事实z 失～ l 务

时识实 i shr I 11ss I 

～｜名～相副。＠果实；种子·荧～｜开花结～。
0 (Shil 函姓。

E实报实销E shibao-shixiao 支出多少报销多

少。

E实测J shice ~司用工具、仪器等进行实际测量
或检测。

E实削 shi•cheng 圈诚实g老实＝～话｜这个人

～，答应了的事一定会做到。
E实处】 shichu 函指起实际作用的地方：干劲

用在～｜措施落到～。
E实词】 shici IBl 意义比较具体的词。汉语的

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六类

E实打实E shidashi 实实在在：～的硬功夫｜～
地说吧。

E实弹J shidan O 画装上枪弹或炮弹z 荷枪
～。＠圈真的枪弹或炮弹：真枪～l～演习。

E实底E shidi I写真实的底数5实情z 深入调查，

摸清～。

E实地E shidl 0 圈现场：～试验 l到～进行考矗矗雪
察。 8 [lffi 实实在在（做某事）：～去做。 雪三三

E实感l shigan 圈真实的感情；实际的感受z

真情～｜小说是根据作者插队生活的～写成的。

E实干l shigan 画实地去做＝～家｜发扬～精
神。

E实化】 shihua 圈使计划、任务等切实可行，得

到落实：实施方案还要进一步细化、～。
E实话E shihua 圈真实的话s ～实说。

E实惠l shihui 0 圈实际的好处：得到～。＠
E固有实际的好处z 经济～的小吃 l这种产品外
表好看，却不～。

E实际】 shiji O 圈客观存在的事物或情况z 一

切从～出发｜理论联系～。－~国实有的；具体
的＝举一个～的例子来说明｜～工作｜～行动。
＠画合乎事实的z 这种想法不～｜计划订得

很～。
E实际工资E shiji gongzl 以所得的货币工资实

际上能购买多少生活消费品、开销多少服务费
做标准来衡量的工资。参看 913 页1名义工

资lo
E实际上】 shiji· shang 国其实（多含转折意），

他说听懂了，～并没有懂｜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四
五岁，～已经三十出头了。

E实寄封l shijif岳ng 圈集邮中指经过实际投递
的信封。

E实绩E shiji 圈实际的成绩z 考察工作～。
E实践E shijian [Zl国＠实行（自己的主张汩履行

（自己的诺言）。＠人们有意识地从事改造自

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出真知｜～是检验真



重重量

口~」 shi l 实

理的唯一标准。

E实景E shijlng 圈拍摄影视片时作为背景的
真实的景物（对“布景”而言）：～地｜这部电视
剧是以这座四合院儿为～拍摄的。

E实据l shiju 圈确实的证据z 真凭～。

E实况E shikuang 圈现场的实际情况：～报

道！～录像 l转播大会～。
E实力E sh iii 画实在的力量（多指军事或经济
方面）·经济～｜～雄厚 1增强～。

E实例E sh iii 圈实际的例子：用～说明。
E实录E shilu 0 圈按照真实情况记载的文字：
这本日记是他晚年生活的～。＠圈编年体史
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如
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宋代钱若水等的《太
宗实录》等。私人记载祖先事迹的文字，有的

也叫实录，如唐代李栩的《皇祖实录》。＠圈

把实况记录或录制下来z 国庆大典～。
E实落l shi·luo ＜方〉圈＠诚实；不虚伪2 他有

点儿执拗，对人心地可～。＠（心情）安稳踏实z
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才感到～。＠确切．你
究竟哪天动身，请告诉我个～的日子。。结

实；牢固 z 这把椅子做得可真～。
E实名l shiming 圈真实的姓名 z 办理存款手
续要用～。

E实名制E shimingzhi 圈办理有关于续时必须

填写真实姓名并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的制度。

E实木E shimu [BJ 天然木材（对人工板材而

言） ：～地板！全～的家具。
E实拍E ship(Ji ［到摄制影视片时指正式拍摄或

实地拍摄＝～现场｜影片开始～。
E实情E shiqing [BJ 真实的情况z 了解～o

E实权E shiqu6n 圈实际的权力z 握有～。

E实生E shisheng ~国属性词。直接用种子播
种培育的（茵木等）：～苗 i～毛竹造林。

E实施E shishl 画实行（法令、政策等）：付诸
～｜～细则 l～新的办法。

E实时E shishi 固与某事发生、发展的实际时

间同步（做某事）：进行～报道｜～传递股市行
情。

E实事E shishi 圈＠实有的事z 此剧取材于京

城～。＠具体的事；实在的事2 少讲空话，多
办～o

E实事求是E shishi叩ushi 从实际情况出发，不

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

E实姻 shishu [BJ 0 有理数和无理数的统称。
＠实在的数字：开会的人有多少，报个～来。

E实说E shishuo 画如实地说：实话～。
E实体E shiti 函＠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上
的一个概念，认为实体是万物不变的基础和本

原。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形而上学的唯
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都是这样的实体。＠
指实际存在的起作用的组织或机构：经济～｜
政治～。

E实体法】 shitrt凸圆规定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
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婚姻法
等（跟“程序法”相对）。

E实物E shiwu 圈＠实际应用的东西：送点儿

～帮助受灾户。＠真实的东西：～教学｜展厅
里陈列着许多～和照片。

E实习E shixi 圈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

工作中去应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医
生｜～半年后才能正式上岗。

E实现E shixian 圈使成为事实z ～理想。
E实线E shixian 圈画成的连续而不间断的线

（对“虚线”而言）。

E实像l shixiang 圈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凹面

镜、凸透镜反射或折射后汇聚而形成的影像叫
作实像。实像可以显现在屏幕上，能使照相底
片感光。光源在主焦点以外时才能产生实像，
摄影和放映电影都必须利用实像。

E实效】 shixiao [BJ 实际的效果：讲求～。

E实心l shixln 捕。心地诚实2 ～话｜～实意。

＠（～JL）属d｜主词。物体内部是实的z ～球。

E实心球E shixlnqiu 圈体育运动的辅助器具。

用皮革或人造革做外壳，里面填棉花、布片或
沙子。可用来做抛接、投掷等动作。

E实心眼儿】 shixlnyanr O 圆心地诚实z ～的

小伙子。＠圈心地诚实的人z 他是个～，不会
说假话。

E实行】 shixing 圈用行动来实现（纲领、政策、

计划等）：～改革 i～承包责任制。

E实学E shixue 圈踏实而有根底的学问2 真才

～｜此人徒有虚名，未必真有～。
E实验E shiyan O 画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
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
｛苞指实验的工作：做～｜科学～。

E实验式】 shiyanshi 圈用元素符号表示化合

物分子中各元素原子数最简整数比的式子。
如氯化钩的实验式是 NaCl，表示氯化锅晶体

中纳（ Na）和氯（ Cl) 原子数的比例是 1 : 1 ，而
并不意味着有氯化例分子存在。也叫最简式。

E实业l shiye [BJ 指工商企业：～家｜兴办～。

E实用E shiyang O 圈实际使用z 切合～。＠

固有实际使用价值的z 这种家具又美观，又

E实用主义l shiyong zh凸yi 0 以实用价值来

评判事物、指导行动的思想观念2 他的人生观

一向是～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派别，



19 世纪末产生于美国，主要特点是否认世界
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认为有用的就是真
理。

E实在E shizai 0 圈诚实g不虚假z 心眼儿～｜
学到了～的本事。＠圆的确g ～太好了 i～不
知道。＠圆其实z 他说他懂了，～并没懂。

E实在】 shi•zai ＜口〉回（工作、活儿）扎实；地
道；不马虎＝工作做得很～。

E实在法E shiza』f凸圈西方法学家对法律的分
类之），指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或认可的
法律（跟“自然法”相对λ

E实则E shize 撞到实际上；其实：他表面上赞成，
～是敷衍大家。

E实战E shizhan 圈实际作战＝～演习！要从～

出发，苦练杀敌本领。
E实证E shizheng 圈实际的证据：这些涂改过
的单据是他犯罪活动的～。

E实职】 shizhi 圈既有名义又有实际工作和权
力的职务：担任行政～。

E实至名归】 shizhi-minggul 有了真正的学识、
本领或业绩，相应的声誉自然就随之而来。也

说实至名随。
E实质】 shizhi ［雹本质 z 就～问题展开讨论。
E实字E shizi 吕亘古人称有实在意义的字，其中
一部分相当于现代的实词（跟“虚字味目对） 0

E实足】 shizu 圃属性词。确实足数的2 ～年

龄｜～一百人。
毛人1 shi 0 ［量把地上的东西拿起来；捡s ～

3口 粪｜～麦穗儿！～金不味。＠收拾z ～援。
-tA2 shi 曾“＋＇’的大写。参看 1219 页I数
E口字］。

另见 1155 页 s怡。

E拾级］ shi·duo 画＠整理；归拢z 屋里～得整
整齐齐的。＠修理z ～钟表。＠〈口〉惩治z

他要是说瞎话，得狠狠地～他！
E拾荒E shihuang 画因生活贫困等原因而拾
取柴草、田地间遗留的谷物、别人扔掉的废品

等。
E拾金不昧l shijln-bumei 拾到钱财不藏起来

据为己有。
E拾零E shiling 画指把某方面的零碎的材料收

集起来（多用于标题）：赛场～。
E拾取E shiq心［到拾1①z 在海滩上～贝壳。
E拾趣E shiqu 画指把某方面的有趣的材料收

集起来（多用于标题）：峨眉～。

E拾人牙慧】 sh i renyahu i 拾取人家的只言片语
当作自己的话。

E拾物E shiwu 圈拾到的别人遗失的东西2 ～

招领处。

实拾食｜ shi I 1181 I 

E拾遗］ shiyi ＜书〉圈＠拾取他人遗失的东

西，据为己有2 夜不闭户，道不～。＠补充他
人所遗漏的事物：，＿丰｜阙。

E拾遗补缺】 shiyi-buqL陪同“拾遗补阙”。

E拾遗补阙E shiyi-bu』qu岳补充他人遗漏的事物

或缺失的地方。也作拾遗补缺。

E拾音器】 shiylnqi 圈电唱机中把唱针的振动
变成电能的装置。连在放大器上由扬声器发
出声音。也叫电唱头。

食 shi O 圈也～肉 1应多～蔬菜。如
指吃饭z ～堂｜废寝忘～。＠人吃的东西2

肉～｜面～！主～｜副～！消～l 丰衣足～。。

（～儿）圈一般动物吃的东西；饲料：猪～｜鸡没

～儿了 l鸟儿出来找～儿。＠供食用或调味用

的：～物 1～油 i～盐。＠月球运行到地球太
阳之间遮蔽了太阳，或地球运行到太阳月球之

间遮蔽了月球时，人所看到的日月亏缺或完全

不见的现象：日～ i月～。
另见 1242 页 si;1555 页 yi 0 

E食补E shibu 圈吃有滋补作用的饮食补养身三~
体：药补不如～。 三季

E食不甘味】 shibuganwei 形容心里有事，吃东

西都不知道滋味。

E食材】 shicai l苞做饭、做菜用的原材料。

E食道E shidao 圈食管。

E食分l shif，岳n 圈发生日食或月食时，日、月被

遮面E的程度。以太阳或月球的直径为单位来

计算，如日食的食分为 0.3，就是说太阳的直径

被月球遮住 3/100

E食古不化】 shig心－ buhua 指学了古代的文化

知识不善于理解和应用，跟吃了东西不能消化
→样。

E食管］ shigL』凸n 圈连接口困和胃的管状器官，食

物经口腔从日因进入食管，食管肌肉收缩蠕动把

食物送到胃里。也叫食道。（图见 1436 页
‘‘人的消化系统”）

E食积】 shijl 圈中医指因饮食没有节制而引起

的消化不良的病。症状是胸部、腹部胀满，吐

酸水，便秘或腹泻。

E食既】 shiji 圈日全食或月全食过程中，月球

阴影与太阳圆面或地球阴影与月球圆面第一
次内切时的位置关系，也指发生这种位置关系
的时刻。食既发生在初亏之后。参看 1188

页f食相t
E食英豌豆E shijia-wandou 圈→年生或二年
生草本植物，是豌豆的一个变种，嫩英是常见
蔬菜。原产欧洲。通称荷兰豆。

E食客】 shike 圈＠古代寄食在贵族官僚家
里，为主人策划、奔走的人。＠饮食店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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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食口l shikou 圈＠指家里吃饭的人。＠

〈方〉指牲畜的食欲z 新买来的这头小猪～好，

长得快。

E食粮E shiliang 圈人吃的粮食z ～供应。精神

～｜煤是工业的～o
E食量E shiliang 圆饭量，也指牲畜或其他动物

一次进食能吃的食物的量。
E食疗E shiliao 圈中医指通过饮食调养身体，

治疗狭病。

E食品l shipin IBJ 用于出售的经过加工制作的

食物g 罐头～！～公司。
E食品安全E shfpin anquan 指食品无毒、元害，

符合卫生标准，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危害。
E食谱E shfpu 圈＠介绍菜肴等制作方法的

书。＠制定的每顿饭菜的单子z 一周～。

E食亲财黑E shiqln-caih岳 i （方〉指人贪财自私，

爱占便宜a
E食甚E shishen 圈日偏食或月偏食过程中，太

阳被月球阴影遮盖最多或月球被地球阴影遮
盖最多时的位置关系s 日全食或月全食过程
中，太阳被月球阴影全部遮盖或月球完全运行
进地球阴影里而两个中心距离最近时，两者之

间的位置关系。也指发生上述位置关系的时
刻。食甚发生在食既之后。参看 1188 页I食

相1。
E食宿E shis1汪国吃饭和住宿2 ～费｜提供～。
E食堂;J shitang 圈机关、团体中供应本单位成

员吃饭的地方＝吃～｜到～打饭。
E食糖E shitang ~食用的糖，主要成分是庶
糖，有甜味，常见的有白糖、红糖、冰糖等。通
称糖。

E食物E shiwu 圈可供食用的物质（多指自然

生长的）。
E食物链E shiwulian 圈乙种生物吃甲种生物，
丙种生物吃乙种生物，丁种生物又吃丙种生
物……。这种一连串的食与被食的关系，叫作
食物链。草食动物吃绿色植物，肉食动物吃草

食动物，是最基本的食物链。
E食物中毒E shiwu zhangdu 因吃了含有有毒

或有害物质的食物而引起的疾病，一般症状是
呕吐、腹泻、腹痛、心血管功能障碍等。

E食相E sh ix iang IE] 日食（或月食）时，月球阴

影与太阳（或地球阴影与月球）的不同位置关

系，也指不同位置发生的时刻。全食时有初

亏、食既、食甚、生光、复圆五种食相；偏食时有

初亏、食甚、复圆三种食相。

E食性E shixing 圈。动物吃食物的习性。以

动物为食的叫肉食性，以植物为食的叫草食

性，以动物和植物为食的叫杂食性。＠指各

人对食物味道的爱好；口味。

E食言E shiyan ~不履行诺言；失信：决不～。
E食言而肥E shiyan ’ erfei 指为了自己占便宜
而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语本《左传·哀公二
十五年》：＇‘是食言多矣，能元肥乎！”）。

E食盐E shiyan IBJ 元机化合物，成分是氯化锅，
有海盐

晶体，有咸昧。用于制染料、玻璃、肥皂等，也
是重要的调味剂和防腐剂。通称盐。

E食蚁兽】 shiyish归国哺乳动物，体长 1 米

多，全身毛棕褐色，吻部尖长，呈管状，没有牙
齿，舌细长，能伸缩舔食蚂蚁、白蚁等。生活在
美洲热带地区。

E食用E shiyong I望做食物用2 ～油｜～植物。

E食油E shiy6u IBl 供食用的泊，如芝麻油、花生
油、菜油、豆油等。

E食础 shiyu 圈人进食的要求z ～不振｜适当

运动能促进～。
E食指E shizhi IBl 示指的通称。

E食菜英】 shizhuyu 圈落叶乔木，枝上多刺，羽

状复叶，小叶近披针形，花淡绿黄色。果实球
形，成熟时红色，可入药，也可提制芳香油。

brt啻 ,._, shi 0 白面损失；损伤；亏耗2 ～
工虫（触）本｜侵～i 腐～｜剥～。＠同哈”
⑥。

E蚀本l shi;;b品n ~赔本。

E蚀刻】 shike 圈利用硝酸等化学药品的腐蚀
作用来制造铜版、停版等印刷版的方法。

J宿 shi 见下。

E：阳器E shiqi IE] 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陶瓷

制品，多呈棕色、黄褐色或灰蓝色，质地致密坚
硬，跟瓷器相似。如水缸、砂锅等。
拓 shi 古代宗庙惯性的石匣

柑山 shi 带在墙上凿的鸡窝。
（蜡）

才培」』 shi 见下。

日飞re碍）另见 1198 页 shi"
E商萝】 shilu6 国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羽状复叶，花小，黄色，果实椭圆形。嫩叶可以
吃，籽实含有芳香泊，可制香精。

提 shi ＜书〉水清见底的样子。

霆 shi 0 ＜书〉放置。＠〈书〉此。＠见
1185 页“实”。 OCShf)圈姓。

钳 制圈倒鱼，体侧扁，背部黑绿
（焦畴）色，腹部银白色，眼周围银白色带

金光。鳞下脂肪丰富，肉鲜嫩，是名贵的食用



鱼。生活在海洋中，春季进入河流中产卵。

践自 由i ~~上指制 J类的动物。

" sh'f c 产）

史 shi 0 历史：～学｜近代～｜世界～！有～
以来。＠古代掌管记载史实的官。＠古

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中的第二类：

～书｜～部。 0 <ShD ［百姓。
E史部1 shibu !Bl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部
类。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叫乙部。
参看 1240 页【四部］。

E史册】 shice ['81 历史记录：名垂～｜载入～。
也作史策。

E史策］ shice 同“史册”。

E史官】 shiguan 圈古代朝廷中专门负责整理
编3赛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史实的宫。

E史馆E shigt』凸n ['8] 旧时指编篡国史的机构。
E史话】 shihua !Bl 叙述史事或某种事物发展
过程的以故事或漫笔等形式写成的作品（多用
于书名）：《太平天国～》｜《辞书～》。

E史籍E sh ij i I直历史书籍。
E史迹】 shiji !Bl 历史遗迹：革命～。
E史料E shiliao 圈历史资料：搜集～。

E史略】 shil（』在圈对历史的概要叙述（多用于

书名）：《中国小说～》。
E史评E shiping 圈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
E史前E shiqi6n 圈没有书面记录的远古z ～

时代｜～考古学。
E史乘］ shisheng ＜书〉圈史书。
E史诗E shishl 圈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
件的叙事长诗。

E史实E shishi !Bl 历史上的事实z 《二国演义》
中的故事，大部分都有～根据。

E史书E shishu 圈记载历史的书籍。
E史无前例】 shiwuqi6nli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g

前所未有。
E史学E shixue I写历史学。

矢1 shi 箭 2 流～｜飞～ l～徽 i有的放～。

矢2 shi ＜书〉发誓～口｜～志｜～忠（发誓尽
忠）。

矢3 shi ＜书〉同“屎”2 遗～｜蝇～。

E矢车菊E shich岳ju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
细长，叶子条形，花有蓝、紫、粉红、白等颜色。
供观赏。原产欧洲。＠这种植物的花。

脑史矢支家使［ shi shi l 刊的｜

E矢口］ shilφu 圃一口咬定：～否认｜～抵赖。

E矢量】 shiliang 画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

如速度、动量、力等。也叫向量。

E矢志E shizhi ＜书〉圈发誓立志z ～不渝｜～于

科学。
吏 shi ＜书〉同‘史，，

家 shi ＜书〉猪：狼奔～突

使 shi 0时遣；支使z ～唤 l～人去打听
消息。＠圈使用·～拖拉机耕地｜这支笔

很好～1～上点儿肥料。＠圈让；致使z 办事
～群众满意 i加强质量管理，～产品合格率不断

上升。。奉使命办事的人＝～节｜大～｜公～｜
特～。＠〈书〉圈假使；假如。

( f吏绊JL] shi;;banr ＜口〉圈＠摔跤时用腿或
脚绊住或勾住对方的腿或脚使跌倒。＠比喻

用不正当手段暗算别人：嘴上说话比蜜甜，暗
中～算计人。 II 也说使绊子。

E使不得E shi•bu•de 画＠不能使用z 这支笔主主

坏了，～｜情况改变了，老办法～。＠不行；不毛主三
可以 z 病刚好，走远路可～。

E使得】1 shi•de 圈＠可以使用z 这支笔～使

不得？＠能行；可以：这个主意倒～｜你不去如
何～T

E使得］2 shi·de 画（意图、计划、事物）引起一定

的结果：科学种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

高 1这个想法～他忘记了一切困难。
E使馆E shigu凸n !Bl 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家的办

公机关。外交使节是大使的叫大使馆，是公使
的叫公使馆。

E使坏】 shi;;huai ＜口〉画出坏主意；耍狡猾子

段：暗中～O
E使唤E shi• huan l虱＠叫人替自己做事z 孩子

大了，～不动了。＠〈口〉使用（工具、牲口等） : 
新式农具～起来很得劲儿｜这匹马不听生人～。

E使假］ sh!;; j的画以次充好；掺假z 掺杂～｜经

查，这批货里使了假。
E使节］ shijie 圈由一个国家派驻在另一个国
家的外交代表，或由一个国家派遣到另一个国
家去办理事务的代表。

E使劲E sh!;; jin （～儿）画l 用力：～划船｜我们俩

使足了劲儿才把这块石头搬开。
E使命E shiming 圈派人办事的命令，多指重

大的责任：历史～｜神圣～。
E使女1 shinu』国姆女。
E使然E shir6n ＜书〉圈（由于某种原因）致使这
样：他之所以离去，实为当时处境～。

E使团】 shitu6n !Bl 奉本国命令到别国办理事



｜刊90 I shl sh) I 使始驶屎士氏示

务的团体z 外交～o
E使性子】 shl xlng•zi 发脾气；任性：不要动不

动就～｜你可不能～胡来。也说使性。
E使眼色】 shl yanse 用眼睛向别人暗示自己

的意思z 他使了个眼色，我就明白了。
E使役E shly1 圈使用（牲畜）；驱使。
E使用l shlyong 画使人员、器物、资金等为某
种目的服务z ～干部｜合理～资金。

E使用价值E shlyong jiazhi 物品所具有的能
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如粮食能充饥，

衣服能御寒等。
E使者E shlzh岳圈奉使命办事的人（现多指外
交人员） 0

-Ith.. shl 0 最初s起头（跟“终”相对）：～干且｜

只口从～至终。＠开始①z 周而复～！不自今
日～！不知～于何时。＠〈书〉圃用法跟“才”
相同：会议昨天下午～告结束｜不断学习～能
进步。。（Shi) IBl 姓。

U台创l shlchuang 圃开始创立；最初创建g 乒

主 乓球运忖 19 世纪末。
U白发E shlfa 国（列车、汽车等）从行驶路线的
第一站发出：～车！～站｜列车正点～。

E始料不及E shlliaob1马ji （发生的事态）当初没

有预料到。也说始料未及。
U台料未及E shlliaow岳i j i 始料不及。
U台末E shimδIBl （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他
把这件事情的～对大家说了一遍。

E始才U shlye 画＠学业开始，特指大、中、小
学的各个阶段开始：春季～｜秋季～。＠职业
开始z 公司对新员工进行～培训。

U台终E shlzhong O I富指从开始到最后的整

个过程：贯彻～。＠圈表示从头到尾；一直z
～不懈｜～不赞成他的看法。

U台祖E shlz心圈＠有世系可考的最初的祖
先。＠称某一学派或某一行业的创始人。

U台祖鸟］ shlz心ni凸o 圈古脊椎动物，头部像
鸟，有爪和翅膀，稍能飞行，有牙齿，尾巴很长，
由多根尾椎骨构成，除身上有鸟类的羽毛外，

跟爬行动物相似。一般认为它是爬行动物进

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是原始鸟类，出现在你

罗纪。
E始作俑者】 shlzuoy凸ngzh品孔子反对用俑殉

葬，他说，开始用俑殉葬的人，大概没有后嗣了

吧！（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后泛指恶劣风气
的创始者。

驶… shl ~ 0 白等）飞快地跑：
（墩）急～而过。＠开动（车船等）＝驾

～！行～｜～向远方！轮船因故停～。
屎 shl O 圈从脏门出来的排泄物；粪z 拉

～。＠眼睛、耳朵等器官里分泌出来的东

西：眼～｜耳～。

E屎壳郎】 shl • kel6ng （口语里多读 shl•ke

long) ＜口〉圈蜕邮。

飞

Shi （产）

士 shi 0 古代指未婚的男子。＠古代介
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士人＝～

农工商。＠军人＝～兵！～气。＠某些国家军
人的一级，在尉以下：上～！中～ 1下～。＠指

某些技术人员·医～｜护～｜技～｜助产～。＠
对人的美称： :f!l ～｜勇～｜女～。 8 (Sh)) IBl 
姓。

E士兵】 shiblng 圈战士；兵o

E士大夫l shidafu 圈封建时代泛指官僚阶层，

有时也包括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E士官】 shiguan 圈军衔，在我国，士官从服役

期j荫的义务兵中选取，或者从军队院校毕业的
士官学员中任命，也可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

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士官的军衔分为三等
七级。

E士女E shinu O 圈古代指未婚的男女，后来
泛指男女。＠同“仕女”③。

E士气】 shiqi 圈军队的战斗意志，也指群众的

斗争意志：～旺盛｜鼓舞～。

E士人E shiren 圈封建时代称读书人。

E士绅】 shishen 画绅士①z 地方～。

E士卒E shizu IBl 士兵z 身先～。

E士族E shiz白白白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

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政
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

氏 shi 0 姓z 姓～｜张～兄弟（张氏指“姓张
的勺。＠旧时放在已婚妇女的姓后，通

常在父姓前再加夫姓，作为称呼：赵王～〔夫姓
赵，父姓王）。＠对名人专家的称呼：顾～（顾
炎武）《日知录》｜摄～温度计｜达尔文～。＠
〈书〉用在亲属关系字的后面称自己的亲属．
舅～（母舅）｜母～。 0 (Sh））圈姓。
另见 1677 页 zhl 。

E氏族】 shizu 圈原始社会由血统关系联系起

来的人的集体，氏族内部实行禁婚，集体占有
生产资料，集体生产，集体消费。也叫氏族公
社。
二二 shi 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使人知道；表
λj、示：告～｜指～｜显～｜暗～｜～意 1 ～范｜～
威｜～众。

E示爱】 shi ’ ai 圈表示爱慕之情：向意中人～ i
壮族青年常常用山歌向姑娘～。



E示波器E shiboqi 圈用来测验交流电或脉动
电流波形的仪器，由电子管放大器、扫描振荡
器、阴极射线管等组成。除观测电流的波形
外，还可以测定频率、电压等。

E示范E shifan 画做出某种可供大家学习的典
范z ～操作 l～作用。

E示好E shihao ［姐（用言行）表示友好z 百般
～｜用让步向对方～。

E示警E shijing 圈用某种动作或信号使人注
意（危险或紧急情况），鸣锣～｜以红灯～。

E示例E shili 0 画举出或做出具有代表性的
例子z ～说明。＠圈举出的例子z 实战～。

E示人】 shiren 画拿出来给人看z 秘不～｜他珍
藏的古董从不轻易～。

E示弱1 shiruo ~面表示比对方软弱，不敢较量
（多用于否定式） ：不甘～。

E示威E shiw岳1 圈＠为表示抗议或达到要求
而进行的显示自身威力的集体行动z 游行～l
静坐～。＠为威吓对方而显示自己的力量z
你不要向我～，我不怕你。

E示性式］ shixingshi ~表示含有官能团的化
合物分子的简化结构式，如乙醇、甲E蓝的示性
式分别为 CH, CH, OH 和 CH, C>CH, o 参

看 666 页I结构式］。
E示意E shiyi 圈用表情、动作、含蓄的话或图
形表示意思：以目～｜老师指了指门，～他把门

关上。
E示意图E shiyitu ［望为了说明内容较复杂的
事物的原理或具体轮廓而绘成的略图＝水利
工程～1人造卫星运行～。

E示指］ shizhT 圈紧挨着拇指的手指头。通称
食指。

E示众］ shizhong 面给大家看，特指当众惩罚

犯人z 游街～。
E示踪元素】 shizong-yu6nsu 用来显示或追踪
某种物质的运行和变化过程的同位素。也叫

标记元素。
世 shi O 人的→辈子： -ct一～

（：王是）＠画有血统关系的人相传而成
的辈分z 第十～孙。＠一代又一代：～交 i～
仇｜～谊 i～医。。指有世交的关系z ～兄｜～
叔。＠时代z 近～｜当～。＠社会；人问：问
～｜～人｜～道｜～上 1 公之于～。 0 CShi) I重
姓。

E世弊E shibi I望当代的弊病g社会上的弊病：

抨击～o

E世变E shibian 圈世间的变化、变故z 历经～。
E世仇J shich6u 画＠世世代代有仇的人或人
家。＠世世代代的冤仇。

主主J一旦~
E世传E shichu6n 圈世世代代相传下来z ～名

医。

E世代E shidai 圈＠（很多）年代＝那些格言不

知流传了多少～。＠好几辈子：～相传｜～务

农。
E世代交替E sh idδl jiaoti O 某些生物有性生
殖和元性生殖交替进行的现象。动物中如水

熄，植物中如藻类都有这种现象。＠指较年
轻的一代人替代年龄较大的→代人z 球队及

时完成了新老队员的～。

E世道E shidao 圈指社会状况z ～太平。

E世凤J shif岳ng 圈社会风气：～日下｜～淳厚。
E世故】 shigu 圈处世经验z 人情～l老于～。
E世故E shi•gu 圃（处事待人）圆滑，不得罪人2

这人有些～，不大愿意给人提意见。
E世纪］ shiji 圈计算年代的单位，一百年为一

个世纪。

E世纪末E shijimo 圈原指 19 世纪末叶，这个

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进入腐朽阶段，各方面潜伏

着危机，泛指某一社会的没落阶段。 雪E
E世家】 shijia ~ 0 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毛主三

做大官的人家2 名门～｜～子弟。＠《史记》中
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的世代编排。＠指以
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z 游泳～｜梨园～。

E世间E shijian f翻社会上$人间 z ～的事没有

一成不变的。
E世交E shijiao 圈。上代就有交情的人或人

家z 朱先生是我的老～ i 王家跟李家是～。＠
两代以上的交谊。

E世界E shij ie ~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切
事物的总和z ～观｜～之大，无奇不有。＠佛

教用语，指宇宙2 大千～。＠地球上所有地
方g ～各地｜周游～。＠指社会的形势、风气：
现在是什么～，还允许你不讲理？＠领域p人

的某种活动范围2 内心～｜主观～｜科学～｜儿
童～u

E世界观E shijieguan 国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

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
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对立，辩证法
的世界观和形而仁学的世界观相对立。辩证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
界观。也叫宇宙观。

E世界贸易组织J Shijie Maoyi zuzhl 世界性
的贸易组织。主要职责是规范、协调、促进世
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消除关贸壁垒，降低关
税，处理贸易纠纷等。 1995 年 1 月 1 日成立，

总部设在日内瓦。其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简称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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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世界时】 shijieshi 圈以本初子午线所在时区

为标准的时间。世界时用于无线电通信和科
学数据记录等，以便各国取得一致。也叫格林

尼治时间。

E世界市场E shijie shichang 国际间进行商品

交换的市场的总称。

E世界遗产E shijie yichan 人类共同继承的文

化和自然财产。特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

的世界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

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
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我国的故宫、长城、泰山、黄
山、昆曲等都被确认为世界遗产。

E世界银行】 Shijie Yinhang 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的通称。是联合国经营国际金融业务的专
门机构。成立于 1945 年 12 月。总部设在美

国的华盛顿。宗旨是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
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我国于 1980 年

加入该机构。

雪三三 E世界语】 Shijievu 圈指 1887 年波兰人柴门
雪三言 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创造的国

际辅助语，语法比较简单。

E世局E shiju 圈世界局势z ～动荡。
E世贸组织E Shimao Zuzhl 世界贸易组织的

简称。

E世面E shimian 画社会上各方面的情况z 见

过～（指阅历多）。

E世’情］ shiqing 圈。社会上的情况；世态人

情z 不懂～｜～冷暖。＠国际上的情况，指国

际形势、世界格局变化等。

E世人E shiren 圈世界上的人；一般的人。

E世上］ shishang 圈世界上；社会上z ～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

E世事］ shishi 圈世上的事z ～多变。

E世俗E shisu 画＠流俗：～之见。＠指人世

间（对“宗教”而言）：他厌倦了～的生活，决定

出家为僧。
E世态］ shitai 圈指社会上人对人的态度：～

人惰。
E世态炎凉］ shitai y也nliang 指有钱有势时就

有人巴结，元钱无势时就被人冷淡的世俗人

情。
E世外桃源】 shiwai拍oyuan 晋代陶潜在《桃

花源记》中描述了→个与世隔绝、没有战乱的

安乐而美好的地方。后借指不受外界影响的
地方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E世袭E shixi 画指帝位、爵位等世代相传。

E世系E shixi 圈指家族世代相承的系统。

E世兄E shixiong 圈旧时对辈分相同的世交

（如父亲的门生，老师的儿子）的称呼，对辈分
较低的世交也尊称作世凡。

E世医E shiyl IE] 世代为医的中医。

E世子E shizi 圈古代帝王和诸侯的儿子中确

定继承王位或爵位的。

E世族E shizu !El 封建社会中世代相传的官僚

地主家族。

仕 shi O 旧时指做官：出～＠时圈
姓。

E仕宦E shihuan ＜书〉圈指做官·～之家｜～子

弟。

E仕进E shijin （书〉［虱指做官而谋发展z 不求

~ 0 

Z仕女】 shinu !El 0 宫女。＠旧时指宫宦人
家的女子。＠指以美女为题材的中国画。也
作士女。

E仕途】 shitu （书〉圈指做官的道路：～多外｜

～得意。

市 shi O 画集中买卖货物的固定场时
场：米～｜菜～｜夜～｜上～。＠〈书〉买卖

货物。～惠。＠圈城市：～容！～民｜～区｜都

～。。圈行政区划单位，分直辖市和省辖市
等。设市的地方都是工商业集中处或政治、文

化的中心。＠属于市制的（度量衡单位） :~ 
尺！～升｜～斤。

E市标E shibiao 堕l 象征某个城市的标志。

E市’布l shibu ［画一种原色平纹棉布，质地比较

细密。

E市场E shich凸ng !El 0 商品交易的场所z 集

贸～。＠商品行销的区域：国内～｜国外～。

悲观主义的论调，越来越没有～。
E市场机制】 shichang jlzhi 市场经济体系中各

种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及其对资

源配置的调节功能，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

和流通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

E市场经济】 shichang jlngji 以市场作为资源

配置的基础，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国民经

济。
E市场调节】 shich凸ng tiaojie 以供求、价格、竞

争和利益分配等为手段，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
配置、调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中税正。

E市道］ shidao 圈市场价格的状况s行市2 ～

转暖｜～低迷。

E市电E shldian 圈指城市里主要供居民使用

的电源，电压一般是 220 伏，也有 110 伏的。



E市花l shlhua 画为某城市市民普遍喜爱、种
植并经确认作为该市象征的花。

E市话E shlhua ~市区电话。
E市徽】 shlhul 画一个城市所规定的代表这个

城市的标志。
E市惠］ shlhui （书＞ I盈买好儿；讨好。

E市价l shljia 圈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E市郊E shljiao 函城市所属的郊区。

E市井】 shljlng ＜书〉圈街市，市场①：～小人i
～之徒（含轻视意）。

C-1市俭E shlkuai 画本指买卖的中间人，后指唯

利是图的奸商，也指贪图私利的人2 ～习气。
E市况l shlkuang 圈市场的交易状况z 鲜花～
日益看好。

E市貌E shlmao ~城市的面貌z 美化市容～。
【市面l shlmian ~ 0 街上商店或摊点多的地
方2 ～上空房空地很少。＠（～儿）城市工商业
活动的一般状况：～繁荣｜～萧条。

E市民E shlmin 圈城市居民。
E市区】 shlqu 强属于城市范围的地区，→般人

口及房屋建筑比较集中。

E市容E shlr6ng ！组城市的面貌（指街道、房屋
建筑、橱窗陈列等）：这几年北京～更加壮观了。

E市声】 shlsheng 圈街市 t二瞠闹嘈杂的声音：
恬静的乡村没有那种扰人的～。

E市树】 shlshu 画为某城市市民普遍喜爱、种
植并经确认作为该市象征的树。

E市肆］ shlsl （书〉［画商店。
E市盈率】 shlyinglu ~股票每股市场价格与
每股收益的比值。是衡量股价高低和企业盈
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E市镇】 shlzhen 圈较大的集镇。
E市政l shlzheng 圈城市管理工作，包括工商
业、交通、公安、卫生、公用事业、基本建设、文

化教育等。
E市值E shlzhi ~I 按照现时的市场行情计算的
价值：这所老房子～至少数百万元 l他拥有的
个人股份～有七十多万元。

E市和tll shlzhi ~单位制的→种，以米制为基
础，结合我国人民习用的计量名称制定。长度
的主单位是市尺，质量的主单位是市斤，容量

的主单位是市升。

---J.l. sh l 0 样式z 新～ 1 旧～！西～｜男～｜女

.:C＼～。＠格式＝程～｜法～。＠仪式；典礼：
开幕～｜毕业～ l 阅兵～。＠自然科学中表明

某种规律的一组符号·分子～l方程～。＠圈

一种语法范畴，表示说话者对所说事情的主观
态度。如叙述式、命令式、条件式。

E式微】 shiw岳i 〈书〉画画原为《诗经－~耶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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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借指国家或世族衰落，也泛指事物衰落：
家道～｜制造业日趋～。

E式样E shiyang 圈人造的物体的形状＝各种

～的服装｜楼房～很美观。
E式子E shi •zi 圈＠姿势：他练的这套拳，～摆

得很好。＠算式、代数式、方程式等的统称。

』fl\ I shi 见下。
“纯另见 1242 页 si 。

E似的】 shi·de 回用在名词、代词或动词后面，

表示跟某种事物或情况相似z 像雪～那么白｜

乐得什么～ i仿佛睡着了～。也作是的。

势 4 shi 0 势力 z 权～ 1 人多～众！仗
（势）～欺人。＠一切事物力量表现出

来的趋向 z 来～｜～如破竹。＠自然界的现象

或形势：山～l地～｜水～。＠政治、军事或其
他社会活动方面的状况或情势：局～｜大～所

趋。＠姿态：手～｜姿～。＠雄性生殖器2 去
~ 。

【势必E shibi 国根据形势推测必然会怎样g 不

努力学习，～要落后。 主重矗
【势不可当】 shibulφdang 来势ill猛，不可抵王三三

挡。也说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shibuk岳d凸ng 势不可当。

E势不两立】 shibuliangli 指敌对的事物不能同
时存在。

【势均力敌l shijun-lidi 双方势力相等，不分高

低。
E势力E shill ~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
量：～强大 l保守～。

【势利】 shi·li 圆形容看地位、财产分别对待人

的表现（含贬义）：～眼｜～小人｜这个人看人下
菜碟，很～。

E势利眼】 shi· liyan O ~作风势利。＠画作
风势利的人。

E势能E shineng ~相互作用的物体由于所处
的位置或弹性形变等而具有的能量。如水的
落差和发条做功的能力都是势能。旧称位能。

【势派】 shi· pai （～儿）〈方〉圈＠排场；气派：
讲～｜好大的～。＠形势；情势。

E势如破竹】 shirupozhu 形势像劈竹子一样，
劈开上端之后，底下的都随着刀刃分开了，形
容节节胜利，毫元阻碍。

【势态E shitai 圈态势；情势z ～严重。

E势头E shi • tou （口） [El 形势3情势z 他一看～
不对，转身就走 i最近生产～很好。

E势焰l shiyan 圈势力和气焰（含贬义）：～万

丈｜～熏天 1～可畏。
E势在必行】 shizaibixing 指某事根据事物的

发展趋势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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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shi 0 （～儿）圈事情z 婚～ 1 新人新～｜
这～儿容易办。＠（～儿）圈事故z 出～！

平安无～｜别怕，什么～儿也没有。＠（～儿）圈

职业；工作：谋～｜找～儿。＠圈关系或责任2
回去吧，没有你的～了。＠〈书〉侍奉z ～父母

至孝。＠从事z 大～宣扬｜不～劳动｜无所～
事。

E事半功倍E shiban-gongbei 形容花费的气力

小，收到的成效大。
E事倍功半】 shibei-gongban 形容花费的气力

大，收到的成效小。
E事必躬亲l shibig6ngqln 不管什么事一定亲

自去做。
E事变l shibian 圈。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
变化，特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

七七～｜西安～。＠泛指事物的变化z 找出周
围～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E事出有因l shichu 忡uyln 事情的发生有它的

原因。

E事典l shidian !El O ＜书〉专门辑录有关礼制
事件的类书。＠指辑录某方面事物的工具
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

E事端E shiduan 圈纠纷z 挑起～。

E事故l shigu 画意外的损失或灾祸（多指在生
产、工作上发生的）：工伤～｜责任～ i 防止发生

~ 。

E事过境迁E shiguo-jingqian 事情已经过去，

客观环境也改变了。
E事后E shihou 圈事情发生以后，也指事情处

理、了结以后z ～方知其中真相｜事先周密考

虑，～认真总结。
E事机E shijl 圈＠需要保守机密的事情2 ～败

露。＠情势；行事的时机z 延误～。
E事迹E shiji IE] 个人或集体过去做过的比较重

要的事情：生平～｜模范～。
E事假l shijia 圈因办理个人的事而请的假。
E事件E shijian 圈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
平常的大事情z 政治～｜突发～。

E事理l shilT 圈事情的道理z 明白～｜不合～。

E事例l shill 圈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做例子的

事情s 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E事略l shil（油画传记文体的一种，概述人物

的生平事迹。
E事前E shiqian !El 事情发生以前，也指事情处
理、了结以前z ～一无所知｜～做好充分准备，
免得到时忙乱。

E事情E shi•qing IE] 0 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
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多，忙不过来。

＠事故；差错z 不能马虎，出了～就麻烦了。＠

职业；工作：在公司里找了一个～。
E事权l shiquan 函处理事情的权力；职权。
特指各级政府对所属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行

使的行政管理权力。
E事实】 shishi IE] 事情的真实情况z ～胜于雄

辩｜传闻与～不符。

E事态E shitai 圈局势；情况（多指坏的〉：～严

重｜～扩大｜～有所缓和。

E事体】 shitT ＜方〉函。事情②g 出了啥～？
＠事情③z 托朋友寻个～做。

Z事务E shiwu 函。所做的或要做的事情s ～
繁忙。＠总务z ～员｜～工作。

E事务所l shiwus畸型专门承办、经营某种业

务的机构或处所z 律师～｜商标～。
E事务主义E shiwu zh心yi 没有计划，不分轻

重、主次，不注意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教育，
而只埋头于日常琐碎事务的工作作风。

E事物E shiwu 圈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
象。

E事先l shixian 圈事前：这件事～我一点儿也

不知道。
E事项l shixiang 圈事情的项目；一项一项的

事情z 注意～。
E事业】 shiye 圈。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

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

动：革命～｜科学文化～｜～心｜共产主义～。＠
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

经济核算的事业（对“企业”而言）：～费｜～单
位。

E事业单位E shiye danwei 我国指接受国家或
地方财政拨款，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
活动，具备法人条件的社会服务组织。

E事由 shiyi 圈关于事情的安排、处理（多用

于公文、法令）：商谈呈递国书～。
E事由E shiy6l』圈。事情的原委·把～交代明

白。＠公文用语，指本件公文的主要内容。＠
（～儿）指借口 s理由＝找个～离开会场。＠

（～JL）（方〉职业；工作：找个正经～儿干。

E事与愿违】 shiy的uanw岳l 事情的发展跟主

观愿望相反。
E事在人为l shizairenwei 事情能否成功，取决

于人是否努力去傲。
E事主E shizhu 圈＠某些刑事案件（如偷窃、

抢劫等）中的被害人z ～已经报案。＠旧时指
办理婚丧喜事的人家。

f寺 shi 0 陪伴侍候2 服～｜～立。 8 (S 
I 圈姓。
E侍从E shic6ng 画指在皇帝或官员左右侍候

卫护的人。



E侍奉E shifeng 圈侍候奉养（长辈） ：～父母｜

～老人。
E侍候E shit、凸u 画服侍＝～父母 l～病人。

E侍郎l shilang 画古代官名，明清两代是中央
政府各部的副长官，地位次于尚书。

(1寺立E sh iii 圈指恭敬地站在上级或长辈左右
侍候z 垂手～。

E侍弄】 shinong ＜方〉［副＠经营照管（庄稼、家
禽、家畜等）＝～猪｜把荒地～成了丰产田。＠
摆弄；修理z ～锄头｜～机器。

E侍女E shinu 圈旧时供有钱人家使唤的年轻

女子。
E侍卫E shiwei O ［司卫护。＠圈在帝王左右
卫护的武宫。

E侍养E shiyang 画奉养2 ～老人。
E侍应生】 shiyingsh岳ng ~旧时指餐饮、旅馆
等行业的服务员。

E侍者】 shizh昌圈侍候人的人，也特指旅馆、饭
店中接待顾客的人。

饰 u shi 0 装饰2 修～｜润～｜涂～
用（贵阳）＠提到旬：～词 l 文过～非。＠装
饰品：首～｜衣～｜窗～。。圈扮演：他在京
剧《空城计》里～诸葛亮。

E饰词】 shici 圈掩蔽真相的话3托词。

E饰品E shipln 回饰物：黄金～。
E饰物E shiwu 圈。首饰。＠器物上的装饰

品，如花边、流苏等。
E饰演E shiy凸n ［到扮演：～主角。

~__p. 、伞，、 shi O 圈试验；尝试：～行｜～
1'1\ （前）航！～制｜你去～～ l先这么～一下
看，再做决定。＠考试2 ～题｜～场｜～卷｜口

～｜笔～｜初～｜复～。
E试笔E shibl 匾］试着写作或写字作画：新春

。

E试表l shi;;bi凸o 圈用体温计测试体温：给病

人～｜孩子烧得厉害，赶快试试表。
E试播】1 shib6 ~副新种子、新播种方法推广前，
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性播种，以检验其质量
和效果。

(i甜甜2 shib6 圈＠新建立的广播电台或电

视台进行试验性播放，以检验设备的性能是否
合乎要求。＠节目正式播放前为听取意见先

在一定范围内播放。
E试场］ shich凸ng 圈考场。

E试车E shi;;ch岳［司机动车、机器等在装配好

以后，正式使用之前，先进行试验性操作，看它

的性能是否合乎标准。
E试错E shicuo 圈指在不能确定解决问题的

办法是否正确时，通过不断尝试来排除错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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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创业要勇于～。

【试点l shidian O 圈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

前，先做小型试验，以便取得经验＝先～，再推

广。＠圈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前做小型试验

的地方z 选三个单位作为改革的～。

【试电笔E shidianbT 圈检测电源相线是否带

电或电气设备是否漏电的工具，形状像自来水
笔，笔尖由金属制成，笔中有电阻和小灯泡。
检测时，笔尖接触电源相线或电气设备上一
点，并使试电笔和人体形成一个回路，如小灯
泡亮了，就证明其带电或漏电。也叫电笔。

E试飞，］ shifei 画＠飞机在正式使用前进行试

验性飞行，用来检查飞机的设备和验证飞机的
性能等。＠飞机沿着正式使用前的航线飞

行。
E试岗E shi;;g凸ng 画在某个工作岗位先试着

工作一段时间，以考察是否适合这一岗位。
【试工E shi;;g6ng ［到（工人或佣王）在正式被
录用之前试做一个短时期的工作，以考察是否

适合这一工作。 是重三三
【试管】 shiguan ti氢化学实验用的圆柱形管，管三军三

底半球形或圆锥形，→般用玻璃制成。

【试管婴儿E shigL』凸n ylng ’ er 指体外受精成功

后，受精卵在试管或器皿中培育一段时间再移

入妇女子宫内发育诞生的婴儿。
【试航E shihang ［到飞机、船只等在正式航行前
进行试验性航行。

【试婚•l shi;;hu『1 圈男女双方在结婚前按婚姻

生活方式同居，考察相处的和谐程度，以决定
最终是否结婚。在我国试婚不受法律保护。

E试机l shi;; jl 圈机器正式使用前进行试验性

操作，看它的性能是否合乎要求：新建成的水

电站将～运行。
E试剂E shiji [Elf，故化学实验用的化学物质，一

般对纯度要求较高。

E试金石l shijlnshi 圈＠通常指黑色坚硬致

密的硅质岩石。用黄金在试金石上画一条纹
就可以看出黄金的成色。＠比喻精确可靠的
检验方法和依据。

E试镜E shi;; jing ［到拍影视片挑选演员时，先
让候选人拍摄一些镜头，以确定是否适合所扮
演的角色＝首次～即被选中。

E试卷】 shijuan ~望考试时提供给应试人写答

案或应试人已经写上答案的卷子。
E试看】 shikan 圈试着看看；请看z 军民团结

如一人，～天下谁能敌。
E试手E shi;;shou c～儿）画＠试工。＠试做z

先试试手，体验一下。

E试水E shi;;shuT 自由＠水利工程、水暖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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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使用之前，先放水进行试验性操作，看它
的性能和质量是否合乎要求。＠试探水的深
浅、冷暖等，泛指进行尝试、试探：一些厂家谨

慎～，小批量生产。

E试探E shitan 调试着探索（某种问题）·～找

出解决问题的更为妥善的办法。
E试探】 shi ·tan 国用含义不很明显的言语或
举动引起对方的反应，借以了解对方的意思：

先～一下他的口气。
E试题］ shiti l~ 考试的题目。

E试图l shitu 画打算：～闯出一条新路。
E试问E shiwen 画试着提出问题（用于质问对

方或者表示不同意对方的意见h ～你这么说
有什么根据？

E试想E shixi凸ng ［司试着想想（用于质问）：～

你这样做会有好的结果吗？
E试销E shixioo ［~新产品未正式大量生产前，
先试制－部分销售，征求用户意见和检验产品
质量：产品～后反映良好。

三矗 E尚可 shixing 画实行起来试试z 先～，再推
三三差~ 广｜这项措施已经～了半年。

E试验l shiy。『1 画＠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

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z ～新机器｜新办
法～后推广。＠旧时指考试。

E试验田E shiy也nti6n IE] 0 进行农业试验的

田地。＠借指试点。
E试用l shiyong 晴在正式使用以前，先试一

个时期，看是否合适z ～品｜～本｜～期｜～人

员。
E试纸］ shizhT 圈用指示剂或试剂浸过的干燥

纸条，用来检验溶液的酸碱性和某种化合物、
元素或离子的存在。如石草草试纸、腆化饵淀粉

试纸等。
E试制E shizhi E面试着制作z 新产品～成功。
」』ITT shi 0 
视（棍、“哧、＠叫民）看z ～
力｜～线｜近～｜熟～无睹。＠看待＝轻～｜重
～｜藐～卜，为知已！一～同仁。＠考察z ～察｜
巡～｜监～。。（Shi）圈姓。

E视差E shicho !El 直接用肉眼观测时产生的误

差。
E视察E shich6 圈。上级人员到下级机构检

查工作。＠察看：～地形。
E视日昌l shichang ［噩边看乐谱边唱出来z ～练

习［～新歌。
E视窗E shichuong 圈＠窗口⑤。＠比喻反
映或展示某种信息的事物或地方：投资～｜科
普～c

E视点E shidian 圈观察或分析事物的着眼点z

作者的～比较独特，文章很有新意。
E视而不见】 shi ’自rbujian 尽管睁着眼睛看，却

什么也没看见，指不重视或不注意。

E视感E shigan 哩！眼睛看上去的感觉2 ～舒

适。
E视角E shiji凸0 ［~0 由物体两端射出的两条

光线在眼球内交叉而成的角。物体越小或距
离越远，视角越小。＠摄影镜头所能摄取的
场面上距离最大的两点与镜头连线的夹角。
短焦距镜头视角大，长焦距镜头视角小。＠

指观察问题的角度z 影片以久居闹市的青年人
的～反映了山区人民的文化生活。

E视界】 shijie 圈视野；眼界z 船刚转弯，几点灯

火进入～｜参观了科技新成果展览，～大开。

E视觉】 shijue !El 物体的影像刺激视网膜所产

生的感觉。
E视力E sh iii l亘在一定距离内眼睛辨别物体形

象的能力 z ～弱｜保护～。也叫目力。

E视盘］ ship6n ~视频光盘或数字视频光盘
的简称。

E视盘机】 ship6nfl 圈一种放像设备，用激光
光束将光盘上存储的数字视频和伴音信息读
出并转换为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根据记录
密度和格式的不同，可分为 VCD 和 DVD

等。有的地区叫碟机。

E视频】 shipin 圈在电视或雷达等系统中，图

像信号所包括的频率范围，一般在零到几兆赫

之间。

E视频电话］ shipin dianhua 可视电话。

E视频光盘l shipin guongp6n 一种只读型光

盘，可以存储图像信息。制作时，把记录的视
频和音频等信号加以转换处理，主itl录在光盘

上。通过视盘机播放，再现动态的图像和声

音。简称视盘。
E视屏E shiping 圈指显示屏；荧光屏。
E视若无睹E shiruowud心虽然看了却像没有

看见一样，形容对所看到的事物漠不关心。

E视神经】 shishenjlng !El 第二对脑神经，由间
脑的底部发出，末端分布成眼球的视网膜。能

把视觉的剌激传递给大脑皮质的视觉中枢。
（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E视事E shishi （书〉［蕴指宫吏到职开始工作：

就职～。

E视死如归l shisT-rugul 把死看作像回家一样，

形容不怕死。

E视听E shitlng IE] 看和昕的范围；看到的和听

到的事情g 组织参观，以广～｜混淆～。

E视同E shit6ng 圃看作（跟）……一样；当作z

～路人｜～儿戏。



E视图E shitu 圈根据物体的正技影绘出的图
形。

E视网膜E sh1wongm6 IE 眼球最内层的薄膜，
由神经组织构成，外面跟脉络膜相连，里面是
眼球的玻璃体，是接受光线刺激的部分。（图
见 1509 页“人的眼”）

E视线l shixian 圈。用眼睛看东西时，眼睛
和物体之间的假想直线。＠指注意力z 转移

~ 。
E视野E shiv岳圆眼睛看到的空间范围；眼界z

～宽广｜开阔～。

E视域E shiyu ~指视野z 具有国际～｜社会考
察使大家的～开阔了不少。也作视阂。

E视阀E shiyu O 画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
最低限度的剌激强度。＠同“视域”。

E视障E shizhang 画视觉障碍，指弱视或全盲
等。

拭 shi 鹏拂～l～泪。

E拭目以待E shimuyidai 擦亮眼睛等待着，形

容殷切期望或密切关注事态的动向及结果。
哇拴 ... shi O ＜书〉出赁；出借。＠〈书〉
页（置）献。＠〈书〉宽纵；赦免。。

(Shi) 圈姓。

E责器店E shiqidian ＜方〉画出租婚丧喜庆用
品的铺子。
柿 … shi 酬树，落叶乔木，品种很

了梯）多，叶子椭圆形或倒卵形，花黄臼
色。结浆果，扁圆形或圆锥形，橙黄色或红色，

可以吃。
E柿饼E shibing 圈用柿子制成的饼状食品。
E柿霜E shishuang 圈柿子去皮晾干后，表面
形成的霜状粉末，味道很甜，可入药。

E柿子］ shi•zi 圈＠柿树。＠柿树的果实。

E柿子椒E shi·zijiao 圈＠辣椒的一个品种。果
实近球形，略扁，表面有纵沟，味不很辣，略带
甜味，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也叫青椒。

S shi 0 见 1197 页“是”。＠用于人名，

王E 赵里，南宋端宗。
是1 shi 0 圈对面确町’相

（＂＂铃皇）对），一无～处｜自以为～｜实
事求～｜你说得极～｜应当早做准备才～。＠
〈书〉认为正确＝～古非今｜深～其言。＠匾国
表示答应的词：～，我知道｜～，我就去。＠
CShi) 圈姓。

是2 s 1 （书〉团指示代词。这；
（＂＂赞皇）这个z 如～｜由～可知｜～可

忍，孰不可忍？｜～日天气晴朗。

视拭责柿虽是峙适 l shi ｜刊91 I 

是3 shi rniJl 0 联系两种事物，表
（ω里）明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前者

的种类、属性s 《阿 Q正传》的作者～鲁迅｜节约

～不浪费的意思。＠与“的”字配合使用，有分
类的作用：这张桌子～石头的 i那瓶墨水～红
的！我～来看他的。＠联系两种事物，表示陈

述的对象属于“是”后面所说的情况s 他～一片

好心｜咱们～好汉一言，快马一鞭 l院子里～冬

天，屋子里～春天。＠表示存在，主语通常是
表处所的词语，“是”后面表示存在的事物z 村

子前面～一片水回｜他跑得满身～汗。＠“是”
前后用相同的名词或动词，连用两个这样的格

式，表示所说的几桩事物互不相干，不能混淆z
去年～去年，今年～今年，你当年年一个样
哪！ I说～说，做～做，有意见也不能耽误干
活儿。＠在上半句里“是”前后用相同的名词、

形容词或动词，表示让步，含有“虽然”的意思：
诗～好诗，就是长了点儿｜东西旧～旧，可是还能

用 l我去～去，可是不在那儿吃饭。＠用在句
首，加重语气：～谁告诉你的？ I ～国防战士，三矗三
日日夜夜保卫着祖国，咱们才能过幸福的日子。专里量
＠用在名词前面，含有“凡是”的意思（：～有利

于群众的事情他都肯干。＠用在名词前面，含
有“适合”的意思z 他想的很～路！这场雨下得
～时候l东西放得不～地方。＠用在选择问
句、是非问句或反问句里z 你～吃米饭～吃
面？ I你～累了吗？｜他不～走了吗？⑩（必须
重读）表示坚决肯定，含有“的确、实在”的意
思g 我打听清楚了，他那天～没去！这本书～
好，你可以看看。

C圣的E shi·de 同“似的”（shi •de) 0 

E是凡l shifan ＜方〉圃凡是。

E是非E sh if岳i 圈＠事理的正确和错误2 明辨
～｜～曲直。＠口舌①z 惹起～｜搬弄～。

E是非窝E shifeiw6 ~指矛盾、纠纷多的地方。
E是否E sh if凸u 圈是不是：他～能来，还不一
定。

【是个JL] shi;;ger ＜口〉画是对手z 论干力气

活儿我不是他的个儿｜跟我下棋，你～吗？

【是味JL] shi;;weir ＜口〉匾。（食物等）味道
正；合口味。＠（心里感到ij）好受 g舒服2 听到
这些风言风语，他心里很不～。

E是样， Ll shi;;yangr ＜口〉圃样式好看z 衣服
做得很～。

峙 shi 繁峙附协地名，在山西。
另见 1690 页 zhi 0 

平司工 1 shi ＠适合z ～口｜～用。＠
足（遍）恰好s ～得其反 l～可而止。＠
舒服z 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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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巳2 、 l sh) 〈书〉＠去：往z 无所～从。

工且（遁）＠出嫁：～人。
另见 767 页 kuo 。

E毒才］ shic6i 画刚才（多见于早期白话）。
E重当E shldang ~合适；妥当 z 措辞～｜～的
机会i 由他去办这件事再～不过了。

E莲得其反E shide-qifan 结果跟希望正好相反。

白度E shidu 画程度适当z 繁简～。
由逢其会E shifeng-qihui 恰巧碰到那个时机。

E适合E shih自~符合（实际情况或客观要求）．
过去的经验未必～当前的情况。

E垂婚E shihun ~属性词。（年龄和身心方面）
适合结婚的z ～青年。

C主可而止E shik岳’在rzhi 到了适当的程度就停

止，指做事不过分。
E孟口E shilφu F回适合口味：还是家乡菜吃起
来～。

E适量l shiliang E园数量适宜z 饮酒要～。

E孟龄］ shiling E回属性词。年龄适合某种要求
的（多指入学年龄和兵役应征年龄）：～儿童都

已入学｜～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E适时E shishi 圈适合时宜；不太早也不太晚：

播种～｜～收割。
E孟销E shixioo rn!ll C商品）适合于消费者需要，
卖得快z 产品～对路。

E毒宜E shiyi 回合适；相宜3 浓淡～！气候～l

应对～。
E适意】 shiyi 庄园舒适z 微风徐徐，～极了。
白应］ shiying 画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 :~ 

环境。
U重用l shiyong 圃适合使用：这套耕作方法，

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完全～。
E孟于E shiyu 画对某种情况适合2 饭后不～
做剧烈运动。

E孟值E shizhi ＜书〉圈恰好遇到 z 上次赴京，～
全国运动会开幕。

mi中l shizhong 圈＠既不是太过，又不是不

及z 冷热～｜身材～。＠位置不偏于哪一面：

地点～。
二 shi 固有机化合物，溶于水，遇热不凝
月4、固，是食物蛋白和蛋白陈的中间产物。
恃 shi 依赖；倚仗z 有～无恐

（·恃才傲物E shic6i-aowu 依仗自己的才能而

骄傲自大，轻视旁人（物z 众人） 0
E恃强凌弱E shiqi6ng-lingruo 倚仗强势欺凌
弱小者z 国与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待，不能～。

室 shi O 圈屋子：教～l 卧～｜休息～｜～
外。＠圈机关、工厂、学校等内部的工作

单位．档案～ 1 图书～。＠妻子：妻～｜继～。

＠家；家族：十～九空｜皇～。＠器官、机器等
内部的空腔：脑～i心～。＠二十八宿之一。

E室颤】 shichan 圈心室由正常跳动转为快而

不规则乱颤的症状，是一种严重的心律失常。
E室内剧】 shineiju 圈指一般在摄影棚内摄制
完成的电视剧，多为电视连续剧。

E室内乐E shineiyue 圈原指西洋宫廷内演奏
或演唱的世俗音乐，区别于教堂音乐，现泛指

区别于管弦乐曲的各种重奏、重唱曲或独奏、

独唱曲。

E室女l shinu 圈旧时称未结婚的女子。
E室女座】 shinuzuo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参看 573 页i黄道十二宫~o
、已 shi 0 （时间、水流等）过去：岁月易～！
』在L ～去的时光。＠死亡：病～｜永～！长～。

E逝世】 shishi 画去世（含庄重意）。

兰f芷」ιa shi O ＜方＞ IZWl 移植（秧苗） :~ 
目？（碍）秧。＠〈书〉栽种z ～花弄草。＠

CShi) 圈姓。

另见 1188 页 shL

拭 shi 古代占阔的器具。

轼… shi 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
（轼）木。（图见 156 页吐古的车”）

乡市 shi t8l 金属元素，符号 Ce。是
用（卸）一种稀土元素。铁灰色，质较软，
化学性质活泼。用作还原剂、催化剂，也用来

制合金等。

献 shi ＜书〉舔z 老牛～核｜师～痒。

E古氏楼情深E shidu-qingshen 像老牛舔小牛楼

一样，形容对子女关心、疼爱的感情非常深。
E古氏婷】 shizhi ＜书〉国舔别人的烤疮（语出《庄

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痛溃痊者得

车一乘，百氏烤者得车五乘勺。比喻元耻的泊媚

行为。
、同 、 shi ＜书〉订正。
1是（旨是）
祺 shi ＜扣除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

～君｜～父。

释1 ～ shi 0 解释：～义｜注～。＠
（翠）消除g ～疑 l 冰～。＠放开；放

下z ～手｜手不～卷｜爱不忍～。＠释放z 开

～｜保～。

重-q2 ~－ Shi 0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梓（辉）的简称，泛指佛教： ~fl I ～家 i
～子。＠圈姓。

E释典】 shidian ~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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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释读E shldu 圈考证并解释（古代语言文字
等），也泛指解读2 ～战国文字 i对地方政府的
法令进行～。

E释法） shlf凸圃对法律、法规条文进行解释：
由立法机关～。

E择放］ shifang 圈＠恢复被拘押者或服刑者
的人身自由：～战俘｜刑满～。＠把所含的物
质或能量放出来：这种肥料的养分～缓慢｜核
反应堆能有效地～核能。

E释怀E shihu6i 画（爱憎、悲喜、思念等感情〉
在心中消除（多用于否定式）：无法～｜久病在
床的母亲让他挂念，难以～。

E释教E Shijiao 圈佛教。
E释然） shir6n ＜书〉圃形容疑虑、嫌隙等消释
而心中平静。

E释文E shlwen IE 用来解释文字、词语的文
字：～力求简明。

E释疑E shiyi 画解释疑难；消除疑虑2 ～解难｜
～消嫌。

E释义E shiyi O 圈解释词义或文义2 不要随
文～。 81E 用来释义的文字：～简洁。

E释藏】 Shizang 圈佛教经典的总汇，分经、律、
论三藏，包括汉译佛经和中国的一些佛教著

述。
E释子E shizi ＜书〉画出家的佛教徒，多指和尚。
'..).l.. shi 0 君主时代帝王、贵
匾（益、拉）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
事迹所给予的称号。例如齐宣王的“宣气楚庄
王的“庄”；诸葛亮溢“忠武”，岳飞溢“武穆气～

号 l 恶～。＠〈书〉称（作）；叫（作）：～之为保

守主义。

提 shi ＜书〉灵剧情。
另见 1286 页 ti 。

嗜 shi 特别爱好：～好｜～酒。

E嗜好E shihao 圈特殊的爱好（多指不良的） : 
他没有别的～，就喜欢喝点儿酒。

E嗜癫之癖E shijiazhlpi 《南史·刘穆之传》z“穆
之孙笆，性嗜食疮癫，以为味似镀鱼。”后来用
“嗜癫之癖”借指人的乖僻嗜好，也用“嗜癫成

癖”泛指形成乖僻嗜好。
E嗜血E shixue 圃＠特别爱吸血·～杆菌。＠
用于比喻，形容人凶残成性2 ～成性的匪徒。

E嗜锢 shiyu IE 指耳目口鼻等方面贪图享受
的要求。

篮 shi 古代用普草占卡 z 卜。

誓制＠圈表示决心依照说的话实行；发
誓＝～师｜～不罢休｜～为死难烈士报仇。

＠圈表示决心的话z 宣～｜起～｜发个～。
E誓不两立J shibuliangli 发誓不跟对方同时存

在，形容双方矛盾或仇恨很深，无法化解或调

和。
E誓词E shici 圈誓言。
E誓师） shishl 圈军队出征前，统帅向将士宣
示作战意义，表示坚决的战斗意志，也指群众

集会庄严地表示完成某项重要任务的决心z
～大会。

E誓死E shisi ［副立下誓愿，表示至死不变g ～

不屈。
【誓言】 shiy6n 组宣誓时说的话z 立下～。
E誓愿E shiyuan 圈表示决心时许下的心愿z
发～。

E誓约E shiy回国宣誓时订下的必须遵守的条
款。

黄 shi O ＜书〉盛大的样子。＠川圈
姓。

『的介 shi 咬z 吞～｜反～。

画体E 圳时圈病毒的一类，能侵入细菌主
体内，并在其中大量繁殖使细菌裂解。某一种专E

噬菌体只能对相应的细菌起作用，例如伤寒杆
菌噬菌体只能使伤寒杆菌裂解。

E噬脐莫及】 shiqi-moji 《左传·庄公六年ν若

不早图，后君噬齐（齐z 同‘脐勺，其及图之乎？”

杜预注：“若啃腹齐，喻不可及。”意思是咬自己

的肚脐是够不着的，后来用“噬脐莫及”比喻后
悔莫及。

、、结 shi ＜书〉水边。
1/1民

整 shi ＜书〉萤包zh

E赘针E shiz「1岳n 圈蜜蜂、胡蜂等尾部的毒肃u.
尖端有倒钩。

横 shi 见 100 到酬。

·sh i c ·产）
县~ ·shi 见1山页【钥匙］。
具巳！：：.另见 176 页 chi 。

殖 •shi 见4叫骨剧。
另见 1683 页 zhi 。

shou ＜产又）

收 S OU ill!)] 0 把外国的事物拿到
（ ~q叉）里面；把摊开的或分散的事物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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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z ～拾｜～藏｜～集｜～篷｜衣裳～进来了没有？

＠取自己有权取的东西或原来属于自己的东
西＝～回｜～税｜没～ l～复｜～归国有。＠获得
（经济利益）：～入｜～益｜～支。。收获；收割2

～成 l秋～｜麦～｜今年早稻～得多。＠接；接
受g容纳 g ～报｜～留｜～容 i～礼物｜～徒弟。。
约束；控制（感情或行动）：～心｜我的心像断
了线的风筝似的，简直～不住了。＠逮捕；拘

禁z ～监｜～押。＠结束；停止（工作） ：～工｜

～操｜～场。

E收报E shot』11bao 画用元线电或有线电等装
置接收发报者发出的信号：～员。

E收编E shoubian 圈收容并改编（武装力量）：

～起义部队。

E收兵E shot』F bing 圈。撤回军队，结束战
斗g 鸣金～。＠泛指结束工作z 清理工作不可

草率～。
E收藏E shoucang ~收集保藏2 ～文物。

E收操】 shou;;cao 团结束操练。
主矗主 E收场】 shouchiing O ( -11一）圃结束：草草
三主主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容易～。＠圈结

局；下场：没料想事情落到这样的～。
E收车］ shou;;ch岳圈运输工作完毕把车辆开

回或拉回 2 下班时间到了，该～了。
E收成E shot』 •cheng 函庄稼、蔬菜、果品等收获

的成绩，有时也指鱼虾等捕捞的成绩。

E收存J shot』C归国收集保存：他～了很多宝

贵资料。
E收发E shoufa O 圈（机关、学校等）收进和发

出公文、信件：～室｜～工作。＠圈担任收发
工作的人。

E收服】（收伏） shoufu ~制服对方使顺从自

己。
E收抚J shouf心圈。收容安抚z ～难民。＠

收留抚养z ～烈士遗孤。
E收复E shoufu 圈夺回（失去的领土、阵地） : 
～失地。

E收害。］ shoug岳圈割取（成熟的农作物）：～小

麦。
E收工E shot』j gong 画画（在田间或工地上干

活儿的人）结束工作。
E收购E shot』gou 画从各处买进：～棉花｜～粮

食｜完成羊毛～计划。
E收官］ shouguan 圈围棋术语，指棋局进入最

后阶段，泛指工作接近结束、收尾：工程已进入
～阶段｜此事总算顺利～。

E收红E shouh6ng 画证券交易市场上指以红

盘报收。
E收回E shou;;hui ~ O 把发出去或借出去的

东西、借出去或用出去的钱取回来2 ～贷款｜～

成本｜借出的书，应该～了。＠撤销；取消（意
见、命令等）·～原议｜～成命。

E收活JL】 shou;; hu6r 画。（加工、修理等部

门）接收顾客要加工或修理的物品。＠〈方〉
收工：赶早～ l准时～。

E收获】 shouhuo O 圃取得成熟的农作物g 春

天播种，秋天～。 8[E 取得的成熟的农作物，

比喻心得、战果等＝畅谈学习～O
E收集E shouji 圃使聚集在一起2 ～资料 l～废

品。

E收监】 shou;;jian 圃指把犯人关进监狱。

E收缴】 shouji凸o 画。接收缴获2 ～武器。＠
征收上交z ～税款。

E收据E shouju 啤收到钱或东西后写给对方

的字据。

E收看】 shoukan 画看（电视节目）：～实况转
播。

Z收口：J shot』11k凸u （～儿）圈＠编织东西时把

开口的地方结起来：这件毛线衣再打几针该～

了吧？＠（伤口）愈合g 刀伤还没有～，要注意
防止感染。

E收揽E shoul凸n 圃＠招收延揽：～英才。＠

笼络：～人心。
E收镰E shou111 ion ~副指停止或结束收割工作z

今年麦子开镰早，～也早。
E收敛E shoul凶n 圈。（笑容、光线等）减弱或

消失：她的笑容突然～了｜夕阳已经～了余晖。
＠减轻放纵的程度（指言行）：狂妄的态度有

所～。＠引起机体组织收缩，减少腺体分泌：
～剂。

E收殆】 shoulian 圈把人的尸体放进棺材。
[4'x:留】 shouliu Ill国把生活困难或有特殊要求

的人接收下来并给予帮助z 父母死后，一位远
房叔叔～了他。

E收拢E shoul凸ng 画。把散开的聚集起来；合

拢z ～队伍。＠收买拉拢z ～人心。

E收录J shoulu 圈。吸收任用（人员）＝～旧

部。＠编集子时采用（诗文等）：《短篇小说选》
中～了他的作品。

E收录机E shoulujl [E 具有收音机和录音机功

能的机器。

E收绿E shoulu 画证券交易市场上指以绿盘
报收。

E收罗】 shoulu6 圈把人或物聚集在一起：～
人才｜～材料。

E收买E shoum“国＠收购＝～旧书｜～废钢
烂铁。＠用钱财或其他好处笼络人，使受利

用＝～人心。



E收纳】 shouna 画收进来；收容：如数～。

E收盘E shoL』；； pan 阉＠指证券、黄金等交易
市场营业终了，最后一次报告当天行惰。＠
指棋类比赛结束。

E收篷E shou 11 peng ＜方〉［到＠降下船帆，停
止行船2 自动～。＠泛指结束；收场：见时机
已到，趁势～。

E收i乞］ shouqi 圃收清（收i乞这两个字常刻成
戳子，加盖在发票或其他单据上）。

E收清l shouqlng 圃全部如数收到（多指款
项）。

E收秋E shol』；； qiu I量秋季收获农作物：农民

正忙着～。

E收取】 shouq心画~ ！＆下（交来或取来的款项） : 
～手续费。

E收容E shour6ng 圈（有关的组织、机构等）收

留 g ～所｜～队｜～伤员。

E收入E shouru O ~收进来2 每天～的现金
都存入银行。＠圈收进来的钱：财政～l个人
的～有所增加。

E收审］ shoush岳n 画拘留审查。

E收生】 shoust治ng 圃旧时指接生z ～婆（以
旧法接生为业的妇女）。

E收尸】 shou;;shl 画收拾尸体火化或埋葬，不
使暴露。

E收拾l shou· shi 圈＠整理；整顿z ～屋子i～

残局。＠修理：～皮鞋。＠〈口〉整治②：你
要不听话，看你爸爸回来～你！＠〈口〉消灭；
杀死g 据点的敌人，全叫我们～了。

［！＆市E shou;;shi 巨型指市场、商店等停止交易

或营业。
E收视E shoL』shi ~收看z ～率｜～效果。
E收手E shou 11 shou ＜方）~洗手不干；罢手：
劝诫赌徒立即～。

E收受E shoushou 圈收取接受：～贿赂｜他不
～任何礼物。

E收束E shol』shu 圃＠收拾（行李）：～停当就

出发。＠约束：把游玩的心思～一下，准备下
学期的功课。＠收尾；结束z 午夜已过，我的

信也该～了。
E收缩E shot』SUD 画＠（物体）由大变小或自
长变短z 铁受了热就会膨胀，遇到冷就会～。
＠使数量由多变少；使事物由分散到集中z ～

开支 l～兵力。
E收缩压］ sh6usu6yi:i 函心脏收缩时血液对血
管的压力。通称高压。

［！＆摊JL] shou;; ti:inr 圈摊贩把摆着的货收起
米，比喻结束手头的工作：下班时间到了，～吧。

E收条E sh6uti6o C～儿）圈收据：打～。

收熟于 I shou ~ shou I 1201 j 

E收听】 shouting 画听（广播）：～天气预报。

E收尾】 shot』W邑i 0 （－／／一）画结束事情的最后
一段；煞尾＝麦收已到～阶段。－~文章的
末尾：文章的～有些松懈。

E收文E sh6l』wen 圈本单位收到的公文：～簿

（登记收文的本子）。
E收悉］ shouxl f司收到（信函）并知道内容：来

信～，甚慰。

E收效】 shou;;xiao 画收到效果z ～显著。
E收心E shi:iu;;xln ［到把放纵散漫的心思收起

来，也指把做坏事的念头收起来z 该～用功了 l

强盗～做好人。
［！＆押l shouyi:i 圈＠拘留；拘禁z ～候审。＠

收监＝～囚犯｜恐怖分子被～。

E收阳］ sh6uy6ng 圈证券交易市场上指以阳
线收盘。

E收养E shou帅ng 圈把别人的儿女收留下来

当作自己家里的人来抚养：～弃婴。

E收益E shouyi 圈生产上或商业上的收入z 增
加～｜～甚少。

E收阴l shouyln 圈证券交易市场上指以阴线亏吾
收盘。

E收音l sh6l』yin 画＠集中声波，使人听得清

楚2 露天剧场不～。＠接收无线电广播2 ～
机｜～站！～网｜～员。

E收音机l shouylnjl 圈接收无线电广播的装

置。把无线电波变为低频的电信号，经过放大
而变成声音。

E收银E shouyin ＜方）~收款z ～员｜～台。

E收窄l shouzh凸i 圈紧缩g降低2 ～行距 i涨幅

～｜亏损～一半。
E收支E sh6uzhl ~收入和支出z ～平衡。

E收执】 shouzhi O 助］公文用语，收下并保存。
＠圈政府机关收到税金或其他东西时发给
的书面凭证。

E收治l shol』zhi 圈接收（病人）并治疗：医院

增加床位，～病人。

"' ShOL』 （产叉）

兰进r sh6u 〈口〉义同“熟”Cshu ）。

只、～另见 1213 页 shu"

" sh凸LI （产又）

于叫妇人体上版前端能拿东西的部
分。（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拿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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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册。＠小巧而使于拿的2 ～册l ～折。
＠亲手或亲手写的z ～订 l～抄｜～稿｜～令｜～
迹。＠手段号子法：～辣｜眼高～低。＠（～儿〉

量用于技能、本领等z 他真有两～｜学得一～
绝活儿。＠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

人z 选～｜能～｜操盘～｜拖拉机～。
E子把手E shoubiishou 指亲自（指点、传授技

艺等），爷爷～地教我写字。

E手把E shouba c～儿）圈手柄。

E子板E shoubiin O ＜方〉圈子掌。＠间“手
版”。

E子版E sh凸ubiin 画＠绩。＠手本①。 II t!!. 
作手板。

E手包E shoubao （～儿）~手拿的较小的包儿，
多用皮革等制成。

E手背E shoubei 圈子掌的反面。

E子本E shoub岳n 圈＠明清时代门生见老师
或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帖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

名、职位等。＠手册。
E于笔l shoubi ~ O 亲手做的文章、写的字或
画的画（多指名人的）：这篇杂文像是鲁迅先生
的～。＠文章、书画技巧方面的造诣z 大～

（指名作家〉。＠指办事、用钱的气派2 阔～o
E手臂E sh凸ubi 圈＠胳膊。＠比喻助于：他
是王队长的得力～O

E手边E shoubion （～儿）圈子头①：你要的那
张画不在～，等找出来再给你。

E手表l shoubi凸o 圈戴在于腕上的表。
E手柄l shoubing ~操纵机器时手握着的把儿

(bar）。也叫手把Cba）。

E手不释卷E shoubushijuan 手里的书舍不得

放下，形容读书勤奋或看书人迷。
E手不稳l shou bu w岳n （方〉指爱偷窃。

E手册l sh凸uce 圈。介绍一般性的或某种专

业知识的参考书（多用于书名）：《时事～》i《物
理～》，＠专做某种记采用的本子z 劳动～｜

理财～。
E子银ill shouchuan ＜方〉圈子铺。
E子戳l shouchuo C~ JL) （口〉圈刻有某人姓
名的图章。

E子大E sh凸u;;da E国指花钱不在乎。

E子袋J shot』dai 圈子包（多指女用的）。
E手到擒来J shoudao-qinlai 子一到就把敌人

捉拿过来，形容做事很有把握或毫不费力就能

成功。
E手底下】 shoudl•xia ~手下。
E手电E sh凸udian 圈手电筒。

E手电筒】 sh凸udiantong ［写利用干电池做电

源的小型筒状照明用具。也叫手电、电筒。

E子动挡l sh凸udongd凸ng ~汽车子动变速器

的俗称。采用这种变速器的汽车加速快，省
泊，但操作较为复杂。

E手段E shouduan 圈。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

取的具体方法：加强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的有

效～。＠本领5能耐z ～高强。＠指待人处
事所用的不正当的方法：耍～骗人。

E手法E sh凸uf凸 [BJ 0 （艺术品或文学作品的〉
技巧：白描～l表现～独特。＠手段③z 两面
～ l欺上瞒下是他惯用的～。

E子风琴E shout岳ngqin 画风琴的一种，由金

属簧、折叠的皮制风箱和键盘组成。演奏时左
手拉动风箱，右手按键盘。

E子扶梯E shoufutl 圈扶梯。

E手感E sh凸ug凸n [BJ 用手抚摸时的感觉z 这种

面料～柔和O

E手稿E sh凸ug凸0 ~亲手写成的底稿。

【子工E sh凸ugong 圈＠靠手的技能做出的工
作：做～。＠用于操作的方式z ～劳动｜这件

衣服完全是用～缝制出来的。＠〈口〉给予手
工劳动的报酬z ～很贵｜做这件衣服要多少～？

E手工业l shougongye ~只靠手工或只用简
单工具从事生产的工业。

E手工艺E shougongyi 圈指具有高度技巧性、

艺术性的手工，如挑花、刺绣、绎仪的丝等s ～

品。

E予鼓E shoug心~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

的打击乐器，扁圆形，一面蒙皮，周围有金属片
或环，常用作舞蹈的伴奏乐器。

E手黑E sh凸u;;h岳i 圈子段狠毒z 心狠～。

E子机l shouji 圈子持式移动电话机的简称。
E子机报E shoujibao lBJ 依托手机媒介，由报

纸、移动通信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
传播平台，用户通过手机在线浏览。

E手疾眼快】 shouji-y凸nkuai 形容做事机警敏
捷。也说眼疾子快。

E手记E shouji O 层面亲手记录。＠圈亲手写
下的记录：采访～O

E手技l sh凸uji 圈＠子艺。＠杂技的一种，运

用手的技巧抛接、耍弄各种物件。
E手迹E sh凸uji 圈亲手写的字或画的画2 这是

鲁迅先生的～。

E手脚E sh凸ujiao 圈。指举动或动作z ～利
落｜～灵敏｜慌了～。＠为了实现某种企图而
暗中采取的行动（含贬义） ：做～。

E手巾E shou•jln 圈＠擦脸擦手用的布或针织

品e毛『fl 。＠〈方〉手绢。

E子紧E shou;; jln ~ 0 指不随便花钱或给人
东西z 他一向～，不会买这种玩意儿的。＠指缺



钱用z 这几天～，过两天再买吧。也说手头紧。

E子卷J shoujuan 圈横幅书画长卷，只供案头
观赏，不能悬挂。

E手绢】 shoujuan c～儿）圈随身携带的方形小
块织物，用来擦汗或擦鼻涕等。

E手铐J shoukao 圈套在手腕子上，束缚两手

的戒具。
E手快】 shou;; kuai E国指动作敏捷，做事快：
眼疾～。

E手辣J shou;;la 圈子段毒辣z 心狠～。
E手雷】 sh凸ulei 圈一种大型手榴弹，元柄，多

用于反坦克。
E手链E shoulian c～儿）函戴在手腕子上的链
形装饰品，多用金银或珍珠、玉石等制成。

E手令J shouling 圈亲手写的命令。

E手榴弹J shouliudan 圈。一种用于投掷的
小型炸弹，有的装有木柄。＠田径运动使用
的投掷器械之一，形状跟军用的装有木柄的手
榴弹一样。

E手炉J shoulu [BJ 冷天暖子用的小炉，多为圆

形或椭圆形，直径约半尺，有提梁，盖上有许多

小孔，炉中燃烧炭壁、锯末或袭糠。可以随身

携带。
E手锣J shouluo 画小锣。
E手慢E sh凸u;;man ~回指动作迟缓，做事慢：

这个人～，老赶不上趟儿。
E手忙脚乱E sh凸umang-j的oluan 形容f故事慌

张而没有条理，也形容惊慌失措。

E子面E shoumian ＜方） !El 指用钱的宽紧z 你
～太阔了，要节约一点儿才好。

E手民】 shoumin ＜书） l'S 指刻字或排字的工

人：～之误（指印刷上发生的错误）。
E手模】 shoum6 圈子印。
E手中自E shoupa 圈子绢。

E手脐足1日 sh6upi6n-zuzhl 见 998 页【脐子

Bl£足lo
E子旗】 shouqi ~打旗语用的旗子2 ～通信。

E手气E shouql 圈指赌博或抓彩时的运气，也
特指赢钱或得彩的运气g ～好｜有～o

E手枪E shouqiang 圈单子发射的短枪，用于
近距离射击，有效射程－般 50 米。

E手工＇.）） sh凸LI// qi凸o 圈子灵巧；于艺高：心灵

~ 。

E子勤J shou;;qin 庄园指做事勤快：这小姑娘～
脚快，干活儿麻利。

E手轻】 sh凸u;;qlng 画动作时子用力较小：换

药时～一点儿，减少患者的痛苦。
E手球） sh凸u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二，球

场呈长方形，比赛时每队上场七人，一人守球

王上二~些J
门，用于把球掷进对方球门算得分，得分多的
获胜。＠手球运动使用的球，形状像足球，但
比足球赂小。＠足球运动中的犯规动作。指
守门员在禁区外或其他队员故意用手或臂部
携带或击、推球。

E子软J shou;; ruan 圃指不忍下子或因心慌而
下乎不狠：心慈～。

E子刹J sh凸usha 圈汽车等的用手操作的制动
器。

E子生E sh凸u;;sh岳ng 圈指对所做的事不熟悉

或原来熟悉因长久不做而不熟练：这种活儿多
年没做，～了。

E手势】 shoushi 圈表示意思时用于（有时连同

身体别的部分）所做的姿势2 交通警打～指挥
车辆。

E手书】 shoushu O ［边亲笔书写z 横幅上“天

下为公”四个字为孙中山先生～。＠圈亲笔
写的信z 今天接到了家父的～。

E手术） sh凸ushu O 圈医生用医疗器械在病

人的身体上进行的切除、缝合等治疗g ～刀！～主矗三
室 1大～l动～。＠圈进行手术：病情严重，要三三三
住院～。

E子松E shou;;song 圃指随便花钱或给人东
西。

E手谈E sh6ut6n ＜书〉画指下围棋。
E手套】 sh凸utao c～儿）圈套在手上的物品，用

棉纱、毛线、皮革、橡胶等制成，用来防寒或保
护子。

E手提包E st的utibao ~提包。

E手提箱】 shoutixiang 圈提箱。

E子头E shoutou c～儿）圈。伸手可以拿到的

地方，指身边z 这部书我倒有，可惜不在～。＠

指个人某一时候的经济情况z ～宽裕 1 ～紧。
＠指写作或办事的能力 z ～利落。

E手头紧E shoutou jln 子紧②。
E手头字） sh凸utouzi 圈简体字的旧称。

E手推车J shoutulc幅画用人力椎动的小车，

用来装运物品。

E手腕E shouwan c～儿）圈。手腕子。＠手
段②③：有～｜耍～。

E手腕子E shouwan·zi 圈手和臂相接的部分。
E手无寸铁】 shouwucunti岳形容手里没有任

何武器。

E手无缚鸡之力E sh凸u WU fu F zhl Ii 形容力
气很小。

E手舞足蹈E shouw归。dao 双手舞动，两只脚
也跳起来，形容高兴到极点。

E手洗E sh凸uxT E司用手洗涤（区别于“机洗勺z

这种衣料便于洗涤，～机洗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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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手下l shouxia 圈。领属下；管辖下z 他在

总工程师的～当过技术员。＠部下；下级g 他
是我的～。＠手头①z 东西不在～。＠手头
②z 用钱无计划，月底～就紧了。＠下子的时
候z ～留情。

E手相E sh凸uxiang 圈指子的形状和手掌的纹

理等，迷信的人认为通过手相可以推测人的命
运好坏。

E子写E shouxi岳圈用手写；亲自记录：口问

~ 。

E手写体E shouxi岳ti 圈文字或拼音字母的手

写形式（区别于“印刷体勺。如：

直立
zhi zhi 

（印刷体） （手写体）

E手心E sh凸uxln ~ 0 手掌的中心部分。＠

（～JL）比喻所控制的范围g 跳不出他的～。
E子信l sh凸uxln ＜方〉画出远门回来时捎给亲
友的小礼物，也泛指上门拜访时所带的礼品。

E手续E shouxu 圈（办事的）程序：借款～｜～

简便i办理转学～。
E子癖E sh凸uxuan 画皮肤病，病原体是一种真
菌，发生在子部。症状是手心出现红斑，刺痒，
脱皮，严重时发生廉烂。中医叫鹅掌风。

E子眼E shot』而n lBl 手段g本领z ～通天。

E手眼通天E sh凸uyan拍ngtian 形容手段高超，

善于钻营，也比喻跟有权势的高层人物有交

往。
E手痒】 shou;;y凸ng 圈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事

情极想、动手去做2 他是个棋迷，一见别人下棋
就～。

E手艺E shouyi 圈手工业工人的技术z ～人！
这位木匠师傅的～很好。

E子淫E shouyin 圃自己用手刺激生殖器以满

足性欲。
E子印l shouyin ＜～儿）圈＠手留下的痕迹。
＠特指按在契约、证件等上面的指纹2 按～。

E手语】 sh凸uy心圈以手指字母和手势代替语

言进行交际的方式（多用于聋哑人）。
E手谕E shouyu （书〉圈指上级或尊长亲笔写
的指示。

E子泽E shouze ＜书〉圈先人的遗物或子迹。
E手丰lJ shouzha ＜书） lBl 亲笔写的信。
E手掌E sh凸uzh凸ng 圈子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

一面。
E手杖E shouzhang 圈走路时拄着的棍子，子
拿的一头有柄。

E手账E shouzhang 画小的记事簿z 电子～。
E子植E shouzhi 画亲手种植z 这棵树乃先父

~ 。
E手纸】 sh凸uzhi 圈解子时使用的纸。

E手指E shouzhi ~人手前端的五个分支。
E手指头】 shouzhi ·tou c口语中多读 shouzhi

•tau）（口〉圈子指。

E手指头肚JLl shouzhi • toudur ＜口语中多读
shouzhi • toudur）（口〉圈子指末端有指纹的
略微隆起的部分。

E手指字母E shouzhi zim凸用手指屈伸的各种
姿势代表不同的字母，可以组成文字，供聋哑
人使用。

E子重E shou;; zhong 圈动作时子用力较猛z

换药时～了，病人会感到疼痛。
E子铺E sh凸uzhu6 画戴在手腕子上的环形装

饰品，多用金、银、玉石等制成。
E手足E sh凸uzu 圈＠指举动、动作z ～无措。

＠比喻弟兄z 情同～1～之情。
E手足口病J shouzukoubing lBl 传染病，由一
种病毒引起，多发生于婴幼儿，症状是低热、咳
嗽，子、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痕毫辈，严重的可引

起心肌炎、肺水肿等。
E手足无措E shouzu-wucuo 手和脚不知放在

哪里好，形容举动慌乱或没有办法应付。
芒当芒 sh凸u 0 圈防守（跟
、J (kδn）～｜～卫 1~军｜～d住阵地。＠画守
f吴；看护 2 ～护｜医生～着伤员。＠圈遵守；遵
循：～法｜～约 i～纪律 l～时间。＠圈靠il[;

依傍：～着水的地方适合种稻子。 8 CSh凸u)
圈姓。

E守备】 sh凸ubei ~防守戒备z 加强～。

E守财奴］ sh凸ucainu 圈指有钱而非常吝啬的

人（含讥讽意）。也说看财奴Ckanc6inu）。

E守车E shouche ~货运列车中车长办公用的
车厢，车身较短，挂在列车的最后。

E守成】 shoucheng ＜书〉圈在事业上保持前
人的成就；守业：保业～｜～创新。

E守敌E shoudi ~守备某据点的敌人。
E守法】 shou;;fa 圈遵守法律或法令：～户｜奉

公～1遵纪～。

E守nitl sh凸ufu 画服丧；守孝。

E守宫】 sh凸ugong 函壁虎的旧称。

E守寡E sh凸u;;gu凸圈妇女死了丈夫后，不再结

婚。

E守恒l shouh自ng 画（数值）保持恒定z 能量

～（动量～。
E守候E sh凸uhou E盟＠等待＝他～着家乡的信
息。＠看护z 护士日夜～着伤员。

E守护】 shouhu 圈看守保护z ～仓库 l 战士们

～着祖国的边疆。



E守活寡E shou hu6gu凸已婚妇女因丈夫长期
外出不归，一个人留在家里，叫守活寡。也指
妻子因丈夫丧失性能力而长期没有性生活。

E守节】 shou矿iie 画＠坚守节操：领导干部要
廉直～。＠封建礼教指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再
结婚或未婚夫死后终身不结婚。

【守旧E sh凸ujiu 回拘泥于过时的看法或做法
而不愿改变2 ～思想｜办法过于～。

E守空房J shou kongfang 指丈夫长期外出，妻

子一人住在家型。
E守口如瓶E sh6uk创呻ping 形容说话慎重或

严守秘密。

E守灵E sh6u;; ling 17:面］守在灵床、灵枢或灵位的
旁边。

E守门） sh凸u;;men ［到＠看守门户。＠指足
球、手球、冰球等球类比赛中守卫球门。

E守门员】 sh凸umenyuan 圈足球、手球、冰球
等球类比赛中守卫球门的队员。

E守丧】 sh凸u;;song 圈守灵。

E守时】 sh6u;; shi 圈遵守规定的或约定的时

问：～赴约是对对方的尊重。
E守势E shoushi 圈防御敌方进攻的态势z 采

取～｜处于～O
E守岁E sh6u;;sui 圈在农历除夕晚上不睡觉，

直到天亮：围炉～。
E守摊子） sh凸u ton·zi 指守着家业，也比喻维
持现状，不思进取。

E守土E shout心〈书〉画保卫领土＝～有责。
E守望E sh6uwang 画看守隙望：～塔。
E守望相助） sh凸uwang xiongzhu 为 r防御外

来的侵害
相帮助。

E守卫E shot』W岳i ［.动t 防守保ii_ ， ～边疆。
E守孝E sh6u;;xiao 圈旧俗尊亲死后，在服满
以前停止娱乐和交际，表示哀悼。

E守信E shou;;xin ［量讲信用；不失信： f也是个
～的人，不会失约的。

E守业J shou;;ye 画守住前人所创立的事业＝
不但要～，而且要创业。

E守夜E sh凸uve !7l国夜间守卫：值班～。
E守则E shouze 圈共同遵守的规则：学生～。
E守职】 sh6u;; zhi 固坚守岗位．忠于职守：～

尽责。
E守和1j) sh6uzhi 阐封建时代，儿子在父母死

后，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谢绝应酬，做官的在

这期间必须离职，叫作守制。

E守株待兔J sh6uzhu-daitu 传说战国时宋国
有一个农夫看见一只兔子撞在树桩上死了，他

便放下子里的农具在那里等待，希望再得到撞

守首｜ sh己u I 12os I 

死的兔子（见于《韩非子·五蠢训。比喻不主动
地努力，而存万一的侥幸心理，希望得到意外
的收获。也比喻死守狭隘的经驹，不知变通。

【守拙】 shouzhuo ［到安守笨拙的天分，不去刻

意进取（多用作谦辞）。

首1 s胁。头z 昂～｜搔～｜～饰｜～级。＠
第 1最高的：～相｜～席。 8 §f领z ～

长｜～脑｜祸～。＠首先：～创｜～义。＠出头
告发·自～｜出～。 0 (Sh凸u）圈姓。

首2 shou [!Ii 用于制歌曲阜 －~i<fo

【首班车】 shoubanch岳圈。按班次行驶的第

→班车。也叫1首车。＠借指第一次机会。
【首播】 sh6ubo ~盖］（广播电台、电视台某一节

目）第一次播放＝这个节目每周二 19 时 40 分

～，周六 21 时 50 分重播。

E首倡E shouchang 圃首先提倡。

E首车J shouche IEJ 首班车①。

【首包~） shouchuang i7llll 最先创造；创始：这种

产品在国内还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主矗三
众～精神。 雪三三三

【首次】 shouci 数量词。第一次；头一回：这是

本地～举办的大型展览会。
【首当其冲】 sh凸udong-qichong 指最先受到攻

击或遭遇灾难（冲：要冲）。
E首都E sh6udu 圈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

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我国首都是北京。
【首度） shoudu 数量词。第一次：～拨款。

【首恶E sh凸u’ e l主i 作恶犯法集团的头子：～

必办。
【首发】 sh凸uf。［刻。第一次发车：这路公共

汽车每天早晨五点半～。＠第一次发放、发行

等g 新式军服～仪式。＠球类比赛中首先出
场：～阵容。

【首发式E sh凸ufashi [BJ 出版物、纪念品等在第

一次发行时举行的仪式。

【首犯E shoufan 圈组织、带领犯罪集团或团

伙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

E首府J shou伯国＠旧时称省会所在的府为

首府；现多指自治区或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

地。＠附属国和殖民地的最高政府机关所在
地。

【首付】 sh凸ufu I萄以按揭贷款或以分期付款

方式购买商品（如房屋、汽车等）时，按商品价
格的一定比例，第一次所付的钱款2 零～ i这里
商品房的～比例有所提高。

【首富E sh6ufu [BJ 指某个地区最富有的人或
人家。

E首告】 sh凸ugao ＜书〉画出面告发（别人的犯



I 1206 I sh己u shou I 首舶寿

罪行为） 0
E首功E sh凸ugong 圈。第一等的功劳；最高

的功劳：～不可没。＠指第一个功劳：旗开
得胜，立下～。

E首户E shouhu IEJ 首富。
E首级E shouji IEJ 古代指作战时斩下的人头

（秦法，斩下敌人一个人头，加爵一级，后来就

把斩下的敌人的头颅叫首级）。

E首届E shoujie 数量词。第一次；第一期z ～
运动会｜～毕业生。

E首肯E shouk且n 画点头表示同意。

E首例E sh凸uli 圈第一个实例：这种手术在国
内尚属～o

E首领］ sh凸uling IEl 0 ＜书〉头和脖子：保全～。
＠借指某些集团的领导人2 义军～。

E首脑E shoun凸o 圈为首的人、机关等；领导

人z 政府～｜～部门｜～会议。
E首屈一指l shouqu-yizhT 弯下手指头计数，首

先弯下大拇指，表示位居第一2 这家企业的效

三主主 益在同行业中～。
三辈辈 E首日封E sh凸ur阳ng 圈邮政部门发行新邮票

的当天，把新邮票贴在特制的信封上，并盖上
邮戳，这种信封叫作首臼封。

E首善之区E shoushanzh iqu 〈书〉最好的地
方，指首都。

E首饰】 shou· shi 圈本指戴在头上的装饰品，
今泛指耳环、项链、戒指、手锡等。

E首鼠两端l sh凸ushιIi凸ngduan 迟疑不决或

动摇不定（语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首

鼠：踌躇）。

E首途l sh凸utu （书〉国动身g上路：～赴任。

E首推l shoutui 圃首先推选；首先举出 z 中国

的名山～黄山。
E首尾l sh凸uw岳l 圈。起头的部分和末尾的

部分：～呼应。＠从开始到末了的整个过程：
这次旅行，～经过了一个多月。

E首位E shouwei 圈第一位·这个省的粮食产
量居全国～。

E首问制E shouwenzhi 圈首问责任制，指政府

部门接待来访群众时，首位被询问的人员必须

服务并负责到底的制度：～减少了遇事互相推
诱的现象。

E首乌】 shouwu 圈何首乌。

E首席】 shouxi O 圈最高的席位z 坐～。＠

~属性词。职位最高的：～代表｜～顾问。

E首先E shouxian O 圃最先；最早2 ～报名。
＠团指示代词。第一（用于列举事项） '~, 
是大会主席报告；其次，是代表发言。

E首相】 shouxiang 圈君主立宪制国家内阁的

最高官职，如英国、日本，在日本又称总理大臣。
E首选】 shouxuan 圈首先选中g优先选择：～

药物｜几个旅游点，我～北戴河。

E首演］ sh凸uyan 圃首次演出 z 这部话剧昨日

在京～。
E首要E sh凸uyao O 圈属性词。摆在第一位

的；最重要的z ～任务！～分子。＠圈首脑z

政府～O
E首义E sh凸uyi ＜书＞~首先起义g 辛亥～（指

辛亥革命时武昌首先起义）。
E首映E sh凸uying ~ （影片）首次公映g 这部影

片将在月底～o
E首战】 sh凸uzhan 圈第一次交战，也指第一次

进行竞赛：～告捷。
E首长】 shouzhang 圈政府各部门中的高级领

导人或部队中较高级的领导人：部～｜团～。

E首座）（0首坐） shouzuo IEJ 0 延席上最尊贵
的席位。＠佛寺里地位仅次于住持的和尚。

脯 sh创船的前端蹦乱

、

shou （产又）

寿 ‘ 中 shou O 活得岁数大；长
（需、 1毒）命z 福～｜人～年丰。＠

年岁；生命＝长～｜～命。＠寿辰：做～｜～面。
＠〈书〉祝人寿辰。＠婉辞。生前预备的：装
验死者的：～材｜～衣。 0 CShou> IEl 姓。

E寿斑】 shol』ban 圈老年斑。
E寿比南山E shoubTn6nshan 寿命像终南山一

样长久。用于对老年人的祝颂（多跟“福如东
海”连用；南山 z指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南）。

E寿材E shot』c6i 圈指生前准备的棺材，也泛

指棺材。

E寿辰E shouchen IEJ 生口（一般用于老年人） ' 
八十～。

E寿诞】 shoudan 圈寿辰。

E寿盒】 shouhe 圈骨灰盒。
E寿酒】 shoujiu IEJ 庆祝长辈生日时招待亲友

的酒或酒席．喝～1为老人办一桌～。
E寿丰Ll shouli IEJ 祝寿的礼品。

E寿联】 shouli6n 圈祝寿的对联。

E寿面】 shoumian IEJ 祝寿时吃的面条儿。

E寿命E shouming 圈。生存的年限：人类平

均～在不断提高。＠比喻使用的期限或存在
的期限z 延长机车的～。

E寿木E shoumu IEJ 寿材。

E寿山石l shoushansh i IEJ 一种石料，质地致



密，有蜡样光泽，灰色或黄色等，产于福建闽侯
的寿山，是制印章的名贵材料。

E寿数E shou·shu 圈迷信的人指命中注定的

岁数z ～已尽。
E寿司］ shousl 圈日本料理中的一种食品，主
要材料是用醋调过昧的冷饭，再加上鱼虾、蔬
菜或鸡蛋等做配料，平铺在紫菜片上卷成条，
切成小段食用。〔日］

E寿桃E shoutao 圈祝寿所用的桃，一般用面
粉制成，也有用鲜桃的。神话中，西王母做寿，
设蟠桃会招待群仙，所以一般习俗用桃来做庆

寿的物品。

E寿险E shouxian 圈人寿保险的简称。
E寿星E shδu•xing 圈。指老人屋，自古以来用
作长寿的象征，称为寿星，民间常把它画成老
人的样子，额部长而隆起。也叫寿星老儿。＠
称长寿的老人或被祝寿的人。

E寿星老JLl shou· xingl凸or 圈寿星①o

E寿穴l shouxue 圈生前营造的墓穴。
E寿笼E shouyan 圈庆贺寿辰的篷席。
Z寿衣E shδuyl [BJ 装殆死者的衣服，老年人往
往生前做好备用。

E寿幡E shouzhang 圈祝寿时送的幌子。
E寿终正寝E shouzhongzhengqln 旧时指老死
在家中，泛指事物的消亡（正寝z 旧式住宅的
正屋。人死后，一般停灵在正屋正中的房间）。
豆豆 shou 咽。接受；得到z ～贿｜～惠 l ～
：又二援｜～教育｜～到帮助。＠遭受g承受；蒙
受z ～寒｜～困｜～过｜～批评｜～委屈。＠忍

受；禁受g ～不了｜～得住。。适合2 ～吃（吃
着有味） i～看（看着舒服）｜～听（听着入耳）。

E受案l shol』’。n 画受理案件2 依法～｜规范～

范围。
E受病l shou11bing 画得病（多指不立即发作
的） ：你身体不好，在风口站着会～的。

E受潮E shou11ch60 画（物体）被潮气渗入：屋
子老不见太阳，东西容易～。

E受宠若嗡（］ shouchong-ruojlng 
宠爱待遇而感到紧张不安。

受到过分的

E受挫l shoucuo ［到遭到挫折z ～而气不馁。
E受敌］ shoudi 圈遭受敌方的攻击z 四面

～｜腹背～。
E受罚E shou11fa 画遭到处罚：违章～。
E受粉E shou11f岳n 圈雄郁的花粉传JJJ雌恋的
柱头上，就雌草草来说，叫作受粉。

E受过E shou11 guo mill 承担过失的责任（多指
不应承担的）：代人～。

E受害E shou11hai 圈遭到损害或杀害z ～不

浅｜无辜～。

寿受 s「lOL」 口？？！
E受害人E shol』hairen 圈指民事案件中人身

权利、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权行为损

害的人。

E受寒E shou;;han E面受到寒气的影响而身体

不适，如患感冒或关节炎等。

E受话器】 shouhuaqi 圈电话机等的一个部
件，能把强弱不同的电流变成声音信号。也叫
昕筒或耳机。

E受贿】 ShOL』11hui 圈接受贿赂2 贪污～。

E受检E shoujian mill 接受检查或检验：在海关

排队～。
E受奖l shou;;jiang 圈得到奖励z 立功～。

E受戒E shou;;jie 圈＠佛教、道教用语，在一

定的宗教仪式下接受戒律。初学佛教、道教或
初出家的人，须在受戒之后才能称作正式的居
士、僧尼或道士。＠伊斯兰教朝现时的仪式。

E受惊E shδu;;jlng 圈受到突然的剌激或威胁

而害怕。
E受精］ shou;;jlng 画精子和卵子相结合形成
受精卵。

E受窘E shou;; jiang 圈陷入为难的境地。

E受苦E shou;;ku 圈遭受痛苦：～受难。

E受累E shol』II I品i B且受到拖累或连累：一人出

事，全家～o
E受累E shou11 lei r~ 受到劳累z消耗精神气力
（也常用作客气话）：这么远来看我，让您～了。

E受丰Ll shou11ll 画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

E受理E shoull 圈＠接受并办理z ～快件专递
业务。＠司法机关接受案件，进行处理2 法院

已～此案。
E受凉E shou川iang

感冒等疾病。
画受到低温的影响而患

E受领E ShOL』ling mill 领受。
E受命E shδurning E到接受命令或任务＝～办
理。

E受难E shou11nan 圃遭受灾难z 受苦～。

E受盘】 shoup<'in 圈指工商业主购买别人企业
的全部财产（如房屋、机器、设备、货物等）继续

经营。
E受骗E shou11pian ~面被骗＝～上当。
E受聘E shol』11pin 擅自＠旧俗定亲时女方接受

男方的聘礼。＠接受聘请g 他～当了排球教

练。

E受气E shou11qi 
辈子气。

画遭受欺侮＝里外～｜受了半

E受气包JL] shouqibaor 
或泄愤的对象的人。

［雪指经常被当作抱怨

E受穷E shou11 q i6ng 圃遭受穷困z 吃苦～。

E受屈】 shou11qu 画受到委屈或冤屈。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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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受权E shouquan 圈接受委托行使做某事的
权力·外交部～发表声明。

E受让】 shourang 画接受别人转让的物品、权

利等：～股权。

E受热E shot』11 re E型＠受到高温的影响．绝大
部分物体～则膨胀。＠中暑：他路上～了，有

点儿头痛。
E受辱l shou;;ru 画受到侮辱或羞辱：无故～｜

当场～O

E受伤】 shou;; shang 圈身体或物体部分地受

到损伤。
E受赏l shou;;sh凸『19 画得到奖赏：立功～。
E受审E shou;;sh岳n ~直接受审讯：到庭～。
E受事】 shoushi [BJ 语法上指动作的对象，也就
是受动作支配的人或事物，如“我看报”里的
“报”，“老鹰扫川、鸡”里的“小鸡”。表示受事的
名词不一定做句子的宾语，如“衣服送来了”里
的“衣服”是受事，但是做句子的主语。

E受损l shous心n 画被损坏；遭受损失 z 修复～
三三重三 路面｜财产～ 1肇事车辆～严重。
三雪E E受胎】 shou;;tai ［到受孕。

E受托E shδu;;tuo 画接受人家的委托：～帮
助照顾老人。

E受洗E shouxT ［司（基督教徒入教时）接受洗

礼。
E受降】 shou;; x iang 圈接受敌方投降。

E受刑E shou;;xing 圈遭受刑罚，特指遭受肉

刑。
E受训I/] shou;; xun 画接受训练z 在训练班～

半年。
E受业E shδuye （书〉＠圈跟随老师学习：～

于名师。＠圈学生对老师的自称。
E受益E shouyi 画得到好处；受到利益z ～良
多！水库修好后，～地区很大。

E受用J shouyong ~享用；得益z 学会这种本
领，一辈子～不尽。

E受用E shδu • yong lffil 身心舒服（多用于否定
式） ：听了这番话，他心里很不～。

E受阅】 shouyue 画接受检阅·～部队。
E受孕】 shou;;yun 画妇女或雌性哺乳动物体
内受精。也叫受胎。

E受灾E shou;;zai 圈遭受灾害2 ～地区｜赈济

～群众。
E受制E shot』y zhi 圈＠受辖市j z ～于人。＠

受害；受罪z 路上又冷又饿，可～了。

E受众：J shouzhong [BJ 新闻媒体的传播对象和
各种文化、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包括读者、听众
和观众等：电视～ 1就文化产品而言，关键是心
中要有～。

E受阻】 shouzu 圃受到阻碍：因交通～，不能

按时到达。
E受罪l shδu;; zui 画受到折磨，也泛指遇到不

顺利、不愉快的事。

守 shou 时I猎椭冬天打猎。

E狞猎】 shoulie 国］打猎。

授 shou 0 交付；给予（多用于正式或隆重
的场合）：～旗｜～奖｜～权。＠传授；教z

讲～｜～课 l 函～。
E授粉l shou;;fen 画雄疏的花粉传到雌薄的

柱头上，叫作授粉。
E授奖E shou;; ji凸ng 画颁发奖金、奖品或奖状＝

～大会。

E授课】 shou;;ke 圃教课：他在学校每周～六

小时。

E授命］ 1 shouming ＜书〉圈献出生命：见危

～｜临危～。
E授命】2 shouming 南下命令（多指某些国家

的元首下命令）＝总统～总理组阂。
E授权E shδuqu6n l却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或机

构代为执行。
E授让】 shourang 圈交付转让（物品、权利等）

给别人：～商标使用权。
E授时】 shoushi ［司某些天文台每天在一定的

时间用无线电信号报告最精确的时间，这种工
作叫授时。

E授首l shoush创〈书〉陆］（叛逆、盗贼等）投降

或被斩首。

E授受l shδushou 画交付和接受：私相～。

E授衔E shou;;xian ~给予军衔或其他称号。

E授信E shouxin 圈企业或个人向银行申请贷

款时，银行根据其财务信用状况及周转需要，
按规定的数额准许贷款叫授信。

E授勋】 shou;;xun 圈颁发勋章z ～典礼。
E授意】 shouyi 圈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别人，让
别人照着办（多指不公开的）：这件事一定是有

人～他干的。

E授与E shouy心同“授予”。

E授予】 shδuy心巨型给予（勋章、奖状、学位、荣
誉等）。也作授与。

售 shou O 酥：～票｜～货｜～价｜零～｜
出～｜～后服务。＠〈书〉施展（奸计）：以

～其奸i其计不～。
E售货员E shot』huoyuan 圈商店里出售货物
的工作人员。

E售价l shδujia [BJ 商品的销售价格。

E售卖E shaumai ~卖①。
E售票员E shδupiaoyuan 圈卖票的工作人员。



兽… shou O 指哺乳动物，通常指有
（默）四条腿、全身生毛的：野～｜禽～

走～。＠用于比喻，形容野蛮、下流z ～心！～

行。
E兽环］ shouhuan 圈 l日式大门上装的用铜或

铁制成的有兽头形装饰的环子，敲门或锁门时

用。
E兽力车E shoulich岳圈用牛、马、驴、螺子等牲

口拉的车。
E兽王E shouwang IEl 指老虎或狮子。
E兽行】 shouxing !Bl 0 指极端野蛮、残忍的行
为·控诉侵略者的～。＠指发泄兽欲的行为。

E兽性J shoL』xing IEl 指极端野蛮和残忍的性
情 s ～大发。

Z兽医】 shouyl 圈治疗家畜、家禽等动物疾病
的医生。

E兽疫E shδuyi 画家畜、家禽等的传染病，如牛
瘟、猪瘟、口蹄疫、疯牛病、鸡新城疫等。

E兽饲 shδuyu 圈指野蛮的性欲。

L益 ] shou 绞带：印～。
军支（军）
E绞带J shoudai !Bl 一种彩色的丝带，用来系
官印或勋章。有的斜挂在肩上表示某种身份。

d亩::t" shou 圈。（人体）脂肪少；肉少（跟“胖、
75己肥”相对） ＇面黄肌～ l他近来～了。＠（食
用的肉）脂肪少（跟“肥”相对，下同）＝这块肉太
肥，我要～点儿的。＠（地力）薄；不肥沃z ～
田。＠（衣服鞋袜等）窄小·裤子做得大～了，
可以往肥里放一下。
脏长E shouchang 回又瘦又长：～脸｜～

个！LI～的身材。
E瘦骨d磷响】 shougu-linxun 形容瘦得像皮包
骨一样：～的病人｜～的老马。

E瘦果E shouguo I重干泉的一种，比较小，里面

只有一粒种子，果皮和种子皮只有一处相连
接，如白头翁、向日葵、养麦等的果实。

E瘦猴JL] shouh6ur IEl 指非常瘦的人（含戏谑
意）。

E瘦癖E shouji I~ 0 不肥胖；瘦弱。＠（土地）

不肥沃：在～的荒山上植树造林。
E瘦金体］ shoujlntT I组宋徽宗赵估的字体，笔

势瘦硬挺拔。

脏溜E shou• liu ＜方）~身体瘦而细的样子z
身材～，动作轻巧。

【瘦弱E shouruo i1国肌肉不丰满，软弱元力：身
体～。

E瘦身E shou;;sh岳n ［到减肥使身材匀称：～运

动｜采用科学方法～0群众呼吁报纸～。

E瘦小】 shouxi凸o ~身材瘦，个JL小．别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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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气还挺大。

E瘦削】 shouxu岳帽形容身体或脸很瘦：面颊

～｜～的身材。

E瘦子］ shδu•zi 圈肌肉不丰满、脂肪少的人。

C二：主li[if~工丁二3

,[!.. shu o 古代兵器，多用竹或木制成，有棱
》4，元刃，有的在顶端装上刺球和矛。＠

CShO）圈姓。

~ _,__ shu O 写字；记录；书写：～法｜

jj （苦）大～特～｜振笔直～。＠字体：楷
～｜隶～｜行～ i草～。＠温装订成册的著作z

一本～｜一部～｜一套～（丛～｜新～｜古～｜～
店。电子～。。书信：家～｜～札。＠文件：

证～｜保证～｜说明～｜挑战～｜白皮～。 0 CShO) 
圈姓。

E书案E shu'an ＜书〉圈长形的书桌。

E书包】 shubao 圈布或皮革等制成的袋子，主

要供学生上学时装书籍、文具用。

E书报】 shubao !Bl 图书和报刊。

E书背E shubei 圈书脊。

E书本E shuben c～儿）圈书③（总称）·～知识。
E书册E shuce ~装订成册的书；书本o

E书场］ shuchang IEJ 表演说书、弹词、相声等

曲艺的场所。
E书虫］ shuch6ng !Bl 称喜欢书籍并沉迷于其

中的人。

E书橱】 shuchu l组书柜。

E书呆子】 shudai•zi 画不懂得联系实际只知

道啃书本的人。
E书丹J shudan l现刻碑前先用朱笔把要刻的
文字写在碑石仁，叫作书丹。后泛指书写碑

志。
E书牍］ shudu （书〉圈书信。
E书法】 shuf，凸！每文字的书写艺术，特指用毛笔

写汉字的艺术．～比赛｜学习～。

E书坊】 shufang 圈旧时印刷并出售书籍的店

铺。
E书房E shufang 圈读书写字用的房间。

E书稿J shug凸。因著作的底稿 z 眷写～。

E书馆J shuguan ［望＠古代教授学童的处所。
＠（～儿）〈方〉有艺人在那里说评书的茶馆儿。

E书柜］ shugui 圈放置书籍用的柜子。

E书函J shuhan 圈＠书套。＠书信。
E书号E shuhao I苞主管部门对正式出版物给
予的编号，包括出版社的代号、书刊类别代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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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书后］ shOhδu 圈写在别人著作后面，对著作
有所说明或评论的文章。

E书画E shOhua 画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的书

法和绘画z ～展览。
E书籍J shuji [BJ 书③（总称〉。

E书脊E shOjT 圈书籍被订住的一边。新式装
订的书脊上一般印有书名、出版机构名称等。

也叫书背。
E书记E shOji [Bi 0 党、团等各级组织、中的主要
负责人。＠旧时称办理文书及缮写工作的人

员。

E书记员E shujiyuan 画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中担任记录，并办理其他有关事项
的工作人员。

E书家E shujia 圈擅长书法的人；书法家。

E书架E shujia 圈放置书籍用的架子，多用木

料或铁制成。也叫书架子。
E书简】（书柬） shOj iiin [BJ 书信。

E书局l shuju [El 旧时印书或藏书的机构，后多

三矗 用于出版社或书店的名称。
三三~［书卷E shOjuan 圈指书籍，古代书籍多装成

卷轴，所以叫作书卷。
E书卷气E shOjuanqi !Bl 指在说话、作文、写字、
画画儿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风格、气质：
房间布置得颇有～。

Z书刊E shukan 圈书籍和刊物。

E书口E sh Ok创圈书籍上跟书脊相对的一边，
线装书在这里标注书名、页数等。

E书库］ shOku [El 图书馆或书店存放书刊的房

屋。

E书录E shOlu 圈有关某一部书或某些著作的

版本、插图、评论及其源流等各种资料的目录。
E书眉l shOmei 圈书页的上端。

E书迷l shumi 圈。喜欢读书或收藏书籍而
入迷的人。＠喜欢昕评弹、评书等而入迷的
入。

E书面E shumian E固属性词。用文字表达的

（区别于“口头”） ：～通知｜～答复｜～材料。

E书面语】 shumiany心 !Bl 用文字写出来的语

言（区别于“口语”）。
E书名号】 shuminghao 圈标点符号（《 》、

< 〉，古籍或某些文史著作中可以用“4…勺，

表示书名、篇名、报刊名等。
E书目E shumu 圈。图书的目录。＠曲艺上
指评书、评话

E书皮E shupi c～儿）［盏＠书刊的最外面的一
层，用厚纸、布、绢、皮等做成。线装书在上面

贴书签，新式装订的书刊一般是把书名、作者
姓名等印在上面。＠读者在书皮外面再包上

的纸或塑料薄膜等，用来保护书：包～。
E书评E shOping 圈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

E书签E shOqian C～儿）圈＠贴在线装书书皮

上的写着或印着书名的纸或绢的条儿，有些新

式装订的书也仿照它的形式直接印在书皮上。
＠为标记阅读到什么地方而夹在书里的小

片，多用纸或赛璐珞等制成。
E书社E shushe 圈。旧时文人组织的读书会。

＠旧时印书的机构，后多用于出版社的名称。

E书生】 shush画ng [El 读书人z 白面～。

E书生气l shushengqi I萄指某些知识分子只

注重书本，脱离实际的习气：～十足。

E书市l shOst、i [El 0 集中出售书籍的市场（多

指临时举办的、短时间的）。＠图书市场z 最

近两年～不太景气。

E书套E shutao 圈套在几本或－本书外面的
壳子，有保护作用，多用硬纸等制成。

E书亭】 shOting 圈出售书刊的像亭子的小房

子。

E书童】 sh0t6ng 圈旧时侍候主人及其子弟读

书并做杂事的未成年的仆人。

E书屋l shOwO 圈＠旧时供读书用的房子，现

也用于书店的名称。＠指公共阅览室，是公

益性的文化设施z 开设农家～。

E书系］ shOxi 圈关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项内

容的一系列图书·国际汉学研究～。
E书香E shOxiang 庄园属性词。指上辈有读书

人的（人家） ：～门第｜～子弟｜世代～。
E书写】 shOxi岳巨型写：～标语｜～工具。

E书信E shOxin !Bl 信1⑦z ～往来｜～格式。

E书业］ shOye [El 图书的出版、发行、销售行业。

E书页E shuye 圈书中印有文字或图片的单篇。

E书影E shuyTng 画显示书刊的版式和部分内

容的印刷物，从前仿照原书刻印或石印，现在

大多影印，有的用作插页，有的汇集成册，如
《宋元书影》。

Z书院E shuyuan !El 旧时地方上设立的供人读

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从唐代开始，历
代都有。清末废科举后，大都改为学校。

E书丰Ll sh0zh6 （书〉［萄书信。
E书斋E shuzhai 圈书房。

E书展E shuzhiin 圈＠书籍展览、展销。＠书

法展览。
E书证E shuzheng 圈＠著作或注释中有关词

语来历、意义、用法等的有书面出处的例证。

＠法律上指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如书
信、传单、合｜司、账本等。通常广义的物证也包

括书证在内。
E书桌E sh0zhu6 C～儿）国读书写字用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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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圳。表达3发表：各～己见 l直～胸臆。
.J • （书〉同“好”①。

E抒发E shufa 圈表达（感情）：～思乡之情。
E抒怀】 shuhu6i ［画抒发情怀z 赋诗～。
E抒情l shuqing ［副抒发情感．～散文 i 写景、
叙事的诗里也往往含有～的成分。

E抒情诗l shuqingshl 圈以表达情感为主的诗

篇。
E抒写】 shuxie ［望表达和描写：散文可以～感

情，也可以发表议论。

，经安士 一→ shO ＜书〉＠解除：毁家～难
~TC好） (nan）。＠延缓2 ～缓。＠宽裕。
E纤困】 shukun ＜书〉［到解除或缓解困难z 伸
出援手，为灾民～。

枢… shO 0 门上的问：户～不囊。
（植）＠指重要的或中心的部分：中～（

～纽。

E枢机l shujl 圈＠旧时指封建王朝的重要职
位或机构。＠〈书〉事物的关键。

E枢机主教】 shujl zh心jiao 天主教罗马教廷中
最高一级的主教，由教皇任命，分掌教廷各部
门和许多重要教区的领导权，有选举罗马教皇
的权利，因穿红色礼服，所以也叫红衣主教。

E枢纽】 shuniu 圈事物的重要关键；事物相互
联系的中心环节：～工程｜交通～。

E枢要l shuyao ＜书〉圈指中央行政机构。

一仨rt shO 0 圈叔父2 二～ i表～。＠圈称
y、·呼跟父亲辈分相同而年纪较小的男子．
李～ l张大～。＠丈夫的弟弟；小叔子：～嫂。

。在兄弟排行的次序里代表第三：伯仲～季。

0 (Shu〕圈姓。

E叔伯E shu· bai 圃属性词。同祖父的，有时也
指向曾祖父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弟兄。

［；识父】 shufu 圈父亲的弟弟。

E叔公】 shugong ~ 0 丈夫的叔叔。＠〈方〉

叔祖。

E叔母l shumu 圈叔父的妻子。

E叔婆】 shup6 圈＠丈夫的婶母。＠〈方〉叔

祖母。
E叔叔l shu· shu ＜口〉圈。叔父：亲～1 堂房
～。＠称呼Ji'＆父亲辈分相同而年纪较小的男

子：刘～｜工人～｜解放军～。

E奴祖E shuzu 圈父亲的叔父。

E叔祖母E shuzum心圈父亲的叔母。

陈 Shu 酬。

妹圳〈书〉＠美好。＠美女

殊圳＠不同；差异： ~Jt同归。＠特别；
特殊z ～勋1~功｜～效！～绩。＠〈书〉圃

很；极：～觉歉然｜～感不便。。〈书〉断； ？！色。

0 (Shu）圈姓。

E殊不知E shubuzhl 圃＠竟不知道（引述别人
的意见而加以纠正）：有人以为喝酒可以御寒，

～酒力一过，更觉得冷。＠竟没想到（纠正自
己原先的想法），我以为他还在北京，～上星期
他就走了。

E殊荣】 sh0r6ng 圈特殊的荣誉。

协死E shusl 0 ~属性词。拼着性命、竭尽
死力的；决死z ～战！～的斗争。＠函古代指
斩首的死刑。

E未途同归E sh0tu-t6nggul 通过不同的道路走

到同一个目的地，比喻采取不同的方法而得到
相同的结果。

E殊勋l shOxOn （书〉固特殊的功勋：屡建～。
胁誉E shuyu 圈特殊的荣誉＝获得杰出青年

的～。

{ 圳〈书〉圆极快地：王嗓（可庚、才能 自别以来，～已半年。 主主
[fl决地］ shOdi 圆极快地；迅速地：～闪过一个

人影儿。

E倏忽】 shOhO 圈很快地；忽然：～不见 l 山地
气候～变化，应当随时注意。

[fl舆然E sh0r6n （书〉圈。忽然z ～一阵暴雨。

＠形容极快z 一道流星，～而逝。

--tt.主 * ._ shO 豆类的总称：不辨～麦。
／叔（味）
E寂粟l shusu 函泛指粮食2 布吊～。

岳注－；： shu O 梳子：木～。＠画梳理z ～头
JIL 洗脸 l她～着两根粗辫子。

E梳箴】 shubi ~梳子和笛子的合称。
E梳辫子E shO bian·zi 梳头后把头发分成股编
成辫子，比喻把纷繁的事项、问题等进行分析
归类z 先把存在的问题梳梳辫子，再逐个研究
解决办法。

E梳理】 shOlf 圈＠用梳子整理（须、发等）：～

头发。＠比喻对事物进行归类、分析，便有条
理z ～思路｜对反馈的意见进行～。

E梳头E shu;; tau [1ibl 用梳子整理头发。

E梳洗l shuxl [gj] 梳头洗脸：～打扮。

E梳妆l shuzhuang E到梳洗打扮g ～台。
E梳子E shO•zi 画整理头发、胡子的用具，有齿，

用竹木、塑料等制成。
俞R Sh~ 古时，在今山东夏津附近。
淑 shO 温和善良；如2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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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淑静】 shOjing 回（女子）温柔文静。

E淑女l shunu （书〉圈贤良美好的女子z 窃究

～ l～风范。

舒削。圈伸展；宽解（拘束或憋闷状
态） ：～眉展ijK I ～筋活血｜～了一口气。＠

〈书〉缓慢；从容2 ～徐（缓慢）｜～缓。＠轻松

愉快z ～服｜～适｜～心。。 CShO）~姓。

E舒畅l shuchang E国开朗愉’快；舒服痛快z 心
情～｜车窗打开了，凉爽的风吹进来，使人非常
~ 。

E舒服E shu· tu E国＠身体或精神上感到轻松

愉快z 睡得很～。＠能使身体或精神上感到
轻松愉快s 窑洞又～，又暖和。

E舒缓E shuhuan ~国＠缓慢z 动作～｜节拍～
的歌声。＠缓和z 语调～｜他的心情好像～了
一些。＠坡度小： 11也从～的斜坡上慢慢走了

下来。
E舒卷E ShUjl』凸n ＜书〉圈舒展和卷缩（多指云

或烟）：～自如 i 白云～。
E舒散】 shOsan 画＠活动（筋骨）。＠消除疲
劳或不愉快的心情z ～心中的郁闷。

E舒适E shushi 圈舒服安逸z 环境～｜～的生
活。

E舒爽E shushuang 庄园舒适，爽快2 听了这些

安慰话，他心头～了不少。

E舒坦E shO•tan 圈舒服：心里～。

E舒心E shOxin E国心情舒展：适意2 日子过得

挺～。
E舒展E shuzhan O 圈伸展张开；不卷缩；不
皱：荷叶～着，发出清香｜祖父心里很高兴，脸

上的皱纹也～了。＠回（身心）安适；舒适。
E舒张E shuzhang 画心脏或血管等的肌肉组
织由紧张状态变为松弛状态。

E舒张压】 shuzhangya 圈心脏舒张时血液对

血管的压力。通称低压。
7云 shO 0 清除阻塞使通畅；
所tco o昧）疏通z ～导｜～淡。＠事物
之间距离远；事物的部分之间空隙大（跟“密”
相对） ：～林｜稀～。＠关系远；不亲近（跟“亲”

相对）：～远！亲～。＠不熟悉；不熟练：生～｜

荒～。＠疏忽：～漏｜～失。＠空虚z 志大才
～。＠分散；使从密变稀z ～散 i 仗义～财。
＠封建时代臣下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
字；条陈g 上～｜奏～。＠古书的比“注”更详
细的注解s “注”的注：《十三经注～》。⑩

CShO）圈姓。
E疏财仗义l shuc6i-zhangyi 见 1652 页【仗义

疏财1。
E疏导E shOd凸o 圈。开通塞塞的水道，使水

流畅通：～淮河。＠泛指引导使畅通：～交

通｜解决思想问题一定要善于～。

E疏放】 shOfang ＜捋〉圈。放纵：举止～。＠
（文章）不拘常格z 行文～。

E疏忽】 shO· hu ［量粗心大意；忽略：～职守 1 一

时～，造成错误。
E疏剪】 shOjian ［司剪去过密的、无用的（枝条）。

E疏解E shOj1岳圈＠疏通使缓解．调集车辆，

增大运输能力，～客流。＠疏通调解：由于老

师从中～，他俩才消除了误会。

E疏泼E shOjun 圈清除淤塞或挖深？可槽使水流

通畅2 ～航道，以利交通。
E疏狂E sh0ku6ng ＜书〉圈狂放不受约束．生

性～。

E疏阀】 shOkuo ＜书〉＠画不周密．立论～。

＠圈疏远z 交往～。＠晴迂阔z ～之言。＠

[1lJj] 久别 z ～思相会。

E疏懒E shOI凸n IH2l 懒散而不习惯于受拘束z ～

成性。
E疏朗】 shOlang 圈＠稀疏而清晰z 须眉～｜夜

空中闪烁着疏疏朗朗的几点星光。＠开朗z
胸怀渐渐～了。

E疏离】 shOli 毒面疏远隔离z 关系～｜一个作家
任何时候都不应～社会。

E疏理E shOIT 圃疏通清理g ～河道。

E疏漏】 shOlou O 圈疏忽、遗漏：案件中的每个
细节都不能～。 f) !Bl 疏忽遗漏的地方3 这是

一个明显的～。

E疏略】 shOIOe （书） 0 ［到疏漏忽略：～之处
甚多。＠画粗疏简略：记载～。

E疏落E shOluo 晴稀疏零落：～的晨星。

E疏散l shOsan O 画疏落z ～的村落。＠幽

把密集的人或东西散开；分散z ～人口。

E疏失】 shOshi 圈疏忽失误：清查库存物资，要

照册仔细核对，不准稍有遗漏～。

E疏松E shOsong O 圈（土壤等）松散；不紧密：

土质干燥～。＠［到使松散z ～土壤。
E疏通E shOtong 圈＠疏泼：～田间排水沟。

＠沟通双方的意思，调解双方的争执：这件事
还得你从中～～。

E疏远】 shOyuan O 圈关系、感情上有距离P

不亲密：多年不来往，亲戚问渐渐～了。＠圈

使疏远；不亲近2 不应～有缺点的同学。

书主盏 ，』 shO 〈书〉表示；发表z 略～己意。
切忌（撩）
光。比1 … shO 0 圈运输s 运送＝～出｜
布。（翰）～油管｜～电网｜～氧气。＠
〈书〉捐献（财物） ：捐～｜～财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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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2 ~· shu I望在较量时失败；败（跟 I I.出 shu 见 1079 页【院制。
!ftfll （输）“赢”相对）：认～ l～了两个球。 ｜眈
E输诚l shucheng ＜书〉［司＠表示诚心：～结｜手吏 shu 疏菜z 布衣～食｜果～。

交。＠投降z 敌军望JXl～。 ｜品”“
E输出】 shuchu 圈。从内部送到外部＝血液 IC蔬菜E shucai 圈可以做菜吃的草本植物，如
从心脏～，经血管分布到全身组织。＠商品或｜ 白菜、菜花、萝卡、黄瓜、洋葱、扁豆等。也包括
资本从某一一国销售或投放到国外z ～成套设｜ 一些木本植物的嫩茎、嫩叶和菌类，如香椿、蘑
备。＠科学技术上指能量、信号等从某种机 i 菇等。
构或装置发出·计算机～信息。

E输电】 shudian 画通过导线把电能从发电厂

或变电所送到用户那里。
E输家E shuj iii 圈指赌博、比赛或竞争中失败
的一方。

E输将E shuj iiing ＜书川重资助；捐献z 慷慨～o

E输精管】 shujingguan I到男子和雄性动物生
殖器官的→部分，作用是把精子从辜丸输送到

精囊里去。

E输理】 shO;; II [Zi)] 在道理上站不住脚3 明明是

你～，不要再强辩了。

E输卵管】 shul凶nguan 晴女子和雌性动物生
殖器官的）部分，在子宫两侧，作用是把卵巢

产生的卵子输送到子宫里去。
E输尿管E shuniaogu凸n 圈输送尿液的管状组

织，连接肾孟和膀脱，作用是把在肾脏中形成
的尿输送到膀脱里去。（图见 899 页“人的泌

尿器”）

E输入】 shuru l画＠从外部送到内部z 病人手

术后需要～新鲜血液。＠商品或资本从国外

销售或投放到某国：～电信器材。＠科学技
术上指发出的能量、信号等进入某种机构或装

置z ～密码。

E输送l shusong I现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运送：
～带｜植物的根吸收了养分，就～到枝叶上去。

E输血E shu;;xue 巨型1] 0 把健康人的血液或血
液的组成部分（如血浆、血小板等）用→定的装
置输送到病人体内。＠比喻从外部给予财

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帮助z 地区发展不能一
味依靠政府～。

E输氧】 shu;;y凸ng ［量把氧气通过一定的装置
输送到病人的呼吸道，使被动吸氧。

E输液E shu;;ye 画把葡萄糖溶液、生理盐水等

（有的溶有药物）用一定的装置通过静脉输送
到体内，以补充体液并达到治疗的目的。

E输赢E shuying ［萄＠胜利和失败3 这两个球

队今天非见个～不可。＠指赌博时输赢的钱
数z 这伙赌徒，一夜就有几万元的～。

E输油管E shuy6uguan 圈大量输送原油或液
态石油制品的管道，通常是钢管，外面包着隔
热层、保护层，有的埋在地下。

,, 
shu （产义）

:::t.b. shu 
'Vt~ 面。

高粱（多指秸高粱）：～秸｜～米！～

E袜秸E shu·jie 圈去掉穗的高粱杆。

E林米】 shumi ［苞高粱米。

E袜袜E shushu ＜方〉圈高粱。

古:fr shu 0 ＜书〉［国疑问代词。谁：人非圣
τ／\j 贤，～能无过？＠〈书〉咽疑问代词。哪

个（表示选择）：～胜～负。＠〈书〉圆疑问代主主主
词。什么 2 是可忍，～不可忍？ 0 <Shu）圈誓重重
姓。

娘 shu 古代宫廷中的女官名

赎同世 s u 0 圃用财物把抵押品换
一（腰）回z ～身｜把东西～回来。＠抵

消；弥补（罪过），～罪。

E赎当E shudang 画赎回抵押给当铺的东西。

Z赎金E shujln 圈赎回抵押品或赎身所用的
钱。

E赎买E sh um副圈国家有代价地把民族资产
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

E赎身E shu;;sh由圈旧时奴姆、妓女等用金钱

或其他代价换取人身自由。

E赎罪E shu;;zui 圈抵消所犯的罪过：将功～｜
立功～。

塾 shu 旧时私人设立的教学的地方：私～｜
～师。参看 1236 页I私塾lo

E塾师E shush I 圄私皇昌的教师。

重抽 shu 匾。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跟
沁号“生”相对，下命～⑤同）：西瓜已经～了。

＠（食物）烧煮到可以食用的程度z ～菜｜饭～
了。＠加工制造或锻炼过的z ～皮子｜～铁。
＠因常见或常用而知道得清楚2 ～人｜～门～

路 l～视无睹！这条路我常走，所以很～。＠熟
练：～手！～能生巧。。程度深z 睡得很～｜深
思～虑。
另见 1201 页 sh6uo

E熟谙E shu'an ＜书〉画熟悉2 ～兵法。



I 1214 I shu shu I 熟暑泰属

E熟菜l shucai 圈经过烹调的菜肴：整了几样
～下酒。

E熟道E shudao ＜～儿）圈熟路。
E熟地I shudi ~经过多年耕种的土地。
E熟地E shudi IE 药名，经过蒸晒的地黄，黑

色，有滋补作用。也叫熟地黄。
E熟地黄E shudihuang 圈熟地＇ 0 

E熟ftl shuhua 画经过深耕、晒’堡、施肥、灌溉
等措施，使不能耕种的土壤变成可以耕种的土

壤。
E熟荒E shuhuang IE 熟荒地。

E熟荒地】 shuhuangdi 圈曾经耕种过，后来荒
芜的士地。也叫熟荒。

E熟客E shuke IE 常来的客人。

E熟练E shulian E园工作、动作等因常做而有经
验z ～工人｜业务～。

E熟路E shulu 圈常走而熟悉的道路。
E熟能生巧E shunengsh邑ngqi凸o 熟练了就能

产生巧办法，或找出窍门。

三三E E熟年E shunian IE 丰收的年头儿。
主主言 E熟漆l shuql 圈漆的一种，生漆经氧化或加热

而成，棕黑色，比生漆光亮。
E熟人】 shuren c ～儿）圈熟识的人（跟“生人”

相对）。

E熟捻E shur岳n ＜书〉圈很熟悉。

E熟石膏】 shushigao 圈把石膏加热到约

150℃，使部分脱水，就成为熟石膏。是粉刷

墙壁和做石膏像、石膏模型等的材料。
E熟石灰】 shushihul 画无机化合物，化学式

CaCOH)2 。白色粉末，由生石灰和水反应而

成，它的饱和水溶液叫作石灰水。是常用的建
筑材料，也用作杀菌剂和化工原料等。也叫消

石灰。
E熟识.l shu· shi 画对某人认识得比较久或对
某种事物了解得比较透彻：海军战士～水性｜
我们曾共过事，彼此都很～。

E熟食l shushi 圈经过加工做熟的饭菜，多指

出售的做熟的肉食等：～专柜。
E熟视无睹】 shushi-wud心虽然经常看见，还跟

没看见一样，指对应该关心的事物漠不关心。
E熟手E shush创（～儿）圈熟悉某项工作的人。

E熟睡E shushui 圃睡得很沉；睡得很香：一夜

～，醒来精神好多了。

E熟思E shusl l到周密地思考。
E熟烫l shu· tong ＜口） lllil 瓜果蔬菜等因揉搓

或受热而失去新鲜的颜色或滋味：～味儿｜这
些瓜都摔打～了。

E熟铁】 shut1岳画含碳量在o. 1 %以下的铁。

用生铁精炼而成，延展性较好，强度较低，容易

锻造和焊接，不能洋火。用来制造佛钉、链条、
镰刀等。也叫锻铁。

E熟土】 shutu 画l 熟化了的土壤，适于耕种。

E熟悉J shu·xi 画＠知道得清楚：我～这里的

情况！他们彼此很～。＠了解，使知道得清楚2
赛前先～一下场地。

E熟习J shuxi l司（对某种技术或学问）学习得

很熟练或了解得很深刻z ～业务 If也很～果树

栽培知识。
E熟橡胶】 shuxiangjiao 圈硫化橡胶。

E熟i吾E shuyu 圈固定的词组，只能整个应用，

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并且往往不能按照一
般的构词法来分析，如“慢条斯理、无精打采、
不尴不尬、乱七八糟、八九不离十”等。

E熟知l shuzhl 圃清楚地知道：～故宫的历史
变迁。

E熟字】 shuzi [BJ 已经认识了的字。

I/ 

shl』（产〉〈）

暑圳热（跟‘时对）：～天｜中Czhong)
～｜受～｜寒来～往。

E暑假l sh心iia 鹰学校中夏季的假期，一般在
七八月间。

E暑期】 sh心qi 圈暑假期间z ～训练班。

E暑气】 sh心qi 圈盛夏时的热气：～逼人。

E暑热l sh凸re 函盛夏时气温高的气候：～难

耐。
E暑天l sh心tian ［重夏季炎热的日子。

E暑运】 sh的。n 圈运输部门指暑期一段时间

的运输业务。

泰圳泰子。
E泰子】 shu· z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线

形，籽实淡黄色，去皮后叫黄米，比小米稍大，
煮熟后有教性。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籽实
可以酿酒、做糕等。＠这种植物的籽实。

属－ 圳＠类别：金～。＠园生物
（属）学中把同一科的生物按照彼此相

似的特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属，如猫科
分为猫属、豹属等，禾本科分为稻属、小麦属、

燕麦属等。属以下为种。＠）［酒隶属：直～｜

附～｜渲中县～青海省。。国归属：胜利终～
我们！｜婚后财产～夫妻双方共有。＠家属g

亲属：军～｜烈～。。画系；是：查明～实｜纯
～虚构。＠［动］用十二属相记生年：哥哥～

马，弟弟～鸡。参看 1170 页［生肖）j 0 

另见 1713 页 zhu 。



U离地E shudi lE 指隶属或附属于某国（或地

区）的国家（或地区）。

E属概念］ sh心gainian 画具有包含关系的两个
概念中外延较大的概念。如“汉语词典”和“词
典”，“词典”是属概念，“汉语词典”是种概念。

也叫土位概念。
U属国E sh心gu6 圈封建时代作为宗主国的藩

属的国家。
E属实】 shushi 圈符合实际；是实情2 经调查，

情况完全～o
U高下E sh以ia 圈部下：他对～要求很严。
U离相E sh心•xiang 国生肖。

E属性】 shuxing 圈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
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

E属性词】 sh心xingci 圆形容词的附类，只表示
人、事物的属性或特征，具有区别或分类的作
用。属性词一般只能做定语，如“男学生、大型
歌剧、野生动物、首要的任务”中的“男、大型、
野生、首要气少数还能够做状语，如“自动控
制、定期检查”中的“自动、定期”。

U高于】 sh的。画归某一方面或为某方所有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民。

E属员E sh凸yuan 圈旧时指长官所统属的官
吏。
署1 sh心。叫处所z 官～｜专员公～

＠函中央政府按业务划分的单位（级别
比局、厅高）：审计～ l海关总～。＠布置2 部
～。＠署理。
署2 圳圈签（名）；题鸣叫～1～上了一

个笔名。
E署理E sh凸Ii E面指某官职空缺，由别人暂时代

理。
E署名E shu;;ming 画在书信、文件或文稿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蜀制＠周朝国名，在今四川成都一带。

＠圈蜀汉的简称。＠圈四川的别称。

E蜀汉］ ShC扣Han 函三国之一，公元 221

263 ，刘备所建。在今四川东部、重庆以及云
南、贵州北部和陕西汉中一带。为魏所灭。简
称蜀。

E蜀锦E shujin 圈四川出产的传统的丝织品，

用染色的熟丝织成。质地坚韧，纹样秀丽，常
作为高级服饰和装饰用料。

E蜀葵E sh心kui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
子心脏形，有长柄，表面有皱纹，花冠有红、紫、
黄、白等颜色。果实为葫果。供观赏。

E蜀犬吠日E sh心quan-feiri 柳宗元在《答韦中

立论师道书》中说，四川地方多雾，那里的狗不
常见日光，每逢日出，狗都叫起来。后来用“蜀 l

属署蜀鼠数｜ shu I 121s 

犬吠日”比喻少见多怪。

E蜀泰】 shushu !El 高粱。

E蜀绣］ shuxiu 圈四川出产的刺绣，风格厚重

工整，色彩艳丽。也叫川绣。

鼠 shu !El 哺乳动物，种类很多，一般身体
小，尾巴长，门齿很发达，没有犬齿，毛褐色

或黑色，繁殖力很强，有的能传播鼠疫。通称
老鼠，有的地区叫耗子。

E鼠辈E sh心bei !El 指微不足道的人（骂人的

话） ：无名～，何足挂齿。

E鼠标E shubiao 圈鼠标器的简称z 光电～。

E鼠衍A臼 shubiaoqi 圈计算机的一种输入设

备。可以移动，用来控制显示器屏幕上光标的
位置。用手指点击上面的键，开j计算机进行操

作，主要用于选单项目的选择以及汁算机绘
图。因外形略像老鼠，所以叫鼠标器。简称鼠
标。

E鼠标手】 shubiaoshou 圈指长时间使用计算

机鼠标器而引起的子部、腕部的损伤。症状是
手指和关节疲劳、麻木或疼痛，有的关节活动
时会发出轻微声响，甚至造成手腕韧带拉伤。

【鼠窜E shucuan 画像老鼠那样惊慌地逃走＝
抱头～o

E鼠肚鸡肠E sh闹。－Fchang 小肚鸡肠。
E鼠目寸光E sh心mu cunguang 形容眼光短，见

识浅。
E鼠窃狗盗E shuq ie-goudaa 指小偷小摸，比喻

进行不光明的活动（语出《史记·XIJ敬叔孙通列
传》z“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
间勺。也说鼠窃狗偷。

E鼠窃狗偷E shuq ie-goutou 鼠窃狗盗。
E鼠剧 sh凸xi 圈腹股沟。

E鼠疫】 sh凸yi 圈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鼠疫杆
菌，啃齿动物如鼠、兔等感染这种病之后，再由
蚤传入人体。主要症状是高热，头疼，淋巴结
肿大，全身皮肤和内脏出血。也叫黑死病。

数~· shu O ~ 1t12- ＜数叫个说出
（敷）（数目）， ~~目｜你去～～咱们今

天种了多少棵树｜从十五～到三十。＠画计
算起来、比较起来（最突出）：～一～二｜全班～

他的功课好｜几个孩子中，～他不听话。＠列

举（罪状）；责备z ～说！～其罪。
另见 1218 页 shu;1234 页 shuoo

E数不上E shu·bushang 圃数不着。

E数不胜姻 shubushengshu 数也数不过来，

形容很多。
即不着］ shu • buzhao 圈比较起来不算突出

或够不上标准：论射击技术，在我们连里可～
我。也说数不上。

一



I 1216 I shli shu I 数薯曙瘾术戍束

E数叨l sh心•daa ＜口〉［司数落。

E数得上E shli·deshang 圈数得着E 这座建筑

物的规模，在全国都是～的。

E数得着E shu·dezh6o 圈比较突出或够得上

标准：在县里，她是～的企业家。也说数得上。
E数典忘祖E shlidian－》vangzu 春秋时晋国的

籍谈出使周朝，他回答周王的问题时没有答

好，事后周王讽刺他“数典而忘其祖”，意思是

籍谈说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先的职

守（掌管国家的史册）都忘掉了（见于《左传·昭
公十五年》）。后来用“数典忘祖”泛指忘掉自

己本来的情况或事物的本源。

E数伏l shu;;fu 圈进入伏天g伏天开始n 参看

1122 页I兰伏］ o

E数九】 shu;; jiu 画进入从冬至开始的“九”·

～寒夭。参看 697 页“九”②。

E数来宝E sh心16ib凸0 [El 曲艺的一种，用系有铜

铃的牛骨或竹板打节拍，多为即兴编词，边敲

边唱。
E数落】 shu·luo ＜口〉匾。列举过失而指责，

泛指责备z 被母亲～了一顿。＠列举着说．

老大娘～着村里的新鲜事儿。
股立米而炊E shumT' erchul 数米粒做饭（语出

《庄子·庚桑楚》），比喻做用不着做的琐细小
事。后来也形容人吝啬或生活困窘。

E数秒E shum1凸o 画在爆破作业起爆前或人造

卫星、宇宙飞船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倒着数出所

剩的秒数，如 5、4,3,2、1，数完最后一秒起爆或

发射。有时也用于其他活动。

E数说J shushu6 圈＠列举叙述g 把头年的事

又～了一遍。＠责备z 被老爷子～了一顿。
m一数二E sh心yl-shli ＇自r 排第一或第三，形

容突出：他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都是～的。

薯 干 shu 甘薯马铃薯等农作物的统
（祷蔷） 称。

E薯丧E shuli6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
有块茎，叶子狭长椭圆形，穗状花序，茄果有三

个翅。块茎外部紫黑色，内部棕红色，含螺质，
可用来染棉、麻织品。＠这种植物的块茎。｜｜
也叫茨瓦。

E薯费】 shuyu [El 0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

常带紫色，根状茎圆柱形，叶子卵形或椭圆形，
花乳白色。根状茎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吃，也
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根状茎。｜｜通称山药。

曙 s~~ 天刚亮糊： ~ :)\'; 0 

E曙主'tl shuguong 圈＠清晨的H光。＠比喻

已经在望的美好的前景：胜利的～。

E曙色l shuse [El 黎明的天色2 从窗口透进了

灰白的～。

癫圳〈书〉忧闷成病：～忧

、

shu （产〉〈）

一扣 ~·－ shu O 技艺g技术；学术z 美～｜
/I、（衔）武～｜医～l～语｜不学无～。＠方
法；策略：战～｜权～。＠手术z ～前 i ～后。
0 CShul [El 姓。
另见 1708 页 zhu 。

E术科E shuk岳圈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
种技术性的科目（区别于“学科勺。

E术士E shushi ＜书〉圈＠遵从儒家学说的读
书人。＠方士。

E术语】 shuy心 i重某一学科中的专门用语。

戍圳＠（军队）防守3 卫～｜～边。＠
(Shu）画姓。

E戍边l shubion ［到戍守边疆：屯垦～！～部

队。
E戍守E shushou 圈武装守卫；防守g ～边疆。

束圳们搁；系： ~~1 腰～皮带。＠
国E 用于搁在一起的东两＝一～鲜花｜一～

稻草。＠聚集成一条的东西g 光～｜电子～。
＠控制j p约束z 拘～｜～手～脚。 8 CShu）圈

姓。

【束缚E shufu 圈使受到约束限制s使停留在狭

窄的范围里：～手脚｜～思想。
E束身】 shushen ＜书＞ ~O 约束自身，不放

纵z ～自爱。＠把自己捆绑起来：～请罪。

E束手l shushou 圈捆住了手，比喻没有办法：

～就擒｜～无策。
E束手待毙】 shushou-daibi 捆起手来等死，比

喻遇到危险或闲难，不积极想办法解决，却坐

着等死或等待失败。
E束手就擒E shushou-j iuqin 捆起手来自人捉
拿，形容因无法脱逃或无力反抗而甘愿被擒
获。

E束手束脚】 shushou-shuj i凸o 形容f故事顾虑
多，不敢放手去干。

E束手无策】 shushou-wuce 形容一点JL办法

也没有。

E束俯l shuxiu ＜书〉圈捆成一捆（十条）的干
肉，是古时学生送给教师的报酬。参看 1475
页“倚1 ”。

E束之高阁E shuzhlgooge 把东西捆起来，放在

高高的架子上面，指扔在→边，不去用它或管

它。



E束装］ shuzhuang 〈书〉［望整理行装z ～就

道 l～待发。
平_p.. shu 陈说，叙述：口～｜重～一遍 i 略～经

x.c 过｜上～各项，务须遵照执行。
E述而不作l shu ’在rbuzuo 指只阐述他人学说

而不加自己的创见。

E述怀J shuhuai 圃抒发心中的感受（多用作

诗文篇名） ：五十～。

E述廉E shuli6n ［副向主管部门领导或有关人
员报告本单位廉政建设情况或本人廉洁自律

情况2 述职～。
(j£评E shuping O 圈叙述和评论：对当前国

际形势加以～。＠圈叙述和评论的文章：写
一篇时事～。

E述说J shushu6 画陈述说明：～身世。

U才~l!JlJ shu11 zh i 画！向主管部门领导或有关人
员报告履行职务的情况：～报告！大使回国～。

沫 Shu 制柏挪于山东，流入江苏。

树山 shu O 圈木本植物的通称：柳
（树）～l一棵～。＠〈书〉种植g栽培z

十年～木，百年～人。＠［虱树立；建立z 建～ 1
4虫～一帜｜～雄心，立壮志。 0 CShu）圈姓。

E树碑立传l shub岳1-lizhuan 原指把某人生平
事迹刻在石碑上或写成传记加以颂扬，现在比

喻通过某种途径树立个人威信，抬高个人声望
（含贬义）。

E树丛E shuc6ng 圈丛生的树木。
E树大根深E shuda-gensh岳n 比喻势力大，根基

牢固。

E树大招奴lJ shuda-zhaofeng 比喻因名气大引

人注意或惹人嫉妒而生出是非。
E树倒猢狲散E shu d凸o husun son 比喻为首
的人垮下来，随从的人无所依附也就随之而散
（含贬义）。

E树敌］ shudi 
～大多。

圈使别人跟自己为敌2 四面～！

E树墩E sh1江dun 圈树身锯去后剩下的靠近根

部的一段。也说树墩子。
E树干E shugan 圈树木的主体部分。

E树挂E shugua E 雾再苦的通称。
E树冠E shuguan ~乔木树干的上部连同所长
的枝叶。

E树行子E shuhang·zi 
树林。

圈排成行列的树木川、

E树胶E shujiao 
的胶质。

画某些植物（如桃、杏等）分泌

E树懒l sh凶凸n 圈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猴，头小
而圆，耳朵很小，尾巴短，毛粗而长，灰褐色，毛

束述沫树竖 shu 口芒
上常附有绿藻，很像树皮。动作迟缓，常用爪
倒挂在树枝上数小时不移动，吃树叶等。生活
在南美洲。

E树篱】 shuli ~用树密植而成的围墙。

E树立E shull 函j 建立（多用于抽象的好的事

情） ：～榜样｜～典型｜～助人为乐的风尚。

E树凉JL] shuli6ngr 圈夏天大树底下太阳照不
到的地方。也说树荫凉儿。

E树林】 shulin 画成片生长的许多树木，比森

林小。

E树龄l shuling 圈树木生长的年数：院中有几

株二百年以上～的古树。

E树苗E shumi6o 圈可供移植的小树，多在茵
圃中栽培。

E树木E shumu 圈树（总称） ：花草～。

E树刷E shuqu 圈哺乳动物，形状像松鼠，身体

较小，吻尖而细，尾巴蓬松，毛棕褐色。生活在
热带和亚热带树林中，吃昆虫、鸟卵、野果等。

E树梢E shushao c～儿）圈树的顶端。

E树身E shush岳n 圈树干。

E树阴l shuyln 同“树荫”。

E树~月凉JL] shuylnli6ngr 同“树荫凉儿”。
E树荫E shuyln c～儿）圈树木枝叶在日光下所
形成的阴影。也作树阴。

E树荫凉.JL] sh的lnli6ngr ~树凉儿。也作树

阴凉儿。
E树欲静而风不止E shu yu jing er feng bu zhi 
树要静止而风却不停地刮（语出《韩诗外传》
九）。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

E树葬】 shuzang 圈安置死者骨灰的一种方

法，把骨灰埋在地里，上面种树或植草坪。
E树脂】 shuzhl ~遇热变软，具有可塑性的高
分子化合物的统称。一般是无定形固体或半

固体。分为天然树脂（如松香、虫胶）和合成树
脂（如盼醒树脂、聚氯乙烯树脂〉两类。是制造
塑料的主要原料，也用来制涂料、翁合剂、绝缘
材料等。

E树种E shuzhong 圈＠树木的种类：针叶～｜
阔叶～。＠树木的种子：采集～。

E树桩E shuzhuang 函＠较高的树墩。也说

树桩子。＠指树干粗而极矮的树木，枝条很
少，通常用来做盆景。

JD之1 s u 0 圈跟地面垂直
笠（里、草）的（跟“横”相对，下③
同） ：～井 l～琴。＠睛从上到下的；从前到后

的：画一条～线｜～着再按一道沟＂ e r到使物
体跟地面垂直z ～电线杆l把柱子～起来。。
（～儿）圈汉字的笔画，从上一直向下，形状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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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2（壁、噎）
＠宦官。

竖俞妹恕、庶愉袒揄数

shu （书〉＠未成年的
仆人。＠小孩儿：妇～。

E竖立E shuli 画物体垂直，一端向上，一端接
触地面或埋在地里：门前～一根旗杆。

E竖琴E Shi江qin 圈弦乐器，在直立的三角形架

上安有四十八根弦。
E竖蜻蜓】 shu qlngting ＜方〉倒立②。
E竖子E shuzl ＜书＞ ~O 未成年的仆人。＠

小子（含轻蔑意）：～不足与谋。

台r 圳〈书〉同“脯”。
日U 另见 1597 页 w"
怵… shu （书〉长针

（稣）
如n shu 0 以仁爱的心待人；用自己的心推
1川C>＼想别人的心z 忠～｜～道。＠不计较（别
人的）过错g原谅E 宽～｜饶～｜～罪。＠圃客
套话，请对方不要计较：～不招待！～难从命。

E恕罪J shuzui 圈客套话，请对方饶恕、自己的

过错z 来晚了，请大家～。
付r.1 、 shu 0 众多z ～务｜富～。＠

庶（吸）〈书〉平民s百姓z ～民。＠宗
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旁支（跟“摘”相对）：～出。
0 (Shu）圈姓。

t:fL2 . , . shu ＜书〉圈。庶几①s 今往
~ （吸）投之，～不我拒（现在去投奔他，
希望不会拒绝我）。＠庶几②z ～免误会｜～不
致误。

E庶出E shuchu 圈旧时指妾所生（区别于“摘

出、正出勺。

E庶乎E shuhu （书〉圃庶几。
E庶几l shujl （书〉圃＠但愿，表示希望z 王～
改之！＠或许g也许可以，表示推测z 若同心
协力，～可成大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两不含糊。也说庶几乎或庶乎。

E庶几乎】 shujlhu （书〉圆庶几。

E庶民】 shumin ＜书〉画百姓：王子犯法，与～

同罪。

E庶母E sh urn心画宗法制度下子女称父亲的
妾。

E庶人】 shuren ＜书〉圆百姓：削去碍位，废为
~ 。

E庶务E shuwu 圈＠旧时指机关团体内的杂
项事务。＠旧时指担任庶务的人。

E庶子E shuzl 圈 I f3时指妾所生的儿子（区别于
“摘子”）。

揄 Shu 古地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非豆圳见下。

E桓褐】 shuhe （书＞~粗布衣服。

揄圳酬穴：肺～｜卜。

E揄穴】 shuxue ~人体上的穴位的统称。

数中刷。问L）圈数目 z 人～l 岁
（敷）～l次～ l～以万计。心中有～。＠

函数学上表示事物的量的基本概念，如自然

数、整数、分数、有理数、元理数、实数、复数等。
＠圈一种语法范畴，表示名词或代词所指事

物的数量，例如英语名词有单、复两种数。＠

圈天命$劫数＝在～难逃。－~几g几个＝～

十种｜～小时。
另见 1215 页 shu;1234 页 sh叫。

E数表E shubiao !Bl 数学用表，如兰角函数表、

常用对数表等。
瞰词E shuci 圈表示数目的词。数词连用或

者加上别的词，可以表示序数、分数、倍数、概
数，如“第一、八成、百分之五、一千倍、十六七、
二三十、四十上下”。

E数独E shudu 圈一种填写数字的游戏，在有

81 个格子的方框中给出部分已知数字，游戏
者根据要求，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在其他空格中
填入 1 9 的数字，使 1 9 每个数字在每一
行、每一列和每一区块中都只出现一次。［日］

E数额E shu’岳圈一定的数曰：超出～l不足规

定～G
E数据】 shuju 圈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

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
E数据库E shujuku !Bl 存放在计算机存储器中，

按照→定格式编成的相互关联的各种数据的

集合，供用户迅速有效地进行数据处理。
m1空E shukong 圈属性词。用数字控制的z

～机床。
E数理逻辑E shull-luo•ji 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
学方法研究推理、计算等逻辑问题。也叫符号

逻辑。

E数量E shuliang 圈事物数目的多少：要保证

～，也要保证质量。
E数量词E shuliangci 圈数词和量词连用时的

合称，如“三本书”的“三本”，“→群人”的“一

群”，“去→次”的“一次”。有的数词和量词的

组合相当凝固，作用上类似于一个词，如“一
点儿7j(，，的

【数量级E shuliδngji 匮E 用来量度或估计某些
物理量大小的一种概念。当－一个物理量的数
值写成以 10 为底的指数表达式时，指数的数
目就是这个物理量的数量级。例如地球赤道



半径为6378 于米，可以写成6. 378 x 103 千
米或6. 3 78 x 1 06 米。就千米来说，它的数量

级是 3；就米来说，它的数量级是 6。

E数列E shulie IEl 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
数。如 3 、 9 、 27 、 81 ; 2 、 4 、 6 、 H……等。数列
的项数是有限的称为有限数列，项数是无限的

称为元限数列。
E数论l shulun t组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
整数性质以及和它有关的规律。

E数码l shum凸＠（～儿）圈数字①②。＠圈

属性词。数字④：～相机。
E数码港】 shum凸gang ＜方〉圈信息港。
眩生码相机】 shurn凸 xiangjl 数字相机。
E数目E shumu 圈通过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

的多少：你数好以后，就把～告诉他。

m目字l shumuzi !Bl 数字①CZ: '.3) 0 

E数位l shuwei 0 函数字在数中的所在位
置。如十进制数整数部分的数位从右向左依
次为个位、十位、百位……，小数部分的数位从
左向右依次为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

＠〈方〉归属性词。数字④＝～相机 l～图书

馆。
E数位港l shuweigiing ＜方〉［组信息港。
E数学】 shuxue 圈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
和数量关系的学科，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

角、微积分等。
E数值E shuzhi 咱一个量用数目表示出来的多

少，叫作这个量的数值。如 3 克的“3气4 秒的

“4”。

E数制l shuzhi 圈记数的法则。根据进位基数
的不同，有十进制、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
等。

E数轴E shuzh61』圆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和单
位长度的直线。数轴上的点和实数→一对

应。
E数珠E shuzhu ＜～儿） !Bl 佛教徒诵经时用来
计算次数的成串的珠子。一般为 108 颗，用
香木或玛璀、玉石等制成。也叫佛珠、念珠。

E数字E shuzi O 圈表示数目的文字。汉字
的数字有小写大写两种，“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等是小写，“宣武会肆伍陆柴删改拾”

等是大写。＠虞j 表示数目的符号，如阿拉

伯数字、苏州码子。＠［组指数量·不要盲目
追求～。 II 也叫数目字。＠［用属性词。采用
数字化技术的：～通信｜～摄像机。

E数字电话】 shuz i dianhua 通过编码把话音

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输的电话。
E数字电视】 shuzi dianshi 通过编码把图像、

f半音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输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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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数字港E shuzigiing 圈信息港。
E数字化】 shuzihua 画指在某个领域的各个
方面或某种产品的各个环节都采用数字信息
处理技术，即通过计算机系统把文字、图像等
不同形式的信息转换成数字编码进行处理。

E数字控制E shuzi kongzhi 自动控制的→种方
式，通常使用专门的计算机，控制指令以数字
形式表示，机器设备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工
作。

E数字视频光盘l shuzi shipin guangp6n 存放

数字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的光盘。简称视盘。
E数字通信l shuzi t6ngxin 传送数字信号的通
信方式。可用来传送电话、电报、数据和图像
等，抗干扰能力强，远距离f如3质量高。

E数字相机E sh1：』zi xiangjl 能够将拍摄对象的

影像转变成数字信息的相机。也叫数码相机。
E数字信号l shuzi xinhao 时间上离散的信号，

通过电压脉冲的变化来表示要传输的数据。
计算机处理的信号是数字信号。

E数字音频光盘E shuzi ylnpin guangp6n 存
放数字音频信号的光盘。

E数罪并罚】 shu zui bing fa 对于犯有两个以

上罪的犯人，对其所犯各罪分别量刑定罪后，

按一定原则合并执行。

墅圳别墅

漱、M shu I的水冲洗（口腔）户口｜
（嗽）用药水～～l嘴还没有～干净。

溺圳〈书〉及时的雨。

C二三面豆豆豆王二］

刷1 shua O 川刷子z 牙～｜板～。＠圈
用刷子清除或涂抹z ～牙｜～鞋！～锅 1用

石灰浆～墙08 唾11 r涂名 g淘汰z 他不守劳动纪

律，让厂里给～了｜他报名参军，因视力不合格
被～了下来。

刷2 shua 同“唰”。
'J 另见 1220 页 shua"

E刷卡E shua;; kii I'直把磁卡放入或贴近磁卡

机，使磁头阅读、识别磁卡中的信息，以确认持
卡人的身份或增减磁卡中的储存金额。因有
的磁卡需在磁卡机上移动，类似刷的动作，所

以叫刷卡。

四川拉E shuala 同“唰啦”。
E刷屏】 shua;;ping 画短时间内在网上发送大

量信息（多指重复的），使覆盖屏幕2 重磅新闻
瞬间～。



I 1220 I shua - shua i I 刷唰耍刷衰

E刷洗E shuaxi 圃用刷子等蘸水洗；把脏东西

放在水里清洗z ～锅碗。

E刷新l shuaxin 圈刷洗使焕然一新，比喻突

破旧的而创出新的（纪录、内容等）：在这次运
动会上她～了一万米的世界纪录。

E刷子E shua·zi I望用毛、棕、塑料丝、金属丝等
制成的清除脏物或涂抹膏油等的用具，一般为

长形或椭圆形，有的带柄z 一把～｜鞋～。

唰 shua 回形容迅速擦过去的声音：风
刮得树叶子～～地响！～～地下起雨来了。

E唰啦l shuala 阻理形容迅速擦过去的短促的

声音z ～一声，柳树上飞走了一只鸟儿。也作刷
拉。

v 
shu凸（产〉〈丫）

耍 shua O ＜方〉圈玩；玩耍z 让孩子到院
子里～去｜婚姻大事，可不是～的！＠圈

三叠主 表演z ～刀｜～把戏。＠圈施展；表现出来（多
三三雪 含贬义）：～笔杆儿｜～脾气 i ～威风｜～态度。

。圈耍弄z ～人｜咱们被人～了。 0 (Shu凸）

圈姓。
E耍把戏E shua baxi O 表演杂技。＠〈方〉比
喻施展诡诈于段：选举中有人在暗中～。

E耍笔杆JL] shu凸 big凸nr 用笔写东西（多含贬

义）：光会～的人，碰到实际问题往往束手无

策。
E耍大牌E shu凸 dapai 指名人（多指演艺界、体
育界的）摆架子z 这位明星～，排戏迟到早退

是常事。
E耍骨头E shu凸 gu· tou ＜方〉＠开玩笑。＠故
意捣乱；调皮捣蛋。

E耍横E shu凸；； heng ＜方〉圈表现出蛮横的态
度z 有理说理，别～。

E耍猴JL] shu凸；； hour WJJ 0 一种杂技，让猴子
做各种表演。＠比喻戏弄人。

E耍花腔】 shu凸 huaqiang 用花言巧语骗人。

E耍花招JL] shu凸 huazhaor O 卖弄小聪明；玩

弄技巧。＠施展诡诈手腕。
四滑E shu凸hua 圃使用手段使自己省力或免

负责任2 偷奸～。也说耍滑头。

E耍滑头l shu凸 hu6t6u 耍滑。

E耍活宝＇.］ shu凸 hu6b凸o 用滑稽的言行逗人发

笑：休息的时候他常～，逗得同事哈哈大笑。
Z耍奸） ShL』凸jian 圈耍滑z 干活儿别～。
E耍赖E shualai 圈使用元赖于段：撒泼～。也

说耍无赖。

E耍流氓J shua liumang 放刁、撒赖或使用下

流于段欺负人或侮辱人。

E要闹】 shuanao 圈耍笑；闹着玩儿：孩子们在

院子里嘻嘻哈哈地～着。

E耍弄E shu凸nong 圈＠玩弄；施展z ～花招儿。

＠戏弄z 受人～o

E耍贫嘴E shu凸 pinzui 不顾对方是否愿意听而

说些无聊或玩笑的话。

E耍钱E shua;;qian ＜方〉画l 赌博。
E耍人E shu凸；； rem 圈戏弄人；拿人开玩笑。

E耍手艺】 shu凸 sh凸uyi 靠手艺谋生； fi梭于艺
活儿。

E要无赖］ shu凸 wulai 耍赖。

E耍笑】 shuaxiao 圈。随意说笑z 大家～一

阵便散了。＠戏弄人以取笑z 他一向很庄重，

从来不～人。
E耍心眼儿】 shu凸 xinyanr 使用心计；施展小聪

明 z 别看他人不大，倒很会～。
E耍嘴皮子E shu凸 zuipi•zi 0 指卖弄口才（含
贬义〕。＠指光说不做。

shua （户对）

刷 shua ＜方〉酬拣2 打这堆梨里头～出
J 几个好的给奶奶送去。
另见 1219 页 shua 。

E刷白E shuabai ＜方〉圃状态词。（颜色〉白而

略微发青z 月亮升起来了，把麦地照得～｜一听
这话，他的脸立刻变得～。

亡~些工区翌2__ J 

主运 shuai 衰弱 z 盛～｜年老力～ i风势渐～o
....p:::;，另见 223 页 CUT 。

E衰败E shuaibai ~哀落z 家业～。

E衰惫E shuaibei ＜书〉［回衰弱疲乏。
E衰变l shuaibian 画原子核自发地放射出粒

子而变成另一种原子核，如锚原子核放射出 α
粒子后变成氨原子核。也叫蜕变。

E衰减】 shuaij1凸n 圈减弱；减退：功能～1精力
日渐～O

E衰竭E shuaijie 圃由于疾病严重而生理机能

极度减弱 z 心力～｜器官～。

E衰老l shuail凸o Ifill 年老精力衰弱z 两年没见，

老人显得～多了。
E衰落E shuailua 层面（事物）囱兴盛转向没落z

家道～。
E衰迈E shuaimai ＜书〉回衰老2 年纪～。



E衰弱E shuairuo G回＠（身体）不强健；虚弱 z
身体～！神经～｜心脏～。＠（事物）不强盛2 在
我军有力反击下，敌军攻势已经～。

E衰替E shuaiti ＜书〉画衰败z 世风～。
E衰颓】 shuaitui ［胃（身体、精神等）衰弱颓废。
E衰退E shuδitui ［蕴＠（身体、精神
等）趋向衰弱＝记忆力～。＠（国家的政治经
济状况）衰落g 经济～。

E衰亡】 shuaiwang 圃衰落以至灭亡。
E衰微E shuaiw岳I （书〉｜蕴（国家、民族等）衰
弱；不兴旺：国力～l家道～。

E衰萎E shuaiw邑i ［司衰败萎缩：被霜打过的野
草渐渐～下来。

E衰歇E shuaixi岳〈书〉画出衰落而趋于终止z

霸业～O
E衰朽E shuaixi心 〈书〉庄园衰弱腐朽；衰老z ～

的王朝｜～残年。
-kt歹 shuai ［§国＠（身体）失去平衡
弹（毗眸）耐ff：～跤｜～了一个跟头。
＠很快地往下落：敌机冒着黑烟～下来。＠
因落下而破损：不小心把个瓶子～了。。用
力往下扔z 气得他把书～在了桌子上。＠摔

打①：把粘在鞋底上的泥巴～一～。
E摔打】 shuai·da 圈＠抓在手里磕打z 把省帚
上的泥～～。＠比喻磨炼s锻炼、 z 到社会上～

～有好处。
E摔跟头l shuai g岳n•tou 0 身体失去平衡而

摔倒：雨后路滑，小心别～。＠比喻遭受挫折

或犯错误：欺世盗名的人早晚会～。
E摔跤E shua i 11 j iao 画＠摔倒在地上z 摔了一
跤｜路太滑，一不小心就要～。＠体育运动项
目之一，两人相抱运用力气和技巧，以摔倒对

方为胜。
E碎祀子l shuai pa•zi 比喻丢下应负担的工
作，甩手不干。

v 
shu凸 i （产〉《1Jj)

甩 shuai 国＠挥机z ～胳膊 l ～辫子｜
袖子一～就走了。＠抡起来往外扔z ～

手榴弹。＠丢掉；摆脱2 ～包袱｜把盯梢的人
～掉了。＠抛开g抛弃z 我们等他一下吧，别
把他一个人～在后面｜他后来变心，把妻子～

了。

E甩包袱］ Shl』凸 i bao•fu 比喻去掉拖累自己的

人或事物。
E甩货】咄咄i11huo 画因换季、拆迁、产品更新
换代等原因，为使商品及早脱手，商家低价抛

衰摔甩帅率 I shuai - shuai I 1221 I 

售商品：清仓～｜夏装两折～。
E甩客l shu凸i11ke 画指公共汽车、电车等经过
该停的站不停，不让等车的乘客上车P也指客车
司机中途故意落（｜凸）下乘客不管z 杜绝～现象。

【甩脸子E shuai lian·zi ＜方〉把不高兴的心情
故意表现出来给别人看。

E甩卖】 shuaimai 司］商店以明显低于原来售

价的价格大量出售货物2 赔本大～o

E甩腔E shuaiqiang 画拖腔。

E甩手E shu凸i1,1shau 圈。于向前后摆动。＠

扔下不管（多指事情、工作） ：～不干。
E甩手掌柜l shu凸ISh凸u zhanggul 指光指挥别

人，自己什么事也不干的人，也指只挂名，不负
责，也不做事的主管人员。

E甩站】 shuai1,1 zhan 画指公共汽车、电车等经

过该停的站不停车。

飞

shuai c 产'j..1Jj)

Jf rb 1 shuai O 军队中最高的指挥主
州（胁）员2 元～1 将～｜～旗｜～印。＠言

CShuai）圈姓。

H巾2 圳ai 圃英俊；潇洒；漂亮z 小
川巾－（肺） 伙子长得挺～l这个武打动作干
净利落，～极了｜字写得真～。

E帅才E shuaicai 圈。能统率、指挥全军的杰

出才能，泛指能独当一面，指挥全局的才能。
＠指有帅才的人。

E帅气E shuai叩＠圈英俊、潇洒、漂亮的气

质、气概z 仪仗队员们走起路来透着一股～。

＠圈帅气多形容青年男子）·她的男友是个～
的小伙子。

τ忘;t1 shuai O I到带领z ～代表团离京。＠

吁立〈书〉｝｜顶着；由着：～性 i ～意。＠
CShuai) r画姓。

可；如2 shuai O 不加思考；不慎重z 轻～｜草
吁立～。＠直爽坦白：直～｜坦～。＠〈书〉
圆大概；大抵：～皆如此！～十日一至。。旧
同“帅2 ”。

另见 854 页｜山。

E率尔E shuai ’岳r ＜书〉圈轻率地z ～应战。

E率领E shuailing 圈带领（队伍或集体）：～队

伍！他～一个访问团出国了。
E率然E shuairan ＜书〉圃轻率地2 切不可～从

事。
E率先】 shuaixian 圃带头g首先：～发难卜，表

,t\ 
E率性E shuaixing 0 圆索性＝草鞋磨破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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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着脚继续走。＠圈由着性子；任性：～

行事｜～随心。
E率由旧章E shuaiy6u-jiuzhang 一切照老规矩

办事。
E率真l shuaizh岳『1 圈直爽而诚恳g 为人～o

E率直E shuaizhi 11121 直率：说话～i～的态度。
摔叫i 见山喇喇

仁｝画面豆豆工；二

i、寸 • shuiin 0 !El 门关上后，
门（同、 1攘）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木
棍或铁棍z 门～｜上了～。＠圈用问插上z 把
门～上｜门～得紧紧的。 8 (Shuan）圈姓。

拴 shuan 圈。用绳子等绕在物体上，再打
上结z 把马～在树上。＠比喻缠住而不

能自由行动：被琐事～住了！这件事把大伙儿～

三三三 在了一起。
噩噩三毛A shuiin 0 器物上可以开关的机件z 消火
三三三＂＇ 'I二E ～。＠圈特指枪检。＠（瓶）塞子，泛指

形状像塞子的东西，如栓剂之类。
E栓~Jl shuiin ji 圈塞入JlI门、阴道等腔道用的
药剂，在室温下为固体，在体温下融化或软化。
多制成棒状、球状等。

E栓皮E shuiinpi 圈栓皮标之类树皮的木栓

层。质轻而软，富于弹性，不导电，不透水，不
透气，耐摩擦，隔音隔热。用来制救生圈、软木

砖、隔音板、瓶塞、软木纸等。也叫软木。

E栓皮栋E shuanpili 圈落叶乔木，叶子长圆形
或长困状披针形，叶子背面有灰白色绒毛，种
子圆形。树皮的木栓层特别发达，叫作栓皮，
用途很广。

E栓塞E shuanse 圈医学上指从体外侵入血管

内的物质或从血管
流到较细的血管后，由于不能通过而将血管堵
塞z 血管～。

、

shuan （产义与）

视:;trr shuan 圈。把手或东西放在水里摆动

机问使于净z 洗洗～～｜～～手。＠把水放在

器物里面摇动，把器物冲洗干净z ～一下瓶子。
＠把肉片等放在开着的水里烫一下就取出来

蘸佐料吃z ～羊肉。＠〈方〉耍弄；骗：你别～

我啦。
E涮锅子E shuan gua • z i 把肉片、蔬菜等放在
火锅里涮着吃，这种吃法叫涮锅子。

踹叫〈书〉腿肚子。

些堕P旦豆豆汇1

双 刷。ng 0 画属性词
（壁、 1姿）两个（多为对称的，跟“单”

相对）：～翅！～手！～目｜～层｜～方。＠量用
于成对的东西：一～鞋！一～手｜买～袜子。＠
圈属性词。偶数的（二、四、六、八等，跟“单”相
对） ：～数｜～号。＠加倍的：～料｜～份。＠
(Shuang）圈姓。

E双棒JL] shuangbangr ＜方〉函双胞胎。
E双胞胎E shuangbaotai 圈同一胎内两个胎

儿；同一胎出生的两个人。
E双边E shuiingbiiin 回属性词。由两个方面

参加的，特指由两个国家参加的 z ～会谈｜～条
约｜～贸易。

E双宾语E shuangblnyu 圈某些动词能带两个

宾语，一般是一个宾语指人，另－个宾语指事
物，如“我问你一句话”。指人的一个（“你”）靠
近动词，叫作近宾语；指事物的一个（“一句
话”）离动词较远，叫作远宾语。

E双重E shuangch6ng 圃属性词u 两层s两方

面的（多用于抽象事物）：～领导｜～任务。
E双重国籍l shuangch6ng gu6 j i 一个人同时
具有两个国家的国籍。

E双重人格l shuangch6ng renge 一个人兼有

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身份、品质或态度，是一种
严重的心理障碍。

E双创】 shuiingchuang 圃指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g 掀起～热潮。
E双唇音】 shuangchunyln 国双唇接触发出的

辅音，如普通话语音中的 b 、p、 mo
E双打】 shuangd凸圈某些球类比赛的一种方
式，由每组两人的两组对打，如乒乓球、羽毛

球、网球等都有双打。
E双方l shuangfang 圈在某一件事情上相对

的两个人或集体：男女～｜缔约国～｜～互不相
i上。

E双丰工E shuiinggang 圈。体操器械的一种。
用两根木杠平行地固定在木制或铁制的架上
构成。＠男子竞技体操项目之－，运动员在
双杠上做各种动作。

E双钩l shuanggou 圈用线条钩出笔画的周

边，构成空心笔画的字体，如“大”。
E双关l shuangguan O 画修辞方式，用词造
句时表面上是→个意思，而暗中隐藏着另一个
意思，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元睛却有哨”，



“睛”暗指“情”。＠面用这种修辞方式表达意

思g 一语～o
E双管齐下】 shuangguan-qixia 本指画画儿时

两管笔同时并用，比喻从两方面同时进行2 市
场导向和政策扶持～，推动全县经济全面提升。

E双规E shuanggul 画纪检部门要求已被立案
审查的干部，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

件所涉及的问题做出说明。

E双轨】 shuii『1gguT 固有两组轨道的铁路线。
E双轨制E shuangguizhi 圈指两种不同体制

并行的制度z 某些物资实行国家定价和市场调

节的～。
E双黄线E shuanghuangxian 圈在道路中央
画出的黄色双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
道，严禁车辆跨线或压线行驶。

E双簧Jc双镣） shuanghuang !Bl 0 曲艺的一
种，→人表演动作，一人藏在后面或说或唱，互

相配合：演～l唱～。＠比喻一方出面、一方
背后操纵的活动。

E双簧管E shuanghuang凹凸n 1'81 管乐器，由嘴
子、管身和喇叭口三部分构成，嘴子上装有双

簧片。
E双肩挑.J shuangjiiintiiio 画比喻一个人在同

一部门同时担任业务和管理两种工作z 他在
厂里既是厂长，又是工程师，是个～干部。

E双键E shuangj ian 圈化合物分子中两个原子
以共用两对电子形成的共价键。通常用两条
短线（＝）表示。

E双料】 shuangliao c～儿）归属性词。＠制造

物品用的材料比通常的同类物品加倍的z ～

喉风散（药品名）。＠人或物有两种身份或称
号的2 ～冠军。

E双栖】 shuangql 画两栖②z 影视～明星。

E双抢E shuangqi凸ng 圈指抢收、抢种。

E双壳类J shuangq iaolei 画软体动物的一类，
生活在水中，有两片贝壳，如蚓、蛤、蚌等。

E双亲J shuangqln 圈指父亲和母亲2 ～健在。

E双全E shuangquan 画成对的或相称Cchen)

的两方面都具备z 父母～｜文武～。
E双人舞E shuangrenwu 圈两个人表演的舞
蹈。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是舞剧或集体舞中

的一个部分。
E双刃剑E shuangrenjian ~剑两面都有刃，比
喻能同时带来正反两种效果的事物：贸易保

护主义是把～，最终对施行者也不利。
E双身子E shuangsh臼· zi ＜口〉圈指孕妇。
E双生E shuangst丽ng 圈属性词。孪生的通

称：～子。

E双声J shuangsheng IBJ 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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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声，例如“公告Cgonggao）、方法Cfangf臼”。

E双输】 shuiingshu 画双方都受损失z 求同存
异，避免～。

E双数E shuangshu 圈正的偶数，如 2 、 4 、 6 、 8

等。
E双双J shuangshuang 画成双成对地z 我男、
女乒乓球队～获得冠军。

E双糖E shuangtang 画由两个单糖分子结合

成的糖类，如庶糖、麦芽糖等。
E双喜J shuangxi !Bl 两件喜事（多指同时发生

的）：～临门。

E双响E shuangxiang c～凡）圈一种爆竹，火药

分装两截，点燃下截后响一声，升到空中后上
截爆炸，又响一声。有的地区叫二踢脚。

E双向】 shuangxiang 晴属性词。＠双方互

相（进行某种活动）·～贸易 l ～服务 l ～选择。
＠两个相反方向的：～车道｜～行驶。

E双薪】 shuangxln i富加倍的工资z 年终发～。
E双星E shuiingxlng 圈。两个距离很近或彼

此之间有引力关系的恒星叫作双星。双星中三三
较亮的一颗叫主星，另一颗围绕主星旋转，叫三噩噩
伴星。＠指牛郎星和织女星。 宅二

E双行道E shuiingxingdao 圈双行线。
E双行线E shuiingxingxian 圈可供车辆向相

对的两个方向行驶的路。也叫双行道。
E双休日E shuongxiuri IBJ 实行每周五天工作

制时，每周连续的两个休息日叫双休日（一般
为星期六、星期日）。

E双学位E shuongxuewei 圈→个人同时具有

的学科不同、等级相同的两个学位。
E双眼皮J shuiingy凸npi C～儿）圈沿着下缘有

一条裙儿的上眼皮。
E双赢E shuiingying 圈双方都得益2 本着平等
互利的精神，谈判取得～的结果。

E双鱼座E shuangyuzuo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

一。参看 573 页【黄道十二宫l 0 

E双语E shuangy心圈两种语言z ～词典｜用～

进行教学。
E双月刊E shuangyuekan 圈两个月出版一次

的刊物。

E双职工J shuiingzhigong 圈指夫妻二人都参

加工作的职工。
E双子座E shuangzizuo 圈黄道十二星座之

一。参看 573 页I黄道十二宫］。
占峰山L Shuang O 泼水，水名，在广东。

况（漉）今作双水。＠洗冈 CShuong
gong），山名，在江西。
另见 842 页的ngo

也圳ang 用于地名： ~!rik:C在上海）。
1刁亏另见 183 页 Chong 。



王三三主三三E

I 1224 I shuδng shul I 骥鹅霜孀骑踊摇爽填谁水

驶… 圳。n(l 如249 页【骗骏l I ~ rJg~flt多。＠开朗号直爽z ～的笑声｜这人很
（！顿） - I ～，有说有笑。

鹅 u shuang 见 12叫［酬。 I ［~:f!JJ s叫Ii 圈爽快；咐：办事～ l 动作
（卖自） ” I 干净～o -

号营 shuang O 圈在气温降到 0℃以下时， l E爽目】 shu凸ngmu ~悦目：山色清晰～｜浅黄
If日接近地面空气中所含的水汽在地面物体｜ 的楼房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
上凝结成的白色冰晶。＠像霜的东西．柿～ I I E爽气J shuangqi O 圈清爽的空气＝清秋的
盐～。＠比喻白色·～鬓（两鬓的白发）。 I ～令人心旷神怡。＠〈方〉圈爽快：她回答得

E霜晨3 shuangchen 圈寒冷有霜的清晨。 | 十分～。
E霜冻.J shuangdong 圈土壤表面植株附近的 I ［爽然E shu凸「旧的n ＜书〉圄茫然无主见的样
气温迅速下降到 0℃或 0℃以下而使植物受到u I 子：～若失。
冻害的天气现象。 I ［爽身粉】 shuangsh岳nf远n 圈用滑石粉、碳酸

E霜害E shuanghai ~l 霜冻对农作物造成的危｜ 侯、氧化绊、棚酸、薄荷脑等加香料制成的一种
害。 | 粉末，扑在身上可以吸收汗液，防止生癖子，产

E霜降E shuangj iang IBJ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生清爽的感搅。

10 月 23 日或 24 日。参看 664 页 I节气1 、 I ［爽声】 shuangsh岳ng 圈声音爽朗地：说起如
348 页【二十四节气1。 I 今的幸福生活，老人家～笑了。

E霜期J shuCingqT 画从第一年初霜起到第二 I ［爽心E shu凸ngxTn 圆心中清爽愉快：～悦目。
年终霜止的时期。 I ［爽性】 shu凸ngxing 圃索性。

E霜天E shuongtion 圈指寒冷的天空；寒冷的 l E爽约E shuangy晴圆失约。
天气（多指晚秋或冬天）。 I ［爽直E Shl问zhi E国直爽：性情～。

E霜灾E 阳。ngzoi 圈较大面积遭受霜冻而造｜』在 sh呻ng （书〉翩翩的地方。
成的灾害。 I J涉电
孀叫19 指寡妇＇ ]ll.~I ～居 11![~ 。

B霜妇】 shuongfu ＜书〉圈寡妇。

U霜居E shuongju ＜书〉圈守寡g ～多年。
每争 s uong 见 1249 页【骑骆1。
捅（踞）
孀 shuong 用于地名 2 四～列岛 i 南～岛｜北

～岛（都在福建）。

鹊斗 sh 见 125 鹉藕］ o
（蹒） -

\I 

shu凸ng （产又尤）

爽1 shuong 0 明朗；清亮神制～｜秋高
气～。＠（性格）率直p痛快：豪～｜直～。

＠回舒服；畅快2 身体不～｜人逢喜事精神～。

爽2 s川违背战， ~rl.J I 毫厘不～。

E爽口J shuanglφu 回清爽可口．这个瓜吃着

很～。
E爽快J shu凸ng• kuai 匾。舒适痛快：洗个澡，

身上～多了｜谈了这许多话，心里倒～了些。＠
直爽；直截了当 z 他是个v人。

E爽朗E shu凸nglang 匾。天气明朗，空气流
通，使人感到畅快2 深秋的天空异常～！户外比

, 
shui c 产〉〈飞）

谁（挂） ~；~~旦；~＂ shei 的又音。＠

\I 

shul c 产〉《飞）

水1 shui O 圈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化学
』、 式H20。无色、元昧、元臭的液体，在标

准大气压（101. 325 千帕）下，冰点。℃，沸点

100°C ,4°C 时密度最大，为 1 克／毫升。＠河

流：汉～｜淮～。＠指江、河、湖、海、洋z ～陆

交通｜～旱码头｜～上人家。。圈（～儿）稀的

汁：墨～｜药～｜甘菇、的～儿很甜。＠回指质
量差·新买的手机太～，没用几天就坏了。＠
指附加的费用或额外的收入z 贴～｜汇～l 外
～。＠ III 用于洗衣物等的次数z 这衣裳洗几
～也不变色。 8 CShuD圈姓。

1<.2 ShuT 水族3

[7］（切】 shuiba 圈坝①。

[7j(泵E shu ibeng IBl 用来抽水或压水的泵，抽
水的也叫抽水机。参看 64 页“泵·’。



[Jj(笔】 shuTbT 圈。写小楷用的毛较硬的毛

笔，也指画水彩画的毛笔。＠〈方〉自来水笔。
[7j(表E shuibi凸0 ~记录自来水用水量的仪

表，装在水管上，当用户放水时，表上指针转动

指出通过的水量。

[7j(鳖子】 shuibi岳•zi 圈堂Chou）虫的通称。

E水兵】 shuTbTng 圈海军舰艇上的士兵。

[7j(波.l shuTbo [1SJ 波浪 z ～不兴｜～都熬。

[7j(彩l shuTcai ~用水调和后使用的绘画颜
料。

E水彩画E shuTcaihua 圈用水彩绘成的画。

[7j(草E shuTcao 圈。水源和草地：牧民逐～

而居。＠某些水生植物的统称，如浮萍、黑藻

等。

[7j(产E shuTchan 圈海洋、江河、湖泊里出产的

动物、藻类等的统称，一般指有经济价值的，如
各种鱼、虾、蟹、贝类、海带、石花菜等。

[7j(产ii'.] shuTch凸nye ~捕捞或养殖各种水

生动植物的生产事业，有时还包括水生动植物
的加工、运输业。也叫渔业。

[7j(车l shuTch岳圈＠使用人力或畜力的旧式
提7j(灌溉工具。＠以水流做动力的旧式动力

机械装置，可以带动石磨、风箱等。＠运送水
的车。

E水成岩E shuTchengyan 圈沉积岩的旧称。

E水程E shuicheng ［望水路的远近2 船行驶了

六七里～就靠了岸。
E水葱E shuico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圆筒

状，粉绿色，花穗紫褐色，生在浅水中。供观

赏。
E水刀l shuidoo 画利用流体力学原理，以高
速喷射的水流来切割物体的工具。纯水水刀
能够切割一般的非金属材料，如果水中加入细
砂，还可以切割钢铁、陶瓷等硬质材料。

E水到渠成E shuTdao-quch自ng 水流到的地方

自然成渠，比喻条件成熟，事情自然成功。
[7j(道E shuidao 圈＠水流的路线，包括沟、

渠、江、河等。＠水路＝这批货可用船走～运
去。

[7j(稻l shuidao ~种在水田里的稻，有梗稻
和和h稻两大类。参看 270 页“稻”。

E水滴石穿E shuidT-shichuon 比喻力量虽小，
只要坚持不懈，事情就能成功。也说滴水穿

石。
[7j(地E shuidi 圈＠利用灌溉系统浇水的耕

地。也叫水浇地。＠水田。

[7j(电E shuidian 圈＠水力发电的简称。＠

水力发电产生的电能。
E水电站】 shuidianzhan 啕利用水力发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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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7j(绍E shuidioo 圈哺乳动物，身体细长，四肢

短，趾间有躁，毛暗褐色，密而柔软，有光泽。

善于潜水，捕食鱼类和蛙、蚌等。原产北美洲。
毛皮珍贵。

E水症】 shuTdou 圈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水

症←带状痕彦病毒，患者多为儿童，症状是发
热，皮肤上出现丘彦，丘殇变成殖珍。结癫脱
落后一般不留癫痕。

[7j(破】 shuidui 圈利用水力春米的器具。

[7j(发l shuifa rntJJ 用水浸泡（晒干的海产品、菌

类等），使膨胀：海参～后又大又软。

E水粉】 shuif品n ~一种化妆品，用甘油和捺脸

粉调制而成。

E水粉画E shuif品nhua ~用水调和粉质颜料

绘成的画。

E水分】 shuifen 圈。物体内所含的水z ～充

足｜植物靠它的根从土壤中吸收～。＠比喻某
一情况中夹杂的不真实的成分：他说的话里
有很大～。

E水感E shuigan ~指游泳时对水产生的感觉
和反应。

E水工】 shuigong ~水利工程：～建筑｜～机

械。

E水垢E shuTgou 圈水碱。

E水鸪鸪l shuTgugu 圈鸦鸪。

E水般l shuig心［蜀中医指腹水。

[7j(果E shuTguo ~可以吃的含水分较多的植
物果实的统称，如梨、桃、苹果等。

E水害E shuihai 圈因雨水过多，地下水上升等

原因造成的危害，如引起矿井或地下建筑被
淹，工程渗漏，路基拥塌，交通中断等。

E水合l shuihe 圃物质跟水化合，如碳酸销和
十个水分子化合成十水合碳酸纳，乙烯和水化
合成乙醇。

[7j(红E shuih6ng r用比粉红略深而较鲜艳的

颜色。

E水葫芦E shuThu• lu ~凤眼莲的通称。
[7j(花E shuihua C～儿）圈。水受到冲击而形

成的许多小水泡才良花2 汽艇划破平静的湖面，
船头堆起层层～。＠〈方〉水症z 出～。

[7j(华l shuihua 函！淡水水域中一些藻类和其

他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和过度密集而引起的水
体污染现象，会造成水质恶化，鱼类死亡。也
叫藻花。

[7j(患】 shuihuan 圈水灾。

[Jj(荒E shuihuang f8I 指因干旱、污染等原因

造成的生活、生产和灌溉等用水严重缺乏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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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火】1 shuThuo 圈。水和火两相矛盾，比喻

不能相容的对立物z 势如～。＠水深火热的

略语，比喻苦难的处境：共产党拯救人民于～

之中。
E水火r shuTht』凸圈指排泄大小便（多见于早

期白话）。
E水火无情E shuThu凸－wuqing 指水灾和火灾来

势凶猛，一点儿不容’情。
(7j(货］ shuThuo 圈＠指通过水路走私的货

物，泛指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出口的货物。＠
指劣质产品。

(7j(碱］ shuTji削圈硬水煮沸后所含矿物质附

着在容器（如锅、壶等）内逐渐形成的白色块状
或粉末状的东西，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镜、

硫酸续等。也叫水垢、水锈。
E水浇地J shuTj iaodi 圈水地①。

E水饺］ shuTji凸0 （～儿）圈用水煮的饺子。
(7j(解E shuTj i岳厦］化合物跟水作用而分解，如
淀粉水解生成葡萄糖。

(7j(晶E shuijlng 圈石英的晶体，无色透明，含

有杂质时有紫、褐、淡黄、黑等颜色，可用来制
光学仪器、无线电器材和装饰品等：～灯｜～玻
璃。

E水晶宫E shuijlnggong ~神话中龙王在水下
居住的宫殿。

E水井E shuljing IEl 井①。

(7j(酒E shulji心圈很淡薄的酒（多用作谦辞，指
请客时所备的酒）：请吃杯～。

(7j(具E shulju !BJ 饮水的用具，如水杯、茶壶

等。
E水军］ shuijun 圈古代称水上作战的军队。
(7j(库E shulku 圈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人工

湖，可以用来灌溉、发电和养鱼等。

E水雷］ shuilei 圈一种水中爆炸武器，由舰艇
或飞机布设在水中，能炸毁敌方舰艇。种类很
多，如漂雷、锚雷等。用于保卫领海或封锁港
、湾。

E水力E shuili !Bl 海洋、河流、湖泊的水流所产
生的做功能力，可以用来做发电和转动机器的

动力。

E水力发电E shuHi fodian 利用水能产生动力
而发电。简称水电。

(7j(利E shuili 圈。利用水力资源和防止水灾

的事业。＠指水利工程＝兴修～。
E水利工程E shu Iii gongcheng 利用水力资源、

和防止水的灾害的工程，包括防洪、排洪、蓄
洪、灌溉、航运和其他水力利用工程。

(7j(和j枢纽E shuili shuniu 根据综合利用水力

资源的要求，由各种不同作用的水利工程建筑

所构成的整体。一般包括拦河坝、溢洪道、船
闸、发电厂等。

E水疗E shuiliao 画指用温泉治疗某些疾病，

也指用水柱冲击按摩，促进新陈代谢。
(7j(j林淋E shuilinlin （口语中也读 shuTITnlTn)

（～的）圈状态词。形容物体上水往下滴z 他

爬上岸来，浑身～的。
E水灵E shul •ling （口〉圈。（食物）鲜美多汁
而爽口 z 肥城出产的桃儿很～。＠（形状、容

貌）漂亮而有精神 z 这小姑娘有一双又大又～
的眼睛｜牡丹花开得真～。

(7j(流l shuHiu 圈。江、河等的统称。＠流

动的水2 河道经过疏泼，～畅通。

(7j(龙］1 shuH6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

椭圆形，花黄色，葫果圆柱形。生在沼泽等浅

水中，全草人药。
E水龙］2 shuilang 圈消防用的引水工具，多用

数条长的帆布输水管接成，一端有金属制的喷
嘴，另一端和水源连接。

E水龙头】 shuH6ngt6u !Bl 自来水管上的开关。

(7j(陆E shuilu 圈。水上和陆地上：～并进｜

～交通。＠指山珍海味．～俱陈。
E水陆坦克E shuilu tanke 有水上行驶装置、水

陆两用的坦克。比－般坦克轻，装甲薄，主要
用于江河，7j(网地区和登陆作战。

(7j(鹿】 shuHu 圈鹿的一种，身体粗壮，雄鹿有

粗大的角，分三叉，毛黑棕色，耳大直立，尾长
而蓬松。

(7j(路】 shuHu 圈水上的交通线2 走陆路比～

快。
(7j(绿E shuilu 圈浅绿色。

E水轮机E shuilunjl IEl 涡轮机的一种，利用水

流冲击叶轮转动，产生动力，是水力发电的主
要动力装置，也可直接带动碾米机、磨粉机等。

E水落石出E shuiluo-shichu 1j(落下去，石头就
露出来，比喻真相大白。

E水煤气E shuTrr、岳iqi 圈水蒸气通过炽热的焦
炭而生成的气体，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和氢，
有毒。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

E水门E shuTmen 函＠安装在水管上的阀。

＠〈方〉水闸。

E水米元交E shulmT-wujiao 形容彼此毫元来

往，1日时特指居官清廉，跟百姓没有经济上的

来往。
E水面E shuTmian 圈＠水的表面：～上漂着

片片花瓣。＠水域的面积2 我国可以养鱼的
～很大。

(7j(磨E shuim6 ®JJ 加水细磨：～砖的墙。
另见 1227 页 shuTmoo



E水磨工夫J shuim6 gong•fu 指细致精密的工

夫。
E水磨石E shuim6shi 画一种人造石料，用水

泥、小石子儿、颜料等加水拌和制作而成，抹在
建筑物的表面，固结后打磨光滑，显露出花纹。

[7j(墨E shuimo [El 我国传统的绘画方法，不着

彩色，用墨的浓淡表示颜色的变化：～丹青。
E水墨画E shuimohua 函纯用水墨不着彩色
的国画。

E水磨E shuimo 函用水力带动的磨，多用来磨

面。
另见 1226 页 shui「n6o

[7j(母E shuimu [El 腔肠动物，多数外形像伞，
U在伞盖下中央，口周固有口腕，伞盖周缘有

许多触于。种类很多，如海月水母、海蛮等。
E水能】 shuin自ng 圈水体运动产生的能量；7](

流中蕴藏的能量：利用～发电。
E水泥E shuini 圈一种建筑材料，常用的水泥
是灰绿色或棕色粉末，用石灰石、秸土等声音烧
制成。加水拌和，干燥后坚硬。！日称洋灰。

E水泥钉E shulnidlng 函］专门用来往水泥墙上
钉的钢钉，硬度较高。

E水碾E shuinian 圈用水力带动的碾子，多用
来碾米。

E水鸟l shuini凸口画在水面或水边栖息、从水

中捕食的鸟类的统称，如莺鸳、野鸭、海鸥等。
也叫水禽。

[7j(牛J shuiniu 圈牛的一种，角粗大弯曲，作
新月形，毛灰黑色，暑天喜欢浸在水中，吃青草
等。适于水田耕作。

(7j(牛JLl shuiniur （方〉圈蜗牛。

E水暖J shuinuan 圈＠锅炉烧出的热水通过
暖气设备，散发热量而使室温增高的供暖方
式。＠自来水和暖气设备的统称·～工 i～设

备。
E水牌E shuipai 圈临时登记账目或记事用的

漆成白色或黑色的木板或薄铁板，用水洗去旧
字后可再写。臼色的也叫粉牌。

[7j(殖E shuip6o （～儿）圈因病理变化，浆液在
表皮里或表皮下聚积而成的小的隆起。

E水漂JLl shuipiaor 圈见 236 页｛打水漂JL] o 

E水平E shuiping 0 圈属性词。跟水平面平

行的：～方向。＠圈在生产、生活、政治、思
想、文化、艺术、技术、业务等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提高思想～和业务～。

E水平面E shuipingmian I写小范围内完全静
止的水所形成的平而．也指跟这个平面平行的

面。

E水平线E shuipingxian 圈水平面上的直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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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和水平面平行的直线。

E水平仪】 shuipingyi 函测定水平面的仪器。

气泡水平仪由框架和装有乙隧或酒精的弧形

玻璃管组成，管中留有气泡，气泡始终处于管

的最高点。当水平仪处于水平位置时，气泡的
位置在管上刻度的中间。还有激光水平仪、红
外水平仪等。

[7j(皮JL) shuipir （方〉遇水面①。
E水汽】 shuiqi 圈呈气态的水；水蒸气。
[7j(枪J shuiqiang 圈。水力采煤用的一种工

具，一端有喷嘴，另→端接高压水源，水从水枪
中喷射出来，能把煤层中的煤冲击下来。＠
一种消防用具，由铜管和活塞构成，口小，能把
水喷射到高处或远处。

[7j(撬E shuiqiao 函滑水运动的主要器材，形

似雪撬，运动员站在上面，由拖轮牵引在水上
滑行。也叫滑水撬。

[7j(禽l shuiqin 圈水鸟。
E水清元鱼E shuiqlng-wuyu 水至清则无鱼。
[7j(情l shuiqing 圈水位、流量等的情况。

E水球E shuiqiu I望＠球类运动项目之→，球
场为长方形的水池。分两队，每队七人。运动
员在水中用一只子传球，把球射进对方球门算
手射女，得分多的获胜。＠水球运动使用的球，
用皮革或橡胶等制成。

[7j(由相VJ shuiquli心圈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小
叶长椭圆形，圆锥花序，果实长椭圆形。木材
质地致密，可用来制造船舶、器具、车辆等。

[Jj(渠】 shuiqu IEl 人工开凿的水道。
(7j(圈J shuiquan 固地球表层水体的总称，包

括海洋、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地下水和大气
中的水分，其中以海洋为主。

E水乳交融E shuirι.jiaor6ng 像水和乳汁融合

在一起，形容关系非常融洽或结合十分紧密。
(7j(杉】 shuishan 圈落叶大乔木，高达 35 米，

叶子扁平，花单性，球果近圆形，种子扁平，是
我国的珍稀树神。

[7j(上芭蕾E shuishang bal岳l 花样游泳。

E水上居民J shuishang jumin 在广东、福建、

广西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
的居民，多以船为家。旧称查民或查户。

E水上运动J shuishang yundong 体育运动项

目的一大类，包括在水仁进行的各种运动，如
游泳、跳水、划船运动、帆船运动、滑水运动等。

[7j(筒E shuishao ＜方〉圈水桶，多用木头或竹
子制成。

E水蛇E shuishe 圈生活在水边的蛇类的统称。
E水蛇腰E shuishey。。圈指细长而腰部略弯

的身材。
E水深火热E shuishen-huo畸形容人民生活处



I 122s I sh旦!:_J_主

境异常艰难痛苦。
[7j(师E shuTshl l8i 水军。

[7j(蚀E shuTshi ~到由于水的冲击，岩石剥落，

土壤被冲刷掉。多发生在山区、丘陵地带。

[7j(势E shuTshl [El 水流的势头：～端急。

[7j(子E shuTshou 圈船舶上负责舱面工作的

普通船员。

E水刷石】 shuTshuashi 圈 －种人造石料，用水
泥、小石子儿、颜料等加水拌和制作而成，抹在
建筑物的表面，半凝固后，刷去或冲去表面的

水泥浆而使小石子半露。也叫汰石子。
E水塔l shuTt凸画自来水设备中增加水压的装
置，是一种高耸的塔状构筑物，顶端有－个大

水箱，箱内储水，能把水送到相应高的建筑物

上。
[7j(搬E shuTt凸圈哺乳动物，头部宽而扁，尾巴

长，四肢短粗．趾间有躁，毛褐色，密而柔软，有
光泽。穴居在河边，昼伏夜出，善于游泳和潜
水，吃鱼类和青蛙，Jj(鸟等a

E水体E shuTtT 圈水的集合体。包括江、河、湖、
海、冰川、积雪、水库、池塘等，也包括地下水和
大气中的水汽。

[7j(体污染E shuTtT wuriin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江河湖海等，超过水体自净
能力所造成的污染。

E水田E shuTti6n 圈周围有隆起的田埂，能蓄

水的耕地，多用来种植水稻。

[7j(头E shuTt6u 圈＠河流涨大水时的洪峰或

洪峰到达的势头：～迅猛！～有一人多高。＠

泛指水的来势：打了一口～很旺的井。

E水土E shuTtu 圈＠土地表面的水和土：～流

失｜森林能保持～。＠泛指自然环境和气候：

～不服。

E水土保持l shuTtu biiochi 用造林、种草、退耕

还林和修建梯田、沟渠、塘坝、水库等方法，蓄
水分，保土壤，增加土地吸水能力，防止土壤被

侵蚀冲刷。
E水土流失l shuTt心 liushT 土地表面的肥沃土

壤被水冲走或被风刮走。

E水汪汪l shuTwangwang C～的）圃状态词。

＠形容充满水的样子2 刚下过大雨，地里～
的。＠形容眼睛明亮而灵活：～的大眼睛。

E水网l shuiwang 函指纵横交错的1日J湖港汉z

阳澄湖一带，是苏南著名的～地区。
E水位E shuTwei 圈＠江河、湖泊、海洋、水库

等水面的高度（一般以某个基准面为标准）。
＠地下水和地面的距离。

[7j(文E shuTwen [8] 自然界中水的各种变化和

运动的现象z ～观测！～站。

[7j(!l1息】 shuixl 圈腔肠动物，身体圆筒形，褐

色，口周围有触子，体内有空腔。附着在池沼、

水沟中的水草或枯叶上。大多雌雄同体，通常
进行无性生殖（由身体长出芽体），夏初或秋未
进行有性生殖。

E水洗E shuixT 哥哥＠用水洗衣物等（区别于“干

洗”）：毛料服装不宜～。＠纺织业的一种特
殊加工工艺，能使织物色泽柔和，子感柔软等：

～布！～工艺。
E水洗布l shuTxibu ［昌一种经过特殊印染加工

是洗涤后效果的纺织品。适宜做各种外衣、衬
衫、睡衣等。

[7j(系E shuTxi ［组河川流域内，干、支流的总体

叫作水系。如嘉陵江、汉水、湘江、赣江等与长
江干流组成长江水系。

[1j({i1Jl shuTxi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

鳞茎卵圆形，叶子条形，花白色，中心黄色，有
香气。供观赏，鳞茎和花可入药。＠这种植
物的花。

E水险】 shuTxian 国水上运输事故的保险。

(7j(线E shuTxian 圈船完外面与水平面的接触

线。

[lj(乡E shuixiang 圈河流、湖泊多的地区：江

南～。

E水箱E shuTxiang 圈某些机械、交通运输工具

或建筑物中盛水用的装置o
E水泄不通l shuTxiebutong 连水都流不出去，

形容卜分拥挤或包围得非常严密（泄z排出） 0
E水椅tl shuTxie l8l 临水或在水 t的供人游玩

和休息的房屋。

E水星l shuTxTng [8]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

离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一颗，绕太阳公
转周期约 88 天，自转周期约 58.6 夭。〈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水性E shuTxing 哩。游水的技能：他的～不

绪，能游过长江。＠指江河湖海的深浅、流速

等方面的特点：熟悉长江～。

E水性杨花l shuTxing-y6nghua 水性流动，杨

花轻而随风飘扬，形容妇女作风轻浮，用情不

专一。
[7j(袖l shuixiu 圈表演古典戏曲、舞蹈的演员
所穿服装的袖端拖下来的部分，用白色绸子或
绢制成。

E水锈E shuTxiu ［吕＠水碱。＠器皿盛水日久
留下的痕迹。

E水循环l shuTxunhu6n 圈海洋、陆地、大气之
间水分大规模交换的现象，如海面蒸发的水汽
进入大气，被气流带到陆地上空，以雨雪形式
降落地面，汇入河流，流回海洋。



[lj(烟】 shulyan 画用水烟袋抽的细烟丝。

E水烟袋J shulyandai ［＝每一种用铜、竹等制的
吸烟用具，烟通过水的过滤而吸出，吸时发出

咕噜噜的响声。也叫水烟筒，Jj(烟斗o

E水烟斗J shulyand凸u ~J 水烟袋。

(7j(烟筒】 shulyan•tong 圈水烟袋。

E水杨】 shulyang ~蒲柳。

(7j(~子） shuly凸o•zi I名l §水的大勺子。

E水银E shulyin 圈隶的通称。

E水银灯E shulyind岳ng 宣示灯。
(7j(£'[J)1 shulyin 自由我国传统的用木刻印刷绘

画作品的方法。询和颜料用水，不用油质，跟
一般彩印法不同，所以称为水印。

E水印】2 shulyin （～儿）圈。在造纸生产过程
中用改变纸浆纤维密度的方法制成的有明暗

纹理的图形或文字。＠水渗在某些物体上，
于后留下的痕迹。

(7j(印Y shulyin C～儿）〈方〉南l 旧时商店的正

式图章。
E水域E shulyu I茧指海洋、河流、湖泊等的一定

范围（包括水面和水下）。
E水源J shulyuan 圈。河流发源的地方。＠

民用水、工业用水或灌溉用水的来源。

(7j(运E shuiyun 圃用船舶、木役等在江河、湖

泊

(7j(灾E shuTzai 圈因久雨、Lil洪暴发或J吁水泛
滥等原因而造成的灾害。

E水葬】 shulzang 画画处理死者遗体的一种方
法，把尸体投入水中，任其漂流，让鱼类吃掉。

E水蚤E shuTz凸o !El 节肢动物，身体小，透明，椭

圆形，有硬壳。成群生活在水沟和池沼中，是
金鱼等的饲料或食饵。也叫鱼虫。

[lj(藻E shuTziio 函生长在水里的藻类植物的

统称，如水绵、褐藻等。
(Jj(闸】 shulzha [;SJ 修建在堤坝中用来控制河

渠水流的水工构筑物。调节水闸开闭的大小

或高低可以改变通过的水量。常见的有拦河
闸、分洪闸、进水｜阀、排水｜阀、挡潮闸等。

E水长船高E shu l zhiing-chuangiio 同“水涨船

高”。
E水涨船高E shuTzhiing-chuangiio 比喻事物
随着它所凭借的基础的提高而提高。也作水
长船高。

(7j(蒸气E shulzh岳ngqi ［直气态的水。常压下

液态的水加热到 100℃时就开始沸腾，迅速变

成水蒸气。也叫蒸汽O
E水至清则无鱼E shuT zhi qlng ze WU yu 《大

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

察则无徒刀k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

水说悦税 l shui- shui I 1229 I 
人太严了，就没有伙伴。现在多用来表示对人
或物不可要求太高。也说7j(清元鱼。

[lj(质E shuTzhi 喝水的质量，包括清洁程度、

矿物质含量、微生物的组成等。有时特指生活
饮用水的质量 z 保护环境，改善～。

E水蛙） shuizhi 圈环节动物，体狭长而扁，后

端稍阔，黑绿色。生活在池沼或水田中，吸食
人畜的血液。也叫马鳖。

[lj(中捞月E shulzhong-laoyue 海底捞月。

E水肿】 shuizh6ng ［剥由于皮F组织的间隙有

过量液体积蓄而引起全身或身体的一部分肿
胀。通称浮肿。

E水珠E shulzhu C～儿）圈凝聚成的像珠子的

7j( ：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儿。

E水准E shuizhun 圈。地球各部分的水平面。

＠水平②：艺术～。
E水准仪） shuizh心nyi ［每利用水平视线直接i9W

定地球表面两点间高度差的仪器，主要由望远
镜、水平仪和基座构成。

[lj(族） 1 Shuizu I毡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贵州。
(7j(族r shuizu 圈生活在水中的动物的总称z

～馆。

E水钻】 shuizuan ~指人造钻石。

、

shu1 （产〉〈飞）

、叶4 shui 用话劝说使人听从自己的
功也（说）意见：游～。

Jj见 1232 页 shu6;1619 页 y峙。

觉 shui 古时的佩巾。

税 shui 圈＠政府依法向纳税人征收的货
币或实物：关～｜营业～｜纳～。＠ (Shui) 

姓。

【税单E shuidan 画］税收部门开给纳税人的纳

税收据。

E税额E shui’岳圈按税率缴纳的税款数额。

【税法） shuif凸圈国家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

E税费E shuifei IBJ 各种税和费的统称。
【税负】 shuifu l盘税收负担。

E税基E shuijl IBl 税收的基础。广义指征税范
围，狭义指计税依据。

E税检E shuiji凸『1 圈税务检查z 加大～力度。

E税金E shuijln 圈税款。

E税款E shuiku凸n 画按税法向征税对象收取

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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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税和rj] shuili !Bl 税收和利润。

E税率E shuilO 圈法定的应征或应纳税额与计

税依据之间的比率。

E税目l shuimu IBJ 各个税种中所规定的应征
税的项目。

E税卡E shuiqi凸圈旧时为收税而设置的检查

站或岗哨。
E税收E shuishou 圈国家依法通过征税取得

的财政收入。
E税务E shuiwu IBJ 关于税收的事务z ～局｜～

人员。
E税源E shuiyuan 圈各项税收的来源，如工、

农、林、牧、水产品的销售收入及商业、交通运

输、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都属于税源范畴。
E税贝iJl shuize 画征税的规则和实施条例。如

关税税则。

E税和tll shuizhi ~国家税收的制度。
E税种】 shuizhong 国国家税法规定的税收种

类，如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

睡 shui 画睡觉：早～早起｜～着了

E睡袋E shuidai 睡袋状的被子，供婴儿、幼儿

或露宿的人使用 z 鸭绒～。
E睡觉l shui矿jiao I司进入睡眠状态z 该～了｜

睡了一觉。
E睡懒觉l shui l凸njiao 指人贪睡，不爱起床（多

指早晨晚起）：他就爱～，要叫几次才起床。

E睡莲l shuilian 圈＠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
根状茎短，长在水底，叶柄长，叶片马蹄形，浮在
水面，花多为白色，也有黄、红等颜色的。供观

赏。＠这种植物的花。
E睡梦E shuimeng ~指睡熟的状态：一阵敲
门声把他从～中惊醒了。

E睡眠l shuimian 圈抑制过程在大脑皮质中
逐渐扩散并达到大脑皮质下部各中枢的生理
现象。睡眠能恢复体力和脑力。

E睡魔E shuim6 圈指强烈的睡意。

E睡乡E shuixiang 圈指睡眠状态z 进入～。
E睡眼E shuiyan 画要睡或刚睡醒时呈蒙陇神

态的眼睛z ～惺松。
E睡衣l shuiyl 圈专供睡觉时穿的衣服。
E睡意l shuiyi 圈想睡觉的感觉z ～蒙胧｜已经

半夜了，我一点儿～也没有。

I/ 

shun （产义17)

吮灿圃吮吸晴：～手LI～棚痒。

E吮吸E shunxl 巨型把嘴唇聚拢在乳头或其他

有小口儿的物体上吸取东西：~－乳汁。孩子们

在学与玩中～着科技营养。
E吮痛献房】 shunyong-shizhi 给人曝痛症的

胀，舔婷疮，比喻不择手段地i台媚巳结。参看
1198 页【献房］ o

E吮咂】 shunza E面吮吸。

据灿〈书〉栏杆。
另见 334 页 dun 。

飞

shun ＜产）（I;)

11r.r:: s u ＠圈向着同一个方向（跟
) l!J~ (ff国）“逆”相对）：～风 l ～流而下。＠
圆依着自然情势（移动）； r位（着）：～大道走｜

水～着山沟流。＠（到使方向一致；使有条理

次序：把船～过来，一只一只地靠岸停下 i这篇
文章还得～一～。＠趁便；顺便z ～手关门！～
嘴说了出来。 8 ［重符合（心意）．～心｜～iR I 
不～他的意。。圈顺利：～遂｜事业很～。＠

依次：～廷。＠圃顺从z 归～ l 百依百～。＠
(Sh白的画姓。

E顺变E shunbian ＜书〉［通顺应变化或变故3

节哀～o
E 顶便】 shunbian 圃趁做某事的方便（做另一

事）·我是下班打这儿过，～来看看你们。

E 阴差·l shuncha !Bl 对外贸易上输出超过输入
的贸易差额（跟“逆差”相对）。

E顶产E shunchan 圈医学上指胎儿头朝下经

母体阴道自然娩出（对“难产”而言）。
E 阪畅】 shunchang [fill 顺利通畅，没有阻碍z

水流～l交通～｜行文～。

[JI阪次】 shunci 圃挨着次序2 ～排列 l～入座。

[)IITT从E shunc6ng ~依照别人的意思，不违
背，不反抗z ～民意。

E 顶带E shundai 画顺便；捎带z 探亲回来～捎

点儿土特产。
E阪当E shun·dang ＜口〉圃顺利：问题解决得
圆满～l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

[Ji顶道E shundao c～儿）＠圃顺路①。＠［圈

顺路②。

[)IITT耳E shun ’ er L~ c话）合乎心意，听着舒服：
这话听着～｜不能只听～的话，不～的也要听。

［），顿访】 shunf凸ng 国1] )I顶道访问；Ji顶便访问。

[Ji阪风E shunf岳ng ＠（一矿 ）巨虱车

方向跟风吹的方－向栩同’也常作为祝人旅途！顺
利、平安的吉祥话2 今天～，船走得很快｜祝你
一路～。＠圈跟车、船等行进方向相同的风。



(11恢风吹火E shunf岳ng-chuihu凸比喻顺着形势

做事，费力不多，事情容易做。
E 顶风耳】 shunf岳吨’岳r 圈＠旧小说中指能听
到很远声音的人，也指消息灵通的人。＠旧
式话筒，用铜管接成，嘴接触的地方小，末端

大。
E 顶风转舵】 shunf岳『ig-zhu凸nduo 比喻顺着情
势改变态度（多含贬义）。也说随风转舵。

U则Ill shunfu 画 JI阪从；服从z 人心～｜我只好
～地跟在他身后。

(II顶杆JL~ shunganrp6 比喻迎合别人的心
意、言语、要求等说话或行事。

U质和E shun•he ~ ＜话语、态度等）平顺缓和：
语气～｜态度～。

E 顶价E shunjia 圈销售价高于收购价的现象
叫作顺、价（跟“逆价”相对）：实行粮食～销售。

U质脚E shunj1凸0 （～儿）＠国趁车马等本来要
去某个地方的方便（搭人或运货）：～捎回来一
千斤化肥。＠圆顺路①。＠回顺路②。

(II阪境E shunjing 画顺利的境遇：他中年以后，

渐入～。
E阪口E shunkou 0 圃（词句）念着流畅z 经他
这样一改，念起来就特别～了。 8 liID 没有经
过考虑（说出、唱出）：～答音儿（随声附和）｜她
～说了出来，事后有点儿后悔。＠（～儿）~ （食
品）适合口味＝这个菜他吃着很～儿o

U顺口溜】 shunkouliu c～儿）圈民间流行的一
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说起来

很顺口。
(11顶理成章E shunli-chengzhang 写文章或做

事，顺着条理就能做好；也指某种情况合乎情
理，自然产生某种结果。

E 顶利E shun Ii E亘在事物的发展或工作的进行
中没有或很少遇到困难z 工作～。

U阪流E shunliu 圈顺着水流方向：～而下。
[JI陨溜E shun•liu ＜口〉匾。方向一致，有次序，
不参差2 她解开辫子，把头发梳～了。＠通畅
｝｜顶当；没有阻拦z 渠水流得挺～｜文章写得很～

0 日子过得很～。＠顺从听话：这几个人中间
就数他脾气好，比谁都～。

U顶路E shunlu （～儿）＠圃顺着所走的路线
（到另一处）：她在区里开完会，～到书店看了
看。＠回指道路没有曲折阻碍，走着方便z
这么走太绕远儿，不～。 II 也说j吸道、 JI顶脚。

U顶民E shunmin 圈指归附外族侵略者或归附
改朝换代后的新统治者的人，泛指逆来顺受、
不敢反抗的人（含贬义）。

(11顶气E shunqi 0 圆心情舒畅；顺心：社会有
正气，人民群众才能～。 8 (-// ）画使心情舒

顺 H闰舜瞬｜ shun I 1231 I 

畅z 你好好儿跟他谈谈，给他顺顺气。 8 ( // ) 
圈中医指使体气顺畅2 ～化痰｜萝卡可以～。

E 顶时针】 shunshizh岳『1 庄园属性词。跟钟表上

时针的运转方向相同的s ～运转 i～方向。

U顷势E shunshi 圃顺着情势；趁势 2 见有人先

退场，他也～离去。
E 阪手l shunshou ＜～儿）＠画做事没有遇到
阻碍才颐和lj ：事情办得相当～i 开始试验不很

～，也是很自然的。＠圃很轻易地一伸手；随
手z 他～从水里捞上一颗菱角来。＠画顺便；
捎带着．院子扫完了，～儿也把屋子扫一扫。

E顶子牵羊E shun sh归－qiany也ng 指顺便拿走

人家的东西。
E 阪水】 shun;; shui [NjJ C行驶或游动的方向）跟

水流方向→致（跟“逆水”相对）：～而下 i～推

舟。
E 质水人情】 shunshui-renqing 不费力的人情；

顺便给人的好处：乐得做个～。

E顶水推舟l shunshui-tuizhou 比喻顺应趋势
办事。

U顿随l shunsui 画随厌。

E 质遂E shunsui 圈事情进行顺利，合乎心意g

诸事～。
U顿藤摸瓜】 shunteng-mogua 比喻沿着发现
的线索追究根底：公安千警～，终于抓住了犯

罪嫌疑人。
U则主】 shunwei 圈按先后顺序排定的位次：

篮球队员选秀～。
E阪心E shun;;xin E回合乎心意：诸事～。

U顶序】 shunxu O ~次序z ～紊乱 l ～颠倒。

＠圃顺着次序：～前进！～退场。

E阪延l shuny6n 圈顺着次序向后延期g 划船

比赛定于 7 月 9 日举行，遇雨～。
U顺眼l shunyan ~看着舒服z 这身稀奇古怪

的打扮，叫人看着不～。
U顶意E shun;;yi 圃顺心；如意：他遇到了不～

的事l做什么事都得顺他的意。

E 顶应E shunying 圈顺从；适应：～历史发展

潮流。
E顺治】 Shunzhi 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l临）年
号（公元 1644 1661 ）。

U阪嘴E shunzui （～儿）＠拥顺口①。＠圆
顺口②O

B间 … 仙。n “H闰” run 的又音。
由 CH罔）
舜 Shun 传说中上古帝王名

瞬 shun 眼珠儿一动，一即：转～ l～间｜～
将结束｜一～即逝。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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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瞬间】 shunjian 圈转眼之间：飞机飞土天空，

～即逝。
E瞬时】 shunshi 画一瞬间。
E瞬息］ shunxl 圈一眨眼一呼吸的短时间：一

颗流星划过天空，～便消失了。
E瞬息万变E shunxl-wanbian 形容极短的时间

内变化快而多。

E二豆国豆豆无二二J

、叶4 shuo O 画用话来表达意思z

i_;ic就）我不会唱歌，只～了个笑话。＠圈
解释z 一～就明白。＠言论；主张z 学～｜著书
立～｜有此一～。＠量自责备；批评3 挨～了｜爸
爸～了他几句。＠圈指说合g介绍：～婆家。
Cl) @j] 意思上指：他这番话是～谁呢？
另见 1229 页 shul; 1619 页 yu岳。

E说臼E shuobai 国戏曲、歌剧、曲艺中除唱词
部分以外的台词。

E说不定E shuo• buding 0 画说不确切：到底
能不能参加会，现在还～。＠圃表示估计，可

能性很大z 她～不来了｜你再不动身，～就晚
了。

E说不过去］ shuo•bu guoqu 指不合情理；无法
交代：你这样对待人家，大～了。

E说不来E shuo•bulai 圈＠双方思想感情不
合，谈不到一起。＠〈方〉不会说：上海话我
～。＠〈方〉说不准·这件事办得成办不成，谁

也～。
E说不上］ shu6•bushang 圈＠因了解不够、

认识不清而不能具体地说出来2 ～是乡间美
呢，还是城市美｜他也～到农场去的路怎么走。

＠因不成理由或不可靠而元须提到或够不上
某种标准＝我只是顺路送你到车站，～帮忙｜这
都是古人虚构的情节，～什么史料价值。

E说部E shuobu 圈旧时指小说以及关于逸闻、
琐事之类的著作。

E说长道短］ shuochang-daodu凸n 评论别人的

好坏是非。

E说唱E shuochang 圈指有说有唱的曲艺，如

大鼓、相声、弹词等。
E说唱文学】 shuochang wenxue 韵文散文兼

用，可以连讲带唱的文艺形式，如古代的变文
和诸宫调，现代的评弹和大鼓。也叫讲唱文
A且ι
τ「 o

E说穿E shuochuon 画面用话揭露；说破（真相）：
他的心事被老伴儿～了。

E说辞E shuo• ci 圈辩解或推托的理由：不妨

把事儿挑明了，看他还有什么～。
E说道］ shuodao 画i 说（小说中多用来直接引

进人物说的话） ：校长～：“应该这么办！”
E说…道…E shuo···dao··· 分别嵌用相对或相

类的形容词、数词等表示各种性质的说话：～

长～短｜～三～四｜～黑～白（任意评论）｜～东

～西（尽情谈论各种事物）｜～亲～热（说亲近
话）卜，千～万（话说得很多）。

(i！郑重E shuo•dao ＜方〉＠画用话表达2 你把

刚才讲的在会上～～，让大家讨论讨论。＠富国
商量；谈论Z 我跟他～～再做决定。＠（～儿）
圈名堂；道理：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这里

头肯定有～。

E说得过去l shuo·de guoqu 大体上合乎情理；
还能令人满意：情面上～｜这个活儿我做得还～

吧。
E说得来E shuo· delai 圈＠双方思想感情相
近，能谈到一块JL：找一个跟他～的人去劝劝
他。＠〈方〉会说：他方言、普通话都～。

E说法］ shuof凸圈讲解佛法。

E说法】 shuo•f凸圈＠措辞＝改换一个～｜一个
意思可以有两种～。＠意见；见解2“后来居
上”是一种鼓舞人努力向上的～。＠指处理问
题的理由或根据＝向上级讨个～。

E说ijlil shu611 fu 圈用理由充分的话使对方心
服．～力！只是这么几句话，～不了人。

E说合】 shuo•he 圈＠从中介绍，促成别人的

事；把两方面说到一块JL ：～人｜～亲事。＠商
议；商量：他们正～着集资办厂的事。＠说

和。
E说和］ shuo·he 圈调解双方的争执z劝说使和

解·你去给他们～～。
E说话E shuohua O c 户）圈用语言表达意

思：不要～l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49 ( -//-) 
（～儿）画闲谈g 找他～儿去｜说了半天活儿Q @ 
( // ）画指责才卡议z 要把事情做好，否则人

家要～了。。画说话的一会儿时间，指时间

相当短＝你稍等一等，我～就来。＠画唐宋时
代的一种民间技艺，以讲述故事为主，跟现在
的说书相同。

E说谎】 shuo;; hu凸ng 固有意说不真实的话：

他可从来没说过谎。

E说教E shuojiao 圈。宗教信徒宣传教义。
＠比喻生硬地、机械地空谈理论：靠～解决不
了思想问题。

E说开E shuoko』阉10 说明白 g解释明白：你

索性把事情的原委跟他～了，免得他猜疑。＠

（某一词语）普遍流行起来z 这个词儿已经～了，
大家也都这么用了。



E说客】 shuoke c 旧 i卖 shuik自）圈。善于劝

说的人。＠替别人做劝说工作的人（含贬

义） ：充当～。

E说口】 shuo•kou 圈二人转等曲艺中指演员
上场后的→段说白。

E说理E shuo;;ll O 画说明道理：～的文章 l 咱

们找他～去。 8 lllil 讲理；不蛮横：你这个人

～不～？

E说媒E shuo;;mei 圈指给人介绍婚姻。

E说明E shuoming O 圈解释明白：～原因｜～

问题。 8~ 解释意义的话＝图片下边附有

～。 8 [1;lj] 证明：事实充分～这种做法是正确

的。
E说明书E shuomingshu 圈关于物品的用途、

规格、性能和使用方法等的文字说明。

E说明文l shuomingwen 圈说明事物的情况

或道理的文章。

E说回 shuopo 圈把隐秘的意思或事情说出
来：这是变戏法儿，一～就没意思了。

E说破大天E shuopo datian 说破天。
E说破天E shuopo tian 形容话说到了极限，没
法儿再说了 2 你就是～我也不信。也说说破大

夭。

E说亲E shu6;;qln 圈说媒。
E说情E shuo;;qing C～JL）圈代人请求宽恕；给

别人讲情＝托人～｜你帮我说个惰。
E说三道四】 shuosan-daosi 随意评论；乱加议

Z仑。
E说事E shuoshi c～儿）圈。（ －／／一）谈论事情z

他们在～，你别去捣乱！＠（用某人或某事）作

为借口或托词：你不想去就直说，别拿天气
～J儿。

E说书E shu6;;sh0 圈表演评书、评话、弹词等。

E说头JL] shuo• tour 圈。可谈之处：这件事

没什么～。＠辩解的理由：不管什么事，你总
有你的～。

E说戏E shu6;;xi [1;lj] （导演等）给演员解说剧情

或做示范动作。
E说闲话l shuo xi6nhua O 从旁说讽刺或不
满意的话：有意见当面提，别在背后～。＠

（～JL）闲谈．上班时间不要～C
E说项E shuoxiang I到唐代项斯被杨敬之看
重，敬之赠诗有“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
项斯”的句子，后世借指为人说好话，替人讲

情。

E说笑E shuoxiao 圈连说带笑；又说又笑：院

子里的人，谈心的谈心，～的～！她的性格很活

泼，爱蹦蹦跳跳，说说笑笑。
E说笑话】 shuoxiao•hua C～儿）＠讲引人发

贯主主7年朔硕 l shu己一 shuo I 1233 I 
笑的话或故事。＠用言语跟人开玩笑：他是

在跟你～，你怎么就当真了呢？
E说→不工E shuoyT-bu ’ er 0 形容说话算数z

他这个人～，答应的事从不食言。＠形容专
横，独断独行z 此人做事～，根本听不得别人的

意见。
E说嘴E shuozui 圈。臼夸；吹牛z 谁也别～，

咱们俩来比一比。＠〈方〉争辩z 他好和人～，
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

shuo c 产〉〈古）

灼 shuo 见 887 页1媒灼1。

M仁 "" shuo 光亮的样子z 闪～。
饲飞（燥）
E烁烁E shuoshuo 圃（光芒）闪烁2 繁星～。

f;:fl. 1 k"• shuo ＜书〉＠熔化（金属） :~ 
陈（鳞）石流金｜众口～金。＠耗损；削
弱。

l:1吓2 川， sht』δ 〈书〉同“烁”
诩飞（主集）
E稣石流金E shuosh i-1 iujln 见 836 页【流金银
石］ o

朔1 shuo O ~农历每月初一时，月球运行
到太阳和地球之间，跟太阳同时出没，地

球上看不到月光，这种月相叫朔。＠朔日：～

望。

朔2 shuo ＜书〉北肌～方 l～风。

E朔方l shuofang ＜书）~北方。

E朔风E shuof岳ng ＜书〉圈北风：～凛冽。
E朔日l shuorl 圈农历每月初一。

E朔望】 shuowang 圈朔日和望日。

E朔望月E shuowangy回国月亮连续两次呈

现同样的月相所经历的时间。一个朔望月等
于 29 天 12 小时 44 分 2. 8 秒。农历一个月
的天数为 29 天或 30 天，就是根据朔望月制
定的。

阴月】 shuoyue l望朔日的月相（人看不见〉。

也叫新月。

玄百 shuo O 大2 ～大｜丰～。＠
何足（石真） (Shu凸）圈姓。
E硕大l shuoda E回非常大；巨大2 ～无朋｜～的

身躯。
E硕大：无朋E shuoda wupeng 形容元比的大

（朋·伦比）：整个地球可以想象为一块～的磁
石。



I 1234 I shuδ － sT l 硕稍棚萌数架A 司

E硕导E shuod凸0 ~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简称。
E硕果J shuogu凸画大的果实，比喻巨大的成

绩z 结～ 1～累累。
E硕果仅存J shu。guo-jTncun 指经过淘汰，留

存下的稀少可贵的人或物。

E硕士E shuoshi ［童学位的一级，高于学士，fl民

于博士。
稍 shuo ＜书〉同“架，，。

棚 shuo 刺；扎（多见于早期白话）。

葫 shuδ 葫果z 芝麻～

E葫果E shuogu凸圈干果的→种，由两个以上
的，心皮构成，内含许多种子，成熟后裂开，如芝

麻、百合、凤仙花等的果实。

数 μ LIO ＜书〉屡次＇ !IJ!~I ～见不
（敷）鲜。
另见 1215 页 shu; 1218 页 shuo

院生见不鲜J shuojian也uxian 屡见不鲜。

架 shuo 古代兵器，杆川晰的矛。

「二二豆主主主

b si ＜书〉同“私”。

二亨I Si 0 主持；操作g经营：～机｜～炉｜各～
...... ＿』其事。＠函中央部一级机关中按业务职

能划分的单位（级别比部低，比处高沁人事～！
外交部礼宾～。 8 CST) 圈姓。

E司锋】 sTdu6 ~见 1162 页1神父1。

E司法E sit凸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
法院按照诉讼程序应用法律规范处理案
件。

E司法机关E sTf凸 jlguan 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国

家机关。在我国，司法机关指法院、检察院，在
处理刑事案件时参与司法活动的公安机关，以

及负有监管职责的监狱。
E司法鉴定E slf凸 jianding 法律上指为了查明
案情，依法运用专门技能和科学知识对与案件
有关的事物进行鉴别和判定。如确定被害人
的死因、死亡时间等的法医学鉴定。

E司法解释E sT的 ji岳sh）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具体应用所做的具有法
律效力的阐述。

E司法警察E sif，凸 jingch6 法院、检察院中执行

警卫法庭、维持法庭秩序、押解犯人出庭受审、
执行法院判决等任务的警察。简称法警。

E司法拘留】 sTf凸 iuliu 审判机关在诉讼活动

中，依法对严重违反法庭秩序等的人采取的短
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方式和强制措施。

【司法权J slf凸qu6n 画在我国指审判权、检察

权，有时还包括侦查权。

E司号员J slhaoyuan 圈军队中负责使用军号

进行通信联络的人员。 1985 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精简整编时取消了司号员这一职务。

E司机E sijl IEl 火车、汽车、电车等交通运输工
具上的驾驶员。

E司空J STkong 圈姓。
E司空见惯E slkong-jianguan 相传唐代司空

（古代中央政府中掌管工程的长官）李绅请卸
任和州刺史（古代一州的行政长官〉刘禹锡喝
酒，席上叫歌伎劝酒。 XIJ作诗＝“草草暑Cw己tu凸）

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
事，断尽江南刺史肠。”（见于唐代孟柴《本事
诗》）现在用“司空见惯”指看惯了就不觉得奇

怪。

E司寇】 STkou IEl 姓。
E司库】 slku IEl 团体中管理财务的人。

E司令E slling 函＠某些国家军队中主管军事

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习惯上也
称作司令。

E司令员E sllingyu6n 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负

责军事工作的高级指挥人员，如军区司令员、
兵团司令员。

E司炉E sllu 圈烧锅炉的工人。

E司马】 Sim凸圈姓。

E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E Sim凸 Zhao zhl xln, 
luren j1岳 zhl 《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注

寻｜《汉晋春秋》，魏帝曹髦在位时，大将军司马
昭专权，图谋夺取帝位。一次曹髦气愤地对
大臣说g“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后来用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指野心非常明显，人
所共知。

E司南E sln6n 函我国古代辨别方向用的一’种

仪器。用天然

磁铁矿石琢成

一个勺形的东
西，放在一个

光滑的盘上，
盘上刻着方
位，利用磁铁
指南的作用，
可以辨别方
向。是现在所

用指南针的始
祖。

里

司南



E司勤】 slqin 圈属性词。从事司机及其他勤

杂工作的z ～人员。
E司徒】 Situ 圈姓。

E司务长】 siwuzh凸ng 自］连队中主管装备、物
资、经费、伙食等后勤工作的人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由士官担任司务长。
E司药E siyao 圈医院药房里负责按处方配药、

发药的人。
E司仪】 siyi 圈举行典礼或召开大会时主持仪
式的人。

E司119.J sizhi 圈担任某种职务；担负某种职责：

他在这场比赛中～前锋。

人λ ， ,_ si 0 画蚕丝。＠（～儿）画像
豆豆（丢东）丝的物品：铁～ l钢～！蜘蛛～ l 萝

卡～儿。 Olm 表示长度、质量或重量的单位。
a）长度，10 忽等于 1 丝， 10 丝等于 1 毫。 b)
质量或重量，10 忽等于 1 丝， 10 丝等于 1 毫。

GIB 表示极少或极小的量：一～不差｜一～
风也没有。＠指弦乐器＝～竹。

E丝绸E sich6u ［＇组用蚕丝或人造丝织成的纺
织品的总称。

E丝绸之路J sich6u zhi lu 古代横贯亚洲的交
通道路。西汉以后我国大量的丝和丝织品经
甘肃、新疆，越过葱岭，运往西亚、欧洲各国。
后来就称这条路线JJ丝绸之路。也叫丝路。

E丝糕】 sigao IEJ 小米面、玉米面等加水搅拌发

酵后蒸成的松软的食品。
E丝瓜E sig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
叶子通常三至七裂，花单性，黄色。果实长圆
筒形，嫩时可做蔬菜，成熟后肉多网状纤维，叫
作丝瓜络ciuo），可入药，日常用来擦洗东西。

＠这种植物的果实。

E丝毫J sihao ~极小或很少；一点JL ：～不差。
E丝路E silu 圈丝绸之路。
E丝绵E simian 固和j取蚕茧表面的乱丝整理
而成的像棉花的东西，轻软保温，用来絮衣服、
被子等。

E丝绒E sir6ng 明用蚕丝和人造丝为原料织成
的丝织品，表面起绒毛，色泽鲜艳、光亮，质地
柔软，供制服装、帷幕、装饰品等。

E丝丝入扣E sisi-rukou 织绸、布等时，经线都要

从扣（箱）齿间穿过，形容每一步都做得十分细
腻准确（多指文章、艺术表演等）。

E丝弦E sixian i量。用丝拧成的弦。＠（～儿）

河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有家庄一带。

E丝线E sixian IEJ 用丝纺成的线。

E丝织品） sizhipln 圈。用蚕丝或人造丝织成

的纺织品。＠用蚕丝或人造丝编织的衣物。

E丝竹J sizhu 函琴、瑟、策、笛等乐器的总称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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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也借指音乐：
～悦耳。

E丝锥E sizhur 画一种加工内螺纹的刀具，形

状像螺栓，沿轴｜句开有沟槽。

私 si 0 属于个人的或为了个人的（跟‘6公

/I 相对， F②同）：～事｜（）信｜～有。＠自

私：～心）大公无～。＠暗地里；私下：～访｜

窃窃～语。。秘密而不合法的z ～货｜～盐｜
～通。

E私奔】 siben 圈 i日时指女子私自投奔所爱的

人，或跟他一起逃走。
E私弊） slbi 函＠营私舞弊的事情．杜绝～。

＠私下的不正当行为。
E私藏E sicang 画私自藏匿；私人收藏z ～枪

械｜～名画。

E私产E slchan ~］私有财产z 公民合法～受法

律保护。
E私娼】 sichang 圈暗娼。

E私车E slch岳圈属于私人的车（多指汽车）。

E私仇】 sich6u 圈因个人利害关系而产生的仇主王三

恨：报～。 警三三

E私处E sichu 同盟婉辞，指男女外生殖器，阴部。

E私党） sid凸ng 圈私自纠合的宗派集团，也指
这种集团的成员。

E私德） side ［亘在私人生活上所表现的道德品
质：～失检｜提拔干部，也要注重～。

E私邸E sidl 函高级官员私人所置的住所（区
别于“官邸”）。

E私底下E sldl • xia I组私下：不要～说人家的

坏话。
E私第E sldi ＜书〉圈私宅；私邸o

E私法E sif凸圈指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如民
法、商法等，源于西方法学（区别于“公法勺。

E私房） sif6ng IEl 属于私人的房屋z 祖上留下

一处～o
E私房E si· fang E昆属性词。＠家庭成员个人

积蓄的（财物）：～钱。＠不愿让外人知道的＝
～话。

E私房菜E sif6ngcai 圈。在住宅内经营的家

庭式餐馆，也指这种餐馆中的菜肴：～在这几

年备受推崇。＠泛指个人特有的拿子菜肴z
主人为我们做了一道别具风味的～。

E私访E sif凸ng ［到指官员等隐瞒身份到民间调

查：微服～o
E私愤E sifen 圈因个人利害关系而产生的愤

恨：泄～。

E私话E sihua 画不让外人知道的话＝这是咱

们的～，你别往外说。

E私活JL) sihu6r IEl 公务人员、集体成员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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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公务或集体无关的活JL（多指有经济收益

的），干～！揽～。
E私货E slhuδ 圈违法贩运的货物z 偷运～。在
文章里塞进了不少宣扬金钱至上的～。

E私家E sljia If园属性词。家庭的或私人的g ～

车！～侦探。
E私见J slj ion !Bl O 个人的成见或偏见z 不存

～J克服～。＠个人的见解：以上～，仅供参
考。

E私交J sljiao 圈私人之间的交情g 两人素无
～l他们在学术上时常公开争论，但～很好。

E私立E sill O ［噩私自设立z ～公堂｜～名目。
＠圃属性词。私人设立的＝～学校。

E私利E slli r雹私人方面的利益z 不谋～。
E私了） slli凸o [1',lj] 双方发生纠纷，不通过主管部
门或司法手续而私下了结（跟“公了”相对）。

E私密E slmi O 圃属于个人而比较隐秘的：
～情感｜卧室的设计讲究～性。＠圈个人的

主 秘密；隐私z 窥探他人的～
E私募E slmt；』［动以非公开方式向少数投资者

发售证券等募集（资金）：～基金。
E私囊E slnang 圈私人的钱袋z 中饱～o

E私念E slnian 圈私心杂念：摒除～。
E私企E slqi ~l 私营企业的简称。

E私情E slqing ~J 0 私人的交情：不衔～。＠
指男女情爱的事（多指不正当的）。

E私权E slquan 圈指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
的个人权利，如财产权、劳动权、物权等。也说

私权利。

E私权利】 slquanli 圈私权。
E私人】 siren 圈＠个人（就从事某种活动或

拥有财产而言，区别于“公家”）：～企业｜～资
本｜～秘书｜这是一所～办的中学。＠指个人
和个人之间 z ～关系｜～感情。＠因私交、私

利而依附于自己的人：滥用～。

E私商E slshang 圈用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也

指这类商人。
E私生活E slsh岳nghu6 !Bl 个人生活（主要指日
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品质、作风）。

E私生子】 slshengzi !Bl 非婚生子女的俗称。

E私事E slshi !Bl 个人的事（区别于“公事”） ： 这

是我的～，与别人无关。

E私淑J slshu ＜书〉圈未直接受业但敬仰其学
术并尊之为师z ～弟子（未亲自受业的弟子），

['fl.塾E slshu 圈旧时家庭、宗族或教师自己设
立的教学处所，－般只有→个教师，采用个别
教学法，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读～｜～

先生。
E私通E sltong 富国＠私下勾结z ～敌寇。＠

通奸。
E私吞E sltun 圈私自侵吞z ～公款。

E私下E slxia !Bl 0 背地里，不公开的场合：～
商议l这种事只能在～谈，不能在会上讲。＠
只有当事人在的场合，指不通过有关部门或公

众，自己进行z ～调解。｜｜也说私下里。
E私下里E slxia· Ii 圈私下。
E私枭E slxiao 圈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现泛

指走私或贩毒的人。

E私心l slxln 圈＠个人心里；内心．他公而忘
私的精神，使我～非常佩服。＠为自己打算的
念头：～杂念｜他～太重。

E私心杂念E slxln-zanian 为个人或小集团利

害得失打算的念头g 克服～1被～驱使犯了错
误。

E私信l slxin ［画＠私人信件。＠指利用微
信、QQ 等即时通信工具向特定用户发送的信
息。

E私刑E slxing ~I 违犯法律私自对人使用的刑

罚：动～。
E私蓄l slxu l苞个人的积蓄：动用～。

E私学E slxue 圈私人创办的学校。

E私营】 slying 圈属性词。私人经营的：～企

业。

E私营经济l slying jlngji 企业资产为私人所
有、存在雇佣关系的经济形式。

【私营企业】 slying qiye 企业资产为私人所
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简
称私企。

E私有E slyou 圈私人所有：财产～。

E私有制E slyouzhi !Bl 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

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
原始公社的瓦解而产生，是产生阶级和剥削的
基础。

E私语E slyu o 圈低声说话：窃窃～。＠圈
私下说的话z 偷听～。

E私欲E slyu 函个人的欲望：对于贪图享乐的

人来说，～是难以满足的。

E私宅E slzhai !Bl 私人住宅。

E私章E slzhang 圈刻有个人姓名，代表个人身

份的印章（区别于“公章”）。
E私衷】 slzhong ＜书〉圈个人内心的真实想

法z 这样做是迫于无奈，并非出自～。

E私自E slzi 圃背着组织或有关的人，自己（做

不合乎规章制度的事）：～做出决定｜这是公
物，不能～拿走。

”也也 J 戎 sl 阻雪＠形容枪弹等在空中很
l坚（院、）快飞过的声音：子弹～～～地从
头顶上飞过。＠形容吹口哨儿的声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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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某些动物的叫声：毒蛇突然发出～～的声
音，令人毛骨悚然。

司 sT 用于地名：～阳在江苏）。

日=t sT 0 思考；想①·多～ l 深～｜寻～！前～
J~＇、后想。＠思念；怀念；想念：～乡｜～亲｜相
～。＠希望；想①z ～归｜穷则～变。＠思路z
文～｜构～。＠心思；情绪：情～l 忧～。。

<SD 圈姓。
另见门20 页 soi 。

E思辨】 sTbian ［司＠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
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思考辨析：

～能力。
E思潮］ sTch6o 圈＠某－时期内在某一阶级
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

响的思想潮流：文艺～。＠接二连三的思想

活动：～起伏｜～澎湃。

E思春E sTchun 圈怀春。

E思忖】 sTcun ＜书〉画思量①z 暗自～ l ～再

一。

E思凡】 sTf6n 圈神话中指仙人想到人间来生
活，也指僧尼等厌倦宗教生活，想过世俗生活。

E思古E sTgu 圈怀念往昔g怀古z 发～之幽情。
E，因日l sTjiu 圈怀念旧友或往事才不l日。
E，思考E sTk凸o I司进行比较深刻、周到的思维活

动2 独立～｜～问题。
E思恋E sTlian 圈思念；怀恋z ～故乡。
E，思量E sT • liang [1\lj] 0 考虑z 这件事你还得好
好儿～～。＠〈方〉想念ri己挂：大家正～你呢！

E思路E sTlu 圈思考的线索z 别打断他的～｜他
越写越兴奋，～也越来越清晰。

E，恩、虑E sThJ E面］思索考虑·～周到。
E，思、摸E si• mo ＜口〉圈想；考虑z 我～了好几
天，觉得这事还是非办不可。

E恩谋E sTm6u I到思索；考虑：此事我～已久。
E思慕l sTmu 圈思念（自己敬仰的人λ ～前

贤。
E思念E sTnian 画想念．～亲人｜～故土。
E思前想后E sTqi6n-xi凸nghou 形容前前后后地

反复思考．～，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E思索】 sTsu凸圈思考探求：～问题！用心～。
E思维亚思惟l siwei O 圈在表象、概念的基
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
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
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圈进行思维活动：～

方式｜用全新的方法来～。

E恩乡E sT;;xiang 睛想念家乡。

E思想】 sixiang 0 IEl 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
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

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

性。＠［萄念头；想法．她早有去西部地区参

加经济建设的～。＠画思量＝～了半天，还是
拿不定主意。

E思想家l sixiangj iii 圈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

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
E思想体系E sTx的ng tlxi 0 →定阶级或社会
集团的成体系的思想。＠意识报态。

E思想性l sTxiangxing 强］文学艺术作品或其

他著作中所表现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意义z ～

强｜缺乏～。

E思绪E sTxu 晴＠思想的头绪；思路：～万千！
～纷乱。＠情绪z ～不宁。

质可亭CSTtingl ，地名，在山西。

坐怠串串 sT 见 851 页｛鸳莺］ o

写（麓）
I回到见下。

1心必另见 117 页 coi 。
[{J刷思］ sTsT ＜书＞ llJ2l 相互切磋、督促的样子。

斯 sT 0 ＜书〉睛指示代词这；J!t；这个；
这里2 ～人｜～时｜生于～，长于～｜以至于

～。＠〈书〉圈于是；就。 8 CSD 圈姓。
E斯拉夫人E STlafur告n 圈说印欧语系斯拉夫

i吾族语言的各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在欧洲
东部，部分散居在西伯利亚和美洲。

E斯诺克E sTnuoke 圈英式台球。特点是有意

识地打出让对方无法施展技术的障碍球，使对

方受阻挨罚，己方得分。参看 1262 页【台球］ o
C英 snooker]

E新文E sTwen ＜书〉圈指文化或文人2 敬重

～｜～扫地。
E听文l sT•wen 圈文雅z 他说话挺～的｜斯斯

文文地坐着。
E斯文扫地E sTwen-soodi 指文化或文人不受

尊重或文人自甘堕落。

蜘’』 sT 见 861 页I酬。
叩（虫肺）
b田 sT ＜书〉细麻布。
~~、（媳）
.... 回 si 见下。

’l ’it!,沁
E根仔］ sizi 圈淋漓柯。

阅恩 si ＜书〉凉风。
阳电（周恩）
厮1 si O 男性仆人（多见于早期

（嘴） 白话，下同）：小～。＠对男子
轻视的称呼：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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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2 , . sT 相；互相（多见叫白
了厮）话）＝～打i～杀｜～混。

E厮打】 sTd凸画相互扭打：拼命～｜两个人在J丁
外～起来。

E厮混E sThun 圈＠彼此生活在一起；相处（多

含贬义）：他整天和那些不三不囚的人～。＠

混合刊昆杂：人的喊声、马的叫声、枪声～在一

起。
E厮JL) sTr ＜方〉圈男孩儿。

E厮杀E sTsha 圈相互拼杀，指战斗：～声｜跟敌
人～O

E厮守E sTshou lllW 互相依靠；互相陪伴z 母女
俩～在一起过日子。

崽 si 见 401 阳明。

丘田 j !Bl 金属元素，符号 Sr。银白

部、（媳）色，质软，燃烧时发出红色光。用
来制合金、光电管和烟火等。

撕 si （书〉解冻时流动的冰。

策 si 又 chi ＜书〉哺献。

撕回国用于使东西（多为薄片状的脚
或离开附着处：把布～成两块｜把书页～

破了｜把墙上的标语～下来。
E撕扯】 sTch岳圈撕：他一怒之下把来信～成碎

片。孩子的呻吟～着母亲的心。

E撕tTJ sTd凸 lllW 撕扯着打g 两个人吵着吵着就

～起来。
E撕肝裂肺E sTgan-1险tei 撕心裂肺。

E撕毁】 sThuT 画＠撕破毁掉：～画稿。＠单

方面背弃共同商定的协议、条约等z ～合同 l～
协定。

E撕票E sTppiao （～儿）圈绑票的匪徒把掳去

的人杀死，叫作撕票。
E撕破脸】 sTpo lion （口〉指不顾情面，公开争
吵2 双方虽然积怨很深，但是还没有闹到～的

地步。也说抓破脸。
E撕心裂肺】 sTxTn-liefei 形容极度伤心：～地

大哭。也说撕肝裂肺。

嘶1 sT 0 C马）叫：人喊马～。＠嘶哑2 声
～力竭。

嘶2 si ~＇.，~” 

E嘶鸣E sTming 画（骤、马等）大声叫 z 战马～。

E嘶哑E sTy也回声音沙哑。

崽 si 见下

(j恩第竹】 sTlaozhu 圈竹子的一种，轩直立，顶

端下垂，节间细长，皮薄，可编制家具等。

｛斯 sT ＜书〉尽。

ci斯灭】 simie ＜书〉面］消失干净。

v v 
SI （二、）

死 sT 0 lllW 叫失去生命（跟“生活”相
对）：～亡｜～人 J 这棵树～了。～棋｜～火

山。＠圃不顾生命；拼死：～战 l～守。＠圃

至死，表示坚决（多用于否定式）：～不悔改｜～

不认输｜～也不松手。。圃表示程度达到极

点2 笑～人 1 高兴～了｜～顽固｜～沉（分量极

重）。＠圈不可调和的z ～敌｜～对头。 0~
固定；死板；不活动：～脑筋 l～心眼儿｜～规矩 l

～水｜开会的时间要定～。＠圈不能通过z ～

胡周｜～路一条｜把漏洞堵～。
rn.板】 sTban E国＠不活泼；不生动z 这幅画j二

的人物大～，没有表情。＠（办事）不会变通；

不灵活：做事情不能～。
rn.不惧目】 sTbumingmu 指人死时因心里还

有牵挂，死了没有闭上眼睛，多用来形容不达
目的，决不甘休。

rn.产E sTchan lllW 胎儿在分娩过程中死亡，出
生后已无心跳和呼吸。

(YE党】 sid凸ng 圈。为某人或某集团出死力

的党羽（含贬义）。＠顽固的反动集团：结成
～，图谋不轨。

rn.得其所】 sTdeqisuo 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所：处所，地方）：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
是～。

E死敌】 sidi 圈元论如何也不可调和的敌人。

rn.地】 sTdi 圈无法生存的境地；绝境＝置人于

～｜置之～而后快（恨不得把人弄死才痛快）。
rn.点3 sTdi凸n 圈活塞在汽缸内做往复运动时

最左和最右（或最上和最下〉的位置，叫作死

点。处于死点时由柄不能转动，而需要依靠飞
轮的惯性使它通过死点，维持机器的连续运
转。

rn.:xt头E sTdui • tou 圈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解
的仇敌。

rn.鬼J sTguT 圈＠鬼（多用于骂人或开玩笑）。

＠指死去了的人。

rn.胡同】 sihutong （～儿）圈走不通的胡同，比

喻绝路：这家企业既缺资金又缺人才，几乎走
进了～。

rn.缓E sThuan ~写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

执行的略语。到期后，根据罪犯在死缓期的悔



改表现，决定执行死刑或减刑。
rn:灰E sihul 圈熄灭的火灰，多用于比喻：心
如～（形容心灰意懒）｜面如～（形容脸色灰

白）。
rn:灰复燃】 sihul-furan 比喻已经停息的事物
又重新活动起来（多指坏事）：警惕封建迷信

~ 。
rn:活l sihua 0 圈活得下去活不下去（多用
于否定式）：这种做法简直是不顾别人的～。

＠〈口〉圆无论如何z 叫他别去，他～要去｜我

劝了他半天，他～不答应。
rn:火山】 sihuoshan 圈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

中没有喷发过的火山。
rn:机E sT;;jl 画计算机等运行中因程序错误
或其他原因非正常停止运行，此时屏幕图像静
止不动，无法继续操作。

rn:记E siji 圈强行记住；死板地记忆z ～硬背。
rn:寂E siji ~帽非常寂静；没有一点儿声音：夜
深了，山谷里一片～。

E死角】 sTj i凸o 函。军事上指在火器射程之内
而射击不到的地方。也指在视力范围内而观
察不到的地方。＠比喻运动、潮流、风气等尚
未影响到的地方z 工作要做细，不要留～。

E死校E sijiao 画按照原稿校对，只对原稿负
责，叫死校（区别于“活校勺。

E死节E sijie （书〉圈为保全节操而死；殉节：

为国～｜～之士。
rn:结E siji自［萄＠不是一拉就解开的结子（区

别于“活结”）．系了个～。＠比喻难以解决的
矛盾、问题：设法解开他俩之间的～。

rn:劲JL] sijinr （口＞ 0 [Bl 所能使出的最大力
气：大伙儿用～来拉，终于把车子拉出了泥坑。
＠圈使出最大的力气或集中全部注意力2 ～

往下压 1～盯住他。
rn:局l siju 园里j 救不活的棋局，比喻一定失败
的局面。

阮磕E sik岳〈方〉圈拼命作对或争斗 z 跟他们

～到底 1你们两家公司如果～，肯定两败俱伤。

mt口JLl sikour ＜口〉圈死结。
rn:劳动E silaodong 圈物化劳动。

rn:牢E silao 函关押死囚的监牢。
rn:老虎E sTI凸ohu 圈比喻失去威势没有反抗
力的人（含贬义）。

rn:力E sili 0 圈最大的力量z 下～。＠圈使
出最大的力量：～抵抗。

rn:路l silu 圈走不通的路，比喻毁灭的途径。
rn:面E simian c～儿）圈加水调和后未经发酵

的面．烙～饼。
rn:灭E simie 画灭亡，死亡。

死 SI 1239 

E死命】 siming 0 圈必然死亡的命运：制敌

人于～。＠圃拼命z ～挣扎。
(7U臼 sTnan ［到遭难而死2 ～烈士。

rn:脑筋E sir泊ojln 0 圆头脑不灵活；思想意

识陈旧。＠圈指固执守旧的人。
rn:皮赖脸E sTpi-laili凸n 形容不顾羞耻，一味纠

缠。

E死期］1 siql 圈死亡的日期。

rn:期Y siqi ＜口〉圈属性词。定期。
E死棋l sTqi [Bl 救不活的棋局或棋局中救不活
的棋子，比喻一定失败的局面。

E死乞臼赖】 si•qibailai （～的）〈方〉圈状态、词。

纠缠个没完。也作死气自赖。
E死气白赖l si•qibailai 同“死乞白赖”。

E死气沉沉】 siqi-chenchen 形容气氛不活跃或

人没有生气。
rn:契E sTqi 圈出卖房地产时所立的契约，上

面写明不能赎囚的叫死契。

E死钱E siqian c～儿）圈＠指不能增值获利的

钱：投资股市，把～变成活钱。＠指定时收入三言三
的固定数额的钱。 享享三

rn:囚E sTqiu 圈已经判处死刑而尚未执行的

囚犯。
rn:去活来E sTqu-hu616i 死过去又醒过来，形

容极度悲哀或疼痛。

rn:伤E sTshang 圈死亡和受伤（多指死亡和受
伤的人数）：～惨重｜～数十人。

rn:丰申E sTshen 圈迷信指掌管人死亡的神，多

用于比喻：经过抢救，终于把他从～手里夺了

回来。
rn:尸E sTshi [Bl 人的尸体。

(7t守E sTshou 圈。拼死守住2 ～阵地。＠

固执而不知变通地遵守z ～老规矩。
(7]:;7j(] sishuT 画不流动的池水、湖水等，常用

来比喻长时期没什么变化的地方：那些不搞
改革的地方，至今仍是一潭～O

rn:胎l sTtai t萄娃振 20 周以后在子宫内死亡

的胎儿。
rn:亡E sTwang 画失去生命（跟“生存”相对） : 
因车祸～。

rn:亡率E sTwanglu 圈。一定时期内（通常
是一年）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率，通常

用千分率来表示。＠医学上指患某种病死

亡的人数与患病总人数的比率z 狂犬病的～

很高。
rn:亡线E sTwangxian IE] 指危及生存的境地z

在～上挣扎。
rn:，叫 si;;xin 画面不再寄托希望；断了念头z

失败多次，他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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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心塌地］（死心踏地） slxln-tadi 形容主意已
定，决不改变（多含贬义〉。

E死心眼儿E slxlnyanr O 圈固执g想不开。＠

圈死心眼儿的人。

m信】 1 sixin （～儿）圈人死了的消息。
m信】2 sixin ~无法投递的信件。
m刑E slxing 圈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

m性E sf•xing ＜口〉晴死板s固执z 你干吗那

么～，非走这步棋不可？
m穴l sixue 圈击打后能使人有生命危险的

穴位，泛指致命之处：防守薄弱是这支球队的
~ 。

[-9E讯E sixun ~人死了的消息。
m因E siyln 画死亡的原因：查明～。

m硬E siying ~圈。呆板；不灵活。＠顽固＝
～派｜～分子｜态度～，拒不配合。
m有余辜E sly凸uyugu 虽死也抵偿不了罪过，

形容罪大恶极O
m于非命l siyuf岳iming 遭受意外的灾祸而

雪主E 死亡z 因车祸而～。

重量E m战E sizhan O 圈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斗
或战争2 决一～。＠画拼死战斗 z ～到
底。
m罪E sizui 0 回应该判处死刑的罪行。＠
医国客套话，用于请罪或道歉，表示过失很重。

、

si c L. > 

巳 、固地支的第六位。据
c ：巳） 421 页【干划。

E巳时E sishi 画旧式计时法指上午九点钟到

十一点钟的时间。

四1 si ＠睡三力a－后所得的数目。据
1219 页I数字1。 8 (Si）~姓。

四2 si 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乐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6”。

参看 448 页1工尺lo
E四…八··】 si···ba··· 分别用在两个意义相近
的词或词素前面，表示各方面：～面～方！～通

～达｜～平～稳。
E四边E sibian （～儿）［望四周：房子～儿围着篱
笆。

E四边形E sibianxing 画同一平面上的四条直
线所围成的图形。

E四不像l sibuxiang 圈＠康鹿。 8 !Jiii鹿的
俗称。＠借指不伦不类的东西或情况。

E四部E sibu 固我国古代把图书按经部、史部、
子部、集部划分为四大部类，合称四部。后因

分库储藏，故又称四库。
E四出E sichu E直到周围各地z ～活动。

E四处】 sichL』圈周围各地；到处g ～奔波｜往～

张望 l公园里～都是游人。

E四大皆空】 sida才 l岳kong 佛教用语，指世界上

一切都是虚幻的（印度古代认为地、水、火、风

是组成宇宙的四种元素，佛教称为四大）。

E四方E sitang l望东、南、西、北，泛指各处：～
响应！奔走～c

E四方］2 sifang 圈属性词。正方形或立方体

的：～的木头匣子｜四四方方的大脸。

E四方步】 sifangbu （～儿）厦l 悠闲的、大而慢的

步子。

E四分五裂】 sif，画n-w凸lie 形容分散、不完整、不

团结。

E四风l sit岳ng 圈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四种不良风气。

E四伏E situ 画面到处潜伏着z 危机～。
E四个全面】 si ge quanmian 指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国从严

治党。“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而

提出来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E四P页l si回国向四周看：～无人｜茫然～。

E四海】 sih凸 i IEl 指全国各处，也指全世界各

处2 五湖～｜～为家。

E四合房】 sihefang IEJ 四合院。

E四合院】 siheyuan ＜～儿）［写一种四面是屋

子，中间是院子的住房建筑。也叫四合房。
E四呼E sihu 圈按照韵母把字音分成开口呼、

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合称四呼。韵母

是 I 或用 l 起头的叫齐齿呼，韵母是 u 或用 u

起头的叫合口呼，韵母是 u或用 u起头的叫撮
口呼，韵母不是 i ,u、u，也不用 i ,u 、u 起头的叫

开口呼。例如肝 gone开）、坚 l ion c齐）、关
guan （合）、捐 juan（撮）。

E四胡l sihu IEJ 胡琴的一种，形状跟二胡相似，

有四根弦。

E四化E sihua 圈。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
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指干

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E四季E siji ~春、夏、秋、冬，叫作四季，每季三
个月。

E四季豆l sijidou 圈菜豆。

E四郊E sijiao 固城市周围附近的地方。
E四脚蛇E sij i凸oshe 南贿赐。

E四近E sijin l'81 指周围附近的地方z ～见不到

一个人影儿。



E四库E siku ~］见 1240 页［四部1。
E四联单】 siliandon 圈一式四份的单据，形式
和用处~R三联单相同。参看 1123 页【三联

单lo
E四两拨千斤】 si I的ng b6 qion jln 比喻抓住
了关键就能以巧取胜，扭转全局。

E四邻E silin IBI 前后左右的邻居：街坊～｜吵得
～不安。

E四六体l siliuti ~I 骄体的一种，因以四字句、
六字句为主，所以有这个名称。

E四面】 simian ~J 东、南、西、北，泛指周围＝～

环水i～八方。
E四面八方l simian-bofong 泛指周围各地或

各个方面：人们从～来到北京｜我们小组里的

人来自～。
E四面楚歌E simian-ch归岳楚汉交战时，项羽
的军队驻扎在坡下，兵少粮尽，被汉军和诸

侯的军队层层包围起来，夜间听到四面汉军

都唱楚歌，项羽吃惊地说：“汉军把楚地都占
领了吗？为什么楚人这么多呢？”（见于《史
记·项羽本纪》）形容四面受敌，处于孤立危急

的困境。
E四拇指】 simuzhi ＜口〉圈无名指。

E四旁E sipang l画指前后左右很近的地方：池
塘～都是水田。

E四平八稳】 siping-baw前形容说话、做事、写

文章稳当，有时也指f故事只求不出差错，缺乏

创新精神。
E四起E siqi 画从周围各处出现或兴起：歌声

～｜谣言～！群雄～。

E四散】 sisan ~向四面分散：～奔逃。
E四舍五入E si sh岳 WU ru 运算时取近似值的
一种方法。如被舍去部分的头一位数满五，就
在所取数的末位加一，不满五的就舍去，如
1. 378 5只取两位小数是1. 3日， 1. 243 4只取

两位小数是1. 24 0 

E四声E sish岳ng 圈＠古汉语声调有平声、上

声、去声、人声四类，叫作四声。＠普通话的
声调有阴平（读高平调，符号是“－”）、阳平（读

高升调，符号是“ J”）、上声（读先降后升的曲
折调，符号是“ v ”）、去声（读降调，符号是“、”）

四类，叫作四声（轻声在外）。＠泛指声调。

E四时】 sishi ［置四季。
E四时八节E sishi-baji岳泛指一年中的各种时

令、节日。

E四书E Si Shu IBI 指《大学》、《中庸儿。仓语》、

《孟子》四种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
E四体：］＇ siti ＜书〉圈指人的四肢z ～不勤，五

堕主」 si 巴些~

谷不分。

E四体E siti 圈汉字的四种主要字体，即楷、
草、隶、篆o

E四通八达E sitong』Jada 形容交通非常便利。

E四外E siwai 圈四处（多指空旷的地方）：～

无人｜～全是辽阔的大草原。

E四围】 siwei ［雹周围·村子～都是菜地。
E四维空间l siwei kongj ion 确定任何事物都
需要四个坐标（空间的三个坐标和时间的一个
坐标）的空间，是三维空间和时间组成的整体。
这个概念是根据任何物质都同时存在于空间
和时间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而提出的。四
维空间的几何学对相对论的广泛传播有重要
作用。

E四下】 sixia 圈四下里。

E四下里］ sixia· Ii 回四处：～一看，都是果树。
也说四下。

E四仙桌E sixianzhuo IBI 小的方桌，每边只坐

－个入。
E四乡E sixiang 圈城镇四周围的乡村。 主主
E四项基本原则】 si xiang jib昌n yuanze 指坚雪壁

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党

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E四言诗】 siyanshl 圈我国汉代以前最通行的

诗歌形式，通章或通篇每句四个字。如《诗
经》，多为四言。

E四野E siy昌圈广阔的原野（就四周展望而

言）：～茫茫，寂静无声。
E四贝Lll size 函加、减、乘、除四种数学运算的

统称：～题｜～运算｜整数～｜分数～。
E四肢l sizhl IBI 指人体的两上肢和两下肢，也
指某些动物的四条腿。

E四至E sizhi 圈建筑基地或耕地四周跟别的

基地或耕地分界的地方。

E四周l sizhou 圈周围。也说四周围。

E四周围E sizhouwei 圈四周。

E四座E sizuo IBI 指四周在座的人z ～哗然｜语

惊～。

寺 si 0 古代官署名 2 大理～｜太常～。＠
IBI 佛教的庙宇：碧云～｜护国～。＠圈

伊斯兰教徒礼拜、讲经的地方：清真～。＠
(Si) 圈姓。

E寺观E siguan 圈佛寺和道观，泛指庙宇。

E寺庙E simiao IBI 供丰申佛或历史名人的处所；
庙宇。

E寺院E siyu归国佛寺的总称，有时也指别的

宗教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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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sl O 画像；如同 2 相～！近 l 相 sl 0 古代的→种棚，形状像现在的
们以（，；＼，祷侣）～｜类～｜～是而非！骄阳～火。｜不日锹。（图见一）＠
＠理』似乎：～属可行｜～应从速办理。 8 1111 I 古代跟犁上的伴相似
用于比较，表示超过 z 生活一年强～一年。 | 的东西。（图见二）

另见 1193 页 sh）。 i 主主 s1 〈书〉盛饭或
E似…非··】 s1·· · f岳l…嵌用同一个单音名词、 l 口I 盛衣物的方形竹
形容词或动词，表示又像又不像的意思z ～绸｜ 器。
～绸｜～蓝～蓝 i～笑～笑 l～懂～懂。 I r:盎1 si 不顾一切，任

E似乎E s1hu 画仿佛；好像z 他～了解了这个字｜纠F J意妄为2 ～意！放
的意思，但是又讲不出来。 | ～｜大～攻击。

E似是而非E s1sh1-er陆好像对，实际上并不 I r:事2 si 圈“四”的大
对：这些论点～，必须认真分辨，才不至于上｜纠T 写。参看 1219 ｛一） （二）

当。 | 页I数字］。 相

了巳 SI 把河，水名，在河南。 i 肆3 s1 〈书〉铺子：
| 茶楼酒～。

见到古代指犀牛（一说雌性犀牛）。 ｜畔力］ s111 ＜书〉圃尽力 z ～农事。
I c肆虐E sine后画任意残杀或迫害：起破坏作

侣 s1 0 见 1242 JJ:[＂似”。。Si) 圈姓。 | 用2 洪水～。
I l肆扰E sir凸o 圈肆意扰乱2 屡遭敌机～。

三三呈仨I si 观察；守候z 窥～ 1～隙｜～机。 I l肆无忌惮E siwu-jldan 任意妄为，没有一点儿
重重重 11-1J 另见 216 页 cl o I 顾忌。
二~ E伺机E sijl 圈窥伺时机2 ～而动｜～报复。 I l肆行E sixing 圃任意妄为：～无忌｜～劫掠。

丰 、＠祭祀z ～天｜～孔 l ～祖。 I ［肆前 siyi 画不顾一切由着自己的性子也
巳（？真）马殷代特指年＝十有三～ | 做〉：～攻击｜～妄为。
女以 si 0 古伽姐姐。＠古代称丈夫的嫂｜嗣 si 0 蜘继承z ～位 i～子。＠子孙：

子。 8 (Si) IBJ 姓。 ｜阿后～。

如亨I ~ si 0 饲养2 ～料。＠饲 I l嗣后E sihou ＜书〉圈以后 z 此事～再议。
同（饲、软）料：打草衔。 I c嗣位E siwei ＜书〉画继承王位z 太子～。
E饲料E siliao 圈喂家畜、家禽等的食物。

E饲养E siy也ng 圈喂养（动物），～员。

；四1 si ＜书〉鼻涕：如。

、酒2 Si 酬，水名，在山东。

E泪州地 sizhouxi 圈安徽地方戏曲剧种之
一，起源于旧测州（州治在今安徽洒县〉，流行

于淮河两岸。

驷 si ＜书〉＠驷马。如。
（珊）

E驷马E sim凸〈书〉画同拉一辆车的四匹马z
～高车｜一言既出，～难追。

俊且 si O ＜书〉等待z ～机进攻
（＠埃） 8 CSi）圈姓。
另见 1025 页 qi 。

食 si ＜书〉拿东西给人吃
另见 1187 页 shi; 1555 页 yi 0 

司见 si ＜书〉窥视：～察刷察看）
（司自）

涣 si 啪地涯～。

[ song ( l....XL > 

，以k song 见 1464 页I惺松1。
I A 另见 1698 页 zhδ吨。

如＼1 song 圈＠松树，有许多种，一般为常
’ l ’ 绿乔木，很少为灌木，树皮多为鳞片状，

叶子针形，花单性，结球果，卵圆形或圆锥形，
有木质的鳞片。木材和树脂都可利用。如马

尾松、油松等。 8 (Song）姓。

岳’＼. 2 ~~ song ＠团团松散（跟“紧”相对，
t'l\ （柔柔）下画同）：这包书捆得太～，容
易散。＠圈使松z ～劲｜～一～腰带｜～口气
（紧张之后，放松一下）。＠回经济宽裕z 这个
月我手头～一些，给他寄了点儿钱去。。固不
坚实：蓬～l土质很～｜点心～脆适口。＠圈解
开g放开E ～绑｜手一～，气球就飞了。＠用鱼、

虾、瘦肉等做成的绒状或碎末状的食品 2 肉～o
E松绑E song;;b位ng 富国＠解开捆绑在身上的

绳索。＠比喻放宽约束限制 z 为民营企业～。
E松弛E songchi 匾。松散；不紧张z 肌肉～｜



～的心情。＠（制度、纪律等）执行得不严格：

纪律～c

E松动E songdong O I司变得不拥挤接近终

点站，车厢里～多了。＠圈宽裕；不窘：手头

～。＠画（牙齿、螺丝等）不紧；活动z 门牙～。
＠圈（措施、态度、关系等）趋于灵活；变得不

那么强硬、紧张z 谈判中，双方口气都有些～。
E松花E songhua 圈一种蛋制食品，用水混合

石灰、秸土、食盐、稻壳等包在鸭蛋或鸡蛋的壳
上使凝固变味儿而成，因蛋清上有像松针的花
纹，所以叫松花。也叫松花蛋，有的地区叫皮

蛋、变蛋。

E松花蛋E songhuadan !El 松花。

E松缓］ s凸nghuan 0 圈缓慢；宽松＝节奏～ 1

表情～ 1 日程安排得很～。＠圈使缓和；使放

松＝～气氛1～神经。
E松节？由］ so『1gjiey6u 函蒸馆松脂或针叶木

材而得的挥发性泊，无色至深棕色液体，有特
殊气味。油漆工业上用作溶剂，也用于医药。

E松紧】 songjTn IE] 松或紧的程度z 裤腰的～很

合适。
E松紧带】 songjindai （～儿）圈可以伸缩的带

子，用橡胶丝或橡胶条和纱织成。
E松劲E song叫in （～儿）圈降低紧张用力的程

度＝工程越接近尾声，越是不能～。
E松口】 song;;kou l到＠张嘴把咬住的东西放

开3 猎犬叼着野兔不～。＠不坚持（主张、意
见等）：怎么劝他，他也不～。

E松快E song•kuai I国＠轻松爽快；舒畅2 经
大家开导后，我心里～多了。＠宽敞；不拥挤：

车厢里挺～。
E松明】 songming 函燃点起来照明用的松树
枝。

E松气E song;; qi 圈松开憋住的气，比喻放松

紧张情绪或降低努力的程度2 比赛结束了，大
家松了口气！工作到了最后阶段，决不能～。

E松墙】 songqiang 圈栽种成行像矮墙一样的

检、柏，多用于庭园布置＝修剪～O
E松球E so「1gqiu 圈松树的果穗，多为卵圆形，

由许多木质的鳞片组成，里面有松子。有的地
区叫松塔儿。

E松仁E songren c～儿）［富松子里面的仁，可以

吃。有的地区叫松子。
E松软］ songruan I固＠松散绵软：～的羊毛｜
耕过的土地十分～。＠（肢体）软而无力·浑
身～，瘫倒在地。

E松散】 songsan 圈。（事物结构）不紧密，（精
神）不集中·故事情节～｜注意力～。＠关系
不密切：～的联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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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 z 纪律～。

E松散E song•san E量使轻松舒畅2 房里太热，
出来～～。

E松子】 song;;shou 圈放开子：一～，钢笔掉
在地上了。工作要抓紧，不能～。

E松鼠E songshu !El 哺乳动物，外形略像鼠而

较大，尾巳蓬松而特别长大，生活在松林中。
E松爽E songshu凸ng 匾。轻松爽快z 洗完澡，

觉得身上很～。＠松软爽口 z 这个品种的鸡
肉质细嫩～。

E松松垮垮E songsongku凸ku凸（～的）圈状态

词。＠形容结构不坚固，不紧密z 这座房子梁

柱擦条～的，像是快要倒塌了。＠形容懒散；
轻浦甲；不紧张＝训练时～，比赛时一定打败仗。

＠形容衣服肥大而下垂的样子：衣服～的，一
点儿也不精神。

E松涛E songtao IE] 松林被风吹动时所发出的
像波涛一样的声音。

E松塔JL) songt凸r ＜方〉啕松球。
E松香E songxiang 圈松脂蒸馆后剩下的固态噩噩
物质，淡黄色或棕色，透明，质硬而脆。用于油三三
漆、肥皂、造纸、橡胶等工业。

E弘崛E songxie O 圈精神松弛、懈怠。＠圃
纪律不严格。＠圃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密切。

＠画使放松；使懈怠2 遇到再大的挫折，也不
能～斗志。

E松心E song;;xln 画不操心；使心情松快z 家

务有儿媳妇儿操持，婆婆就～了！忙完了这件事，
我们就能松几天心了。

E松针E songzh岳n IE] 松树的叶子，形状像针。

E松脂】 songzhl IE] 松树等树干上渗出的胶状

液体，主要由松香和松节油组成。

E松子E songzl 圈＠（～JL）松树的种子。＠
〈方〉松仁：～糖。

E松嘴E song;;zul E副松口。

娥 song 有娥古国名的1 I 1两域一带。

淤 song 见 1395 页阳~， 1600 页【雨
再告~o

:::tf.""' song 古书仁指白菜。

11".l\ 
E乎在菜E songcai 〈方〉画大白菜。

E湛蓝E songlan l组二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
叶子长椭圆形，花黄色。根入中药，叫板蓝根。
叶子入中药，叫大青叶，也可以提制蓝色染料。

圭封 song O ＜书〉同“宵”①③。＠用于地
布尘C 名：～厦镇（在浙江）。
守缸k song 吴淤江cwusong Jiδng），水名，发
1’IA 源于江苏，流经上海，人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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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song 0 ＜书〉山大而高＠〈书〉高。
8 <Song）圈姓。

, 
song CL.XL) 

原 song （口〉＠时液＠圈
（履）讥讽人软弱无能z ～包｜这人真～o

E原包J s6ngbao ＜口〉＠圈软弱无能。＠圈
指软弱无能的人。

v 
song CL.XL) 

报… song 0 （~）挺立；挺起：～身。
（攫）＠〈》〉国推。

且且 ;.. song 0 （书〉惊惧。＠阉鼓
笔主（惩）动： ~lj老～着他干坏事。
E怂恿E s6ngy6ng ［盈鼓动别人去做（某事） : 

司董孟 他一再～我到上海去发展。
雪~ hb. song 0 闹耸立z 高～｜～入云

一耳（聋忡。1，引起注意；使人吃惊：危言
～听。＠画耸动＝～肩｜～了两下鼻子，打了

个喷嚷。
E耸动J so『1gdong 圈。（肩膀、肌肉等）向上
动。＠造成某种局面，使人震动：～视听。

E耸肩E so『1911 jian 画微抬肩膀（表示轻蔑、疑

惑、惊讶等）：他耸了耸肩，现出不可理解的神情。
E耸立E s凸ngli 圃高高地直立：群山～。
E耸人听闻J s6ngrentlngwen 使人昕了非常
震惊：他常喜欢发表一些～的见解｜这些贪腐
案件的内幕真是～。

E耸身J s6ngsh岳n 圃身体用力向上挺起：～

一跳。
E耸峙E s6ngzhi 国耸立：峭壁～。
悚 song （书〉害怕 z ～然 lt'l\~o

E悚然E s6ngr6n 圈害怕的样子：毛骨～。

辣 song （书〉＠恭敬＠同“悚”＠同
“耸”。

、

song CL.XL) 

、／飞） song 0 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
f~ （讼）配打官司z 诉～！～案。。书〉
争辩是非z 争～｜聚～纷纭。

E讼案E song ’ an 画诉讼的案件：一起～。
E讼棍E songgun 圈旧时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

从中取利的坏人。

[l!~ifi币E songshi ~旧时以给打官司的人出主

意、写状纸为职业的人。

宋1 Song 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商丘一
带。＠画朝代。 a）南朝之一，公元

420 479 ，刘裕所建。参看 936 页i南北朝］ o
b）公元 960 1279 ，赵匡mL所建。参看 55 页

r（ ~t来’1 、 937 页【南宋lo 8 ~姓。
宋2 song 1111 u向度单位，符号 sono 1 桦

于1 000毫宋，约相当于人耳刚能听到的

声音响度的一千倍。旧作睐。［英 sane]

E宋江起义J Song Jiang Qiyi 北宋末年（约公

元 1119）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活动于今山
东、河北一带，公元 1121 年被北宋王朝所镇
压。

E宋体字E songtizi 圈通行的汉字印刷体，正
方形，横的笔画细，竖的笔画粗。这种字体起
于明朝中叶，叫作宋体是出于误会。另有横竖

笔画都较细的字体称“仿宋体气比较接近于宋

朝刻书的字体。为了区别于仿宋体，原来的宋
体字又称“老宋体”。

二坐 song 0 ［面把东西运去或拿去给人z ～
）.，（..二L 报卜，信｜～饭｜～呈｜～还。＠画赠送3

奉～｜老师～我两本书。＠圃陪着离去的人
走一段路或到某处去z ～客｜把客人～到大门

外｜～小孩儿上学。。＜Song）圈姓。
E送另lj] song;; bie 画送行：车站～｜～亲人。

E送殡】 sδng;;bin [2\!)] 出殡时陪送灵枢到安葬

或安居的地点。

E送达E sδngd6 圃＠送交；送到：务必三日内

～。＠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将诉讼文件送

交当事人g 传票已经～。

E送检E songjian 画送交有关部门检查或检

验z 患者血样已经～。
E送交】 songjiao 画送去并交付：简历巳～用
人单位。

E送礼E song;; Ii E到赠送礼品＝请客～。

E送命】 song;; ming 画丧失性命（含不值得

意）；送死：白白～。
E送气J sδngq i [2\!)] 语音学仁把发辅音时有比
较显著的气流出来叫送气，没有显著的气流出
来叫不送气。普通话语音中的 p, Lk 、 q 、 c 、

ch 是送气音，b、d、9、 l 、 z、 zh 是不送气音。送
气、不送气也叫吐气、不吐气。

E送亲E song;;qin 圈结婚时女家亲属送新娘

到男家。
E送人情】 song renqing 0 给人一些好处，以
联络感情，搞好关系。＠〈方〉送礼。

rn丧E song;;sang ［虱送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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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送审l songsh品n 圈送上级或有关方面审批
或审订：～稿 l逐级～。

E送歹El songsl ＜口〉固自寻死路多找死。
E送行E song;;xing 圈。到远行人启程的地
方，和他告别，看他离开2 到车站～。＠钱行3

设宴为他～。
( 送信JL) song;;xinr （口〉画传递消息z 大哥
一到家，小妹就给妈妈～去了。

E送葬E song;? zang 画送死者遗体到埋葬地
点或火化地点。

E送站】 songzhan 冒雪］送入到车站（乘车） ：火车
开了，～的人们渐渐离去。

E送终】 song;; zhong 画长辈亲属临终时在身

旁照料，也指安排长辈亲属的丧事：养老～。

、南 … song 0 读出声音来§念Z 朗～｜
Z闹（目）～经。＠背诵：熟读成～。＠称
述；述说：传～o

E诵读】 songdu ~画念（诗文）：高声～。
床 song ~宋（响度单位）旧也作睐

／、西 ＼~ song 0 颂扬1 歌～｜～赞。＠
4歧（颂）祝颂（多用于书信问候）：敬～大
安。＠周代祭祀时用的舞曲，配曲的歌词有
些收在《诗经》里面。＠以颂扬为目的的诗文
（多用于标题） ：《祖国～》。 0 (Song）圈姓。

E颂词l songci 圈称赞功德或祝贺幸福的讲
话或文章。

E颂歌E songg岳圈用于祝颂的诗歌、歌曲。
E颂扬E songyang ［翻歌颂赞扬：大加～｜～功

绩。

C_2些二主主立

搜血A 斗 sou 0 寻找＇ ~~I ～罗｜
（＠冤）～求。 8 [1;!j] 搜查z ～身｜～

捕 l什么也没～着。
E搜捕E soub凸圈搜查与案件有关的地方并逮
捕有关的人．～逃犯。

E搜查］ soucha 圈搜索检查（犯罪嫌疑人或违

禁品） ：～毒品。
E搜肠刮肚1 souchang-guadu 形容费尽心思z

他～地想呀想，也没想出好点子来。
E搜刮】 sougua 画用各种方法掠夺（人民的财

物）：贪官污吏～民脂民膏。

E搜获E souhuo 圈搜查得到U；查获z ～一批走

私物品。

E搜集E souji 圈到处寻找（事物）并聚集在一

起z ～意见卜，革命文物。

【搜巢tll souj i凸o 画搜索剿灭2 ～残敌。

E搜缴E souji凸o E主］搜查收缴z ～凶器 l～非法
出版物。

E搜救l soujiu ［§国搜寻营救z ～遇险船员。
E搜括E soukuo 画搜刮：～钱财。
E搜罗E soulu6 画到处寻找（人或事物）并聚集
在一起z ～人才｜～史料。

E搜求E souqiu 国搜寻；寻求：～孤本秘籍。
E搜身E sou;;shen 圈搜查身上有元夹带。
E搜索】 s6usu6 rn画仔细寻找（隐藏的人或东
西）：～残敌｜四处～。

E搜索枯肠） SOUSL』6-kuchang 形容竭力思索

（多指写诗文）。
E搜索引擎E sousuo yinqing 互联网上的一种
系统，用户通过输入关键词等，可以方便地查

找能够提供有关信息的网站或网页。
E搜寻l souxun 画到处寻找：～证据｜～失踪

的人。

鬼 sou 0 ＜书〉靴，即茜草。＠〈书〉春呈
天打猎。＠见 1245 页“搜”。 三三

日粤 sou 阻雪形容很快通过的声音：汽车～主
J毛的一声开过去了｜子弹～～地从头顶飞过。 == 
b由 k~ sou E回＠饭、菜等变质而发出
’段（傻）酸臭味。＠（想法）不高明z ～点
子｜他出的主意大～了。

Z俊主意E souzhu•yi c口语中也读sδuzhu•yi)

圈指不高明的办法。

度 sou ＜书〉隐藏耀。

E鹿辞l souci 〈书〉｛写隐语；谜语。
E应语E souy凸〈书〉圈度辞。

瘦 sou （书〉排泄粪便，特指阳、便。

贝星 队』＠〈方〉画风吹（使变干或
（园里）变冷）：馒头让风～干了。＠同

“嗖”。

~腐D souliu ＜书〉固理形容风声。

傻 sou ( ）时刻（木头）：椅背
（重要）上的花纹是～出来的。

E镀弓子l sougong•zi ＜方〉巨型钢丝锯。
搜 sou 见 1附则嫂嫂lo

艘 sou 量用于船只z 五～远洋货轮

v 
sou ( L.又）

史 sou ＜书〉皑的男人z 老～l童
（立交）～无欺J ~ 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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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于_ls己u SU I 眼峡擞毅嗽擞苏娃酥稣犁俗

度 sou （书〉＠眼睛没有膛仁，看不见东
西。＠盲人。

峡 sou 0 IIDlJ 指使狗时所发的声音＠
〈书〉发出声音来指使狗。＠教唆z ～使。

E版使E soushl 圈挑动指使（别人做坏事）。

擞 s凸u 见 317 页I抖酬。
（擞）另见 1246 页础。

委E sou 咱们睛很多草棚。
（葳）＠指人或东西聚集的地方：渊～。

sou ( L.叉）

嗽（嗽） sou 咳嗽2 干～。

擞 sou （肯〉回用通条插到炉灶里
（擞）抖动，使炉灰掉下去： ~;kl 把炉

子～一～。

另见 1246 页 SOLJ0

L_~QJ:必L二二］

女卡1 su 植物名：紫～｜白～。
刃叫麻、提藕）
t卡2 su 指须状下垂物：流

办（森、有）～。
t卡3 A SU 苏醒：死而

刃、（森f娃、精）复～。
t卡4 0 0 指江苏苏州 z ～
j、（荒草、有）绣｜～白。＠圈指江苏：
～剧｜～南。＠圈姓。
t卡5 . .. su 见 846 页I噜苏］。
J、（嘛）
t • 6 su 0 指苏维埃：～区。
刃、（森、有）＠创圈指苏联。
E苏自l sub6i 圈。苏州话。＠京剧、昆曲等
剧中用苏州话说的道白。

E苏、菜E sucai 圈江苏风味的菜肴。
E苏打E sud6 ~无机化合物，化学式Na2CO, o 

白色粉末或颗粒，水溶液呈强碱性。是重要的

工业原料。也叫纯碱。［英 soda]

E苏丹E sudan 圈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
者的称号。 t阿拉伯 sul!an]

E苏丹红E sudanh6ng ［~］有机化合物，是工业
用染料，具有致癌性，禁止用作食品色素。

E苏Jiil!Jl suju ~江苏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曲
艺“苏州i滩簧”与昆曲结合发展而成。用胡琴、

笛、琵琶（或弦子）、笙等伴奏。
E苏门玲E sumenling 圈酸苦争。

E苏木l sumu 圈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的行政区
划单位，相当于乡。［蒙7

E苏区】 suqu 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革命根据地。因根据地的政权采取苏维埃的
形式，所以叫苏区。

E苏铁E suti岳~常绿乔木，叶子聚生在茎的顶
部，有大型的羽状复叶，小叶条形，有光泽，花顶

生，J!I做悍株，雄花圆衙彭雌花有褐色绒毛，种子
球形。产于温暖的地区，生长得很慢。通称铁树。

E苏维埃】 suwei ’ ai 圈 1917 年俄国革命建立
的政权名。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
把当时的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也叫苏维埃。［俄
COBeT] 

E苏醒E suxlng 画昏迷后醒过来：伤员已从昏

迷中～0春天万物～。
E苏绣l suxiu 圈江苏苏州出产的刺绣，绣工细

密不露针迹。常做成工艺品。
E苏州码子l Suzhou ma•zi 我国旧时表示数目
的符号，从一到卡依次写作i 、 II 、｜！｜、×、 6 、上、

牛、士、灾、十。也叫草码。
娃 su 0 见 12叫“苏3”＠用于人名

酥 SU 0 古代称酥油城阳（食物）松
l而易碎：～糖｜虾片一炸就很～。＠面粉

和油加糖制成的松而易碎的点心z 桃～。。
回酥软：～麻！站了一天，两腿都～了。

E酥脆】 sucui 圈（食物）酥而且脆。
E酥麻】 sumo 圈（肢体）酥软发麻。

E酥软E suruan 睛（肢体）软弱无力：走了一天
路，累得两腿～o

E酥松E susong E回（土壤等）松散；不紧密：泥

土～｜～的夹心饼干。
E酥油】 suy6u 函从牛奶或羊奶中提取出来的
脂肪。把牛奶或羊奶煮沸，用勺搅动，冷却后

凝结在上面的一层就是酥油。

E酥油茶E s0y6uch6 圈藏族、蒙古族等地区的
一种饮料，用酥油、砖茶、盐等制成。

E酥油花l suy6uhua ［组藏族的一种艺术品，用
掺和各种颜料的酥油雕塑成的各种人物、风

景、花卉、鸟兽等。
稣…叫〈书〉同＂$2" 0 8 见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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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 L.X) 

，，公 SU 0 风俗z 土～｜移风易～！入境问～。
·ri:r 8 大众的；普遍流行的z ～名｜～话 1通～。



＠圃庸俗z ～气｜～不可耐！这个人很～，都钻
到钱眼儿里去了。。指没出家的人（区别于出
家的佛教徒等）＝僧～。

E俗不可耐E subuk岳nai 庸俗得让人元法忍受。
E俗称E such岳ng 0 画］通俗地叫作：汽车自动
变速器～自动挡。＠［组通俗的名称z 自动挡
是汽车自动变速器的～。

E俗话E suhua （～儿）圈俗语。
E俗家E sujio 圈。僧尼、道士等称其父母的
家。＠指没出家的人（对僧人、道士等而言） : 
～打扮。

E俗讲】 suj的ng IEl 唐代寺院中用于讲解佛教
经义的一种说唱形式，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增
加→些故事性成分，吸引听众。

E俗名J sliming 圈。通俗的名称，不是正式
的名称（多有地方性）：阑尾炎～叫盲肠炎。＠
僧人、道士等出家前的名字。

E俗气］ su•qi 圈粗俗g庸俗z 这块布颜色素净，
花样也大方，一点儿不～。

E俗曲E suq心圈旧时指民间的通俗歌曲。也
叫但曲。

E俗人】 suren 圈＠世俗的人；一般人（对僧尼、
道士等出家人而言）。＠庸俗的人。

[f谷尚】 sushang IEl 习俗所崇尚的风气：不拘

～，勇于革新。
E俗套】曰：1tao IEJ 0 习俗上常见的使人感到无
聊的礼节。＠陈旧的格调2 不落～。 II 也说
俗套子。

E俗体字E sutizi 圈指通俗流行而字体不合规
范的汉字，如“群”（解）、“垄”（葬）等。也叫俗

字。
E俗文学】 suwenxue 圈指我国古代的通俗文
学，包括歌谣、曲子、讲史、话本、变文、弹词、宝
卷、鼓儿词、民间传说、笑话、谜语及宋元以来南
北戏曲、地方戏等。

E俗语E suyu IEl 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
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
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如“天下元难
事，只怕有心人”。也叫俗话。

E俗子E suzi 圈俗人：凡夫～。
E俗字E suzi 圈俗体字。

飞

SU C L.x> 
凤 SU ＜书〉＠早z ～兴阳。＠素有的；

旧有的z ～志｜～愿。
E凤仇E such6u 向“宿仇”。
E凤敌E sudi 同“宿敌”。

E凤诺E sunuo 同“宿诺”。

主旦主更」
E凤嫌E suxian 同

E凤兴夜寐】 Si江xi『19-y岳m岳i 

劳。

口些主」
，、

su- SU 

早起晚睡，形容勤

【凤夜E suy岳

～忧国。

圈早晨和夜晚，泛指时时刻刻：

E凤夜在公E suve- za igong 
于公务：恪尽职守，～。

E凤怨］ suyuan 同“宿怨”。

→天从早到晚都勤

E凤愿E suyuan 画一向怀着的愿望z ～得偿。

也作宿愿。
E凤志】 suzhi 同“宿志”。

、川工 A SU 0 说给人z 告～。

νf C蒜、且想）＠画倾吐（心里的话） : 
～苦i～衷情｜向母亲～～心中的苦楚。＠控

告2 上～。
E诉苦E su;;ku 圈向人诉说自己所受的苦难：

～叫屈 i无处～。

E诉求E suqiu 0 ［虱诉说理由并提出请求：他
耐心倾听老人～。＠圈愿望；要求：廉政成为

广大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一致～。
E诉权】 suquan 圈起诉的权利。

E诉述】 sushu 阎诉说：～经历。

E诉说E sushuo 画带感情地陈述z 他在信里～
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

E诉讼】 SUSδng 圈司法机关在案件当事人和

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下，按照法定程序解决案
件时所进行的活动。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
和行政诉讼。俗称打官司。

E诉讼法J susongf凸圈关于诉讼程序的法规，

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派讼法等。
E诉冤E su;;yuon 画向人诉说自己所受的冤

屈。

E诉愿E suyuan ［到当事人遭受国家机关不当
的处分时，依法向原处分机关的上级机关提出
申诉，请求撤销或变更原处分。

E诉诸E suzhu 圈求之于；求助于。指采取某

种方式解决事端、矛盾等：～武力｜协商不成，
! 他决定～法律。

I c诉叫 suzhuang 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文书
的总称。也说起诉状。

肃～叫恭敬：～立＠严肃z ～
（肃）穆。＠肃清：～贪 l～毒（肃清毒

品）。 0 CSu）画姓。

6卡f静E sujing 圈严肃寂静：殿堂里十分～。

E肃立］ suli 圈恭敬庄严地站着2 奏国歌时全
场～。

C肯穆】 sumu llJ2l （气氛、表情等）严肃而恭敬z
灵堂布置得庄严～。

E肃清】 suqlng 画彻底清除（坏人、坏事、坏思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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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盗匪｜～流毒。
E肃然l suran ~十分恭敬的样子．～起敬。
肮杀E susha ＜书〉圆形容秋冬天气寒冷，草
木枯落z 秋气～o

E肃贪E sutan 圈肃清贪污行为：～倡廉。

三捧回。本色；白色：～服。＠圃颜色单

习、纯；不艳丽：～净｜这种布花色太～。＠圈

蔬菜、瓜果等食物（跟“荤”相对）：吃～｜三荤一
～。＠本来的；原有的 z ～质｜～性。＠带有
根本性质的物质：色～｜毒～ i 因～ l元～｜维生
～。＠圈素来；向来2 ～有好感。 0 (Su）圈

姓。

E素材E sucai 圈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就是
未经总括和提炼的实际生活现象。

E素菜l sucai IEl 用蔬菜、瓜果等做的菜（指不

掺有肉类的）。

E素餐E sucan 0 圈素的饭食。 8Wll 吃素。
＠〈书〉［量不f故事而臼吃饭z 尸位～。

E素常E suchang IEl 平日；平素z 儿子结婚的那
王三 一天，老大爷把～舍不得喝的好酒都拿出来了。
重量雪 E素淡l sudan 回素净g淡雅z 颜色～。

E素!JIU sutu !Bl 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多指丧服。

E素洁） SI与iie 11冒素净洁白：池中的白莲花是那
么的～、雅致。

E素净E su•jing E国颜色朴素，不鲜艳刺目：衣
着～｜陈设～而大方。

E素酒E suji心圈＠就着素菜而喝的酒。＠

<11＞ 素席。
E素来l sulai 圃从来；向来s 他的人品，是我～

佩服的。
E素昧平生E sumei-pingsh岳ng 一向不相识。

E素描E sumiao IBJ 0 单纯用线条描写、不加
彩色的画，如铅笔画、木炭画、某种毛笔画等。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文学上借指
文句简洁、不加渲染的朴素描写。

E素朴E supii 11国＠朴素；不加修饰的z ～的语

言。＠萌芽的；未发展的（多指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
E素日E suri 圈平日；平常：他～不爱说话，今

天一高兴，话也多起来了。
E素食E sushi 0 因素的饭食和点心。＠圈
吃素z ～者（长期吃素的人）。

E素数E sushu 圈在大于 1 的整数中，只能被 1
和这个数本身整除的数，如 2,3,5,7、 1 1 。也叫

质数。
自苦苦l suxl 圃素来；往常2 他们～不相往来。
E素席E suxi 圈全用素菜不用荤菜的酒席。
E素雅E suy凸圈素净雅致z 衣着～。

E素颜l suyan IEl 没有经过化妆、不施脂粉的

脸（多用于女性）。

E素养】 suy凸ng 圈平日的修养．艺术～。

E素油】 suy6u IEl 指食用的植物油。有的地区
叫f青泊。

E素愿】 suyuan 圈一向怀着的愿望：～得偿。
E素志E suzhi （书〉画一向怀有的志愿：～未
偿｜～不改。

E素质l suzhi 圈。事物本来的性质。＠素
养：提高军事～。＠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
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

E素质教育】 suzhi jiaoyu 以提高人的素质为
根本宗旨的教育。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全面
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着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素装E suzhuang 圆白色的服装；淡雅的装
束。

飞才亨 1 SU ＠迅速；快：火～｜～冻｜～算｜～战
」d二L ～决。＠速度：风～｜光～｜声～｜车～｜
时～。 0 CSu）圈姓。

速2 SU 叫请：叫客

E速成】 sucheng 圃将学习期限缩短，在短期

内很快学完：～班。

C窒递E sudi 0 圈特快专递z 邮政～。＠圃
用速递的方式递送O

E窒冻】 sudong 圃快速冷冻z ～食品。

E衷度l sudu IEl 0 运动物体在某一个方向上
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距离。＠泛指快慢的程
度＝高～｜放慢～。

E速度滑冰l sudu huablng 冰上运动项目之

一，运动员在规定距离内以竞速为目的进行的
滑冰比赛。简称速滑。

E速滑】 suhua 圈速度滑冰的简称。

E速记】 suji ＠画用一种简便的记音符号迅速

地把话记录下来。 81El 速记的方法。
E速决E sujue 圈迅速地解决：速战～。

E速决战E sujuezhan 圈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决

定胜负的战役或战斗。

E速率】 sulu 圈速度的大小。

C窒溶】 sur6ng 巨型快速溶解2 ～奶粉｜～咖啡。

E主食E sushi （方〉＠圈快餐。＠圈属性词。
快速食用的2 ～面。

E窒食面3 sushimian （方〉圈方便面。
E速算E susuan 圈利用数与数的组成和分解

以及各种运算定律、性质或它们之间的特殊关
系，进行迅速简便的运算。

C主效E suxiao 0 圈很快就取得的成效：这
种药有～。＠圃属性词。快速显示效力的：

～药｜～肥料。



速悚沫宿骄粟傣谩嗦塑 l SU I 12的 l

E速写】 suxi岳画＠绘画的一种方法，一边观
察对象一边用简单线条将其主要特点迅速地
画出来。＠一种文休，扼要描写人或事物的
情况，及时地向读者报道。

E速战速地 suzhan-sujue 迅速投入战斗，迅
速结束战斗，比喻做事时迅速地完成任务或解

决问题。

~± . . SU ＜书〉鼎中的食物。
L尿（稣）
沫 SU 沫加iiJCSushuT Hel ，水名，在山西。

宿干 SU 0 夜里睡觉；过夜：～舍｜～
（宿）营｜露～｜夜～荒野。＠〈书＞ I日

有的；一向有的z ～疾｜～志。＠〈书〉年老的；
长期从事某事的2 者～ l ～将 Cjiang ）。。

CSu）圈姓。
另见 1476 页川队 1477 页 xi 心。

E宿弊E subi （书〉圈多年的弊病：～一清。
E宿便E subian ~长时间淤滞在肠道中的粪
便，对人体健康不利。

E宿娼l suchang 姐嫖妓。

E宿仇l such6u 圈。一向作对的仇人。＠旧

有的仇恨。 II 也作凤仇。
E宿敌E sudi ~一向对抗的敌人。也作凤敌。
E宿根】 sug岳n 圈某些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
物的根，在茎叶枯萎以后可以继续生存，到第
二年春天重新发芽，这种根叫作宿根，如巧药、

薄荷等的根。
E宿疾l suji ~一向有的病；拖延很久难以治
愈的病。

E宿将E sujiang 型久经战阵的指挥官；老将。

E宿命论】 suminglun ~一种唯心主义理论，
认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人的生死和贫富等都
由命运或天命预先决定，人是无能为力的。

E宿诺E sunuo （书〉圈以前的诺言。也作鼠诺。
E宿儒E suru 圈老成博学的读书人。
E宿舍E sushe ~企业、机关、学校等供给工作
人员及其家属或供给学生住的房屋。

E宿土E sut心圈植物原生长地点的土壤。
E宿嫌E suxian ~旧有的嫌怨：捐弃～。也作

凤嫌。
E宿营l suying ［面军队在行军或战斗后住宿：

～地｜露天～。
E宿怨E suyuan 圈旧有的怨恨；宿嫌z 了却～。
也作凤怨。

E宿愿~］ suyuon 同“凤愿”。

E宿债l suzhai 圈以前欠下的债务：偿清～。

E宿志E suzhi （书〉画一向怀有的志愿z 不忘
～。也作凤志。

E宿主】 suzhu ［吕寄生物所寄生的生物，例如

人就是蜘l虫的宿主。也叫寄主。
E宿醉E suzui ［到闪过量饮酒而导致的沉醉不
醒。

骗 . .. SU 见下
（蹦）

E骑骥l sushuang 同“骑弱”。

E骑骆E sushuang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良马。

也作骗骤。

粟 SU 圈＠谷子①②。 8 CSu）姓

E粟米l sumT ＜方〉圈玉米。
E粟子l su•zi ＜方〉［雹谷子①②。
13::. SU （书〉＠面向 g「口］着。＠平常g平素。
I，~、

、~Ea SU （书〉起；起来。

段（援）
E谩i爱l susu （书〉圆形容挺拔：～长松。

旺是主 u ”中 SU 嗦囊。
嗦（；臆） 王三
E嗦囊l sunang ~鸟类的消化器官的一部分，三差三
在食道的下部，像个袋子，用来储存食物。通
称嗦子。

E嗦子l su•zi 圈。嗦囊的通称：鸡～。＠

〈方〉装酒的锡制的或瓷的器皿，像瓶子，底大，
颈细长。

塑 SU 0 圃塑造：～像｜泥～木雕 1～一尊
佛像。＠塑料：涂～壁纸｜全～家具。

E塑封】 suf岳ng 0 圈为防水、耐用而用塑料膜

封闭起来：～卡片。＠圈用塑料膜制成的封

皮或封套＝这本新书～还没有打开。

E塑钢】 sugang 圈一种用于制作门窗等的材

料，用聚氯乙烯、树脂等原料挤压成型，框架内
嵌有槽形钢材。

E塑胶l sujiao 圈。泛指塑料、橡胶类的高分

子材料：～跑道。＠〈方〉塑料。

E塑料】 sulioo 函以树脂等高分子化合物为基
本成分，与配料混合后加热加压而成的、具有
一定形状的材料。在常温下不再变形。一般
具有质轻、绝缘、耐腐蚀、耐摩擦等特性。种类
很多，应用极为广泛。有的地区叫塑胶O

E塑身l sush岳n 晴塑造形体：～美容｜～内衣。

E塑像l sux iong O c --11寸圈用石膏或泥土等
制作人像。＠圈用石膏或泥土等塑成的人像。

E塑性E suxing 画在应力超过一定限度的条
件下，材料或物体不断裂而继续变形的性质。
在外力去掉后还能保持一部分残余变形。也
叫范性。

E塑造E SU ZOO 巨型＠用泥土等可塑材料制成



1250 I su - suan I 溯傣鹉款僚鲸想缩嵌簸踹狡酸

人物形象2 庙里～了一尊泥菩萨。＠用语言｜ 是氢离子。能跟碱中和生成盐和水，跟某些金

文字或其他艺术手段表现人物形象：这篇小｜ 属反应生成盐和氢气，水溶液有酸味，可使石
说成功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 森试纸变红。如盐酸、硫酸等。＠画像醋的
培养、改造使人或事物达到某种预定的目标：｜ 气味或味道 2 ～菜｜～枣｜青梅很～。＠圈悲
把自己～成有创新能力的人｜把公司～成世界｜ 痛；伤心z 辛～｜悲～｜心里一～，眼泪就淌了下
一流的企业。 | 来。＠圈迂腐（多用于讥讽文人）：穷～｜～秀
溯 、＠逆着水流的方向 i 才＠圈因疲劳或疾病寻｜翩翩而无力的
？诉、诩）走z ～源｜～流而上。＠｜ 感觉：腰～腿疼｜腿站～了。

往上推求或回想：回～i追～。 I l酸败l suanbai 圈泊脂、鱼肉等由于受到空
E溯源E suyuan 圈往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比｜ 气、水分、细菌、热、光等的作用而氧化或水解，
喻向上寻求历史根源：追本～。 | 酸值增高，产生异味。
在辜 SU （书〉真实的情意；诚意 z 情～。 I l酸不溜丢】 suan·buliudiu c～的）〈方〉圃状态
』习飞 | 词。＠形容有酸味（含厌恶意）。＠酸溜溜

鹉坦 SU !Ill' 。 | ③＠酸溜溜④。
（嘱） I （酸菜】 suancai 圈经发酵变酸了的臼菜等叫

作酸菜。

E酸楚】 suanchu 圈辛酸苦楚：心头～。

E酸昕】 suangan 圈酸缩去水而成的化合物，

如一个碳酸分子（ H, CC），）缩去一分子水
( H, （））剩下的二氧化碳（CO，）就是碳酸配，
两个酶酸分子CCH,COOH）缩去一分子水

CH,0）剩下的（ CH, CO), 0 就是醋酸断。
简称蹄。

E酸根E suang岳n 圈酸分子里除去氢离子后剩

下的部分；酸或盐类存在于晶体或水溶液中的

负离子。如硫酸根cso; ）、硝酸根CNO, ）、

盐酸根CCI一）等。

E酸碱度】 suan-ji凸ndu 圈溶液酸碱性强弱的

程度。用 pH 值表示。
E酸浆】 suanjiang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卵

形，花白色，尊筒（莓片合生不分裂）膨大成灯
笼状，包住浆果，果实酸甜。全草人药。

E酸懒E suanl凸『， （方〉圈（身体）发酸而疲倦z

浑身～，不想动弹。

E酸溜溜l suanliuliu c～的）圃状态词。＠形
容酸的气味或味道：这个凉菜～的，吃着挺爽
口。＠形容轻微酸痛的感觉g 走了一天的路，
腿肚子有点儿～的。＠形容轻微嫉妒或心里难

过的感觉：听到被表扬的不是自己，她心里有些
～的。。形容爱引用古书词句，言班主腐（含讥
讽意），他就喜欢卖弄，～地来两句之乎者也。

E酸梅E suanmei 商乌梅的通称。

E酸梅汤E suanmeitang 圈把乌梅放在水里泡

过或煮过再加糖制成的夏季饮料，滋味酸甜。

E酸奶E suann凸i 圈牛奶等经人工发酵而成的
半固体食品，带酸味，易于消化吸收。

E酸盯 suanruan 圃（身体〉发酸而元力＝四肢

E鹉费号l sushuang 同“鹉罪鸟”。

E鹉鹅，］ sushuang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鸟。也

作鹉鹅。
~SU （书〉蔬菜：山肴野～。

三届 SU 0 见 807 页酬族1。＠创）圈
Dr'二姓。

棘 SU 见 5叫棚1

面目 SU 0 见 1247 页“诉”。＠用于人名，李
1巳A 恕，唐朝人。

缩 SU 旧
（缩）另见 125~ ]}f su6 。

E缩在i、密E susham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是砂
仁的一个变种，叶子披针形，花白色，葫果绿

色。果实和种子可人药。

嵌 SU 见 851 页I酬。

簇 SU 见下。

服制 susu 0 阻R形容风吹叶子等的声音。

8~国形容眼泪等纷纷落下的样子：～泪下。
＠圆形容肢体发抖的样子：手指～地抖。

蹄 SU 见下。

由首脑E susu （书〉圆形容小步快走。

suan c 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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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酸甜苦辣E suan-tian-ku-la 泛指各种味道，也



比喻幸福、痛苦等种种遭遇：遍尝生活的～o

E酸痛E suiintong lllil （身体）又酸又痛。
E酸雾E suanwu 圈酸性雾的总称。包括硫

酸、硝酸、甲酸、乙酸等形成的酸雾。
E酸雨E suiiny心函指含有一定数量酸性物质
（如硫酸、硝酸、盐酸）的自然降水（pH 值小于
5.6），包括雨、雪、雹、雾等。酸雨能腐蚀建筑
物等，并损害植物，污染水源。

E酸枣］ suiinz凸o 圈＠酸枣树，落叶灌木或乔
木，枝上有刺，叶子长椭圆形，边缘像细锯齿，
花黄绿色。果实长圆形，暗红色，肉质薄，味
酸。核仁可入药。也叫棘。＠（～儿）这种植
物的果实。

飞

suan ( L.x4) 

去t sua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白色带
那紫，叶子和花轴嫩时可做蔬菜。地下鳞茎
味道辣，有刺激性气味，可以做调味品，也可入

药。＠这种植物的鳞茎。｜｜也叫大蒜。
E蒜瓣儿E suanbanr 圈蒜的鳞茎分成瓣状，每

一个瓣状部分叫作一个蒜瓣儿。
E蒜毫］ su6nh6o （～儿）圈蒜墓。
E蒜黄】 suanhu6ng （～ JI.）睛在不受日光的照

射和适当的温度、湿度条件下培育出来的黄色
蒜叶。做蔬菜用。

E蒜苗E su6nmi6o （方〉圈＠嫩的蒜墓。＠

青蒜。
E蒜泥］ suanni !Bl 捣得非常烂的蒜，用来拌菜

或蘸菜吃。
E蒜茎】 suant6i 圈蒜的花轴，嫩的可以吃。

E蒜头E su6nt6u （～儿）圈蒜的鳞茎，略呈球
形，是由一个或许多蒜瓣儿构成的。

算 suan （书〉同霄，。

算 、 们计算数曰：珠c• 0：示示）～｜笔～｜心～｜预～｜能写会
～！～了一笔账。＠［温计算进去z 明天赛球～
我一个｜不～他，总共八个人。＠谋划；计划：

失～｜打～｜盘～｜暗～｜～计。＠［面推测：我
～他今天该动身了。＠［量认作；当作z 他可以

～一个好学生｜你们挑剩下的都～我的。 0~
算数①2 家里我爸说了～｜他说的不～，还得你
说。＠画作罢；为止z ～了，别说了｜每月工资
花光了～。＠圈表示比较起来最突出 z 我们

班里，就～他年纪最小了。＠团总算：最后～

把这个问题弄懂了。⑩＜Suan)rEJ 姓。

E算草E suancao （～儿）圈演算算题时所做的

酸蒜算算 I suan suan 1251 

28 5 
一 19

草式，如 , －一一25 
E算尺E suanchl 圈计算尺。

E算得E suan;;de ［司被认为是；算作：他俩真
～一对好夫妻。

E算卦E suan;;gua 圈根据卦象推算吉凶等（迷

f言）。
E算话］ suanhua 画承认说出的话有效力，保

证兑现2 说话～。

E算计E suan•ji ［到＠计算数曰：数量之多，难
以～。＠考虑；打算：这件事慢一步办，还得～
～。＠估计：我～他今天回不来，果然没回来。

＠暗中谋划损害别人：被人～。
E算了E suan· le 0 画作罢；不再计较．他不愿

意就～吧！他不甘心，难道就这样～不成？＠
画用在句末，表示祈使、终止等语气：别等了，

早点儿去～｜今天干不完，就干到这里～。
E算命】 suan;;ming 圈凭人的生辰八字，用阴

阳五行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迷
信〉。

E算盘】 suan•pan 圈。一种计算数目的用具，
长方形框内装有一根横梁，梁上钻孔镶小棍儿

卡余根，每根上穿一串珠子，叫算盘子儿，常见
的是两颗在横梁上，每颗代表五，五颗在横梁
下，每颗代表一。按规定的方法拨动算盘子儿，

可以做加减乘除等运算。＠借指计划，打算z

如意～｜他答应这件事，是有他自己的～的。
E算盘子JL] suan • p6nz Ir [E) 算盘上的珠子，多
为木制，扁圆形，中间有孔。

E算式］ suansh i rEl 进行数（或代数式）的计算

时所列出的式子，分为横式和竖式l两种。

E算是E suanshi 0 圈当作；当成：请你吃顿
饭，就～给你赔不是了。＠圃总算：这一下你
～猜着（ zhao）了｜我们早就想办这事，现在～

实现了。

E算术E suanshu ［组数学的一个分支，是数学
中最基础、最初等的部分。主要研究零和正整

数、正分数的记数法，在加、减、乘、除、乘方、开
方运算下产生的数的性质、运算法则以及在社
会实践中的应用。

E算术根】 suanshugen 画一个正数的正的 n

次方根就是这个正数的 n 次算术根。女口
9 的二次算术根是 30

E算数］ suan;; shu 画＠（～儿）承认有效力 g

说话要～，不能翻悔｜以前的不～，从现在算起。

＠表示到……为止2 学会了才～。

E算学】 suanxue 圈。数学。＠算术。
E算账】 suan;; zhang 圃＠计算账目。＠吃

亏或失败后和人争执较量z 这盘棋算你赢了，



主

巴丝丝」 suT - sui I 尿虽要睦腔滩绥隋随

明天咱们再～。

SUI （本又飞） =:J 

尿 suT 〈口〉圈义同“尿”Cniao）：小孩儿又

尿（niao）了一泡～。

另见 955 页 n iao 。

E尿泡E suT• pao 同“尿脖”。
E尿脖E suT• pao （方〉圈膀脱。也作尿泡。

虽… 町圈＠虽然：事情～小，意义
（雄）却很大｜三月天气，～没太阳，也不

觉得冷了｜房子旧～旧，倒还干净。＠即使：为

人民而死，～死犹荣。

E虽然E suTr6n B重用在上半句，下半句往往有

“可是、但是”等跟它呼应，表示承认甲事为事
实，但乙事并不因为甲事而不成立z 现在我们
～生活富裕了，但是还要注意节约｜他～工作很

忙，可是对学习并不放松。匾噩’文言里咀然”
承接上文，稍微停顿，等于白话“虽然如此”的

意思。
E虽说E suTshuo 

该有个分寸。

〈口〉日军虽然 z ～是开玩笑．也

E虽则l suTze fl! 虽然z ～多费了些工夫，但是
长了不少知识。

要归见15町假］o

旺 suT

帷1 町

帷2 创

滩 SuT

＠〈书〉目光深注。 8 CSuD圈姓。

见 1742 页I怒帷］。

＠雄县，地名，在河南。＠圈姓。

滩河，水名，发源于安徽，流入江苏。

SUI CL.X飞）

fl'\)手 ，」 sui 〈书〉＠安好z 顺颁时～（书
苟言（馁）信结尾用语）。＠安抚z ～靖。
E绥靖E suijing （书〉［到安抚，使保持地方平

静z ～四方。
隋 Sui ~ 0 朝代，公元 581一队杨坚

所建。＠姓。

随→ sui O 画跟②2 跟～｜～军｜～大
（随）溜。＠圈顺从z ～顺｜～风转舵｜

只要你们做得对，我都～着。＠圈任凭：～
意｜～便｜去不去～你吧。＠顺便z ～手。＠

〈方〉画像z 他长得～他父亲。 0 (Sui) 圈姓。

E随笔E suibT 圈。一种散文体裁，篇幅短小，

表现形式灵活自由，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
＠笔记③。

E随便】 suibian O C -11-一）圃按照某人的方便z

去不去～｜什么时候来都行，随你的便。＠圈
不加限制；没有明确的目的：～闲谈｜～走走

看看。＠晴（言行）不多考虑：不慎重z 我说

话很～，请你不要见怪｜写文章不能随随便便，

要对读者负责任。。［翻不讲究s凑合z 他这
个人吃穿都很～。 0 ［）！任凭；无论：～怎么

劝，他就是不听｜话剧也好，京剧也好，～什么
戏，他都爱看。

E随波逐流】 suibo-zhuliu 随着波浪起伏，跟着

流水漂荡，比喻自己没有主见，随着潮流走。

E随常】 suich6ng 圈平常；普通z 出门时就带

了两件～的衣服。

E随处E suichu 画不拘什么地方；到处z 城市

建设发展很快，新的楼房～可见。
E随从l suic6ng 0 [l;/j] 跟随（首长）：～师长南

征北战。＠画随从人员 z 当了一名～。
E随大流E sui daliu 随大溜。

E随大溜E sui daliu （～儿）跟着多数人说话或
行事。也说随大流。

E随地E suidi 画不拘什么地方z ～吐痰很不文
明｜公共场所禁止～乱扔果皮纸屑。

E随访E suif凸ng 圃＠随从访问z ～记者。＠

追踪访问，调查了解情况．医生对出院病人坚

持～观察。
E随份子】 sui fen•zi 跟着大家一起出份子：凡

是同事结婚，我都随个份子。
E随风倒l suif岳ngd凸o 比喻看哪一边势力大就

跟着哪一边走，元主见。
E随风转舵E suif岳『19-zhuandua 顺风转舵。

E随感】 suig凸n 圈随时产生的感想（多用于标

题）：～录｜《旅欧～》。
E随行就市E suih6ng-jiushi 价格随着市场的行

情而变动：产品充足了，价格自然会～落下来。

E随和l sui•he 固和气而不固执己见z 他脾气
～，跟谁都合得来。

E随后E suihou 圃表示紧接某种情况或行动

之后，多跟“就”连用z 你先走，我～就去。
E随机E suijT 0 圃跟着情况的变化，掌握时

机2 密切关注经济的发展，～调整农业政策。
＠圈不设任何条件，随意的z ～采样｜记者在
大街上～采访了几位市民。

E随机应变E suijT刑ngbian 跟着情况的变化，

掌握时机，灵活应付。

E随即E suiji 圃随后就s立刻2 你们先走，我～



动身。
E随记】 suiji 南随手做的记录（多用于书名或
文章标题）＇参观～｜《采访～讥

E随军】 suijun I到跟随军队（行动）＇～记者｜～
家属｜～采访。

E随口E suik凸u 圈没经过考虑，随便说出：他
对别人的要求，从不～答应。

E随群】 suiqun （～儿）圈举动跟大家一样，跟
大家合得来。

E随身E suishen [Jl9l 属性词。带在身上或跟在

身旁的：～携带｜～用品｜～仆从。
E随身昕E suishentlng I到指体积很小，可以随
身携带使用的具有播放、收听或录音功能的设
备。

E随声附和E suish岳ng-fuhe 别人说什么，自己
跟着说什么，形容没有主见。

E随时】 suishi l副＠不拘什么时候：有问题～
来问我。＠有需要的时候（就做）：维修工可

以～上门修理。
E随于】 suishou （～儿）［盲目顺子：出门时请～关

门。

E瞄1顶E suishun 
了他。

E副依从；顺从z 不得已，只得～

E随俗E suisu 11.\lll 随顺习俗（做事）·入乡～。
E随…随…E sui···sui··· 分别用在两个动词或
动词性词组前面，表示后一动作紧接着前一动
作而发生：～叫～到｜大家～到～吃，不用等｜
这几个文件～印～发。

E随同】 suit6ng 画跟着；陪着：几位有经验的
老工人～工程师到场地查勘。

E随喜E suixT 圈。佛教用语，见人做功德而乐
；意参加，也指随着众人做某种表示，或愿意加
入集体送礼等z ～拍手喝彩｜～，～！也算我
一份儿。＠旧时指参观庙宇O

E随乡入乡E suixiang-ruxiang 入乡随俗。
E随想E suixi凸ng ［每随感（多用于书名或文章

标题） ＇岁月～｜《～录》。
E随心l sui;;xln IE 合乎自己的心愿；称心2 这

番话听着很～O

E随心所欲】 suixlnsu的。 一切都由着自己的

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f故事～，从不考虑

后果。

E随意l sui;;yi 
大家～点菜。

IE 任凭自己的意思z ～出入｜请

E随意肌E suiyljl 函］骨筒肌的旧称。
E随遇而安】 suiyu’缸’ an 能适fill各种环境，在

任何环境中都能满足。
E随遇半衡】 suiyu四pingheng 处于平衡的物体，

在受到微小的作用时，它的重心高度不变，能

随遂髓岁 SUI SUI 巴丝丝」
在任意位置继续保持平衡的现象c 如水平地
面上圆球的平衡状态。

E随员E suiyuan 圈。随同首七二或代表团外出

的工作人员。＠在驻外使馆工作的最低一级
的外交官。

E随缘E suiyuan r刻任随缘分，昕凭自然：婚姻

的事只可～，不能强求。

E随葬l suilang l剥用财物、器具、车马等随同

死者埋葬：～品｜～物。

E随着】 sui • lhe 11'!1 跟着＝～形势的发展，我们

的任务更加繁重了。
2头~ sui 见 37 刚半身不遂t
」~另见 1254 页 sui 。

" SUI CL.x飞）

髓 suT 0 骨髓z 敲骨吸～。＠像骨髓的东
西：脑～｜脊～。＠圈植物茎的中心部

分，由薄壁细胞组成。

SUI CL.x飞）

岁右是中取 sui O 年2～月｜～
、凤J戚）首｜～末｜～暮｜辞旧

～，迎新年。 81E 表示年龄的单位2 孩子三
～了｜这匹马是六～口。＠〈书〉指时间 z ～不

我与（时间不等待我们）。＠〈书〉年成2 歉～｜
丰～。 0 (Sui）圈姓。

E岁差E suicha ~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对地球赤
道的作用，使地轴在黄道轴的周围做困锥形的
运动，缓慢西移，约25 800年环绕一周，同时引
起春分点以每年 50.2 秒的速度西移，使回归

年比恒星年短，这种现象叫作岁差。
E岁出】 sulchu i富国家在预算年度内的一切支
出（跟“岁入”相对）。

E岁初l sulchu 圈年初。

E岁除】 sulchu ＜书＞ IE) →年的最后一天；除

夕。
E岁在i·] sulmi凸0 （书〉垣l 年底。

E岁末】 sulmo 圆年底。

E岁暮】 sulmu ＜书〉［萄＠一年快完的时候z

～天寒。＠比喻老年2 ～之人。

E岁入E suiru 圈国家在预算年度内的一切收

入（跟“岁出”相对）。

E岁首E suish讪〈捋〉画一年开始的时候，一

般指正月。

E岁数E sui·shu (~JL) （口〉圈人的年龄2 妈是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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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2如 I sui - son I 岁谆祟遂碎碎隧磁草草姥姥穗磁邃褪施孙蒜狲

上了～的人了｜他今年多大～了？
E岁尾E suiw岳i 圈年底。

E岁星l suixlng 圈我国古代指木星。因为木
星每十二年在空中绕行一周，每年移动周天的
十二分之一，古人把木星所在的位置作为纪年
的标准，所以叫岁星。

E岁修E suixiO ［每各种建筑工程每年进行的有

计划的整修和养护工作。
E岁序l suixu ＜书〉圆年份更易的顺序z ～更

新。

E岁月E suiyue [BJ 年月 2 漫长的～｜艰苦斗争的

~ 。
二去r 、、 sui 〈书〉＠斥责；i吉问 z ～骂。
we辞）＠谏诲。
ili sui ＠原指鬼怪或鬼怪害人，借指不
刀之正当的行动：鬼～ i 作～。 8 (Sui) 圈

姓。
主头~ sui O Ji顶；合乎（心意）：～心｜～愿。＠
』3巳成功：未～。＠〈书〉画就；于是：服药后

腹痛～止。 0 CSui) 圈姓。

另见 1253 页 sui 。

U茎心E sui;;xln 画合自己的心意；满意z ～如
意｜这回可遂了他的心啦1

E遂行】 suixing 圈执行；实施（多指军事方
由）：不断提高部队～各项任务的能力｜运用无

人机～反航母作战。
E遂意E sui;;yi 画遂心。

E遂愿E sui;;yuan 圆满足愿望；如愿：称心～。

碎 sui O [ljlj] 完整的东西破眼片零块：～
片｜～末儿｜粉～｜碗打～了。＠画使碎g

～石机｜粉身～骨。＠圃零星；不完整：～布｜
～屑｜琐～。＠回说话唠叨．嘴太～｜闲言～
t吾。

E碎步JL) suibur 圈小而快的步子。
E碎花） suihua C～儿）温指细小而密集的花卉
图案z ～衬衫。

E碎片化J suipianhua Wll 使完整的东西破成
很多零碎的片段：～阅读（通过手机等进行的
不完整、不连贯的阅读模式）。

E碎嘴子） suizul•zi （方〉＠睛说话絮烦·她有
点儿～，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圈爱说话并且
一说起来就没完的人。
醉 sui ＜书〉＠光润的样子。＠颜色纯粹。

隧 sui 地道：～道。

E隧遥E suidao 圈在山中、地下或海底开凿或

挖掘成的通路：海底～。
E隧洞l suidong 圈隧道。

磁 sui （书〉一种玉制的信物。

糙… sui 古代车上的一种饰物。
（睹）

姥 sui 0 古代取火的器具： ~;p-0 8 古代
告警而放的烟z 烽～。

B重人氏】 Suirenshi 画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

物。传说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E隧石】 suishi 圈岩石，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黄褐色或灰黑色，断口呈贝壳状，竖硬致密。
敲击时能迸发火星，古代用来取火或做箭头，
现代工业中用作研磨材料等。

错 sui 古代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镜。
（能）

穗血 sui 圈＠卜呻麦等禾本
思（＠立德）科植物的花或果实聚生在茎的
顶端，叫作穗：麦～儿｜谷～儿。＠（～儿）用丝
线、布条或纸条等扎成的、挂起来往下垂的装

饰品 z 黄～红罩的宫灯。 C) CSui)广东广州的

别称。。（Sui)姓。

E穗子】 sui•zi IEl 穗①②：高粱～｜锦旗的下边

有许多金黄色的～。

布差 sui （书〉同‘‘ ω 

、佯Jc sui 〈书〉＠（日才｜词、空｜可）深远 3 ～古｜深

~二～。＠精深z 精～。
E窒密E suimi 晴＠深①2 屋宇～。＠精深：

～的理论。

褪 sui 古代丧礼中给死者穿衣或向死者赠
送衣被等。

隧 sui （书〉杆顶有彩色羽毛做装饰的旗
子。

C二三豆豆豆王二］

列 国n 0 孙子：子～。＠孙子以
]\ （舔）后的各代z 曾～｜玄～。＠跟孙子
同萃的亲属：侄～｜外～。＠植物再生或滋生

的z 稻～｜～竹。 8 CSOn）圈姓。

〈古〉又同“逊”xun 。

E孙女E sOn•nu c～儿）圈儿子的女儿。

E孙女婿E sOnnu·xu 圈列女的丈夫。

E列媳妇） sOnxi•fu （～儿） IEl 孙子的妻子。

E孙子） sOn•zi 圈儿子的儿子。

才t矗」』 so『1 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
我）＼（蒜）
狲－ son IJl!. s s 1 页叫

（源）



夕食（撩） sun 
〈书〉晚饭。

些翌芝！？桦篓莎唆主E砂梭 I sun su己 I 12臼｜

白色，表面光滑，可做蔬菜。＠这种植物的果
实。

Ii 

sun c L.x'7) 

4抖 ，一 sun 0 减少：～益｜增～｜～兵折
识（贯）将。＠损害：～人利己｜有益无
～。＠损坏2 破～｜完好无～。。〈方〉圈用
尖刻的话挖苦人：～人。＠〈方） llliJ 刻薄z恶

毒＝这人办事真～｜他说的话够～的。
E损兵折将】 sunblng-zhejiang 兵士和将领都

有损失，指作战失利。
E损公肥私】 sungong-feisl 损害公家的利益而

使私人得到好处。
E损害E sunhai 圈使（事业、利益、健康、名誉
等）蒙受损失z 光线不好，看书容易～视力｜不

能～群众利益。

E损耗l sunhao 0 画损失消施：不能眼看着

这些物资白白～掉。－~货物由于自然原因
（如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或运输而造成的消
耗损失z 正常～｜减少水果运输中的～。

E损坏E s心nhuai 画使失去原来的使用效能z

糖吃多了，容易～牙齿。
E损毁E sunhui i司损坏；毁坏z 对～树木的行
为必须严肃处理。

E损人E s心nren rnbJ 0 ( fl一）〈方〉用尖刻的话

挖苦人：你有意见直说，干吗损起人来了？＠
使别人受到损失2 ～利己｜做生意要讲诚信，～

的事千万别干。
E损人利己】 sunren-liji 使别人受到损失而使

自己得到好处。
E损伤E s心nshang 圃＠损害g伤害z 不要～群
众的积极性｜她的自尊心受到～。＠损失 z 这
次战斗，敌人～了两个团的兵力。

E损失】 sunshl O 画消耗或失去：这场空战，
敌人～了五架飞机。＠圈消耗或失去的东

西g ～巨大。

E损益l s心nyi 圈。减少和增加。＠赔和赚；

盈亏 z ～相抵。
E损友E SUnyOL』圈对自己思想、工作、学习有
损害的朋友：误交～。

E损招JL] sunzhaor （口〉圈阴险，恶毒的手段：
使～。也作损着儿。

E损着JL] sunzhoor 同“损招儿”。

笋 ι S心n 圈竹的嫩芽，味鲜美，可做
（赞街）蔬菜。也叫竹笋。

E笋瓜E sung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叶子圆形或心脏形。果实长圆形，通常黄

E笋鸡E sunjl 圈做食物用的小而嫩的鸡。

主在 sun 圈鸟跚窄而尖，嘴短而宽，上嘴
弯曲并有齿状突起。飞得很快，是猛禽，

善于袭击其他鸟类。种类很多，如猎擎、游华
等。旧称鹊Chu ）。

梓 sun 川圈摔头。

E桦头E sun•tou 圈竹、木、石ilitJ器物或构件上
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

E梓眼】 s心ny也n 圈卵眼。
E棒子E s心n•zi 圈桦头。

簧 s心n 古代悬挂钟磐等乐器的架子的横
杆。（图见 708 页“虞和簧”）

〔＿＿＿＿＿＿§＿LJ.2土丛巳 ~ 

古~ suo 见下。
忆y· 另见 1133 页 sha 。 主主
E莎草】 suo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在潮一一

湿地区或河边沙地上，茎三棱形，叶条形，有光
泽，花穗褐色。地下块根黑褐色，叫香附子，叮
入药。

唆 M 唆使2 教~1件。

E唆使E suoshi 圈指使或挑动别人去做坏事z
受人～｜～不明真相的人去闹事。

姿 M 见下

Z婆罗树l suolu6shu IEJ 常绿乔木，高可达 50

余米，叶子长卵形，花淡黄色，树脂有香气。原
产印度。木材紫褐色或淡红色，可以做建筑材
料。［姿罗，梵 sala]

E姿罗双树E suolu6 shuang shu 两棵姿罗树，

相传释迦牟尼浑樊于婆罗双树闷。

砂 suo 见下。

E砂锣E suolu6 圈藏类植物，木本，茎柱状，高
而直，叶片大，羽状分裂。是珍稀植物。

梭 suo 圈织布时牵引纬线（横卸的工具，
两头尖，中间粗，形状像枣核。也叫梭子。

E梭镖E suobiao 圈装上长柄的两边有刃的尖
刀。

E梭Ml suoxun ＜书） rnID 往来巡逻：昼夜～。

E梭子E suo•zi 0 圈梭。＠圈机枪、冲锋枪等
武器的弹匣。＠直用于子弹z 一～子弹。

E梭子蟹E suo•zixie 晦海蟹的一类，头胸部的
甲较宽，两侧有长棘，略呈梭形，整长而大。常



I 1256 I SU己－ SU凸［掌峻袭嗦睡到竣缩员所

栖息在浅海海底。也叫躏眸Cy6um6u）。

极b ". SUD 见 865 页1摩掌］。
导（钞）另见1119 页向 1川页 shoo
峻 suo 圈斜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眼。

袁 ι 川菜衣： ~32: 0 

了霆）
【震笠】 suoli 圈裴衣和斗笠。

E衰衣】 suoyT iBJ 用草或棕毛制成的、披在身上
的防雨用具。

”才手 SUD 见 336 页【哆嗦1 、 860 页［眼嗦lo
"/.J、

明 SUD 酬吸：婴儿～奶头。

竣 SUD 见下。

E竣基】 suojT 圈由主最基和短基组成的一价原
子团（ CC)C)H ）。

b注重，二 SUD 圈。由大变小或由长变

革， （销）短；收缩紧～｜～短｜热胀冷～｜这
量雪言 布下水也不～。＠没伸开或伸开了又收回去；

不伸出：乌龟的头老～在里面｜～着身子蹲在
一旁。整天～在家里不出门。＠后退2 退～ l
畏～｜谁也不许往后～。。节省；减少：节衣

～食｜～编。
另见 1250 页 SU 。

E缩编】 suobion 画把作品、节目等压缩编辑，

使篇幅减少z 把原来 50 集的电视连续剧～成
30 集。

E缩编）2 suobion 圈（部队、机关等）缩减编制：

军队～。
E缩短】 suoduon 圈使原有长度、距离、时间变

短2 ～战线｜～期限。

E缩合】 suohe 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机化合
物分子相互作用，形成新的更复杂的物质，同
时析出水、醇、卤化氢、氢等小分子。如两个分

子的乙醇析出一个分子的水而缩合成乙酿。

E缩减】 suojian 画紧缩减少：～开支。
E缩聚J suoju 画缩合聚合，指单体结合成高分

子化合物，同时析出小分子副产物。如苯盼和
甲醒结合成苯盼甲醒树脂，同时产生水。

E缩量J suoliang r;国缩减数量z 股市～下跌。

E缩略E suolu岳巨型紧缩省略·～语｜把一万多

字的文章～成三千来字。
E缩略i吾】 suoluey心圈由词组紧缩省略而成
的词语，如沧桑（沧海桑田）、通胀（通货膨胀）。
也叫略语。

E缩手J suo;;shou 圈子缩回来，指不敢再做下

去z 病势危重，几位名医都～了。

自首于缩脚】 suoshou-suoj i凸0 0 因寒冷而四

肢不能舒展的样子。＠形容做事顾虑多，不

大胆：你～的，怎么能干成大事？
E缩7j() suo;;shui 圈。将纺织品、纤维等放进

水中浸泡使收缩：这块布缩过水了吗？＠某
些纺织品、纤维等下水后收缩z 这种布不～。

＠比喻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减少：暴跌后股
市市值大幅～。

E缩头缩脑】 suot6u suon凸0 0 形容畏缩：小

偷儿～地四处张望。＠形容胆小，不敢出头负
责任：他怕犯错误，做起事来总是～的。

E缩微】 suow副圈利用照相技术等把文字、图

像缩成很小的复制品：～技术。～景观。

E缩小） suoxi凸o 圈使由大变小；减少z ～范

围｜～收入差距。

E缩写J suoxi岳＠圈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

对于常用的词组（多为专名）以及少数常用的
词所采用的简便的写法。缩写有几种方式：a)

截取词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这个词，如C代表

carbonium（碳） ; b）截取词的前’几个字母，如
Eng. 代表 England （英国）或 English （英

语）； c）分别截取一个词的两个部分的第一个
字母，如 cm. 代表 centimetre （厘米），TV代

表 television （电视） ;d）截取词的第一个和末
一个字母，如 No. 代表 numero （号数议e）截

取词组中每个主要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如 UN

代表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画

把文学作品改写，使篇幅减少2 ～本｜本文由长

篇通讯～而成。
E缩衣节食J suoyT-jieshi 见 664 页【节衣缩

食l 0 

E缩印】 suoyin 圈把文字、图形、图表等按一定

比例缩小后印刷或复印：～本。

E缩影E suoying 圈指同一类型的人或事物中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主人公的遭遇是当时
农民生活的～。

I/ 

suo CLX古）

注4 、h SL』凸 ifj乃亥CSu己n凸 ihai ），地名，

贝（员）在青海泽库。
听1 - suo 0 处所：场～｜位～｜各

（：可于）得其～。＠明代驻兵的地点，
大的叫千户所，小的叫百户所（后来只用于地

名）：海阳～（在山东）｜前～（在浙江）｜后～（在
山西）｜沙后～（在辽宁）。 81Bl 用作机关或其
他办事地方的名称：研究～！派出～｜诊疗～｜

指挥～1 招待～。 0 [SJ a）用于房屋z 这～房



子。 b）用于学校等：一～医院 l 两～学校。＠
(Su己 l IE 姓。

斤2 - M 酬。跟“为”或“被哈
(ii~于）用，表示被动：为人～笑 1 看问

题片面，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用在做定
语的主谓结构的动词前面，表示中心词是受
事：我～认识的人｜大家～提的意见。＠用在
“是……的”中的名词、代词和动词之间，强调

施事和动作的关系：全国的形势，是同志们～
关心的。。〈书〉用在动i司前面，跟动词构成

名词结构：～剩无几 l ～得甚少｜各尽～能｜闻
～未闻。

U斤部】 Sl』凸bu ~所率领的部队。
U斤得税E sued自shui 强］国家依法对个人和企
业按一定比率从各种收入中征收的税。

E所属E SU凸shu O 明属性词。统属之下的；

隶属的．命令～各部队一齐出动｜向～派出所
填报户口。＠函统属、隶属的单位或人：通

令～一体遵照。

U斤谓】 suowei 圃属性词。＠所说的z ～共

识，就是指共同的认识。＠（某些人）所说的
（含不承认意）：难道这就是～代表作？

U厅向披靡E suoxiang-piml 比喻力量所到之
处，一切障碍全被扫除。

U斤向元敌］ SU凸xiang-wudi 指军队等所指向
的地方，没有能敌得住的对手。

U斤向元前l suoxiang-wuqian 指军队等所指

向的地方，谁也阻挡不住。

U斤以】 suoyi 0 圈表示因果关系。 a）用在下

半句表示结果：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对他

比较熟悉。 b）用在上半句主语和谓语之间，提

出需要说明原因的事情，下半句说明原因z 我

～对他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
也说之所以。 c）仁半句先说明原因，下半句用

“是……所以……的原因（缘故）”·我和他在一
起工作过，这就是我～对他比较熟悉的原因。
d）“所以”单独成句，表示“原因就在这里飞～

呀，要不然我怎么这么说呢！＠圈实在的情
由或适宜的举动（限用于固定词组中做宾语），

忘其～l不知～。
U厅以然l suoyiran 圈指为什么是这样的原

因或道理：知其然而不知其～｜他说了半天还
是没说出个～来。

E所有】 SU的凸u 0 画领有：财产～者 l矿产资

源归国家～。＠函领有的东西：尽其～。＠
圈属性词。一切的；全部的 2 把～力量都贡献

给祖国。
U厅有权E suoy凸uquan ［直财产所有权。

U斤有制E suoyouzhi 圈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

所索琐琐 l SU己 I 12s1 I 
制度，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
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有各种不同

性质的所有制。

U厅在】 suozai ~ 0 处所3 在风景好、气候适

宜的～给工人们修建了疗养院。＠存在的地
方：病因～l力量～l 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

索1 川。大绳子或大链子2 …～l
麻～ i绞～ l铁～桥。 8 (Su凸）圈姓。

索2 SUD 0 搜寻，寻找＝搜～｜遍～不得＠
要；取z ～讨｜～取 i～还 i～价。

天起3 SUD ＜书〉＠孤单：离群～居。＠寂
习之寞；没有意味：～然。

E索偿E suochang 阉索取赔偿＝根据保险合

同向保险公司～O

E索酬】 su6ch6u 圈索取报酬z 按合同～。

E索道E suodao 圈用钢索在两地之间架设的

空中通道，通常用于运输。

E索贿l suo;;hui 圈索取贿赂：向人～｜～受

贿。

E索价】 suojia E量要价 z ～过高。

E索解】 suoji画画寻求解释、答案·百般～｜无
从～O

E索寞E su6mδ 〈书〉酣＠颓丧消沉：神情～。

＠寂寞萧索：山上杂草丛生，异常～。
E索赔E suop自i ［疆索取赔偿z ～三千元。

E索’求】 suoqiu 圈。索取；要求．～无度。＠
寻求：～良策。

E索取E SU归心圃向人要（钱或东西）·～报酬｜
报名资料可免费～。

E索然E su6r6n ~没有意味，没有兴趣的样

子·～无味1 兴致～。

E索索E sues晤。惬同形容轻微的声音：微
风吹动树叶～作呐！雨～地下着。＠圈形容
颤抖：他吓得脸色苍白，～发抖。

E索性E suoxing r副表示直截了当；干脆z 既然

已经做了，～就把它做完｜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有
找着，～不再找了。

E索要】 SU的ao 圈索取：～财物D

E索引E SU的in ~把书刊中的项目或内容摘
记下来，每条下标注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排
列，供人查阅的资料。也叫引得。

E索子l suo•zi （方〉［量太绳子或大链子。

”到￥ 、u su6 见下。
J飞（日民）
E琐呐l suona E旦管乐器，管身正面有七孔，背
面’→孔。

：！：监 SU凸＠细碎·繁～［～
工贝（琪、钟玉民） 事｜～阁。＠卑微：猥～。

主主



I 1258 I SU己 ｜琐夜锁法谍锐

E琐事E suoshi 圈细小零碎的事情2 日常～i
～缠身。

E琐碎l suosui 圃细小而繁多：这些琐琐碎碎
的事情也需要人做i摆脱这些～的事，多抓些大

问题。
E琐闻E suow自n 圈零碎的见闻z ～逸事｜旅日

~ 。

E琐细l suoxi 圃琐碎：～的事务。

E琐屑】 suoxie ＜书）~琐碎。
E琐议E SL』的i 圈零碎短小的议论（多用于文章

标题） ：街巷～｜《山乡～》。

夜 Sui'> 圈姓
另见 719 页 jun。

去世 SU凸＠函安在门窗、器

t贝（镇、镇）物等的开合处或连接处，
使人不能随便打开的金属器具，要用钥匙、密
码、磁卡等才能打开。＠圈用锁把门窗、器物

等的开合处关住或拴住：～门｜把箱子～上。
双眉深～i愁眉～眼。＠形状像锁的东西z 石
～。＠锁链z 物～。＠画缝纫方法，用于衣
物边缘或扣眼儿上，针脚很密，线斜交或钩连．
～边i～眼儿。（！） CSu吕）圈姓。

E锁匙】 suochi ＜方） IBl 钥匙。

E锁定】 SL』凸ding 回＠使固定不动：～电视频

道！按动照相机的快门，将这个美好的瞬间～。
＠最终确定z 终场前甲队前锋又攻进一球，把

比分～在 2 比。上 1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警
方很快将凶犯的身份～。＠紧紧跟定2 这种

电子侦测系统能同时搜索并～数百个目标。
E锁骨E suogu 圈胸腔前上部、呈 S形的骨头，

左右各一块，内端与胸骨相连，外端与肩』甲骨
相连。（图见 468 页“人的骨儒”）

E锁国E suogu6 画像锁门似的把国家关闭起

来，不与外国来往z 闭关～｜～政策。
E锁链】 suolian IBl 用铁环连接起来的成串的

东西，用来束缚人、物。打断了封建的～。也叫
锁链子。

E锁钥E suoyue 哩。锁和钥匙。＠比喻做好
一件事的关键z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

～。＠比喻军事要地：北门～。
部串 suo 漆泸河CSu凸 1u H白，即索泸河，水
t均飞名，在河北东南部，清凉江支流。

琛讪啪同“琐，，。

镇… suo 啪同“锁，，。
（鳞）



ta c 古丫）

他怕＠四人称代词。称自己和对方以外
I 的某个人。瞌叠’1四”以前“他”兼称男
性、女性以及→切事物。现代书面语里，“他”
一般只用来称男性。但是在性别不明或没有
区分的必要时，“他”只是泛指，不分男性和女
性，如：从笔迹上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一
个人要是离开了集体，他就将一事无成。＠
四人称代词。虚指（用在动词和数量词之

间）：睡～一觉｜唱～几句！盖～三间瓦房。＠
睛指示代词。指另lj→方面或其他地方g 排～｜

尚能～用｜早已～去。＠团指示代词。另外
的；其他的z ～人 l～乡｜～日。 8 (To）圈姓。

E他荐】 toj ian [Zl!)J 由别人推荐（对“自荐”而言）：
这次参选．可以～，也可以自荐。

E他律1 taiu 画由自身以外的力量强制约束
（对“自律”而言）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

E他们E ta•men IRl 人称代词。称自己和对方以
外的若干人。参看 1259 页“他”、1259 页［她

们1。
E他年l tani6n ＜书） ［吕＠将来的某一年或某
个时候。＠过去的某个时候。

E他人】 taren E到人称代词。别人g 关心～比
关心自己为重。

E他日E tori ＜书〉圈＠将来的某→天或某一
个时期。＠过去的某个时候。

E他杀E tasha 圈被他人杀死（对“自杀”而言）。
E他山攻错l tashan-gongcuo 见 455 页【攻

错l 0 

E他伤E tashang ［动（身体）被他人伤害（对“自
伤”而言）：～致残。

E他乡】 taxiang 圈家乡以外的地方（多指离家
乡较远的）：流落～｜～遇故知。

E他用l toyong 圈别的用途：专项资金，不得
挪作～。

E他指E tazhT 圈别的所指；另外的针对对象：
老王话里有话，意有～。

_ a o 四人称代词。称人以
匕（＠养他）外的事物z 这杯牛奶你喝了～。

些主＿！！＿阪钝塌遏渴编｜ ta 一旦些巳

8 CTo）圈姓。
E它们E ta·men E型人称代词。称不止一个的事
物z 这些衣服暂时不穿，把～收起来吧。

她 ta 四人称代词＠称自己和对方以外
的某个女性。＠称自己敬爱或珍爱的事

物，如祖国、国旗等。

E她们E ta·men IRl 人称代词。称自己和对方以

外的若干女性。面叠，在书面上，若干人全是
女性时用“她们飞有男有女时用“他们”，不用

‘‘他（她）们”或“他们和她们”。

版 ta 酬拉2 时鞋出门。

E吸拉.l ta·la 圈把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别～

着鞋走路i这双鞋都叫你～坏了。
E跋拉板JL] to·lab凸nr （方〉圈没有帮而只有

襟儿的＊底鞋。有的地区叫呱嗒板儿三孟三
Cguo•dαbanr）。 三雪雪三

E跋如Ll to•I口r （方〉圈拖鞋。

！：.~ ...、－ to 圈金属元素，符号 Tl。银白
~匕（纯）色，质软，在潮湿空气中易氧化。
用来制合金、光电管、温度计、光学玻璃等。钱
的化合物有毒。
另见 1338 页 tu6"

塌 ta 圈＠（支架起来的东西阳或陷
下： ~~～ l六孔桥～了一孔。＠问下s ～

鼻梁1年糕越蒸越往下～。＠安定g镇定z ～下
心来。

E塌方E to11f。ng 国因地层结构不良、雨水冲

刷或修筑上的缺陷，道路、堤坝等旁边的陡坡
或坑道、隧道的顶部突然明塌。也说胡方。

E塌架E to11 j ia [Zl!)J 0 C房屋等）倒塌。＠比喻

垮台。
E塌棵菜E tokecai 圈乌塌菜。

E塌落E toluo 圈倒塌落下：墙体～ i天花板突

然～下来。
E塌实】 to·shi 见1260 页【踏实t
E塌台E to11 t6i 圈垮台。

E塌陷E toxian 圈往下陷；沉陷·地基～。

E塌心】 to11 xln ＜方）~心情安定：事情落实
了，干活儿也～O

E塌秧E to11vong c~ JL) （方〉函。花草、蔬菜
等因缺水等原因而发焉。＠形容垂头丧气，
精神不振。

遏 ta 见 7叫酬。

占ta. ta 〈方〉层面汗湿透（衣服、被褥等）：天大
1~ 热，我衣服都～了。

编… ta ＜书〉用绳索挝、捆住。
（榻）



I 1260 I ta- ta I 踏褐嗨磁塔潜獗蹋拓沓他挺阔论嗒逐阔榻漂

踏的见下。 ｜搁一 t凸圈鱼，体侧扁，长椭圆形，口
另见口61 页 h l 蹦（煽）小，两眼牛在身体的右侧，有的背

E踏实l＜塌实） to·shi E冒＠（工作或学习的态｜ 鳝、臀鳝与尾鳝相连。生活在海洋中，捕食小

度）切实；不浮躁：他踏踏实实地千了一辈子。｜ 鱼、甲壳动物等。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条煽、卵

＠（情绪〉安定s安稳2 事情办完就～了 l翻来覆｜ 姆和篓鱼弱。
去睡不～。

主曰 1 to o ＜方〉画面在衣物上面缝（花边或综
l习弓子）。 8 (To）~姓。

褐2 的见514 页阳儿］o

嗨伯〈书〉大口吞食。

v 
t凸 （玄丫）

王 （硅）另见m 页 d60磁 凸磁石CTash队地名，在浙江。

.... 骨 • • 的＠圈佛塔2 宝～｜一座～。
』合（培）＠塔形的东西z 水～｜灯～｜金字
～｜～楼｜～吊。 8 CT臼圈姓。

E塔吊E t凸diao 圈塔式起重机。机身很高，像
塔，有长臂，有的可以在轨道上移动，工作面较

大。主要用于建筑工程。
E塔灰l tahui ＜方＞ !Bl 室内房顶上或墙上的尘
士，多指从房顶垂下来的成串的尘土。

E塔吉克族E T凸jike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分布在新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人数
最多的民族。

E塔林E t凸lin ~僧人的塔形墓群，多坐落在寺

庙附近。
E塔楼E t凸16u ~ 0 高层的略呈塔形的楼房
（区别于“板楼”

4、楼。

E塔塔尔族E T凸怡’岳r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分布在新疆。
E塔台E tatai ~机场上作为飞行指挥中心的
场所，多为塔形建筑物，设有电台和气象仪器

等，工作人员在这里负责地面与空中的联系，
指挥和调度飞机的起降。

E塔钟E t凸zhong 圈装在高大建筑物顶上的大

型时钟。

守骨 ta 圈焦泊的旧称。［英 tar]

τ口
獗一伯国水徽、明、海獗的统称，

（猢）通常指水獗。
（~祭E 的ji （书〉［到仆L记·月令》z “徽祭鱼。”

獗贪食，常捕鱼陈~~~水边，称为祭鱼。后用“獗
祭”比喻罗列典故或堆砌典故。

ta （玄丫）

拓（妇） ta 圆把碑刻、铜器等的形状和

上面的文字、图形印下来，方法一
般是在物体上蒙一层薄纸，先拍打使凹凸分

明，然后上墨，显出文字、图像来z ～印｜把碑文
～下来。
另见 1339 页 tuoo

E拓本】 tab岳『1 画把碑刻、铜器等的形状和上
面的文字、图形拓下来的纸本。

E拓片E tapian 圈把碑刻、铜器等的形状和上

面的文字、图形拓下来的纸片。

E拓印l tayin ~拓z ～碑文。

zg.. ta ＜书〉＠多而重复：杂～｜纷至～来。
同 ＠懈怠不振z 拖～！疲～。

另见 232 页 d00

他 ta 见四页阳
（健）

挝山 ta ＜书〉用鞭子、棍子等打人z 鞭
（握）～。

E挝伐1 tata ＜书〉圈讨伐z 大张～。

阔 ta ＜书〉门川、门 z 排～直入唯门
（罔）就进去）。

；、 ta ＜书〉滑溜Chua•liu）；光滑。
Qi（谴）
w键· ta 见下。

F口另见 231 页 doo

E嗒然E taran ＜书〉圈形容懊丧的神情z ～若

丧。

E嗒丧E tasang ＜书）~失意s丧气z ～而归O

Y阳 ta 见 1627 页I杂沓】（杂逐）。
171"' 

阔 ta 旧下
剥（罔）另兑刀2 页 d60

E阔懦E tanuδ 〈书〉［疆地位低下，软弱无能。
E阔茸E tar6ng 〈书〉田园卑贱；低劣。

榻 ta 圈狭长而较矮的床础床z 竹～ i藤
～｜卧～｜下～！半躺在～上看电视。

E榻榻米E tatami ~日本传统的家居用品，指
铺在室内地板上的草垫、草席等。 C日1

，）回 Ta 漂河，古水名，在今山东。
1刁飞另见 864 页 luo 。



踏 ta o酬z 践～｜～步｜脚～附～上
工作岗位。＠在现场（查勘）：～看i～勘。
另见 1260 页的。

E踏板】 taban 圈＠车、船等上面供人上下用
的板。＠旧式床前供上下床脚踏的板，有腿，
像长而宽的矮凳。有的地区叫踏凳。＠运动
场上供跳远超跳用的板。＠缝纫机，Jj(车等
下部用脚蹬的板状装置。

E踏步E taoo o 圈身体站直，两脚交替抬起又
着地而不迈步前进，是体操或军操的一种动
作z 原地～（～不前。＠〈方〉圈台阶。

E踏春E tachun 画春天到郊外散步游玩z ～出
游。

E踏凳E tadeng ＜方〉圈踏板②。
E踏访E tat凸ng 画踏看g到实地访查g 记者～
现场。

E踏削 tag岳画古代的一种边歌边舞的艺术
形式。舞时成群结队，连臂踏脚，配以轻微的
手臂动作。现在苗、瑶等民族还有这种歌舞。

E踏勘E takan 画＠铁路、公路、水库、采矿等
工程进行设计之前在实地勘察地形或地质情
况g ～线路。＠在出事现场查看。

E踏看E takan 圈在现场查看：～地形｜实地～。
E踏空E takong 圈指投资者在证券市场行情
上涨之前未能及时买入证券，导致资金闲置，
无法获利 z 炒股人既怕～又怕套牢。

E踏青E taqlng 圈清明节前后到郊外散步游玩
（青z青草）。

E踏石留印，抓铁有痕E tashi-liuyin, zhuati&
-vouhen 形容做事态度坚决，扎实有效z 要以
～的劲头抓好纪律作风建设。

E踏足】 tazu 圈涉足z ～影坛｜～社会。
白曰 “. • ta 〈书〉大船。
1翻（嚼）
蹋 ta o 圈踏s踩。＠〈书〉踢。

茸贷 ta 见 1272 页I健将lo

于口

tai <1'1fi) 

~马 Tai 台州 c Taizhou ），地名 3 天台
口 CTiantai），山名，又地名。都在浙江。

另见 1261 页 t6i 0 

今!-6 tai 见 1152 页I舌苔］ o
口另见 1263 页 t6i 0 

n.b.1 tai o 人或哺乳动物母体内的幼体z ～
月口 儿｜胚～｜怀～0祸～。＠鹰怀孕或生育
的次数z 头～｜生过三～｜这头母猪一～下了十

踏蹋蹋辖台苔胎台 I ta- tai I 1261 I 

二头小猪。＠（～儿）圈衬在衣服、被褥等的面

子和里子之间的东西z 棉花～｜这顶帽子是软

～儿的G ＠（～儿）白雪某些器物的坯＝泥～儿｜

景泰蓝的～儿。

n.b.2 tai 圈轮胎2 车～。 l英 tyre]
月口
盯台动E taidong ~国胎儿在母体内蠕动，一般在
怀孕4个月后，孕妇可以自己感到胎动。

口台毒E taidu 圈中医指娃振母体内的热毒，认

为是初生婴儿所患疮亦等的病因。也指初生
婴儿所J患的疮布等病。

四台JLl tai ’自r 圈母体内的幼体（通常指人的
幼体，兽医学上也指家畜等的幼体）。

口台发E taifn 国初生婴儿未剃过的头发。

盯台记E taiF 圈人体上生来就有的深颜色的

斑：他的背上有块紫色～。 主主三
口台教E taijioo ~指孕妇在怀孕期间，通过自主壁
身的调养和修养，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

E胎里素E tailisu 圈指生来就吃素的人。

口台毛E taimao 圈胎发，也指初生的哺乳动物

身上的毛。
白白膜E taimo 函包裹在胎儿外面的膜状物，

作用是保护胚胎，并帮助胚胎吸收养料和排除
废物。

口台11.tl taip6n 圈母体的子宫内壁和胎且4之间
的组织，圆饼状，通过脐带和胎儿相连，是胎儿
和母体的主要联系物。

口台气E taiqi 圈中医指胎儿在母体内所受的

精气＝～不足i动了～（指孕妇因自身体质或受
外界影响，出现腹痛、阴道出血等症状）。

U台生E taish岳ng 圃属性词。人或某些动物的

幼体在母体内发育到一定阶段以后才脱离母
体，这种生殖方式叫作胎生。胎生动物的胚胎
发育依赖母体的营养。

U台死腹中E taisifuzhong 比脯计划、方案等尚
未实施就遭到失败或被取消。

口台位E taiwei 圈胎儿在子宫内的位置和姿

势。胎位异常（如胎儿横卧或头部朝上〉会引
起难产。

U台衣E taiyl lBl 中医对胎盘和胎膜的统称。
也叫胞衣、衣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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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262 I 的l ｜台部抬

的设备（用砖砌或用木料制成）：讲～｜舞～｜主
席～。＠某些做座子用的器物2 锅～｜磨～｜

灯～ i蜡～。。（～儿）像台的东西g 井～｜窗
～儿。＠桌子或类似桌子的器物g 写字～｜梳

妆～｜乒乓球～。＠圈某些机构的名称：天
文～i电视～。＠画 a）用于整场演出的戏剧、
歌舞等 z 一～戏｜一～晚会。 b）用于机器、仪器

等g 一～机床｜三～天文望远镜。 0 CT6i ）圈
指我国台湾地区g ～胞 l～商。

L:.,2 t6i 0 敬辞，旧时用于称呼对方或跟对
J:l 方有关的动作：兄～｜～鉴。 e <Tai) 
圈姓。

二二‘3 一， tai 见 1262 页1台风］＇。
百．（固自）另见四页 m。
E台胞l taibao 圈台湾同胞。

E台本E t6ib岳n 圈经过导演加工的适用于舞台
演出的剧本。

E台笔1 taibi 圈放在桌子上的一种笔，笔帽的

顶端与特制的底座固定在一起。
E台币E taibi IBl 我国台湾地区通行的货币，以

圆为单位。
E台布E taibu 圈桌布。

E台步E taibu c～儿）圈戏曲演员等在舞台上表

演时行走的步法。
E台秤E t6icheng 函JO 秤的一种，用金属制

成，底座上有承重的金属板。也叫磅秤。＠
〈方〉案秤。

E台词l taici 1EJ 戏剧、影视剧中角色所说的话，

包括对自、独自、旁白。
E台灯E ta id岳ng IBl 放在桌子上用的有底座的

电灯。
E台地E t6idi IE) 边缘为陡坡的广阔平坦的高

地。
E台页lJ' tait岳ng 圈发生在太平洋西部海洋和

南海海上的热带气旋，是一种极强烈的风暴，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 12 级或 12 级以上，同

时有暴雨。
E台仄l.]2 tait岳ng （～儿）圈戏剧演员在舞台上

表现出来的风度或作风z ～稳健｜～潇洒｜～不

正。

E台甫E taitu IEl 敬辞，旧时用于问人的表字。
E台海E Taih副圈台湾海峡。

E台虎钳】 taihuqian 圈钳工等用来固定工件
的工具，装在钳床上，有较大的钳口，用柄扳动
螺丝杆旋紧。也叫台钳、老虎钳。

E台驾E ta ii ia 圈敬辞，旧时称对方：敬侯～光
1恼。

E台鉴E taijian 画旧式书信套语，用在开头的
称呼之后，表示请对方看信。

E台阶E t6iji岳（～儿） IE) 0 用砖、石、混凝土等

筑成的一级一级供人上下的构筑物，多建在大
门前或坡道上。（图见 370 页“房子”〉＠比喻
事物的层级、等级z 从科员到副局长，他是一个

～一个～上来的！改进管理方法之后，该厂生产
跃上新的～。＠比喻摆脱僵局或窘境的途径
或机会z 给他们找个～儿下。

E台历】 ta iii 圈摆在桌子上用的日历或月历。

E台面l taimian ＜方〉画＠（～JL）席面g桌面儿

上。借指交际应酬的场合或公开的场合＝这
人小家子气，上不了～｜你的话能拿到～上说

吗？＠指赌博时桌面上的赌金总额2 ～大。
E台盘】 taip6n ＜方） IBl 0 席面g 家常菜上不
了～。＠比喻交际应酬的场合或公开的场

合z 扭扭捏捏的上不了～。
E台钳E t6iqi6n 圈台虎钳。

E台球1 taiqiu 圈＠一种球类运动，在特制的
台子上用带弹’性的硬木和l成的杆儿击球。分

为英式、法式、美式等不同种类。国际大赛一
般多指英式台球（斯诺克）。＠台球运动使用
的实心球，用塑料等坚韧物质制成。＠〈方〉
乒乓球。

E台扇E taishan IEJ 放在桌子上用的有底座的

电扇。
E台式E taishi 圈属性词。有底座、放在桌子

上使用的s ～电脑｜～电扇。

E台湾猴E t6iwanh6u 圈猿猴的一种，尾较长，

毛厚，淡褐色，四肢近黑色。生活在台湾的高
山密林和沿海石山上，吃野果、树叶等。

E台账E taizhang IBl 业务部门对工作流程做的

明细记录。原来多放在桌子上供人查看，所以
叫台账。

E台钟E t6izh6ng ＜方〉圈座钟。
E台柱子】 t6izhu·zi IBl 戏班中的主要演员（台：

戏台），借指集体中的骨干。
E台子E t6i•zi 圈＠打台球、乒乓球等时所用的

特制的桌子。＠〈方〉桌子。＠〈口〉台1

①④：戏～｜窗～。

Art Tai 画姓。
口~
』-:b. U 山 6i 0 圈往上托；举z ～手｜～
f百c~撞）起头来。～价。＠圈共同用于
或肩膀搬东西：～担架｜把桌子～过来。 8 ［噩
抬杠1 ：他们两人一谈到这个问题，～起来就没

完。。国用于两人抬的东西z 十～妆奋。
E抬爱E t6i ’ ai 圈抬举爱护z 多蒙～。

E抬秤E taicheng 圈大型的杆秤，一次能称几

百斤，用时从秤毫中穿上扁担或杠子，由两个

人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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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抬杠】1 怡i11 gang 〈口〉擅自争辩（多指无谓｜ 为主，用手击打为辅。
的） ：～拌嘴。 ｜在A t6i 画l 鳞鱼，身体纺锤形，背部青

E抬杠F tai;;gang 圈指用杠子抬运灵枢。 I ：回日（胎）蓝色，腹部白色，两侧有深蓝色斑
E抬高E t也111gao 圈往上抬；使提高：～物价 I I 纹，趋光性强。生活在海里。
～身份。 I il莹的iO 见 1261 页“台1 ”。 e cTai ）圈

E抬盒E taihe ~旧时赠送礼品用的大木盒，多 1~且姓。
为两层或三层，由两人抬着。 I i直至 t6i 古代官署中的仆役，泛指奴仆。

E抬价J tai11iia c～儿）圈抬高货物的价格。 I i.m 
E抬肩E t6i •jian 圈上衣从肩头到腋下的尺寸。！圭吉1 tai 函茎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丛生，
有的地区叫抬根（陆的。 I~亘扁三棱形，叶子很长，花穗浅绿褐色，生

E抬轿子E tai jiao•zi 比喻为有权势的人捧场。 | 长在沼泽、水田里，叶子可用来制袭衣或斗笠o
E抬举E tai·ju ［翻看重某人而加以称赞或提拔．｜主吉2 t6i lEl 蒜、韭菜、油菜等生长到一定阶
不识～｜你也太～他了。 I~亘段时在中央部分长出的细长的茎，顶上

E抬根E taiken ＜方〉圈抬肩。 | 开花给当二。嫩的可以当蔬菜吃。
E抬升】 t6ish岳ng 圈＠抬高；上升2 将左臂向

上～ i商品房价格逐步～。＠（地形、气流等）
升高z 青藏高原在持续～｜气流受山脉阻拦被
迫～。

E抬手E tai;;shou &JI 抬起手（让通过），比喻通
融或宽容（多用于求人原谅） ：又不是什么原则

问题，您抬抬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E抬头E tait6u o c 11一）圃把头抬起来：～
仰望。＠（千户－）圈指受压制的人或事物得到

伸展z平反之后他才抬起了头｜警惕黑势力在某
些地方～。＠画面旧时书信、公；文等行文中遇
到对方的名称或涉及对方时，为表示尊敬而另

起一行。。函旧时书信、公文等行文中抬头
的地方。现在→般只有在单据上写收件人或
收款人的地方还叫抬头。

E抬头纹】 t6it6uwen 圈额上的皱纹。

苔伯j 圈苔辞植物的→类，属于这一类的
植物，茎与叶子的区别不明显，绿色，生长

在阴湿的地方。
另见 1261 页 t白。

E苔辞植物】 taixian zhiwu 植物界的一大类，

植株矮小，有假根。分为苔和辞两类，有很多

种，多生长在阴湿的地方。
E苔原E t6iyu6n [El 终年气候寒冷，地表只生长

苔辞、地衣等的地区，多指北冰洋沿岸地区。
也叫冻原。!A … t6i （书〉劣马2 鸳～啊，比喻
口（，口）庸才）。
另见 250 页 dai 0 

矣而由烟翩翩黑灰：煤～l;f'~~ （松
烟）。

跄出〈书〉踏g踩z ～藉叫

E路拳道E t6iqu6ndδo 固体育运动项目之二，

原是朝鲜半岛的民族传统武术，以用脚踢、踹

II 

tai （去劳）

吹（＂＂~奋、 1日皇） :io：＞回说话带外
另见 248 页 dai 。“奋少’另见 505 页怡。

、

ta i c t:.1h ) 

太恼。高F大z ～空 l～学｜～湖。饥
最z ～古。＠身份最高或辈分更高的z ～

老伯 1～老师（老师的父亲或父亲的老师） j ～夫
人（尊称别人的母亲）。＠圃 a）表示程度过分

（可用于肯定和否定λ 水～热，烫手 l 人～多
了，会客室里坐不开 l有～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他～不谦虚了。 b）表示程度极高（用于赞叹，

只限于肯定）：这办法～好了 l 这建筑～伟大

了。 c）很（用于否定式，含委婉语气）：不～好｜

不～满意。 8 (Tai ）［事姓。

E太白星E taibaixlng 圈我国古代指金星。

E太仓→粟E taicang听SU 比喻非常渺小的人

或物（太仓z古代京城里的大粮仓）。
E太阿倒持1 tai ’岳 daochi 倒拿着太阿（宝剑

名），比喻把权柄给人家，自己反而受到威胁或
祸害。

E太公】 taigong ＜方〉圈曾祖父。

E太古E taigu 画最古的时代（指人类还没有开
化的时代） 0

E太后】 taihou lEJ 帝王的母亲。

E太湖石】 taihushi 圈太湖地区产的石头，多

窟窿，形状奇特，可用来造假山，点缀庭院。
E太极E taiii lEl 我国古代哲学上指宇宙的本
原，为原始的混沌之气。

主



1264 tδl 太

E太极拳】 taijiquan 圈一种传统拳术，流派很
多，流传很广，动作柔和缓慢，既可用于技击，
又有增强体质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E太极图】 taijitu tS 我国古代说明宇宙现象的

图。→种是用圆形的图像表示阴阳对立面的

统一体，圆形外边附八卦方位，道教常用它做
标志。另一种是宋周敦颐所画的，代表宋代理
学对于世界形成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太极是
天地万物的根源，太极分为阴阳二气，由阴阳

二气产生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五行之精凝
合而生人类，阴阳化合而生万物。

3牵
= 

强1:11 .... •:1：部

== 、》

坤

（一）

太极图

E太回 tai·jian 圈宦宫。

阳
动

0 
阴
静

乾0坤道道
成成

。
万物化生

（二）

E太空E taikong 圈极高的天空，特指地球大气
层以外的宇宙空间 2 ～飞行i 宇宙火箭飞向～。

E太空步】 taikongbu 圈一种模仿航天员在太
空中失重状态下行走的舞步。

E太空舱E taikongcang 圈。宇宙飞船上供
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座舱。＠一种类似太空
舱的仪器z 远红外线～。

E太空船】 taikongchuan ＜方〉圈宇宙飞船；航

天飞船。
E太空Hfil ta i kongtu 圈航天服。
E太空垃圾E taikong lajl 指人类在航天活动中
遗留在太空的废弃物，主日报废的飞行器、火箭
残骸、航天员的生活垃圾等。它们按一定的轨
道环绕地球飞行，对正常飞行的航天器带来危
害。

E太空棉E taikongrnian 圈出针刺元纺布与镀
铝薄膜复合而成的保暖纺织品。可做服装的

保暖层等。因用于太空服对人体起保护作用
的隔热层而得名。

E太空人】 taikongren 圈乘坐宇宙飞船等在宇

宙空间工作、生活的人3宇航员；航天员。

E太空站l taikongzhan tS 空间站。

E太庙】 tairniao 圈帝王祭祀祖先的庙。

E太平】 taiping 画指社会平安3安宁 z 天下～｜

～景象！大大平平地过日子。

E太平斧】 taipingt心圈消防用的长把儿大斧；

船遇大风时用来砍断梳杆、缆绳的斧子。

E太平鼓】 taipinggu 圈。打击乐器，舞蹈时

用，在→个带柄的铁圈 t蒙上羊皮，用细长的
鼓槌敲打，柄的头上有十多个大小铁环，打鼓
时同时发出声响。＠民间舞蹈，多为女子表
演，一边敲鼓，→边跳舞并演唱。

E太平间】 taipingj ion 圈医院中停放尸体的房

间。
E太平门】 taipingmen 圈戏院、电影院等公共
场所为便于疏散观众而设置的旁门。

E太平梯l taipingtl 圈仓库、公共场所、集体宿
舍等楼房为万→发生火灾时便于疏散、救护而
在墙外设置的楼梯。

E太平天国E Taiping Tiangu6 洪秀全、杨秀清
等于 1851 年在广西桂平县金回村起义，建立
“太平天国气1853 年在天京（今南京）定都，建

立国家政权。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1864 年在清朝政府
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E太婆E taip6 ＜方）~曾祖母。
E太上皇】 taishanghuang 圈。皇帝的父亲
的称号，特称把皇位让给儿子而自己退位的皇

帝。＠比喻在幕后操纵，掌握实权的人。
E太甚J taishen 圈太过分：欺人～。

E太师椅l taishlyT 圈一种旧式的比较宽大的

椅子，有靠背，带扶手。

E太史E TaishT 圈姓。

E太叔E Taisho 圈姓。

E太岁E taisui 圈。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星

名，与岁星（木星）相应。古代用它围绕太阳公

转的周期纪年，十二年（实为11. 86年〉是一周。

也叫太阴。 8 c Taisui）传说中神名。迷信认
为太岁之神在地，与天上岁星（木星）相应而

行，掘士（兴建工程）要躲避太岁的方位，否则
就要遭受祸害。＠旧时对土豪恶霸的憎称：

镇山～。
E太岁头上动土E Taisui t6u·shang dong tu 
比喻触犯有权势或强有力的人。参看 1264 页

I太岁 1②。
E太太E tai·tai 圈。旧时称宫吏的妻子。＠



太汰态 tαl 巴些1」
旧时仆人等称女主人。＠对已婚妇女的尊称 I l太阳年E ta iy6ngn i6n 圈回归年。
（带丈夫的姓）：张～｜王～。＠称别人的妻子 l t：太阳日】 taiy6ngri 圈太阳的中心接连两次
或对人称自己的妻子（都带人称代词做定语）川 通过同一个子午圈所需要的时间。由于地球
我～跟他～原来是同学。＠〈方〉称曾祖母或｜ 在各个时间内运行的速度不同，所以太阳日的
曾祖父。 | 长短也有变化。为了便于计算，通常把全年中

E太息E taixl ＜书〉圈叹气。 | 各个太阳日的平均数作为一日，叫作平太阳
E太学E taixue ~l 我国古代设立在京城的最高｜ 日。与此对应，把真正的太阳日叫作真太阳

学府。 | 日。
E太阳l tai ·yang l1Sl O 银河系的恒星之一，是 l E太阳at] taiyangshi 圈以太阳日为标准来计
一个炽热的气体球，体积是地球的 130 万｜ 算的时间。以真太阳日为标准来计算的叫真
倍，质量是地球的 33. 34 万倍，表面温度约｜ 太阳时，日容所表示的时间就是真太阳时。以
6 000℃，内部温度约1 500万℃，内部经常不｜ 平太阳日为标准来计算的叫平太阳时，钟表所
断地进行原子核反应而产生大量的热能。太｜ 表示的时间就是平太阳时。

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距地球约 1. 496 亿 i E太阳系】 taiyangxi l1Sl 银河系中的一个天体
千米。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它旋转并且｜ 系统，以太阳为中心，包括太阳、八大行星及其
从它得到光和热。（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卫星和无数的小行星、彗星、流星等。
指太阳光：今天～很好。＠指太阳穴。

E太阳大气】 taiyang daqi 太阳的表面层，从内

到外可分为光球、色球、日冕三层。
E太阳地JL] taiyangdir l1Sl 太阳光照着的地方。
E太阳风］ taiyangf岳ng 圈从太阳大气层射出
的高速带电粒子流，通常速度在 350 千米／秒

以上。
E太阳风暴l tδiyang f岳『1gbao 指太阳黑子活

动高峰阶段的太阳风，速度可达 1 000 千米／
秒以上。能严重影响地球的空间环境，破坏臭
氧层，干扰元线通信，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的
危害。

E太阳黑子E taiyang h岳IZl 太阳表面的气体旋
涡，温度较周围区域低，从地球上看像是太阳
表面上的黑斑，叫作太阳黑子。太阳黑子有很
强的磁场，出现时地球上往往发生磁暴和电离

层扰动。也叫日斑。
E太阳、活动E taiy6ng hu6dong 太阳表面黑子、

光斑、耀斑、日南、射电现象等的变化，平均约

以 11 年为周期。活动强烈时，紫外线和粒子
辐射增强，使地球上发生极光、磁暴、电离层扰
动等现象。

E太阳镜E taiyangjing IEJ 能防止太阳的紫外
线伤害眼睛的眼镜，镜片多用茶色或变色玻

璃、树脂等做成。
E太阳历】 taiyangli 圈阳历①。

E太阳帽E taiyangmao 函遮阳帽。
E太阳能l taiyangneng 圈太阳照射所发出的
能量，是太阳上的氢原子核发生聚变反应产生
的。太阳能是地球上光和热的源泉。

E太阳能电池E taiy6ngneng dianchi 用半导

体硅、有西等材料将太阳的光能变成电能的转换

器件。具有可靠性高、寿命长、转换效率高等
优点，可做人造卫星、航标灯等的电源。

~~Fl：俨／！豆装；j圣~ 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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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

E太阳系小天体l taiyangxi x的otiantl 太阳系

中，太阳和大行星、矮行星以外的较小的天体，
如小行星、彗星、流星等。

E太阳穴l taiyangxue [BJ 穴位，在人的鬓角
前、眉梢后的部位。

E太阳灶E taiyangzao 圈把太阳能直接变为

热能的炊事装置。常见的是由很多块平面反
射材料构成一个抛物面，使阳光聚焦在锅底而
产生大量热能。

E太爷1 taiye 圈。曾祖父。＠〈方〉祖父。

E太医E taiyl IEl o 皇家的医生。＠〈方〉医
生。

E太阴l taiyln !Bl O 太岁①。＠〈方〉月亮。
E太阴历】 taiylnli IBl 阴历①。
E太子E taizl 圈帝王的儿子中已经确定继承
帝位或王位的。

汰恼i 淘汰：裁～！优胜劣～o

E汰石子l taishizl [BJ 水刷石。

τk L.~ tai ＠形状：状态·形～｜固～ 1 常

忿（患）～｜事～。＠神情；态度z 憨～1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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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失～ i表～。＠圈一种语法范畴，多表明
句子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跟主语所表示的事
物之间的关系，如主动、被动等。。（ Tai ）圈

姓。
【态度E tai·du 圈＠人的举止神情：～大方｜
耍～（发怒或急躁）。＠对于事情的看法和采
取的行动z 工作～！端正～！～坚决。

E态势E taishi 圈状态和形势z 分析敌我～。

肤 tai 圈有机化合物，由一个氨基酸分子
中的氨基与另→个氨基酸分子中的竣基

缩合失去水分子形成。｜日称胜（sh吾ng）。［英

peptide]
铁 u 恼l 圈金属元素，符号孔银白

（敛）色，密度小，强度高，耐腐蚀性强。
铁合金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工业中。

泰凶。平安；安宁＇ ~？＆ I 时安。＠
〈书〉善；好：否（ pl) 极～来。＠饭；最＝～

西。＠〈书〉圃太；过甚z 简略～甚｜富贵～
盛。 8 (Tai）圈姓。

E泰昌E Taichang 圆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公
元 1620 ）。

E泰斗E taidou 画泰山北斗z 京剧～！他算得上
音乐界的～o

E泰然E t＜汩的n 圆形容心情安定＝处之～｜～自
若。

E泰然处之E tairan-ch心zhl 见 196 页I处之泰

然］ o
E泰然自若E tairan-ziru⑩形容镇定、毫不在意

的样子z 他l临危不惧，神情～。
E泰山E taishan 圈。 CT凸 l Shan）古人以泰

山（山名，在山东）为高山的代表，常用来比喻
敬仰的人和重大的、有价值的事物 z ～北斗｜重
于～｜有眼不识～。＠岳父的别称。

E泰山北斗E taishiin』始1dou 比喻德高望重或

有卓越成就而为众人所敬仰的人。
E泰山压顶E ta i shiin-vadi ng 形容压力极大z
～不弯腰。

E泰水E taishui 圈岳母的别称。

E泰西E Taixl 1BJ 旧时指西洋（主要指欧洲）：
～各国。

献出画有机化合物的一类，直叫分子
的邻苯工甲酸西T与两个分子的苯盼缩合

而成的盼献。［英 phthalein]

明（主墙）

tan c 古与）

tan ~倒塌＝土墙～了 i 房～

了。

E现方E tan11 fang 圈塌方。

E胡缩E tansuo 圈天体体积缩小，密度加大。
E饲塌E tanta 圈（山坡、河岸、建筑物或堆积的
东西）倒下来z 院墙～。

E明台E tan11tai ＜方〉（虱＠垮台（多指事业、局

面不能继续维持）。＠丢脸；出丑。
E明陷E tanxian 圈塌陷z 地层～。

~ ,,._ tan ＠圈原指爱财，后来多指贪
：只（贪）污z ～赃｜～官｜倡廉肃～｜～了很
多钱。＠画对某种事物的欲望老不满足g求

多g ～玩｜～睡｜～得无厌。＠画片面追求；贪

图：～快｜～便宜。＠圈贪婪s贪心2 做人不
能大～。

E贪杯E tanb岳l 晒过分喜好喝酒z 好c hao）酒

～｜～误事。
E贪财E tan11cai 画贪图钱财z ～忘义。
E贪吃】 tanchl 圈特别爱吃，指嘴馋，吃不够z

他大～，难怪体重一直减不下来。
E贪得无厌1 tande-wuyan 贪心大，老不满足。

E贪多务得E tanduo-wude O 指在求知、学习
方面力求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要的东西（语出
唐韩愈《进学解》）。＠泛指最大限度地获取个

人利益。
E贪腐E tanfu ~国贪污腐败z ～分子。

E贪官E tanguan 圈贪污受贿的官吏z ～污吏。
E贪贿E tanhui 圈贪图财物；贪污受贿z ～无

艺（艺：限度）。
E贪婪E tan Ian 圈。贪得无厌（含贬义）：他～

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些珍宝。＠渴求而不知满
足：～地学习各种科学知识。

E贪恋E tan Ii an 圃十分留恋z ～大都市生活。

E贪墨E tanmo 〈书〉毒面贪污。
E贪慕】 tanmu 圈贪求羡慕z ～虚荣。

E贪念E tannian l富贪婪的念头：心存～，自毁

前程。

E贪青E tanqlng 圈农作物到了变黄成熟的时
期，茎叶仍繁茂呈青绿色。多由氮肥或水分过
多等引起。

E贪求】 tanqiu 画极力希望得到z ～富贵。

E贪色】 tanse ~园贪恋女色z好色o

E贪生E tansheng 圈吝惜生命（多含贬义） : ~ 

怕死。
E贪天之功E tantianzhlgong 原指窃据上天的

功绩，后泛指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归于自己 z
他～，把集体的成绩据为己有。

E贪图E tantu 画极力希望得到（某种好处） : 
～便宜｜～凉快｜～安逸。

E贪污E tanwu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地取
得财物z ～公款！～腐化 i～分子。

E贪小］ tanxi凸o 圆型爱占小便宜。



E贪心E tanxln O 圈贪求的欲望：～不足。＠
圈贪得无厌；不知足3 这人大～，看见什么都
想要。

E贪的 tanyu 函贪婪的欲望＝多少钱也满足
不了他的～。

E贪赃E tiin§ziing 圈官员贪污受贿z ～枉法｜
～舞弊。

E贪赃枉法］ tanzang-w凸ngf凸官员贪污受贿，

利用职权歪曲和破坏法律。
E贪占］ tanzhan 画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地占
有3贪污z ～公款公物。

E贪嘴】 tanzui 圈贪吃。
Mb. tan ＜方〉圈人称代词。他（含敬意） 0
Jl!J、

啤一刷见下。
（啤）另见 143 页 chan 。

(n单啤】 tantan ＜书〉圃形容牲畜喘息。

摊山 tan O 画摆开；铺平：～牌｜～
（撒）场｜把凉席～在床上。许多事情一

～到桌面上来，是非立时分明。＠（～儿）圈设
在路旁、广场上的售货处：地～儿 l 水果～儿。
8[AJ 用于摊开的糊状物：一～血｜一～稀泥。
O[AJ 摊子③。 0~ 烹调方法，把糊状的食
物原料倒在锅中摊开成为薄片＝～鸡蛋！～煎
饼。＠擅自分担：分～｜～派｜一人平均～五元
钱。·~碰到；落到（多指不如意的事情〉：
事情虽小，～在他身上就受不了。

E摊薄E tanbao 圈。证券市场指由于增发新
股等使得分摊到每一股的利润相应减少。＠
泛指事物的数量、程度等由于其他因素影响而
减少或减弱 z ～成本｜～风险。

E摊场E tan庐chang 圈把收割的庄稼摊开晾在
场上。

E摊档E tandang ＜方）~售货摊。
E摊点E tandian 函售货摊或售货点z 街市两

边设有大小～五十余处。
E摊贩E tan fan 圈摆摊子做小买卖的人。

E摊放E tanfang 圈摊开来摆放：桌子上～着
课本、草稿本。

E摊牌1 tan;;pai F祖＠把手里所有的牌摆出
来，跟对方比较大小，以决胜负。＠比喻到最
后关头把所有的意见、条件、实力等摆出来给
对方看。

E摊派E tanp<'ii 圃叫众人或各地区、各单位分

担（捐款、任务等）：费用按人头～。
E摊群E tanqun 圈指集中在一处的许多售货

摊。
E摊售E tanshou 圈摆摊子出售（货物） ：～食

品要符合卫生标准。

贪您 E单摊滩瘫坛 I tan - tan I 1267 I 

E摊位1 tanwei 圈设售货摊的地方；一个货摊
所占的位置：分配～｜固定～！这个农贸市场有
一百多个～。

E摊销E tanxiao 画分摊成几次或几处销账z
广告费分三年～。

E摊主E tanzhu 圈货摊的主人。

E摊子】 tan·zi O 圈摊②2 旧货～。＠圈比
喻工作、事业的规模、局面等：财力不足，～不
要铺得太大。＠鹰用于事务z 手头有好几～
事儿要办o
滩、血 tan O f<!J"，湖、海边水深时淹没、

（癫）水浅时露出的地方，泛指河、湖、海
边比岸低的地方z 河～ l 海～｜～地｜盐～。＠
江河中水浅多石而水流很急的地方：险～。

E滩地E tandi 函河滩、湖滩、海滩上较平坦的

地方。
E滩簧l tanhuang !Bl 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北
部的一种说唱艺术。最初只是说唱故事，后来＝二
发展为表演小戏，如苏滩（苏州滩簧）、湖滩（湖

州i滩簧）。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地方戏，如上海
滩簧发展为沪剧。

E滩头E tant6u 圈河、湖、海岸边的滩地＝～阵
地｜抢占～。

E滩涂E tantu FBI 指海涂和河滩、湖滩等，通常
专指海涂。

瘫卢 tan 圈瘫痪＝偏～｜～在床上，不
（癫）能下地。

腕痪】 tanhuan 圈＠由于神经功能发生障

碍，身体的→部分完全或不完全地丧失运动的

能力。可分为面瘫、单瘫（一个上肢或下肢瘫
痪）、偏瘫、截瘫、四肢瘫等。也叫风瘫。＠比
喻机构、交通等不能正常运转或不能正常发挥
作用：交通～｜领导班子～。

E瘫软E tanruan 圈（肢体）绵软，难以动弹＝浑
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

E瘫子E tan•zi 圈瘫痪的人。

, 
tan （古弓）

」也→ 1 ·－~ t6n 0 古代举行祭祀、誓师等
及二（垣）大典用的台，多用土石等建成＝
天～｜登～拜将。＠讲学或发表言论的场所z
讲～｜论～。＠用土堆成的台，多在上面种花＝
花～。＠某些会道门设立的拜神集会的组
织。＠指某些耳Rill'.、专业活动领域（多用于文
艺、体育方面） ：文～｜诗～｜影～｜体～｜足～｜医
～ 1政～。
一~z

士五（握、培、辑、理） 吕n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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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醋。
E坛坛罐罐l t6nt6nguanguan 圈泛指各种家
什z 搬家最麻烦的就是这些～0制度创新，势必

将会打破一些～。
E坛子E t6n•zi 圈口小腹大的陶器，多用来盛

酒、醋、酱油等。
Et = t6『l 0 （书〉云彩密布s多云。＠

去（套） c Tan）圈姓。
E罢花E tanhua ~常绿灌木，主枝圆筒形，分
枝扁平呈叶状，绿色，没有叶片，花大，白色，生

在分校边缘上，多在夜间开放，开花的时间极
短。供观赏。原产墨西哥。

E罢花一现E t6nhua-ylxian 罢花开放后很快就
凋谢，比喻稀有的事物或显赫一时的人物出现
不久就消逝（罢花z佛经中指优罢钵华）。

俊 tan ＜书〉安静（多用于人名）。

郊 Tan 糊（阳叫础，在山东

-1'.k _._ •. tan O 圈说话或讨论：漫～！面
谈（蔬）～l～思想｜二人～得很投机。＠
所说的话：奇～｜美～｜无稽之～。 o (Tan) 

圈姓。

E谈柄E t6nblng 圈＠被人拿来做谈笑资料的
言行。＠古人谈论时所执的拂尘。

E谈锋l t6nf岳ng 圈＠谈话的锋芒z ～犀利。

＠谈话的劲头JL ：～甚健。
E谈何容易E t6nh岳的ngyi 说起来怎么这样容

易，表示事情做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
E谈虎色变E t6nhu-sebian 泛指一提到可怕的
事物连脸色都变了。

E谈话E t6nhua O C -11一）圈两个人或许多人
在一起说话：他们正在屋里～。＠（「F一）圈

特指用谈话的形式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等
〈多用于上对下）：今天领导找他～了。＠画
用谈话的形式发表的意见（多为政治性的） : 
书面～｜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

E谈及E t6nji 画谈论到；说到 z ～此事，他显得
特别兴奋。

E谈论E t6nlun 圈用谈话的方式表示对人或事

物的看法：～古今。
E谈判E t6npc]n 画有关方面对有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进行会谈z 和平～｜～破裂。
E谈情说爱E t6nqing『shuo'ai 男女之间诉说情

爱。
E谈天E t6n;;tian （～儿）圈闲谈。
E谈天说地E t6nt ian-shuodi 指漫无边际地闲
谈z 人们聚在一起，～，好不热闹。

E谈吐E t6nt函。画指说话z 不善～。＠圈

指谈话时的措辞和态度z ～不俗。
E谈笑风生E t6nxiao-f岳ngsh岳ng 形容谈话谈
得高兴而有风趣。

E谈笑自如E t6nxiao-ziru 谈笑自若。

E谈笑自若】 t6nxiao-ziruδ 说说笑笑，跟平常
→样（多指在紧张或危急的情况下）。也说谈

笑自如。
E谈心】 t6n;;xln I到谈心里话：促膝～。

E谈兴E t6nxing 圈谈话的兴致2 ～正浓。
E谈言微中E t6ny6n-w岳1zhang 说话委婉雨中

肯。

E谈助】 tanzhu ＜书〉圈谈资2 足资～。

E谈资］ t6nzl 圈谈话的资料：茶余饭后的～。

咬 tan 用于人名

恢 tan 啪燃烧。

弹 tan o 画由于一物的弹性作用
早（弹）使另一物射出去。 8 [§!j] 利用机
械使纤维变得松软2 ～棉花｜～羊毛。＠画
一个指头被另一个指头压住，然后用力挣开，

借这个力量碰击物体z ～玻璃球！把帽子上的
土～去。。画用手指、器具拨弄或敲打，使物

体振动2 ～钢琴｜～琵琶。＠画挥洒（泪水） : 
男儿有泪不轻～。＠有弹性：～簧。＠抨击z

讥～｜～劲。

另见 258 页 dan 。

E弹拨乐器】 t6nbo-yueqi 指由于拨动琴弦而

发音的一类乐器，如琵琶、月琴、三弦等。

E弹唱E t6nchang 圈一边弹奏，→边演唱（多

指自弹白日吕）：她抱着吉他欢快地～着。
E弹词E t6nci 圈曲艺的一种，流行于南方各

省，有说有唱，曲调、唱腔各地不同，用三弦伴
奏，或再加琵琶陪衬。也指说唱弹词的底本。

E弹冠相庆】 t6nguan-xiangqing 《汉书·王吉

f专》：＂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
冠’，言其取舍同也”（王阳 g王吉字子阳； 5！单冠z

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准备做官〉。后来用“弹冠
相庆”指一人当了官或升了官，他的同伙也互
相庆贺将有官可做（含贬义）。

E弹劫E t6nhe 圈＠君主时代担任监察职务的

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某些国家的议会抨
击政府工作人员，揭发其罪状。

E弹簧E t6nhu6ng 国利用材料的弹性作用制
成的零件，在外力作用下能发生形变，除去外
力后又恢复原状。常见的用合金钢制成，有螺
旋形、板形、杆形等不同形状。有的地区叫绷
簧。

E弹簧秤】 t6nhu6ngcheng 画用弹簧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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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常见的是用螺旋形弹簧装在金属筒里，上
端固定，下端有钩，筒上有刻度。重物悬在钩
上，就可以由指针所指的刻度得出重量。

(5单簧（J] t6nhu6ngmen I望门框和门扇之间

装有弹簧，可以自动关闭的门。

E弹1日E tan lei 国挥泪，泛指伤心流泪。

E弹力】 tan Ii 圈物体发生形变时产生的使物

体恢复原状的作用力r 这种弹簧的～很大。
E弹射】 tanshe [z;t)] O 利用弹力、压力等射出 z

气压～器。＠〈书〉指摘z ～利病（指出缺点错

误，利于改正） 0 

E弹升E tansheng 画（价格等）反弹；因升z 股

价大跌后又小幅～。
E弹跳E tantiao 圈（身体或物体）利用弹力向

上跳起：～力。
E弹性】 tanxing 圈。物体受外力作用变形

后，除去作用力时能恢复原来形状的性质。＠
比喻事物依实际需要可加以调整、变通的性

质z ～立场｜～外交｜～工作制。
E弹性就业】 tanxing j iuye 指从事时间、场所、

收入等不固定的工作，如临时性工作、季节性

工作等。
E弹压l tanya 画指用强力压制；压服。

E弹指】 tanzhi 画弹动指头，形容时间极短暂：

～之间｜～光阴。

E弹奏】1 tanzou 画用手指或器具演奏（某种

乐器） ：～钢琴！～冬不拉。
E弹奏r tanzou ＜书〉［理向帝王检举官吏的罪
状或过失。

罩 tan O ＜书〉深： ~，ti;，（深思）＂ 8 CT6n) 

E姓。
另见 1059 页 Qin 。

沓 tan ＜方〉水塘（多用于地名）。

钱 。n 古代兵器，旺。
（敛）另见 1418 页 xi an" 

、r;U tan IBl 肺泡、支气管和气管分泌出来的
万尺秸液，当肺部或呼吸道发生病变时分泌
量增多，并含有某些病原体，是传播疾病的

媒介。
E痰气E tanqi ＜方〉圈＠指精神病。＠指中
风Czhong伯门g ）。

E痰桶】 tantong 圈形状略像桶的痰孟。

E痰孟l tanyu ＜～儿）［苞盛痰用的器Jfil 0 

二百Ii 、一 tan ＠〈书〉同“谈”①②z 天方夜
1早（嚣）～。 8 CT6n）啤］姓。
占百 tan 圈。深的水池z 清～｜古～｜龙～虎
1工p 穴。＠〈方〉坑。 8 CT6n＞姓。

E潭府l tanfu ＜书〉圈。深渊。＠深邃的府

第，常用于尊称对方的住宅。

障 tan ＜方〉圃放在火仁使热： ~;!i:（烧开
水〉。

守缸 tan 见下。

V曰另见 259 页 dan"

E潜台l Tantai IBl 姓。

檀 tan IE 0 甜、紫檀等的统称：～木。＠
CT6n）姓。

E檀板】 tanban ~每拍板，打击乐器，因多用檀
木制成，所以叫檀板。

E檀香E tanxiang 圈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花
初为黄色，后变红色。木质坚硬，有香气，可制
器具，也可提取药物或香料。原产印度等地。

E檀越l t6nyu自圆佛教用语，称施主。［梵
d豆napati]

障 tan 碍a CT6nko叫名，在福建

锤… Tan 四
（锺）另见 142 页 Chan; 1460 页 xin 。

酶 tan ＜书〉酒味浓厚，暇。

...... t凸n
Jl,!t、

tan 

见下。

II 

（去Z1 ) 

E忐忑】 t凸nte 圈心神不定＝～不安 l心中十分

L口 t巾。平而宽：～途（平～。＠坦白 z坦
ξ巴．率z ～承｜～陈｜～言。＠心里安定：～
然

E坦白】 t凸nbai O 圆心地纯洁，语言直率z 襟

怀～。＠［量如实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或罪
行） ：～犯下的罪行。

E坦陈E tanchen 圈坦率地陈述：与会代表～
自己的观点。

E坦称E t凸nch岳ng

了解情况。

E坦诚E t凸ncheng

见 l～的话语。

［萄坦率地说z 他～自己并不

圈坦率诚恳2 心地～ l ~相

E坦承】 tancheng !'WI 坦白地承认：不少家长～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存在困惑。
E坦荡E t凸ndang 翩。宽广平坦z 前面是一条

～的大路。＠形容心地纯洁，胸襟宽畅＝胸怀

E坦缓E tanhL』凸n

山坡。
甸地势平坦，倾斜度小：～的

E坦克l tanke 南装有火炮、机枪和旋转炮塔的

主



1210 I tan tan I 坦钮袒亥毯理叹岩炭探

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也叫坦克车。〔英 感叹号、惊叹号。
tank] 

Z坦克兵】 t凸nkebing ~装甲兵。

E坦克车】 t凸nkech岳~坦克。

E坦露l tanlu 画吐露p表露z ～心迹｜真情～。
E坦然E t凸nran E园形容心里平静，没有顾虑．

～无惧｜～自若｜神色～。
E坦实E t凸nshi E国坦诚。

E坦率E tanshuai 圈直率z 性情～ i 为人～热
情。

E坦途l t凸ntu ~平坦的道路，多用于比喻：人

的一生并不都是～。

E坦言l t凸nyan O ~坦率地说z 他～自已对

音乐懂得不多。－~坦率的话：～相告。
去口 ·n 圈金属元素，符号 Ta。银

钮（组）灰色，延展性好，耐腐蚀性强。用
来制造化学器皿、电器元件、医疗器械等。

-):t:t 午 t凸n 0 脱去或敞开上衣，露出

f旦C*r置）（身体的一部分）：～露｜～胸露
臂。＠袒护z 偏～。

E袒护E tanhu 圃对错误的思想行为无原则地

支持或保护z ～孩子不是爱孩子。

E袒露E t凸nlu ~o 裸露：～胸膛。＠比喻毫

元掩饰地表露：～心声｜～真情。

英 tan ＜书〉初生的获。

毯由毯子z毛～ 1线～｜地～ i壁～。

E毯子E tan•zi 画铺在床上或睡觉时盖在身上
的毛织品、棉织品或棉毛混织品，大多有图案

或图画。也有铺在地上或挂在墙上的。

璋 tan ＜书〉一种玉。

飞

tan （玄弓）

口V. an O 叹气：～息｜可
~（蟆、祷欺）～｜长吁短～。＠吟哦z
咏～｜一唱三～。＠发出赞美的声音2 赞～｜
～为奇迹。

E叹词E tanci ~表示强烈的感情以及用于招
呼、应答的词，如“啊、哎、哟、哼、嗯、喂”。也叫

感叹词。

E叹H阻 tantu 画称赞而且佩服z 他画的人物

栩栩如生，令人～。
E叹观止矣E tanguanzhiyi 叹为观止。

E叹号E tanhao 圈标点符号（！），表示感叹句或
语气强烈的祈使句、反问句末尾的停顿。旧称

E叹绝】 tanjue 圈赞叹事物好到极点：技艺之
精，让人～。

E叹气】 tan;; qi 圆心里感到不痛快而呼出长

气，发出声音 z 唉声～｜叹了一口气。

E叹赏E tanshang ~称赞z ～不绝｜击节～。

E叹惋E tanwan ＜书〉圈叹惜＝一代大师仙逝，
晚辈后生无不唏嘘～。

E叹为观止E tanw岳iguanzhi 春秋时吴国的季

札在鲁国观看各种乐（ yu自）舞，看到舜时的乐

舞，十分赞美，说看到这里就够了，再有别的乐
舞也不必看了（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后来指赞美看到的事物好到极点。也说叹观

止矣。
E叹息E tanxi ［到叹气。
E叹惜】 tanxi 画慨叹惋惜z 功亏一赞，实在令

人～。

E叹羡E tanxian ＜书〉！到赞叹羡慕：他当场提
笔作画，观者无不～。
主主 tan 右昌CTanchongl ，地名，在甘肃。
.p 另见 263 页 dang 。

主圭主 、 ＠函！木炭的通称z ～火。

灰（；：庆）＠像炭的东西g 山桂～（中药）。
＠〈方〉圈煤3 挖～。

E炭笔E tanbi lBJ 用烧焦的细木校或炭粉制成

的笔，主要用于素描和写生z ～素描。

E炭画】 tanhua 圈用炭质材料绘成的画。

E炭壁E tanji lBJ 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多呈

圆柱形。
E炭精】 tanjing [BJ O 各种炭制品的总称。＠

〈方〉人造炭和石墨的总称。
E炭痕E tan ju 圈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炭瘟杆
菌，人和家畜都能感染。病畜的症状是发高
热，痪孪，口和月工门出血，胸部、颈部或腹部肿
胀。人皮肤感染后，有的出现痕瘦，随后出血
坏死，形成黑色焦灿，还能侵入肺或胃肠。家

畜的炭瘟有的地区叫病病。
E炭盆1 ta叩自n [BJ 烧木炭的火盆。

E炭窑】 tanyao lBJ 烧制木炭的窑。

毛~tan O 伸手摸取z～囊取物。＠圈试图
』/I、发现（隐藏的事物或情况）：～矿｜～路｜～

雷 i钻～。＠圃打听；侦察z～听｜打～｜你先～
～他的口气。＠做侦察工作的人＝密～｜敌

～。＠看望：～望｜～亲｜～病。＠画向前伸

出（头或上体）：～头～脑｜行车时身子不要～

到窗外。＠〈方〉画过问：～闲事。
E探案E tan'an I§国侦查案情z ～推理小说 i 用

科技手段～。

E探班E tan;;bon 画到影视拍摄、戏剧排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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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训练等场地去看望亲友z 他打算到妻子的｜ 探探路，我们随后行动。先试点，为全面启动改
拍摄现场去～。 | 草工作～。

E探本穷源E tanb岳n qi6ngyuan 追本溯源υl E探马］ tanm凸圈做侦察工作的骑兵（多见于
也说探本溯源。 | 早期白话〉。

E探本溯源E tanb岳n-suyuan 探本穷源。

E探病E tan;; bing 臣费］看望生病的人。

E探测l tance 画对于不能直接观察的事物或
现象用仪器进行考察和测量：高空～！～海水

深度。～对方心里的秘密。
E探查E tan cha 圈深入检查；查看z 剖腹～。

【探察E tancha f到探昕侦察；察看：～地形｜～

敌人的行踪。
E探低E tan di 圈价格、指数等从较高位向低位

下降z 这只股票连续几天～之后，今天开始反

弹。

E探秘】 tanmi 画探索秘密’或奥秘z 宇宙～。

E探囊取物E tannang-quwu 伸手到袋子里取

东西，比喻能够轻而易举地办成某件事情：设
计这类程序，对一个专业人员来说就如同～。

E探亲l tan;; qln 画探望亲属，现多指探望父

母或配偶＝～假｜～访友！回乡～。
E探亲假】 tanqlnjia 圈职工按规定探望住在

异地的配偶或父母的假期 z 他下个月休～。

E探求E tanqiu r司探索’追求z ～学问｜～真理。
E探伤E tan;;shang 画通过一定装置，利用磁

性、X射线、γ射线、超声波等检查和探测金属

E探底E tan;;di 圈。（～儿）打探底细：先派人

去探一探底儿再说。＠价格、指数等从较高位

下跌到一定低位后，不再继续下降2 经济～回

升1近日股市已经～，即将反弹。

材料内部的缺陷。 三三

E探访】 tanfang ［：福。访求；搜寻：～新闻！～

善本书。＠探望z ～亲友。
E探风】 tan;;f岳ng l到打听消息；察看动静（用

于比较秘密的事情）。
E探戈】 tang岳圈现代舞的一种，起源于非洲，
流行于欧美.2/4 或 4/4 拍．速度缓慢，多为滑
步，舞时变化很多。［西 tango]

E探花E tanhuii ~J 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明
清两f协殿试考取一甲（第一等）第三名的人。

E探家】 tan11 i iii Lij!j] 回家探亲z 他一直在外地工

作，已有好几年没有～了。

E探监】 tan;; j ion l刻到监狱里看望被囚禁的人

（多为亲友）。

E探井E tanjing 理为探测矿体而开掘的小井。
E探究］ tanjiu l通探索研究；探寻追究2 ～原

因。

E探勘E tankan 画勘探。
E探口凤J tan 1φuf岳ng 探口气。

E探口气J tan k6u·qi 设法引出对方的话，探听
他对某人某事的态度和看法：你去探一下他

的口气，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也说探口风。

E探矿E tan;;kuang 圈根据矿床生成的原理，

采用一定的方法寻找矿藏。

E探骗得珠】 tanli dezhu 《庄子·列御寇》上说，

黄河边上有人泪入深水，得到一颗价值千金的

珠子。他父亲说：“这样珍贵的珠子，一定是在

万丈深渊的黑龙下巴底下取得，而且是在它睡

时取得的。”后来用“探辄得珠”指做文章扣紧
主题，抓住要领（~肌黑龙〉。

E探路E tan;; 1心面事先探察道路情况：你先去

E探胜】 tansheng ＜书〉［噩探寻优美的景物：三E
幽谷～。

E探视E tanshi 圈。看望2 ～病人。＠察看：
向窗外～o

E探索E tansu6 南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 2

～人生道路｜～自然界的奥秘。
E探讨E tantao 画研究讨论z ～哲学问题。

E探听E tenting 画探问（多指方式比较秘密、

措辞比较含蓄的） ：～虚实｜～口气。

E探头E t6nt6u O ( -fl寸画画伸出头．他从窗口
～看了一下，屋内不见有人。＠［望指监测、探
测仪器等最前面的部件。

E探头探脑】 t6nt6u-t6nn凸。不断探头看，多形

容鬼鬼祟祟地窥探：只见门外一个人～，东张
西望。

E探望E tanwang 圈。看（试图发现情况）：

四处～｜他不时地向窗外～。＠看望（多指远
道），我路过上海时，顺便～了几个老朋友。

E探问E tanwen I盈＠试探着询问（消息、情

况、意图等），～失散多年的亲人的下落｜到处
～，毫无结果。＠探望，问候z ～灾民。

E探析E tanxl 圈探讨和分析（多用于文章标
题） ：《人口学难题～》。

E探悉E tanxl 画打听后知道·从有关方面～o

E探险E tan;;xian 幽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

少有人去过的艰险地方去考察（自然界情况） : 
～队（到南极去～。

E探寻E tanxun ［司探求；寻找：～真理｜～地下
矿藏。

E探询E tanxun 画探问：～病情｜～消息。
E探幽】 tanyou ＜书〉层面＠探索深奥的道理z
～析微。＠探寻胜境z ～览胜。

E探颐索隐E tanze-su的Tn 探究深奥的道理，搜

τ王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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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272 I tan 一 tang I 探碳汤锄窒稍~堂随碳锺蹬

索隐秘的事迹（颐：深奥）。 | 毛的大型锅，也借指屠宰场。＠（～儿）用来烧
E探照灯】 tanzhaod岳ng 圈一种用于远距离搜｜ 汤的锅，也指用汤锅烧制的菜肴：不锈钢～｜羊
索和照明的装置。在军事上主要用于搜索以！ 肉～儿。

及照射空中、地面和水上目标。！l\1射距离一般 I ［汤壶】 tanghu 圈盛热水后放在被中取暖的
为 10 20 千米。 | 用具，多用铜合金或陶瓷、塑料制成。

E探子l tan·zi 圈＠指在军中做侦察工作的 I ［汤J'fJJl tangji 函中药剂型的一种，把药物加
人。＠长条或管状的用具，用来探取东西，如｜ 上水，煎出汁液，去掉渣瘁而成。通称汤药，也
蛐蛐儿探子（用来伸入穴中把蛐蛐儿撵出来）、 i 叫煎剂。

粮食探子（用来插入袋中取出少量粮食做样 I ［汤料】 tangliao 画做汤用的配料：火锅～。
品）。 I E汤面l tangmian 画加作料带汤的面条儿。
碳 tan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C 有金刚石｜阳子】 tangp6·zi ＜方〉制壶

石墨、富勒烯和无定形碳等同素异形体。 i E汤泉】 tangquan l每古代称温泉。
化学性质稳定，在空气中不起变化，是构成有机 I ［汤色E 伯ngse ［：苟彻茶后茶水呈现的色泽（多
物的主要成分。在工业上和医药上周刷＼ I 用于鉴定茶叶质量时）：～明亮。

E碳汇E tanhui I翻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 l E汤水l tangshuT ＜方〉圈。煮过食物的汤。
过程、活动或机制。森林、海洋都能从大气中！ ＠开水或热水。
吸收二氧化碳，都是碳汇。 I ［汤头】 tangt6u』吕E 中药多为汤剂’所以中药

E碳氢化合物】 tanql『1

种元素组成的一类有机化合物o 也叫短 l 学习i己忆，叫汤头歌诀。
(ting ）。 I ［汤团】而ngtuan ＜方〉圈带馅儿的汤圆。

E碳水化合物E tanshuT-huahe响。糖①。 I I E汤药】 tangyao E雪l 汤剂的通称。
［~炭酸E tansuan 圈元机化合物，化学式｜I ［汤圆J tangyuan [BJ 糯米粉等做的球形食品，
民CC)3 o 是二氧化碳的水溶液，元色，很不稳｜

! 大多有馅儿，带汤吃。
定，呈弱酸’性。用来制造化学药品。 I h • 

｜东思 -ng 见下。
E碳酸气E tansuanqi 圈二氧化碳的旧称。 ｜诩（揭）
E碳纤维E tanxianwei 1=81 含碳量高于 90% 的！ ,.,, I I：锄锣】 tanglu6 圈小铜锣0
元机高分子纤维。耐高温，耐腐蚀，抗疲劳，强｜、？

｜予安元 。n ‘室” dang 的又音，多用于度高，纤维密度低，可加工成织物等。有碳纤｜宝（望）人名。 ~ 
维加入的复合材料是制造飞机、火箭和化工厂 iτ士：

｜幸单4 tang ［到用梢祀松土、除草。
耐腐蚀设备等的优良材料。 ｜芽日I

E碳源】 tanyuan 圈指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的！ .., I E稍祀】 tangba 圈水稻中耕用的一种农具，形
过程、活动或机制。污水排放、树叶焚烧都向｜ 口

| 状像木履，底下有许多短铁钉，上面有长柄。
大气释放二氧化碳，都是碳源。 I 

I 在水稻行间推拉，松土除草。

1 『t占总 -ng 隧宵形容打钟、敲锣、放枪→类声

仁二豆画：Z豆王二3 川坚音，~~~a＇向了两枪。
E唾Pft~l tang long 醒自形容金属器物等磕碰的

声音z ～一声，脸盆掉在地上了。凸Z .~ tan口＠热7）＜；开水＝温～浸种｜
1?/JC渴）扬二止沸｜赴～蹈火。＠专指温泉
（现多用于地名）：小～山（在北京）。＠哩！食
物煮后所得的汁水2 米～ i 面～。＠国烹调
后汁儿特别多的副食：豆腐～｜菠菜～｜四菜一

～。＠圈汤药：柴胡～｜煎～服用。＠
CTong）圈姓。

另见 1141 页 shongo

E汤池l tangchi 圈。见 674 页1金城汤池］ o
＠热水浴池。

E汤匙E tangchi 圈调羹；羹匙。

E汤罐E tangguan [BJ 旧式灶上烧热水用的罐。

E汤锅E tangguo 圈。屠宰牲畜时烧热水炮

趟 tang 旧同“即’
另见 1275 页 tang 。

殷 tang 见下

E茨基E tangjl 圈由碳和氧两种原子组成的二
价原子团（ ::0 c =0）。

键问同“可’。
（锺）另觅 1川页问。

E锤辖】 tangta ＜书〉醒自形容钟鼓等的声音。

膛川 tan口叫从浅水里走过去，
（挺胸）也指从雪地、草地等走过去z ~ 

水过河。＠用犁把土翻开，除去杂草并给苗



培土2 ～地。
E蹬道l tong;;dao c~ JL) （口〉巨型探路，比喻摸
情况。也说膛路。

E蹬浑水】 tang hunshui c~ JL) （口〉＠比喻跟
着别人干坏事。＠比喻介入复杂混乱的事

情：我才不蹬那浑水呢！

E蹬路E tang11lu l~ 院道。

,, 
tang （古尤）

b万户 … ta『lg 〈书〉同“糖”。
'WJ（锡）另豆M 页 xi吨。
唐1 tang 叫（言谈）虚夸＝～叫

＠空；徒然：功不～捐（工夫不白费）。

唐2 Tang !EO 传说叫代名，啦。
＠朝代。 a）公元 618 907 ，李渊和他

的儿子李世民所建，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

b）后唐。＠姓。

E唐富蒲E tangchangp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

地下球茎扁圆形，叶子剑形，花大，红色或红黄
色，葫呆长圆形。供观赏。球茎可入药。原生
长在非洲。也叫富兰。

E唐楝】 tangdl O IE 落叶小乔木，小枝细长，
叶子卵形或长椭圆形，花白色，有香气，果实近
球形。树皮可入药。＠同“棠楝”。

E唐花l tanghuo ［每温室里养的花卉。也作堂

花。
E唐卡E tangk凸［苞藏族一种独有的卷轴布画。
内容有佛、菩萨、佛经故事、藏医藏药等，色彩
艳丽，形象生动。多用来装饰寺庙殿堂，宣传

藏传佛教教义。

E唐人街l tangrenji岳 GSJ 指海外华侨聚居并开
设较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店铺的街市。

E唐三彩】 tangsonc凸l 南唐代陶器和陶俑的

袖色，有黄、绿、褐、蓝等多种颜色。也指有这
种袖色的陶制品，现多为仿制品。

E唐突l tangtu O ＜书〉画乱闯。＠〈书〉阉
冒犯z ～尊长。 81归莽撞；冒失2 请原谅我话

说得～o
E唐装】 tangzhuang I组传统的中式服装。

堂 tang O 晴：～屋。＠专为某种活动
用的房屋：礼～｜课～ i食～｜饭～。＠固

旧时官府中举行仪式、审讯案件的地方z 大

～｜过～。＠用于厅堂名称，旧时也指某一家、

某一房或某一家族z 三槐～。＠用于商店牌
号z 同仁～（北京的一家药店）。＠堂房：～
兄｜～弟｜～姊妹。 0 r.J a）用于成套的家具z

一～家具。 b）用于分节的课程，一节叫一堂：

膛炀唐堂棠郎 I ta门g ~ tang I 1273 I 

两～课。 c)I日时审案一次叫一堂：过了两～o

d）用于场景、壁画等z 三～内景 i 一～壁画。＠
c Tang) ［苞姓。

E堂奥l tang币。〈书〉圈＠房屋的深处。＠

腹地。＠借指深奥的道理或境界g 窥其～。
E堂而皇之】 tang ’自rhuangzhl O 形容公开或

不加掩饰（多含贬义）：他是凭着一张伪造的出
入证～进来的。＠形容体面或气派大（多含贬

义）：讲了一套～的理论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E堂房E tangf也ng [ll2J 属性词。同宗而非摘亲

的（亲属） ：～弟兄、～姐妹（同祖父、同曾祖或同

宗而关系更远的弟兄姐妹）｜～侄子、～侄女（堂

房弟兄的子女）。
E堂鼓E tangg心圈打击乐器，两面蒙牛皮，置
于木架上，常用于戏曲乐队中。

E堂馆】 tangguan IEJ 旧时称饭馆、茶馆、酒店主主
中的招待人员。 重重雪

E堂号E tanghao 圈厅堂的名称，旧时多指某

一家、某一房或某一家族的名号。
E堂花】 tanghua 同“唐花”。

E堂皇】 tanghuang [ll2J O 气势宏大－富丽～。

＠冠冕堂皇：～的理由。
E堂会E tanghul 圈旧时家里有喜庆事邀请艺

人来举行的演出会＝唱～｜～戏。
E堂客J tangke 画＠女客人。＠〈方〉泛指妇

女。＠〈方〉妻。
E堂上l tangshang 圈＠指父母。＠旧时受

审讯的人称审案的官吏。＠旧时指审讯问案
的地方。

E堂堂】 tangtang ~冒＠容貌庄严大方＝仪表

～。＠有志气或有气魄．～中华儿女。＠阵

容或力量壮大：～之阵。
【堂堂正正E tangtangzhengzheng 画状态词。

＠形容光明正大2 做一个～的男子汉。＠形

容身材威武，仪表出众：～的相貌。
E堂屋】 tangwu 圈。正房居中的一间。＠

泛指正房。
E堂戏E tangxl 圈＠堂会上演的戏。＠湖北

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该省巳东、五峰等
地。

E堂子E tang·zi IEJ 0 清朝皇室祭神的场所。＠
〈方〉旧时妓院的别称。

棠 tang O 棠梨。 8 CT忖圈姓。

E棠楝l tangdi 圈古书上说的一种树木。也作

唐橡。
E棠梨E tang Ii 圈杜梨。

郎 tang 阳叫川，地名，在山东。



三王三

口些土l tang 塘搪童~漉瑭橙膛腑锤糖

塘 tang O 堤岸；堤防河～｜海～。们
水池＝池～｜鱼～｜这个～不太深。＠浴

池：澡～。＠〈方〉室内生火取暖用的坑：火

～。 8 CT6ng ）［写姓。

E塘坝】 tangba ［昌在山区或丘陵地区修筑的
一种小型蓄水工程，用来积蓄附近的雨水和泉
水，灌溉农田。也叫塘垠、坝塘。

E塘堪E tangyan 圈塘坝。

搪1 tang [;!j] o 抵挡：～饥｜～风 l～上一块
板子就塌不下来了。＠搪塞：～账｜～差

事。

搪2 问时泥土或涂料均匀地涂在炉灶
或金属坯子等上面g ～炉子。

E搪瓷E tangci 圈用石英、长石、硝石、碳酸纳
等烧制成的像袖子的物质。涂在金属坯胎上，
能烧制成不同颜色的图案，并可防锈、耐腐蚀＝

～脸盆。

E搪塞E tangse 画敷衍塞责：用几句话～过

去。

部 Tang 古地名，在今江苏六合。

搪 tang 不凝结、半流动的z ～心｜～便。

E清便E tangbian O 圈中医指稀薄的大使。

＠圈拉漉便z 长时间～得抓紧治疗。
E清心l tangxin c～儿）回属性词。蛋煮过或

脆过后蛋黄没有完全凝固的z ～儿鸡蛋｜～儿松
花。

瑭怡 〈书〉一种玉。

橙 tang O fl框或窗框2 门～｜窗～＠厦
门扇和门框或窗扇和窗框一副叫一橙2

一～玻璃门｜四～双扇窗。

膛
另见 164 页 ch邑吨。

tang O 胸腔：胸～｜开～。＠（～儿）画
器物的中空的部分：炉～儿｜枪～｜子弹上了

E膛线E tangxian 圈枪膛或炮臆内的螺旋形
凹凸线，凸起的叫阳线，凹下的叫阴线。作用
是使发射出的弹头旋转飞行，以增加射程、命
中率和贯穿力。也叫来复线。

踞 tang 古书上指一种较小的蝉

锺 6ng 画用键床切肖rj机器零件上
（锺）己者的孔眼。
另见 1272 页 tango

E锺床］ t6ngchu6ng I组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

工工件上已有的孔眼，也可钻孔。加工时工件
固定在工作台上，锺刀装在旋转的金属杆上切

削。

糖＠＠峭＠酣 3( A中 『，.. 』 tang 圈＠有机
阳、 1阳）化合物的一类，叮

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是人体内产生热能的
主要物质，如葡萄糖、照糖、乳糖、淀粉等。也

叫碳水化合物。＠食糖的通称。＠糖果z 奶
～｜水果～。

E糖弹E tangdan 圈糖衣炮弹的简称。

E糖房l tangfang ［司制红糖、白糖等的作坊。

E糖背E tanggan 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由糖

类和其他有机化合物失水缩合而成，广泛存在
于植物体中。简称音。｜日称试cctai ）。

E糖瓜E tanggua c～儿）［重用麦芽糖制成的瓜

状食品。
【糖果】 tanggu凸圈糖制的食品，其中多加有

果汁、香料、牛奶或咖啡等。

E糖葫芦E tanghu·lu c ～儿） I到食品，用竹签把

山植果或海棠果等穿成一串儿，蘸1二熔化的冰
糖、白糖或麦芽糖制成。也叫冰糖葫芦。

E糖浆】 tangjiang [El O 用煎糖加蒸饱水加热

溶解后制成的较稠的糖溶液。医药上用来改

变某些药物的味道，使容易服用。＠和l糖时
熬成的浓度为 60% 的糖溶液，可用来做糖果
等。

E糖精】 tangjing ~I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NC)s S。无色晶体，难溶于水。糖精的

制盐为白色结晶粉末，易溶于水，比庶糖甜
300 500 倍．可做食糖的代用品，但没有营

养价值。
E糖萝卡】 tanglua·bo ＜方〉圈＠甜菜。＠蜜

钱的胡萝卡。
E糖蜜l tangmi [El 含有糖、蛋臼质和色素的秸

稠物体，是制糖的产物。红糖中就含有糖蜜。
E糖尿病】 tangniaobing 圈慢性病，以血糖增

高为主要特征，病因是膜腺中的膜岛素分泌不
足，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不正常，变成

葡萄糖从尿中排出体外。症状是食欲亢进，时
常口渴，小便增多，身体消瘦等。

E糖人JL] tangrenr 圈用糖稀吹成的人物、鸟

兽，可以玩，也可以吃。

E糖色E tang sh臼［望用红糖炒至半焦而成的深
棕色半流体，做肉类和其他一些食品时用来上
色。

E糖霜E tangshuang [El 0 粘在食物表面上的

一层白糖。＠〈方〉臼糖。

E糖稀E tangxi 圈含水分较多的麦芽糖，淡黄
色，呈胶状，可用来制糖果、糕点等。

E糖衣E tangyi [El 包在某些苦味药物表面的糖

质层，作用是使药物容易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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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糖衣炮弹】 tangy! paodan 比喻腐蚀、拉拢，
拖人下水的手段。简称糖弹。

E糖元E tangyuan 同“糖原”。

E糖原】 tangyuan 画有机化合物，由葡萄糖结

合而成，白色粉末，有甜味，存在于动物体内。
人体内缺乏葡萄糖时，糖原就从肝脏和肌肉中

进入血液变成葡萄糖；血液中葡萄糖含量增高
时，多余的葡萄糖又变成糖原储存在肝脏和肌

肉中。某些微生物（如真菌、酵母）中也含有糖
原。也作糖元。也叫肝糖、动物淀粉。

E糖纸】 tangzhl 鹰！包在→颗颗糖果外面的纸，

多印有图案。

糖 tang 红色（多用于人的脸色） : )\\:: ~ ,%: 0 

瞠问指酬：～臂当车。

E蜷臂当车】 tangbi-dangch岳蛙蜘举起前腿想

挡住车子前进（语本《庄子·人间世》：“汝不知
夫煌嘟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
也勺，比喻不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去做办不
到的事情，必然招致失败。也说蹬臂挡车。

E瞠臂挡车l tangbi-d凸ngche 锺臂当车。

E蜡烛~l tanglang 圈昆虫，全身绿色或土黄色，
头呈三角形，触角呈丝状，胸部细长，有翅两
对，前腿呈镰刀状。捕食昆虫，对农业有益。
有的地区叫刀卿。

E蛙蜘捕蝉，黄雀在后E tanglang-buchan, huang
que-zaihou 蛙邮正要捉蝉，不知道黄雀在后

面正想吃它（语本《庄子·山木》），比喻只看见
前面有利可图，不知道祸害就在后面。

v 
tang （玄尤）

帮 ~~g （书〉国库里的钱财5公款3 国～｜公

〈古〉又同··卒”门心。

倘问强倘若z ～有鹏当再设法
另见 147 页 ch6ng 。

盯尚或l tanghuo 画倘若。
盯尚来之物】 t凸nglaizhlwu 无意中得到的或不

应得而得到的钱财。

盯尚若］ tang ruo IR!l 表示假设2 你～不信，就亲
自去看看吧。

E倘使E t凸ngshl [R!l 倘若z ～不及早医治，就会

变成顽疾。

L主也 tang ＜方〉山间平地；平坦的地（多用于
’1可地名） ：贾～（在宁夏）｜都家～（在陕西）。

另见 1143 页 sh凸吨。

讯1,4 t凸ng 画画往下流z ～血！～眼泪｜天气太
11HJ 热，身上直～汗｜木桶漏水，～了一地。

必出 t凸ng “悄”ch凸ng 的又音。
11111 
侥凸ng O＜书〉同“倘”叫＠

C｛慧。见 1~289 页【伺侥］ 0 "' 

镜 t n 古代兵器，跟叉酬。
（镣）

躺向画身体倒在地上或其伽体上，也
指车辆、器具等倒在地上z ～在地头休息｜

一棵大树横～在路上。
E躺柜】 t凸nggui [BJ 一种平放的较矮的柜子，长

方形，上面有盖。
E躺枪E t凸ng;;qiang 圈躺着也中枪，比喻元端

受到攻击或伤害（多指言辞方面的）：无辜～。
曰尚椅】 t凸ngyl 锢靠背比较长而向后倾斜的椅亘E
子，人可以斜躺在上面。 重军

、

tang （玄尤）

量第三国 tang O 画温度高的物体与皮
苏东烫）肤接触使感觉疼痛或受伤z ～手 l
～嘴｜别让开水～着。＠［盈利用温度高的物

体便另一物体温度升高或发生其他变化z ～
j西（用热水暖酒）｜～衣裳（用热焚斗使衣服平

整）。－~物体温度高＝这水太～， o~面指
烫发：电～｜把头发～一～。

E烫发】 tang11ta r~ 用热能或药水使头发卷曲

美观。

E烫花E tang;; hua ~虱烙花。
E烫金E tang;; jln rn!IJ 在印刷品等上面烫出金色
的文字或图案。方法是先把文字或图案制成
金属凸版，用火或烫金电炉烘热后，在铺着金
馅的印刷品等上面压印。

E烫蜡】 tang;; la 富国在地板、家具等表面撒上蜡
屑，烤化后弄平，可以增加光泽。

E烫面E tangmian 巨型用很烫的水和（hu6）的

面：～卷！LI ～饺！Lo
E烫伤E tangshang !BJ 无火焰的高温物体情日

开水、热油）接触身体引起的皮肤和组织的损
伤。

E烫手E tang sh凸u 圃比喻事情难办：他感到这

个问题有些～。
E烫手山芋E tangshou shanyu 比喻有好处而

想得到、但又有麻烦不好处理的事物g 这座位
于市中心的烂尾楼成了～。

【烫头E tang;; t6u rntil 烫发。

趟 tang O lmJ 用于往返批的次数z 他
到成都去了一～ l今天夜里还有一～车。

三三主



唱276 I tang - tao I 趟叨强涛缘焘掏滔恪韬婪甸眺逃

＠（～儿）圈行进的行列：跟不上～。＠量用 I ［滔滔】 taotao I~ O 形容大水滚滚z 白浪～，

于武术的套路z 打了一～太极拳，又舞了一～｜ 无边无际。＠形容连续不断（多指话多）：口
剑。＠〈方）~用于成行的东西：半～街 i 一｜ 若悬河，～不绝。
～栏杆｜两～桌子｜几～大字。 I E滔天】 taotian 函。（大水）弥漫天际，形容波
另见 1272 页 tango I 浪极大：波浪～。＠形容罪恶、灾祸极大z 罪

Z趟马l tangm凸圈戏曲中表演骑着马走或跑 l 恶～｜～大祸。
的一套程式动作。

tao c 古么） 二］

叨 tao 受到（好处）州：～光｜～教。
另见 264 页面的264 页 dOOo

E叨光E tao;;guang mm 客套话，沾光（多用于受

到好处，表示感谢）。

三三凹教l taojiao 圈客套话，领教（多用于受到
指教，表示感谢）。

E叨扰E ta。而o 画客套话，打扰（多用于受到款
待，表示感谢）：初次见面，怎好～ l屡次～，不

好意思。
强 tao O 见 1川页“膏。＠用于人名

涛中 tao 大的波浪z 波～｜惊～献。
（禧）

Uk ao 缘子z 丝～｜
珠（嫌、嗦、韬）～带。
E缘虫E taoch6ng 圈扁形动物，身体柔软，像
带子，由许多节片构成，每个节片都有雌雄两

性生殖器。常见的是有钩缘虫和无钩缘虫两
种，都能附着在宿主（如人和猪、牛等动物）的
肠道里。

E综子J tao·zi 圈用丝线编织成的圆的或扁平
的带子，可以镶衣服、枕头、窗帘等的边。
旦色 ~ tao “焘”ciao 的又音，多用于人

杰（景）名。
掏 … tao 圈＠用手或工具伸进物

了招）体的口，把东西弄出来z ～钱 i ～
耳朵｜～口袋｜从兜里～出钥匙。＠挖g 在墙上

～一个洞。
另见 1278 页 tao 。

E掏底E tao11di 画探明底细g摸底。
E掏窟窿】 tao ku ·long ＜方〉比喻借债；负债。
E掏心］ taoxln 圈指发自内心2 说句～的话，

你真不该那样对他。
E掏腰包E tao yaobao 。在腰包里掏（钱），多
指出钱g 今天这顿饭我付钱，不用你～。＠指
小偷儿从别人腰包里偷东西2 在公交车上被人
掏了腰包。

滔 tao 林弥漫z ～天。

恼 tao ＜书〉喜悦

韬 tao ＜书〉＠弓或剑的
（韬

养晦。＠兵法2 六～ l～J略。
E韬光养晦】 taoguang-y凸nghui 比喻隐藏才

能，不使外露。

E韬晦E taohui ＜书〉画收敛锋芒，隐藏行迹；
韬光养H每：～之计。

【韬略】 taolue l'Bl 《六韬》、《兰略》都是古代的
兵书，后来称用兵的iii某为韬略g 胸怀～i满腹
~ ο 

赛的0 （书〉贪财；贪食：老～峭的人）。

E葵辛苦】 taotie ＜书） 0 ~传说中的一种凶恶
贪食的野兽，古代鼎、彝等铜器上面常用它的

头部形状做装饰，叫作婪赘纹。＠圈比喻凶

恶贪婪的人。＠圈比喻贪吃的人。＠圈属
性词。丰盛的；可以充分享用的z ～大餐｜～盛

宴。

tao （玄么）

甸 tao ＜书〉同6毗陶器）。

眺 tao 哭 2 号。。。）～。

~＼＇~ υ tao 圈。逃跑；逃走：～匿｜～
龙县（；逊）脱！～到外地躲了起来。＠逃避g
～荒｜～学｜～税｜罪责难～。

~奔l t6oben 圈逃走（到别的地方）：～他

乡。
E逃避】 t6obi ［到躲开不愿意或不敢接触的事

物z ～现实！～责任。
日星兵】 t6oblng ~ 0 私自脱离部队的士兵。

＠比喻因怕困难而脱离工作岗位的人2 工作
再苦再难也不能当～。

缸且窜E t6ocuan mm 逃跑流窜z 狼狈～。

目主遁】 t6odun 圈逃跑g逃避z 仓皇～。

E逃反E t6o;;f凸n ＜方〉圈跑反。

rnJ巴E t6ofan ~被司法机关监管后逃跑的
犯人或犯罪嫌疑人z 通缉～。



rn荒E t6011huang 圈因遇灾荒而跑到外乡

谋生。
rn汇E taohui 圈指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

逃避国家银行或海关监督，将应该售给国家的
外汇私自转让、买卖或存放国外等。
E以昏E tao;;hun ［司为逃避不自主的婚姻，在
结婚前离家出走。

rn课l t6011ke 圈学生有意不到课堂上课。
E逃离】 taoli l司从某地或某种处境中逃跑离

开z ～事发现场｜～困境。

E且命E tao/I ming [iifil 逃出危险的环境以保全

生命。
E逃难】 tao11nan 圈为躲避灾难而逃往别处。
缸且匿E t6oni ［司逃跑并躲藏起来z ～山林。

[ill]Jl包】 taop凸0 l司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

或事物而离开2 越狱～。
E逃票】 t6011piao t边乘车、船或进入需要买票

的场所时有意不买票。

E逃散E taosan I副逃亡失散：寻找～的亲人。
fil_I;生E taosheng 画逃出危险的环境以求生

存：死里～ l 出外～。

E主税E tao;;shui ［司以违法手段逃避纳税g 严

禁～、漏税。

E逃脱.］ t6otu6 画＠逃离（险地）；逃跑：从虎
口中～出来｜刚抓住的逃犯又～了。＠摆脱＝

～罪责。

日主亡］ t6ow6ng I到逃走而流浪在外z 四散

～｜～他乡。
E逃席E t6011xi p面］在宴会中因怕劝酒而离开z

借故～O

rn学】 t6011xue 串通j 学生无故不上学。
E逃夜l taoye 画（青少年）夜晚无故不回家睡

觉。
E逃逸l taoyi I虱逃跑：该司机肇事后～。

E逃债E t6011zhai 圈躲债z 离家～。
E逃之夭夭E taozhlyaoyao 《诗经·周南·桃夭》

有“桃之夭夭”一句，“桃”、“逃”同音，借来说逃

跑，是诙谐的说法。

rn走］ t6oz6u I到逃跑。

挑 Tao 挑河水名，在甘肃。

桃 tao O 圈桃树，落叶小乔木·小枝光滑，
叶子长圆披针形，花单生，粉红色。果实

略呈球形，表面多有短绒毛，味甜，是常见水
果。核仁可人药。＠（～儿）冒雪］这种植物的果

实。＠（～儿）圆形状像桃JL的东西z 棉～｜棉
花结～了。＠指核桃2 ～酥。 0 CT6o)t每
姓。

E桃符E taofu 圈古代在大门上挂的两块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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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或题着门神名字的桃木板，认为能压邪，
后来在上面贴春联，因此借指春联。
日t红E t6oh6ng 圈像桃花的颜色；粉红。

E桃花心木l taohuaxlnmu 圈常绿乔木，羽状

复叶，小叶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白色。木材
坚硬，色泽美丽，可用来制家具等。原产南美
洲。

E桃花雪E taohuaxu晶［望桃花开时下的雪；春

雪。

E桃花tRl t6ohuaxun 圈春汛O

E桃花鱼E t6ohuayu ~鳞c1ie ＞。

E桃花源E t6ohuayu6n 圈见 1192 页1世外桃

源lo
E桃花运E t6ohuayun 巨型指男子在爱情方面的

好运气：走～l交了～。

E桃李】 t6oli 圈比喻所教的学生z～盈门 1～满三三

天下。 三王三

E桃李不言，下自成蹊E tao Ii-buy巾， xiazicheng

xi 桃树、李树不会说话，但它们的花和果实
会把人吸引过去，树下踩出小路来（语出《史
记·李将军列传》）。比喻为人诚挚，自会有强
烈的感召力而深得人心。

E桃仁l t6oren （～儿）圈。桃核JL(hur）的仁，
可以人药。＠核桃的仁儿。

四名色E taos岳。［富粉红色。＠回属性词。

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关的2 ～新闻。
E桃子E t6o·zi ~桃树的果实。
陶1 tao O 酬秸土烧制的材料，质地比

瓷松软，有吸水性z ～器｜～俑｜彩～。＠
制造陶器z ～冶。＠比喻教育、培养：熏～。
O CT6o）圈姓。
陶2 tao ·tR?J' ，～然 i～醉。

另见 1522 页 y6oo

E陶H巴E taoba 画）供学习制作陶器的休闲场
所。［吧，英 bar]

E陶瓷］ t6oci 圈＠陶器和瓷器的合称。＠泛

指无机非金属材料经高温烧成的坚硬多晶体。
有些种类具有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在工程、
医学和高技术领域应用广泛。

E陶管】 t6oguan 圈用秸士制成的管子，内外
涂袖，烧制而成，主要用作排污水的管道。 iii
称缸管。

E陶钧E taojun ＜书〉＠圈制陶器时所用的转
轮。＠圈指造就人才。

E陶器E t6oqi 圈陶质的器皿，现代用的陶器大

多涂仁粗袖。

E陶然］ t6or6n 团军形容舒畅快乐的样子z ～自
得。

E陶塑E taosu 画民间工艺，用数士塑造后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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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人和动物形象。也指陶塑的工艺品。 | 〈方＞ I盈生闲气；惹气。
E陶陶l t6ot6o 圆形容快乐g 其乐～。 I ［淘神E taoshen < n＞圈使人耗费精神＝这孩

E陶土】 taot心圈烧制陶器或粗瓷器的妻自士。 | 子够大人～的。

E陶文E tao wen 圈古代陶器上的文字，多为人 I ［淘汰】 taotai 画在追据中去除（不好的、弱的或

名、官名、地名、吉祥话、制造年月等。 ! 不适合的）：～旧产品｜他在第二轮比赛中被～o
E陶冶E taoy岳画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比喻 I ［淘汰赛】 taotaisai 团体育运动竞赛方式之
给人的思想、性格以有益的影响 z ～情操。 | 一，按排定的次序比赛，失败者被淘汰，获胜者

E陶艺E taovi 画一种工艺，用陶土经过成型、｜ 继续参加比赛，到决出冠军为止。

上袖、烧和j等制成用品或装饰品，也指陶制的｜ η＇.b 町－ tao 见下。
艺术品。 ｜拥（掏）

E陶俑l taovong IEJ 古代殉葬用的陶质人像

等＝古墓中发掘出大量珍贵～。
E陶铸E taozhu ＜书） l§lj] 0 烧制陶器和铸造金
属器物。＠比喻造就人才。

E陶醉E taozui 圈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

思想活动中 2 自我～｜～于山川景色之中。
掏 tao 同“淘1”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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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 tao 见川剧葡萄lo

祷（椿） tao 见下
E梅昧l taom岳i （书〉圈愚昧（多用作谦辞） : 

自惭～！不揣～o
E椅杭E taowu IEJ 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借指凶

恶的人。

啕 tao 哭：号Chao卜。

桃 tao 见下。

E桃泰E taosh心〈方〉圈高粱。

心缸rt tao 圈＠用器物盛颗粒状的东西，加
1 ＇咱 水搅动，或放在水里簸动，使除去杂质z
～米｜～金。＠〈方〉到旧货市场寻觅购买z ～

宝｜～旧书。＠从深的地方画出污水、泥沙、粪
便等z ～井｜～缸｜～茅房。

凸东t2 tao o 耗费：～神。＠〈方〉圈顽皮：
1 a叼这孩子真～！
E淘河E taohe 圈鹏鹏Ctihu ）。

E淘换E tao· huan ＜方） [§lj] 寻觅；多方设法寻

求（某种东西）：好不容易给你～着这本书。
E淘货E tao;;huo l§lj] 寻觅购买货物：去旧货市

场～｜在网店淘了不少货。

E淘金E t白011 fin l§lj] 0 用水选的方法从沙子里
选出沙金。＠比喻设法获取较多的钱财2 当
年他在股市中淘过金。

E淘箩E t6olu6 圈用来沟米或盛东西的箩。

E淘气E tao11qi O I勇顽皮2 这孩子很聪明，就
是有些～｜这孩子淘起气来，真让人生气。＠

E驹骆l taotu 画古代良马名。
b缸I tao < 5> _ 〈方〉圈用

到（掏）绳索捆。
酶 tao 见 8叫酬。

最（吼：朝） tao ＜书〉拨浪鼓。

v 
tao （玄么）

、斗· t凸0 0 讨伐2 征～。＠圈索

z、（言才）取；请求：～饭｜～债｜～饶｜～教｜
～回公道。＠画娶2 ～老婆。＠圈招惹：～
厌｜～人喜欢｜自～苦吃。＠讨论：商～｜研～｜
探～。

E讨伐】 t凸ofa 画出兵攻打（敌人或叛逆）。这种

恶行遭到网友们的一致～。

E讨饭E t凸011tan 画要饭：～的（乞丐）。
E讨好E t凸o;;h凸0 （～JL）圈＠迎合别人，取得

别人的欢心或称赞z ～卖乖｜你用不着讨他的

好。＠得到好效果（多用于否定式）：费力不
~ 。

E讨还】 t凸ohuan l§lj] 要回（欠下的钱、东西等） : 
～欠款｜～血债。

E讨价】 t凸011 iia 圈要价：卖主～太高。
E讨价还价E t凸ojia-huanjia O 卖主讨价，买主

还价，指买卖双方商议商品售价z 一番～之后

总算成交了。＠比喻接受任务或举行谈判时
提出种种条件，斤斤计较：对领导交付的工作，
他从不～｜双方～谈判了十几次才达成协议。

E讨教E t凸ojiao 圃请求人指教z 有个问题向您

~ 。

Z讨口彩E t凸o k凸ucai 说吉利话以取得好兆

头2 逢年过节人们都喜欢讨个口彩。
E讨论E t凸oil.in 画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

辩论2 ～会｜展开～｜～工作计划。

E讨使主:l t凸o pian·vi 存心占便宜。

E讨平E t凸oping 画讨伐平定（叛乱）：～叛匪。



E讨乞E t凸oqi 画乞讨。
E讨巧】 t凸0//ql凸o 圈做事不费力而占便宜＝
他脑袋瓜儿灵，做事儿会～。

E讨俏】 t凸011qiao 画（艺术表演、做事）使人觉
得俏皮：晚会上小品节目最为～。

E讨亲E tiio;;qln （方〉圈娶亲。
E讨情E t凸o;;qing （方〉画求情。

E讨锢 t凸011rao 圈求饶。
E讨人嫌］ t凸orenxian 讨嫌。

E讨生活】 t凸o sh岳nghu6 寻求生计；过日子：

外出打工～o

E讨嫌］ t凸011xian 圃惹人庆烦z 这人整天东家
长西家短的，真～！也说讨人嫌。

E讨厌E t凸011van O 圈惹人厌烦＝这人说话总
是这么哼唆，真～！＠圈事情难办令人心烦z
这种病很～，目前还没办法彻底治好。＠富国

厌恶；不喜欢2 他～这地方春天的风沙。
E讨债］ t凸0// zhai ［到讨还借给人的钱财z 上门

~ 。

E讨账】 t凸011zhang 画。讨债。＠〈方〉讨还

他人买东西欠的钱：上门～。

霜 t凸0 见下。

E稻泰E t凸oshu ＜方〉［雹］高粱。

、

tao （玄么）

套 tao O 川［棋子也手～｜书～｜封
～。＠［虱罩在外面z ～上一件毛衣。＠

罩在外面的：～鞋 l～裤。。［司互相衔接或

重叠＝～种｜～色｜～问｜亲上～亲。＠河流或
山势弯曲的地方（多用于地名）：河～ i 葫芦～。
＠（～儿）〈方〉圈套子②z 被～｜袄～。＠
〈方〉画面把棉花、丝绵等平整地装入被褥或袄
里缝好。＠圈拴牲口的两根皮绳或麻绳，）
端拴在牲口脖子夹板或辄上，另一端拴在车
上z 牲口～｜大车～｜～绳。＠［租用套拴系：
～车 l～马。＠匾圈套购＝～外汇。＠（～儿）
圈用绳子等结成的环状物。＠（～儿）［组圈

套z 下～儿。 jJ) [WJ 模仿＝～公式｜这是从现成
文章上～下来的。＠套子③：～语｜客：～。＠
画引出（真情实话）：想法儿～他的话。＠圃

拉拢＝～交情 1 ～近乎。＠事物配合成的整
体z ～装 l ~曲 l 成～。＠［重用于成组的事

物z 一～制度！一～家具 l 一～课本。⑩［租用
丝锥或板牙切削螺纹。

E套版］ taobiin O c ~11 ）圈按照印刷页折叠
的顺序，把印刷版排列在印刷机上。＠画l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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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用的版。

E套包E taobao 圈＠装有成套物件的包z 化
妆品～｜电脑工具～。＠借指搭配好的成套供
应的商品或服务：话费～｜旅游～。

E套播1' taobo IWJ 套作。
E套播】2 taobo 圈电台、电视台在固定时间和

固定栏目中重复地播放（广告等）。

E套裁E taocai ~面裁制两件以上的服装时，
在一块布料上做合理的安排，尽量减少废
料。

E套菜】 taocai 圈搭配好的成套的菜肴。

E套餐］ taocan 圈＠搭配好的成套供应的饭

食：吃～。＠借指搭配好的成套供应的商品
或服务免费软件～｜电话资费～。

E套车E tao11ch岳助）把车上的套套在拉车的牲

口身上。 主矗
E套磁E tao;;ci ＜口〉圈套近乎；拉关系：他没草草
事就跟人～，肯定有什么目的。

E套房E taofang 南JO 套问：一问～。＠由卧

室、客厅、厨房、卫生间等组成的成套住房z 购

买豪华型～一套。
E套ff!l1 taofu 圈套装l 0 

E套改l taog凸 i ［司套用有关政策法规进行改革

或变动：工资～e
E套购E taogou 圃用不正当的手段购买国家

计划控制的商品并从中牟利。

E套管E taogu凸n （～儿）圈套在长条物体或其

他管子外面的管子：绝缘～｜防水～。
E套红E tao11h6ng 圈用套印方法把书、报的某

一部分印成红颜色，使醒目 z ～标题｜报头～。
E套话】 taohua 圈＠指文章、书信中按旧套套

写的语句。＠特指套用现成的结论或格式而
没有实际内容的话g 大会发言要开门见山，～、
空话都应省去。＠客套话：都是自家人，～就
不必说了。

E套iCl taohui 画＠非法购买、换取外汇。＠
外汇市场上的一种投机活动，即利用不同地点
的外汇市场上同一种外汇的汇价不同，在低价
市场上买进，再在高价市场上卖出，取得差额
收益。

E套间E taojian c～儿）圈住宅中几间相连的屋
子的两头的房间（或衔接在相连的屋子的→头
的后面〉，也指两间相连的屋子里头的一间，一
般比较窄小，没有亘通外面的门。

E套交情】 tao jiao·qing 跟不熟识的人拉拢感

情：为了做生意，他千方百计跟人～。
E套近乎］ tao jin·hu 和不太熟识或关系不密切
的人拉拢关系，表示亲近（多含贬义）：他跟你

～是有求于你。也说拉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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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套裤E tooku 圈。套在裤子外面的只有裤腿

的裤子。一般是棉的或夹的，作用是使腿部暖
和而又便于行动。也有单的，用粗布、塑料、油

布等做成，用来保护裤子或防雨。＠指套装
中的裤子。

E套牢E taolao 圈指投资者买入股票等证券

后，因价格下跌而元法获利卖出。
E套利E tooli 画交易者利用两个市场之间的
价格差异，通过低买高卖获取利润的一种交易

活动。

E套路E taolu IEl o 指编制成套的武术动作＝
少林武术～。＠指成系统的技术、方式、方法

等．写作～｜改革的新～｜改换球队的进攻～。
E套马杆E ta om凸gan 圈牧民套牲口用的长木
杆，一头拴着用皮绳做的活套。也叫套马杆

王山川ai 卜
同一号码的车牌：严查～车！他的车被人套了

牌儿。
E套票E taopiao 画成套出售的邮票、门票、入

场券等。
E套曲E taoq心圈由若干乐曲或乐章组合成套

的大型器乐曲或声乐曲。

E套取】 taoq心画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资

金｜账号密码被人～了。
E套裙E taoq归国下身是裙子的女式套装：西

式～。
【套色E tao;; sh凸l 圈彩色印刷的方法，用平版

或凸版分次印刷，每次印一种颜色，利用红、
黄、蓝兰种原色重叠印刷，可以印出各种颜色2

～印刷。
E套衫J taoshan [EJ 不开襟的针织上衣：男～（

女～。也叫套头衫。
E套数J taoshu 圈＠戏曲或散曲中连贯成套

的曲子。＠指成系统的技巧或手法。＠套子
( O 

E套套E tao•tao ＜方〉圈办法g招数z 老～不管

用了。

E套头衫E taot6ushan 圈套衫。
E套间E tao wen 画不让对方察觉自己的目的，

拐弯抹角地盘问：他跟你拉关系，是想从你嘴
里～点儿消息。

E套现E taoxian 圈卖出证券、货物或不动产等

收回现金。

E套鞋E taoxie 圈原指套在鞋外面的防雨的

鞋，后来泛指防雨的胶鞋。

E套型E taoxing 圈成套房屋的类型；户型。

E套袖E taoxiu IEJ 套在衣袖外面的、单层的袖
子，作用是保护衣袖。

E套印E taoyin 圈－种印刷书籍图画的方法，

在同一版面上用颜色不同的版分次印刷 z 朱

墨～。
E套用】 taoyang 画模仿着应用（现成的办法

等）：～公式｜～别人的办法不一定奏效。

E套语E tao vu 圈＠客套话。＠流行的公式
化的言谈：～滥调。

E套种】 taozhong 画套作。
E套装】1 taozhuang 画上下身配套设计、用同

一面料制作的服装，也有用不同面料搭配制作

的：职业～。也叫套服。

E套装E toozhuang 画成套产品的组合包装：

～产品｜香水～｜杀毒软件～。

E套子】 tao·zi IEJ 0 做成一定形状的、罩在物
体外面的东西z 伞～。＠〈方〉棉衣、棉被里

的棉絮．棉花～。＠现成的应酬话；陈陈相因
的办法：俗～。＠用绳子等结成的环状物，比
喻圈套：别中了对方的～。

E套作】 taozuo 圈在某一种作物生长的后期，

在行间播种另一种作物，以充分利用地力和生
长期，增加产量：玉米、小麦～可以增产。也叫

套播、套种。

te （玄古）

-i:;: te 见 1269 页1忐忑］ o
J （江、

T书‘ te ＜书〉差错g 差～。
心～另见 1282 页 t岳 i; 1330 页 tuT
碎d二1 t古＠特殊；超出一般z奇～｜～，权｜～等。
1 、J ＠圃特别②：身材～高｜能力～强。＠

［副特地z ～做如下规定｜车站～设母婴候车

室。＠〈书〉圆单独：～立独行。＠〈书〉国

只；｛旦．不～此也。＠指特务（t自 •WU）：匪～｜
防～。 0 CT的圈姓。

，，ζ仨2 te l.-i 特克斯的简称。 1 千米纺织用的

1 、J 纤维，质量为多少克，它的线密度就是多

少特。 1 特＝ 9 旦。

E特奥会】 T岳’ aohui 圈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

动会，为全世界智障者参与体育活动、开展比
赛而设立的综合性运动会。第一届于 1968
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1975 年以后，每四年举

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进行。

E特别E tebie o 固与众不同；不普通：～的式

样｜他的脾气很～。＠圃格外：火车跑得～
快｜这个节目～吸引观众。＠圃特地：散会的

时候，厂长～把他留下来研究技术上的问题。
＠［画尤其z 他喜欢郊游，～是骑自行车郊游。



E特别法】 tebiet凸圈指适用于特殊时间、特定

地区、特定公民的法律。如戒严法、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公务员法（跟“一般法”相对）。

E特别快车】 tebie kuaich岳指停站少、行车时

间比直达快车短的旅客列车。简称特快。

E特别行政区1 tebi自 xingzhengqu 按照一国

两制的基本国策设置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和
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如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简称特区。

E特菜E tecai 圈特种蔬菜的简称。
E特产】 techan 圈某地或某国特有的或特别

著名的产品。
Z特长E techang !Bl 特别擅长的技能或特有的
工作经验z 发挥～o

E特长生E techangsh岳『19 圈指在文艺、体育等
方面有特长的学生。

E特出E techu 圈特别出众；格外突出：～的人

才 i～的优点。
E特此E teci 圃公文、书信用语，表示为某件事
特别在这里（通知、公告、奉告等） ：～声明。

E特等E ted岳ng E国属性词。等级最高的5最优
良的g ～舱｜～功臣｜～射手。

E特地】 tedi 圈表示专为某件事：他昨天～从

外地来看你。
E特点E t岳出伯国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

方：快餐的～就是快｜他的～是为人直爽。
E特定】 teding E画属性词。＠特别指定的z ~ 
的人选。＠某一个（人、时期、地方等）：～环

境｜～的历史时期。
E特工l tegong ~ 0 特务工作：～人员。＠
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一名～。

E特行】 tehang ~特种行业。指除经工商部
门注册、办理执照之外，须经公安机关审查备
案，实行特殊治安管理的行业。如旅店业、印
刷业、主rj字业、汽车客运业、典当业等。

E特护1 tehu o 8甜（对重病人）进行特殊护理z
～病房｜经过几天的～，他终于脱险了。＠圈

对病人进行特殊护理的护士。
E特惠l tehui E商特别优惠2 ～价格｜商厦～酬

宾。
E特辑1 teji 画为特定主题而编辑的文字资料、

报刊或电影：海南风光摄影～。

E特级】 teji l理属性词。等级最高的：～教师｜
～茶叶。

E特技E teil 圈＠特殊的技能或技巧，多指武

术、马术、飞机驾驶等方面的特殊技能z 民问

～！～表演 1身怀～的拳师。＠电影用语，指摄
制特殊镜头的技巧，如利用玻璃箱的装置拍摄

海底的景物，叠印人物和云雾的底片表现腾云

特 l t在 ｜句巳

驾雾。现多用计算机元成特技。
E特价E tejia ~特别降低的价格：～商品｜～
出售。

E特教E tejiao 圈特殊教育的简称。

E特警E tejing [Bi 特种警察的简称。

E特刊】 tekan IEl 杂志、报纸为纪念某→节日、

事件、人物等而编辑的一期或一版：元旦～o
E特克斯】 tek自sl III 纺织业用于表示纤维线密
度的单位，符号 tex0 简称特。

E中寺’快E tekua i o Ifill 属性词。速度特别快的g

～列车 i～邮件。＠［担特别快车的简称。
E特快专递】 tekuai zhuandi 专门递送时间性

特别强的邮件的快速寄递业务。简称快递。
也说速递。

E特困】 tekun G回属性词。特别困难的（多指经

济、住房等方面）·～户｜～生。 三三三
E特立独行l teli-duxing 指有操守、有见识，不三重
随波逐流。

E特例E t岳Ii IEl 特殊的事例：这件事儿情况特
殊，可作为～处理。

E特洛伊木马E Teluoyl muma 见 927 页I木马

计1。
E特卖E temai [ll!)J 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卖z 商场

举办家电～活动！女式大衣五折～。
E特派E tepai 圈（为办理某项事务）特地派遣s

委派：～员！～专人前往接洽。

E特批】 tepT &JJ 特别批准z 这件事要经过领导
~ 。

E特勤E teqin ~ O 特殊勤务，如重大活动中
的安全保卫、交通指挥等z 出～。＠指执行特
殊勤务的人。

E特区E tequ 圈。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特

殊政策的地区·经济～。＠特别行政区的简
称：香港～。＠行政区划单位，与县同级，如
贵州省的六校特区。

E特权】 t自quan 圈特殊的权利2 享有～。

E特色E tese 圈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
格等z 民族～l 艺术～｜他们的表演各有～。

E特赦l teshe 画赦免的一种，以国家命令的方

式对已被判刑的特定罪犯免除执行刑罚：～
令。

E特使E teshi 圈国家临时派遣的担任特殊任

务的外交代表2 总统～｜派～斡旋。
E特首E teshou f宣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

E特殊E teshu I弱不同于同类的事物或平常的

情况的2 情形～｜～照顾｜～待遇。
E特殊化E teshuh咀嚼指依仗权力、地位、关

系等，获取制度以外的特殊待遇z 干部要严于



I 12a2 I t自 副｜特城里重蝴滕赋成

律已，不要～。
E特殊教育E teshu jiaoyu 以盲人、聋哑人、智
障人为施教对象的教育。简称特教。

E特殊性］ teshuxing ~事物特有的，不同于其
他事物或一般情况的性质：宗教管理工作具

有一定的～。
E特体E teti 庄园属性词。体形特别的，有异于
常人的（多指形体特别高大或肥胖）：加工～服

装。
E特为E tewei 国特地z 我～来请你们去帮忙。

E特务E te响。圈属性词。军队中指担任警卫、

通信、运输等特殊任务的：～连。
E特务】 te·wu 圈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
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

E特效E texiao 圈特殊的效果；特殊的疗效．

量三主 这种药有没有～？
雪王雪 E特写E texi岳圈。报告文学的一种形式，主

要特点是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具有高

度的真实性，但在细节上也可做适当的艺术加
工。＠电影艺术的一种手法，拍摄人或物的

某一部分，使特别放大（多为人的面部表情）：
～镜头。

E特性E texing 画某人或某事物所特有的性

质2 民族～o
E特需E t岳阳回属性词。特殊需要的；有独特

需求的 z ～物资｜～门诊。
E特许E tex心圈特别许可2 ～证！非经～，一般

商店不得经销此类商品。
E特许经营】 tex心 jlngying 一种连锁式、规模

化的经营方式。拥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名牌产
品、专利等的企业，用契约形式特别许可别人
使用自己的经营模式进行经营，通过标准化服
务实现和悖化管理。被特许经营的企业可以
使用授予企业的商标和店名。

E特邀1 tev。。画特别邀请；特地邀请z ～代
表 l～老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E特异E tevi I匾。特别优异：成绩～。＠特
殊：他们都画花卉，但各有～的风格。

E特意1 tevi 圆特地z 这块衣料是他～托人从
上海买来送给你的。

E特有E teyou ~回属性词。特别具有的；独特
的 z 豆汁是老北京～的小吃。

E特约E teyue 圈特地约请或约定2 ～记者！～

稿。
E特征】 tezheng 圈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

征象、标志等：艺术～｜这个人的相貌有什么
~,? 

E特指E tezhi 圈指称总体概念中的某个特定

的对象（跟“泛指”相对）：有房有车，这里的“车”

～小汽车。

E特制】 tezhi 画特地制造2 ～纪念金币｜这种

车是为残疾人～的。
E特质E tezhi 圈特有的性质或品质·在他身上

仍然保留着农民淳厚朴实的～。
E特种1 tezh凸ng 回属性词。同类事物中属于

特殊种类的z ～兵｜～工艺。

E特种兵】 tezhongblng 圈。执行某种特殊任

务的技术兵种的统称。＠这一兵种的士兵。
E特种部队E tezhong budui 经过特殊训练，装

备精良，战斗力强，执行特殊重要任务的部队。
E特种工艺］ tezhong gongyi 技艺性很高的传
统手工艺产品，多为供人欣赏的陈设品或装饰
品，如象牙玉石雕刻、景泰蓝等。也指特种加
工技术，如钻石加工等。

E特种警察】 tezhong jingcha 经过特殊训练，

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警察。主
要任务是打击劫持、暗杀等暴力犯罪活动和处
置其他突发的暴力事件。简称特警。

E特种蔬菜］ tezh凸ng shucai 指生产量较少、

消费量也较少的蔬菜，通常风味独特，如西芹、
西蓝花、牛芳、药菜、紫菜墓、旅菜、樱桃番茄、
迷你黄瓜。简称特菜。

E特种邮票E tezhong y6upiao 邮政部门为宣

传特定事物而特别发行的邮票，一般限期出

售，不再重印。

Z特准E tezh心n E到特别批准；特别准许z ～记

者旁听会议。

俄 ,, t岳画金属元素，符号 Tb＂是－
li\（剑）种稀土元素。银灰色c 用来制备
高温燃料电池，也用于发光材料等。
~ te ＜书〉邪恶；罪恶；恶念z 隐～（人家不
mJ宝知道的罪恶）。

帧… te 古书上指吃茵叶的害虫。
（蜡）

腾扣书〉同顿”
另见 1283 页 te门Qo

·te （·玄古）

腻 •te “腻”•de 的又一音。

二二豆豆豆乙二！

_,...p. t岳i “心飞”tuT 的又音。

心～另见 1280 页 te"
（；前0L] t岳i r （方〉匮用形容鸟急促地振动翅膀



的声音：麻雀～一声就飞了。

旭擎疼腾誉滕滕滕藤腾体｜问一 t~些巳

糊，感到身子轻飘飘的。

乙二王国豆豆豆：J

＇~~M t岳ng 圈把凉了的熟食蒸热或烤热2 ～
／京旦馒头｜把烙饼放在铛（ch岳ng）上～一～。

整 t岳ng 回形容鼓声。

, 
teng c 玄L)

、『卖主f teng O 圈痛z 头～［脚碰得很～，不能
7之．走路。 8 11@1 心疼；疼爱：奶奶最～小孙

子｜这孩子怪招人～的。

E疼爱】 teng ’ δl 圈关切喜爱z 母亲最～小
女儿。

E疼人E teng ren 0 ( －／／－一） [;Jj] 疼爱别人：丈夫

什么都好，就是不大会～。＠〈方〉［画惹人疼
爱z 小孙子胖乎乎的，看着怪～的Q

E疼痛E tengtong ［回痛：伤口受了冻，更加～。

腾川 在吨。奔跑或跳跃z 奔～！欢
（腾）～。＠升任。空中）：升～｜飞～。

＠吕西使空Ckong），～地方｜～出时间温功课。
＠用在某些动词后面，表示动作反复、连续＝
翻～｜折～！倒～｜闹～。 8 (T自ng) ［每姓。

E腾达】 tengda ＜书〉画＠上升。＠指发迹，
职位高升z 事业～o

E腾飞E tengf副圈＠飞腾：石壁上刻着～起
舞的龙。＠迅速崛起和发展：经济～。

E腾责E tenggui 圈（物价）飞涨2 百物～。
E腾空E tengkong 圃向天空上升z 烈焰～1 一
个个气球～而起。

E腾挪E tengnu6 ［翻＠挪动z 把仓库里的东西
～一下好放水泥。＠挪用：专款专用，不得任
意～。＠指武术中蹄跳问躲的动作：～自如O

E腾升】 tengsheng 圈（价格等）急速上涨z 油
价～。

E腾腾E tengteng 圈形容气体上升的样子：热
气～！烈焰～0杀气～。

E腾退E tengtui 画腾出并退还（占用的房屋、
土地等）：～占用的明代四合院。

E腾涌E t岳ngyong f喝水流迅急涌出：水势～。

E腾跃E tengyue 圈。奔腾跳跃：骏马～。＠
〈书〉（价格等）飞涨2 谷价～。

E腾越l tengyu岳［通跳着越过z ～障碍物。
E腾云驾雾】 tengyun jiawu O 传说中指利用

法术乘云雾飞行。＠形容奔驰迅速或头脑迷

誉… ten口画辑：这稿子太乱，要～
（腾） －~o 

E誉录l tenglu 画誉写；过录：～文稿。

E誉清E tengqlng 圈誉写清楚：稿子～后再交

出版社。

E誉写E tengxi岳画照底稿抄写：～笔记。

滕 Teng O 周朝国名，在今山东滕少问
＠圈姓。

滕 teng 见下。
另见 1282 页怡。

E腾蛇E tengsh岳圈古书上说的一种能飞的

蛇。
滕 teng ＜书〉＠封闭；约束。＠绳子。

藤血中 teng 画＠某些植物的匍匍主
（＠燎）茎或攀缘茎，如白藤、紫藤、葡主

萄等的茎。有的可以编制箱子、椅子等。＠
CT岳ng）姓。

E藤本E tengb岳n 圈属性词。有缠绕茎或攀缘
茎的（植物） 0

E藤本植物E tengb岳n zhlwu 有缠绕茎或攀缘

茎的植物，分草本的和木本的两种，通常指木
本的，女口葡萄、紫藤。

E藤编E tengbian ~一种民间手工艺，用某些

藤本植物的茎或茎皮编制箱子、椅子和其他物
品。也指用藤编制成的物品。

E藤萝E tenglu6 圈紫藤的通称。

E藤牌E tengpai ~原指藤制的盾，后来泛指
盾。

E藤条E tengtiao 圈藤本植物的茎，可以用来

编制家具等。
E藤蔓E tengwan 画藤和蔓z 架子上爬满了葡

萄、丝瓜、扁立的～0感情的～在他心中萌芽、蔓

延。
E藤子E teng· zi ＜ 口〉圈藤。

腾 teng 础，身体近圆筒形，头大
（滕）而阔，眼小，下颁突出，有两个背

鳝，青灰色，有褐色斑纹。常栖息在海底，捕食

小鱼等。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鱼耀、青脸等。

C二二E盈i二二=i

体 ti m 
（惶）另见自12~7 页 ti。

E体己E ti. j i 晴属性词。＠家庭成员个人积蓄
的（财物）；私房CsT•fang）：～钱。＠亲近的；

贴心的 z ～人｜～话。｜｜也作梯己。



I 1284 I n一 ti ｜剔梯脐镑踢鹏撞英绵提

剔 ti 0 画从骨头上把肉刮下来z 把骨头
～得干干净净。＠画从缝隙lt!往外挑

(ti凸O）：～牙缝儿｜～指甲。＠圃剔除：挑～｜
把烂了的呆子～出去。。圈汉字的笔画，即
挑（tiao）⑤。

E剔除E tlchu 画面把不合适的去掉g ～糟柏。
四j红E tih6ng 圈雕漆的一种。也叫雕红漆。
四j透l tit阳明明澈g 晶莹～｜玲珑～。

梯 ti 0 便利人上下的用具或设备，常见的
是梯子、楼梯。＠作用跟楼梯相似的设

备z 电～。＠形状像阶梯的z ～田。
E梯次】 tici O 圈依照一定次序分成的级或
批z 这个厂的产品结构～合理。＠画依照→

定次序分级或分批地z 按年轻化的标准～配备
干部｜这个服装厂～推出了衬衫、西服、套裙等
产品。

E梯度E ndu o 圈坡度。＠画单位时间或单
位距离内某种现象（如温度、气压、密度、速度
等）变化的程度。＠臣E依照一定次序分出的
层次z 考试命题要讲究题型有变化，难易有～。

＠圃依照一定次序分层次地＝由东向西～推
进。

E梯队E tidui 圈＠军队战斗或行军时，按任务
和行动顺序区分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叫作一
个梯队。＠指依次接替上一拨人任务的干
部、运动员等2 加强技术人员的～建设｜女排第

~ 一。
E梯恩梯E ti’岳nti 圈黄色炸药。［英TNT，是

trinitrotoluene“三硝基甲苯”的缩写］

E梯级E tiji 圈＠楼梯的级。＠在河流上分段
拦河筑坝，使水位呈阶梯状，这种水利工程叫
作梯级。

E梯己E ti. j i 向“体己”。
E梯田E titian 圈沿着山坡开辟的一级一级的

农田，形状像阶梯，边缘筑有田埂，防止水土流失。
E梯形E tlxing 圈只

有一组对边平行的
四边形。

E梯子E ti•zi 圈便于

人上下的用具，一般

仁：x 汇二〉
梯形

用两根长的竹子或木头并排做帮，中间横穿若
干根短的竹子或木头制成。也有用金属制成
的z 架～｜蹬～｜一架～。
脱吨化合物的一类，是锦化氢中的氢原

子部分或全部被短基取代而成，大多有
毒。
锦… ti 圈金属元素，符号 Sho 普通

（锦）锐银白色，质硬而脆，有冷胀性。
无定形锦灰色，由卤化锦电解制得。用于工业
和医药中，超纯锦是重要的半导体和红外探测

器材料。

踢吨抬起腿用脚撞击＝～球｜～毯子i 小
心牲口～人。被老板从公司～了出来。

E踢蹬E ti·deng （口〉圈。脚乱蹬乱踢z 新鞋

上脚，不到一个月就让他～坏了。＠胡乱用
钱s挥霍z 这月的工资被他～光了。＠清理；

处理＝用了一个晚上才把这些琐碎事～完。
E踢脚板E tij i凸oban 圈加在室内四周墙壁下

部保护墙面和墙角的表面层，用宽木条、瓷砖、
金属板材或水泥长条等做成，一般高 10 20 

厘米。也叫踢脚线。

E踢脚线E t iji凸oxian 圈踢脚板。

E踢皮球E ti piqiu 比喻互相推楼，把应该解决

的事情推给别人z 要纠正办事拖拉、～的作风。

E踢踏舞E titaw心圈主要流行于西方的－一种
舞蹈，以鞋底击地及各种节奏的脚的动作为其
特点，舞时发出清晰的踢踏声。

E踢腾E ti•teng ＜口〉圈踢蹬。

鹏…川996 页I酬。
（麟）

描 ti （书〉揭发z 发奸～伏（揭发奸邪，使无
可隐藏）。
另见 1693 页 zhi 。

,, 
ti （玄！）

莫 ti （书〉＠植物初生的叶芽们子一
类的草。
另见 1544 页 yi 。

＂埠 ，、反 ti （书〉厚绸子z ～袍。
那（锦）另见 1川页 ti 。
提 ti 0 圈垂手拿着（有提问套之类的

东西）：手里～着个篮子 i 我去～一壶水来

。～心吊胆。＠民国使事物由下往上移2 ～高｜
～升｜～价｜把鞋～上。～神。＠画把预定的

期限往前挪＝～前｜～早。＠圈指出或举出＝

～醒 l～意见｜～问题。＠［副提取＝～炼｜～

款｜～货。。国国把犯人从关押的地方带出来：

～讯｜～犯人。＠圈谈（起，到）： I日；事重～！一
～起这件事来他就觉得好笑｜他跟父亲～到要

考大学的事。＠茵油、酒等的器具，有长把儿，
往往按所吕液体的斤两制成大小不等的一套z
油～｜酒～。。圈汉字的笔画，即挑（ ti凸o)

⑤。⑩（Ti)~ 姓。

另见 278 页 di 0 

E提案E ti ’an 圈提交会议讨论决定的建议：草

拟了一份～。

E提拔E tioo [§ljJ 挑选人员使担任更高的职务z



～干部。

E提包】 tibOo 画有提梁的包儿，用皮、布、塑料
等制成。也叫手提包。

E提倡E tichang 圃指出事物的优点鼓励大家
使用或实行z ～说普通话｜～勤俭节约。

E提成E ticheng C～儿）0 ( －／／－一）圈从钱财的总
数中按一定成数提出来z 利润～ l按百分之三
～。＠圈从总数中按一定成数提出来的钱z
拿了 1 000多元的～。

E提纯】 tichun 富国除去某种物质所含的杂质，
使变得纯净：～金属｜～酒精。

E提i司E ti;,;ci I司戏剧演出时给演员提示台词。
E提存E ticun 画债务人因债权人的原因无法
对债权人履行义务时，依法将JN偿还的物品
（一般为动产）交由法院或有关机关保存，从而
解除债务债权关系。

E提单E tidan 圈（向货校或仓库）提取货物的
凭据。也叫提货单。

E提调E tidiao O 圈指挥调度z 这个车场的车
辆由他一人～。＠国负责指挥调度的人＝老
李新任本车场的～。

E提法E tif凸圈对问题提出的见解和看法z 这
种～不大妥当｜报告中有一些新的～。

E提干E ti;;gan 圈。把非干部编制的人提升
为干部z 他是去年提的干。＠提拔于部的职

务、级别等。
E提纲E tigang 画（写作、发言、学习、研究、讨

论等）内容的要点z 发言～1讨论～o
E提纲军领】 tigang叩自ling 提住网的总绳，提
住衣服的领子，比喻把问题简明扼要地提示出

来。
E提高l ti;;gao ~使位置、程度、水平、数量、质
量等方面比原来高z ～水位｜～警惕｜～技术｜
～工作效率。

E提供E tigong 0司供给（意见、资料、物资、条件
等） ：～经验！～援助｜为旅客～方便。

E提灌】 tigL』d『1 匾副用水泵

引到高处灌溉2 ～设备。
E提行E ti;;h6ng 圈书写或排版时另起一行。
E提盒E tihe 画有提梁的盒子，多为两层或三
层，形状不→，用竹、木、金属、塑料等制成，多

用来装饭菜、糕点等。
E提花J tihua c～儿）圈用经线、纬线错综地在
织物上织出凸起的图案＝～浴巾。

E提货E ti;;hua 画（从货械、仓库等处）提取货

物。
E提货单l tihuodan 画提单。
E提及E tiji 巨型提到：谈起2 ～那段往事，不由得

感慨万千。

提 I 11 I 12ss 

E提级E ti;; ji ~提高等级；提高级别。
E提价E ti11 iia 11盟提高价格。
E提交E tijiao 画把需要讨论、决定或处理的问

题交有关机构或会议g ～大会讨论。

E提篮E til6n （～儿）圈篮子（多指小巧的）。
E提炼E tilian ~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从化
合物或混合物中提取（所耍的东西）：从野生芳
香植物中～香精。科学是从无数经验中～出来

的。
E提梁l tiliang c～儿）圈篮子、水壶、提包等上

面供于提的部分。
Z提留E tiliu Ill国从财物的总数中提取一部分留

下来：这笔款要～一部分做公积金。
E提名］ ti;;ming Ill且在评选或选举前提出有当

选可能的人或事物名称2 获得百花奖～的影片
有十部｜他被～为下届工会主席。 三孟

E提起E tiqi 圈＠谈到；说起＝～此人，没有一三主
个不知道的。＠振作起＝～精神。＠提出z
～诉讼。

E提前E tiqian ~ c把预定的时间〉往前移z ～

动身｜～完成任务。

E提擎E tiqi岳〈书〉圈＠带领；统率＝～全军。
＠照顾F提拔z ～后人。

E提亲E ti;;qln E面受男家或女家委托向对方提
议结亲。也说提亲事。

E提亲事E ti qlnshi 提亲。

E提琴E tiqin 圈弦乐器，有四根弦，分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四种。

E提请E tiqing 圈提出并请求＝～上级批准｜～

大会讨论通过。
E提取E tiq心 ~o 从负责保管的机构或一定
数量的财物中取出（存放的或应得的财物） : 
～存款｜到车站去～行李l从技术交易净收入中

～百分之十五的费用。＠提炼而取得5经分辨
而取得z 从油页岩中～石油 i刑警在现场～到
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E提任E tiren 圈提拔任用z 对拟～的干部人选
进行公示。

E提神E ti;;shen D翅使精神兴奋z 浓茶～。
E提审E tish品n 圃＠因为案情重大或其他原

因，上级法院把下级法院已经判决和裁定的案
件提来自行审判。＠提讯。

E提升E tish岳ng Ill国＠提高（职位、等级等） ：由

副厂长～为厂长。＠用卷扬机等向高处运送
（矿物、材料等） ：～设备。

E提示E tishi 画把对方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提

出来，引起对方注意z ～课文要点。
E提示词E tishici [BJ 起提示作用的词语，辞书

中特指用来提示词义由来、功能等的词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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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包括特指、泛指、借指等）、表示、形容、比

喻”等。
E提手l tl·shou ~器物上面供手提的部分z 塑

料～｜箱子～o
E提速E ti11su ~提高速度2 铁路列车全面～o
E提味JLl tl;;weir 画画加入少许调料或辅料，使

菜肴、汤等味道更好 g 鸡蛋汤里加点儿胡椒粉，

提提味儿。

E提问E ti wen 画提出问题来问·演讲完毕，有

很多人举手～O

E提现E tixian 圃提取现金．本行办理贷款、结

算、～等业务。

E提箱E tixiang 南有提梁的轻便的箱子2 机布

～。也叫手提箱。
E提携l tixie 函。领着孩子走路，比喻在事业

上扶植后辈或后进：多蒙～。＠〈书〉携予；

合作 z 互相～。
E提心吊胆l tixln-diaodan 形容十分担心或害

怡。
E提醒E ti;;xTng （～儿）圈从旁指点，促使注意z

我要是忘了，请你～我 l到时候请你提个醒儿。
E提讯l tixun 毒面把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从关押

的地方提出来审讯。
E提要E tiy巾。画从全书或全文提出要点。

＠圈提出来的要点（多用于书名或文章标

题） ：论文～｜《四库全书总目～》。

E提议l tiyi 0 画商讨问题时提出主张来请大
家讨论．有人～，今天暂时休会。＠圈商讨
问题时提出的主张：大家都同意这个～。

E提早E tiz凸o 画提前：～出发｜～准备。

E提振l tizhen ~ O 提起；振作2 ～士气｜这项

举措～了企业信心。＠提升s振兴·～内需
新栏目～了收视率 i 政府出台多项政策，～经

济。
E提职E ti;; zhi 画提升职务或职称z 他工作出

色，去年提了职。

E提帘tll tizhi 画提炼制造z 用麻黄～麻黄素。
E提子】I ti•zj （方〉圈提＠。
E提子E ti. z i 圈＠葡萄的一种，原产美国，比
普通葡萄的个儿大。＠〈方〉葡萄。

啼 … ti 0 啼哭，~§｛皆非｜哭哭～～。
（眷U)f) 8 c某些鸟兽）叫 z ～鸣｜鸡～｜虎

啸猿～。 8 (Ti)~ 姓。

E啼饥号寒E tijl-haohan 因为缺乏衣食而啼
哭，形容生活极端困苦。

E啼哭E ti幅画出声地哭＝大声～。
E啼笑皆非E tixiao-jief岳i 哭也不是，笑也不

是，形容既令人难受又令人发笑。

遛 Ti 酬。

鸦（骗） ti 见下。
哥马鹏】 tihu 圈鸟，体长可达 2 米，翅膀大，嘴
长，尖端弯曲，嘴下有一个皮质的囊，可以存

食，羽毛大多白色，翅膀上有少数黑色羽毛。
喜群居，善于游泳和捕鱼。也叫淘河。

-h日 ti 见下。
λ~ 另见 1199 页 shi o 

E娓娓E titi （书）~美好的样子。
驶 ti 见 713 页阳

CJ睫）
绽（键） ti （书〉桶红色。

堤 ti （书〉一种玉

超强） ti 见下。

E题妈E tijue 圈古书上指杜鹊鸟。

题 ＠圈题目：命～｜练习～｜文
（题）不对～｜出了五道～。＠圈写上；

签上z ～诗｜～字｜～名。 8 (Ti) 圈姓。

mi跋E tiba 圈写在书籍、字画等前后的文字。
“题”指写在前面的，“跋”指写在后面的，总称

题跋。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
E题材E ticai I萄构成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材料，

即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
历史～｜～新颖。

E题词E tici 0 （寸」）［到写一句或一段话表示
纪念或勉励z 题个词留作纪念。＠圈为表示

纪念或勉励而写下来的话：墙上挂着一幅名人
～。＠圈序文。

E题额E ti’自圆题写匾额。

E题海】 tih凸l 圈指大量的、过多的学生作业题
或练习题。

E题花E tihua IE 报刊、书籍上为诗文标题所加

的装饰性图画。

缸里记E tiji 圈写在书的正文前或文章题目下

面的文字，多为扼要说明著作的内容或主旨，
有的只引用名人名言。

mi解l tiji岳圈＠供学习的书籍中解释题目

含义或作品时代背景等的文字。＠汇集成册

的关于数学、物理、化学等问题的详细解答：
《平面几何～》。

阻库E tiku l8J 大量习题或考题的汇编：高中

数学～i从规定的～中提取试题。
E题款】 tikuan O C -11←）画在书画、槌联、书
信等上面题写上款或下款2 以草书～｜为画作



题个款。＠［写所题写的上款或下款；款识：

这幅画上的～是伪造的。
[llj[名E timing 0 ( 11 ）［司为留纪念或表示

表扬而写上姓名：在相册上～留念 l英雄榜七
～。＠［萄为留纪念｜而写上的姓名。＠圈题
目的名称。

E题目E timu lBJ O 概括诗文或讲演内容的词
句。＠练习或考试时要求解答的问题＝考试
～。＠泛指主题或话题：老同学碰到一块儿，聊
这聊那，没个准～。

E题签E tiqian O < -11一）圈原指题写书签（贴
在线装书书皮上写着书名的纸条或绢条），现

也指题写书名：请名人～。＠圈指题写的书
签或书名。

E题写E tix1岳阐写；书写（标题、匾额等）：～书
名。

E题型】 tixing 圈习题或题目的类型g ～要讲
究变化。

E题意E tiyi 圈题目的含意；题目的意图t 理解
～｜写作文必须符合～。

[llj[旨］ tizhi 圈。题意：切合～！内容与～不

符。＠诗文等主题的意义：这首诗～深远。
E题字E tizi 0 （户）［甜为留纪念而写上宇：
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来宾～。＠［组为留纪念而
写上的字＝书上有作者的亲笔～。

酶 ti 见下。

E酸酬E tihu ~古时指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
华，佛教比喻最高的佛法：如饮～｜～灌顶。

E酸酬灌顶J tihu-guanding 比喻灌输智慧，使
人彻底醒悟。

蹄 ti ［~ ~牛、羊等动物生在Jl!I:端
（奖由虎）的角质物，也指具有这种角质物

的脚。
E蹄筋E tijln （～儿）圈牛、羊、猪的四肢中的筋，
作为食物时叫作蹄筋。

E蹄傍】 tipilng ＜方〉［望肘子①。

E蹄子】 ti •zi r组＠〈口〉蹄。＠〈方〉肘子①。
＠旧时骂女子的话。

AEt .] v ，、， ti 圈鱼，体侧扁，长 10
卢足（艇、王锦）厘米左右，腹部呈圆柱形，
眼和口都大，无侧线，趋光性强。生活在海中，

吃甲壳动物等，种类很多。

II 

ti （玄｜）

体（髓、哪） ti 0 身体，有时指身体
的一部分：～重 l 上～｜肢

题院蹄费是体｜ ti ti ｜唯2s1 I 

～｜五～投地。＠物体z 固～｜液～｜整～｜集
～。＠文字的书写形式；作品的体裁：字～｜

草～｜文～｜旧～诗。。亲身（经验）；设身处地
（着想、）：～会｜～验｜～谅｜身～力行。＠体制

①z 政～ 1 国～。＠［翻一种语法范畴，多表示
动iii]所指动作进行的情况，如进行体、完成体

等。 0 (Ti) 圈姓。

另见 1283 页 tT 0 

E体裁E ticai 圈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可以
用各种标准来分类，如根据有韵元韵可分为韵

文和散文；根据结构可分为诗歌、小说、散文、

戏剧等。

E体彩】 tic凸 i I皇j 体育彩票的简称。
E体操E ticao ［名］体育运动项目，徒手或借助于
某些器械进行各种动作操练或表演。

E体／9J1JJ tice 画对身体运动能力进行测试。

E体察E ti cha 圈体验和观察z ～民惰。

E体尝】 tichang I动］亲身感受体验z ～美味｜学
生们深入农村，～农民的艰辛。

E体i咀 tici IBJ 语法上名词、代词、数词、量词的
总称（跟“谓词”相对）。

E体大思精E tida-sijlng 规模宏大，思虑精密

（多形容大部头著作）：这部小说史，～，征引宏

富。
E体罚】 tifa INJl 用罚站、罚跪、打半手心等方式来

处罚：废除～O

E体改E tig凸l 画体制改革。
E体格E tige 圈＠人体发育的情况和健康的
情况z ～健全。＠泛指人和动物的体形：古
代的猛码和现在的象～大小差不多。

E体会】 tihui 0 国体验领会：只有深入群众，
才能真正～群众的思想感情。＠固体验领会
到的东西：座谈会上大家畅谈个人的～。

E体积E tijl 圈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E体积吨J tijldun ~ 1k运轻货时，计算运费所
使用的－种计算单位。以货物占用货舱容积
每1. 133立方米折算为 1 吨，叫作 1 体积吨。

E体检E tijion E副体格检查：～表｜～合格｜每年

做一次～。
E体力］ tili 圈人体活动时所能付出的力量z 消
耗～！他～好，能耐久。

E体力劳动】 tili laodong 主要靠体力进行的生
产劳动。

E体例E t iii 圈著作的编写格式s文章的组织形
式z 制定～｜～严谨。

E体谅E tiliang 现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给以谅
解2 她心肠好，很能～人。

E体量E tiliang ~建筑物的规模、体积，泛指事
物的规模、数量2 超大～｜经济～。

主



1288 ti 体

E体貌E tlmao 圈体态相貌z ～特征。
E体面】 tlmian O 圈面子；身份；体统z 有失
～｜讲究～ l说话不顾～。＠回光荣；光彩；面

子上好看z好吃懒做是不～的｜这身打扮很～。
• Ifill （相貌或样子）好看；美丽z 长得～。

E体自fg] tlneng 圈身体的运动能力，包括耐力

和在单位时间内运动的速度等：～测试 i加强

～训练。

E体念E tlnian [2l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要
～他的难处，不要苛求于他。

E体魄1 trpo 圈体格和精力：～健壮。
E体腔E tlqiang 圈动物的内脏器官存在的空

间，高等脊椎动物的体腔通常分为胸腔和腹
腔。

E体认E tlren ［到体察认识z ～生命的意义。

三三矗 E体式E tlshi [El 0 文字的式样z 拼音字母有手

三雪 写体和印刷体两种～。＠〈书〉体裁。
E体态】 tltai [BJ 身体的姿态；人的体形z ～轻

盈｜～魁梧O
E体坛E titan [BJ 指体育界z ～精英i 国际～。
E体贴l tlti岳画细心忖度别人的心情和处境，
给予关切、照顾：～入微（多指对人照顾和关怀

十分细致周到）｜他很会～人。
E体统】 tit凸ng 圈。指体制、格局、规矩等．不

成～。＠指身份，面子：张口骂人，实在有失
~ 。

E体外循环E tiwai xunhuan 应用一定的装置

把血液从身体内引到体外处理后再送回体内，
如心肺体外循环是把静脉血引到体外，用人工

肺脏使成为动脉血，再用人工心脏送回体内动
脉，从而使全身血液暂时改道，不经过心肺。

E体位l tTwei 圈医学士，指身体所保持的姿势：
右侧卧是较好的睡眠～。

E体味E tiwei 画仔细体会＝～人生苦乐。

E体温E tiw岳n 圈身体的温度。人的正常体温
为 37"C左右，疾病能引起体温的变化，剧烈运
动也能使体温升离。

E体温表】 tiw岳nbi凸o 圈体温计。
E体温计】 tiw岳nji 圈测量人或动物体温用的
温度计，通常是在很细的玻璃管里装上水银制
成，人用的体温计刻度从 35°C 开始到 42°C 。

还有电子体温计。也叫体温表。
E体无完肤E tiwuwanfu O 形容浑身受伤。＠
比喻论点被全部驳倒或文章被删改得很多z
把他批得～。

E体↑吾l tiwu lllbl 体会；领悟z 深切～到其中的
艰辛。

E体情E tixl [2\国体谅爱情（多指上对下，长对

幼）：～下属。

E体系E tixi [BJ 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

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z 防御～l工业～｜思想

～｜保持～的完整性。
E体现l tixian 画某种性质或现象在某一事物

上具体表现出来：说实话，办实事，～出了他的
务实精神。

E体校】 tixiao ~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运动员

后备人才和小学体育师资的中等体育专业学
校。

E体形E tixing 圈＠人或动物身体的形状：～

太胖｜保持标准～。＠指机器等的形状。
E体型】 tixing [BJ 人体的类型（主要指各部分

之间的比例）：成年人和儿童在～上有显著的
区别。

E体恤l tixu l直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给以同情、

照顾：～孤寡老人。
E体癖l tixu凸n 画皮肤病，病原体是一种真菌，

多发生在脸、子、臂等部位。症状是起浅红色
环形斑，表面有白色鳞状屑，有轻度癌痒感。

E体循环l tixunhuan 圈血液从左心室流出，

经过动脉、毛细血管，把氧气和养料送到各组
织，并把各组织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废物带
走，经过静脉流回右心室。血液的这种循环叫
作体循环。也叫大循环。

E体验】 tiyan 画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

亲身经历：作家到群众中去～生活｜有了孩子

之后，他才深深～到了父母的艰辛。

E体液E tive 圈身体细胞内和组织间的液体。

E体育】 tivu 圈＠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

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

课。＠指体育运动。
E体育彩票】 tiyu caipiao 国家为筹集体育发

展资金、支持全民健身事业所发行的一种有奖
证券。简称体彩。

E体育场】 tiy1汹汹ng 圈进行体育锻炼或比赛

的场地。有的设有固定看台。

E体育馆E tiyuguan 圈室内进行体育锻炼或

比赛的场所。一般设有固定看台。
E体育舞蹈’】 tiyu wud凸o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是男女两人组合的竞技舞归。分为现代舞和
拉丁舞两大类。现代舞包括华尔兹、探戈、狐
步、维也纳华尔兹和快步舞；拉丁舞包括伦巴、
恰恰、桑巴、牛仔舞和斗牛舞。也叫国际标准
交谊舞。

E体育运动】 tiyu vundong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的各种活动，包括田径、体操、球类、游泳、武

术、登山、射击、滑冰、滑雪、举重、摔跤、击剑、自

行车等各种项目及广播体操、散步、打太极拳
等健身活动。



体屉剃演假伺邀涕佛绵惕替 l t T t 1 口些巳
E体征E tTzh岳ng 圈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的生理

指标和症候。通常指医生在检查病人时所发
现的异常变化，如心脏病患者心脏的杂音、阑

尾炎患者右下腹部的压痛等。
E体制】 tizhi [El 0 国家、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等的组织制度：经济～｜政治～｜教育～｜
～改革。＠文体的格局；体裁．五言诗的～，

在汉末就形成了。
E体质】 tlzhi 圈人体的健康水平和对外界的

适应能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各人的
～不同，对疾病的抵抗力也不同。

E体重E tTzhong 圈身体的重量。
E体姿l tTzi 圈身体的姿势：坐立要保持正确
的～。

ti （去I > 

屉 ~ ti 0 [El 屉子①，特指脏～
（：：履）帽（笼屉的盖子） I 一～馒头。＠

指屉子②z 棕～ 1藤～。＠抽屉z 三～桌。

E屉子】 ti·zi [El 0 扁平的盛器，成套的屉子大
小相等，可以一层层整齐地摞起来。＠某些

床或椅子的架子上可以取下的部分，一般用棕
绳、藤皮、钢丝等编成。＠〈方〉抽屉。

弟 i ［~ ffl特制的刀子tl （莞产菇）刮去叫、胡须等） : 
～刀！～光头｜～胡子。

E剃刀E tidao 圈剃头或刮脸用的刀子。

E剃刀鲸E tidiiojing 圈蓝鲸。

Ul~度】 tidu 巨型佛教用语，指给要出家的人剃
去头发，使成为僧尼。

E剃光头E ti guiingt6u 用剃刀刮去全部头发，
比喻考试中一个没取或比赛中一分没得（含诙

谐意）。
E剃头l ti11t6u 画剃去头发，泛指理发。

演 ti （~） jirJ‘啪”。

假 ti 见下
另见 197 页 chu"

E假侥】 titiing 同“伺傲”。

II咽 ti 见下。
1 口 I

E伺然l tir6n ＜书〉圈＠超然或特出的样子。
＠疏远的样子。

E伺侥E titang ＜书〉圃洒脱；不拘束：风流～。
也作假悦。

邀（：：遏） ti 
〈书〉远。

守活 ti ＠眼泪：痛哭流～｜感激～零。＠鼻
1/1...I 涕 2 ～泪。

E涕泪E ti lei 圈。眼泪。＠眼泪和鼻涕z ～

俱下｜～交流。

E涕零E tiling 画流泪＝感激～（因感激而流

泪）。

E涕润E tisi I写眼泪和鼻涕z ～交流｜～沾衣。
E涕润涝沱】 tisi-pangtu6 形容哭得很厉害，眼

泪、鼻涕流得很多。

佛 ti 啪敬爱哥哥孝～。

绵（锦）
成。

ti 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用

蚕丝或人造丝做经、棉线做纬织

另见 1284 页 ti 。

’随 ti 谨慎小心：警～。

【惕厉E t iii 
惕励。

〈书〉圈警惕；戒惧z 日夜～。也作

E惕励E t iii 同“惕厉”。

替 ti 0 圈代替： ~i 1 他没来，你～他
吧！｜我～你洗衣服。＠因为（wei ）②：

大家都～他高兴｜同学们～他送行。＠〈书〉衰

败·衰～1 兴～。
E替班E ti;;ban （～儿）画代替别人上班z 今天

他生病了，得找个人～。

E替补l tib心。画替代补充z ～队员。＠圈

指替代补充的人：当～｜这场比赛，他只是个

E替代】 tidai u司代替。

E替二Cl tigong O ( -11 ）圈代替别人做工z 明

天我有事，请你给我替一下工。＠［苞代替别

人做工的人：找了个～o

E替换】 tihuan 圈把原来的（工作着的人、使用

着的衣物等）调换下来；但i换 z 你去～他一下｜
旅行包里带了两件～的衣服。

E替考E ti;;kiio I到冒名代替别人参加考试。

E替身】 tishen 圈替代别人的人z ～演员（替代

别的演员表演某些动作的演员）。

E替手】 ti;;shou 画j 替换着f故事JL ：孩子大了，

能给大人替替手了。

E替手】 ti· sh凸u 圈替换的人：他上了年纪，快

干不动了，赶紧找个～吧。
E替死鬼】 tisTguT [El 比喻代人受过或受害的

人。
E替罪羊］ tizuiy6ng 画古代犹太教在赎罪日

用作祭品的羊，表示由它替人受罪，借指代人
受过的人。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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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 ti < ~＞ 。 困扰；纠缠。
（掰）

褐 ti ＜书〉包裹婴儿的被子。
另见 1401 页 xT o 

雍 ti 0 ＜扣除去野草。＠见 1川页
“剃”。

囔 ti ＜书〉打隅。

E嗖喷E tl•pen 圈喷嗖。

鬓 ti ＜叫“弟。”。

耀 ti ＜书〉跳跃

「二国豆豆岳王二

主工 tian O 圈天空：顶～立地 i太叫满
／、～红。＠位置在顶部的；凌空架设的z ~ 
棚｜～窗｜～桥。＠画一昼夜二十四小时的时
间，有时专指白天2 今～｜过了冬至，～越来越

长了。。 1重用于计算天数：每～｜第二～｜三
～三夜｜忙了一～，晚上早点儿休息吧。＠
（～儿）圈一天里的某一段时间 z 五更～｜～儿
还早呢。＠季节z 春～l 三伏～｜黄梅～。＠
圈天气z 阴～｜～晴｜～冷了。＠天然的；天生
的z ～性｜～资｜～足。＠自然界：～灾 1人定
胜～。⑩圈迷信的人指自然界的主宰者；造

物z ～意。＠［组迷信的人指神佛仙人所住的
地方z ～国｜～堂｜归～。＠古代指君主或朝

廷z ～廷｜～兵。 41! c Tian）圈姓。
E天宝l Tianbao [BJ 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
元 742 756 ）。

E天崩地诉E tianbeng-diche 天崩地裂。
E天崩地裂E tianbeng-dilie 天塌下，地裂开，形

容声响强烈或变化巨大。也说天崩地诉。
E天边E tianbian c～儿）固＠指极远的地方：
远在～，近在眼前。＠天际z ～的彩霞。

E天兵E tianbTng 函＠神话中指天神的兵z ～

天将。＠比喻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

封建时代指朝廷的军队。

E天禀E tianblng ＜书〉圈天资·～聪颖。
E天波E tianbo 圈离开地球表面，依靠电离层
的反射传播的无线电波。传播距离远，但不够

稳定。

E天才E tiancai 圈。天赋的才能；超出一般人
的聪明智慧z ～的创作｜他很有艺术～。＠指
有天才的人z 他是个音乐～。

E天差地远E tiancha-diyu凸n 形容相差悬殊。

也说天悬地隔。

E天长地久E tianchang-diji心跟天和地存在的

时间一样长，形容永久不变（多指爱情） : J陀情

～，永世不渝。也说地久天长。
E天长日久】 tianchang-rijiu 见 1104 页1 日久

天长lL
E天车E tianche [BJ 一种起重机械，装在厂房上

部，在高架轨道七移动。

E天成E tiancheng r司夭然生成或形成：美丽

～l妙趣～｜～仙境。
E天秤座E tianchengzuo 函黄道十二星座之

一。参看 573 页1黄道十二宫ll o 

E天窗E tianchuang 圈。（～儿）房顶上为采

光、通风开的窗子。＠见 725 页｛开天窗t
E天打雷轰J tiand凸－leihong 被雷电打死（多用

于赌咒或发誓）。也说天打雷击、天打雷劈、天

打五雷轰。
E天打雷击E tianda leiji 天打雷轰。

E天打雷劈E ti andιleipT 天打雷轰。

E天打五雷轰J tian d凸 w心 lei hong 夭打雷

轰。
E天道】 tiandao 圈＠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唯

物主义认为天道是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客
观规律。唯心主义认为天道是上帝意志的表
现，是吉凶祸福的征兆。＠〈方〉天气。

E天敌J tiandi 函自然界中某种动物专门捕食

或危害另一种动物，前者就是后者的天敌。例
如猫是鼠的天敌，寄生蜂是某些作物害虫的天
敌。

E天底下E tiandi·xia ＜口〉画指世界上：～竟

有这样的事。

E天地E tiandi 圈。天和地＝炮声震动～。＠

指人们活动的范围3 别有～｜广阔的～。＠田

地②2 不料走错一步，竟落到这般～。＠园地

②（多用于报刊名或栏目名）·围棋～｜普法～o
E天地会】 Tiandihui 圈清初出现的以反清复
明为目的的民间秘密组织。屡在东南沿海一
带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后来以三点

会、三合会名义继续分散活动，曾配合太平天
国在广西、广东组织大规模起义。

E天地头】 tiandit6u 圈书页上下两端的空白

处，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头。

E天帝】 tiandi r量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
神。

E天电E tiandian 圈大气中放电过程所形成的

脉冲型电磁波，对元线电接收有干扰作用。
E天鹅】 tia『1' e 圈鸟，外形像鹅而较大，常见的

全身白色，脚和尾都短，脚黑色，有E楚。生活在
湖边或沼泽地带，善飞，吃植物、昆虫等。种类
较多，如大天鹅、小天鹅、疵鼻天鹅。



E天鹅细 tian ’自r6ng 圈一种起绒的丝织物或
毛织物，也有用棉、麻做底子的。颜色华美，适
宜于做服装或帘、幕、沙发套等。

E天翻地覆l tianfan-difu O 形容变化极大：这
几年村里起了～的变化。＠形容闹得很凶 z 闹

得～，四邻不安。 II 也说地覆天翻。
E天方E Tianfang 圈我国古代称中东一带阿

拉伯人建立的国家：《～夜谭》。
E天方夜i草】 tianfang-yet6n 阿拉伯古代民间
故事集，又名《一千零一夜》，内容富于神话色

彩。后多用来比喻虚妄荒诞的言论z 他刚才

说的简直就是～！

E天分E tianfen IE 天资2 他画画儿很有～。
E天府之国l tianf心zhlgu6 指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的地方，在我国一般把四川称为“天府之

国”。

E天妇罗］ tianfulu6 IE 食品，把鱼虾、蔬菜等
裹上面糊后油炸而成。［日，从葡 tempura]

E天则 tianfu O 画自然赋予；生来就具备z
～机谋。＠圈天资z 有～ 1～高。

E天干E tiangan IE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圭、类的统称，传统用作表示次序的符号。也
叫十干。参看 421 页【干支］。

E天里】 tiangang 圈古书上指北斗星，也指北
斗七星的柄。

E天高地厚】 tiangao-dihou O 形容恩情深厚。
＠指事物的复杂、深奥程度（多用作“不知”的

宾语）：他狂妄得不知～。
E天高皇帝远】 tian goo hu6ngdi yuan 山高

皇帝远。
E天各一方I tiangeylfang 指彼此相隔遥远，难

于相见z 夫妻俩～，一年之中难得团聚一次。
E天公E tiangong 圈指自然界的主宰者g天：
偏偏～不作关，一连下了几天雨。

E天公地道］ tiangong-didao 形容十分公平合

理z 多劳多得，是～的事JL o 

E天宫E tiangong IE 神话中天神的宫殿。
E天沟E tiangou 圈屋面和屋面连接处或屋面

和高墙连接处的排水沟。
E天光］ t ianguang ［富＠天色：～还早｜～刚露

出鱼肚白。＠天空的光辉g 日光2 ～渐渐隐

去。
E天葵E tiangul 圈中医指月经。

E天国E tiangu6 IEl 0 基督教称上帝所治理的
国度。＠比喻理想世界。

E天寒地冻】 tianh6n-didong 形容天气非常寒

冷。
E天河E tianhe 圈银河。

E天后E tianhou IE 称在文艺、体育等某个领域

天 I tian I 1291 I 

中水平最高、最有影响的女性z 华语歌坛～O

E天候E tianhou 圈夭气、气候和某些天文现象

的统称，包括阴晴、冷暖、于湿和月相、昼夜长

短、四季更替等。

E天花］ tianhua 圈急性传染病，人和某些哺乳

动物都能感染，病原体是夭花病毒。症状是先

发高热，全身出丘亮辈，变成殖亮辈，最后变成腋

痕，中心凹陷，10 天左右结癫，癫脱落后的疤

痕就是麻子。种牛症可以预防。

E天花板E tianhuaban t苞室内的天棚，有的上
面有雕刻或彩绘。

E天花粉E tianhL副部圈中药上指插楼的根，

有泻火、解渴、润燥、桂痰等作用。
E天花乱坠E tianhua-luanzhui 传说梁武帝时

云光法师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的花纷纷降
落下来。现在用来形容说话有声有色，非常动
听（多指夸大的或不切实际的）：为了吸引顾

客，他有意把这种药的疗效说得～。
E天荒地老］ tianhua吨，dil凸o 形容经过的时间

很久z 我等你回来，哪怕等到～也不放弃。也
说地老天荒。

E天皇E tianhu6ng IE 0 指天子。＠日本皇
帝的称号。

E天昏地暗E tianhun-di ’ an 0 形容乌云密布
或刮大风时飞沙漫天的景象：突然狂风大起，

刮得～。＠形容政治腐败或社会混乱。＠形
容程度深；厉害：哭得个～。｜｜也说天昏地黑。

E天昏地黑E tianhun-dih岳i 天昏地暗。

E天火E tianhu6 圈俗指由雷电或物质氧化时

温度升高等自然原因引起的大火。

E天书Ll tianjl 圈＠指神秘的天意。＠指自然

界的秘密，也泛指重要而不可泄露的秘密2 一

语道破了～o
E天极E tianji 函＠地轴延长和天球相交的两

点叫作天极。在北半天球的叫北天极，在南半

天球的叫南天极。＠〈书〉天际；天边。

E天际E tianji IE 肉眼能看到的天地交接的地
方。

E天价］ tianjia IE 指极高的价格（跟“地价”相

对），这种房子的价格是每平方米六万元，堪称

～！这幅字画在拍卖会上拍出了～。
E天骄E tianjiao 圈汉朝时匈奴单于（ch6nyu)

自称为天之骄子，后来称历史上某些强盛的北
方少数民族君主为天骄。

E天经地义E tianjlng-diyi 指非常正确、不容量

疑的道理。

E天井E tianjlng l盘。宅院中房子和房子或房
子和围墙所围成的较小的露天空地。＠某些

地区的旧式房屋为了采光而在房顶上开的洞



I 12但 I tian I 天

（对着天井在地上挖的排泄雨水的坑叫天井
沟）。

E天军E tianjun 圈利用航天兵器及卫星信息
侦察、制导导航等技术在外太空进行作战的部

队。
E天空E tiankong 圈地面以上很高很远的广

大空间：仰望～！雄鹰在～翻翔。
E天籁E tianlai ~指自然界的声音，如风声、鸟
声

E夭蓝E tianlan E圄像H青朗的天空的颜色。
E天狼星E tianlangxlng IEJ 天空中最明亮的恒

星，属于大犬座。它有一个伴屋，用望远镜可
以看见。

E天老JL] tian• laor 因俗称患白化病的人。

E天老爷E tianliio•ye 圈老天爷。

三三三 E天理E tianlT IEl 0 宋代的理学家认为封建伦
三王三 理是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把它叫作天理。＠

天然的道理：～难容。
E天理教l TianlTi iao !BJ 臼莲教的一个支派，是

18 世纪中叶白莲教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部分
教徒组织起来的，曾在北京、河南发动起义。
也叫八卦教。

E天良l tianliang 圈良心：丧尽～。
E天亮E tian;; liang 画太阳快要露出地平线时
天空发出光亮：一觉睡到～l鸡叫了三遍才～o

E天量E tianliang 圈指极大的数量（跟“地量”

相对）：商厦的销售额在国庆期间创下～。
E天灵盖】 tianlinggai 圈指人和某些动物头顶

部分的骨头。
E天伦E tianlun ＜书〉圈指父子、兄弟等关系z

～之乐。

E天伦之乐E tianlunzhlle 指家庭中亲人团聚的

快乐 z 享受～。
E天罗地网］ tianlu6-diw凸ng 上下四方都布下

的罗网，比喻对敌人、逃犯等设下的严密包围。
E大麻E tianma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没有叶绿

素，块茎肉质，叶子鳞片状，花黄红色。块茎、

茎叶、果实可入药。
E天马行空E tianm凸－xingkong O 神马在空中

奔腾飞驰，多形容诗文、书法、言行等气势豪

放，不受拘束z 他的草书笔势豪放，犹如～。＠
形容说话｛故事不着边际＝别这么～地扯下去
了，快言归正传吧！

E天门】 tianmen 圈。天宫的门。＠帝王宫
殿的门。＠指前额的中央。

E天明E tian;;ming l!l!il 天亮。
[A命E tianming 国指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

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

E天幕E tianmu 匾。笼罩大地的天空。＠舞

台后面悬挂的天蓝色的大布幌，演出时配合灯
光，用来表现各种天空景象。

E天南地北】 tiannan-dib副＠形容距离遥远，

也指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各在一方。＠
形容说话漫无边际：两个人～地说了好半

天。｜｜也说天南海北、山南海北。
E天南海北】 tiannan 怕ib副天南地北。

E天年】 tiannian 圈指人的自然寿命z 尽其～！

安享～。
E天牛l tianniu 画昆虫，身体长椭圆形，触角

比身体长。幼虫蛙食玉米、高粱、甘煎、苹果、
桑、柳等植物的茎。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黑天
牛和褐天牛。

E天怒人怨】 tia『1『11；』－ nyuon 形容为害作恶十

分严重，引起普遍的愤怒。
E天棚E tianpeng 圈。房屋内部在屋顶或楼

板下面加的一层东西，或用木板做成，或在木
条、苇f窗上抹灰，或在苇销、袜秸上糊纸，有保
温、隔音、美观等作用。＠凉栅。

E天平E tianping 圈较精密的衡器，根据杠杆

原理制成。杠杆两头有小盘，一头放砖码，一
头放要称的物体。杠杆正中的指针停在刻度
中央时，硅码的重量就是所称物体的重量。多
用于实验室和药房。

E大启E TianqT IEJ 明亲宗（朱由校〕年号（公兀

1621一一1627 ）。

E天气E tianqi 圈＠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大气

中发生的各种气象变化，如温度、湿度、气压、
降水、风、云等的情况：～预报｜今天～很好。
＠〈方〉指时间 g时候：现在是三更～｜～不早

了，快回家吧！
E天气图E tianqitu IEl 表示某地区或整个地球

天气形势的图，图上用数字和规定的符号记录
各地的气象资料，分为高空天气图和地面天气
图两种。气象部门用来预测天气变化。

E天气预报E tianqi yubao 向有关地区发出的

关于未来一定时间内天气变化的报告。

E天絮】 tianqian 圈天然形成的隔断交通的大

沟，多指长江，形容它的险要z 长江～｜长江大

桥使～变为通途。

E天桥E tianqiao 圈＠火车站里为了旅客横

过铁路而在铁路上空架设的桥，也指城市中为

了行人横穿马路而在马路上空架设的桥。＠

一种体育运动设备，高而窄，形状略像独木桥，
两端有梯子。

E天琴座】 tianqinzuo 圈北部天空中的星座，
很小，在银河的西边，织女星就是其中的→颗。

E天青l tianqlng 圈深黑而微红的颜色。

E天穹E tianqi6ng 圈从地球表面上看，像半个



球面似的覆盖着大地的天空。
E天球E tianqiu 画为研究天体位置和运动，天
文学上假想天体分布在以观测者为球心，以适
当长度为半径的球面 t，这个球面叫作天球。
以地心为球，心的叫作地心天球，以太阳中心为

球，心的叫作日心天球。
E天球仪E tianqiuyi 圈球形的夭文仪器，刻画
着星座、赤道、黄道等的位置。

E天趣】 tianqu 自到自然的情趣：～盎然。
E天阙】 tianque ＜书〉圈。天上的宫阙。＠
天子的宫阙，也指朝廷或京城。

E天然l tianran I回属性词。自然存在的；自然
产生的（区别于“人工、人造”）．～ J1]<. I ～景色｜
～财富。

E天然气E tianranqi 圈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
田和沼泽地带的天然气体，主要成分是甲：院
等，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生物经高温、高压等
作用形成的。主要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

E天然丝l tianransl I名］指蚕丝（对“人造丝”而

言） 0
E天壤】 tianrang ＜书〉圈天和地，用于比喻，形
容差别极大z ～问｜相去～。

E天壤之别】 tianr凸ngzhlbie 形容极大的差别。
也说天渊之别。

E天人合一E tianren-heyl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
于自然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天有
意志，人事是天意的体现，天意能支配人事，人
事能感动天意，两者合为一体。战国时子思、
孟子首先提出这种理论。天人合一说力求探
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彼此的和谐统一。

E天日E tianri 圈天和太阳，借指光明 z 重见

～｜暗无～O
E天色】 tianse I重天空的颜色，借指时间的早
晚和天气的变化·看～怕要下雨 l～还早，你再
睡一会儿。

E天「E tianshang 画天空。

E天神E tianshen !El 传说中天上的神。
E天生E tiansheng 圈属性词。天然生成的z
～丽质！～的一对｜本事不是～的。

E天时l ti凸nshi 圈＠指宜于做某事的气候条
件：庄稼活JL一定要趁～，早了晚了都不好。＠
指气候状况：～转暖。＠指时候；时间：～尚

早。
E天使E ti凸nsh1 ['8] 0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
教等宗教指神的使者。西方文学艺术中，天使
的形象多为带翅膀的少女或小孩子，现在常用
来比喻天真可爱的人（多指女子或小孩子）。
＠〈书〉皇帝的使者。

E天书E ti凸nshu IE] 0 神话指天上神仙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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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比喻难认的文字或难懂的文章。
E天数】 tianshu 睛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

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于上天安排的命运，

称为天数。

E天顺】 Tianshun 圆明英宗（朱祁镇）年号（公

元 1457-1464 ）。

E天堂E t iantang IEJ O 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
魂居住的永享幸福的地方（跟“地狱”相对）。

＠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

E天梯】 tiantl 圈很高的梯子，多装置在较高的

建筑、设备上。
E天体：］1 tiant1 圈太阳、地球、月球和其他恒

星、行星、卫星以及彗星、流星、宇宙尘、星云、
星团等的统称。

E天体Y tianti ［霎l 裸体②。

E天条】 tiantiao 圈迷信的人认为老天爷所定王三

的戒律，人、神都要遵守．违犯～。 雪主三

E天庭E tianting 圈。神话中天神居住的地

方。＠帝王的住所。＠指前额的中央z ～饱

满。

【天头】 tiantou 圈书页上端的空白处。参看

1290 页I天地头）］ 0 

E天外E tianwai 圈。太空以外的地方。＠

指极高极远的地方。
E天外有天E t ianwa i-yout ion 指 个境界之

外，更有无济无尽的境界，多用来表示学问、技

艺、本领等是没有止境的。
E天主】 tianw6ng 圈＠指天子。 8 (Tian

w6ng）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称号。＠神话

中指某些天神。。称在文艺、体育等某个领
域中水平最高、最有影响的男性z 流行乐坛～O

E天王星E tianw6ngxing I重太阳系八大行星

之→，按离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i十为第七颗，

绕太阳公转周期约 84 年，自转周期约为 24

小时，侧向逆转。光度较弱，用望远镜才能看
到。（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天网恢恢E tianw凸ng-huihui 天道像一个广

阔的大网，作恶者逃不出这个网，也就是逃不
出天道的惩罚（语出《老子》七卡三章；恢恢：形
容非常广大）。

E天文l tianwen 圈＠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

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指天文学。
E天文表l tianwenbi凸o 圈应用于天文测时或
航海计时的小型计时器具。

E天文单位E tianwen danwei 天文学上的一

种距离单位，即以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为一
个天文单位。 1 天文单位约等于 1. 496 亿千

米。

E天文馆】 tianwenguan 圈普及天文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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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机构，一般有天象仪、天文望远镜等
设备。

E天文数字E tianwen shuzi 指亿以上的极大

的数字（因为天文学上府的数字极大，如天王
星和太阳的平均距离是 2. 869 1 × 109 千米），

泛指极大的数字。

E天文台E tianwentai 
文学的机构。

圈观测天体和研究天

E天文望远镜E tianwen wangyuanjing 用来
观测天体的望远镜。通常指光学望远镜，用透

镜做物镜的叫折射望远镜，用反射镜做物镜的
叫反射望远镜，既用透镜又用反射镜做物镜的
叫双射望远镜。还有射电望远镜、红外望远

镜、X射线望远镜等。

E天文学l tianwenxue 圈研究天体的结构、形
态、分布、运行和演化等的学科，一般分为天体
测量学、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和射电天文学
等。天文学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很广，如授时、

编制历法、测定方位等。

E天文钟E tianwenzhong IBl 确定时刻的一种
天文仪器，一般是每秒摆动一次的摆钟，准确
度远比一般优良的时钟为高，通常放在真空的

玻璃罩中，装在恒温的地下室里。

E天下E tianxia 函＠指中国或世界z ～太平｜
我们的朋友遍～。＠指国家的统治权z 打～｜

新中国是人民的～。
E天下为公E tianxia』weigong 原指君位不为

→家私有，国家属于公众的，后来指一种权利
平等的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

E天仙E ti凸nxian 圈传说中天上的仙女，比喻

美女2 貌比～。

E天险E tianxi凸n

E天线E tianxian 
的装置。

!Bl 天然的险要地方z 长江～。

!Bl 用来发射或接收无线电波

E天香国色E tianxiang-gu6se 
天香］ o

见 498 页I国色

E天象E ti凸nxiang 圈。天文现象：观测～。

＠天空中风、云等变化的现象：我国劳动人民

常根据～预测天气的变化。

E天象仪E tianxiangyi 圈一种特制的光学投

影器，用来在半球形的幕上放映出人造星空，
显示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以及日食、月食、流

星雨等天文现象。

E天晓得E tian xiao· de ＜方〉天知道。
E天揭座E tianxi岳zuo 面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参看 573 页I黄道十二宫］ o

E天幸E tianxing IBJ 濒于＊祸而幸免的好运

气。
E天性E tianxing 圈人先天具有的品质或性

情z ～善良｜他～就不爱说话。
E天悬地隔E tianxu6n-dig白天差地远。

E天旋地转E tianxu6n-dizhuan O 形容眩晕

时的感觉：昏沉沉只觉得～。＠形容重大的

变化z 局势失控，顷刻间～。＠形容闹得很
凶 z 吵了个～。

E天涯E tianva 圈指极远的地方＝远在～，近在

咫尺。

E天涯地角E tianya-diji凸0 天涯海角。

E天涯海角E tiany6-h凸 i j i凸o 指极远的地方或

形容彼此之间相隔极远。也说天涯地角、海角

天涯。

E天阉E tianvan I萄男子性器官发育不完全、没
有生殖能力的现象。

E天衣无缝E tianyl-wufeng 神话传说，仙女穿

的天衣，不用针线制作，没有缝儿，形容事物（多
指诗文、话语等）严密，没有→点儿破绽。

E天意E tianyi !Bl 上天的意旨。

E天鹰座】 tianylngzua 圈北部天空中的星座，

大部分在银河内，其余在银河的东边，牵牛星
就是其中的一颗。

E天宇E tiany心圈。天空z 歌声响彻～。＠
〈书〉天下。

E天渊E tianyuan ＜书〉圈夭上和深渊，用于比

喻，形容差别极大z ～之别｜相去～。
Z天渊之别E tianyuanzhlbie 天壤之别。

E天灾E tianzai 圈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风

灾、地震等。

E天葬E tianzang 圈某些民族和某些宗教的信

徒处理死者遗体的方法，把尸体抬到葬场或旷
野，iill、鹰、乌鸦等鸟类吃。

Z天造地设E tianzao-dishe 自然形成而合乎

理想：这里物产丰富，山水秀丽，四季如春，真

是～的好地方｜他们真是～的一对好夫妻。
E天真E tianzh岳n E画＠心地单纯，性情直率；

没有做作和虚伪：～烂漫。＠头脑简单，容易

被假象迷惑：这种想法过于～。
E天知道E tian zhl • dao 表示难以理解或元法

分辨：～那是怎么一回事1

E天职E tianzhi !Bl 分内应尽的职责（含崇高

意）：治病救人是医生的～。
E天轴l tianzh6u f萄指地球自转轴无限延长与
天球相交的假想轴线。

E天诛地灭E tianzhu-dimie 指为天地所不容
（多用于赌咒、发誓）。

E天些E Tianzhu 固我国古代称印度。
E天雪鼠E tianzhust怕自；＼］豚鼠。

E天主E Tianzhu !Bl 天主教所崇奉的神，认为
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E天主教】 Tianzh心jiao 圈以罗马教皇为最高
领导者、罗马教廷为最高管理机构的基督教
派。最早于元代传入我国。也叫罗马公教、旧
教。参看 604 页I基督教l 0 

E天姿E tianzl 圈天然的姿态、姿容，特指天生

的美丽姿容（多用于女子）：～秀出｜绝色～。
E天姿国色】 tianzl gu6畸形容女子容貌非常
美丽，也指容貌非常美丽的女子。

E天资E tianzl 圈天生的资质g ～聪颖。

E天子E tianzi ~指国王或皇帝（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把他们的政权说成是受
天命建立的，因此称国王或皇帝为天的儿子）。

E天字第一号】 tian zi di-vi hao 从前对于数目
多和种类多的东西，常用《千字文》文句的字来
编排次序，“天”字意（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的
第一字，因此“天字第一号”就是第一或第一类
中的第一号，借指最高的、最大的或最强的。

E天足l tianzu 圈旧时指妇女没有经过缠裹的

脚。
E天尊E tianzun iEJ 信道教的人对神仙的尊称号
信佛教的人对佛的尊称。

E天作之合】 tianzuozhlhe 上天成全的婚姻（多

用作新婚的颂词）。

、、开 tian O Q司增添g增加：～人｜～水｜～枝
甜苦加叶！如虎～翼｜～了三十台机器。＠〈方〉
圈指生育（后 f~ ） z 他家～了个女儿。＠
CT ion）圈姓。

E添补E tian· bu 画补充（用具、衣裳等）。
E添彩l tian;;c凸 i ［§国增添光彩：增色～｜～生
辉｜这个节目为晚会添了彩。

E添丁l tian;;dlng 阐旧时指生了小孩儿，特指

生了男孩儿。
E添堵l tiand心〈方〉［面给人增加不愉快g让人

心烦、憋气。

E添加E tianjia 阉增加；增添z ～剂！工作太忙，
需要～人手。

E添加剂l tianjiaji iEl 为改善物质的某些性能
而加入的化学制剂，如防老剂、增效剂、抗震

剂、防腐剂等。
E添乱E tian;; luan i量增加麻烦z 人家这是在

谈正事，你别在一旁～了。
E添色E tian11se 画添彩；增色z 几件小摆设给

房间～不少。
E添箱E tianxiang O C -11 ) Q司旧时指女家的

亲友赠送新娘礼物或礼金。＠圈旧时女子
出嫁时亲友所送的贺礼。

E添油加醋】 tiany6u-jiacu 添枝加叶。
E添校加叶】 tianzhl-jiaye 形容叙述事情或转

述别人的话时，为了夸张渲染，添上原来没有

天添黄占田 i ti an - ti6n I 1295 I 

的内容。也说添油加醋。
E添置］ tianzhi i珊在原有的以外再购置：～家

具｜～衣服。

E添砖加瓦E tianzhuan- j iaw凸比喻为宏伟的

事业做一点儿小小的贡献：我们要为国家的经

济建设～。

黄占 tian 见下。

E黄古鹿E tianlu 圈鹿的一种，毛黄褐色或带赤

褐色，有白色斑纹，角的上部扁平或呈掌状，尾

略长，性渲U顶。

, 
tian c 云！与）

田 1 阳。圈田地喃地区专指水田）：主
～头｜水～｜稻～｜麦～｜耕～。＠指可供三E

开采的蕴藏矿物的地带：煤～｜油～｜气～。＠
c Tian) l1SJ 姓。

田2 tian ＜书〉同“败”。

E田产］ tianchan 晦个人、团体等所拥有的回

地。

E田滕】 tiancheng ＜方〉圈田埂。

E田畴E ti6nch6u 〈书＞ ['8] 田地z田野。

E田地E tiandi 圈＠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地步；境地z 想不到他会落到这步～！也说天
地。

E田赋l t ianfu ['81 封建时代征收的土地税。

E田埂E ti6ng品ng [1SJ 田间的埂子，用来分界并

蓄水。
E田鸡】 tianF 圈＠鸟，外形略像鸡，体形较小，

羽毛亦栗色，背部橄榄色，嘴绿色或褐色，脚多
为赤色。生活在草原和水田里。＠青蛙的通

称。

E田家］ tianjia 直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家＝～

情趣。
[El3fE!Jl ti6njian 圈田地里，有时借指农村z ～

劳动｜来自～。

E田径赛E ti6njingsai 圈田赛和径赛的合称。
E田径运动】 tianjing yundong 体育运动项目
的斗大类，包括各种跳跃、投掷、赛跑和竞走
等。

E回坎］ ti6nkan ［司田埂。
E田猎】 tianlie ＜书〉阉打猪。

E回垄E ti6『1long ＠自＠田埂。＠田地中种植

农作物的垄。

E田螺E ti6nlu6 圈软体动物，壳圆锥形，苍黑

色，触角长，卵胎生。生活在淡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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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回亩E ti6nm心圈田地（总称）。

E回七E ti6nql ~三七。
E回契l ti6nqi ~买卖田地时所立的契约。
E田赛l ti6nsai 圈田径运动中各种跳跃、投掷

项目比赛的总称。
E田舍E ti6nshe ＜书〉面］＠困地和房屋。＠
农村的房子。＠田家：～翁｜～郎。

E田鼠E ti6nshu 圈鼠的一类，有许多种，体长
约 1 () 15 厘米，生活在树林、草地、田野里，

群居，吃草本植物的茎、叶、种子等，对农作物
有害。

E回头】 ti6nt6u （～儿）圈。田地的两头儿；回

边。＠田地里：在～干活儿。
E田野E ti6ny岳画田地和原野z ～上一片碧绿。
E田野工作E ti6ny岳 gongzua 野外工作；野外

主调查。
E田园E ti6nyu6n 圈田地和园圃，借指农衬．

二三言 ～之乐！～风光！～诗人。
E田园诗E ti6nyu6nshl 画以农村景物和农民、

牧人、渔夫的生活为题材的诗。

E田庄l ti6nzhuang 圈村庄；庄园。
E田字草l ti6nzic凸o 圈藏（pi刑。

徊 ti6n ＜书〉＠耕种田地。＠同“败”
另见 297 页 dia门。

泪 ti6n f田泾CTi6门jTng），地名，在江苏。

闹闹〈书〉转动眼珠看的样子。

败阳〈书〉捕。

烟 ti6n 日本汉字，旱地多用于日本人姓
名。

J司二 ti6n ＜书〉＠恬静z ～适。＠满不在乎；
l日坦然z ～不知耻｜～不为怪。
E恬不知耻l:l ti6nbuzhlchT 做了坏事满不在乎，

不以为耻。

E恬淡l ti6ndan E圈。不追求名利；淡泊 z 心怀
～｜～寡欲。＠恬静；安适z 勾起对乡村～生

活的回忆。

E恬静E ti6njing 圈安静；宁静：环境幽雅～｜～

的生活。
E恬然】 ti6nr6n ＜书〉圆满不在乎的样子：处

之～｜～不以为怪。

E恬适E ti6nshi ＜书〉圈恬静而舒适。

锢 l ti6n ＜方〉＠硬币：铜～（铜钱，
（细）也泛指款子，钱财）。＠圈钱1 ②：

几～（多少钱）？＠圈钱1①z 车～。
另见 298 页 di an" 

自 ti6n 日本汉字，旱地0 多用于日本人姓
名。

恭阳见下。

E恭菜l ti6ncai 见 1296 页【甜菜］ o

甜阳圈。像糖和蜜的味道（跟“苦”相
1--1 x才）·这西瓜真～。＠形容乖巧，讨人喜

欢：嘴～｜小姑娘长得很～l话说得很～。＠形
容舒适、愉快：他睡得真～。。〈方〉昧淡．尝

尝成～｜成了加水，～了加盐。

E甜菜】（荼菜） ti6ncai 圈＠二年生草本植物，

根肥大，叶子丛生，有长柄，总状花序，花小，绿

色。根含有糖质，是制糖的主要原料之一。＠

这种植物的根。｜｜有的地区叫糖萝卡。
E甜点E ti6ndian 圈甜的点心。

E甜瓜E ti6ng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有软毛，叶子卵圆形或肾脏形，花黄色。果

实通常长椭圆形，表面光滑，有香气，味甜，可

以吃。＠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香瓜。

E甜活JLl ti6nhu6r 圈费力少而报酬多的工作

（跟“苦活JL”相对）。

E甜酱E ti6njiang ＜方〉啕甜面酱。

E甜津津E ti6njlnjln （～的）圃状态词。甜丝
生乞

E甜酒】 ti6nji凸圈＠指果酒。＠指w长酒。

E甜美E ti6nm副圈＠甜z 这种苹果多汁而～。

＠愉’快；舒服；美好＝音色～｜～的生活。
E甜蜜】 ti6nmi 圆形容感到幸福、愉’快、舒适z

孩子们笑得那么～｜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E甜面酱E ti6nmia叫iang 圈馒头等发酵后制

成的酱，有甜味。有的地区叫甜酱。

E甜腻E ti6nni 圈。甜而油腻＝八宝饭味道～。

＠过于甜z 口味～O

E甜腻刷 ti6nnini C～的）圈状态词。＠形容

味道过分甜z 蜂蜜～的。＠形容过分亲热的

表情或语调：～的眼神｜她说起话来声音～的，
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E甜品E ti6npTn 圈甜的食品，也包括含糖分较
高的饮料。

E甜润】 ti6nrun llliJ 甜美滋润 z 嗓音～｜清凉～

的空气。
E甜食E ti6nshi 圈甜的食品。

E甜水】 ti6nshuT 圈指味道不苦的水：～井。

E甜丝丝E ti6nslsl （～儿的）圈状态词。＠形

容微甜z 这种菜～儿的，很好吃。＠形容感到
幸福愉快z 她想到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能为祖

国尽力，心里～儿的。

E甜头E ti6n·tou c～儿）函＠微甜的味道，泛指

好吃的味道。＠好处；利益z 尝到了读书的

～ l先给他点儿～，不怕他不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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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甜言蜜语） ti6ny也『1-miy心为了讨人喜欢或哄｜ 北京鸭多用这种方法饲养。＠圈用填鸭的

骗人而说的好听的话。 | 方法饲养的鸭子。
E甜叶菊E tian忡＇J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I c填鸭式E tianyashi 圈属性词。指不管学生

倒卵形至披针形，花小，白色，叶片中含有糖｜ 能否接受而一味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
昔，可做甜味J1!L I C填筑E tianzhu E边］用填理、回填等方式修筑

（堤坝、路基J、工岛等）。渐 tian 见下。

E渐渐】 ti白ntian ＜书〉［殉形容水流平静。

.I.-.!; tian O 墨西把凹陷地方垫平或塞满．～
·步变坑｜把沟～平了。＠补充：～补。＠圈

闺 } 仰〈书〉充满：喧～
（圄）

v 
填写：～表。 tian （玄111 ) 

E填报】 tianbao l噩填表上报：每周～工程进
度。 l 吾毛 tian ＜书〉谦辞，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

E填补E tianbu l量。填平易补满：路面坑坑洼 I ....,.J，，~愧：～列门墙（愧在师门＞ I ～在相知之

洼的地方需要～一下。＠补足空缺或缺欠， I 列。
～缺额｜～空白。 ｜瓦办.. ti凸『1 （书〉灭绝 z ～灭｜暴～天物。

E填仓J t ian;; cang 圈旧俗正月二十五日为填｜乃P
仓节，往粮囤里添，点儿粮食，表示祈求粮食丰 I f.t.丰 tian ＜书〉勾取；探取。
收，并且吃讲究的饭食。 叫百（偌）

E填充，］ t ianch6ng 圈。填补（某个空间）：～ I~曲 tian ＜书〉＠撑；推。＠拨。
物｜把花瓶装进纸盒内，在周围～一些纸屑。 o Iv飞另见 158 页 ch邑n,
填空②。 ｜句曲 ti凸n ＜书〉污浊耐脏。

E填词E tian;; ci 圈。按照词的格律作词，因｜ 7飞
为必须严格地按照格律选字用韵，所以叫作填 j ,[- tian ＜书〉惭愧。
词。＠按照乐谱填写歌词＝为这支曲子填上 I 17飞
词。 | 口曲 tian （书〉明亮。

E填方J t i6nfang 0 rnID 土木工程施工时回填！ 1-9飞
土石方。＠圈土木工程施工时回填的土石｜瞄回晶口 tian O ＜书〉形容’惭’｜鬼g ～颜
方。 （舰（赐）＠〈口〉圈厚着脸皮叫舰着脸。

E填房E ti6n;;f6ng 圈指女子嫁给死了妻子的｜四颜E ti6ny6n ＜书＞ rnID 0 表现出惭愧的脸
人。 i 色。＠厚颜：～惜命。

E填房】 ti6n•fang ~指前妻死后续娶的妻子。 I RI楠 tian O ＜书〉丰盛；丰厚。＠〈方〉圈凸
E填空】 ti6n;;kong 画＠填补空出的或空着的 11-17飞出或挺起（胸、腹） ：～着胸脯（～着个大肚
位置、职务等g ～补缺。＠教学中测验的一种！ 子。
方法，把问题写成一句话，空着要求回答的部｜百m tian ＜书〉＠形容人脸：～然人
分，让人填写： ~J!JIL ｜圃见（眠）面。＠同“舰

E填料E tiar、liao 悟自掺在混凝士、橡胶、塑料等｜ 另见 903 页 mi凸n 。
中！可起填充作用的材料，通常为粒状、粉末状｜芋否 tian ~到用舌头接触东西或取东西z ～盘
或纤维状，如黄土、锯末、滑石、石棉等。 Iµ，，向子｜猫～爪子。

E填权】 tianquan E到某只股票在除权、除息后
交易价格高于除权、除息价格叫填权。

E填塞E ti ans画画往洞穴或空着的地方填东

西，使塞满或不通2 ～洞隙。～心灵土的空虚。
ti an 

、

（玄111)

E填写E tianxi岳（司在印好的表格、单据等的空｜也再 tian 圈＠用毛笔蘸墨后斜着在砚台上

白处，按照项目、格式写上应写的文字或数字， I 1"'J击国帧笔毛或除去多余的墨汁。＠〈方〉拨
～履历表｜～汇款通知单。

E填鸭E ti白nva O 画强制育肥鸭子的一种方
法。鸭子长到一定时期，按时把饲料填入鸭子

的食道，并减少鸭子的活动量，使它很快长肥。

动：～灯芯。

琪 tian ＜书〉古代挂在冠冕两旁用来堵耳
朵的玉石饰物。

另见 1666 页 zh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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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129s I tia。一 tiao I 悦挑挑条

ι二］！生哩盟主2

。t tiao 轻fit ：～薄。

[fit薄E tiaob6 ＜书〉晴轻悦。

[fit巧E tiaoqi凸0 ＜书〉圈＠轻佛巧诈。＠

（文辞〉细巧而不严肃。

[fjt他E tiaota ＜书〉翩轻薄z 心性～。

她1 tiao 画＠挑选：～心爱的买。＠挑
易。：～错儿｜～毛病。

她2 tiao O 画扁担等两头挂上东西，用肩
膀支起来搬运：～担｜～水｜～着两筐土。

＠（～儿）圈挑子：挑～儿。＠（～儿）厦用于

成挑儿的东西：一～儿白菜。

另见 1300 页 ti凸Oo

E挑刺儿J tiao;;cir 画挑剔；指摘（言语行动方

面的缺点） 0

E挑肥拣瘦J tiaof自卜j i凸nshou 指挑选对自己

有利的（含贬义）：干工作不应～。也说挑三拣

四。

E挑夫E tiaofu I茧旧时指以给人挑货物、行李

为、Iv的人n

E挑拣】 tiaoj i凸n 圈挑选。

E挑脚E tiao;;ji凸o 司给人挑运货物或行李：

～的。

E挑礼】 tiao;; Ii ＜～儿）画在礼节上挑剔z 她这

么做担心亲家会～儿｜都是自己人，你还挑什么

礼呀！

E挑三拣四E tiaosan-jiansi 封阴巴拣瘦。

E挑食J tiaoshi I到对食物有所选择，有的爱

吃，有的不爱吃或不吃。

E挑剔J tiao•ti ~l 过分严格地在细节上指摘z

她由于过分～，跟谁也合不来。

E挑选E tiaoxuan 画从若干人或事物中找出

适合要求的：～人才｜～苹果！医疗队的成员都

是经过严格～的。

E挑眼J tiao;;yan ＜方） [lib] 挑剔毛病；指摘缺点

（多指礼节方面的〉。

E挑子J tiao•zi I苞扁担和它两头所挑的东西2

菜～。
E挑字眼JL) tiao zi同时从措辞用字上找小毛

病。

E挑嘴J tiaozui 画挑食。
·ilf.. tiao ＜书〉＠原指祭远祖的庙，后来指继

’l/U 承上代：兼～。＠把隔了几代的祖宗的

神主迁入远祖的庙 z 不～之祖。

,, 
ti6o c 古l么）

l'sr_ ι iao ＠（～儿）细长的树枝z 枝

方可（、）～｜荆～ l 柳～儿。＠（～儿）圈条
子：面～儿｜布～儿｜便～儿｜金～。＠（～儿）圈
细长的形状：～纹｜花～儿布。＠分项目的z
～例 i～目 l ～款｜～陈。＠层次；秩序；条理：

有～不紊｜井井有～。 0 i. a）用于细长的东
西 z 一～线｜两～腿｜三～鱼｜五～黄瓜｜一～大
衔。 b）用于以固定数量合成的某些长条形的
东西·一～儿肥皂（连在一起的两块肥皂）｜一
～儿烟（香烟一般十包包装在一起叫一条）。 c)
用于分项的：三～新闻｜五～办法。＠ (Ti6o) 
~姓。

E条案E tiao'an 睛一种狭长的桌子，长一丈左
右，宽一尺多，放陈设品用。也叫条几。

E条畅E ti6ochang ＜书〉睛（文章）通畅而有条

理．文笔～O
E条陈】 ti6ochen O 圈分条陈述。＠圈旧时

向上级分条陈述意见的文件：上了一个～。
E条分缕析】 ti6of臼－luxl 形容分析得细密而有

条理。
E条幅】 tiaofu 圈直挂的长条的字画，单幅的

叫单条，成组的叫屏条。
E条贯E ti6oguan ＜书〉圈条理g系统。

E条规E ti6ogui 圈由国家或集体制定的分列

项目的规则。
E条JLJ ti6ojl f每条案。
E条件E ti6ojian 圈＠影响事物发生、存在或

发展的因素：自然～｜创造有利～。＠为某事
而提出的要求或定出的标准2 讲～｜他的～太

高，我无法答应。＠状况：他身体～很好！这个
工厂～好，工人素质高，设备也先进。

E条件反射E ti6ojian f凸nshe 人和其他动物为
适应环境变化而新形成的反射活动。如铃声

本来不会使狗分泌唾液，但如果在每次喂食物
之前打铃，若干次之后，狗听到铃声就会分泌
出唾液，狗因铃声’刺激而发生的这种反应就是
条件反射。

E条块E ti6okuai 圈指以部门为界限的纵向的

管理系统和以地区为界限的横向的管理系统；
跨地区的行业领导关系和跨行业的地区领导
关系：～结合｜～互动｜～分割不利于经济发

展。

E条款E ti6oku6n 画文件或契约上的条目：法

律～。
E条理E tiaoli I望思想、言语、文字的层次；生



活、工作的秩序：～分明｜生活安排得很有～。
E条例l ti6oli 圈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或批准
的规定某一类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或由国务院
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做比较系统规定的规
范性文件，也指团体制定的章程：城市绿化～｜
治安管理处罚～。

E条令］ ti6oling 函用简明条文规定的军队行
动的准则，如战斗条令、纪律条令等。

E条码E ti6om凸圈条形码。

E条目E tiaomu 圈。规章、条约等的项曰：分
列～。＠特指词典中的词条。

E条绒】 ti6or6ng 圈灯芯绒。
E条条框框】 ti6oti6o kuangkuang 指束缚人

的各种规章制度z 打破～。
E条文E ti6owen IEl 法规、章程等的分条说明
的文字。

E条纹】 ti6owen 圈条状的花纹：斑马身上有

E条形码E ti6oxingm凸圈商品的代码标记。
由粗细相间的黑白线条和数字组成，表示生产
国、制造厂商、商品特征等信息，印在商品包装
上，可用于机器识别。也叫条码。

E条约E ti6oyu岳强国家和国家签订的有关政

治、军事、经济或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
文书z 军事～ i和平友好～。

E条子l ti6o·zi 圈＠狭长的东西z 纸～。＠
便条。＠〈方〉金条。
若 tiao 古书上指凌霄花。

另见 1150 页 shoo 。

岂（啕） ti6o 见下。

E自El ti6oti6o （书）~形容高。

迢 tiao 见下

E迢递E tiaodi ＜书〉圃＠形容遥远g 故乡～。
＠高峻的样子z 朱楼～。

E迢迢E ti6oti6o 圆形容路途遥远z 千里～。
2距『 ‘一 tiao O 配合得均匀合适z 失～｜
阴（稠）风～酬。＠阉使配合得均匀
合适z ～味 l～配｜牛奶里加点儿糖～一下。＠
调解z ～停｜～处｜～人。＠画调整z ～价｜～
工资｜～房子。＠挑逗：～笑！～戏。＠挑拨＝
～词架讼（挑拨别人诉讼）。
另见 301 页 diaoo

E调拨E ti6ob6 画挑拨。
另见 301 页 diao肘。

E调处l tiaochu I到调解：～纠纷。
E调峰l tiaof岳ng I量调节交通、用电等方面高

峰时段出现的紧张状况：增强电网～能力。

条若担迢调｜ uao I 1299 I 
E调幅E tiaofu I噩使载波的频率保持不变，而
它的振幅依照所需传递信号的变化规律而变
化。

E调羹E tiaog岳ng 圈羹匙。

E调和E tiaoh岳＠圈配合得适当z 色彩～！雨

水～。＠画掺和并搅拌z 把几种中药～均匀。

＠画排解纠纷，使双方重归于好3 从中～。

＠［蕴妥协、让步（多用于否定式）：不可～的
矛盾。

E调和漆E tiaoh岳qi IEl 油漆的一类，用于性泊、

颜料等制成的叫作泊性调和漆，用树脂、干性
泊和颜料等制成的叫作磁性调和漆。一般不
需调配就能使用。

E调护E tiaohu IZl国调养护理＝精心～。

E调级E ti6011 ji 圈调整级别（多指提升）。
E调剂】1 tiaoji ~把多和少、忙和闲等加以王三

适当的调整 z ～物资｜～生活｜娱乐可以～精三辜

神。
E调JrlJl' tiaoji 画根据医生的处方配制药

物。
E调价E tiao11 iia 圈调整商品价格。

E调教l tiaojiao E副＠调理教导（多指儿童） : 
不服～。＠照料训练（牲畜等） ：～劣马｜～鹦
鹉。

E调节E tiaojie 圃从数量上或程度上调整，使

适合要求：水能～动物的体温｜经过水库的～，
航运条件大为改善。

E调节税l tiaoj i岳shui ［望为了正确处理国家

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对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大于合理留利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所征收的
－种税。

E调解E tiaoji岳圃劝说双方消除纠纷2 ～人｜

～纠纷。
E调经E tiaojlng iZllj] 中医指用药物调整月经的

周期和血量，使月经正常。

E调酒E ti6011 ji心富国根据酒的性质，把不同的

酒或其他原料掺入酒中，调制成不同口味的

酒z～师。
E调侃E tiaokan 圈用言语戏弄；嘲笑。

E调控l ti6okong 圈调节控制z ～地下水的水

位｜经济的宏观～。

E调理】 tiao·IT IZl国＠调养；调护z 病刚好，要注
意～。＠照料；管理：～伙食｜～牲口。＠管
教；i)ll练。＠〈方〉戏弄。

E调料E tiaoliao 画作料。

Z调弄E tiaonong 圈。调笑；戏弄。＠整理g

摆弄。＠调唆2 ～是非。

E调配E tiaopei 画调和，配合（颜料、药物等）。
另见 301 页 diaopei 0 



I 1300 I tiao 一 t的o I 调智葡翻明君鲸挑

E调皮E tiaopi 11121 O 顽皮z ～鬼（指顽皮的孩
子）。＠不驯）I民狡猾不易对付。＠耍小聪

明，做事不老实。
E调频l ti6opin 圈＠调整交流发电机等的输
出功率，使电力系统等的频率保持在一定范围
内，以保证用电设备正常工作。＠使载波的
振幅保持不变，而它的瞬时频率依照所需传递
信号的变化规律而变化。

E调情】 ti6oqing ~男女间挑逗、戏谑。
E调人E ti6or旬国调解纠纷的人。

E调三窝四E ti6osan-w6si 搬弄是非，挑拨离
间。也说调三斡四。

E调三斡四l ti6osan-wosi 调三窝四。

E调摄l ti6oshe ＜书〉圃调养。
E调地 ti6oshi Ill国试验并调整（机器、仪器等）：

机床装好后经过～才能使用。
E调适E ti6oshi 圃调整使适应z ～家庭成员关
系 i 学会自我心理～。

E调速E ti6011su ［到调整运行速度＝这种车可
以自动～。

E调唆E ti6o•su6 圈挑拨，使跟别人闹纠纷：他
俩不和，一定有人在～。

E调停E ti6o•ting 圈＠调解z 居中～。＠照
料；安排（多见于早期白话）。

E调味l ti6011wei ~加在食物中使味道可口 z

～品 i加些花椒、八角调调味。
E调戏E ti6o· xi Ill画用轻悦的言语举动戏弄（妇

号（（） 0 

E调笑］ ti6oxiao 圈开玩笑；嘲笑。

E调协E ti6oxie 0 晴调和；协调①z 不相～。
＠圈协调②：～两个部门的关系。

E调谐E ti6oxie 0 画和谐z 色彩～。＠圃调
节可变电容器或线圈等，使接收电路的频率与
外加信号的频率相同，达到谐振。

E调休】 ti6oxiu Ill国倒休。
E调i虐E ti6oxue 圈调笑。
E调养E ti6oy凸ng ['lll] 调节饮食起居，必要时服

用药物，使身体恢复健康z 静心～｜病后要好
好儿～身体。

E调匀l ti6oyun O 圈调和使均匀g 把颜料～。
－~国调和；均匀 z 雨水～｜饮食～。

E调整E ti6ozh岳ng Ill国改变原有的情况，使适应
客观环境和要求z ～物价｜～人力 l ～作息时
间。

E调制】1 t i6ozh i Ill国使电磁波的振幅、频率或

脉冲的有关参数依照所需传递的信号而变
化。

E调制】2 ti6ozhi 圃调配制作z ～鸡尾酒。
E调制解调器E ti6ozh1-ji岳ti6oq1 计算机通信

中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转换设备，由调制器
和解调器组成。调制器把发送的数字信号转
换为模拟信号，解调器把接收到的模拟信号还
原为数字信号。

E调治E ti6ozhi 圃调养（身体），治疗（疾病） : 
细心～O

E调资E ti6o;;ii 圈调整工资（多指提升工资级

别） ：评级～。

E调嘴弄舌E ti6ozui-nongshe 调嘴学舌。

E调嘴学舌E ti6ozui吼』自she 背地里说人长短，

搬弄是非（调嘴z耍嘴皮子；学舌z把听到的话
告诉别人）。也说调嘴弄舌。

管 ti6o 见下。

E智帚E ti6o吐lOU 圈除去尘土、垃圾等的用

具，用去粒的高粱穗、泰子穗等绑成，比扫帚

蓓 i6o 古地名，在今河北景县南。
( i:'廖）

..thn iao ＜书〉儿童换牙s ～年（童

西臼（踹）年）｜～航（指童年或儿童）。
拥 ti6o 古书上指蝉。

暑 ti6o 古代指孩子的下垂的头发z 垂～｜
～龄。

E髦龄】 ti6oling ＜书〉｛蜀童年。

E髦年l ti6oni6n （书〉啕童年o

ltk … ti6o 见下。
男队麟、；~康）
E鲸鱼E ti6oyu IBJ 经Cc己的。

v 
tiao c 玄l么）

现k 阳＠圈用竹竿等的一头支起z 把帘
子～起来。＠圈用细长的东西拨z ～刺。

＠画刺绣方法，用针挑起经线或纬线，把针上

的线从底下穿过去z ～花。＠画挑拨；挑动2

～战｜～衅｜～是非。＠圈汉字的笔画，由左

斜上，形状是“／”。

另见 1298 页 tiaoo

E挑拨E ti凸ob6 圃搬弄是非，引起纠纷z ～离

问（引起是非争端，使别人不和〉。
E挑大梁E ti凸o daliang 比喻承担重要的、起支

柱作用的工作z 在研究室里～的是几位年轻博

士。
四名声Tl ti凸O//d岳『19 圈＠挑起油灯的灯芯，使

灯光更亮。＠把灯挂在高处g ～夜战。

E挑动E tiaodong 圈＠引起；惹起（纠纷、某种



心理等）·～是非 i～好奇心。＠挑拨煽动：～
战争。

E挑逗］ t恼。dou ~逗弓I ；招惹。
E挑花E tiaohua c～儿）面手工艺的一种，在棉
布或麻布的经纬线上用彩色的线挑出许多很
小的十字，构成各种图案，一般挑在枕头、桌

布、服装等上面，作为装饰。
E挑明E ti凸oming 圈说透；揭穿z 这事反正她
迟早要知道，现在索性～算了。

E挑弄E t的onong 圈。挑拨：～是非。＠挑

逗戏弄。
E挑事】 ti凸o;;shi C～儿）〈口〉［量挑起事端z 找
碴儿～ l他俩都和好了，你还挑什么事儿呀？

E挑唆］ tiao•suo Ill国调唆。

E挑头］ ti凸011 t6u C～儿）圈领头儿；带头z 他
～Jl 向领导提意见！谁出来挑个头，事情就好办
了。

E挑衅］ ti凸oxin 画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

战争：武装～。
E挑战】 ti凸o;;zhan 0 国故意激怒敌人，使敌

人出来打仗。＠画l鼓动对方跟自己竞赛g 班

组之间互相～应战。＠国国激励自己主动跟困

难等做斗争：～自我｜～奥运会纪录。。圈
指需要应付、处理的局面或难题z 信息化时代，

～和机遇并存u
跳 ti凸o 古书上指农历月底月亮在西方出

现。

宛巾见1524 页【酬。

士岭I ti凸0 （方） ［到调换z ～谷种。
y、，

耀“0 （书〉身材匀称美好。

、

tiao c 玄｜么）

四 tiao 眺望远～j登高～远EC＊脱）
E眺望E tiaowang Ill国从高处往远处看s 凭栏
～！站在山顶～。

祟… tiao 圈卖出（粮食）（跟“余”相
（耀）对）：～米。

跳 tiao 圈。腿上用力，使身体突然离开
所在的地方z ～高｜～远 l连蹦带～｜～过

一条沟｜高兴得直～。＠物体由于弹性作用突
然向上移动z 新皮球～得高。＠－起一伏地
动：心～l眼～。。越过应该经过的一处而到
另一处z ～级｜隔三～两。

挑挑究掰耀眺祟跳 I tiao - tiao I 1301 

〈古〉又同“逃”的0 。

E跳班E tiao;;ban 画跳级①。
E跳板E tiaoban 圈＠搭在车、船等的边沿，便

于人上下的长板。＠比喻作为过渡的途径或
工具z 以展销为～向海外市场拓展。＠跳水

池边伸出于水面之上供跳水用的长板。。朝
鲜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多在节日举行。参加者

均为女子。玩时两人或四人为→组，分站在烧
烧板两端，交相蹬板，此起彼落，互将对方弹到
空中。

E跳布于Ll tiao buzha 藏传佛教习俗，在宗教

节日里喇嘛装扮成神佛魔鬼等，诵经跳舞，驱
魔求祥。也叫打鬼或跳神。［布扎，藏语，恶鬼］

E跳槽E tiao;;cao 阐＠牲口离开所在的槽头

到别的槽头去吃食。＠比喻人离开原来的职

业或单位到别的单位或改变职业：有的科研王三

人员～经商去了。 三章
E跳大神E tiao dashen 跳神①。

E跳动E tiaodong [ijlj] 一起→伏地动z 只要我的

心还在～，我就不会停止工作。
E跳房子】 tiao fang· zi 一种儿童游戏，在地上
画几个方格，一只脚着地，沿地面踢瓦片，依次

序经过各格。也叫跳间（j iδn ）。

E跳高］ tiδogao ＜～儿）画田径运动项目之一，

有急行跳高、立定跳高两种。通常指急行跳

高，运动员按照规则经过助跑后跳过横杆。
E跳行E tiao;; hang 圈。阅读或抄写时漏去

→行。＠另起一行书写。＠改行。

E跳级E tiao11ji 圈。学生越过本来应该经过
的班级，如由一年级升到三年级。也说跳班。

＠泛指越过一般应该经过的级另lj ：由于比赛
成绩突出，他跳了一级，直接从三级运动员晋升

为一级运动员。
E跳加官E t iao j iaguan 旧时戏曲开场或在演

出中遇显贵到场时加演的舞蹈节目，由一个演
员戴假面具，穿红袍、皂靴，手里拿着“天宫赐
福”等字样的布幅向台下展示，表示庆贺。

[Jl;Jt间E tiaojian 圈跳房子。

E跳脚11 tiao;;ji凸0 （～儿）国因为焦急或发怒而

跺脚。

E跳梁E tiaoliang 画跳跳蹦蹦，多用来形容跋

窟，猖獗z ～小丑。也作跳踉。

E跳梁小丑E tiaoliang-xi凸och凸u 指上蹲下跳、

兴风作浪的卑劣小人。
E跳踉E tiaoliang 同“跳梁”。

E跳楼价E tiaol6ujia 圈指赔本太多，令出售者
难以承受，以至想要跳楼自杀的售价（多为商
家促销的夸张用语）：～甩卖。

E跳马E tiaom凸圈＠体操器械的一种，形状



1302 I tiao 一 ti岳｜跳帖 f占贴

略像马，背部元环，高低可以调节，是木马的一

种。＠竞技体操项目之一，运动员用手支撑
跳马的背做各种腾越动作。

E跳蜗E tiaonan IEJ 煌蜗。

E跳皮筋JL) tiao pijlnr 一种儿童游戏。跳时由
两人分执皮筋儿两端，其余参加者在皮筋儿上

来回踏跳。

[W~棋E tiaoqi 画棋类游艺的一种，棋盘是六

角的星形，上面画着许多三角形的格子。游艺
各方的棋子各占满一个精角，根据规则，或移
动，或跳越，先把自己的棋子全部走到对面的

那个精角的为胜。
E跳伞E tiao;;s位1 ［到利用降落伞从飞行中的

飞机或跳伞塔上跳下来。
E跳伞塔】 tiaosant凸［萄训练跳伞用的塔形建

三三主 筑物，高度一般为 25 85 米。
三三雪［/Mt神E tiao;;shen 画＠（～儿）女巫或巫师装

出鬼神附体的样子，乱说乱舞，迷信的人认为
能给人驱鬼治病。也说跳大神。＠跳布扎。

[/Mt绳J tiaosheng c～儿）＠国一种体育活动
或儿童游戏，把绳子挥舞成圆圈，人趁绳子近

地时跳过去。＠圈跳绳用的绳子：买了一根

塑料～。

E跳水E tiaoshuT 画＠水t体育运动项目之
一，从跳台或跳板上跳入水中，身体在空中做

出各种优美的动作。＠比喻证券价格、指数
等急速下跌。

E跳水池E tiaoshuTchi ［组专供跳水运动用的

池子，池边有跳板和跳台，比游泳池深。
E跳台E tiaotai 圈跳水池旁为跳水设置的平
台。台高一般为 5米、7. 5 米和 10 米。

E跳台滑雪E tiaotai huaxu岳滑雪运动项目之
一，运动员脚穿专用雪板，不用雪杖，借助滑道

高速度从跳台腾空跃出，落在前方雪地上。根
据飞越的距离和完成的动作姿势综合评分。

E跳舞E tiao;;w心画＠舞蹈。＠跳交谊舞。

[Wt箱E tiaoxiang 圈＠体操器械的一种。形
状像箱，略呈梯形，高低可以调节。＠体操项
目之一，运动员以种种不同的姿势跳过跳箱。

E跳鞋E tiaoxie 圈跳高、跳远时穿的鞋，和跑

鞋相似。是钉鞋的一种。
E跳远E tiaoyu凸n C～儿）毒面回径运动项目之

一，有急行跳远、立定跳远两种。通常指急行
跳远，运动员按照规则经过助跑后向前跃进沙

坑内。
E跳月E tiaoyue 圈苗、彝等族青年的一种娱乐
活动，在节日里，男女青年在野外月光下歌舞。

四四天E tiaovue 画跳：～前进 l～运动。
E跳跃器E tiaoyueqi 圈体操器械的一种。形

状｛象跳马而短，高低可以调节。可用来做腾

越、旋转等动作。也叫山羊。
E跳越E tiaoyue ~跳着越过：～障碍｜战士们

～过一道道壤沟冲向敌阵。
E跳蚤E tiao•zao 圈昆虫，身体小，深褐色或棕
黄色，有口器，脚长，善跳跃。寄生在人或哺乳
动物身体上，吸血液，是传染鼠疫、斑殇伤寒等
的媒介。也叫蛇蚤Cge· zoo）。

E跳蚤市场】 tiao·zao shichang 指经营廉价商

品、旧货物和古董的露天市场。

E跳闸E tiao11zha 圃电闸断路。
E跳转E tiaozhuan 画跳跃式转换，多用于网

络页面更换z 点击键盘，立即～到一个新页面。

C二二＿＠~一边1：二；＝~~］

帖 ti岳＠服从；）｜顶
妥～。 8 CTi邑）圈姓。
另见 1303 页 tie; 1305 页 1险。

怕 ti岳〈书〉平时息（叛乱）。

贴1 . ti岳＠圈把薄片状的东西粘
（贴）在另一个东西上：剪～｜～邮票！

把宣传画～在墙上08 画紧挨2 ～身｜～着墙
走。＠画贴补：哥哥每月～他零用钱。。津

贴①：车～｜房～。＠画膏药→张叫一贴。

贴2 一占 ti岳同‘中川臼①②。
白 （目占）

E贴吧l ti岳ba 圈网站提供的一种网络交流平

台。按不同主题分为许多板块，用户可以在其
中阅读、交流或发表意见。

E贴本J tie;;b旬（～儿）圈把本钱赔进去；亏本：

总不能让我～儿卖给你吧。
U占边】1 ti岳；； bian c～儿）＠画紧靠着边缘·贴

着边儿走。 8 llf2l 挨边；沾边g 你说的话和事实

不～！Lo
口占边r ti岳bian ~到缝在衣服里子边上的窄

条，一般跟面儿用同样的料子。
E贴标签J tie biaoqian ＜～儿）比喻在评论中不
做具体分析，只是生搬硬套地加上一些名目。

E贴饼子l ti岳bTng•zi 圈用玉米面、小米面等做

的长圆形厚饼，贴在锅里烤熟。
E贴补E ti岳b心目动］＠从经济上帮助（多指对亲

属或朋友）＝他每月～弟弟几百元钱，供弟弟上
学用。＠用积蓄的财物弥补日常的消费．还

有存的料子～着用，现在先不买。
E贴兜E tiedau 函衣兜的一种样式。口袋两侧

和下沿紧贴衣服。也叫明兜。
E贴画l ti岳hua ~o 贴在墙上的年画、宣传画



等：百寿图～。＠火柴盒或其他器物 t贴的

画片：布～O
E贴换E ti岳huan l量把旧的器物如价后加→些
钱跟商贩或厂家交换新的。

口占己E ti岳F E回＠亲密；亲近：～话｜她对大娘
表现出十分～的样子｜我真是错认了他，把他当
成～的人。＠〈方） fl禹性词。家庭成员个人积
蓄的（财物）；体己：～钱｜她把～首饰卖了，贴
补家用。

E贴金E ti岛jln 画在神佛塑像上贴上金馅，比
喻夸耀、美化2 别往自己脸上～！

U！占近】 tiejin O ［萄l 紧紧地挨近；接近：～生
活 l老头儿把嘴～他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
［噩亲近．找～的人说说心里话。

E目的普JL] tie;; p心r 〈口〉庄园（讲话或｛故事）合乎
准则或实际；靠诺JL：这个分析很～｜话说得不

。

(D！占切】 ti句ie ~ ＜措辞等）恰当；确切：比喻要
用得～，用得通俗。

口占权E ti岳阳白n ［司某只股票，在除权、除息、后交

易价格低于除权、除息价格叫贴权。
E贴身】 ti画sh岳n E圈。（～儿）属性词。紧挨着
身体的：～儿的小褂儿。＠（～JL）合身；可体：
他裁的衣服穿着很～。＠属性词。指跟随在
身边的3 ～丫鬓！～保镖O

U占士l tieshi 圈指简短的提醒或挺不的信息
（多为小纸片或小册子）：生活～！出国旅游小
～。 E英 tips]

(IJ!占水】 ti岳shui 0 ［司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时，
因比价的不同，比价低的一方补足一定的差额
给另一方。＠画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时所
补足的差额。

E贴；莲’ tieti r嗣切合题曰：着墨不多，但是十分
~ 。

口占息l ti岳xT 0 圈用期票调换现款时付出利
息。－~用期票调换现款时所付出的利息。

E贴现E ti岳xian I到拿没有到期的票据到银行

兑现或做支付手段，并由银行扣除从交付日至
到期日这段时间内的利息。

口占心l ti臼Tn 圆心紧挨着心，形容最亲近、最
知己：～话 l～人｜她跟妈妈特别～。
币E 而画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多为有香味

的液体，松节油、薄荷油等都是含蔽的化
合物。［英 terpenes]

" ti益（云l廿）

帖 tie o 邀请客人的通知：请～。＠旧时
写着生辰八字等的纸片z 庚～1 换～。＠

贴临帖铁 i ti吕 ti吕 I 1303 I 

（～儿）写着字的小纸片：字～儿（便条）。＠帖

子②：发～ l跟～ l 热～。＠〈方〉［重用于配合

起来的若干昧汤药：一～药。
另见 1302 页 ti岳； 1305 页 tie 0 

E帖子E ti岳•z』圈。帖①②③。＠在网络论坛

上发表议论、参与讨论的话语或短文：网上的
一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铁山…时＠阉金属元素，符
（饿、主姨） 弓 Feo 银白色，质硬，延

展性强，纯铁磁化和去磁都很快，含杂质的铁

在湿空气中容易生锈。是炼钢的主要原料，用

途很广。＠指刀枪等：手无寸～｜动～为凶。

＠回形容坚硬；！坚强；牢固：～拳 l～汉子｜～
饭碗 i他俩关系很～。＠形容强暴或精锐z ～

蹄 l～骑。＠［国形容确定不移：～定｜～的事

实｜～案。＠画指板着（面子L），形容表情严主主

肃：他～着个脸，没有一丝笑容。＠（ Ti 昌） [BJ 雪主
姓。

E铁案E ti昌’ an ~］证据确凿、不能被推翻的定

案或结论：～如山｜这案子已成～，改变不了。
E铁案如山】 tie' an-rushan 定案像山那样不能

推翻（多因证据十分确凿）。
E铁板钉钉E ti岳ban-dingdlng 比喻事情已定，

不能变更z 这次足球赛，甲队获胜，看来是～
了｜事实俱在，～，你抵赖不了。

E铁板一块】 ti品b凸n-yTkuai 比喻难以分割的整

体g 他们不是～，内部有矛盾，有分歧。

E铁笔l ti岳bi ~o 刻图章用的小刀。＠刻蜡

纸用的笔。

E铁壁铜墙E ti岳bi t6ngqi6ng 见 1315 页1铜墙

铁壁JL
E铁饼E t地bing 圈＠田径运动项目之一，运动

员一于平挽铁饼，转动身体，然后投出。＠田
径运动使用的投掷器械之一，形状像凸镜，边

沿和中，心用铁制成，其余部分用木头。

E铁蚕Wl ti品candou ~一种炒熟的蚕豆，壳

不裂开，比较硬。

E铁柏：磨成针】 ti岳chu m6cheng zh由传说李

臼幼年时，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大娘，正在磨一根
铁杆，说要把它磨成一根针。李白很感动，改
变了中途辍学的念头，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见于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五十三·磨针溪》）。
比喻有恒心肯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E铁窗E ti岳chuang ［每安 t铁栅栏的窗户，借指

监牢：～生活。
E铁搭E ti岳do ＜方〉圈刨土用的一种农具，有三

至六个略向里弯的铁齿。也作铁镑。
E铁错】 ti岳do 同“铁搭”。

E铁打］ ti岳d凸圈属性词。用铁打成的，形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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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或坚强：～江山｜～的汉子。

E铁道】 ti岳dao 函铁路。

E铁定】 tieding 圈确定不移：～的事实｜败局

已经～。

E铁饭碗】 tiefanwan ~比喻稳定而待遇有保

障的职业、职位。
E铁杆】 ti句凸n （～儿）＠明属性词。坚定不移

的或顽固不化的：～卫队｜～粉丝 i～汉奸。＠
IBl 指坚定不移或顽固不化的人·在持有这一

观点的人中，他是～｜保皇派中的～企图复辟封
建王朝。

E铁哥们JL] ti句岳•menr （口〉圈指关系特别牢

靠的同辈朋友（一般用于男性青年之间）。

E铁工E tiegong 圈。制造和修理铁器的工
作。＠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三矗主 E铁公鸡l ti岳gongjl 圈比喻一毛不拔非常吝

三三言 啬的人。
E铁观音E ti岳guonyln 圈乌龙茶的一种，味香

持久，滋味醇厚。
E铁规E ti句ul 圈指不可通融的、不可触犯的
规则、制度。

E铁轨E ti匈ui 圈钢轨。

E铁汉l ti品han 圈指坚强的人。也说铁汉子。

E铁合金】 ti岳hejln IEl 铁和其他金属或非金属
（不包括碳）组成的合金的统称，如锯铁、硅铁、

鸽铁、细铁、磷铁等。铁合金一般很脆，不能直
接作为金属材料使用。

E铁画E ti邑hua IEJ →种工艺品，用铁片、铁线构

成图画，涂上黑色或棕红色。也指制作铁画的

工艺。
E铁灰】 ti昌hul E画像铁表面氧化后那样的深灰

色。
E铁羡黎E ti品ji·li IEl 一种军用障碍物，用铁做
成，有尖刺像羡黎，布在要道上或浅水中，阻碍
敌军人马、车辆行动。

E铁甲E ti岳j i凸圈。古代用铁片连缀而成的战

衣。＠用厚钢板做成的车或船的外壳z ～车。

E铁甲车E ti岳iiache 圈装甲车。
E铁甲舰E ti岳J iai ian 圈装甲舰。

E铁将军】 ti岳j iangjun 圈指锁门的锁（含诙谐

意）：～把门。
E铁匠l ti岳· jiang 圈制造和修理铁器的小子王

业者。
【铁脚板E ti岳J i凸oban ＜～儿）圈指善于走路的
脚，也指善于走路的人。

E铁军E ti岳Jun 圈指顽强善战、无坚不摧的军
队。

E铁力木l ti昌limu 圈＠常绿乔木，高可达到

多米，叶子披针形，花白色。木材暗红色，质地

坚硬，可制家具。＠这种植物的木材。
E铁路】 ti岳1u 画有钢轨的供火车行驶的道路。

也叫铁道。

E铁律l ti益的画指确定不移的规律．违背大自

然的～注定是要吃苦头的。

E铁马】 ti岳m凸圈。〈书〉铁骑·金戈～。＠

悬挂在宫殿庙宇等屋檐下的金属片（原为马
形），风吹时撞击发声。

E铁帽子王E ti岳mao•ziwang 圈清代封爵制

度中称世袭原封爵位、无需降等的王爷，比一
般的亲王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反腐败

坚持全覆盖、无禁区、无上限，任何人都没有丹
书铁券，也不是～。

【铁面无私E ti岳mian-wusl 形容公正严明，不

讲’情面。
E铁皮E ti岳pi 圈压成薄片的熟铁，多指镀铮铁

或镀锡铁。
E铁票】 tiepiao IEl 指选举中坚定不移的支持

者的选票g ～选民｜～区域。

E铁骑E ti岳qi ＜书〉圈指精锐的骑兵。

E铁器时代E ti岳qi shidai 青铜时代之后的一个

时代，这时人类普遍制造和使用铁制的生产工
具，特别是铁犁。我国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原
地区已经使用铁器。

E铁锹E ti岳qiao 圈挖或铲沙、土等的工具，用

熟铁或钢板制成，前端多略呈圆形而稍尖，后

端安有长的木把儿。
E铁青l ti品qlng Ifill 青黑色。多形容恐惧、盛怒

或患病时发青的脸色。
E铁拳】 ti岳quan IEJ 比喻强大的打击力量。

E铁人】 tieren IEJ 指十分顽强、坚毅的人。
E铁人三项E ti岳ren son Xiang 体育运动项目

之一，由依次进行的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
车、公路长跑三个项目组成，要求运动员连续
完成。由于需要运动员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体
力，所以叫铁人三项。

E铁三角E ti岳sonji凸o 圈比喻牢固可靠的三方

组合。
E铁丝bl tiesha 画用细铁丝纵横交错编成的网
状物，多用来做纱窗、纱门。

E铁砂】 ti品sha l组＠含铁的矿砂。＠铁制小

颗粒，喷射铁砂可用来清除铸件表团的砂子，

也用作猎枪的子弹。

E铁杉E ti岳shon IEJ 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50 米，
叶子条形，球果卵形，鳞片黄褐色，有光泽。木
材供建筑或制家具等用。

E铁石心肠l ti岳shi-xlnchang 形容心肠硬，不

为感情所动。
E铁树E ti品shu IEl 苏铁的通称。



E铁树开花】 ti岳shu-kaihua 苏铁原产热带，不

常开花，移植北方后，往往多年才开一次。比
喻事情非常罕见或极难实现。

E铁水】 ti品shuT ［萄铁熔化而成的炽热液体。

E铁丝】 ti品sl ~用铁拉制成的线状成品，主要
用来捆东西或编东西。

E铁丝网】 ti岳slwang 圈。铁丝编成的网子。
＠一种网状障碍物，用有刺或无刺的铁丝固
定在桩上，军事t用来阻止敌人的步兵、车辆
等，也可用于保护禁区、仓库和建筑工地等。

E铁算盘】 ti昌suan·pan 圈指精细的计算，也借
指很会计算的人。

E铁索】 tiesuo 型钢丝编成的绳索或粗铁链：

～桥。
E铁索’桥】 ti岳suoqiao 圈以铁索为主要承重构
件的桥，桥面铺设或是、吊在铁索上。

E铁塔E ti岳ta 圈＠用铁造的塔，也指铁色袖砖

砌成的塔。＠指架设高压输电线的铁架子。
E铁蹄l ti岳ti ［＇组指蹂躏人民的残暴行为。
E铁腕】 tiewan 圈。指强有力的手段：～人
物。＠指强有力的统治。

E铁锹E ti岳xian ［割铲在！＼土等东西的工具，用
熟铁或钢板和j成，长方形片状，一端安有长的
木把儿。

E铁心】 ti岳；； xln 画指下定决心：～支边｜这回
他可铁了心啦。

E铁芯】 ti岳xln 圈电机、变压器、电磁铁等电器

的中心部分，多用硅钢片等材料制成。
E铁锈】 ti岳xiu !Bl 钢铁表面上生成的红褐色的
锈，主要成分是水合氧化铁。

E铁血】 ti岳xue 0 圈武器和鲜血，借指战争或
暴力：～宰相｜～政策。 8 Ifill 属性词。指具
有刚强意志和富于牺牲精神的：～青年 l～男
儿。

E铁艺E ti岳yi I昌一种工艺，用钢、铁等材料经过

锻造、铸造等方式制成门窗、护栏或装饰品等。
也指铁制的艺术品。

E铁贝Ul ti岳ze i名］指确定不移的法则；铁律z 落
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

E铁证l ti岳zheng 圈指确凿的证据·～如山。
E铁证如山E tiezheng-rushan 形容证据确凿

不移。
E铁嘴E ti岳zuT 圈指能言善辩的口才，也指能言

善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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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时用学习写字或绘画时临摹用的样
本．啤～｜习字～｜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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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圈＠聚会或招待厂（廉、哺）客人等用的房间（通常较
大） ：大～｜门～｜客～｜餐～。＠中央或部一级

机关办事部门的名称：办公～。＠某些省属

机关的名称：教育～｜财政～o
U于房】 tlngfang ＜方〉圈厅①。

U于掌】 tlngtang 圈厅①。

汀问〈书〉水边平地：绿～｜寥花～。

E汀线】闷响n ［哥海岸被海水侵蚀而成的线王三
状的痕迹。 三三

日斤1 → … 闷。［司用耳朵接受
VT C摇、镖）声音～音乐｜耳朵聋了
～不见｜你的话我已经～清楚了。＠［量昕从

Cxf1告）；接受（意见）：言～计从｜我劝他，他不
～。＠画 CI日读 ting）昕凭；任凭．～任｜～便｜

～其自然。。治理；判断：～政｜～讼。

日F(2 tin E 用镀锡或镀钵
汀飞聪、嚼）的薄铁皮酬的装食品、
饮料、香烟等的筒子或罐子：～装｜一～香烟！
三～咖啡。琪 tin]

E昕便E tlng;,1 bian 画听凭自便．你参加不参

加这个会，～。

E昕差】 tlngchai O 画昕从差使：他从前在街

I丁～。＠圈旧时指在机关或有钱人家里做勤
杂工作的男仆人。

E昕从E tlngcong 圈依照别人的意思行动z ～

指挥｜～劝告。
E听而不闻E ti吨’自rbuwen 昕r却像没昕见一

样，形容漠不关心。

E昕房l tlng;;fang 画旧时闹新房的习俗之一，

新婚之夜在新房外面偷听新婚夫妇的言谈动

静。
E听风是雨E tlngf岳『ig-shiy心比喻只听到一点儿

风声就当作真的。也说听风就是雨、听见（到）
风就是雨。

E昕骨l tlngg心画听小骨的通称。

E听喝】 tlng;;h岳（～JL)（口〉圈听从别人安排，

受别人使唤2 我们只管～干活儿，别的事一概不
问｜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听你喝。

E听候E tlnghou I到等候（上级的决定）．～调

遣｜～分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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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听话E ting;;hua O 圈用耳朵接受别人的话
青·他耳背．～有困难。＠而i 昕从长辈或领
导的话；能顶从长辈或领导的意志：这孩子很
～｜他把手下不听他话的人都辞退了。＠

（～儿）画等候别人给回话：同意还是不同意你

去，你明天就～吧。

E听会l ting;; hui [;JJ] 到会场听发言、讲演等2

今天来～的人很多。
E昕见E ting;; jian 画听到 2 听得见｜听不见｜～

打雷的声音。
E听讲E ting;; j i凸ng 圈听人讲课或讲演：一面

～，一面记笔记。

E听觉E tingjue 圈声波振动鼓膜所产生的感

觉z ～灵敏。
E昕课E ting;; ke 画昕教师讲课：～时思想要

三三主 集中｜我听过他的课，讲得很好。
重重雪 E听力l tingli 圈。耳朵感受、辨别声音的能

力。＠特指学习某种语言时，听懂话语的能

力：～课。
E听命l tingmlng 圈听从命令：俯首～｜～于

人。

E昕啤l tingpi 圈用昕装的啤酒。

E听凭】 tingping 画让别人愿意怎样就怎样：

去也罢，不去也罢，～你自己做主。
E听其自然E tingqiziran 任凭人或事物自然发

展变化，不去干涉。也说任其自然。

E听取】 tingqu [;JJ] 听（意见、反映、汇报等）：虚
心～群众意见［大会～了委员们的工作报告。

E昕任】 tingren [7WJ 听凭。

E口斤审E tingsh画n 圈。听候审判＝在法庭～。
＠到法庭旁听审讯：通过～，了解法庭的审理

程序。
E昕事E tingshi （书〉＠画j 昕政。＠圈大厅
（多指官署中的）。

E听说E tingshuo O ［副听人说：我～他到上海
去了。＠〈方〉圈听话②。

E听讼E tingsong ＜书〉画指审案z ～断狱。
E听天由命E t ingt ian-y6um ing 任凭事态自然
发展变化，不做主观努力，有时也指碰机会或

昕其自然。

E听筒】 tingtong 函。受话器。＠听诊器。

E听闻E tingwen ＜书〉＠圈指昕的活动或所
听到的内容：骇人～｜以广～。＠圈昕到z ～
此言，令人震惊。

E听小骨E tingxi凸og心圈中耳里三块小骨（锤

骨、石占骨和镣骨）的统称，作用是把鼓膜的振动
传给内耳。通称听骨。（图见 345 页“人的耳

朵”）

E昕写l tingxi岳 [;JJ] 语文教学方法之一，由教师

发音或朗读，学生笔录，用来训练学生听和写

的能力。
E听信】 tingxin ［通听到而相信（多指不正确的

话或消息）：～谣言｜～一面之词。

［~斤信JL】 ting;;xlnr （口〉［疆等候消息：今天晚

上开会就决定这件事儿，你～吧｜听到什么信儿
就告诉我。

[r听｜刹】 tingyu 圈能产生昕觉的最高限度和最

低限度的刺激强度。

E昕障】 tingzhang l名］听觉障碍，指弱听、重昕、

全聋等：先天性～o

E听珍】 tingzhen L司诊察的一种方法，用听诊
器或耳朵来听心、肺等内脏器官的声音，以便
进行诊断。

E听诊器】 tingzh邑nqi l吕昕诊用的器械。也叫

昕筒。

E听证】 tingzheng 圈。法院为公正执法公开

听取当事人的说明与证词。＠立法机关为保
障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直接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决定公
开听取公众意见和接受质询。

E听政】 tingzheng f甜（帝王或摄政的人）上朝

听取臣子报告，并决定政事：垂帘～。
E听之任之E tingzhi-renzhi 听任事情（多指不

好的）自然发展变化，不管不问。
E听众】 tingzhong ［~昕讲演、音乐或广播的

人。
E听装】 tingzhuang E 属性词。用听包装的：

～奶粉。

【昕子】 ting•zi 圄昕。

，（.；：芝 ] ting 圈碳氢化合物。
启立烧）
[;I:圣基】 tingji 圈庭分子失去一个或几个氢原

子而成的基因，通常用 R表示，如皖基、烯基、

芳香基等。
主主 ,___ ting ＜书〉用来系佩玉的丝带。
裂主（挺）
捏闷。卜畸柜子：这个锥子～儿太

细。＠古代放置在床前的小桌。
E恒子】 ting•zi 圈＠锥子等前部的细长金属

棍儿：锥～。＠蔬菜等的花轴。

程问〈书〉皮革制成的腰带。

, 
ting c 玄IL)

廷 ting 0 朝廷z 宫～｜清～响中央政
府）。 8 (Ting）圈姓。



莲可叫圈某些草本植物的茎z 麦

-Ef 1 ting ＠亭子。＠形状像亭子的小房
’亏＝’子：报～｜书～。 0 (Ting）圈姓。
亭2 ting （书〉适中机～午。

E亭亭］ tingting 0 ＜书〉圆形容高耸。＠同
“婷婷”。

E亭亭玉立l tingting-yuli 形容美女身材修长
或花木等形体挺拔。

E亭午E tingwu』〈书〉圈正午；中午。
E亭匀】 tingyun 同“停匀”。

E亭子】 ting•zi 圈盖在路旁或花园里供人休息
用的建筑物，面积较小，大多只有顶，没有墙。
有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

E亭子间E ting•zijian ＜方〉［苞上海等地某些旧
式楼房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
梯中间，狭小，光线较差。

庭 ting 0 厅堂：大～广众＠正房前的
院子：前～后院。＠指法庭s 民～｜刑～｜

开～。 0 (Ting）圈姓。
E庭辩E tingbian E司法庭辩论z 诉讼双方就事
实和证据～半小时。

E庭除l tingchu ＜书〉圈庭院（除＝台阶）：黎明
即起，洒扫～。

E庭审】 tingshen 画法庭审理z 进行～｜～笔
录。

E庭园E tingyuan !Bl 有花木的庭院或附属于

住宅的花园。
E庭院E tingyuan 圈正房前的院子，泛指院子。

停1 ting 0 [;tll 停止＇ ~!fJ,I 雨～了。阳
停留 z 我在杭州～了三天，才去金华。＠

匾国停放；停泊 z ～灵｜车～在大门口｜船～在江

心，没有靠岸。＠停当～妥。
停2 ting 的L)（口〉量总数分成几靴，其

中一份叫－停儿：三～儿去了两～儿，还剩
一～儿！十～儿有九～儿是好的。

E停摆E ting;;bai 圈钟摆停止摆动，泛指事情
停顿：因材料跟不上，工程已～三天了。

E停办E tingoon I司（事情、事业等）不再继续进
行z 速成中学早已～。

Z停播E tingb6 圈（影视、广播等节目）停止播
出或播放：原定的节目～，临时插播重要新闻。

E停泊E tingb6 圃（船只）停靠；停留 z 码头上～

着许多轮船。

E停车E ting;; ch岳圈＠车辆停留或停止行驶z

～十分钟｜前面有危险，马上～。＠停放车辆z

～处｜～场。＠（机器）停止转动：三号车间～
修理。

建亭庭停｜ ting I 1301 I 

E停当l ting•dang 圃齐备；妥当 z 一切准备～。
E停顿E tingdun 圈。（事情）中止或暂停z 生

产陷于～状态。＠说话时语音上稍做间歇z

他～了一下，又继续往下说。
E停放E tingfang 圈短时间放置（多指车辆、灵

枢）：一辆自行车～在门前。
E停工l ting;;g6ng 圈停止工作（多指生产劳

动） ：～待料！没停过一天工。
E停航l tingh白ng 圈（轮船或飞机）停止航行＝

班机因气候恶劣～。

E停火E ting;;huo 圃交战双方或一方停止攻

击z 双方达成～协议。

E停机E tingjl 画＠机器停止运转或使机器停

止运转z 不知出了什么故障，空调突然～了｜如

有险情，立即～。＠指影视片等拍摄工作结

束2 该影片现已～，进入后期制作。＠指电信享享三
部门对用户停止电信服务z 手机因欠费～。 三雪

E停机坪E tingjlping IEl 飞机场内停放飞机的

场地。

E停刊E ting;;kan 圈（报刊〉停止刊行。

E停靠E tingkao 匈］轮船、火车等停留在某个地

方z 一艘万吨货轮～在码头。

E停课l ting;; ke I可停止上课：学校开运动会，

～一夭。
E停灵E tingling 国埋葬前暂时把灵枢停放在

某个地方。

E停留l tingliu 画暂时不继续前进z 代表团在

北京～了一周｜不能～在目前的水平上。
E停牌E ting;; pa i rntll 指某种证券暂停交易2 因

召开股东大会公司股票～一天。

E停食】 ting;;shi 圈食物停滞在胃里不消化。

E停子E ting;; shou ［量停止正在做的事情。
E停妥E tingtu6 I羽停当妥帖z 收拾～i 商议～｜

准备～。

E停息E tingxi Ill国停止z 雨一～，大家立即赶路。
E停歇E tingxi岳画＠歇业z 小店因亏本～。

＠停止；停息：直到天亮，大风还没有～。＠

停止行动而休息z 队伍～在小树林里。

E停学】 ting;;xue Ill国（学生）因故停止上学。

E停业E ting;;ye 匾。暂时停止营业z ～整顿1

盘点存货，～两天。＠歇业。
E停匀E tingyun ＜书〉圃均匀（多指形体、节
奏）。也作亭匀。

E停战E ting;;zhan 圈交战双方停止作战＝～

协定。
Z停诊］ tingzh岳n 圈停止门诊z 现在多数医院

节日也不～o
E停职E ting;; zhi E型暂时解除职务，是一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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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反省。
E停止E tingzhi 国不再进行z ～演习｜～营业｜
暴风雨～了。

Z停滞E tingzhi 阉因为受到阻碍，不能顺利地
运动或发展：～不前！生产～。

事问见下。

E亭剪】 tingli I割→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圆形

或长椭圆形，花小，黄色，果实椭圆形。种子可

入药。

蜓问见1067页明

淳 ting ＜书〉水停滞。

-Ir」r ting ＠见下。＠圈 C Ting ）姓。

工 t曰“ngting ＜书〉圃形容人或花木美好。
也作亭亭。

霆 ting 暴雷席：雷～

蜓问古元脊椎动物，长 3- 6 毫米，外壳
多呈纺锤形。生活在海洋中，繁盛于二叠

纪，在古生代末灭绝。也叫纺锤虫。

" ting c 玄IL>

:f:T 问用于地名：上～板｜南～板（都在山
J 西）。

町问〈书〉＠回界。＠田亩z田地。
另见 304 页 dingo

徙问〈书〉平而直

挺问＠硬而直z 笔～ l ～立｜～然屹立
（坚强地直立着）。＠圈伸直或凸出（身体

或身体的一部分）：～胸｜～着脖子。－~面勉
强支撑： 11也有病还硬～着上班。。圈支持＝
力～！你好好儿干吧，我们全力～你。＠特出；

杰出：英～｜～拔。＠〈口〉圃很：这花～香｜
他学习～努力 i 心里～不痛快的。＠［重用于
机枪。

E挺拔】 tingb6 圈＠直立而高耸：峰峦～｜～
的白杨。＠竖强有力；强劲．笔力～o

E挺而走险l ting ’自rz凸uxian 见 1308 页1挺而

走险l 0 

E挺进E tingjin 南］（军队）直向前进：～队｜部队
马不停蹄地向前～o

E挺举l tingj心圈一种举重法，双手把杠铃从
地上提到胸前，再利用屈膝等动作举过头顶，

一直到两臂伸直、两腿直立为止。
E挺括；E tingkuo ＜方〉圈（衣服、布料、纸张等）
较硬而平整。

E挺立】 tingli ［司直立2 几棵老松树～在山坡
上。

E挺身】 ting;; sh副画直起身子：挺起身来｜～

而起｜～反抗。
E挺尸l ting;;shT 画像尸体一样直挺挺地躺着
睡觉（骂人的话）。

E挺脱】 tingtuo ＜方〉陋。强劲；结实：这匹马
真～。＠（衣着）平整而舒展。

E挺秀E tingxiu F回（身材、树木等）挺拔秀丽z
峰峦～｜字体～。

班 ting 啪踢

挺闷。书〉棍棒。＠挺子：门～｜窗
～。＠（～儿）〈方〉圈花梗：独～！L （只开

一朵花的花梗）｜～折Cshel 了。
另见 1308 页 ting 0 

E挺子E ting•zi I组门框、窗框或门扇、窗扇两侧

直立的边框。

艇问〈书〉＠娥的干肉。＠直。

蜒问〈书〉火燃烧的样子

链 ting ＜书〉快步奔跑
（链）另虱 3仰页 dingo

E链而走险】（挺而走险） ting’自rzouxian 指因元

路可走而采取冒险行动。

江后－一 ting ＜书〉正直；直。
用只（硕） ~ 
艇 ting [BJ 0 比较陋的船，如游艇、救生

艇等。＠小型军用船只，如炮艇。潜艇无
论大小一般都称为艇。

E艇只】 tingzhT 圈艇（总称）。

ting c 玄IL>

挺问。圈杀猪后，在猪的后腿上割一个
口子，用铁棍贴着腿皮往里捅叫作挺，捅

出沟后，往里吹气，使猪皮绷紧，以便去毛除

垢＝～猪。＠［望挺猪用的铁棍。
另见 1308 页 ting 。

［二二豆豆i豆豆：二i

↑同（骗） ：~ 3~~：：~Qo 



E恫辣在抱E tongguan-zaibao 把人民的疾苦

放在心上（凛g病p痛苦）。
三百 tong O ~边l 没有堵塞，可以穿过g 管子

）..［卫是～的！山洞快要打～了。这个主意行得
～。＠圈用工具戳，便不堵塞z 用通条～炉
子。＠圈有路达到2 四～八达｜火车直～北

京。。连接；相来往：沟～｜串～｜私～｜～商｜
互～有无。＠圈传达P使知道：～知｜～报｜～
个电话。＠画了解；懂得z ～晓｜精～业务｜粗

～文墨｜不～人情｜他～三国文字。＠指精通
某一方面的人：日本～ 1 万事～。＠圃通JI颐 2
文章写得不～。＠普通s一般2 ～常｜～病｜～
例｜～称。＠整个；全部2 ～共｜～夜｜～盘。
＠圈用于文书电报等＝一～电报｜一～文书 l
手书两～。 II CTong）圈姓。
另见 1317 页 to吨。

E通报E tongbao O 画上级机关把工作’情况
或经验教训等用书面形式通告下级机关z ～
表扬 l～灾情。 f}IBJ 上级机关通告下级机关
的文件。＠画报道科学研究的动态和成果

的刊物：科学～｜化学～。＠医国通知；告诉（上
级或主人）：请～院长一声，门外有人求见。＠

圈说出（姓名） ：～各自的姓名。
um便E tong;; bi an ［到使大便通畅z 喝蜂蜜水
可以润肠～。

m病】 tongbing !Bl 一般都有的缺点2 娇气可
以说是独生子女的～。

E通才E tongcai 圈兼备多种才能的人。
E通草l tongcao 圈通脱木茎中的髓，表面自
色或淡黄色，可人药。

E通常E tongchang O 圈属性词。一般；平
常z ～的情况｜～的方法。＠画表示在一般
情况下，行为、事情有规律地发生z 他～六点钟
就起床。

E屋畅E tongchang E国＠运行元阻；通行元

阻z 血液循环～｜道路～。＠（思路、文字）流

畅＝文笔～。
E画车E tong;; ch岳圈＠铁路或公路修通，开
始行车：～典礼。＠有车来往z 我老家在山
区，那儿不久前才～。

E通彻E tongche 画通晓g贯通。

E通称l tongcheng O 圃通常叫作z 乌缠～黑
鱼。＠圈通常的名称：水银是柔的～O

E量存E tongcun 圈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电子传
输技术，在一个营业网点存款后可在同一银行
任何营业网点办理存款业务。
m达E tongda 圈明白（人情事理）：～人情｜
见解～。

C屋道E tongdao ~ O 往来的大路s 南北～。

恫通｜ tong I 1309 I 

＠沟通内外或两处之间的过道z 安全～！消防
~ 。

C匾敌l tong;;di 巨型勾结敌人。
C屋电】1 tong;; dian ［虱使电流通过g输送电

能z 山区村村都通了电。

E通电Y tongdian O 圈把宣布政治上某种主

张的电报拍给有关方面，同时公开发表2 ～全

国。＠圈公开发表的宣布政治上某种主张的
电报2 大会～｜发出～。

E通牒E tongdie fEl 一个国家通知另一个国家

并要求对方答复的文书z 最后～。
E通都大邑E tongdu-dayi 交通便利的大城市。
E通读】1 tongdu ~面从头到尾阅读全书或全文2

～课文i书稿已～遍。

【通读】2 tongdu ~到读懂；读ii!i ：他学过几年英

语，浅显的英文原著已能～。
E画兑J tongdui 圈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电子传

输技术，在一个营业网点存款后可在同一银行
任何营业网点兑付现金。

E亘分E tong;;f岳n ~把几个分母不同的分数

化成分母相同而数值不变的分数。通分后的

相同分母叫作公分母，通常用各分数分母的最
1 1 

小公倍数作为公分母。如一和一通分后得2 3 

3 -- 2 
一…－6 ＇口 6

E通归\J tong;; f岳ng [ll画＠空气流通g透气JL:

这屋子不～，闷得很。＠使空气流通：～设备｜

把窗子打开，通通风。＠指透露消息：～报信 i
谁给你通的风？
m风报信E tongf岳『lg扣aoxin 向别人暗中透

露消息，多指把对立双方中一方的机密暗中告
知另一方。

E垦感E tongg凸n 圈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使各种

感官产生的感觉（如视觉、昕觉、嗅觉、触觉等〉
互相沟通，互相转化，产生新奇的效果。例如
人们常用“甜美”形容歌声，“甜”本属于味觉印
象，“美”属于视觉印象，“歌声”则属于听觉感
受。这时，味觉、视觉、听觉构成了通感。
m稿E tongg凸o 圈通讯社统→提供给媒体的

新闻稿，有时也指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外发布
新闯时统一提供的新闻稿。

E通告E tonggao O 圈普遍地通知2 ～周知。

＠圈普遍通知的文告＝布告栏里贴着一张
~ 。
m共E tonggong 圆→共z ～有八个队参加比

赛。
E通吉斯E Tonggusi 圈西方和日本学者对属

于阿尔泰语系的某些民族的称呼，包括我国的



I 1310 I tδng I 通

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E通关E tongguan 0 圈通过海关关口 z ～手
续｜出入境车辆的～速度提高了。＠圈见

236 页I打通关lo
C屋观l tongguan 医副总的来看；全面地看z ~ 

全局。
ra过E tongguo O c 寸」）画从一端或一侧到

另一端或另一侧 g穿过＝电流～导线｜队伍～了
沙漠 l路太窄，汽车不能～。＠（寸」）画议案

等经过法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z ～决议｜该提

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获得～。＠画征求有
关的人或组织的同意或核准z ～组织｜～领导｜
这问题要～群众，才能做出决定。。因以人
或事物为媒介或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z ～老

艺人收集民间故事｜～座谈会征询意见。
ra航J tonghang rz富有船只或飞机来往2 这
两个城市之间早已直接～。

U画好E tongh凸0 ＜书〉国互相友好往来（多指

国与国之间）＝累世～。
E恿红E tongh6ng 圈状态词。很红；十分红g

脸冻得～｜炉火～。
E画话E tonghuo 圈。（ -// ）通电话：他刚打

长途同一个朋友通了话。＠用彼此昕得懂的

话交谈＝他俩用英语～O
C亘婚E tong;;hun 圈结成姻亲。

E通货E tonghuo 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为流

通手段的货币 2 硬～｜～膨胀。
E屋货紧缩］ tonghuδjinsuo O 国家纸币的发
行量小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物价持

续、普遍下跌的现象。通货紧缩会造成国民经
济增长乏力和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

平下降。＠缩减流通中的纸币数量，提高货
币的购买力，以抑制通货膨胀。 II 简称通缩。

U屋货膨胀l tonghuo pengzhang 国家纸币的

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纸币
贬值，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的现象。简称通胀。

E屋缉E tongjl 随公安机关通令有关地区协同

缉拿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或在押犯人z ～令l～

逃犯。
ra家E tongjia c书〉圈＠世代交好的家庭．

～之好｜～之谊。＠指姻亲z ～亲戚。＠指内
行人。

E画假E tongji凸圈汉字的通用和假借。
ra奸l tong庐jian 圈男女双方（→方或双方已
有配偶）没有夫妇关系而自愿发生性行为。

E匾解E ton创l岳〈书〉圃通晓z理解z ～经籍。
E画经】1 tong;; jlng ！］；国旧时指通晓儒家经典。
E画经T tong;;jlng 圈中医指用药物、针灸等

使月经通畅。

C屋栏E tong la『1 ［写书籍报刊上，从左到右或从

上到下贯通版面不分栏的编排形式：～标题。

E匾力】 tong Ii 圈一齐出力（做某事） ：～合作。

E屋例】 tongli I亘＠一般的情况；常规g惯例：

节假日休息是学校的～。＠〈书〉较普遍的规
律。

E通连l tonglian 圈接连而又相通g 跟卧室～

的还有一间小屋子。
C亘亮E tongliang 回状态词。通明：火光～｜
照明弹照得满天～。

E通令l tangling O 圈把同一个命令发到若
于地方：～全国。＠圈发到若干地方的同一
个命令：发出～。

E通路E tonglu 圈＠往来的大路：门前有一条

南北～。＠泛指物体通过的途径：电流的～。
E通论】 tonglun 圈。〈书〉通达的议论。＠

某→学科的全面的论述（多用于书名）：史学
~ 。

U画名】1 tong;; ming ［量说出自己的姓名（旧戏

曲、小说描写武将交战时多用）：来将～！
E通名】2 tongming 圈＠通用的名称。＠指

某些专有名词中反映类别属性的部分，如“淮
河”这个专有名词中“河”是通名（区别于“专
名”）。

E通明E tongming 圈状态词。十分明亮：灯

火～｜月光照着雪地，四外～。
E通年l tongni归国一年到头；整年。

E通盘】 tongpan 圃属性词。兼顾到各个部分

的；全盘；全面：～筹划 l～安排。
E通票E tongpiao 圈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或整
个过程中都通用的票证，如交通联运票，若干

公园、景点或场馆等都可以使用的参观券等。
E通铺l tongpu 圈（旅店、集体宿舍等〉连在一
起的铺位。

E道气l tong;;qi 圈。通风②z ～孔。＠通过

管道输送燃气、暖气等：小区的天然气年底～。
＠互通声气g 上下不～，工作很难开展。

E通窍E tong;;qiao 圈通达事理2 他是个～的

人，用不着你去开导他。

[j亘勤】 tongqin 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z
～族｜～车。

E通勤装E tongqinzhuang 圈职业装s适合办
公时穿的服装。

E通情达理］ t6ngqing-d61T 懂得道理，说话做

事合情合理。
E画衡E tongqu ＜书〉圈四通八达的道路；大
道z ～要道｜南北～。

ra权达变E t6ngqu6n-d6bian 为了应付当前

的情势，不按照常规做事，而采取适合实际需



耍的灵活办法。
U道人E t6ngren ＜书〉圈学识渊博通晓古今的
人＝～达才。

E通融l t6ngr6ng 圈＠变通办法（如放

宽条件、延长期限），给人方便：这事可以～。
＠指短期借钱：我想跟你～一万块钱。

E通商E tong;; shang 圃（国家或地区之间）进

行贸易 z ～口岸｜与世界各国～。

E通身E tong sh岳n 强全身；浑身z ～是汗！～白

毛的小猫。
E通识E t6ngshi 函广博的知识：～教育｜写概
论须别具～。

E通识教育l tongshi jiaovu 培养学生具备多
种知识和才能的教育方式z ～有利于培养具
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E通史］ t6ngshT 函连贯叙述各个时代史实的

史书，如《史记》、《中国通史》（区别于“断代
史”）。

E通式】 t6ngshi f望表示同一类有机化合物分
子组成的化学式，如烧类化合物的通式是
C,, H,,,.,,, 

E通事E t6ngshi [BJ 旧时指翻译人员。

E通书l tongshu 圈＠历书。＠旧时结婚前
男家通知女家迎娶日期的帖子。

(j即用 tongshun 圃（语句、文章等）没有逻辑

上或语法上的毛病，读起来顺畅z 文理～！这篇
短文写得很～。

U屋俗l tongsu 圃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的水

平和需要：～化｜语言～｜～读物。
E通俗歌曲E tongsu g问心指形式上简洁、单
纯，曲调流畅，易于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歌曲。

E通缩】 t6ngsu6 圈通货紧缩的简称。

E通体E t6ngtT 圈。整个物体：水晶～透明。
＠全身；浑身～湿透。

E通天E tongtian 画＠上通于天，形容极大、

极高2 罪恶～｜～的本事。＠指能直接同最高
层的领导人取得联系 z ～人物。

E通条E t6ng•ti6o 圈用来通炉子或枪膛、炮膛
等的铁条。

E通通E tong tong 国表示全部：那个地区的旱

地～改成了水田。

E屋同】 t6ngt6ng 圈串通＝～舞弊。
E通统l tongtong 圃通通。

E屋透E tongtδu 0 圈没有阻碍，空气、光线等

可以穿透过去z 所有户型均南北～。＠圈通
达透彻z 说理～｜分析～。

[i画途E tongtu ＜书〉画大道：天笙变～。
um倪E t6ngtu6 I司“通脱”。

E通脱E t6ngtu6 ＜书〉圃通达脱俗，不拘小节。

通 I tong I 1311 I 
也作通悦。

C亘脱木】 tongtuomu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树干直，叶子大，掌状分裂，通常集中生在茎的

顶部，花白色，果实近球形。茎中的髓叫通草，
可入药。

E通宵E tongxiao 圈整夜z ～不眠 1～达旦（从

天黑到天亮）。

E垦晓E tongxi凸o 画透彻地了解z ～音律｜～

多种文字。

E通心粉l tongxlnf岳n [BJ －种中心空的面条。

起源于意大利。
E通信E tongxin 圈＠（一户）用书信互通消息，

反映情况等·～处｜我们几年前曾经通过信。
＠利用电波、光波等信号传送文字、图像等。
根据信号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模拟通信和数字

通信。旧称通讯。 三三三
E通信兵】 tongxinblng 圈＠担负通信联络任王三
务的兵种。＠这一兵种的士兵。

E通信卫星E tongxin weixlng 用于通信目的
的人造地球卫星。可接收和转发中继信号，进
行地面站之间或者地面站与航天器之间的通
信。

U亘｛言员E tongx inyu6n [BJ 部队、机关中担任

递送公文等联络工作的人员。
E通行】 tongxing 画＠（行人、车马等）在交通

线上通过：此巷不～｜前面翻修公路，车辆停止
～。＠通用；流通：这是全国～的办法。

E通行证E tongxingzheng !El 准许在某一区域

或规定道路通行的证件。
E通宿E tongxiu ［苞通夜；通宵。

E通讯E tongxun O ［司通信②的旧称。＠函
翔实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文
章。

E通讯社E tongxunshe 圈采访和编辑新闻供

给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使用的宣传机
构，如我国的新华社。

【通讯网】 tongxunwang !El 分布很广的许多

电台或通讯员所组成的整体。

E通讯员E t6ngxunyu6n 画报刊、通讯社、电台

等邀请的经常为其写通讯报道的非专业人员。

E通夜l tongye 圈整夜。

E通译E tongyi O 画旧时指在语言互不相通

的人谈话时做翻译。＠圈旧时指f故通译工
作的人。

E通用】 tongyong i;国＠（在一定范围内）普遍

使用 z 国际单位制世界～｜使用当地民族～的
语言文字。＠某些写法不同而读音相同的汉
字彼此可以换用（有的限于某一意义），如“太”

和“泰”、“措辞”和“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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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通由~J tangy。u [§ID （国家、地区之间〉有邮件

来往。

E屋则J tongze ~适合于一般情况的规章或
法则：民法～O

C匾胀E tongzhang 圈通货膨胀的简称：～率｜

抑制～。

E通知J tongzhl O 圈把事项告诉人知道z 你
回去～大家，明天就动工｜你走以前～我一声。
＠圈通知事项的文书或口信：把～发出去｜

会议～。

嗨 tong 回形容脚步声、心跳声等：他～
～地往前走｜心～～直跳。

,, 
tong （玄又L)

全 tong O 见口1月“同” 8 <Tong) 
圈姓。

I言1 ’ ng 0 圈相同；一样·
｜时 co-06空）～类l～岁｜～工～酬！大
～小异｜条件不～｜～是一双手，我为什么干不

过他？＠圈跟……相同z ～上｜～前｜“式”～
二飞＠共同z 一～｜会～｜陪～。＠团→同；

一齐（从事）：～甘苦，共患难｜我们俩～住一个
宿舍。＠面引进动作的对象，跟“眼”相同：

有事～群众商量。＠因引进比较的事物，跟
“跟”相同＝他～哥哥一样聪明！今年的气候～
往年不一样。＠面表示与某事有元联系，跟

“跟”相同 2 他～这件事无关。＠〈方〉因表示

替人｛故事，跟“给”相同2 这封信我一直～你保
存着1你别着急，我～你出个主意。 0~量表示
并列关系，跟“和”相同 z 我～你一起去。⑩

<Tong）函姓。
另见 1317 页 tong 。

E同案犯E tong ’ anfan 圈指共同参加同一犯
罪案件的人。

E同班E t6ngban O < -11 ）画同在）个班里．

～同学！～战友｜他们两个没有同过班。＠画
同一个班级的同学。

E同伴E t6ngban ＜～儿）国在一起工作、生活或
从事某项活动的人：他进城时找了个～。

E同胞J t6ngbao 圈。同父母所生的z ～兄

弟 l～姐妹｜两人亲如～。＠同一个国家或民
族的人2 告全国～书。

E同辈E t6ngbei O 画同属一个辈分：～亲戚 l
他两个岁数差不多，但是不～。＠函间－辈
分的人2 你是他的～，不必太客气了。

E同比E t6ngbl 圈跟以往同一时期相比，多指

跟上一年同一时期相比（区别于“环比勺 z 出口

～增长 30% 。
E同病相怜】 t6ngbing-xiangli6n 泛指有同样

不幸遭遇的人互相同情。
E同步】 t6ngbu 圈。科学技术上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
定的相对关系。＠泛指互相关联的事物在进

行速度上协调一致：实现产值、利润和财政收
入～增长。

E同步辐射】 t6ngbu fushe 电子在同步加速器

中绕轨道旋转运动时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同
步辐射具有强度高，单向性好，波长能在红外
线到 X射线范围内连续改变，持续时间极短
的特点。

E同步口译E t6ngbu kauyi 同声传译。

E同侨E t6ngch6i ＜书〉画同辈。
E同仇敌快】 t6ngch6u-dikai 全体一致地仇恨
敌人。

E同传J t6ngchu6n 画同声传译的简称。

E同窗】 t6ngchuang O 画同在→个学校学

习 2 ～三载｜～好友。＠画同在→个学校学

习的人：他是我旧日的～。

E同床异梦E t6ngchu6ng-yimeng 比喻虽然共

同生活或者共同从事某项活动，但是各人有各
人的打算。

E同觉’） t6ngd凸ng 0 圈同属一个党派或团伙

（多含贬义）：此人恐与凶手～。＠画同一党

派、团伙、帮派的人（多含贬义）·结为～｜出卖
。

E同道J t6ngdao 0 圈志同道合的人2 引为

～。＠强同一行业的人z 新闻界的～。＠画

同路z ～南下。

E同等E t6ngd品ng 圈属性词。等级或地位相

间的3 ～重要｜～地位。
E同等学力】 t6ngd品ng xueli 没有在某一等级

的学校毕业或者没有在某－班级肆业而具有
相等的知识、技能的水平z 高中毕业或具有～者

都可以报考。

E同调】 t6ngdiao 型指志趣或主张相同的人z

引为～o
E同恶相济】 t6ng'e-xiangji 坏人跟坏人互相帮
助，共同作恶。

E同房J' t6ng11 fang 圈。在同一房间住宿。

＠婉辞，指夫妻过性生活。
E同房】2 t6ngf6ng E回属性词。指家族中同→

支的 z ～兄弟。
E同分异构体E t6ngf岳n-yigoutl 具有相同分子

式，但结构和性质不同的化合物互为同分异构

体，如乙醇和甲膛。
E同甘共苦＇） t6nggan-gongku 共同享受幸福，



共同担当艰苦。

E同感E t6nggan I望相同的感想、或感受2 他认
为这部小说的人物写得十分成功，我也有～。

E同庚J t6nggeng 画同岁。
E同工同酬】 t6nggong拍ngch6u 不分种族、

民族、性别、年龄，做同样的工作，工作的质量、
数量相同的，给予同样的报酬。

E同工异曲】 t6nggong-yiq心见 1553 页1异曲

同工］ o
E同归于尽】 t6ngguTyujin 一同死亡或毁灭。

E同行】 t6ngh6ng 0 圈行业相同：他俩～，都

是学医的。＠画同行业的人：路上碰到一个
～，聊了几句。
另见 1314 页 t凸ngxing 。

E同好J t6nghao 圈爱好相同的人：公诸～。
E同化J t6nghua 画＠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

得相近或相同 z 民族～。＠语音学上指一个
音变得和邻近的音相同或相似。如“难免”
Cn6nm的时在口语中读成 n6mmi凸n，“难”字

的韵尾 n 受了后面“免”字声母 m 的影响变成

mo 
E同化政策E t6nghua zhengce 指统治民族的

统治者所实行的强制同化其他民族的政策。
E同化作用E t6nghua zuoyor陌生物体在新陈
代谢过程中，从外界摄取物质，使它转化成本
身的物质，并储存能量，这个过程叫作同化作

用。

E同伙E t6nghu6 0 巨型共同参加某种组织，从
事某种活动（多含贬义）。＠画同伙的人（多
含贬义） ：供出～。

E同居】 t6ngju lllliJ O 同在一处居住：父母死
后，他和叔父～。＠指夫妻共同生活，也指男
女双方没有结婚而共同生活。

E同类E t6nglei O 圃属性词。类别相同的2

～作品｜～案件。＠画同类的人或事物z ～
相从。

E同量异位素】 t6ngliang-yiweisu 质量数相同

而原子序数不同的各种化学元素的核素，叫作
同量异位素，如质量数同为 40 但原子序数分

别为 18 、 19 、 20 的权Ar ，：~ K 、；：： ca 。

E同僚E t6ngli6o 圈｜日时称同在→个官署任职

的官吏。
E同龄］ t6ngling 圆年龄相同或相近2 我和新
中国～｜～人。

E同流合污E t6ngliu-hewu 随着坏人一起做

坏事。
E同路J t6ng;;lu 画一路同行。

E同路人E t6ngluren 圈一路同行的人。革命
的～（比喻在某一革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追随

同 I to门。 I 1313 I 

或赞同革命的人）。
【同门E t6ngmen ＜书〉＠圈指受业于同一个
老师。＠｛萄指受业于同个老师的人。

E同盟】 t6ngmeng O 画为采取共同行动而缔

结盟约z ～国！～军 i～罢工。＠圈由缔结盟

约而形成的整体z 结成～｜军事～ l攻守～。
E同盟国J t6ngmenggu6 圈＠缔结同盟条约

或参加某一同盟条约的国家。＠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指由德、奥等国结成的战争集团，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中、苏、
美、英、法等国。

E同盟会J T6ngmenghui 圈中国同盟会的简

称。

E同盟军J t6ngmengjun 画为共同的斗争目

标而结成同盟的队伍。

E同名E t6ngming 圈名字或名称相同z ～异

姓｜这部影片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E同谋】 t6ngm6u 0 圈共同谋划（做坏事） : 
～犯｜～作案。＠圈共同谋划做坏事的人z

供出～。

E同年E tong『ii6『iO 画同一年z ～九月大桥竣

工。＠〈方〉画同岁。＠圈科举考试同榜考

中的人。
E同期E t6ngqT 圈＠同一个时期＝产量超过历

史～最高水平。＠同一届 z ～毕业。
E同期声］ t6ngqTsh岳ng 圈影视录音的一种工

艺。指在摄影时，同时用录音机把现场的全部
声音记录下来的录音方法。同期录音记录的
是现场的真实声音，它比后期的配音要自然、
逼真。

E同情］ t6ngqing 画＠对于别人的遭遇在感

情上发生共鸣：～心｜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
～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对于别人的行动表

示赞成2 我们～并支持该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E同人E t6ngren 圈称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或

同行业的人。也作同仁。
E同仁E t6ngren 同“间人”。
E同日而语］ t6ngri ’自ry心放在同一时间谈论，

指相提并论（多用于否定式）：不可～｜二者岂
能～。

E间上E t6ngshang E到跟上面所说的相同（多

用于填表〉。
E同声传译E t6ngsh岳ng chuanyi 译员在不打

断讲话者讲话的情况下，不停地将其讲话内容
传译给昕众。这种口译方式广泛应用于国际

会议、外交外事、商务活动等领域。简称同传。
也说同声翻译、间步口译。

E同声翻译】 t6ngsh岳ng fanyi 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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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同声相应，同气相求E t6ngsheng-xiangying, 
t6ngqi-xiangqiu 同类性质的事物互相感应，
形容志趣相投的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语出

《周易·乾·文言》）。

E同时E t6ngshi 0 圈同一个时候g 他们俩是
～复员的｜在抓紧工程进度的～，必须注意工程
质量。＠自量表示并列关系，常含有进一层的
意味s 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

的任务。
E同事E t6ngshi O C -11一）圈在同一单位工作g

我们～已经多年 i 我和他同过事。＠圈在同
一单位工作的人：老～｜～之间关系融洽。

E同室操戈l t6ngshi-caog岳一家人动起刀枪
来，比喻内部相斗。

E同素异形体l t6ngsuγixingti 同一个元素构
成的结构不同，物理性质也不同的单质互为同
素异形体，如氧和臭氧，又如金刚石、石墨和元
定形碳。

E同岁l t6ngsui 圆年龄相同：我和他～，但他

比我大几个月。

E同位素】 t6ngweisu 圈同一元素中质子数相
间、中子数不同的各种原子互为同位素。它们
的原子序数相同，在元素周期表上占同一位
置。如氢有71: 、筑、氟三种同位素。

E同位素扫描E t6ngweisu s凸omiao 指放射性

核素闪烁扫描。通过测定人体内某一器官中
放射性核素的分布情况，检查内脏器官的形
态、位置、功能等。用于脑、肝、肾、骨儒、甲状
腺、淋巴结等的疾病诊断。

E同喜E t6ngxi 圈客套话，用来回答对方的道

喜。
E同乡E t6ngxiang 画同一籍贯的人（在外地

时说）：～会。

E同心E t6ngxln 巨型齐心z ～同德（思想、行动一
致）｜～协力（统一认识，共同努力）。

E同行E t6ngxing rn!lJ 一起行路z 一路～｜跟他
～的还有两个同学。
另见 1313 页 t6门gh6ngo

E同性E t6ngxing 0 圈属性词。性别相同的s
性质相同的：～朋友｜异性的电互相吸引，～的

电互相排斥。＠圈指同性的人或事物z ～

恋｜～相斥，异性相吸。
E同性恋】 t6ngxinglian 圈同性别的人之间的

性爱行为。
E同姓E t6ngxing Ill国同一姓氏。

E同学E t6ngxue O C 「←）画同在一个学校学
习 z 我们自幼～｜我和他同过三年学。＠画同
在一个学校学习的人z 老～｜这位是我的同班
～。＠固称呼学生z ～，请问你到游乐场怎么

走？
E同样E t6ngyang 圈相同g一样；没有差别 z ～

大小｜～美观｜做～处理｜他们几位做～的工作。

E同业E t6ngye 圈。相同的行业z ～公会。
＠行业相同的人。

E同业公会E t6ngye g6nghui 旧时同行业的企

业联合组成的行会组织。简称公会。
E同~］ t6ngyl ［韧。共同的一个或一种 z ～形
式｜向～目标前进。＠一致；统一z ～性。

E同一律l t6ngyllu 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

一，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
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
判断。公式是：“甲是甲”或“甲等于甲”。

E同义词E t6ng~ici 画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
如“教室”和“课堂”、“保护”和“保卫”、“巨大”和
“宏大”。

E同意】 t6ngyi 国对某种主张表示相同的意

见；赞成；准许z 我的意见你～吗？｜上级会～

你们的要求。
E同音词】 t6ngylnci !Bl 语音相同而意义不同

的词，如“反攻”和“返工”Clangδng ）：‘树木”和

“数日”Cshumu）。

E同源（］ t6ngyu6n 圈。水流同出一个源头。

＠事物的来源相同z ～词｜文化～。
E同志】 t6ngzhi !Bl 0 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
奋斗的人，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人们

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女～｜老～｜张～ i ～，

请问您贵姓？
E同治l T6ngzhi 圈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

年号（公元 1862 1874 ）。

E同舟共济】 t6ngzh6u-gongji 比喻同心协力，

共同渡过难关。
E同宗E t6ngz6ng rn!j] 同属一个家族z 他俩同姓

不～o

i々 T6ng 圈姓。
，、

ITT~ tong O ＜书〉红色＝～弓（朱漆的弓，古
／』Y 代天子赐给有功的诸侯或大臣，使掌管征
伐之事）。 8 CT6ng）圈姓。

U彭云E t6ngyun !Bl 0 红霞。＠下雪前密布
的阴云2 ～密布。

曲冬 t6ng 岭峪CT6

徊 tong ＜书〉幼稚3元知。
11 .. .J 另见 314 页 Dong;1316 页 t凸吨。

兰同 、 tong ＜书〉共同。
U可（盲目） 0 

捆 tong 桐家叫gzh吕n叫名，在湖北。
叮叮另见 315 页 d凸吨。



兰主主 tong 见下。
E口 l

E商篱E t6nghao 画一年生或二二年生草本植
物，叶互生，长形羽状分裂，花黄色或白色，瘦
果有棱。嫩茎和日十有特殊香气，是常见蔬菜。
有的地区叫蓬宵。

H同 t6『19 用于地名： ＇扒在上海）。

曲同 山 tong 刷同阿仰g），山名，
问俨岗）在甘肃。又岛名，在山东。

另见 315 页 dongo

守仨:r tong 洪洞CH6ngt凸门。），地名，在山西。
11叮另见 315 页 d凸ng 。

榈 tong 圈＠泡桐。＠油桐。＠梧桐。
”’匀。（Tong）姓。
E桐油E t6ngy6u 圈用油桐的种子榨的泊，黄
棕色，有毒，是质量很好的干性油，用来制造油
漆、油墨、油布，也可做防水剂、防腐剂等。

脸问圈混凝土
闹 tong 炯炀￥i!J CT 6ngy6ng H白，水名，炯
川叮炀镇CT6门gy6ng Zh古时，地名，都在安徽。

丘同 • t6n口圈＠金属元素，符号 Cu。
训（铜）淡紫红色，有光泽耐性和导电、
导热性能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用途广泛。
O CT6ng）姓。

E铜板E t6ngb6n 圈。铜圆。＠演唱快书等
打拍子用的板状器具，多用铜制成。

E铜版l t6ngb凸『1 圈用铜制成的印刷版，主要

用来印刷照片、图片等。
E铜版画E t6ngb6nhua 圈版画的一种，在以铜
为主的金属版上刻画或腐蚀成图形，再印在纸

上。
E铜杯E t6ngb岳i 圈奖杯的一种，奖给第二名。
E铜币E t6ngbi 圈铜制的货币。
E铜锤E t6ngchui [BJ 戏曲中花脸的一种，偏重
唱功。闵《二进宫》中的徐延昭抱着铜锤而得

名。
E铜鼓E t6nggu 圈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打击
乐器。由古代炊具的铜釜发展而成，鼓面有浮
雕图案，鼓身有花纹，视为象征统治权力的重
器。明清以来，成为一般的娱乐乐器。

E铜奖E t6ngji凸ng 圈指三等奖（多以铜牌、铜

杯等为奖品） 0

E铜匠E t6ngjiang 圈制造和修理铜器的小手

工业者。
E铜绿E t6nglu IBl 铜表面上生成的绿锈，主要
成分是碱式碳酸铜，粉末状，有毒。用来制烟

火和颜料、杀虫剂等。也叫铜锈。
E铜模E t6ngmu 圈字模。

商嗣嗣洞桐险炯铜童｜ tong I 13些J

E铜牌E t6ngp6i 圈奖牌的一种，奖给第三名。
E铜器时代l t6ngqi shidai 青铜时代。
E铜钱E t6ngq ian [BJ 古代铜制的辅币，圆形，中
有方孔，也有圆孔的。

E铜墙铁壁E t6『1gqi6ng-ti岳bi 比喻十分坚固、
不可摧毁的事物。也说铁壁铜睛。

E铜臭E t6ngxiu 圈指铜钱、铜圆的气味，用来
讥讽过于看重钱的表现z 满身～。

E铜锈l t6ngxiu 圈铜绿。
E铜元，］ t6ngyu6n 同“铜圆”。

E铜圆E t6ngyu6n 圈从清代末年到抗日战争

前通用的铜制的辅币，圆形。也作铜元。
E铜子JLl t6ngzir （口〉圈铜圆。

童 tong O 腥呻子＝牧～｜顽～｜～话｜
～谣！～年｜～史无欺。＠指没有性交经

历的：～男｜～女。＠｜日时指未成年的仆人＝矗草

书～｜家～。＠秃z ～山。 o <Tong）圈姓。 妻王三
E童便E t6ngbian 圈中医指十二岁以下健康 →一

男孩子的尿，可入药。

E童工E t6ngg6咱国雇用的未成年的工人。
在我国雇用童工是违法的。

E童话E t6nghua 1BJ 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

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的适合于儿
童欣赏的故事。

E童蒙E t6ngmeng ＜书〉圆年幼无知的儿童。
E童年E t6ngni6n 圈儿童时期s幼年z ～时代｜

回忆～时的生活。

E童趣E t6ngqu [BJ 儿童的情趣：这个游戏充满

了～。

E童山】 t6ngshan IBJ 没有树木的山 2 ～秃岭。

E童生E t6ngsheng 圆明清两代称没有考秀才

或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

E童声E t6ngsh岳ng 圈儿童未变声以前的嗓
音z ～合唱。

E童心E t6ngxln [BJ 小孩子的天真纯朴的心g像

小孩子那样的天真纯朴的心z ～未泯｜萌发了
~ 。

E童星E t6ngxlng 巨型有名的未成年的演员、运

动员。
E童言无忌E t6ngy6n-wuji 小孩子天真无邪，
说话没有忌讳。

E童颜鹤发E t6ngy6n-hefa 见 531 页I鹤发童

颜1。
E童养媳E t6ngy凸ngxi 圈旧时领养人家的小

女孩儿做儿媳妇儿，等儿子长大后再结婚。这
样的小女孩儿叫作童养媳。

E童谣E t6ngy6o [BJ 在儿童中间流行的歌谣，
形式比较简短。

E童贞E t6ngzh岳n 圈指没有经过性交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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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的贞操（多指女性〉。 | 级主管部门不要对企业～得过死。 0 CT己门g)
E童真E t6ngzh岳n 圈儿童的天真稚气z 歌中充｜ 圈姓。

满～的感情。 I ＂－主2 久L tong I可“筒”③：长～皮靴l 皮
E童装E t6ngzhuang 圈儿童服装。 l 罗巳（统）～子。
E童子E t6ngzl IEl 男孩子，泛指儿童。 I （统编E tongbian 圈统→编写g ～教材。
E童子功l t6ngzig6ng 圈适合少年儿童练习 I （统舱E t凸ngcang 圈轮船上可以容纳许多乘
的一种武术功法，泛指自幼就开始练习的功｜ 客的大舱，有时也用来装载货物。
夫z 少林～｜拉小提琴需要～。 I （统称】 tongch岳『19 0 圈总起来叫作z 用面粉

E童子鸡】 t6ngzijl ＜方〉圈笋鸡。 | 做的食品～面食。＠圈总的名称：面食是用
酣 tong 圈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毅基的｜ 面制的食品的～。

两个单键分别和两个短基连接而成的化 I （统筹E t凸ngch6u rn6l 统一筹划：～兼顾｜～全
合物。 C英 ketone] I 局。

憧问〈书〉同宜’③。 I （统稿】问咽。画对初稿进行整理、加工，
另见 1726 页 Zhua吨。 | 使前后内容、体例等协调统一。

备回 tong 细城（T6ngch臼g），地名， I （统共】 to咱gong [Im →共2 我们小组～才七个
吗（制）在安徽。 | 人。

注李 Tong 渲关＜ T6ngguon ），临漳（Lin I （统购】 tonggδU ~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民生
屋 ton叫都在陕西 I 的重要………

tong 古书上指木棉树。 I （统则由gguon O副总起来在全面地看 z ～
瞠 | 全局｜～人类历史。

tong 见下。 | I E统管E tongguan 圃统一管理；全面管理z ~ 
| 家务｜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都由校长～。

E横咙E t6ngl6ng ＜书〉圆形容太阳初开由暗｜I ［.统合l t凸nghe 圈统一，综合z ～开发旅游资
而明。 I -"" 

Z幢幢E t6ngt6ng ＜书〉圈。日出时光亮的样｜ 圳、I c统货l tonghuo 圈商业上指不分质量、规格、
子z 初日～。＠（目光）闪烁的样子。 | 

』 等级而按照一个价格购进或售出的某一种商
膜 tong 见下。

E膛朦l t6ngmeng ＜书〉睛不明亮的样子。

瞌向画献。

E睦于Ll tongk凸ng 圈虹膜中心的圆孔，光线通
过膛孔进入眼内。睦孔可以随着光线的强弱
而缩小或扩大。（图见 1509 页“人的眼”）

E睦人E t6ngren 同“睦仁”。

E睦仁E t6ngren C～儿）圈瞠孔。也作瞠人。
程 tong 古代指早种晚熟的谷类。

另见 1701 页 zhong; 1704 页 zho吨。

翻 tong ＜书〉飞翔的样子。

v 
tong c 玄XL)

铜川见四页唰。
另见 314 页 Dong; 1314 页 tong,

b犬1 … t凸『lg 0 事物彼此之间连续的
动巳（统）关系系～｜血～ l传～。＠圈
总起来；总括3全部：～筹 l～购｜～销｜这些东
西～归你用。＠圈统领5统管z ～治｜～兵｜上

仁3
口口。

E统计】 tongji mill 0 总括地计算z 把人数～一

下。＠指对某一现象有关的数据进行搜集、
整理、计算和分析等2 ～表。

E统计学】 t凸『igjixue 圈研究统计理论和方法

的学科。

E统检E tongjian 圈统一检查z ～合格！对矿泉
水水源质量进行～o

E统考】 tongIφo 画在一定范围内用统一的试
题进行考试z 全国～｜语文～｜全区数学～，她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E统揽E tδnglan mill 全面掌管负责，总揽z ～全

局。
E统领l t凸ngling 0 画统辖率领z ～各路人
马。＠圈统领人马的军官。

E统自己l t凸ngpei 圈统一分配、调配或配给z ～
煤｜对黄金进行～。

E统摄l t凸ngshe ＜书〉圈统辖。
E统属E tong sh心圈上级统辖下级，下级隶属

于上级z ～关系｜彼此不相～。
E统帅E t凸ngshuai 0 圈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

最高领导人。＠同“统率”。
E统率l t凸ngshuai 圈统辖率领z ～全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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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己ng- tδng 统捅娟桶筒同制通痛｜

三三

邮～｜用铁皮卷个～。＠（～儿）衣服等的筒状

部分z 袖～！LI袜～JL I 长～靴。也作统。
E简裤E tongku 南裤腿呈直筒状的裤子，裤腿

膝部和最下端肥瘦略同。

E筒裙l tongqun 圆呈筒状的裙子，上部和下
部肥瘦略同，没有裙子。

E筒瓦l tongw凸圈半圆筒形的瓦。

E筒子E t凸ng•zi [BJ 筒：竹～｜枪～｜袜～。

E筒子楼E t凸『ig•zil6u 圈中间是长长的过道，两
边是住房的楼房。这种楼房的结构像个筒子，
所以俗称筒子楼。

I三I tong 见 550 页I胡向l。
｜叮（樊俑）另见 1312 页 16咱
j~ 日， tong ＜书〉极悲哀3大哭。

阴（’勘）
~ffi tong c～JL）圈＠用于演奏锣、鼓等打击

足:9.. 乐器：打了三～鼓。＠用于动作（多属于

言语行为，数词多用“一”）：挨了一～儿说｜发了
一～牢骚｜大闹了一～儿。
另见 1309 页的吨。

痛 tοng 0 匾疾病、包lj
感觉2 头～｜肚子～｜伤口很～。＠悲伤z

悲～｜哀～。＠画尽情地；深切地；彻底地z ~ 
击 1～骂｜～歼｜～饮 1～下决心。

E痛不欲生E tongbuyusheng 悲痛得不想活下

去，形容悲伤到极点。
E痛斥l tongchi 圃痛切地斥责；狠狠地斥责2

～国贼。

E痛楚E tongchu 
E痛处E tongchu 
触到他的～o

E痛tTl tongd凸画狠狠地打：～一顿。

E痛悼l tongdao 阐沉痛地哀悼（死者）：～死

难烈士。
E痛点l tongdian 

民生～O
E痛定思痛】 tongding-sltong

之后，回想以前的痛苦。

E痛凤J tongf岳ng 圈病，由瞟岭代谢发生障碍，
血液和组织中积聚大量尿酸和尿酸盐而引起。

症状是手指、脚趾、膝、肘等关节疼痛肿胀，甚
至变形。

E痛改前非l tongg凸i-qianf岳i

犯的错误。

E痛感】 tonggan

圈指让人痛苦的问题：解决

悲痛的心情平静

彻底改正以前所

E国悲痛；苦楚：内心～万分。

圈感到痛苦的地方：一句话

。画深切地感觉到：他～自

飞

（玄〉《L)tong 

作统帅。
E统统l t凸ngtong

责。
E统辖l t凸ngxi6 I司管理；辖i!JIJ （所属单位）：这
个团归司令部直接～。

E统销】 tongxiao E副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
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有计划的统一销售。

E统一l tongyl O I副部分联成整体；分歧归于
一致·～体｜～祖国｜大家的意见逐渐～了。＠
睛一致的；整体的；单一的·～的意见｜～调
自己｜～领导。

E统一体】 tongylti t每哲学上指矛盾的两个或
多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而结成的整
体。

E统一战线】 tongyl zhanxian 几个阶级或几
个政党为了某种共同的政治目的结成的联盟。
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
际统一战线等。简称统战。

E统御】 t凸ngyu （书〉障］统率；管理：～三军。

E统战E t凸ngzhan 圈统一战线的简称：～政
策｜～工作。

E统招E t凸ngzhiio

考。
E统帘tll t凸ngzhi

物资。
E统治l tongzhi rnDJ 0 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
国家或地区z ～阶级｜血腥～｜封建～ l反对殖
民主义～。＠支配；控制 z ～文坛。

E统治阶级】 t凸ngzhi ji岳ji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
级，有时特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

捅〕 tong 刊戳才L：～了一刀｜
（嗨）他把窗户纸～了个大窟窿。＠

碰；触动－我用胳膊肘儿～了他一下。＠戳穿；
揭露2 他是个直性人，把看到的事儿都～出来
了。

E捅口古l tong•gu 〈口〉圈。碰；触动。＠从旁
鼓动人（做某种事）。

E捅委子E t凸ng 16u•zi 引起纠纷：惹祸。
E捅马蜂窝】 t凸ng mof岳ngwo 比喻惹祸或触

动不好惹的人。
娟 tong 黄捕归巾。tongpu），地名，在

江西。

桶 t凸ng 0 时东西的器具，用木头、铁
皮、塑料等制成，多为圆筒形，有的有提

梁z 水～｜汽油～。 81Il 石油容量单位。 1 桶
为 42 加仑，7.3 桶合 1 吨。

E桶装l t凸ngzhuong 两属性词。用桶灌装的：

～水l～酱油。
在在 千 tong 画＠粗大的竹管：竹～。
’同（有）＠是粗的管状器物z 笔～ i烟～

画通通z 那些事情～由你负

［到统一招收：全国～｜～统

画统一控制z 经济～｜～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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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知识贫乏。＠圈疼痛的感觉g 针灸时有轻
微的～。

U商恨E tonghen 圈极端憎恨或悔恨z 腐败现

象实在令人～｜她～自己看错了人。
U商悔E tonghul 画面深切地后悔g 他～自己走
错了路。

U菌击E tongjl 画狠狠地打击3 迎头～。
E菌脚E tongji凸0 （方＞ fEl 疼痛的脚，比喻短处、

伤脑筋的问题＝失业率增高成了当地政府的
~ 。

U高经E tongjlng l§fil 妇女在行经前或行经时下

腹子宫部位出现疼痛症状。也叫经痛。
U商疚E tongiiu 圈因自己的错误或过失而痛

苦、内疚z 深感～。

E痛觉J tongjue 圈身体组织因受破坏或受强

三矗主 烈的刺激所产生的感觉。
三三言 U甫哭J tong ku l§fil 尽情大哭z ～流涕｜～失声。

U菌苦E tongku r翻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z
～的生活｜得了这种病，非常～。

U菌快E tong· kuai 圃＠舒畅；高兴z 看着场

(ch6ng）上一堆一堆的麦子，心里真～。＠尽
兴2 这个澡洗得真～｜痛痛快快地玩一场。＠

爽快z直率z 队长～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很
～，说到哪儿做到哪儿O

U菌切E tongqie ~回悲痛而深切；非常沉痛z ～

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U高恶E tongwu 画极端庆恶：不讲公德的行
为，令人～o

E痛惜E tongxl rnID 沉痛地惋惜z 诗人英年早

逝，令人～O
E痛心l tδngxln 圈极端伤心：投资损失惨重，
令人～不已。

E痛心疾首E tongxln-jish凸u 形容痛恨到极点

（疾首z头痛）。
E痛痒E tδngy凸ng 0 圈又痛又痒z 冻疮～难

耐。＠圈借指疾苦z ～相关。＠圈比喻紧
要的事＝无关～。

U甫痒相关E tongy凸ng-xiangguan 彼此疾苦

互相关联，形容关系极为密切：这事跟他～，他

怎能不着急？

tou c 玄又）

IA 晶 。u 0 圈私下里拿走别人的
匍百（＠祷揄）东西，据为曰：～窃｜钱包被
人～去了。＠（～JL）指偷盗的人g 惯～｜小

～儿。＠画暗地里勾搭异性；与人私通z ～情｜

～人｜～汉子。＠国国偷偷＝～看｜～听｜～渡｜

～跑。＠抽出（时间），～空儿｜忙里～闲。＠
苟且敷衍，只顾眼前＝～安。

E偷安］ toL』’。n [§fil 只顾眼前的安逸：苟且～o

E偷盗E toudao [ll国偷窃；盗窃 g ～财物。

E偷渡E toudu 画偷偷通过封锁的水域或区
域，现多指偷越国境。

E偷工减料E tougong-ji凸nliao 不按照产品或
工程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而暗中掺假或削减工
序和用料。

E偷鸡摸狗E toujl-mog仙。指偷盗（多指小

偷小摸）。＠指男子乱搞男女关系。
E偷奸耍滑E toujian-shu凸hu6 用狡猾的手段

使自己不费力而得到好处：他这人专会～，干
事全凭一张嘴。

E偷空E tou11 kong c～儿）圈忙碌中抽出时间

（做别的事） ： 前两天曾～去看过他一次。

E偷窥J toukul E虱暗中窥探；偷看z 不要～别人

的隐私。
E偷懒E tou;;lan 圈贪图安逸、省事，逃避应做

的事：他做事从不～。
E偷梁换柱】 tou li6ng-huanzhu 比喻用欺骗的

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
E偷巧E tou;;q怡。〈方〉圈取巧。

E偷窃E touqie 圈盗窃。
E偷情E tou;;qing 圈旧时指暗中与人谈恋爱，

现多指与人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E偷生E toush岳ng 圈苟且地活着：～苟安。

E偷税E tou;;shui E面有意不缴纳或少缴纳应
该缴纳的税款。

E偷天换日E toutian-huanri 比喻暗中玩弄子

法，改变重大事物的真相来欺骗别人。

E偷偷E toutou c～JL）圈表示行动不使人觉
察2 趁人不注意，他～儿地溜走了。

E偷偷摸摸J toutoumomo 圈状态词。形容

瞒着人｛故事，不敢让人知道。
E偷袭E touxi 圈趁敌人不防备时突然袭击：
～敌营〈〉～对方球门。

E偷闲E tou;; xi6n [ll国＠挤出空闲的时间＝忙
里～。＠〈方〉偷懒s闲着。

E偷眼E touyan 画偷偷地（看） ： 他～看了一下
母亲的神色。

E偷营E tou;;ying 圈偷袭敌人的军营z ～劫寨。

E偷嘴E tou;; zul l§fil 偷吃东西。

tau （云又）

头 tcu 圈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
（琪）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



（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圈指头发或所

留头发的样式：剃～l梳～｜平～ l分～｜你的脸
形留这种～不合适。＠（～JL）国物体的顶端
或末梢：山～｜笔～儿｜中问粗，两～JL 细。＠
（～JL）圈事情的起点或终点·话～儿｜提个

～儿｜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JL 啊！＠
（～儿）！每物品的残余部分z 布～儿 i 蜡～儿｜铅
笔～儿。＠（～JL）圈头领g为首的人z 工～｜李

～儿｜他是这帮人的～儿。＠（～儿）圈方面：他
们是一～儿的｜心挂两～。＠第→2 ～等｜～
号。＠领头的；次序居先的2 ～车｜～马 l～羊。
＠回用在量词或数量词前面，表示次序在前

的z ～趟｜～一遍｜～半本｜～几个｜～三天（＝前
面的三天）。＠〈方〉圃用在“年”或“天”前面，

表示时间在先的z ～年（＝去年或土一年）｜～
天（＝上一天）／～两年（＝去年和前年，或某年
以前的两年）｜～三天（＝昨天、前天和大前天，
或某天以前的三天）。＠因临：接近z～五点

就得动身｜～鸡叫我就起来了｜～吃饭要洗手。
@ III a）用于动物（多指家畜）：一～牛｜两～
驴。 b）用于蒜z一～蒜。 GI CT6u）［葫姓。

-'' 二 •tou 0 （～ IL ）名词后缀。 a）接
夫（琪）于名词性词根z 木～｜石～｜骨～｜
舌～｜罐～｜苗～。 b）接于动词词根（有些表示
有这样做的价值h 念～i扣～｜饶～｜嚼～儿｜看
～儿｜听～儿。 c）接于形容词词根，多表示抽象

事物g 准～｜甜～儿。＠方位词后缀g 上～l 下
～｜前～｜后～｜里～｜外～。

E头班车E t6ubanch岳函］＠按班次行驶的第

一班车。＠借指第一次机会：改革开放使他
赶上了改变命运的～。

E头彩】 t6uc副回＠博彩或某些游戏中的最
高奖：中了～｜～金额 100 万元。＠泛指各种
竞赛的头等奖或第一名，有时也指最先得到的

奖3 节目夺得戏曲会演的～｜小将首战，为中国
军团赢得～。

E头筹E t6uch6u 道第一等的筹码，借指第一
位或第一名：拔取～｜夺得～。

E头寸E t6ucun [BJ 0 旧时指银行、钱庄等所拥
有的款项，收多付少叫头寸多，收少付多叫头
寸缺，结算收付差额叫轧Cga）头寸，借款弥补
差额叫拆头寸。＠指银根，如银根松也说头

寸松，银根紧也说头寸紧。
E头大E t6u;;da ~回头昏脑涨，形容遇到难对付
的人或事而心烦z 这个人很难缠，我一看见他
就～｜看到这些乱账，他头都大了。

E头等E t6ud岳ng E国属性词。第一等5位居第
一的z ～舱｜～大事 l～重要任务。

E头顶E t6uding 画＠头的顶部：被雨淋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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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湿到脚底。＠头的上方：飞机从～飞
过。

E头发E t6u•f口国人的前额以七、两耳以上和

后颈部以上生长的毛。
E头伏E t6ufu r苞初伏。

E头盖骨E t6ugaig心圈头顶部的骨头，即颅盖。

E头骨】 t6ugu 圈颅骨。

E头号】 t6uhao 圃属性词。＠第一号的；最大

号的：～新闻｜～字。＠最好的：～面粉｜～货
色。

E头婚E t6uhun ＜口〉［到第一次结婚（对“二婚”
而言）。

E头家E t6ujia ~I 0 指聚赌抽头的人。＠庄
家。＠上家。＠〈方〉店主；老板。

E头角E t6uji凸o 喧指不凡的气概或突出的才

华（多指青年人的）：崭露～｜～峰味。 三三三
E头巾） t6ujln U量＠古代男子裹头的纺织物；三主
明清两代读书人裹头的纺织物。＠现代妇女 一一

蒙在头上的纺织物，多为正方形。
E头颈】 t6ujing （方〉圈脖子。

E头盔】 t6ukul 圈保护头部用的带坚硬外壳的

帽子，多用金属或玻璃钢等制成。

E头里】 t6u·li 圈＠前面2 您～走，我马上就来｜

工作和学习，他样样都走在～。＠事前z 咱们
把话说在～，不要事后翻悔。＠〈方〉以前：十
年～到处都唱这首歌。

E头脸E t6uli凸n 圈。指面貌z 走到跟前我才

看清他的～。＠指面子；体面2 他在地方上是

个有～的人物。
E头领E t6uling 圈领头的人；首领z 侨商～｜土

匪～。

E头颅E toulu 圈人的头：抛～，洒热血。

E头路J' t6ulu ~国属性词。头等（货物等） :~ 
货。

E头路】2 t6ulu ＜方〉圆＠头发朝不同方向梳
时中间露出头皮的一道缝儿。＠头绪：摸不
着～。＠门路：找工作没有～。

E头马E t6um凸圈马群或马帮中领头的马。
E头面） t6u • mian IEJ 旧时妇女头上装饰品的

总称2 一副～。

E头面人物E t6umian renwu 指社会上有较大
势力和声望的人物。

E头目J t6umu IEJ 某些集团中为首的人（多含
贬义） ：大～｜小～。

E头脑E t6unao 匾。脑筋；思维能力＝有～i
～清楚｜不要让胜利冲昏了～。＠头绪z 摸不
着～（弄不清头绪）。＠〈口〉首领。

E头年E t6uni6n 圈＠第一年z 三年看～。＠

去年或上一年z ～春节卜，他曾回来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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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头牌E t6up6i 圈旧时演戏时，演员的名字写
在牌子上挂出来，挂在最前面的牌子叫头牌：

挂～｜～小生｜～花旦。
E头皮E t6upi IBl 0 头顶及其周围的皮肤：挠
着～想主意。＠头皮表面脱落下来的碎屑。

E头破血流】 t6upo-xueliu 多形容受到严重打

击或遭到惨败的样子z 摔得～｜在无情的事实
面前碰得～。

E头前】 t6uqi6n ＜方〉圈。前面：他在～引

路。＠以前：～这个地方还是很荒凉的。
E头钱】 t6uqi6n 圈赌博抽头所得的钱。

E头球E t6uqiu IBl 足球运动中用头顶的球：～

攻门。
E头人l tour白n 圈领头的人，多指部落或某些

少数民族中的首领。
三玉皇 E头晌】 t6ush凸ng ＜方〉画上午。

三三言 E头生J t6usheng c～儿）＠画属性词。第一

胎生的z ～孩子。＠圈第一胎生下的孩子。
E头绳】 t6usheng IBl 0 C～儿）用棉、毛、塑料

等制成的细绳子，主要用来扎发警或辫子。＠
〈方〉毛线。

E头饰】 t6ushi 圈戴在头上的装饰品。

E头套E t6utao 画－种化装或美容用具，套在

头上，使头型、发式等符合某种需要。
E头疼E tout岳ng E回头痛。
E头疼脑热】 t6uteng-naor岳（～的）指一般的

小病：～的，有两天就能好。

E头天l t6utian 圈＠上一夭。＠第一天。

E头痛】 t6utong 圆头部疼痛，形容感到为难
或讨厌2 三天两头儿考试，真让人～。

E头痛医头，脚痛医脚J t6utongγlt6u, j iiiotong 
-ylji凸o 比喻对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只从表

面或枝节上应付。也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E头头脑脑J t6ut6un凸on凸0 ＜口〉圈泛指抱负

各级领导职务的人。

E头头JL) t6u ·tour ＜口〉圈俗称某单位或某集
团为首的人。

E头头是道E t6ut6u-sh idao 形容说话或做事
很有条理。

E头陀E t6utu6 固指行脚乞食的和尚。［梵

dhuta] 
E头先］ t6uxian ＜方〉圈。起先；先前。＠前
头。＠刚才。

E头衔E t6uxi6n IBl 指官衔、学衔等称号。

E头像】 t6uxiang 圈肩部以上的人像。

E头囱JL] t6uxinr ＜方） IBl 囱门。
E头胸部E t6uxiongbu 圈某些节肢动物（如螃

蟹、虾）的头部和胸部紧连在一起，合称为头胸
部。

E头绪J t6uxu 圈复杂纷乱的事情中的条理：

茫无～｜理不出个～。

E头癖】 t6uxuiin 画皮肤病，病原体是真菌，发

生在头部。可分为黄癖、白癖和黑点癖三种。
E头雁】 t6uyan 冒雪雁群中领头飞的大雁。

E头羊J t6uy6ng 圈羊群中领头的羊。
E头j由】 t6uy6u 圈＠抹在头发上的油质化妆

品。＠头上分泌的油脂。

E头重脚轻】 t6uzhong j的oqlng 上面重，下面

轻，形容基础不稳团，也用来形容眩晕的感觉。
E头子】 t6u· zi 圈首领（含贬义）＝土匪～｜流氓

~ 。

E头足类】 t6uzulei IBJ 软体动物的一类，在头
部四周长着许多足，多数的壳长在体内，生活
在海洋中。如乌贼、章鱼、鹦鹉螺等。

投1 t6u 0 刷一定目标扔＇ ~：（［［ I ～手榴
弹。＠画放进去；送进去：～票｜～资。

＠［却跳进去（专指自杀行为）：～河｜～江｜～

井。。画投射②2 把眼光～到他身上｜影子～
在窗户上。＠圈寄给人（书信等）：～书｜～

稿。＠［动l 找上去；参加进去：～宿｜～考 i～

军｜弃暗～明｜～入战斗。＠匿国合；迎合·～
机！～脾气 l情～意合｜意气相～｜～其所好。＠
If备；在……以前2 ～明（天亮以前）｜～暮（天黑

以前）。（！） CT6u）圈姓。

技2 t6u ＜口〉圈用清水漂洗（衣物等）：～
毛巾｜这些衣服搓过肥皂了，还得再～两

遍。
E投案】 t6u;;an [z;!j] 犯法的人主动到司法机关

或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作案经过，听候处理z
～自首。

E投保】 t6u;;biio 圃到保险部门办理手续参加

保险：～人l家庭财产已经～。
E投奔】 t6uben 画前去依靠（别人） ：～亲戚。

E投笔从戎E t6ubT-c6ngr6『19 东汉班超家境穷
困，在官府做抄写工作，曾经掷笔长叹说，大丈

夫应当在边疆为国立功，哪能老在笔砚之间讨
生活呢！（见于《后汉书·班超传》）后来把文人

从军叫作投笔从戎。

E投币式E t6ubishi 圃属性词。投入规定数值

的硬币或代用币才能开启使用的．～电话 1～

保险柜｜～充电器。
E投异军才虎】 t6ubi-ch6ih心 （把坏人）扔给衍狼

老虎吃掉（语出《诗经·小雅·巷伯》。异：给；给

以）。后用来表示对坏人十分愤恨。
E投鞭断流E t6ubian-duanliu 前秦的符坚进攻
东晋时骄傲地说，我这么多的军队，把每个兵

的马鞭子都投到江里，就能截断水流（见于《晋
书·符坚载记》）。后用来形容人马众多，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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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 友｜卖身～。

E技标】 t6u;;biiio 画承包建筑工程或承购大 I ［投篮】 t6u;;l6n ［动］打篮球时向球架上的铁圈
宗商品时，承包人或买主按照招标公告的标准｜ 内投球。

和条件提出价格，填写标书，叫作投标。 I ［投料】 t6u;;liao I甜投放原料或材料：按配方

E投产E t6uchan 圈投入生仁产2 化肥厂已建成｜ ～。
~ 。

E投诚E t6ucheng I司（敌人、叛军等）归附：缴

械～O

E投弹E t6u;;dan ［赳空投炸弹或燃烧弹等，也

指投掷手榴弹。

E投档】 t6u;;dang l制招生部门根据分数线和

填写的志愿把考生的档案投送某招生学校。

E投敌】 t6udi 圈投靠敌人：叛变～。
E投递E t6udi ［到送（公文、信件等）；递送 z ～

员｜信上地址不明，无法～。

E投递员】 t6udiyu6n ~I 邮递员。
E投毒】 t6u11du ~动］投放毒药（多就有意伤害他
人而言） 0

E投放】 t6ufang 画＠投下去动立进：～鱼饵。
＠把人力、物力、资金等用于工农业或商业2
～资金｜为兴修水利，～了大量劳力。＠工商
企业向市场供应商品＝夏令商品已～市场。

E投稿】 t6u;;g凸o I到把稿子送交报刊编辑部、
出版社等，要求发表或出版z 欢迎～｜他曾给报
纸投过几次稿。

E投工E t6u1;gong 画投入劳动力；使用工作
曰：修这个水库要投多少工？

E投合E t6uhe O lllil 合得来：两人性情～｜大家
谈得很～。＠画迎合z ～顾客的口味。

E投壶E t6uhu 面］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活
动，宾主依次把筹投入壶中，以投中多少决定

胜负，负者须饮酒（壶z古代的一种容器）。
E投缓】 t6uhu6n ＜书〉画上吊。
E投机E t6ujl 0 画意趣相合；见解相同＝话不
～｜我们一路上谈得很～。＠［到利用时机谋
取幸i.;flj ：～取巧｜～分子｜～买卖。

E投机倒把E t6ujl-d凸oba 指以买空卖空、囤积

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
E投机取巧E t6ujT-q心qi凸o 利用时机和巧妙手
段谋取个人私利，也指不愿下苦功夫，凭小聪
明侥幸取得成功。

E投寄】 t6uji 巨型（把书信等）交由邮局递送2 ～

包裹 l～邮件。
E投井下石】 t6ujing xiashi 见人投到井里，不

但不救，反而往下扔石头。 H－：喻乘人之危，加

以陷害。也说落井下石。
E投军E t6ujun 画旧时指参军。
E投考E t6ukiio 画报名应试z ～高等学校。

E投靠l t6ukao ［现前去依靠别人生活z ～亲

E投拍】 t6upiii 国投入拍摄：这部电视剧日前

已在京～。
E投票】 t6u;;piao ［司选举的－一种方式，由选举

人将所要选的人的姓名写在票上，或在印有候
选人姓名的选票上做出标志，投入票箱。表决
议案也有用投票方式的。

E投其所好E t6uqisu6hao 迎合对方的喜好（多

含贬义） 0

E投契E t6uqi E回合得来；投机·他俩越谈越～。

E投枪】 t6uqiiing ［每可以投掷出去杀伤敌人
或野兽的标枪。

E投亲E t6u;;qin 画投靠亲戚：～靠友。

E投入E t6uru O l到进入某种阶段或状态：～

生产 l～新生活｜新机场已经正式～使用。＠
E园形容做事情聚精会神，全力以赴z 她演戏很

～。＠圈指投放资金z 少～，多产出。 OIBI

技放的资金z 教育～逐年增加｜这是一笔不小

的～。

E投射l t6ushe 国＠（对着目标）扔；掷z 举起
标枪猛力向前～。＠（光线等）射E 太阳从云

海中升起，金色的光芒～到平静的海面上｜周围
的人都对他～出惊讶的眼光。

E投身E t6ushen 画献身出力＝～于教育事业。

E投生E t6u;;sh岳ng 圃投胎。

E投师］ t6u;;shi l动］从师学习 z ～习艺。

E投石问路E t6ushi-wenlu 比喻先以某种行动

试探。

E投鼠忌器E t6ushιjiqi 要打老鼠又怕打坏了

它旁边的器物（见于《汉书·贾谊传训，比喻想

打击坏人而又有所顾忌。

E投送】 t6usong 画投递g送达2 预约～｜～邮

件。
E投诉】 t6usu 画公民或单位认为其合法权益
遭受侵犯，向有关部门请求依法处理3

E投宿】 t6usu 圈（旅客）找地方住宿2 到客店
~ 。

E投胎】 t6u;;tiii lZl国人或动物（多指家畜家禽）

死后，灵魂投入另一母胎，转生世间（迷信）。
也说投生。

E投桃报李l t6ut6o-baoli 他送给我桃儿，我拿

李子回送他（语本〈（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勺，泛指相互赠答，友好往来。
E投降E t6uxi6ng 圈停止对抗，向对方屈服z

缴械～。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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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投向】 t6uxiang O 画朝着；向某方面投奔或
投入z 目光～远方｜～光明｜资金～教育事业。

＠圈（资金等）投放的方向：优化贷款～｜物流

业是外资的一个重要～。
E投效］ t6uxiao ＜书〉圈前往效力：～义军。
E技药E t6uyao 圃＠给以药物服用。＠

( －／／－）投放毒药（多用于毒杀老鼠、蜡烛F等）。

E投医】 t6u;;yl 睛就医：～求药｜病急乱～。

E投影】 t6uylng 0 ffi!j] 光学上指在光线的照射
下物体的影子投射到一个面上，数学上指将图
形的形状投射到一个面或一条线上。＠圈
投射在一个面或一条线上的物体的影子或图
形。我们村的巨大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E投影仪】 t6uylngyi 啕运用光学技射放大！泉

理制作的、将影像投射到屏幕上的电子放映仪

量量主 器。
三王三 E投映］ t6uying 画（影像）呈现在物体上2 他

的身影～在平静的湖面上。
E投缘E t6uyu6n 圃情意相合（多指初交）：两

人越谈越～O

E投掷E t6uzhi 圈扔；投1①z ～标枪｜～手榴弹。

E技注J' t6uzhu 圈。（精神、力量等）集中；
f项注：把全副精力～到扶贫工程中｜大家的
目光都～在厂长身上。＠投放注入（资金

等）。

E投注】2 t6u11 zhu 圈（在博彩活动中）投进去
财物．彩票～站。

E技资】 t6uzl O ( 11 ）圈为达到一定目的而

投入资金：～办学｜～建厂｜～一百万元。＠
画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投入的资金·智力～｜一
大笔～。

E投资基金】 t6uzl jljln 一种通过集合投资方

式集中的基金。由管理人或托管人进行证
券、外汇等方面的运作，利益共事，风险共
担。

E投资银行J t6uzl yinhang 除了本身的投资
业务外，还承接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包销
以及企业收购、合并等业务的营利性金融

机构。

般 t6u 见下
E锻子】 t6u•zi ＜方〉圈色子（sh凸 i • zi ）。

t凸u （古又）

斜（斜） T仇』又 D叫姓。

非 I:民 tot』〈方〉圈。打开（包着或卷着的东

问儿西）南平（裙子）。＠抖搂（尘土等）。

tou （玄叉）

、王币是 tot』 ＠圃（液体、光线等）渗透g穿透：～

Aζ:L 水｜～风｜钉子钉（ ding）～了木板。～过事

物的表面现象，找出它的本质。＠［到显露：这
花白里～红。＠圆暗地里告诉：～消息、｜～个

信儿。＠［塑透彻：把道理说～了我摸～了他

的脾气。 0 Ifill 达到饱满的、充分的程度g 雨
下～了｜我记得熟～了。

E透彻】（透澈l touche t砌（了解情况、分析事

理）详尽而深入：这一番话说得非常～｜他对于
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的了解。

E透底】 tou;;dl 圈透露底细：这件事他没有向

我透过底。
E透雕】 toudiao 圈雕塑的一种，在浮雕的基础

上，楼空其背景部分。
E透顶J toudlng 圈达到极端（多含贬义）：腐

败～｜糊涂～｜庸俗～。

E透JXll tou11f岳『19 自由］＠风可以通过：门缝儿有
点儿～。＠把东西摊开，it风吹吹；晾①2 把箱
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透透风。＠（～儿）指透露风

声：这件事，他向我透了一点儿风。
E透过】 touguo O 圈穿过g 阳光～玻璃照进

屋里。＠〈方〉［到通过z ～朋友介绍到这里工

作。
E透汗】 touhan 圈汗出充分了叫出透汗z 吃完

药，出了一身～。
E透话J touhua c～儿）＠（－←）圈透露消息：

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先给我透个话儿。＠圈明
臼确定的话：到底答应不答应，你给一句～儿。

E透镜E toujing 圈用透明物质（如玻璃、水晶）

制成的镜片，根据镜面中央和边缘的厚薄不
同，一般分为凸透镜和凹透镜。

E透亮】 tou•liang E冒＠透明；明亮：那块薪翠
多么～｜这间房子又向阳，又～。＠明白 z 经你
这么一说，我心里就～了。

E透亮JLl tou;;liangr 画透过光线2 玻璃窗～！

那间房子不～。
E透漏】 toulδu 圈泄露：～消息。

E透露J toulu I通＠泄露：～风声｜～内情。＠
显露：脸上～出满意的神情。

E透明J tδurning 睛。（物体）能透过光线的2
水是无色～的液体。＠形容公开，不隐藏3 信
息～｜采用招标方式使政府采购活动更～、规范。

E透明度E toumingdu 圈指事情的公开程度z

增加评奖工作的～。

E透辟E toupi E堕透彻精辟z 他的讲解很～。



E透气］ tou;;qi ＜～儿）圈。空气可以通过；通

气：门窗关着．房子不～。＠指呼吸新鲜空

气：屋里憋得慌，到外面去透透气。＠指通声

气：我得把这件事先向家里人透一点儿气儿。
E透视E toushi O 圈用线条或色彩在平面上

表现立体空间的方法。＠画利用 X射线透
过人体在荧光屏上所形成的影像观察人体内

部。＠圈比喻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g 作家

用敏锐的观察力～人生。

E透视图E toushitu 圈根据透视的原理绘制的
图，多用于机械工程和建筑工程。

[:iIDJcl toushuT O < 11 ）圃漏水＝塑料布不
～，可以挡雨。＠（「fl ）［通特指矿山开采、隧
道开挖等过程中，地下水或地面水意外涌入，

造成灾害；～事故。 81Bl 使干土层湿透的
水：树苗栽好后，要浇一次～。

E透析l' touxT I翻透彻分析：一周国际形势～｜
这部书从美学的角度～了诗歌创作的方法。

E透析】2 touxi 圈＠渗析。＠医学上指利用

渗析技术把体液中的毒素和代谢产物排出体
夕卡。

E透心JL凉l touxTnrliang llliJ 凉得渗透到心里，

形容冰凉或寒心：大雨把他浇得～｜听到被辞

退的消息，他感到一阵～o
E透雨E tδuy心圈使田地里子土层湿透的雨z

下了一场～。
E透支】 touzhT ［题。存户经银行同意在一定
时间和限额之内提取超过存款金额的款项。

＠开支超过收入。＠预先支取（工资）：～一
部分工资给孩子看病。＠比喻精神、体力过度
消耗，超过所能承受的程度2 体力严重～。

二::=ilil豆二二3

凸 tu 回高于周围（跟“凹’脚2 ～出｜～
起｜挺胸～肚｜凹～不平。

E凸版］ tuban 圈版面印刷的部分高出空白部
分的印刷版，如木版、铅版、钵版等。

E凸窗】 tuchuang IEl 一种凸出楼体外墙的窗
户，三面装有玻璃，上面有顶，下面有较宽的窗
台。也叫飘窗。

E凸镜］ tujing IBl 凸面镜的简称。
E凸面镜l tumionjing 圈球面镜的一种，反射
面为凸面，焦点在镜后。凸面镜所成的像为正

立的缩小的虚像。简称凸镜。
E凸起E tuqT 0 画鼓出来2 喉结～｜墙面～不

少鼓包儿。＠圈高出周围的或鼓出来的部
分2 攀岩时，要抓住岩壁上的～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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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凸透镜】 tutoujing 圈透镜的一种，中央比四

周厚，平行光线透过后，向轴线的方向折射聚
集于一点上。物体放在焦点以内，由另一侧看

去就得一个放大的虚像。远视眼镜的镜片就
属于这个类型。通称放大镜。

E凸显E tuxian 圈j 清楚地显露：草地上～出一
座花坛｜市场规范化的问题日益～出来。

E凸现E tux ion 圈清楚地显现：在一排排的校

舍中～出图书馆的高楼 i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出来。

弓畏. tu 圈。（人）没有头发；（鸟兽头或尾）没

7U 有毛z 头顶有点儿～了｜～尾巴。＠（树
木）没有枝叶以山）没有树木：～树｜山是～的。
＠物体失去尖端＝～笔｜笔尖～了。＠首尾

结构不完整：这篇文章煞尾处显得有点儿～。
E秃笔E tubT 圈没有笔尖儿的毛笔，借指不高明是三

的写作技法。 毒草
E秃疮E tuchuang ＜方〉圈黄癖。
E秃顶】 tudTng O c 「。一）圆头顶脱落了全部或

大部分头发。＠圈脱落了全部或大部分头
发的头顶。

E秃莺E tu jiu 圈鸟，身体大，全身棕黑色，头部
颈部裸出，但有绒毛，嘴大而尖锐，呈钩状，栖
息高山，是猛禽，以尸体和小动物为食物。也
叫坐山雕。

E秃噜E tu• lu ＜方〉圈。松散开2 你的鞋带～

了｜毛衣袖口都～了。＠（毛、羽毛）脱落z 这张
老羊皮的毛儿都～了。＠拖s坠下来：～着裤
子｜裙子～地了。。脱口失言：你要留神，别把
话说～了。＠过头z 钱要算计着花，别花～了。

E秃瓢JLl tupiaor 〈方〉巨型光头（含诙谐意）＝剃
了个～。

E秃杉E tushan I蜀常绿大乔木，树高可达 75
米，树皮灰褐色，树冠圆锥形，雌雄同株，叶鳞
状，球果椭圆形或圆柱形。生长在云南、贵州
和湖北等地。

E秃头E tutou o < ~11一）圆头发全部脱落 z 一

场大病后，他秃了头了。＠圈头发脱光或

剃光的头。 OIBI 头发脱光或剃光的人。。

( fl ）圈光着头，指不戴帽子：他秃着个头出

去了。
E秃子E tu·zi 圈。头发脱光或剃光的人。＠
〈方〉长黄瘸的人。

夕~tu o 圈猛冲z ～破｜～围｜狼奔王军～。
／、＠［置突然：～变｜气温～增。＠画高于

周围 g ～起｜～出。。古代灶旁突起的出烟火
口，相当于现在的烟筒z 灶～ i 曲～徙薪。＠

圈突起③的简称z 上关节～｜下关节～。
E突变l tubian 画＠突然急剧地变化g 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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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色～｜基因～。＠哲学上指飞跃。也叫

质变。

E突查l t0ch6 圈。突然检查2 交警夜间～酒
后驾驶。＠突击检查：节前，消防队～火灾隐

患。
E突出］1 tOchO 圃冲出：～重围。

E突出Y tOchO 0 圈鼓出来z 悬崖～｜～的额

骨。＠圈超过一般地显露出来2 成绩～。＠

圈使超过一般：～重点｜～个人。
E突发E tOfo 画突然发作或发生2 ～心脏病｜～

事件｜～山体滑坡。
E突飞猛进E tOf副－m岳ngjin 形容事业、学问等

进展非常迅速。

E突击E tOjl 圈＠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阵地猛
烈而急速地攻击z ～队。＠比喻集中力量，加

快速度，在短时期内完成某项工作：连续～了
两个晚上才把稿子写完。

E突进E tOjin 画集中兵力向一定方向或地区
猛进。

E突厥】 TOjue 固我国古代民族，游牧在阿尔

泰山一带。 6 世纪中叶，开始强盛起来，并吞
了邻近的部落。西魏时建立政权。隋开皇二
年（公元 582）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7世纪中
叶，先后被唐所灭。

E突破］ tOpo 圈。集中兵力向一点进攻或反

攻，打开缺口 2 ～封锁｜～防线｜～敌人阵地。
＠打破（困难、限制等）：～难关｜～定额｜对这
个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

E突破口】 tOpolφu 圈冲出包围的出口，比喻

打破困局或限制的关键处z 找到提高产品质
量的～。

E突起l tOqi 0 圈突然发生；突然兴起3 狂风

～ l异军～。＠圈高耸：峰峦～。＠圈生物
体上长的像瘤子的东西。简称突。

E突然E t0r6n ~园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
外：～袭击｜他来得很～。

E突如其来E tOru qilai 突然发生（突如z 突然〉。

E突审E tush邑n 画突击审讯或审查z 对犯罪嫌

疑人连夜～l对制药企业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
~ 。

E突突E tOtO 眼雪形容心跳、机器开动等的声

音z 心～地跳｜摩托车～地发动起来。
E突围E tO;;w自i iz;国突破包围：～脱险。

E突兀E tOwu 匾。高耸的样子：奇峰～｜～的
山石。＠突然，出乎意外：事情来得这么～，

使他简直不知所措。

E突袭E tOxi 圃用兵力出其不意地进攻，突然

袭击。

E突显E tOxian 圃突出地显露z 手臂上～出一

条条青筋｜产品的包装也～出民族特色。

E突现E tOxian l到＠突然显现＝转过山脚，一

片美丽的景色～在眼前。＠突出地显现＝语
言和行为都～了他的个性。

英 to 见 465 页1酷刑剧。

主捂 tO 见下。

J亏
E窍王孚】 tOfu （书〉圈一种玉。

,, 
tu （玄义）

图〕 tu o 町绘画表现出来的形
（圃）象；图画：地～｜蓝～ l绘～ l插～｜

制～！看～识字。＠谋划；谋求：～谋 i 力～。
＠圃贪图2 唯利是～｜不能只～省事，不顾质

量。＠意图；计划z 良～｜宏～。＠〈书〉绘；

画z 绘影～形。＠（丁。）圈姓。

E图案E t白’ an 画有装饰意味的花纹或图形，
以结构整齐、匀称、调和为特点，多用在纺织

品、工艺美术品和建筑物上。
E图表E tub1凸0 ~表示各种情况和注明各种数

字的图和表的总称，如示意图、统计表等。
E图册】 tuce 圈汇集图片及文字说明而编成的

书册z 地理～｜旅游～。

E图谶】 tuch en 圈古代巫师、方士编的预示吉

凶的书，常附有图。

E图钉】 tuding （～儿）圈一种帽大针短的钉子，

用来把纸或布等钉在木板或墙壁上。
E图画】 tuhua ~用线条或色彩构成的形象。
E图画文字E tuhua wenzi 用图画来表达意思

的文字。特点是用整幅图画表示意思，本身不
能分解成字，没有固定的读法。参看 1434 页

1象形文字1。
E图籍E tuii ＜书〉圈疆域图和户口册。
E图i己E tu ii 圈＠图章。＠用图形做的标志。
E图鉴J tujian ~以图画为主而用文字解说的

著作（多用于书名） ：《哺乳动物～》。

E图解E tu ii岳圈＠利用图形来分析或求解：
～法。＠比喻机械地理解、分析：文学创作不

能简单地～现实生活。

E图景E tujTng 圈。画面上的景物：他只用几

笔，便勾勒出一幅海上日出的～。＠描述的或
想象中的景象：这些民间传说反映出人们理想
中的社会生活～。

E图例E tuli ~地图、天文图、统计图等上面各
种符号的说明。

E图录E tulu E望用图片及文字记录、记载事物



的出版物，有历史图录、人物图录、艺术图录
等。也单指集录起来的图像，如陶文图录、中
国青铜器图录。

E图谋】 tum6u 0 圈暗中谋划（多含贬义）：～

私利｜～不轨。 8 IBl it谋。
E图片E tupian 图用来说明某→事物的图画、

照片、拓片等的统称：古代建筑～展览。
E图谱E tupu 画系统地编辑起来的、根据实物

描绘或摄制的图，是研究某→学科所用的资

料：植物～｜历史～o
E图穷匕首见E tu qi6ng blshou xian 战国时．

荆辆奉燕国太子之命去刺秦玉，以献燕国督亢
的地图为名，预先把匕首卷在图里，到了秦王
座前，慢慢把地图展开，最后露出匕首（见于

《战国策·燕策三》）。借指事情发展到最后，真
相或本意露出来了。也说图穷匕见。

E图穷匕见】 tuqi6ng-bixian 见 1325 页【图穷

匕首见L
E图示】 tushi 画利用图形标示或显示：旅行路

线～如下l火灾自救法～。

E图书E tushu IBl 图片和书刊，一般指书籍z ～
目录｜～资料。

E图书E tu·shu ＜口〉圈指图章。
E图书馆】 tushugu凸n 圈搜集、整理、收藏图书
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

E图说E tushuo 圈以图画为主而用文字加以
说明的著作（多用于书名） ：《天体～》。

E图腾】 tuteng 圈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
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
氏族的标志。［英 totem]

【图文并茂】 tuwen-bingmao （同一书刊的）图

画和文字都很丰富精美。
E图文电视】 tuwen dianshi 一种电视广播业
务，利用电视信号传送简短的文字或图形信
息，如新闻、天气预报等。用户可以通过按键
选择内容，在电视屏幕上收看。

E图像JC图象＞ tuxiang IBJ 画成、摄制或印制的

形象。
E图形J tuxing i亘在平面上表示出来的物体的
形状。

E图样E tuyang 圈按照一定的规格和要求绘
制的各种图形，在制造或建筑时用作样子。

E图章E tuzhiing 圈＠用小块的石头、木头、金
属、树脂等做成的东西，底下一面多为方形或
圆形，刻着姓名或其他名称、图案等，用来印在
文件、书籍等上面，作为标记。＠图章印在文

件、书籍等上面的痕迹。
E图纸E tuzhl ~圆了图样的纸s设计图 z 施工

~ 。

堕主芝主」 tu 巴些主l

主主 tu o 古书上说的一种苦菜。＠古书上
刀飞指茅草的白花z 如火如～。
E荼毒E tudu ＜书〉画茶是一种苦菜，毒指毒虫
毒蛇之类，借指毒害z ～生灵。

E荼藤E tumi 圈落叶灌木，攀缘茎，茎有棱，并

有钩状的刺，羽状复叶，小时－椭圆形，花白色，
有香气。供观赏。也作除酸。

经士 tu o 步行z ～步｜～涉。＠徒弟；学生2
’协巳门～｜学～l 艺～ l尊师爱～。＠信仰某种
宗教的人z 信～｜佛教～。。同一派系的人
（含贬义）：党～。＠指某种人（含贬义）：酒
～l赌～l不法之～｜好事之～。＠指徒刑。＠

空的s没有凭借的z ～手。＠〈书〉国表示除
此以外，没有别的g仅仅z ～托空言｜家～四壁。

＠〈书〉圃徒然①：～劳｜～自惊扰。＠

(Tu）圈姓。 三三三

E徒步J tubu 圆步行z ～旅行｜～行军。 三E
E徒弟E tu·di 圈跟从师傅学习的人。

E徒工】 tugong 圈学徒工。

E徒劳J tulao 画无益地耗费力气z ～往返。
E徒劳无功E tulao-wugong 白费力气，没有成
就或好处。也说徒劳无益。

E徒劳元益J tulao-wuyi 徒劳无功。

E徒然J turan 圃＠白白地；不起作用：～耗费

精力。＠仅仅3只是2 如果那么办，～有利于对
方。

E徒涉】 tushe ＜书〉圃瞠水过河。

E徒子E t白shou 圃空子（不拿器械）：～格斗。

E徒孙E tusiin 圈徒弟的徒弟2 徒子～。
E徒托空言E tutuo-kongyan 只说空话，并不实

行。

E徒刑】 tuxing 圈剥夺犯人自由并强制其劳动
的刑罚，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两种。

E徒有其名l tuyou qiming 徒有虚名。

E徒有虚名J tuv凸u-xuming 空有某种名声，指
名不副实。也说徒有其名。

E徒长E tuzh凸ng 画作物在生长期间，因生长
条件不协调而茎叶生长过旺。徒长影响产量
和品质。

E徒子徒孙E tuzl-tusun 徒弟和徒列，泛指党

羽。

三今～ tu ＠道路＝路～｜旅～｜长～｜道；听～说｜
X:!!. 半～而废。用～。 8 (Tu）圈姓。

E鑫程E tucheng 圈路程，多用于比喻z 人类进
化的～｜革命的～。

C金次E tuci ＜书〉画旅途中住宿的地方。
E途经J tujlng 圈中途经过（某地）：从北京～
南京到上海。

E金径E tujing 画路径，多用于比喻z 寻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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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革新的～。 I l屠户】 tuhu 圈旧时指以宰杀牲畜为业的人
占6..1 tu 0 I商用东西（多为刷子）蘸｜ 或人家。
乐（盒）油漆颜料、脂粉、药物等在物体 I c屠戮】 tul山〈书〉圈屠杀。
上来回移动，使附着在上面：～抹｜～饰 l～脂 I l屠杀】 tusha [§lj] 大批残杀。

抹粉1～上一层油。＠圈乱写或乱画；随意地 I l屠苏】 tusu 圄古代一种酒名。相传农历正月
写字或画画JL ：～鸦 l信手～上几笔。＠画抹｜ 初一饮屠苏酒，可以避邪，不染瘟疫。
去：～改｜把写错的字～掉。＠〈书〉泥z ～炭。 I l屠宰l tuzai 圈宰杀（牲畜）。
＠海涂的简称：～田｜滩～。 I l屠宰场】 tuz凸ichang 圈专门宰杀牲畜的处

... "JA.2 tu 书〉同“途”①。｜
冻－（盒） ｜：路 tu ＜书〉稻子。
~A.3 ”、． Tu 温姓。 ｜’川、
乐 （；涂） | 口在 tu 〈书〉（猪）肥。
E涂改1 tug凸 i [§lj] 抹去原来的字或画，重新写或 I /.JJ口
画。

E涂料l tuliao 圈涂在物体的表面，能使物体

美观或保护物体防止侵蚀的物质，如油漆、干
性油等。

E涂抹l tumo 画＠涂1 ①z 木桩子上～了沥

青。＠涂1② z 信笔～。

E涂饰l tushi 圈。涂上（油漆颜色）：～木器。
＠抹（灰、泥）；粉刷 z ～墙壁。

E涂炭E tutan ＜书） 0 [BJ 烂泥和炭火，借指极

困苦的境遇：救民于～。＠圈处于极困苦的

境地或使处于极困苦的境地2 生灵～ l～百姓。
E涂写E tuxi岳圈乱写；随意写g 不要在墙上～

标语。
E涂鸦l t白va 圈＠唐代卢全《示添丁》诗：“忽
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世用“涂
鸦”形容字写得很差（多用作谦辞）。＠指胡乱

写作。＠指随意涂画（多指在墙上）：街头～o
E涂乙E tuvr ＜书〉圈指删改文章（涂z抹去g乙：
勾画）。

E涂脂抹粉】 tuzhl-mof岳n 0 涂脑脂，抹香粉，

修饰容貌。＠比喻对丑恶事物进行粉饰。
百A ’见 1278 页I驹骇］。

掠（！除）
步f tu 见 1380 页I於莞j( wOtu ）。

J范另见 1328 页 tu 。

4必』 tu 用于地名 z ～士于（在广东）。
，以问

屠 tu o 宰杀（牲畜）：～宰＠屠杀z ～
城， 8 (Tu）圈姓。

E屠岸l T白’δn [BJ 姓。

E屠城l tucheng 圈攻破城池后屠杀城里的居

民 z 掠地～。
E屠刀E tudao 圈宰杀牲畜的刀，借指反动暴
力 z 侵略者手中的～吓不倒争取自由的人民。

E屠夫E tufO ~旧时指以宰杀牲畜为业的人，
借指屠杀人民的人。

痞 tu ＜书〉病

除 tu ＜书〉酿酒用的酒曲

E除醺l tumi o 圈古书上指重酿的酒。＠同
“茶藤”。

v tu c 古〉〈）

土1 伯阳土壤；泥土2 黄～｜悉～｜～山｜
～坡｜～堆。＠〈方）~灰尘z 刮了一天

风，桌上落了一层～。＠土地②z 国～｜领～。
0 Ifill 本地的；地方性的z ～产｜～话｜这个字

眼儿太～，外地人不好懂。＠圃民间的g民间

沿用的；非现代化的（区别于“洋”）：～法｜～专

家｜～洋并举。 Cl) Ifill 不合潮流；不开通z ～里
～气｜～头～脑。＠禾熬制的鸦片g 烟～。＠
(Tu）圈姓。

土2 刊土族
E土包】 tubaa 画大土堆。
E土包子E t心bao•zi [BJ 指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含讥讽意） 0

E土崩瓦解】 tub岳ng-w凸j i邑形容彻底崩溃。

E土鳖E t凶i岳固地鳖的通称。
E土拨鼠】 t心bosh心圈旱獗。

E土布E t心bu 圈子工纺织的布。

E土产l tuchan O 圈某地出产的富有地方色
彩的产品：这是从家乡四川带来的～。＠画

属性词。某地出产的z ～品。

E土地】 tudl ~ o 田地：～肥沃｜～改革。＠
疆域：～广阔，物产丰富。

E土地E T心 •di 圈迷信传说中指管一个小地区

的神z ～堂（土地庙）。也叫土地爷或土地老。
E土地改革】 tudl g凸ige 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



行改革的运动。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农民群众没收地主的土
地和生产资料，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简称

土改。
E土地革命战争］ T心di Geming Zhanzheng 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E土地老］ T心· di I凸0 IBl 土地（ Tu• di ）。
E土地爷］ T心· diye I吾土地（ Tu•di ）。

E土豆】 tudou c～儿）圈马铃薯的通称。

E土法】伯伯［望民间沿用的方法：～打井。
E土方】I tuf(ing l每＠士方工程的工作量通常
都用立方米计算，一立方米称为一个土方。＠
士方工程的简称。

E土方F tufang c～儿）圈民间流传的、不见于

医药专门著作的药方。
E土方工程l t心fang gangcheng 挖土、填土、运

士等工作的统称。简称土方。
E土匪E t凸tei 固地方上的武装匪徒。
E土改1 tu9凸I ［副土地改革的简称。
E土埂E tug岳ng IE,］困地里稍稍高起的埂子。
也叫土埂子。

E土豪E tuhao 圈＠旧时农村中有钱有势的地
主或恶霸：～劣绅。＠指暴富的文化素质不
高的人，也指喜欢炫富的有钱人（多含讽刺或

戏谑意）＝一掷千金的～。
E土话E t凸hua 圈小地区内使用的方言。也叫

土语。
E土皇帝E tuhuangdl 圈指盘踞一方的军阀或
大恶霸。

E土黄】 tuhuang Ifill 像黄土那样的黄色。
E土货E tuhuo 圈土产的物品。
E土鸡】 t心jl 圈＠指地方土种鸡。也叫草鸡。
＠指农家散养的鸡。

E土籍E t凸ji IBl 世代久居的籍贯。
E土家族】 T凸jiazu IBl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
分布在湖南、湖北、重庆等地。

E土建】 tujian 圈土木建筑z ～工程。

E土老帽JL] t心｜凸omaor ＜方〉圈指衣着和言谈
举止士气十足的人（含讥讽意）。

E土矮鱼l t心lingyu 圈馁。

E土木E tumu IBl 指土木工程z 大兴～。
E土木工程】 tumu gongcheng 房屋、道路、桥

梁、海港等工程的统称。
E土牛E tuniu 圈堆在堤坝、上以备抢修用的土

堆，从远处看去像一头头的牛。

E土偶E t心’ OU 南用泥土塑成的偶像。
E士坯E t心pl 圈把秸士和（hu凸）成泥放在模型
里制成的土块，多为长方形，可以用来盘灶、盘
炕、砌墙。

土 tu 1327 

E土气E t心 ·qi 0 圈不时髦的风格、式样等。＠

固不时髦：穿着要像个样，不要让人家说我们
太～了。

E士壤】 t心rang IBl 0 地球陆地表面的一层疏
松物质，由各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

分、空气、微生物等组成，能生长植物。＠比喻
适于事物生存发展的环境：铲除滋生腐败的

。

E士壤污染】 t心而ng wuran 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农药、化肥和大气沉降物等进入士壤并逐
渐积累所造成的污染。土壤污染使土质恶化，

有毒物质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畜健康。
E土人1 turen 圈外地人称经济、文化等不发达
地区的当地人（含轻视意）。

E土色E tuse 画像土一样的黄色·面如～。
E土生土长E t心sh岳ng拍zhang 当地生长·他是三三

～的山东人。 喜王三
E土石方E tushifang 圈土方和石方的合称。

E土司E t心sl 啤］元、明、清各朝在边远民族地区
授予其首领的世袭官职，也指被授予这类官职
的人。

E士俗E tusu o 圈当地的习俗：～淳朴。＠

Ifill 粗俗不雅2 ～的语言。

E土特产E t心techan IBJ 土产和特产的合称。

E土物l t心WU 圈土产①。

E士戏】 tux I 圈。土家族的戏曲剧种，流行于

湖北来凤一带。＠壮族戏曲剧种之→，流行
子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叫壮族土戏。

E土屋】 tuxlng IBl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按离

太阳由近而远的次序计为第六颗，绕太阳公转
周期约为 29.5 年，自转周期约 10 小时。（图

见 1265 页“太阳系”）

E土腥气E tu·xlngql 圈土腥味儿。

E土腥味JL] t心•xlngweir ~泥土的气味2 这菠

菜没洗干净，有点儿～。也说土腥气。

E土仪E t的i （书） IBl 用来送人的土产品。
E土音E t的In 圈土话的口音。

E士i昔］ t心y心圈土话z 方言～。
E土葬］ t心zang 毒面处理死者遗体的一种方法，
一般是把尸体装进棺材，再埋在地里（对“火

葬、水葬”等而言）。
E土政策】 tuzhengce l'Bl 指某个地区或部门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或从局部利益出发制定的
某些规定或办法（多与国家政策不一致）。

E土质］ t凸zhl 圈土壤的构造和性质：～肥沃 l

～痹薄。
E土著E tuzhu IBl 原住民。

E土族】 Tuzu I重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
在青海和甘肃。



I 1328 I tu tu6n i 吐牡吐兔境苑猫端端困

日十仙圈。使东西从嘴里出来2 ～
__L. 核；L<hur)I ～痰 υ ＠从门儿或缝儿里长出

来或露出来．～穗儿｜～絮｜蚕～丝。＠说出

来：谈～｜～露！～字｜～实情。
另见 1328 页 tu"

E吐蕃l Tubo 圈我国古代民族，在今青藏高
原。唐时曾建立政权。

E吐槽E tu11cao p动l 指发表不满的言论和意见：
影片情节荒诞，遭到众多网友～。

E吐翠】 tucui ＜书〉圈呈现碧绿的颜色：杨

柳～。
E吐故纳新l tugu-naxln 《庄子·刻意》：“吹附呼

吸．吐故纳新”（附 x凶＝呼气），本指人体呼吸，吐
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现多用来比喻扬

弃旧的、不好的，吸收新的、好的。
三三二 E吐口l tu11 kou ＜～儿）［剥开口说话（多用于表

三王三 示同意、说出实情等） ：问了半天，他就是不～。

E吐露E tulu c司说出（实情或真心话）：～真情｜

她的心里话不轻易向人～。

E吐气】I t凸；； qi ［量发泄出积在胸中的委屈或怨

恨而感到痛快z 扬眉～。
E吐气】2 tuqi 圈语音学上指送气。

E吐绞鸡】 tushoujl 圈火鸡。

E吐属E tush心〈书）~谈话用的语句；谈吐：～
不凡｜～大方。

E吐司E tusl IBJ 烤面包片。［英 toast]

E吐穗E tu;;sui ＜～儿〉圈抽穗。
E吐絮E tuxu 圈＠棉桃成熟裂开，露出白色的
棉絮。＠柳絮、芦苇种子上的白色茸毛向外

飘出。

E吐谷浑】 T的uhun 固我国古代民族，在今甘
肃、青海一带。隋唐时曾建立政权。

E吐字】 t心zi 白面］唱曲和说白中按照正确的或传

统的音读出字音；说话、讲演等说出字音；咬
字JL ：～行腔｜～清楚。

牡 w 啕金属元素，符号 Th＂银
l （仕）白色，在空气中逐渐变为灰色，质
软，有放射性。经过中子轰击，可得核燃料
铀 233 ，也可用作耐火材料、合金等。

飞

tu （云又）

日＋ ω 画＠（消化道或呼吸道里的东西）不
」a 自主地从嘴里涌出：呕～｜～血｜上～下

泻。＠比喻被迫退还侵占的财物。
另见 1328 页 tu"

E吐沫E tu•mo 函唾沫。
E吐血E tu;; xi岳圈内脏出血由口中吐出。参

看 721 页1咯血1 、968 页1日区血｝。
E口士泻】 tUXI岳阳］暇时和腹泻。

三乙 ~ －唱 tu ＜～ IL）圈哺乳动物，
克（究、觅）头部略像鼠，时，四
中间分裂，尾短而向上翘，前肢比后肢短，善于
跳跃，跑得很快。有家兔和野兔等。毛可供纺

织，毛皮可以市1J衣物。通称兔子。

E兔得E tuchun 圈唇裂。

E兔毫E tuhao 圈用兔毛做笔头的毛笔。

E兔儿爷】 turve 圈中秋节应景的兔头人身的
泥制玩具。

E兔死狗烹】 tusi-gou罔ng 《史记·越王勾践也

家》＝“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鸟

没有了，弓也就收起来不用了；兔子死了，猎狗
也就被芳、来吃了。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曾经
出过大力的人杀掉。

E兔死狐悲】 tusi-hub岳l 比喻因同类的灭亡而

感到悲伤·～，物伤其类。

E兔脱】 tutuo ＜书〉蜡像兔子一样很快地逃
走。

E兔崽子E tuz凸 i. z i 圈幼小的兔子（多用作骂人

的话）。
E兔子】 tu·zi IBl 兔的通称。

境 ω 桥两头靠近平地的地方z 桥～。

莞 tu 见下。
另见 1326 页 tu 。

E莞丝子E tuslzi IBJ 一年生事本植物，茎呈丝

状，黄色，叶子退化，开白色小花。多寄生在豆
科植物上，对豆科植物有害。种子黄褐色，可
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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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tuan 用于地名～卧梁（在陕西）。

~昼：！ tuan O y，市急 2 ～流。＠〈书〉急流的

1川llU 11< ： 急～。
E淌急、】 tuanji E回水势急： Ji I 江险滩多，水流

。

[fr市流l tuanliu ＜书〉函流得很急的水。

端 tuan ＜书〉火旺盛的样子。

tu an （云又与）

团（圈、＠榈）吵。： ：：，飞二飞



画把东西揉弄成球形：～泥球｜～纸团JL I ～饭

团子。。（～儿l I组成球形的东西·纸～儿｜棉
花～儿。＠会合在一起 z ～聚｜～结。＠但l

E作或活动的集体：主席～ l 文工～ i代表～｜
参观～。＠ I名l 军队的编制单位，一俨般隶属于
师，下丰富者于营。＠［萄青少年的政治性组织，

如儿童团、青年园等，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徽。＠［刽旧时某些地区相当于
乡一级的政权机关。＠量用于成闭的东西
或抽象的事物2 卢～毛线 l一～碎纸！屋里乱得

一～糟｜一～和气。 CD ( Tu6nl I名i 姓。
E团拜E tuanbai 阐（机关、学校等集体的成员）

为庆祝新年或春节而聚在一起互相祝贺。
E园丁E tuanding i每旧时团练武装中的壮丁。

E团队E tuandui 圈具有某种性质的集体；团
体：体育～ l旅游～。

E团队精神】 tu6ndui jlngshen 指集体合作、共

同奋斗的精神。
E团粉E tuanf臼［每烹调用的淀粉，多用绿豆或
荧实制成。

E团购E tuangou ［司为求得优惠的商品价格，
多人组成团体向商家采购。

E团伙】 tuanhuo 圈纠集在一起从事不轨活动
的小集团：贩毒～｜流氓～。

E团结】 tu6njie O 画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
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朋友，
打击敌人l～就是力量。 8~回齐心协力，结合
紧密；和睦：邻里～｜大家很～O

E团聚l tu6nju l到＠相聚（多指亲人分别后再

相聚）·夫妻～ l全家～。＠团结聚集：组织和

～千千万万民众。
E团粒E tu6nli 圈由腐殖质和矿物颗粒等构成
的团状小土粒，直径一般在 1 1 （）毫米之间。
可以储存养分和水分，团粒之间的空隙便于渗

水。
E团练E tu6nlian 南宋代到民国初年，地主阶
级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地方武装组织。

E团荣E tu6nlu6n 同“团阁”。

E团因E tu6nlu6n ＜书〉＠圈形容月圆z 一轮
～的明月。＠画团圆①g团聚①z ～到老｜合

家～。｜｜也作团来。
E团弄E tu6n·nong ＜方〉圈。用手掌搓东西
使成球形。＠摆布；蒙蔽。＠笼络。 II 也作
持弄。

E团脐E tu6nqi 圈。螃蟹腹部中间的一块圆
形的甲壳，是雌蟹的特征（区别于“尖脐勺。＠
指雌蟹。

E团扇E tu6nshan 圈圆形的扇子，一般用竹子

或兽骨做柄，竹箴或铁丝做圈，蒙上绢、绞子或

因 f专污瞠象 i tu6n tuan I 13~」

纸。
E团体】 tu6ntT 固有共同目的、志趣的人所组

成的集休 z 人民～ i文艺～ J～活动。

E团体操］ tu6ntTcao ；名］集体表演的、具有一定

主题思想的体操。表演者按规定做各种体操
或舞蹈动作，或进行队列变化，或组成各种有
意义的图案。

E回头虫草】 tu6nt6uf6ng ［割鱼，体侧扁而高，略

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嘴宽，背绪有硬刺，脂肪

丰富。生活在湖泊中，原产于湖北梁子湖。也

叫武昌鱼。

E团团E tu6ntu6n lllil 0 形容网的样子·～的
小脸儿。＠形容旋转或围绕的样子：～转｜～

围住。

E团团转E tu6ntu6nzhuan ［勤状态词。来回转

中’多形容忙碌焦急的样子：比得～｜急得主
E团音E tu6nyin 圈见 631 页【尖团音L

E团鱼l tuanyu 圈鳖。

E团员E tu6nyu6n 圈＠代表团、参观团等的

成员：这个代表团由团长一人、～三人组成。
＠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E团圆E tu6nyu6n 0 富国（夫妻、父子等）散而复

聚：骨肉～｜全家～。 8 ll!2l 圆形的z 这个人～
脸，大眼睛。

E团圆饭E tu6nyu6nfan 画家人团聚时吃的

饭，特指农历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吃的年夜
饭。

E团圆节E Tu6nyu6n Ji自画指中秋。

E团子l tu6n·zi ［苞米或粗粮面做成的圆球形

食物〔有的有馅儿）：糯米～！玉米面～。

持山 tu6n 0 ＜书〉盘旋。＠町团”
（粤）③。

[t专乔E tuan·nong 同“团弄”。

y专（溥） tuc 
〈书〉形容露水多。

" tu an （云又与）

幢 tuan 村庄（多用于地名）：柳～c :m全）（在山东）｜刘～（栩如。
飞

tuan c 玄＞＜it)

象 tuan ＜书〉论断；尹d

E象辞】 tuanci 圈《易经》中论圭＋义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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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旦主L二二3

.--P‘ tuT 又t邑 i ＜方〉画太＝这屋子～小，挤不

J巳～下。
另见 1280 页怡。

推 tuT 0 圈向外用力使物体或物体的某
一部分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z ～车｜～磨

(mo) I ～倒 l 我～了他一把｜门没有｜习上，一～

就开了。. ~面1] （推磨）磨或（推碾子）碾（粮

食）：～了两斗养麦。＠画用工具贴着物体
的表面向前剪或削z ～草机｜～头｜用刨子～
光。＠圈使事情开展z ～广｜～销｜～行｜把水

利建设～向高潮。＠画根据已知的事实断定

其他；从某方面的情况想到其他方面2 类～｜～
算｜～己及人。＠画让给别人g辞让：～辞｜～

让｜解衣～食｜既然大家都选你，你就别～了。

＠画推语；推托z ～三阻四。＠圈推迟：～

后｜开会日期往后～几天。＠推崇：～许｜～

重。＠圈推选；推举z 大家～老张担任小组

长。
E推杯换盏】 tuTbei-huanzh创指频繁举杯，互

相敬酒畅饮z 席间，众人～，畅叙友情。
E推卒溯源E tu Tb岳n-suyuan 推究根源；找原因。

E推波助澜E tuTbo-zhulan 比喻促使或助长事

物（多指坏的事物）的发展，使扩大影响。
E推测E tu Tee 圈根据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想象

不知道的事情g 无从～。
E推陈出新E tuTchen-chu』xTn 去掉旧事物的糟

柏，取其精华，并使它向新的方向发展（多指继

承文化遗产）。
E推诚相见E tuTcheng-xiangjian 用真心相待。

E推迟E tuTchi 圈把预定时间向后改动：～婚

期｜开会日期～一夭。
E推崇E tuTch6ng U面十分推重＝～备至｜杜甫

的诗深受后世～。

E推出l tuTchu ［噩使产生；使出现z ～新品牌｜

歌坛～好几位新人。

E推辞E tu Tei 圈表示拒绝（任命、邀请、馈赠
等） ：借故～。

E推戴E tuTdai ＜书〉圈拥护某人做领袖 z 竭诚
~ 。

E推岩】 tl』Tdang 圈拖延搁置z 借故～。

E推导E tuTdao 画根据已知的公理、定义、定

理、定律等，经过演算和逻辑推理而得出新的
结论。

E推倒］ tuT;;d凸o 圈。向前用力使立着的倒下

来＝～土墙｜他被～在地。＠推翻②g ～前人

的成说｜这个结论看来是推不倒的。

E推定E tuTdlng 画经推测而断定：一时还难以

～他变卦的原因。
E推动】 tuT11 dong 圈使事物前进；使工作展
开z 总结经验，～工作。

E推断】 tuTduan lll!!l 推测断定z 正确地分析事

物的历史和现状，才有可能～它的发展变化。
E推度】 tuTdu6 圈推测：～无据。

E推翻l tuT;;fan 圈。用武力打垮旧的政权，

使局面彻底改变：～反动统治。＠根本否定
已有的说法、计划、决定等：～原有结论！～强
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

E推Hlfl tuTfu ＜书〉画推许佩服。
E推广】 tuTguang 画扩大事物使用的范围或

起作用的范围z ～普通话｜～先进经验。

E推及】 tuTji 画推广到；类推到：～各处 i ～其

余。
E推己及人】 tuTjl-jiren 用自己的心恩来推想别
人的心思；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E推见】 tuTj ion l到推想出：从这些生活琐事上，

可以～其为人。
E推荐l tuTjian 圈把好的人或事物向人或组织

介绍，希望任用或接受z ～信｜～她去当教师｜
向青年～优秀的文学作品。

E推介】 tuTjie ［司推荐介绍2 ～新书 l 新产品需

要大力～。
E推襟送抱E tuTjTn-songbao 指推诚相见（襟、
抱：指心意）。

E推进】 tuTjin rnJ] 0 （战线或作战的军队等）向前
进z主力正向前沿阵地～。＠推动工作，使前

进：把学科的研究～到一个新阶段。
E推究】 tuTjiu 圈推求探究（原因、道理等）：～

缘由。
E推举】 tuTju 画推选z 大家～他为工会小组

长。
E推理E tu TIT 画逻辑学指思维的基本形式之
一，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

判断（结论）的过程，有直接推理、间接推理等。
E推力】 tuTli 圈。推进的力量。＠物体所承

受的推进的力。
E推论l tuTlun O 画用语言的形式进行推理z

根据事实～。＠圈经推理所得出的结论z 这

一～的正确性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E推拿E tuTna 圃中医指用于在人体上按经络、
穴位用推、拿、提、捏、揉等手法进行治疗。

E推翻 tuTqiao 画传说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
作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

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

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



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
好（见于《苔溪渔隐丛话》卷十九弓｜《刘宾客嘉
话录训。后用“推敲”指斟酌字句，反复琢磨＝

反复～｜～词句。
E推求J tulqiu 巨型根据己知的条件或因素来探
索（道理、意图等）：～对方的动机。

E推却】 tulque 画拒绝；推辞：再三～。
E推让】 tuTrang 画由于谦虚、客气而不肯接受

（利益、职位等）。
E推三推四】 tulsan-tulsi 推三阻四。
E推三阻四】 tulsan zusi 以各种借口推托。也

说推三推囚。

E推操E tuls凸ng 画推来推去：他们互相～着
争吵起来！大伙川推推揉揉地把他拥进了大门。

E推升l tulsh岳ng ［面推动便升高：原材料涨价
～了工业品的成本。

E推手】 tuI sh凸u l'8J 推动某事的人或事物：幕
后～l供大于求成为产品价格下跌的～。

E推说】 tulshu6 ［司推托说；找借口说·她～身
体不舒服，没来参加聚会。

E推算l tulsuan Q到根据已有的数据计算出有

关的数值·根据太阳、地球、月球运行的规律，
可以～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

E推头】 tUl//tOU 圈（用推子）理发。

E推土机】 tult心F 函］在拖拉机前装有推士铲的
机械，用于平整建筑场地等。

E推托E tultu6 ［.割借故拒绝z 她～嗓子不好，怎

么也不肯唱。
E推脱E tultu6 F动。推卸 z ～责任。
E推读】（推委） tulw邑i 画把责任推给别人2 遇
事～。

E推问】 tulwen ＜书〉阉＠推究审问：～案情。
＠追问。

E推想］ tulx的ng 圈推测。

E推销E tulxiao 画推介销售：～员｜～新产品。

E推卸E tulxie 画不肯承担（责任）：～责任。
E推谢J tulxie 画推辞；辞谢：～再三。
E推心置腹E tulxln zhifu 把自己的心放在对方
的肚子里，形容待人真诚：他俩～地交谈了好

一阵子。
E推行】 tulxing 画普遍实行；推广（经验、办法
等）：～新方案｜～生产责任制。

E推许】 tulxu 圈推重并赞许：他的见义勇为的
行为受到人们的～o

E推选E tulxuan I动口头提名选举·～代表｜他
被大家～为组长。

E推延l tuly6n [1l!jJ 推迟 z 事情紧急，不能～l 会

议因故～三夭。

E推衍l tuly凸n 圈由推理而引出；推导产生：

整丰陨］芭颓 I tul - tui I 1331 

根据以上论据，～出这一结论。
E推演E tulyan 画推断演绎。
E推移E tulyi 画（时间、形势、风气等）移动或发

展2 日月～ l 时势的～。

E推展】 tulzhan ~到推进；发展：沉积的泥沙填
满了海湾，促使海岸向前～l两国关系持续～o

E推展Y tulzhan 画推介展销：商场举办羊绒
精品～活动。

E推知E tulzhl 画经过推论或推算而知道：由
此可以～其余。

E推重l tulzhong 圈重视某人的思想、才能、行

为、著作、发明等，给以很高的评价．非常～他

的为入。
E推子］ tul•zi 圈理发工具，有上下重叠的两排

带刃的齿儿，使用时上面的一排齿儿左右移动，
把头发剪下来。使用电力的叫电推子。

雍 M 击书上指芜蔚（ch6ngwei ）。

tu1 （玄义飞）

陨（隐） tui ＜书〉同“颓”。

｝匮（腥、 ：5邑）
颓（颓、旗）

tui 见 578 页【腿服 1
( hultui) 

tui ＠〈书〉胡塌 z ～垣

断壁。＠衰败：衰～！～
败。＠萎靡．～丧｜～唐。

E颓败】 tuibai ［用＠衰落；破败·荒凉～的景
象。＠腐败：风俗～｜吏治～。

E颓放E tuifang ＜书〉圈志气消沉，行为放纵。
E颓废E tuifei 南意志消沉，精神萎靡2 情绪～ l
～的生活。

【颓风］ tuif岳ng ＜书〉圈日趋败坏的风气。

E颓靡l tuimi 〈书〉团军颓丧；不振作：士气～。
E颓然E tuir6n ＜书〉圃形容败兴的样子z 神情

~ 。

E颓丧E tuisang ［曹情绪低落，精神萎靡：他～
地低着头，半天不说话。

E颓市E tuishi 圈指行情低迷、交易冷清的市
场。

E颓势E tuishi 圈衰败的趋势z 扭转～。

E颓态l tuitai 圈消沉、低落的样子：一扫往日
~ 。

E颓唐】 tuitang 圈精神萎靡：神色～。

E委员萎］ tuiw岳l 圈。颓丧萎靡z 神情～。＠
低迷不振2 交易～O

E颓垣断壁l tuiyu6n-duanbi 残垣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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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 tui 0 古书上说的一种像熊的野兽＠
〈书〉高大；魁伟。 8 CTuf)[E 姓。

" tu I c 玄〉《飞）

、8 ..,. ~~ tul 0 圈人和动物用来支持
朋恳（。铸骸）身体和行走的部分z 大～｜前
～｜后～。（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

（～儿）圈器物下部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

分：桌子～｜椅子～儿。＠指火腿2 云～（云南

宣威一带出产的火腿）。
rn带E tuldai c～儿）圈束紧裤脚儿的宽而长的
带子。

E腿肚子】 tuldu·zi 圈小腿后面隆起的部分，

三三孟 是由胖肠肌等形成的。
三三三三四E脚E tulji凸o IE 指走动的能力：这位老人的

～倒很利落。
由E腕子】 tulwan•zi 圈脚腕子。

rn子］ tul•zi （方＞ !EO 腿g ～发软。＠指狗

腿子。

、

tu1 （云又飞）

f兑 tui （书〉美好相宜。
另见 1336 页 tu6"

？曰 tui IZl!ll 0 向后移动（跟“进”相对） ：后～｜

.IJ:::且使～｜进～两难。＠使向后移动z ～兵｜～

敌｜把子弹～出来。＠退出；离开·～席｜～职｜
～伍｜～伙｜引～。＠指退休s 我们单位男 60
岁～，女 55 岁～｜～下来以后生活清闲多了。

＠减退；下降z ～色！～烧｜潮水已经～了。＠

退还z ～钱｜～货｜～票！把这份礼～了。＠把
已定的事撤销 z ～骋｜～婚。

ru!保E tuib凸o 画在保险期限到期之前投保人
要求提前解除保险合同。

ru!避］ tuibi 圈后退躲避2 ～无地｜～不及，正

好碰上。
E垦避三舍E tuibi-sanshe 春秋时，晋国同楚国
在城楼（在今山东部城西南）作战，晋文公遵守
以前的诺言，把军队撤退九十里（见于《左传·
倍公二十八年讥舍2古代行军三十里为一舍） 0
后泛指对人让步，不与相争。

E垦兵】 tui;;bing 画＠撤退军队2 传令～。＠

迫使敌军撤退z ～之计。
E垦步E tuibu o c -11 ）圈落后；向后退z 成绩
～｜许久不练，技艺～了。. (-//- ）圈退让；让
步2 彼此都退一步，就不至于冲突起来。＠匮E

后步；退路：留个～。

Z退场】 tui;;ch凸ng [;l)] 离开集会、演出、比赛等

的场所：运动员～｜演出结束，请观众～。
E退潮】 tui;;ch6o 圈海水在涨潮以后逐渐下

降。也叫落潮。
E垦出】 tuichu 圈离开会场或其他场所，不再

参加；脱离团体或组织g ～会场 i～战斗 1～组
织。

E垦磁E tui;;ci 画用加高温等方法使磁体失去

磁性。也叫消磁。
E退岗】 tui;;g凸ng [;l)]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g 因

工伤～［一批老职工陆续～。
E退耕］ tuig岳ng 圈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对已经

开垦耕种的农田不再耕种z ～还林。

U垦化E tuihua 圃＠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某
一部分器官变小，构造简化，功能减退甚至完
全消失，叫作退化。如鲸、海豚等的四肢成鳝
状，仙人掌的叶子成针状，虱子的翅膀完全消
失。＠泛指事物由优变劣，由好变坏。

E退还】 tuihu6n 画交还（已经收下来或买下来

的东西） ：原物～｜～给本人。

E垦换E tuihuan 画退还不合适的，换取合适的

（多指货物）：缺页或装订上有错误的书，可以

~ 。
U垦回】 tuihui 圈＠退还：信件无法投递，～原

处 l把这篇稿子～给作者。＠返回原来的地

方＝道路不通，只得～。
ru!婚】 tui;;hun [;l)] 解除婚约。

ru!火】 tui;;huo 国＠金属工具使用时因受热

而降低原有的硬度。＠把金属材料或工件加
热到一定温度并持续一定时间后，使缓慢冷
却。退火可以降低金属硬度和脆性，提高塑性
变形而不开裂的性能。

E垦伙l tui;;huo 圃＠退出集体伙食。＠旧

时指退出帮会，也泛指退出某个团体。
E退货E tui;; huo 巨型退还购买的货物s退掉预
订的货物。

E退居E tuiju 圈从原来的职位、地位等退到幕

后或低一级的职位、地位：～二线。
E退路】 tuilu 圈＠退回去的道路：切断敌军

的～。＠借指回旋的余地：留个～。
E退赔】 tuipei 圈退还，赔偿（多指侵占的、非法

取得的财物等）：责令他～所贪污的全部公款。

E垦票】 tui;;piao 圈把已经买来的车票、船票、

戏票等退还原处或转让别人，收回买票的钱。
ru!聘】 tui;;pin 圃解除聘约，不再聘用。
E垦坡E tui;;po ~指意志哀退，或因工作中遇
到困难而后退z ～思想。

E垦亲E tui;;qin 圈退婚。



E退勤E tuiqin 画完成执勤工作之后离开岗位
（休息）。

E垦却E tuique 画＠军队在作战中向后撤退：

全线～。＠畏难后退；畏缩：遇到挫折也不

。

C斟上E tuirang ffiJ] 0 向后退，让开路g ～不

及，让车撞倒。＠让步：原则问题，一点儿也不
能～。

E退热】 tui;; re ~量高于正常的体温降到正常。
也i虹垦烧。

E垦色l tui;;seC 口语中也读 tui;;sh凸 i ）同“褪

色”。

E退烧E tui;;shao 画退热。
E退市f] tui;;shl I量退出市场，特指上市公司因

连年亏损被取消上市资格，退出股市·下半年
部分车型停产～｜少数公司～已成定局。

Lill守］ tuish凸u E西］向后退并采取守势：～一
方。

E退税】 tui;1shui 画依法将己征收入库的税款
退还原纳税人。包括误征的税款退税以及在
对外贸易中为鼓励出口按规定向出口企业退

税等。
E退缩l tuisuo 画向后退或缩；畏缩z ～不前o
U垦庭l tuiting 画诉讼案件的关系人（如原告
人、被告人、律师、证人等）退出法庭·法官宣布
~ 。

E退位E tui;; wei ffiJj] 最高统治者退出统治地
位，泛指退出原有的职位或地位。

E退伍］ tui;;w心圃军人服满现役或由于其他
原因退出军队：他两年前退的伍。

E退席】 tui;;xi 圈退出宴席或会场。

E垦行E tuixing 圈向后倒退；退化z 老年人的
机体不免要产生～性改变。

E退休E tulρ＜ iO 阑职工因年老或因公致残等
而离开工作岗位，按期领取生活费用＝～金｜他
去年已经～。

E退学E tu Li' xue 画学生因故不能继续学习，
或因严重违反纪律不许继续学习而被取消学
籍z 因病～｜勒令～。

E退押E tul;;ya 画退还押金。
E退役】 tui;; yi 画＠军人退出现役或服预

备役期满后停止服役·～军人。＠某种陈旧
的武器不再用于军备，也指交通工具、设施等
不再使用 2 这种型号的战斗机已经～了。＠
指运动员退离专业岗位：今年球队主力队员大
半～，实力明显下降。

E退隐l tuiyln 圃指官吏退职隐居·～山林。
E退赃E tui;;zang l且退出赃款、赃物。

E退职l tu i 11 zh i lll!ll 辞退或辞去职务：自动～｜

退蜕熄褪吞 I tul ton I 1333 I 

提前～。

E退走】 tuiz归画向后退去；退却．见势不幸f''
赶紧～。

说 tul O 画蛇蝉等脱皮： ~1to f} 蛇、蝉
等脱下的皮：蛇～｜蝉～。＠巨型鸟换毛

（脱毛重新长）：旧毛还没～完，就开始长新毛

了。

E蜕变l tuibian 圈＠（人或事物）发生质变2

一个优等生～为小偷儿，这个教训值得记取o @ 
衰变。

E蜕化】 tuihua 画虫类脱皮，借指事物向坏的

方面变化，多指腐化堕落：思想～｜～变质。

【蜕皮E tui;; pi 画许多节肢动物（主要是昆虫）
和爬行动物，生长期间旧的表皮脱落，由新长

出的表皮来代替。通常每蜕皮一次就长大一
在』

,J..＇口 … tui 圈已宰杀的猪、鸡
须是（：；随、 2樊）等用滚水烫后去掉毛z
～毛｜～猪。

注目 tui 圃脱（衣服、羽毛、颜色等〕：～去冬
’阳已衣｜小鸭～了黄毛。

另见 1334 页 tun 0 

E褪色E tui;;se （口语中也读 tui;;sh凸I ）画布

匹、衣服等的颜色逐渐变淡：这种布下水后不

～。也作退色。也说脱色。

C二五百鼠百一二3

吞 tun O Q韧不嚼或不细阳个幽或成
块地咽下去．囱囹～枣｜狼～虎咽｜把丸药

～下去。＠圈并吞；吞没①：侵～｜独～｜～

灭｜连救灾款他都敢～。 8 CTOn)[B 姓。

E吞并E tOnbing Ill国并吞。
E吞~~l tunf u 圈服药时把药片或药丸等整
个儿地咽下去：把大丸药改制成小丸药，以便
~ 。

E吞金】 tun;; Fn 圈吞下黄金（自杀） 0

E吞灭】 tOnmie 画并吞消灭。

E吞没E tunmo 匾。把公共的或代管的财物

据为已有：～巨款。＠淹没z 大水～了村子。

夜色～了整个村庄｜远山被浓雾～。
E吞声］ tOnsh岳ng （书〉画不敢出声，特指哭泣

时不敢出声：忍气～ l～饮泣。
E吞食】 tOnshi 圈吞①g 大鱼～小鱼。

E吞噬】 tOnshi 富国＠吞食。洪水～了成千上万

人的生命｜空虚和寂寞～了她。＠〈书〉并吞o
E吞吐E tOnt心圈＠吞进和吐出，比喻大量地

进来和出去2 ～量｜～港｜火车站昼夜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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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来往的旅客。＠形容说话或行文含混不清：

～其词。
E吞吞吐吐】 tuntunt心tu 圃状态词。形容有顾

虑，有话不敢直说或说话含混不清。

E吞咽E tuny也n 圈吞食：咽喉发炎，～困难。千
言万语涌到喉头，却又～了下去。

E吞云吐雾E tunyun-tuwu 形容人吸鸦片、香烟
时喷吐出浓重烟雾的样子，也指吸烟或吸食毒
品（含讥讽意）。也说喷云吐雾。

E吞占E tunzhan ［司侵吞；侵占 2 ～耕地｜不能

～公有财产。

焊 tun ＜书〉光明。

墩 tun ＜书〉刚出的太阳：朝～。

,, 
tun c 玄x.i,)

屯 tun O 聚集；储存：～聚｜聚草～粮。＠
（军队）驻扎z 驻～ l～兵。＠村庄（多用于

村庄名）：皇姑～（在辽宁）｜小～（在河南）。
另见 1728 页 zh口no

E屯兵E tunblng 圆驻扎军队：～边城。
E屯集l tunji 画屯聚。

E屯聚l tunju 画］聚集（人马等） ：～大量兵力。

E屯垦E tunk岳n 圈驻兵垦荒：～戍边。

E屯落E tunluo ＜方） !Bl 村庄。

E屯守E tunshou 画驻守：～边疆。
E屯田】 tuntian 画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

在驻扎的地区种地，或者招募农民种地，这种
措施叫作屯田。

E屯tLl tunzha 圈驻扎。
E屯子】 tu『i•zi ＜方〉圈村庄。

土：$.～ tun 寨子（多用于地名） ：石～｜
电（宦）～脚镇（都在贵州）。
囤 tun 画储存～积｜～粮｜仓库里～了不

少货物。
另见 333 页 d巾。

E囤积】 tunjl 画投机商人为了等待时机高价
出售而把货物储存起来：～居奇。

E囤积居奇E tunjl-juqi 为了牟取暴利而囤积大

量低价或紧俏的货物，待机离价出售。

E囤聚E tun ju 画储存聚集（货物）·～木材。

饨 u tun 见 5叫馄饨1
（钝）

饨 tun 见下

E饨饨E tuntun ＜书〉圃烦闷的样子。

豚（立刻） tun 
小猪，泛指猪。

E豚鼠】 tunshu 圈哺乳动物，外形略像兔而较

小，有须，耳短，前肢短，后肢长，元尾，毛白色、
黄色、黑色等不一，吃植物。也叫天丝鼠。
必士 . tun 自旦河豚。
！！~（角）
臀 一 tun 画人体后面两腿的上端和

（祷臀）腰相连接的部分，也指高等动物
后肢的上端和腰相连接的部分。（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

E臀尖l tunjian 圈做食品用的猪臀部隆起处

的肉。
E臀鳝E tunqi 函鱼类胚门后面的绪。（囹见

1027 页“鳝”）

E臀围】 tunwei 圈围绕臀部一周的长度。
E臀疵】 tuny6u 函猴类臀部的厚而坚韧的皮，

红色，不生毛。

" tun （玄x.i,)

A、 tun ＜方〉圃＠漂浮z 木板在水上～。＠
刁飞用油炸：油～馒头｜油～花生米。

、

tun c 玄x.i,)

与生目 tun 圈。退缩身体的某部分，使套着的

’拟巳东西脱离：～套儿 l ～下一只袖子。＠
〈方〉藏在袖子里2 ～着手！袖子里～着一封信。
另见 1333 页 tu ）。

E褪套儿】 tun;;taor ＜口〉圈＠使身体脱离捆

着它的绳索：狗褪了套儿跑了。＠比喻摆脱责
任。

［二二豆亘亟石二二］

毛 tuo III “托、，，旧也作毛。

毛 M 用于地名 z 黎～｜～坝｜大～铺（都在
湖南）。

托1 tuo O 圈子掌或其他东西向上承受
（物体）：两手～着下巴｜茶盘～着茶杯和

茶壶。＠（～儿）圈托子；类似托子的东西：茶
～儿｜日历～儿｜花～。＠陪衬g 衬～｜烘云～

月。

托2 tuo O ~委托托付：～人买
（前）东西｜把孩子～给别人照看。＠



推托·～病｜～故｜～词。＠依赖z ～福 i～庇。

托3 tuo IIJ lli5！＇！！的非法定单位， 1 托等于 1
毫米示柱的H三强，合133.322 帕。旧作

毛。［英 torr]

E托庇】 tuobi ＜书〉国］依赖长辈或有权势者的

庇护．～祖荫。
E托病l tuobing 回以有病为借口 z ～离席。

E托词】 tuoci 0 画找借口：～谢绝。＠圈借
口：他说有事，这是～，未必真有事。｜｜也作托

辞。
E托辞E tuoci 同“托词”。

E托底E tuoor 圈。衬托在 F面；垫底z 展品用

黄绸子～。＠比喻做后盾，在某些方面给予
保证z 住房保障就是国家为低收入家庭～。＠

汽车等车子底部在行驶中碰到地面或地面凸
起物：汽车底盘再坚固也怕～。

E托儿所l tuo ’ ersuo ［重照管婴儿或教养幼儿
的处所。

E托福】1 tuo;; fu ［：现客套话，意思是依赖别人
的福气，使自己幸运（多用于回答别人的问
候打托您的福，家里人都挺好。

E托福】2 tuofu IEl 美国“对非英语国家留学生
的英语考试”（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英文缩写 CTC)EFL）的音译。

E托付E tuofu ~副委托别人照料或办理·把孩
子～给老师｜～朋友处理这件事。

E托孤E tu6gu ~型l 临终前把留下的孤儿托付给
别人（多指君主把遗孤托付给大臣）。

E托故】 tuogu 圃借口某种原因2 ～不来｜～早

退。
E托管l tu凸gL』总n 圈＠委托管理或保管z ～项

目。＠由联合国委托一个或几个会员国在联
合国监督下管理还没有获得自治权的地区。

E托疾E tuoji ＜书〉南l 托病＝～推辞。
E托拉斯E tuolasT 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
式之→，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
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最大企业的资本家
操纵领导权，其他企业主成了按股分红的股

东。＠专业公司。［英 trust]

E托老所E tuol凸osuo ~专门照料老年人的处

所。
E托门子E tuo men•zi 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找门
路托人帮助办事或代为求情2 ～，拉关系。

E托梦E tuo;;meng 圈已故亲友在人的梦中出

现并有所嘱托（迷信）。
E托名l tuoming 画假借别人的名义z 这篇古

文是～之作。

E托盘E tuopan IEJ 端饭菜、饮料时放碗碟、杯

子的盘子，也用来盛礼物。

托饪拖｜ tu6 ｜叩巳

E托腔】 tuoqiang 画戏曲上指演奏乐器衬托

演员的唱腔：他拉胡琴没有花招儿，～托得极
严。

E托情】 tuo;;qing 圈托人情z ～说合。

[ttJL] tuor ＜口〉圈指从旁配合，诱人受骗上
当的人：婚～｜医～｜房～。

E托人情】 tuo r自nqing 请人代为说情。也说托

惰。
E托身】 tuosh岳n 圈寄身z ～之处。

E托生】 tuosheng E司迷信的人指人或高等动
物（多指家畜家禽）死后，灵魂转生世间。

E托市l tuoshi 圈通过某种政策或经济手段支

撑市场，使不致大幅下滑。

E托收E tu6sh6L』国委托收存或受委托收存

（多用于金融领域）：办理～业务 l 外币汇款可
由银行～。

E托熟】 tuoshu ［刻认为是熟人而不拘礼节。

E托养l tuoyang 画委托抚养、赌养等2 ～儿

童｜老年人～机构。
E托运E tuovun f到委托运输部门运（行李、货
物等）．～行李。

E托子】 tuo • zi 圈某些物件下面起支撑作用的
部分；座儿z 枪～。

优 见川1 页【酬。
（前）

拖 ＠耐着物体使挨
（＠＠关挖）着地面或另一物体的表面

移动：～船l火车头～着十二个车皮。＠［司用
拖把擦（地）：～地板｜把地～～。＠到在身体

后面聋拉着：～着辫子｜～着个尾巴。。［到拖
延5延续 z ～时间｜这件工作～得太久了｜声音

～得很长。＠画牵制；牵累 2 ～累｜～位敌人。
＠（丁uδ）圈姓。

E拖把E tuobo 圈擦地板的工具，多把许多布

条或线绳固定在长棍的一头做成。也叫墩布、
拖布。

E拖驳E tu6b6 圈由拖轮或汽艇牵引的驳船。

E拖布E tuobu 圈拖把。

E拖车】 tuoch画圈被牵引车拉着走的车辆，通

常指汽车、电车等所牵引的车辆。
E拖船E tuochuan 圈。拖轮。＠〈方〉拖轮
所牵引的木船。

E拖带E tuodai 圈＠牵引：这些车辆不仅载重

量大，而且～灵活，平稳安全。＠〈方〉牵连g牵
累 z 受到儿女的～。

E拖容l tuodang lZWJ 拖延：～时间。

E拖斗E tuodou 区l 拖车（多指小型的）。
E拖后腿l tuo houtui 比喻牵制、阻挠别人或事

物使不得前进。也说扯后腿、拉后腿。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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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拖拉E tuol凸圈办事迟缓，不赶紧完成·～作

风｜办事拖拖拉拉的。
【拖拉机】 tuolajl 圈主要用于农业的动力机
器，种类很多，小型的用橡胶轮胎，大型的用履
带。能牵引不同的农具进行耕地、播种、收割
等。

E拖累E tuol岳l 圈牵累；使受牵累 2 受孩子～｜

不能因为我而～亲友。
E拖轮E tuolun 圈装有拖曳设备，用来牵引船

舶或木夜、竹排的机动船。也叫拖船。
E拖泥带水E tuon i-da i shu T 形容说话、写文章

不简洁或｛故事不干脆。
E拖欠E tuoqian ~到超过期限，长期欠着不归还
或不支付：～贷款｜～房租l～工资。

E拖腔】 tuo;;qiang O 画指戏曲演唱时唱某

三三三 一个字的音拖长。＠函拖长的唱腔。
孟王三三 E拖沓】 tuota E国 f故事拖拉；不爽利：工作～｜

文字烦冗～o
E拖堂l tuo11 tang ［到指教师拖延下课的时间。
E拖鞋E tuoxie 圈后半截儿没有鞋帮的鞋。

E拖延E tuoyan 圃把时间延长，不迅速办理：

～时日｜期限快到，不能再～了。

E伍曳l tuoye 画拉着走；牵引：信号弹～着一
道长长的尾巴升起来｜拖轮～着木钱在江中航

干了。

倪 。〈书〉委托；寄托。
c~~它、主任）

悦 tuo 叫简易。＠适当应当。
另见 1332 页 tu l 0 

搅 M 啡〉＠解脱。＠遗漏；失误

脱 tuo O ~ c皮肤毛发等鹏～皮｜～
毛 l爷爷的头发都～光了。＠画取下；除

去·～鞋｜～脂｜～色。＠脱离：逃～｜摆～｜～
险｜～缰之马。。画漏掉（文字）：～误｜这一
行里～了三个字。＠〈书〉轻率；轻慢：轻～

～易（轻率，不讲究礼貌）。＠〈书〉画或许＝～

有不测。＠〈书） llll 倘若：～有遗漏，必致误
事。 f3 (Tu凸）圈姓。

盯兑靶E tuo;;b凸［司打靶时没有打中。

盯兑班】 tuo11 ban ［动］迟于规定接替的时间到

达；晚点：邮件～｜飞机～了两个小时。
口单产l tuo;; chan 11;国脱离直接生产，专门从事
行政管理、党、团、工会等工作或者专门学习：

～干部｜～学习。
U且档】 tuo;;dang 画指某种商品生产或供应
暂时中断。

口且发E tuo;;ta ~头发大量脱落，多白发癖等

皮肤病引起。

U且Jlil tuo;;gang 画通常指直肠从JlI门脱出。

长期的便秘、腹泻、得疮等都能引起脱旺。
口且岗】 tuo;;g凸ng 国＠在工作时间内擅自离

开所在的岗位＝一些夜间值班人员存在～现
象。＠暂时脱离王作岗位：对不合格的人员
进行～培训。

U兑稿l tuoρg凸o l到＠文稿或书稿写完：这本

书已经～。＠视线离开稿子；不照着稿子（讲
话）：～演讲｜～汇报工作。

U且钩E tuo;;gou 匾。被牵引的物体与挂钩
分离（多指火车车厢之间）。＠比喻脱离联系。

盯且轨】 tuo;;guT 画车轮离开轨道：火车～。

U兑货】 tuo11 huo Ll司货物脱销；缺货：这种药
暂时～，四五天后才能运到。

U且胶】 tua11 jiao ［司＠附着在物体上的胶质

脱落；开胶o ＠去掉附着在植物纤维上的胶
质。方法很多，如用化学药剂或细菌破坏胶
质，用清水浸渍，加高压蒸气，用人工捶打等。

U兑节】 tuo;; jie 圈原来连接着的物体分开，泛
指原来联系着的事物失掉联系，或原来应该联

系的事物没有联系起来：管子焊得不好，容易

～！理论与实践不能～。
U且臼E tuo;;jiu ~脱位。

U丑口E tuokou E面不力日，思索地开口（说） ：～而
出｜～成章。

U且口而出】 tuokou' erchu 不加思索，随口说

出 O
U且口秀E tuokouxiu 圈指广播、电视中主持
人或嘉宾以现场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英
talk show J 

U且因E tuo11 kun [i\副摆脱困境：经过整改，该厂

两年就实现了～目标。
U且离】 tuoli ［副离开（某种环境或情况）；断绝

（某种联系）：～危险｜～旧家庭｜～实际｜～群众。
U兑离速度E tuoli sudu 第二宇宙速度。

U兄粒E tUO// Ii 圃把收割的庄稼放在场

Cch6ng) J：碾轧、摔打或用机器使籽实脱落下

来。
U且漏l tuolδu 画漏掉；遗漏z 这份抄件～的字

句较多。
U兑略】 tuolue ＜书〉［动1] 0 放任；不拘束：～形

骸 l举动～。＠（文句、字i司）脱漏或省赂。

U且落】 tuoluo [Z面］＠（附着的东西）掉下：毛发

～｜牙齿～！门上的油漆已经～。＠指文字遗

漏·字句～。
U见盲E tuo;;mang 圆指不识字的人经过学习
后脱离文盲状态z 经过扫盲班学习，很多人都

已～。
盯兑毛E tuo;;m6o 圈。鸟兽的毛脱落。＠使



人体某些部位的毛发脱落2 ～膏 l激光～o
U肿冒］ tu6;;mao 画摘下帽子（大都表示恭
敬）·～致敬。

U且敏】 tuomin 画解除过敏状态。
U克坯】 tuo11 pl ［司用模子把泥制成土坯。
U且皮E tuo;;pi 画表皮脱落：身上晒得脱了一
层皮。

E脱贫】 tuo;; pin r司摆脱贫困：～致富。
口且坡E tu6;;p6 ［司堤坝等水工建筑物的斜坡
被水冲塌。

U兑期】 tuo;;ql 11illl 延误预定的日期，特指期刊
延期出版z ～交货｜由于装订不及，造成杂志～o

u且色1 tuo;;se 圈。用化学药品去掉物质原
来的颜色。＠褪色。

U且涩］ tU0//5岳巨型使柿子、香蕉等去掉涩昧，
通常采用温水浸泡、塑料袋密闭等方法。

U兑身］ tu6;;sh岳n 圈离开某种场合；摆脱某件

事情z 事情太多，不能～｜他正忙着，一时脱不

了身。

U兑子］ tuo;;sh凸u E面！ O 脱开子：用力一扔，石
块～飞出去。稿子已～，即日可寄出。＠卖出

货物。
U且水】 tuo;;shui 圃＠人体中的液体大量减
少，常在严重的呕吐、腹泻或大量出汗等情况
下发生。症状是口渴、皮肤干燥、眼窝问陷、尿
量减少、软弱无力等，严重时虚脱甚至死亡。
＠物质失去所含的水分，如晶体失去结晶水，
化合物的分子中失去跟水相当的氢氧原子。

U见俗E tuo11su 固不沾染庸俗之气：超凡～｜

房间布置得淡雅～。

U旧世 tuo;;tai 圈。漆器的一种制法，在泥
或木制的模型上糊上薄绸或夏布，再经涂漆磨

光等工序，最后把胎脱去，涂上颜料。＠指一
事物由另一事物孕育变化而产生2 ～换骨｜这
出戏～于一个神话故事。

U兑胎换骨】 tuotai huang心原为道教修炼用
语，指修道者得道，就脱凡胎而成圣胎，换凡骨
而为仙骨。现在用来比喻彻底改变立场观点。

E脱逃E tuotao 11illl 脱身逃走：临阵～。
U见兔1 tuotu ＜书〉［组逃走的兔子z 动如～（形
容行动迅速，像逃走的兔子一样）。

U克位E tuo11wei 画由于外伤或关节内部发生
病变，构成关节的骨头脱离正常的位置。也叫
脱臼O

U且误E tuowu 5到（文字）脱漏和错误．传写～，
在所难免｜在校样上检查出不少～之处。

U且险］ tUO//XI凸n ［司！脱离危险·虎口～。
口如目E tuo;;xiang 圈指人的相貌变得不成样

子（多形容过分消瘦）：这几天她都累～了｜长

脱驮信陷陀培 I tu己旦红~

期的病痛折磨，使他都脱了相了。
口制肖E tuo;;xiao 函I C某种商品）卖完，二时不

能继续供应。

U且卸］ tuoxie 圈摆脱；推卸J（责任）：～罪责。

盯觉氧核糖E tuoyang-hetang 有机化合物，含

醒基的戊糖，与核糖的区别是紧接醒基的碳原

子上没有氧原子。

口且氧核糖核酸】 tu的凸ng hetang hesuan 分
子中含有脱氧核糖的一类核酸，存在于细胞
核、线粒体、叶绿体、某些细胞的细胞质以及某
些病毒中，是储藏、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主
要物质基础。英文缩写为 DNAo

U觉瘾E tu6矿yin 画摆脱毒瘾·戒毒～。
口且颖而出］ tuoying ’在rchu 战国时代，秦兵攻

打赵国。赵国平原君奉命到楚国求救，要选二

十名文武双全的门客一起去，但缺一人，毛遂王三
主动请求跟着去。平原君说，贤能的人在众人三E
当中就像锥子放在布袋里，尖儿立刻就会露出二二

来，你来我门下已经三年，没听到过对你的赞
扬，你没什么能耐，不去吧！毛遂说，假使我毛
遂早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似的，“乃颖脱而出，

非特其末见而已”，就是说，连锥子上部的环儿
也会露出来的，岂止光露个尖儿！（见于《史记·
平原君列传》；颖：据旧注，指锥子把儿上的环）
后来用「‘脱颖而出”比喻人的才4能全部显示出来。

副且羽1 tuoyu I到鸟类的羽毛在春秋两季脱

落，换新的羽毛O

U剧臼 tl』岛zhl 画除去物质中所含的脂肪质，

某些纤维和乳类常常脱脂后应用：～棉｜～牛奶。

,, 
tuo （玄义古）

f1-.t... u6 I司用背部承载人或

纫【（！歌J默）物体：～运！这匹马能～四
袋粮食 l他～着我过了河。
另见 338 页 duo"

E驮；轿E tu6jiao I窑i 驮在骤马等背t的轿子。
E驮马1 tuoma I包专门用来驮东西的马。

信 tu6 啧啧荷
陆 tu6 J.\.!. 9叫盘陀j（盘陆）。

rt泸"t tu6 O 见F。＠见 977 页【盘陀 1 、
俨u 1011 页【阪陀1 。 8 (Tu6）函姓。
E陀螺E tu61u6 I组儿童玩具，形状略像海螺，多
用木头制成，玩时用鞭子抽打，使直立旋转。
有的用铁皮制成，利用发条的弹力旋转。

拉 tu6 0 画面食煮熟后粘在一块JL ：面
】条儿～了。＠（～儿）圈沱子：粉～儿｜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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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 tu6 ＜书〉喝了酒脸色发红2 ～然 l～颜。

陀 tu6

鱼它（能）
广东）。

囊1 （：案） ω
囊2（：案）：？男~＝：干的脚步声
E囊驼】 tu6tu6 （书〉圈骆驼。

已 ω 见下。

E留E届友E tl』6b白睛古书上指旱到费。

毫（瑾） tl 

E毫龙E tL』616『l g 

见 228 页1搓陀］。

tu6 生活在淡水中的小型鱼类
（也用于地名）：～岛｜～浦镇（都在

〈书〉一种口袋＝囊～。

~扬子鳝。

妥 tu6 0 lll2J 妥当 z 稳～｜欠～｜这样处理，恐
怕不～。＠陋齐备；停当（多用在动词后）：

货巳购～｜事情商量～了。 Ci) (Tu己）圈姓。

E妥当E tuo·dang 圃稳妥适当：安排～ l这句

话中有一个词用得不～。
E妥善】 tu6shan E国妥当完善z ～安置｜事情处
理得非常～。

E妥实E tu6shi E回妥当实在g 需要找个～的担

保人｜这样办不够～，得另想办法。
E妥申明 tu凸ti岳圈妥当合适：用词～｜安置得妥

妥帖帖。
E妥协E tu以ie 画为了避免冲突或争执而让

步：～投降｜原则问题上不能～。
目i: tu6 0 直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
1尺间的距离，约合 5 尺。 8 CTu己）圈姓。
椭 ι 川长圆形z ～圆。

（椭：）
E椭圆E tu的uan
圈。平面上

的动点A到两
个定J点 F 、 F’
的距离的和等
于一个常数
时，这个动点
A 的轨迹就是
椭圆。两个定

点 F、 F＇ 叫作

椭圆的焦点。＠指椭圆体。

D 
…
（
川
一
川
－

f

圆

v 
（玄〉〈古）

椭

c 

tu凸

～儿。

[:J:t子E tu6•zi 画成块或成堆的东西z 泥～｜盐

～｜粉～ l礁石～。

J沪"t tua ＜方〉可以停船的水湾（多用于地
i b 名）：石盘～（在四Jll ) I 金刚～（在重庆）。
E沱茶E tu6cha 圈一种压成碗形的成块的茶，
如普泻沱茶。产于云南、四川｜、重庆。

3冉（ tu6 0 指骆驼：～峰｜～
匕（舵、兴，随）毛。＠画（背）弯曲：老
爷爷的背都～了。

E驼背l tu6bei o c 11 ）［到人的脊柱向后拱

起，多由年老脊椎变形、坐立姿势不正或何倭

病等疾病引起。＠画驼背的人。
E驼峰E tu6f岳ng [g] 0 骆驼背部隆起像山峰的

部分，里面储藏大量脂肪，缺乏食物时，脂肪就
供体内消耗。＠铁路上调车用的土丘。车辆

可以凭本身的重力自动溜到各股轨道上，按要
求进行列车编组。

[!\t铃】 tu61ing 画系在骆驼颈下的铃铛，随着

骆驼的行走而发出响声。

E驼鹿E tualu 画哺乳动物，是最大型的鹿，背

部很高，像驼峰。毛黑棕色，头大而长，颈短，
鼻长如骆驼，尾短，四肢细长，雄的有角，角上

部呈铲形。生活在我国东北兴安岭等地区。
有的地区叫堪达罕或歼。

E驼绒E tu6r6ng 圈＠骆驼的绒毛，用来织衣

料或毯子，也可以用来絮衣被。＠骆驼绒。
E驼色】 tu6se 画像骆驼毛那样的浅棕色。

E驼子E tu6•zi ＜方〉圈驼背的人。

匕 ω 圈木结构屋架中顺着前后方向架
在柱子上的横木。

另见 338 页 duo 。

T.沪， tu6 0 I望秤陀。＠碾陀。＠圆周陀

’H u 子打磨玉器2 ～一个玉杯。

E吨子E tu6• zi ［司打磨玉器的砂轮。
b如 u6 ~秤花；秤锤。
!f已（纯）另见 1259 页的。
峰时， J 、 tu6 驼鸟。

与匕（，也）
E驼鸟E tu6n1凸0 ~鸟，是现代鸟类中体形最大
的，高可达 3 米，颈长，头小，嘴扁平，翼短小，
不能飞，腿长，脚有力，善走。雌鸟灰褐色，雄
鸟的翼和尾部有白色羽毛。生活在非洲的草
原和沙漠地带。

E驼鸟政策E tu6n的o zh岳ngce 指不敢正视现

实的政策（据说驼鸟被追急时，就把头钻进沙
里，自以为平安无事）。

4在 tu6 ＜书〉古代→种游戏中用于抛掷的小
J曰砖瓦块。

主



E椭圆体】 tuoyuantl 圈椭圆围绕它的长轴或

短袖旋转一周所围成的立体。
暑 M 见 1378 页［辑l 0 

飞

tuo ＜云Xe)

拓 tuo o 开辟叫道路）：开～｜～荒 i～
宽｜～展。 8 (Tua）~姓。
另见 1260 页恼。

E拓跋E Tuoba 圈姓。

E拓荒】 tuohuang 圈开荒z ～者。
E拓宽E tuokuan rnID 开拓使宽广＝～路面｜～视
野 l～思路。

E拓扑学】 tuopuxue ~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
几何图形在连续改变形状时还能保持不变的
一些特性，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
虑它们的距离和大小。 E英 topology〕

E拓销l tuoxiao ［到拓宽销路；扩大销售．～策

略l新产品～o
E拓展E tuozhan 司开拓发展z ～市场｜～新业

务。
标 … tuo ＜书〉打更用的梆子。

c~攫）
捧干 tuo ＜书〉从草木上脱落下来的

（璋）皮或叶。

椭署拓丰斥淳唾踩拿在 I tuo tuo I 1339 I 

唾 tuo O 唾液：哇。＠圈用力吐唾沫：
～手可得1～了一口唾沫。＠吐唾沫表示

鄙视：～弃｜～骂。
E唾骂E tuoma lli国鄙弃责骂：当面～ i 受天下

入～。
E唾固自干E tuom ian-z igan 人家往自己脸上
吐唾沫，不擦掉而让它自干（见于《新唐书·
委师德传训。指受了侮辱，极度容忍，不加
反抗。

E唾沫l tuo•mo 圈唾液的通称：～星子。

E唾弃E tuoqi 圈鄙弃：遭人～。
E唾手可得l tuoshou-k岳de 形容非常容易得到

（唾手：往手上吐唾沫）。
E唾液E tuδve 圈门腔中分泌的液体，作用是

使口腔湿润，使食物变软容易咽下，还能分解

淀粉，有部分消化作用。通称唾沫或口水。

E唾液腺】 tuoyexian IBJ 人和脊椎动物口腔内

分泌唾液的腺。人和哺乳动物有 3对较大的
唾液腺，即腮腺、下颁下腺和舌下腺，另外还有
许多小的唾液腺。

E唾余l tuovu ＜书〉圈比喻别人的无足轻重的
言论或意见．拾人～。

跻 tuo 见下。

[Ji\际弛E tuochi ＜书〉圈放荡 z ～之士。

籍中 tuo ＜书〉竹笋上一片一片的皮。
（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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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洼地】 wadi 圈低洼的地方。
E洼陷E waxian mill 凹陷（多指地面）：路面～｜
额骨隆起，两眼～。

回民 WO 眼底（Wad＼）础，在山西。

成 WO ＜方〉同“洼”（用于地名） ：南～子｜赤
泥～（都在山西）。

娟 WO 女娟，神话中炼石补天的神
（娟）

蛙 WO 画两栖动物，元尾，后肢
了事）长，前肢短，趾有蹊，善于跳跃和

游泳。捕食昆虫，对农业有益。种类很多，常
见的有青蛙等。

E蛙人l wiiren 圈指潜水员。潜水员戴着防水

面罩，穿着脚睽在水下活动的样子略像青蛙，
所以叫蛙人。

E蛙泳l wiiyong 圈游泳的一种姿势，也是游

泳运动项目之一，身体俯卧在水面，两臂对称
划水，同时两腿蹬水、夹水。因像蛙游的姿势

而得名。

w 

E二二~

一
山
凹
乞

wa ＜方〉低洼的地方；水洼（多用于地
名） : i曼～（在甘肃）｜何家～（在宁夏）。
wa 〈方〉同“洼”（用于地名） ：茹～（在河
南）｜万家～（在云南）｜碾子～（在陕西）。
另见 13 页 00 。

wa ＜书〉同“挖”。

呱 wa 用于地名：朱家～ l 王～子（都在陕
西）。

艺 wa 圈＠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
里用力，取出其→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

西z ～洞｜～土！～个槽儿。～潜力。＠〈方〉用
指甲抓。

E挖补E wabu mill 把坏的地方去掉，用新的材
料补上2 ～衣服｜～字画。

E挖方E wofong 0 画土木工程施工时开挖士
石方。＠圈土木工程施工时开挖的土石方。

E挖改E wag凸l 圈指不改动印刷版面，只在原
印刷版上进行文字、图形等的更改。

E挖掘E wojue 画挖；发掘：～地下的财富。～
生产潜力｜～、整理地方戏曲剧目。

E挖空心思E wakong-xinsi 形容费尽心计（多
含贬义）。

E挖苦E wo•ku 函用尖酸刻薄的话讥笑（人） : 
有意见就直说，不要～人。

E挖潜E wiiqi6n 圈挖掘潜力＝～降耗。
E挖墙脚】 wa qi6ngji凸0 ＜口〉拆台。

E挖肉补疮E wiiroL』-buchuiing 剔肉医疮。

哇 wa 回形容大哭声刷声等2 孩子吓
得～～叫｜～的一声把刚吃的东西全吐了。
另见 1341 页 •wα 。

E哇啦l wale ~形容大声说话或吵闹声：～

～地发议论。也作哇喇。
E哇喇l wale 同“哇啦”。
E哇哇E wawa 匮芭形容乌鸦叫声、小孩儿哭声
等。

、、斗气 斗4 wa O 庄园低洼z ～地｜这地太～。
注（霍）＠（～儿）低洼的地方z 水～儿。

wa 
, 

（〉〈丫）

娃 w6 川＠圈小孩叫～｜男～l放牛
～。＠〈方〉圈特指男孩儿．养了一个～

两个女子（女儿）｜给～娶媳妇儿。＠〈方〉某些
幼小的动物：鸡～o

E娃娃E w6•wa ~小孩JL ：胖～ i 泥～。
U庄娃亲】 wa•waqin 圈指男女双方在年纪很

小的时候由父母订下的亲事。
E娃娃生E w6•wash岳ng 圈戏曲中生角的一
类，专演大嗓子儿童的角色，一般由年幼的演
员扮演。

E娃娃鱼E w6•wayu 圆大蜕（ ni）的俗称。

E庄子E w6• zi ＜方〉圈＠小孩儿。＠某些幼
小的动物2 猪～。

E娃子E w6•zi 圈旧时称凉山等少数民族地

区的奴隶。

wα " （〉《丫）

瓦1 川＠圈铺屋顶用的建筑材料，一般
用教士做成的坯烧成，也有用水泥等材

料制成的，形状有拱形的、平的或半个因筒形
的等。＠用秸土烧成的：～盆｜～罐｜～器。
@CW凸）圈姓。

τ了2 wa 画瓦特的简称。 1 秒钟做 1 焦的
PL 功，功率就是 1 瓦。



另见 1341 页 w凸 O

E瓦当】 wadang

圈我国传

统建筑铺在

房檐边上的
滴水瓦的瓦
头，呈圆形

或半圆形， 瓦当
上有图案或

文字。
E瓦釜雷鸣E w凸f心 leiming 比喻无才无德的人

占据高位，；喧赫←时（语出《楚辞·卡居》：“黄钟
毁弃，瓦釜雷鸣Q”瓦釜：用幸自土烧制的锅）。

E瓦工E w凸gong 圈。指砌砖、盖瓦等工作。

＠做这种工作的工人。
E瓦灰】 wahul rmJ （颜色〉深灰。
E瓦匠】 wa· jiang 圈瓦工②。

E瓦解J wajl岳匾。像瓦器碎裂一样崩溃或分

裂：土JV!～。＠使对方的力量崩溃或分裂：

～敌人。

E瓦蓝】 w凸Ian E回蔚蓝z ～的天空。
E瓦楞】 will自ng IEl 瓦垄。

E瓦楞纸】 w凸｜自ngzhi I蜀中间有瓦楞形夹层的
复合纸板，多用于包装易碎物品。

E瓦砾E w凸Ii 圈破碎的砖头、瓦片＝～堆｜一片

～（形容建筑物被破坏后的景象）。
E瓦亮，J waliang E回状态词。非常光亮： 1呈光

～｜车擦得油光～。
E瓦垄E w凸l凸ng c～儿）圈屋顶上用瓦铺成的凸

凹相间的行列。也叫瓦楞。
E瓦圈Jw凸quan ［＇组自行车、三轮车等车轮上

安装轮胎的钢圈。也叫车圈。
E瓦全J waqu6n 圈比喻没有气节，苟且偷生

（常与“玉碎”对举） ：宁为玉碎，不为～。

E瓦斯E w凸sl 圈气体，特指各种可燃气体，如
煤气、沼气等。［日，从荷 gas]

E瓦特】 w凸te IIl 功率单位，符号 W。这个单

位名称是为纪念英国发明家瓦特（James

Watt）而定的。简称瓦。

低 W凸低族。
［｛瓦族E W凸zu ［苞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云南。旧称作低族。

、

队10 （〉〈丫）

瓦 wa 圈铺胁盖（瓦）：这排房子的房顶
都苦好了，就等着～瓦Cw凸）了。

瓦低瓦袜脏哇歪 jw凸－ wai I 1341 I 
另见 1340 页 w凸。

E瓦刀】 wadao 圈瓦工所用的工具，多用铁嵌

钢制成，形状略像菜刀，用来砍断砖瓦，涂抹泥
灰。

袜 w、袜子g ～
（祺、棋、嚼） 底儿 l～筒 l 丝～｜

棉～｜尼龙～。

E袜套】 watao （～儿）~短筒的或没有筒的袜
子，可套在袜子外面，也可单独穿。

E袜筒E watong （～JL）圈袜子穿在脚腕以上
的部分。

E袜子】 wa•zi 画一种穿在脚上的东西，用棉、－－
毛、丝、化学纤维等织成或用布缝成。 主量
脏 wa 见下。

目制内】 wana （书〉圈肥胖。

E腿脚脐］ wanaqi 圈中药上指海狗的阴茎和
辜丸。

U剧内兽J wanashδu 圈海狗。

•WO （·义丫）

哇 ·wa 画“啊”受前一字收音 u 或口0 的
影响而发生的变音：才几天工夫～，麦子

就长过了膝盖｜你好～？｜快走～。参看 2 负
“P阿” ·α 。

另见 1340 页 wa 。

1工二F豆豆工二1

万之 wai 0 ~固不正法和偏CD＆“正”相对）：～

...u::::. 嘴｜～戴着帽子｜这堵墙～了。＠咽不正
当的；不正派的g ～理｜～风｜～点子（坏主意）。
＠〈口〉圈侧卧z 午饭后在沙发上～了一会！Lo

E歪才E waic6i 圈＠指正业以外的某个方面
的才能；不合正道的才能。＠指有歪才的人。

E歪缠E waich6n E虽无理纠缠g 人家都不理你

了，你还一个劲儿地～什么。
E歪打正着】 waid凸－zhengzh6o 比喻方法等本
来不恰当，却侥幸得到满意的结果。

E歪道E waidao （～儿）圈＠不正当的途径s邪

道：年纪轻轻的，可不能走～。＠坏主意z 这
家伙想的尽是～。也说歪道道儿。

E歪道道JL) waidaa•daor 圈歪道②。

E歪页IJ wait岳ng 圈不正派的作风g不好的风

气：～邪气｜刹住铺张浪费的～。
E歪理J wailT ［雹不正确的道理：你这套～到
哪儿也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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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歪门邪道】 waimen-xi创00 不正当的途径；

坏点子。也说邪门歪道。
E歪七扭八E waiql-ni凸ba 歪歪扭扭，不直：字
写得～O

E歪曲E waiqu 圈故意改变（事实或内容），多

指把好的说成坏的：～事实 1你不要～了我的

意思。
E歪歪扭扭E waiw。ini心ni心圈状态词。形容

歪斜不正的样子：队伍～的，很不整齐 i纸条上
写着两行～的字。

E歪斜l waixie 画不正或不直：身子～，有点儿

三三三 站立不稳。
三军~n口 wai 圈（嘴）歪g偏斜不iE ： 口～｜
三言”内（响）～斜。

E日民斜E waixie E回嘴、眼等歪斜：口眼～。

口歪 wai E 表示招呼：～，你住在哪儿？

v 
w凸i （）愣）

握 W凸i ＜方

葳血一 W凸iO 山路不平。＠〈方>

c•：踵）威子（用于地名）：海参～。＠
画画（脚）扭伤 z 走路不小心，把脚给～了。
另见 1358 页 weio

E葳泥E w凸i;;ni ＜方〉画陷在烂泥里，比喻陷入

困境，事情不易处理。
E葳子E w凸i. z i （方〉噶山、水弯曲的地方（多用
于地名）：王～（在辽宁）｜长～（在吉林）。

、

wai c x'1fi) 

外1 wai 0 时位词。外边（跟“内r相
1· :X;f），～表｜～伤｜～壳｜门～｜出～｜课～活

动。＠指不是自己所在地或所属单位的g ~ 

地｜～埠［～省｜～校。＠外国 z ～文｜古今中
～ I －＇才～贸易。＠称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
（亲属）：～祖母｜～甥 l～孙。＠关系疏远的2

～人｜见～。＠另外2 ～加｜～带。＠圈方位
词。以外2 此～｜除～｜六百里～。＠非正式

的；非正规的：～号｜～传｜《儒林～史》。
外2 wai 圈戏曲角色行当，扮演老年男子。

E外包E woibao 函把任务交给外单位或外部

人员承包。

E外币】 waibi IEl 外国的货币。

E外边】 wai• bian （～儿）圈方位词。＠超出某

一范围的地方．～有人敲门｜院子～新栽了一
些树1这事～早就传开了，我们却不知道。＠
指外地：村里许多人都到～打工去了。＠表

面：行李卷儿～再包一层塑料布。
E外表l waibi凸0 l割表面：这架机器不但构造

精密，～也很美观。

E外宾E waibln IEl 外国客人。
E外部E waibu 圈＠某一范围以外：～条件｜

加强与～的协调。＠表面；外表：事物的～特
征。

E外埠l waibu 圈外地（多指较大的城镇）。
E外财E waicai 圈外快。
E外层】 waiceng 圈表层，特指外逸层。
E外层空间E waiceng k6ngjian 宇宙空间。

E外场】 waich凸ng IEl 指在外面做事所讲究的

善交际、好面子、讲义气等方面的事情＝～
人儿｜讲究～。

E外钞】 waichao 圈外国的钞票。

E外城】 waicheng 画有的城市有内外两道城

墙，外面的一道叫外城。也指内外两道城墙之

间的地方。

E外出E waichu 圈到外面去，特指因事到外地

去：～谋生。
E外出血】 waichuxue 画出血的一种，从血管

流出的血液排到体外，如鼻出血、皮肤外伤出
血、咯血、日区血、子宫出血等。

E外传E waichuan 圈。向外传播、散布z 这份

材料只供内部参考，请勿～。＠外界传说。
另见 1345 页 waizhuano

E外存】 waicun 圈外存储器的简称。

E外存储器E waicunchuqi 圈装在计算机主机

板外的存储器，如硬盘、软盘和光盘等。简称
外存。

E外带】1 waidai ~外胎的通称。

E外带r waidai 圈又加上；外加z 她要洗衣、

做饭，～照顾老人，没有时间干别的事了。
E外道E waidao 圈佛教称其他宗教和学说为

外道。
E外道E wai· dao ~指礼节过于客套周到反
而显得疏远； Ji；！，）＇~： 你再谦让，就显得～了。

l7~11itl waidi 圈外来的敌人g 抵御～。

E外地E waidi 圈本地以外的地方＝～人｜～
货｜他到～旅游去了。

E外电】 waidian 圈国外通讯社的电讯消息。
E外调】 waidiao 画＠调出；向其他地方或单
位调（物资、人员）：完成本地棉花的～任务｜有

一部分机关干部要～。＠到外地、外单位调
查z 内查～。



E外毒素E waidusu I苞病菌分泌到病菌体外的
毒素，如白喉杆商、破伤风杆菌等分泌的毒素。
外毒素对人体组织的侵害是有选择性的，如白
喉杆菌毒素专侵害心脏肌肉和部分神经组织。

E外耳E wai’缸［割耳朵最外面的一部分，由耳
郭和外耳道构成。（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外耳道】 wai ’岳rdao !El 外耳的一部分，是一
个弯曲的管子，由耳郭通到鼓膜，表皮上面有
绒毛，皮F有皮脂腺，能分泌出黄色的耳垢。
也叫外昕道。（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外耳门E wai ’ erm自n 隆］外耳道的开口，呈圆

形，内连外耳道，外连耳郭。也叫耳孔。
E外藩】 waifan I每封建时代有封地的诸侯王，
也泛指藩属。

E外访’】 waifiing 画出国访问：组团～。

E外分泌】 waif岳nmi E面人和高等动物体内，有
些腺体的分泌物通过导管排出体外或引至体
内其他部分，这种分泌叫作外分泌。具有外分
泌功能的腺体叫外分泌腺，如唾液腺、胃腺等。

E外敷l waifu 圈（把药膏等）涂抹在患处（区

别于“内服勺。

E外感】 waig凸n 0 函中医指受到风、寒、暑、
湿等侵害：～风寒｜～热邪。＠圈指由外感
而引起的疾病。

E外港】 waigiing 圈某个没有港口或没有良好
港口的城市，附近的较好的港口叫作这个城市

的外港。
E外公】 waigang （方〉圈外祖父。

E外功】 waigong 圈锻炼筋、骨、皮的功夫（区

别于“内功勺。

E外购】 waigou ［：动］向外国或外地购买，也泛指

从外部购买2 ～原材料｜这种药必须～。
E外骨锵】 waiguge IEl 昆虫、虾、蟹等动物露在
身体表面的骨’倍。参看 468 页I骨锵lo

C7rx见E waiguan 圈物体从外表看的样子·这
套家具～典雅。

E外国】 waigu6 ！望本国以外的国家。

E外国语】 waigu6yu 回外国的语言（包括文

字）。
E外海l waih创圈内海以外的海域：开发～渔

场。

[7r1'Tl waihang 0 l~ 对某种事情或工作不

懂或没有经验：～话 l种庄稼他可不～。＠圈
外行的人。

E外号】 waihao （～儿）［每人的本名以外，别人
根据他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大都含有亲

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
E外化，］ waihua r司指内在的东两转化或表现

为外在的东西2 精密的思想必然～为精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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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E外跺】 waihu6i i雹踩部外侧的突起部分，是

Eb!H~骨下端构成的。

E外M.'tl waihuan ［：每来自国外的祸害，多指外

国的侵略：内忧～。

E外汇】 waihui 晴＠用于国际贸易清算的外

国货币和可以兑换外国货币的支票、汇票、期
票等证券。＠外币。

E外活JL] waihu6r IEJ 所承担的外单位的或本

职工作以外的王作（多有报酬） ：接～。

E外货E waihuo ！司从外国来的货物。

E外祸l woihuo 圈外患。 三三三

E外籍】 waiji I名］＠外地户籍；外地．他是～三辈辈
人，我是本地人。＠外国国籍＝加入～｜～院

士｜～华人｜～货轮。
E外寄生l waijisheng ［：名］→种生物寄生在另
一种生物的体表，叫作外寄生。如虱子、跳蚤

寄生在人或动物的身体表面。

E外加l waijia E主l 另外加上2 点了四菜一汤，～
一个拼盘。

E外家】 waijia l窑；J 0 指外祖父、外祖母家。＠

〈方〉娘家。＠〈书〉指岳父母家。。旧时已

婚男子在自己原；来的家以外另成的家。 0 If~ 

有妻男子另外成家的妇女叫作那个男子的外

家。

E外嫁E waijia 圈嫁到外地或外国。

E外「日1]] waijian 哩。（～儿）相连的几间屋子

里直接通到外面的房间。也叫外问屋、外屋。

＠指外界：～传闻，不可尽信。

E外fflj屋E waijianwu IEl 外间①。

E外交l waijiao l名］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

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
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E外交辞令E waijiao ciling 适合于外交场合的
话语。借指客气、得体而无实际内容的话。

E外交特权l waijiao tequan 驻在国为保证他
国的外交代表履行职务而给予其本人和有关
人员的特权，如人身、住所不受侵犯，免受行政

管辖、司法裁判，免除关税
用密码通信和派遣外交f言使等。

E外交团E waijiaotu6n 国驻在一个国家的各
国使节组成的团体。外交团的活动多限于礼
仪上的成酬，如祝贺、吊唁等。

E外教E waijiao I到外籍教师或教练。

E外界E waijie 回到＠某个物体以外的空间：飞

机的机身必须承受住～的空气压力。＠某个

集体以外的社会：～舆论。
E外借】 waijie [Z司＠向外借出：善本书概不

～。＠从别处借米z 桌椅不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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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外景l waijing ~戏剧方面指舞台上的室外
布景，影视方面指摄影棚外的景物。

[7~1:歪】 waijlng ~断面为圆环状的工件外缘

的直径。
E外舅】 waijiu （＇书〉阁岳父。
E外卡l wailφ 圈。国际支付银行卡，其结算

货币必须为国际通行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体育竞赛中指额外进入冠军争夺赛的关键名

额。如网球比赛中，可由主办单位向那些本来
没有资格参赛的优秀选手发放。

U阿斗l waik岳冒雪医院中主要用手术来治疗体

主 内外疾病叫。
E外客E waike ［直指关系较疏远的客人。
E外寇E waikou 画指入侵的敌寇：抗击～。

E外快E waikuai I盘指本职工作收入以外的收

入z 挣～｜捞～。也说外水。
E外来E wail6i ［！国属性词。从外地、外族或外
国来的；~p固有的：～户｜～语｜～影响。

E外来户l wail6ihu ~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人

家。
E外来物种入侵l wai16i wuzhong ruqln 生物

入侵O
E外来语E wail6iy心圈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词

语。如汉语里从英语吸收来的“马达、沙发”，
从法语吸收来的“沙龙”。

E外力E waill 圈。外部的力量。＠指外界作
用于某一体系的力，例如其他原子对某一原子
的作用力，对该原子来说就是外力。

E外流E wailiu ~ （人口、财富等）转移到外国

或外地：人才～｜资源～｜黄金～。
E外流河l wailiuhe 圈直接或间接流入海洋的
河流，如我国的长江和汉水。

E外路】 wailu 圈属性词。外地的＝～货｜～

人｜～口音。

E外露l wailu 0 画显露在外：凶相～。＠［黝

外向①z 她性格很～。
E外轮E wailun 圈外国籍的轮船。
E外卖E waimai 0 ［到餐饮业指销售供顾客带
离店铺的食品（一般指自己店铺现做的） :~ 
烤鸭｜增加～业务。＠圈外卖的食品 z 送～｜

E外贸】 waimao 圈对外贸易。

E外貌l waimao 圈人或物外表的样子：～清

秀｜这几年城市～变化较大。

E外面】 waimian （～儿）圈＠外表：这座楼房

看～很坚固。＠方位词。外边：窗户～儿有棵
梧桐树。

E外面儿光l waimianr guang 仅仅外表好’看：

做事要讲实际效果，不能只求～。

E外脑】 wain凸o 圈指可以借助的单位外部的

智力资源。民“内脑”相对）：充分借用～，激活

公司潜力。

E外派E waipai I到向外单位或外国派遣：～进

修深造｜～劳务人员。

E外聘】 waipln I司从单位外面聘请：～教师。
E外婆】 waip6 （方〉圈外祖母。

E外戚E waiql I萄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

亲戚。
E外企l waiql 国外国商人投资、经营的企业。

E外气E wai•qi ＜方〉圈因见外而客气：咱们都
是老朋友了，可不兴～。

[7~5.虽中干】 wa iq i6ng-zhanggan 外表上好像

很强大，实际上很空虚。

E外侨】 waiqi6o ~外国的侨民。
E外勤】 waiqin 圈＠部队以及某些机关企业

（如报社、测量队、贸易公司等）经常在外面进

行的工作：跑～｜～记者。＠从事外勤工作的
人。

E外人E wairen 圈。指没有亲友关系的人。

＠指某个范围或组织以外的人。＠指外国

人。
E外柔内刚l wair6u-neigang 外表柔弱，内心

刚强或外表柔和，内心刚正：她～，做事很有决
断。

E外伤l waishang I蜀身体或物体由于外界物
体的打击、碰撞或化学物质的侵蚀等造成的外
部损伤。

E外商E waishang 圈外国商人；外国企业。

E外设E waishe 圈外围设备的简称。

E外生殖器】 waish岳ngzhiql 圈指男子和雄性

哺乳动物的阴茎、阴囊等或女子和雌性哺乳动

物的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

E外甥】 wai•sheng 圈。姐姐或妹妹的儿子。
＠〈方〉外孙。

E外甥久E wai·shengno c～儿）圈。姐姐或妹
妹的女儿。＠〈方〉外孙女o

E外省E waish岳ng ~本省以外的省份。

E外史E waishl 圈指野史、杂史和某些以描写

人物为主的旧小说之类：《儒林～》。
E外事l waishl 圈＠外交事务2 ～活动｜～机

关。＠外边的事；家庭或个人以外的事。
E外饰】 waishl 圈（汽车、建筑等）外部的装饰。

E外手】 waishou （～儿）罔赶车或操纵器械时

指车或器械的右边。
E外首】 waish创〈方〉圈外头；外边o

E外7J<] waishul ~外快：赚～。
U闷 l waisun 圈女儿的儿子。

U阳扣女E waisun•r治（～儿）圈女儿的女儿。



E外孙子】 waisun· zi （口〉圈外孙。
E外胎】 waitoi ［每轮胎的→部分，用橡胶和帘
布制成，包在内胎外面直接跟地面接触，胎面

上有凸凹的花纹。通弱；外带。
E外逃E waitao I副逃往外地或外国。
E外套】 waitao （～儿） [BJ 0 大衣。＠罩在外
面的西式短上衣。

E外听道】 waitingdao 巨型外耳远。
E外头l wai • tou !Bl 方位词。外边。
E外网】 waiw凸ng l萄广域网。
E外围】 waiwei 0 I写周围。＠圈属性词。
以某一事物为中心而存在的（事物） ：～组织 l
世界杯～赛。

E外围设备E waiwei shebei 计算机系统中指
除主机以外的各种设备，如显示器、打印机等。
简称外设。

E外文E waiwen 圈外国的语言或文字。

E外屋E waiwu IE 外间①。
E外侮E waiwu IEl 外国的侵略和压迫：抵御

~ 。

E外务】 waiwu IEl 0 本身职务以外的事。＠
跟外国交涉的事务。

U卡莺E waiwu （书〉圈做分外的事；心不专．
心无～。

E外县E waixian 圈本县或本市以外的县份。
E外线E waixian 圈＠采取包围敌方的形势
的作战线：～作战。＠在安有电话分机的地
方称对外通话的线路。

E外乡】 waixiang IEl 本地以外的地方2 ～人l
流落～ l～口音。

E外向l waixiang 圈。指人开朗活泼，内心

活动易于表露出来＝性格～。＠属性词。指
面向国外市场的 z ～型经济。

E外销E waixioo 圃（本国或本地区的产品〉销

售到外国或外地：～物资｜开拓市场，促进～o
E外斜视】 waixieshi !Bl 病，眼睛的膛孔经常向
外侧倾斜。参看 1450 页I斜视l 0 

E外泄E waixie 圃（气体、液体）从容器里泄出 p
泄漏z 管道破裂致使天然气～。不得～商业机
密。

E外心］1 waixin 型由于爱上了别人而产生的

对自己的配偶不忠诚的念头，旧时也指臣子勾
结外国的念头。

E外心】2 waixin IEl 三角形三条边的垂直平分
线相交于一点，这个点叫作三角形的外心。外
心也是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

E外星人E waixlngren IE 称地球以外的天体
上有可能存在的具有高等智慧的生物。

E外形E waixing I画物体等外部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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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外姓l waixing IE 0 本宗族以外的姓氏。＠
外姓的人。

E外需E waixu 圈国外市场的需求（区别于“内

需’1

E外延】 waiy6n 圈逻辑学上指，个概念所确

指的对象的范阔，例如“人”这个概念的外延是
指古今中外一切的人。参看 944 页【内涵1 。

E外扬E waiy6ng 圈向外宣扬·家丑不可～。

E外衣l waiyi l名i 穿在外面的衣服。披着正人
君子的～。

E外逸层】 waiyiceng 鸣大气圈中的－层，位

于热层以外。层内空气十分稀薄，有些速度较－
大的中性粒子能克服地球引力进入星际空间。三军
也叫外层。 = 

E外溢E waiyi l遇。容器里的液体满了流出

来＝防锈漆～，引起了火灾。＠比喻财富等外
流z 资金～｜技术～｜利权～。

E外因E waiyin 圈事物发展、变化的外在原因，
即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
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E夕问11 waiyin 圈从外地或外国弓｜进，也泛指

从外部引进z ～资金占三成 l公司拟～三名计

算机软件人才。
E外语E waiy心 IE 外国语。
E外域E waiyu （书〉圈外国。
E外遇E waiyu IE 丈夫或妻子在外面的不正当

的男女关系。
E外圆内方E waiyu6n-neifang 指人外表随和，

内心却很严正。

E外援E waiyuan 圈＠来自外部的（特指外国
的）援助。＠指运动队从国外运动队引进的

选手＝北京足球队添了三名～。
E外在E waizai 庄园。属性词。事物本身以外
的（跟“内在”相对）：～因素。＠表露在外面
的：～形象。

E外债E waizhai 圈＠国家向外国借的债。＠

向他人或外单位借的债z 买了房，欠了不少～。

E外展神经E waizhan-shenjing 展神经。

E外长l waizh凸ng 圈外交部长的简称。

E外罩】 waizhao （～儿）圈＠罩在衣服外面的

褂子。＠罩在物体外面的东西z 钟上应加个

玻璃～o
E外溥l waizhi 画生在且工门外部的房疮。

E外传E waizhuan 圈旧时指正史以外的传记。
另见 1342 页 waichu6no

E外资］ wδizl I萄由外国投入的资本z ～企业！
吸收～。

E外子E waizi （书〉圈对人称自己的丈夫。



I 1346 I wai - wan I 外弯剔畹媳垮湾蜿豌丸 ftJJ 荒执纵抚完

E外族］ waizu 圈＠本家族以外的人。＠本｜ 色，结英果，种子近球形。嫩英和种子可以吃。

国以外的人；外国人。＠我国历史上指本民｜ ＠这种植物的英果和种子。
族以外的民族。

E外祖父］ waizufu 圈母亲的父亲。

E外祖母】 waizum心圈母亲的母亲。

丸 wan 0 • JL 
(dan）～｜鱼～｜肉～｜泥～。＠丸药z ～散

弯 ! 膏丹｜牛黄清心～。＠圈用于丸药：一～药｜
-n 0 冒冒弯曲：～路 l 树枝都！ 一护工～

；，.（弩）被雪压～了。＠画使弯曲：～ I [}L;I~ …jlo ：：吕立：：1剂的一种，把药
腰｜～着身子。＠（～儿）圈弯子：转～抹角｜这｜ ’ | 物研成粉末，跟水、蜂蜜或淀粉糊混合团成丸

噩噩三 根竹竿有个～儿。＠〈书〉拉（弓）：盘马～弓。 | 件
雪雪白度E wandu 圈物体弯曲的程度。 I . . .. i ［丸药E wanyao 圈中医指制成丸剂的药物。

E弯路E wanlu 固不直的路，比喻工作、学习等 I c丸子J wan:zi 圈食品，把鱼、肉、蔬菜等剁成
不得法而多费的冤枉工夫。 | | 碎末，加上作料而团成的丸状物。

E弯曲E war叩画不直～的小路｜小溪弯弯｜吕rl wan ＜书〉＠削去棱角 2 ～方以为圆。
曲曲地顺着山沟流下去。 I JUI ｜川’可＠（用刀子等）挖；刻。

E弯头】 want6u 圈一种用于连接管道拐弯处 I -t俨 wan 见下
的管状零件。 ｜芸I . 

E弯子E wan·zi lE 弯曲的部分。也说弯儿。 l ’一
剔 l~J叫f萝蘑r wan 圈（用刀子等）挖＝～野菜。 I ,.,r.n 旧

II I 、，J;.J I ......... I __.LI 

E知j肉补疮J wanrou buchuang 知l肉医疮。 | 
臼 I ［沙ti阑】 wanlan ＜书〉［切形容流泪的样子。

E宛lj肉民疮E wanrou-ylchuang 比喻只顾眼｜，牛’
I~ wan 书〉很细的丝织品；细绢·

前，用酷的方法来救急（疮z伤口）。也说剔 l 矶（孰）～扇。
肉补疮、挖肉补疮。 | , . 
惋 E叫（躺） wanku ＜书〉圈细绢做的裤子，

wan 见下。 | 
| 泛指富家子弟的华美衣着，也借指富家子弟 z
| ～习气 i～子弟。

E惋子J wan•zi ＜方〉圈剪裁衣服剩下的大片｜I ［纵扇】 wanshan 圈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的布料，特指剪裁中式衣服挖胳肢窝剩下的那 l .. 

｜卡二 wan 〈书〉使受挫折；消耗。
块布料。 I ;;fTf" 
在白 wan 〈书〉体态美好。 I ..., -
([8 ｜汇垃 wan ＠全；完整：～好｜体无～肤 1覆巢

垮 1--'u 无～卵＠时机没有剩的2 煤烧～’且 wan 山沟里的小块平地（多用于｜／】
（蹲）地名）。 I 了！信纸～了。＠画完结：事情做～了｜一开

拍吉、山 wan 0 水流弯曲的地方：河～｜｜ 口，就说个没～。＠画完成z ～工｜～婚 I :ii<_ 1Y1 
J弓（梅）水～。＠海湾：港～｜渤海～。＠｜ 工程什么时候才能～？＠交纳（赋税）， ~:mi 
画使船停住把船～在那边。 O<Wδ门）圈｜ ～税。 0 <Wan）画姓。
姓。 I c完败J wanbai 画＠球类、棋类等比赛中指

E湾泊E wanb6 圃（船只）停留；停泊：岸边～｜ 始终处于下风并以较大劣势输给对于：甲队。
着两只大船。 | 比 3～于乙队。＠球类、棋类等比赛中指始终

处于上风并以较大优势击败对于g 乙队 3 比。

～甲队。

E完备J wanbei 圈应该有的全都有了：工具

～｜有不～的地方，请多提意见。

E完毕】 wanbi ［司完结z 操练～。

E完璧归赵l wanbi-gulzhao 战国时期赵国得

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要用十五座城池来
换璧。赵王派商相如带着璧去换城。相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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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献了壁，见秦王没有诚意，不肯交出城池，
就设法把璧弄回，派人送回赵国（见于《史记·
廉颇商相如列传》）。后｛苦指原物完整元损地

归还本人。
E完成］ wan;; cheng 圈按照预期的目的结束；

做成t ～任务｜～作业｜计划完得成。
E完成时E wanchengshi 圈语法中指动词所

指动作已经完成的一种时态。改革只有进行
时，没有～o

E完蛋］ wan;;dan ＜口〉画指垮台 5灭亡；死亡o

E完稿】 wan;;g凸o 圈文稿或书稿写完2 本书
将于明年初～o

E完工E wan;;gong 圈工程或工作完成：新楼

已于上月底～。
E完好］ wanh凸o 圃没有损坏；没有残缺g完

整z ～如新｜～无缺。
E完婚·］ wan;; hun mt)] 指男子结婚（多指长辈为

晚辈娶妻），也泛指结婚。

E完结】 wanjie 民国结束；了结2 工作～。

E完聚E wanju ＜书〉画团聚z 合家～。
E完竣E wanjun ［型完毕；完成（多指工程）＝修
建工程～｜整编～。

E完了］ wan• le ＜口〉［理用在句中，表示两件
事相承接，依次发生·下了班先接孩子，～还得
买菜。
另见 1347 页 w6nl的Do

E完粮E wan;;liang 圈交纳钱粮。

E完了】 wanIi凸o 圈（事情）完结；结束：等此事
～，我再找你细说。
另见 1347 页 wan• I 巴。

E完满】 wanmon 圃没有缺欠z圆满：问题已

经～解决了！对提问回答得很～。
E完美E wanm岳l ~完备美好g没有缺点：～无

缺｜～的艺术形式。

E完全E wanquan 0 圈齐全；不缺少什么 z 话
还没说～l 四肢～。＠圃全部；全然z ～同意 i
他的病～好了。

E完全小学］ wanquan xi凸oxue 指设有初级

和高级两部的小学。简称完小。

E完人E wanren 圈指没有缺点或缺陷的人z
金无足赤，人无～o

E完善】 wanshan 0 回完备良好z 设备～｜功

能～。＠［现｛吏完善2 ～管理制度。
E完胜E wansheng Ll司球类、棋类等比赛中指
始终处于上风并以较大优势战胜对子z主队 3
比 0 ～客队。

E完事E wan;;shl 画事情完结：～大吉（事情

结束，从此不必操心）｜干到夜里十二ι点还没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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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完税】 wan;;shul 画交纳捐税。

E完小］ wanxi凸o 圈完全小学的简称。
E完整E wanzh岳ng ~具有或保持着院有的各

部分；没有损坏或残缺2 领土～｜结构～｜这套

书是～的！一个～的句子。

玩1 wan 川圈＠玩耍z 不要～火｜孩子
们在公园里～得很起劲。＠做某种活动

（多指文体活动）：～儿足球｜～儿扑克 1 ～儿电
脑｜～儿彩票。＠使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
等）：～花招儿。

主二2 wan 0 用不严肃的态度来对m C＊凯）待；轻视；戏弄g ～弄｜～世不主
恭。＠观赏；玩赏g ～月｜～味｜游～｜把～ l～三军
物丧志。＠供观赏的东西2 古～ i珍～。

E玩忽］ wanhu 圈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忽视z
～职守。

E玩火E wan//hu凸圈比喻干冒险的事（多指坏

事）：侵略者到处～ l～者没有好下场。
E玩火自焚E wanhuo-z if en 比喻干冒险或害人

的勾当，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
E玩家l wanjia IBJ 对某些活动（如收藏、游戏
等）爱好、精通并且特别迷恋的人。

E玩具E wan ju 圈专供玩儿的东西：儿童～ l 电

动～｜益智～｜～手枪。
E玩乐】 wanle mt)] 玩耍游乐：尽情～。

E玩涛E wannong 圈。摆弄着玩耍：～积木｜
～魔方。＠戏弄：～女性。＠搬弄：该文除
了～辞藻之外，没有什么内容。＠施展（手段、
伎俩等）：～两面手法。

E玩偶E wan ＇凸u IBl 人物形象的玩具，多用布、

泥土、木头、塑料等制成。

[JJCJL不转E wanr• buzhuan ＜口〉圈没有办法；
应付不了 z 你真没用，这点小事都～。

E玩JL得转E wanr•dezhuan ＜口〉画有办法 g应

付得了 z 几十人的饭菜，你一人～吗？
E玩JL命E wanr;;mlng ＜口〉画不顾一切，不顾
危险，拿着性命当儿戏：～地工作！在这种毫无
安全设施的地方干活儿，简直是～！

E酌L票E wanr;;piao ＜口〉画指业余从事戏曲
表演，泛指不是专职做某事2 他是～的，不是职
业演员。

E玩儿完］ wanrwan ＜口〉画垮台；失败；死亡
（含诙谐意） 0

E玩赏］ wanshong 圈欣赏；观赏2 ～雪景｜园

中有很多可供～的花木。
E玩世不恭】 wanshi-bugong 不把现实社会放
在眼里，对什么事都采取不严肃的态度（不恭z
不严肃〉。

E玩耍E wanshu凸画做使自己精神愉快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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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游戏z 孩子们在大树底下～。

E玩味】 w6nwei 圈细细地体会其中的意味2
他的那句话值得～。

E玩物］ wanwu 圈供观赏或玩耍的东西：玉

质～。她不愿沦为有钱人的～。
E玩物混世 w白nwu剖ngzhi 沉迷于玩赏所喜

好的东西而消磨掉志气。

E玩笑E wanxiao 0 圈玩耍和嬉笑：他这是
～，你别认真。＠圈玩耍的行动或嬉笑的言

语：开～。
E玩意JL］（玩艺JL) w6nyir ＜口〉圈＠玩具。＠
指曲艺、杂技等，如大鼓、相声、双簧、魔术。＠
指东西；事物z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指人
（含轻蔑意）：他算个什么～，竟敢教训起我来

了！

顽1 ·~ wan 0 愚蠢无知 g 白灵。
（元真） ＠不容易开导或制H~ ；固执z ~ 

梗｜～疾！～敌。＠顽皮z ～童。 0 CW6的画

姓。

顽2 －~ wan 旧阳”。
（踊）

颐敌E w6ndi 圈顽固的敌人z 勇克～。

U顶钝E w6ndun 〈书〉圈。 J愚笨z 秉性～。＠
指没有气节z ～软弱。＠不锋利。

E顶极!l w6ng岳ng 庄园非常顽固 z ～不化。

颐固E w6ngu 圈。思想保守，不愿意接受新

鲜事物z ～守旧｜～不化。＠指在思想观点
或政治立场上坚持错误，不肯改变z ～分子。
＠不易制服或改变 z 这种病很～，要根治不容
易。
颐疾E w6nji 圈难治或久治不愈的疾病。制
售伪劣产品成了社会上的一种～。
颐健E w6njian ＜书〉回谦称自己身体强健。
颐抗E w6nkang 圈顽固抵抗＝负隅～ l 凭险

~ 。
配顶劣E wan lie 圈顽固无知；顽皮不顺从z 秉

性～｜～异常。
顺皮E w6npi E暨（儿童、少年等）爱玩爱闸，不

昕劝导z 这孩子～极了，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E顶强E w6nqi6ng 圈坚强s强硬z ～的斗争｜

他很～，没有向困难低过头。
U页石点头］ w6nshi-di凸nt6u 传说晋朝和尚道

生法师对着石头讲经，石头都点起头来（见于
《蓬社高贤传》）。后用来形容道理讲得透彻，
使人，心服。

顺童］ w6nt6ng 圈顽皮的儿童。
U页痒1面疾】 w6nzhang-guji 经久难治愈的病

。作风问题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
E顶症E w6nzheng 圈。难治或久治不愈的

病症。＠比喻难以解决的问题：城市堵车这

一～亟待解决。
J~雪 wan 画：皖炬。
加E
E皖炬］ wanting [BJ 饱和短的→类，分子中含

有单键结构的开链炬，通式为 C" H，川，如甲
皖CCH，）、乙：皖CC, H，）等。

v y 

wan （＞何）

宛1 wan 0 曲折：～转 8 cwanl 圈姓。

宛2 wan ＜书〉圃仿佛：音容～在。

E宛然E w6nr6n 画仿佛z ～在目！这里山清水

秀，～江南风景。

U时日］ w凸nru 圈正像；直到象：欢腾的人群～大

海的波涛。
UB若E w凸nruo 画宛如；仿佛z 那棵榕树枝叶

繁茂，～巨大的绿伞。
E宛似】 w6nsi 画宛如。

WB转E w凸nzhu6n 0 画辗转。＠同“婉转”。

挽1 wan O ~ ~~～弓｜手
（＠＠嚼）～着手。～留。＠扭转s挽

回 z ～救！～狂澜于既倒。＠圈向上卷（衣

服）：～起袖子。。牵引（车辆）：～车。＠哀
悼死者：～歌！～联。

挽2 wan 同“缩”

E挽词］ w6nci 圈哀悼死者的言辞，特指写在

挽联上的。也作挽辞。
E挽辞E w6nci 同“挽词”。

E挽歌】 w6ng岳圈哀悼死者的歌。
E挽回E w凸nhui 圈。扭转己成的不利局面z

～面子｜～影响 l～败局。＠收回z ～利权｜～
经济损失。

E挽救E w凸njiu ［；）］从危险中救回来z ～病人的

生命｜～失足青年。
E挽具.］ w凸nju 圈套在牲畜身上用以拉车的器

具。

E挽联E w凸nli6n !Bl 哀悼死者的对联。

E挽留E w6nliu 圈请求要离去的人留下来2 再
三～ i～客人卜，不住。

E挽幢】 wonzhang [BJ 哀悼死者的悻子。

主主 wan 见下。
::ru 另见 481 页 guan,481 页 guan 。

E莞尔E w旬’品r ＜书〉圈形容微笑：～而笑｜不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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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邑另见 1605 页 yu 。
晚 wan 0 ~晚七今～ l～会 1 从早到～。

8~园时间靠后的z ～稻｜～秋 1～年 i～清
（清朝末年）。＠圃比规定的或合适的时间靠
后z 八点再去就～了｜今年的春天来得～。。
后来的：～辈。＠谦辞，后辈对前辈的自称
（用于书信）。＠〈书〉靠后的→段时间，特指

人的晚年：岁～ 1～节 l ～景。＠〈方〉圈属
性词。后继的（亲属关系）：～娘（继母）｜～丫

头（养女）。＠ CW凸n）圈姓。
E晚安】 w凸n'an Lil国客套话，用于晚上道别时。
E晚班】 wanban （～儿）圈晚上工作的班次z
上～ l～工人。

E晚半晌JL] wanbansh凸ngr ＜方〉圈晚半天儿。

E晚半天JL] wanbant ianr ＜方）~下午临近黄
昏的时候。也说晚半晌儿。

E晚报E w凸nbao ~每天下午出版的报纸。
E晚辈】 wanbei 圈辈分低的人；后辈。

E晚餐E wancan ~晚饭。
E晚场E wanch也ng 圈戏剧、电影等在晚 t演
出的场次。也叫夜场。

E晚车E w凸nch岳~晚上开出或到达的火车。

E晚春E wanchun 圈春季的末期；暮春。
E晚稻】 w凸ndao 函插秧期比较晚或生长期比
较长、成熟期比较晚的稻子。

E晚，点】 w凸n;;dian ~祖（车、船、飞机）开出、运行
或到达迟子规定时间。

E晚饭］ wanton 画晚上吃的饭。

E晚会E wanhui 圈晚 t举行的以文娱节目为
主的集会2 联欢～｜营火～。

E晚婚＇］ w凸nhun 画达到结婚年龄以后再推迟

若干年结婚。
E晚间E wanjian 圈晚上2 ～新闻。
E晚节E wanj1岳圈。晚年的节操：保持～。

＠〈书〉晚年；末期：～末路。
E晚近】 w凸njin I重离现在较近的一个时期。
E晚景】 w凸njT『19 哩。傍晚的景色；夜晚的情
景：江堤～。＠晚年的景况＝～悲凉。

E晚境E wanjing 圈晚年的境况：～凄凉。
E晚恋］ wanlian 圈比较晚地谈恋爱。
E晚年E w6nni6n 圈人年老的时期z ～多病｜
度过幸福的～。

E晚娘］ w6nni6ng ＜方〉函继母。
E晚期E wanqT 画一个时代、一个过程或→个
人一生的最后阶段： 19 世纪～｜肺癌～｜这是

他～的作品。
E晚秋E w凸nqiO 圈秋季的末期s深秋。

E晚上】 w凸n· shang 圈时间词。太阳落了以后

苑晚院惋婉｜ wan I 1349 I 

到深夜以前的时间，也泛指夜里：～要去看望

一个朋友！一连几个～都没有睡好觉。
E晚生E w凸nsh岳ng （书〉国后辈对前辈谦称自

己。

E晚世】 wanshi ＜书）~近世。

E晚熟］ wanshu 由国＠农作物生长期长，成熟

较慢z ～作物。＠指人的生理、心理成熟较

晚z 男孩儿一般比女孩儿～。

E晚霜】＇ w也nshuang 圈早春霜期结束阶段出

现的霜。对农作物有害。
E晚霜T w凸nshuang ~适合晚上使用的护肤
品，主要作用是滋养、保护睡眠状态下的肌肤。三三

E晚霞E w凸nxi6 圈日落时出现的云霞。 主Ii
E晚宴E wanyan ~晚上举行的宴会。

E晚育】 wanyu ［面婚后晚几年生育：提倡晚婚

~ 。

E晚造E wonzao t8J 收获期较晚的作物。

E晚妆E wanzhuang 圈适合晚间活动化的妆z

～可以化得浓一些。

肮 wan 函中酣睡。
惋 won （书〉惋惜z 叹～｜～伤。

E惋惜］ wanxT 圃对人的不幸遭遇或事物的不

如人意的变化表示同情、可惜g 大家对他英年

早逝深感～。

婉 w凸n 0 C说话）婉转：～谢！～拒。＠
〈书〉柔顺2 ～顺。＠〈书〉美好z ～丽。

E婉词E wonci 同“婉辞1 ”。

E婉辞】1 wanci t8J 婉言。也作婉词。

U宛苦苦＇］＇ w凸nci 圈婉言拒绝：他～了对方的邀

请。
E婉和I] w凸nhe 圈（话语、态度等）委婉温和。

也宛拒E wan ju 富国以委婉的方式拒绝z ～谢礼。

E婉丽E w凸nli ＜书〉固。美丽；美好z 姿容～。

＠婉转而优美（多指诗文） ：词句清新～。

U宛商E wanshang rn国婉言相商：经过多次～，

他才同意这个方案。
E婉用 wanshun ~柔和温j民柔顺（多用于

女性）：性情～O
U宛谢E w凸nxie 画婉言谢绝。

E婉言E w凸ny6n 圈婉转的话：～拒绝｜～相

劝。
U宛约E w凸nyu岳〈书〉圃委婉含蓄z 词风～细

腻！宋词的风格，可分豪放和～两派。

B宛转］ wanzhu凸『1 圃＠（说话）温和而曲折

（但是不失本意）＝措辞～。＠（歌声、鸟鸣声

等）抑扬动听＝歌声～。 II 也作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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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an ［刻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
泪（箱）来打成结：～个扣儿！把头发～起
来。

碗 wan （书〉美玉。
梳 W凸n 0 见 1川页“碗”。＠见叫

页【橡梳1。

皖 Wan 画安徽的胁。

碗 忡。 l每盛
（＂＂＇祷槐、装组、养鸳） 饮食的器具，口

大底小，一般是圆形的：饭～｜茶～｜买了几个

～。＠像碗的东西：轴～儿。＠（W凸n）圈

姓。

E碗碗腔］ wanwanqiang 圈陕西地方戏曲剧

种之一，由陕西皮影戏发展而成，流行于该省

渭南、大荔一带。
E碗盏E w凸nzhan ＜方） IBl 0 碗。＠餐具的总
称。

畹 wan 圈古代地积单位，一畹等于三十
亩，也有说十二亩为一畹的。

飞

wan C><l1 ) 

万... wan 0 晦十个千＠表示很
（离）多， ~oo I ～事！～物 i ～水千山。

＠画极；很；绝对：～全i～不得已｜～不能行。

0 CWa门）圈姓。
另见 921 页 mo 。

E万般E wanban 0 数量词。各种各样z ～思

绪。＠画l 极其A非常：～无奈（没有一点儿办
法〉。

E万变不离其宗E wan bian bu Ii qi zang 形式

上变化很多，本质上还是没有变化。
E万不得已E wanbudeyT 实在没有办法；不得

不这样：～，才出此下策。
E万代l wandai 圈万世：～传扬｜千秋～。
E万端l wanduan lll2l （头绪）极多而纷繁；各种
各样：感慨～｜变化～｜思绪～。

E万恶］ wan ’ e o IWl 极端恶毒；罪恶多端z ～

不赦。＠圈各种罪恶g ～之源。
E万JL八千】 wan· er-baqian ＜口〉一万或比一
万略少。

E万方E wanfang O 圈指全国各地或世界各
地。＠画指姿态多种多样：仪态～o

E万分E wanf岳n 圈非常；极其2 ～高兴 l 激动
~ 。

E万福l wanfu IBl 旧时妇女行的礼，两手松松

抱拳重叠在胸前有下侧，上下移动，同时略做
鞠躬的姿势，口中称“万福”。

E万占］ wangu 函千年万代z ～长存｜～流芳。

E万古长春】 wangu-changchun 万古长青。
E万古长青l wangu-changqlng 永远像春天的

草木一样欣欣向荣。也说万古长春。
E万贯】 wanguan 数量词。指一万贯铜钱，形

容钱财极多z ～家财｜腰缠～。

E万国E wangu6 圈很多的国家；世界各国：～

博览会。
E万户侯】 wanhuh6u 圈汉代侯爵的最高一

级，享有万户农民的赋税，后来泛指高官贵爵o
E万花简】 wanhuat凸ng IBl 圆筒形玩具，两头

镶着玻璃，筒的内壁装着玻璃条组成的几面镜
子，筒的一端放着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碎玻璃。

向着亮处转动因筒，由于镜子的反射作用，可

以从筒的另一端看到各种图案。
E万机】 wanjl L萄指当政者处理的各种重要事

情2 日理～o
E万劫不复】 wanj ie-bufu 指永远不能恢复（佛

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一个过程为一劫，万
劫就是万世的意思）。

E万金油】 wanjlny6u 圈。清凉油的旧称。
＠比喻什么都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

E万籁E wanlai 圈各种声吝（籁：从孔穴里发出

的声音）：～俱寂。
E万籁俱寂】 wanlai-juji 一切声音都停息了，

形容四周非常寂静。
E万里长城】 Wan LT Changcheng 见 145 页

1长城l 0 

E万历l wanll 圆明神宗（朱湖钧）年号（公元
1573 1620 ）。

E万马奔腾】 wanma-benteng 形容声势浩大、

场面热烈．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的局面。
E万马齐暗】 wanm凸－qiyln 千万匹马都沉寂元

声，比喻人们都沉默，不说话，不发表意见，形

容局面沉闷。

E万民E wanmin 圈广大的老百姓s ～涂炭（形

容广大老百姓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欢呼。
E万难】 wannan 0 圈各种困难；非常多的困

难．排除～。＠圈非常难于2 ～照办 l～挽

回。

E万能】 wanneng 圈属性词。＠无所不能的：

金钱不是～的。＠有多种用途的2 ～胶｜～机

床。
E万年l wannian 数量词。泛指极其久远的时

问 z 遗臭～o
E万年历］ wannianli ['8］包括很多年或适用于

很多年的历书。



E万年青】 wanni6nqlng ~多年生草本植物．
冬夏常青，根状茎粗短，叶子披针形或带形，从
根状茎生出，花淡绿色，果实桶红色或黄色。

根、茎、叶、花均可入药。
E万念俱灰］ wannian-juhul 一切想法、打算都
破灭了，形容失意或受到沉重打击后极端灰心

失望的心情。

E万千】 wanqian 圈＠形容数量很多：～民
众齐欢庆。＠形容事物所表现的方面很多
（多指抽象的）·变化～｜气象～｜思绪～。

E万顷E wanqTng 数量词。→万顷，形容面积

大3 碧波～｜良田～。
[JJ全】 wanqu6n 圈非常用到，没有任何漏
洞；非常安全：～之策（计出～o

E万人空巷】 wanren-kongxiang 家家户户的
人都从巷子里出来（观看或参加某些大的活动
等），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

E万世E wanshi 圈很多世代，指极其久远的时
间：千秋～｜～师表｜～不朽。

E万事E wanshi 圈一切事情：～如意｜～大吉
（一切事情都很圆满顺利＞ I～亨通（一切事情都
很顺利）｜～不求人。

E万事俱备，只欠东仄tl wanshi-jubei, zhTqian 
-dongf画ng 三国时周瑜计划火攻曹操，一切
都准备好了，只差东风还没有刮起来，不能顺
风放火（见于《三国演义》四十九回）。后泛指
样样都准备好了，只差最后一个重要条件。

E万事通E wanshitong 0 圈什么事情都知道
或通晓。＠圈什么事情都知道或通晓的人。

II 也叫百事通。
E万寿无疆l wanshou-wuj陆ng 万年长寿，没

有止境（祝寿的话）。
E万水千山E wanshuT-qianshan 很多的山和
水，形容路途遥远险阻。也说千山万水。

E万死E wansT I虱死一万次（夸张说法），形容

受严厉惩罚或冒生命危险：罪该～｜～不辞。
E万岁E wansui O 圈千秋万世，永远存在（祝
愿的话）。＠圈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
呼。

E万万l wanwan 0 睡一万个万，也表示数量
极大。＠圆绝对；无论如何（用于否定式） : 
～没有想到｜～不可粗心大意。

E万维网E wanweiwang ~计算机网络的一
种信息服务系统，建立在超文本的基础上，方
便用户在因特网上搜索和浏览各种信息。

E万元一失E wanwuγlshl 绝对不会出差错。

E万物】 wanwu 圈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E万象E wanxiang ~宇宙间的－切事物或景

象：～更新｜～回春｜包罗～。

万沥忧玩腕蔓 l w凸n I 13s1 I 

E万幸E wanxing ~回非常幸运（多指免于灾
难）：这场火灾损失点儿东西是小事，人没有受

伤，总算～。
E万~］ wanyi 0 圈万分之一，表示极小的一

部分z 笔墨不能形容其～。 f}~ 指可能性极

小的意外变化：多带几件衣服，以防～。 8 ll!l 
表示可能性极小的假设（用于不如意的事），
～下雨也不要紧，我带着伞呢。

E万用表E wanyongb1凸o 圈测量电路或元件

的电阻、电流、电压等的多量程仪表。
E万有引力E wan y凸u yTnli 存在于任何物体之

间的相互吸引的力。简称引力。 量量
E万丈】 wanzhang 数量词。一万丈，形容很高三重

或很深＝～高楼｜～深渊｜光芒～ 1 气焰～。 三三

E万众］ wanzhong 圈广大群众；千千万万的

人z ～欢腾｜～一心。
E万众一心E w也nzhδng-yixin 千千万万的人一

条心，形容广大民众团结→致。

E万状E wanzhuang E回很多种样子，形容程度

极深（多用于消极事物）：危险～ 1 惊恐～｜痛苦

～｜狼狈～。
E万紫千红】 wanzT-qianh6ng 0 形容百花齐

放，颜色艳丽。＠形容事物丰富多彩或事业
繁荣兴旺。

、，兰 wan 沥尾（ W凸nw邑 i ），地名，在

"//J （满）广西防城港。
’阮 wan （书〉贪

在二 wan ＜书〉形容女子美好。

只J IJ 另见 1609 页 yu6no

腕 wan 川圈腕子： :t-~JLI脚～儿。（图
见 1159 页“人的身体勺

E腕表E wanbiao 圈子表。

E腕骨l wang心圈构成手腕的骨头，每只手有

8块。（图见 468 页“人的骨儒”）

E腕力E wan Ii 圈。手腕子的力量。＠指办
事的能力；本领2 凭他的胆识～，完全可以担负

起这个责任。
E腕JL] wanr （口〉圈指有实力、有名气的人z

大～ l他在影视圈大小也算个～。
E腕饰E wanshi ~戴在腕部的装饰品。
E腕子E wan•zi 圈胳膊（或小腿）下端跟手掌

（或脚）相连接的可以活动的部分z 手～ i脚～o
E腕足E wanzu ~乌贼、章鱼等长在口的四周
能蜷曲的器官，上面有许多吸盘，用来捕食并
防御敌人。

蔓 wan 机儿）函细长不能直立的茎z 藤
～｜瓜～｜扁立爬～儿了｜顺～摸瓜。

另见 874 页 m6n; 876 页 man 。



主

。但 I wong w6ng I 尤娼汪亡王

wang （）忱）

尤 wang 同“娼”
另见 1583 页 you 。

起 -ng ＜书〉肝、背或胸部弯
c:Jg）曲的头。＠瘦弱。

、、丁~1 wang O ＜书〉水深而广：～洋。＠［司
1-1.... （液体）聚集＝路上～了一些水！眼里～着
泪水。＠〈方〉圈小而浅的积水坑：水牛在泥
水～里打滚儿o 。（～儿）量用于液体z 一～

血｜两～眼泪。 0 cwang）圈姓。

汪2 ~ang 回形容狗叫的声育z 狗～～

E汪汪l wangwang 庄园＠形容充满水或眼泪
的样子z 水～ i 眼泪～。＠〈书〉形容水面宽

广。

E汪洋E wangyang 圈。形容水势浩大的样

子：一片～｜～大海。＠〈书〉形容气度宽宏z

～大度。
E汪子l wang•zi ＜方〉圈汪1①z 水～。

, 
wang ex尤）

亡 . wang 0 逃跑：逃～｜流～｜～
（美丛）命08 失去；丢失 z ～失｜歧路～

羊。＠死：死～｜陪二～｜家破人～。＠死去的：

～友。＠灭亡2 ～国。
〈古〉又同“无” WUo

E亡故】 wa『1ggu 画死去；故去。
E亡国l wanggu6 0 （「俨）阐国家灭亡；使国

家灭亡·～灭种。＠圈灭亡了的国家z ～之

君。
E亡国奴l w6nggu6nu 圈指祖国已经灭亡或

部分国士被侵占，受侵略者奴役的人。
E亡魂E wanghun ~迷信的人指人死后的灵

魂（多指刚死不久的）。
E亡魂丧胆E w6nghun-sangd6n 形容惊慌恐

惧到了极点。
E亡灵l wangling 圈亡魂。封建思想的～。
E亡命E w6ngming R副＠逃亡；流亡z ～他乡。
＠（冒险作恶的人）不顾性命z ～徒。

E亡残E wangmo ＜书〉画亡故。

E亡失】 wangshl ~甜丢失；散失·那套书已～多
年。

E亡羊补牢E w6ngy6ng-bul6o 羊丢失了，才修

理羊圈（语本《战国策·楚策四》：“亡羊而补牢，

未为迟也”）。比喻在受到损失之后想办法补

救，免得以后再受类似的损失。
E亡｛失】 w6ngyi ＜书〉［司散失；失传：这几种古

书久已～。

王 w6ng 0 君主；最高统治者：君～｜国～ i
女～。＠封建社会的最高爵位g ～爵 1 亲

～｜～侯。＠首领；头目：占山为～ i擒贼先擒
～。＠同类中居首位的或特别大的 2 蜂～｜蚁
～｜～蛇｜牡丹是花中之～。＠〈书〉辈分高：

～父（祖父）｜～母（祖母）。＠最强的．～水！～

牌。 O cwang）圈姓。

另见 1355 页 wang 。

E王八E w6ng•ba 圈。乌龟或鳖的俗称。＠
讥称妻子有外遇的人。＠旧时指开设妓院的
男子。

E王朝E w6ngch6o 圈朝代或朝廷：封建～｜唐

～｜康熙～。
E王储E w6ngch凸圈某些君主国确定为继承

王位的人。

E王道】 w6ngdao ~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指

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
E王法】 w6ngf凸函。封建时代称国家法律。

＠指政策法令。
E王府E w6ngfu 圈有王爵封号的人的住宅。
E土公】 w6ngg6ng E亘玉爵和公爵．泛指显贵

的爵位：～大臣｜～贵族。

E王宫E w6ngg6ng ~国王居住的地方。

E王冠E w6ngguan 圈国王戴的帽子。

E王国l w6nggu6 ~O 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

国家，如丹麦王国、泰王国。＠借指管辖的范

围或某种境界：独立～｜必然～。＠借指某种
特色或事物占主导地位的领域：那个城市简
直是个花的～。

E王侯】 w6ngh6u [0组王爵和侯爵，泛指显贵的

爵位：～将相。
E王后E w6nghou 匈国王的妻子。

E王彗】 w6nghui ~古书上指地肤，即扫帚菜。
E王浆E w6ngjiang ~蜂王浆的简称。

Z王老五】 Wang I凸ow心圈指大龄未婚男子，

因问名电影而得名：钻石～（指很有钱的大龄

未婚男子）。
E王莲】 w6ngli6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
在水中，叶子大而圆，浮在水面，花大，初开时

白色，后变成红色。种子含淀粉，可以吃。原
生长在南美洲。＠这种植物的花。

E王母娘娘E W6ngm心 ni6ng• niang 西王母的

通称。

E王牌E w6ngp6i 圈桥牌等游戏中最强的牌，

比喻最强有力的组织、人物、手段等z ～军｜这



是他制胜的一张～。
E王权】 w6ngqu6n 圈君主的权力。

E王室E w6ngshi 圈。指工族：～成员。＠

指朝廷。

E王水1 w6ngshul 画一体积浓硝酸和三体积
浓盐酸混合而成的无色液体，迅速变黄，腐蚀
性极强，能溶解金、销等－般酸类不能溶解的

金属。

E王孙】 w6ngsun I哥王侯的子孙，也泛指一般

的贵族子孙．～公子。

E王位J w6ngwei 圈君主的地位：继承～。
E王爷1 w6ng•ye 圈封建时代尊称有王爵封号
的人。

E王子） w6ngzi ~帝王的儿子u

E王族E w6ngzu ~国王的家族。

\I 

w凸ng C ＞＜尤）

网 ·- wang 0 圆用绳线等结成的捕
（纲）鱼民的器具z 一张～｜渔～｜结

～｜撒～｜张～0法～ l情～。＠圆形状像网的
东西z ～袋｜蜘蛛～｜球～。＠画像网一样纵
横交错的组织或系统z 通信～！交通～｜灌溉
～｜营销～。＠南i 特指计算机网络z 上～｜互

联～。＠~用网捕捉：～着了一条鱼。＠画
像网似的笼罩着：眼里～着红丝。

E网吧E wangba 圈备有计算机可供上网并且
兼售饮料等的营业性场所。有的地区叫电脑
咖啡屋、公共电脑屋。

E网虫E wangch6ng （～儿）圈网迷（含诙谐

意lo
E网点） w凸ngdi凸『l （～儿）画像网→样成系统
地分设在各处的商业、服务业单位z 在新居民

区增设商业～。

E网店E wangdian ~网上商店的简称。
E网兜E wangdou （～儿）圈用线绳、尼龙丝等
编成的装东西的兜于。

E网纲） w凸nggang ~渔网上的大绳。
E网格） w凸ngge 圈＠网状的格子：在沙地上
打上～种草固沙。＠通过互联网把广泛分布
的各种资源整合而成的系统，像一台超级计算
机那样为用户提供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E网购E wanggou I重网上购物，即通过互联网
购买商品。

E网关］ w凸门gguan 函将两个使用不同协议的

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设备。
E网管1 wa门gguan O I量网络管理。＠［直指
网络管理员。

主旦上＿＿＂＇：＇6 n g w凸「ig i 句巳

E网海】 w凸ngh凸l 画像大海一样广阔的网络世

界。

E网巾E w凸ngjln ~用丝结成的网状的头巾，
用来拢住头发。

E网警E wangjing ［割网络警察的简称。
E网卡】 w凸ngka 圈网络接口卡，用于网络接
口的卡式器件。插入计算机的总线槽，以连接

t卡算机与特定的网络。
E网开一面） w凸ngkaiyTmian 把捕禽兽的网打

开一面，比喻用宽大的态度来对待。本作“网
开三面”（见于《史记·殷本纪》） o

E网篮E w凸ngl6n ~上面有网子罩着的篮子，
大多在出门时用来盛零星物件。

E网恋】 wanglian 圈通过互联网以网上聊天儿
等方式进行恋爱。

E网聊） w6ngli6o 圃网上聊天儿，即通过计算
机、于机等平台，采用网络聊天儿软件进行聊
天儿。

E网路E w凸nglu 圈网络④。
E网罗） w6nglu6 0 固捕鱼的网和捕鸟的罗，

比喻束缚人的东西：陷入～ i 逃出～。 8~司
从各方面搜寻招致：～人才。

E网络】 wangluo 圈＠网状的东西。＠由若

干元器件或设备等连接成的网状的系统：计
算机～｜通信～。＠由许多互相交错的分支组
成的系统．产品销售～｜这个新兴城市已经形
成合理的经济～。。特指计算机网络。有的
地区叫网路。

E网络版） w凸ngluob凸n 圈＠报刊、文学作品

等登载在互联网上的版本。＠软件的可以供
网络中的多台计算机同时使用的版本。

E网络电话】 wangluo dianhua 指通过互联网

接通的电话。采用分组交换方式，使许多用户
共享网络资源，通话费用较低。

E网络犯罪E w凸ngluo fanzui 利用计算机网络

实施的犯罪行为。常见的有网络盗窃、网络诈
骗、袭击网捕、传播网络病毒等。

E网络计算机E w也ngluo jisuanjT 专用于网络

环境下的简易型计算机。可以使用网络服务
器上的软件、硬件和数据资源。一般不需要硬
盘等外部存储器。

E网络教育】 wangluo jiaoyu 通过互联网实施

的教育。
E网络经济E w凸ngluo jlngji 以互联网技术和
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

E网络警察E wanglua jingch6 指专门打击计
算机互联网犯罪活动、维护网络安全的警察。
简称网警。

E网络媒体E w凸ngluo meiti 指互联网。由于

互联网是交流、传播信息的一种途径，所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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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
E网络日记】 w凸ngluδriji 网络日志。
E网络日志l w凸ngluo rizhi 博客①。也叫网

全各日i己。
E网络商店E wi'ing luo shangd ian 网上商店。
E网络文学E wangluo wenxue 在互联网上发

表的文学作品。由于采用网络为媒介，具有传
播迅速、反馈及时的特点。

E网络学校E wangluo XU缸lclO 通过互联网，

以多媒体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进行远距离
教学的学校。简称网校。

E网络银行E w凸ngluo yinhang 没有实际营业

场所，全部业务都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银
行。也指银行通过网络提供的金融服务业务。

也叫网上银行。简称网银。
E网络游戏E wangluo y6uxi 在互联网上进行

的电子游戏。简称网游。
E网络语言E wangluo 忡忡n 指网民在网上聊
天室和电子公告板系统等里面习惯使用的特
定词语和符号。

E网络综合征E wangluo zonghezh岳ng 因沉

迷于计算机网络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如焦
虑、忧郁、情绪波动、烦躁不安，上网后极度亢
奋、不能自制。

E网媒E w凸ngmei 圈网络媒体z ～应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

E网迷l w凸ngmi 画喜欢上网而入迷的人。
E网民］ w凸ngmin 圈指互联网的用户。

E网目】 w凸ngmu 圈网眼。
E网评E wangping 0 画在网络上发表评论z

～股票行惰。 81Bl 网络上的评论文章z 这篇
～反响很大。

E网球l wang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一，球
场长方形，中间有一道网，双方各占一面，用球
拍来回击球。有单打和双打两种。＠网球运
动使用的球，圆形，有弹性。里面用橡胶，外面
用毛织品等制成。

E网上商店E w凸咱shang shangdian 没有实
际营业场所，只在计算机互联网上经营的商
店。也叫网络商店。简称网店。

E网上银行E wangshang yinhang 网络银行。

E网速E wangsu [BJ 网络服务系统传输数据的

速度：提高～o
E网胃E w凸ngwei 圈反鱼动物的胃的第二部
分，内壁有蜂巢状呈阳。也叫蜂巢胃。

E网箱l wangxiang IBl 一种用来养鱼的装置，
形状像巨大的箱子，用合成纤维等材料制成，
有网眼，放在湖泊、水库、河道、海湾等水域中，

水流通过网眼，形成活水环境：～养鱼。
E网校E wangxiao IBl 网络学校的简称。

E网眼E wangyan （～儿）圈网上线绳纵横交织
而成的孔，多呈菱形。也叫网目。

E网页E w凸ngye 圈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

奋询的信息、页。
E网银E wangyin 圈网络银行的简称。
E网瘾E w也ngyin 圈指对计算机网络过分依赖

的心理障碍，表现为长时间上网不能自拔，对
现实生活冷漠等。

E网游E w凸ngy6u IBl 网络游戏的简称。

E网友E w凸ngyou 圈通过互联网交往的朋友，

也用于网民之间的互称。

E网葬E w凸ngzang 画一种在网络上哀悼纪念

死者的方式，为死者建立专门的网页，由亲友
等举行悼念仪式，寄托哀思。

E网站E wangzhan [BJ 某个企业、组织、机构或
个人在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络站点，一般由一个
主页和许多网页构成。

E网址E w凸ngzhi IBl 网站在互联网上的地址。
E网子E wang•zi [BJ 像网的东西，特指妇女罩

头发的小网。

枉 wang 0 弯曲或歪斜，借指错误或偏差2
矫～过正。＠使歪曲2 ～法。＠冤屈 z

冤～｜～死。。白白地；徒然z ～然 l～费。＠

<Wang）圈姓。
E枉法E wangfa 圈执法的人歪曲和破坏法律2

贪赃～O
E枉费E w凸ngfei 画白费；空费2 ～工夫｜～心

机l～唇舌。
E枉费心机E wangfei-xlnjT 白白地耗费心思

（多含贬义〉。
E枉j明 w凸nggu （书〉画敬辞，称对方来访自

己。

E枉驾E wangjia （书〉圈敬辞。＠称对方来
访自己。＠请对方往访他人。

E征然】 w凸ngran E画得不到任何收获3白费力

气：计划虽好，不能执行也是～。

E枉91'..l w凸ngsi 圃含冤而歹E：～鬼｜～轮下。

E枉自E wangzi 撞到白白地2 ～费了半天劲，什
么也没办成。

罔1 wang 啪蒙蔽z 欺～ i欺下
（据同）～上。

罔2 'ng ＜书〉没有必药石～
V同）效｜置若～阂。

E罔替E w凸ngti （书〉画不更换；不废除z 世袭

～｜千秋万代，绵延～。

往－ 0 去z ～来｜来～。＠
（才生） I到向某处去z 一个～东，一个～

西。＠团表示动作的方向 z ～外走！这趟车

开～上海。。过去的g以往的 z ～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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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往常E wangchang 画过去的一般的日子：

今天因为有事，所以比～回来得晚。
E往返E wangfan 画来回；反复．～奔走｜徒劳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曲折的。

E往复】 wangfu 画。来回；反复：～运动｜循
环～。＠往来；来往2 宾主～。

E往后） wanghou 圈以后：～的日子还长着

呢！
E往还】 w凸门ghuan ［到往来；来往g ～于京沪之

间｜他们两个经常有书信～。
E往届E w凸ngjie ~国属性词。以往各届的（多

用于毕业生）：～生。
E往来】 w凸nglai 圈。去和来z 大街上～的车
辆很多。＠互相访问；交际z 他们俩～十分密

切｜我跟他没有什么～。
E往年E w凸「1gni6n 圈以往的年头JL ；从前z 今

年粮食产量超过～O

E往日E wangri I富过去的日子；从前：现在的
情况跟～不同了。

E往时】 wiingshi 画过去的时候；从前·他还

像～一样健谈。
E往事】 wangshi 圈过去的事情．回忆～！～历
历在目。

E往往） w凸ngwang 画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
某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时常存在或经常发生：

休息的时候，他～去公园散步。
E往昔） w凸ngxl 圈从前：一如～。

惘 w凸ng 失意；精神恍惚z 怅～｜迷～ l～然

E惘然） wangr6n ~冒失意的样子川、里好像失

掉了什么东西的样子2 神态～｜～若失。

铜一 wang 圈车轮周围的圆形框子。
（啊）（图见 156 页哇轮”）

蜗 wiing 见下。

E蜗蜗E w凸ngli凸ng 见 1355 页【姐姐l 0 

魁 wang 见下。

E魁躯】（蜗蜗） wangli凸ng ＜书〉圈传说中的怪
物g 尴魅～。

、

wang （义尤）

王 wang 古代称君主有天下：～天下。
另见 1352 页 wang 。

妄 wang 0 荒谬不合理2 狂～｜～人＠
圈非分地，出了常规地；胡乱3 ～动｜～

求｜～加猜疑 1～作主张1胆大～为。

E妄称】 wangcheng 擅自虚妄地或狂妄地声称：

不敢～大师。
E妄动） wangdong 画轻率地行动z 轻举～｜未

经许可，不得～o

E妄断E wangduan 画轻率地下结论：此事不

能凭空～。
E妄念E wangnian 圈不正当或不切实际的念

头：陡生～。

E妄求E wangqiu 圈非分地要求或追求。

E妄取】 wang咱国没得到许可，擅自取用：非

分的钱财，不可～O

E妄人】 wangren （书〉圈元知妄为的人。

E妄说） wangshuo 圈没有根据地乱说；瞎说：
无知～。

E妄图E wangtu 画狂妄地谋划z 匪徒～逃窜。

E妄为E wangwei 圈胡作非为z 胆大～｜态意

~ 。

E妄下雌黄】 wangxia-cihu6ng 指乱改文字或

乱发议论。参看 215 页【雌黄1。

E妄想】 wangxiang 0 画狂妄地打算z 敌人

～卷土重来。＠画不能实现的打算：痴心

～｜你想瞒过大伙儿的眼睛，那是～。

E妄言） wangy6n 0 圈随便地说；乱说：是非

功过，在下不敢～。＠圈虚妄的话：一派～o
E妄议E wangyi 圈胡乱议论z 说话要有根据，

不得～。

E妄i吾】 wangyu 0 圈说假话；胡说：不～。

＠圈虚妄的话：口出～。

E妄自菲薄E wangzi-f副b6 过分地看轻自己。

E妄自尊大E wangzi-zunda 狂妄地自高自大。

-c wang 画忘记z 喝水不～掘井人｜这件事
Je,.、我一辈子也～不了。
E忘本E wang;; b岳n 圈境遇变好后忘掉自
己原来的情况和所以能得到幸福的根源。

E忘掉】 wang;;diao 圈忘记。

E忘恩负义E wang ’岳n tuvi 忘记别人对自己

的恩情，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
E忘乎所以E wanghlisl』凸yi 由于过度兴奋或骄

傲自满而忘记了言行应该把握的分寸。也说
忘其所以。

E忘怀E wanghu6i 圃忘记＝那次分手的情景

使人不能～。
E忘记】 wangji 圈。经历的事物不再存留在

记忆中；不记得z 我们不会～，今天的胜利是经
过艰苦的斗争得来的。＠应该做的或原来准
备做的事情因为疏忽而没有做；没有记住z ～
带笔记本。

E忘年交E wangni6nji6o 圈年岁差别大、行辈

不同而交情深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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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所以E wangqisu的1 忘乎所以。

E：忘情E wangqing 圈＠感情上放得下；无动

于衷（多用于否定式）：不能～。＠不能控制

自己的感情：～地歌唱。
E忘却l wangque ~噩忘记2 这些沉痛的教训，

使人无法～。
E忘我E wangw凸画忘掉自己，多形容人公而
忘私 z ～的精神｜～地工作。

[;G;f臼 wangxing 画因为得意或高兴而忘掉

自己的身份或应有的礼貌和应持的态度z 得
意～。

E忘性l WO『1g•xing 画好Chao）忘事的毛病：

上了岁数的人，～大。

旺川ng o~ 旺盛：兴～｜火着得很～｜花
开得正～｜庄稼长得真～。＠〈方〉圈多；

充足z 奶水～ l J新打的井，水～极了。＠
(Wang）圈姓。

E旺季l wangji 圈营业旺盛的季节或某种东
西出产多的季节（跟“淡季”相对）：空调销售

～l西瓜～。

E旺健E wangjian ~健旺g 精力～。
[H压铺E wangpu 圈生意兴旺的店铺z 临街～。

E旺盛E wangsheng ~画生命力强s情绪高涨p

茂盛：精力～｜雨水充足，庄稼长势～。
[H庄市E wangshi 圈交易旺盛的市场形势（跟

“淡市”相对）：营造节日～o
[a压势E wangshi 圈旺盛的势头：绿色食品近

年呈现出销售～。
E旺销】 wangxiao rnJj] 畅销 z ～商品｜家用电器

连年～。

[H压月 2 wangyue IEl 营业旺盛的月份（跟“淡

月”相对）。
[H压子E wang•;zi （方〉圈用作食品的猪血、鸭

血等。

望 、 Q 0 画向远处看z 登山远
？塑）～1一～无际的稻田。＠观看；察

看z ～风｜观～｜～闻问切。＠探望z 拜～ i看

～。。圈盼望；希望①z ～子成龙｜～准时到
会。＠盼头 P希望②z 厚～｜丰收有～｜收回投
资无～。＠名望，也指有名望的人z 德高～
重｜一乡之～。＠〈书〉怨：怨～。＠望子2 酒
～。＠圆对着3朝着g ～我点点头｜～他笑了

笑。⑩〈书〉（年龄）接近：～六之年（指年近六
十九 fl> [BJ 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

十七日），地球运行到月球和太阳之间。这天
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月亮正好从东方升
上来，地球上看见圆形的月亮，这种月相叫望。

＠望日 z 朔～。 411 <Wang）圈姓。
E望板E wangban 画平铺在橡子上面的木板。

E望尘莫及E wangchen-maji 只望见走在前面

的人带起的尘土而追赶不上，形容远远落后。
E望穿秋水】 wangchuan-qiushui 把眼睛都望

穿了，形容盼望得非常急切（秋水：比喻人的眼
目青）。

E望断】 wangduan （书〉画向远处望直到望

不见了：～天涯路。
E望而却步】 wang ’ erquebu 看到了危险或力
不能及的事而往后退缩。

E望而生畏】 wang ’在rshengwei 看见了就害

怕。

E望仄tl wang;;f岳ng E边］给正在进行秘密活动

的人观察动静。

E望风捕影E wangfeng-buying 捕风捉影：情

况没弄清楚，不要～地乱说。也说望风扑影、望
风捉影。

E望风而逃】 wangf岳吨’ertao 老远看见对方

的气势很盛就逃跑了。
E望风披靡］ wangf岳ng-plmi 形容军队丧失战

斗意志，老远看见对方的气势很盛就溃散了。
E望风扑影l wangf岳ng-puying 望风捕影。
【望风捉影］ wangf岳ng-zhuoying 望风捕影。

E望楼］ wangl6u 圈隙望用的楼。

E望梅止渴］ wangmei-zhike 曹操带兵走到一

个没有水的地方，士兵们渴得很，曹操骗他们

说：“前面有很大的一片梅树林，梅子很多，又
甜又酸。”士兵昕了，都流出口水来，不再嚷渴
（见于《世说新语·假诵》）。后来比喻用空想或
假象安慰自己。

E望门】 wangmen [BJ 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家：

出身～O

E望门寡】 wangmengu凸圈。旧时女子订婚

之后，未婚夫死了不再跟别人结婚，叫作守望
门寡。＠守望门寡的女子。

E望其项背】 wangqixiangb岳i 能够望见别人

的颈的后部和脊背，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多
用于否定式）：难以～。

E望日】 wangri 圈月亮圆的那一天。通常指

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十七日）。
E望天树］ wangtianshu 圈常绿大乔木，树干
通直，高可达 80 米，有板状根，叶子长椭圆形
或卵状披针形，花黄白色，有香气，果实椭圆
形。生长在云南西双版纳和广西，是我国的珍

稀树种。

E望文生义l wangwen-sh岳ngyi 不懂某一词句
的正确意义．只从字面上去附会，做出错误的
解释。

E望闻问切E wang-wen-w告n-qie 中医诊断疾

病的四种基本方法。望是观察病人的发育情

况、面色、舌苔、表情等；闻是听病人的说话声



音、咳嗽、喘息，并且嗅出病人的口臭、体臭等
气味；问是询问病人自己所感到的症状，以前
所患过的病等5切是用手诊脉或按腹部有没有

痞块。
E望眼欲穿】 wangy凸nyuchuan 快把眼睛望穿
了，形容盼望殷切。

E望洋兴叹E wangyang-xlngtan 本义指在伟

大的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今多指要做一
件事而力量不够，感到无可奈何（望洋：抬头
向上看的样子）。

E望远镜】 wangyu凸njing ~雹观察远距离物体
的光学仪器，最简单的折射望远镜由两组透镜

组成。
E望月E wangyue [8］望日的月亮。也叫满月。

E望子】 wang•zi 圈店铺标明属于某种行业的

标志，多用竹竿高挂在门前，使远近都能看清z

酒～。

E望子成龙】 wangzT-chengl6ng 希望儿子能

成为出人头地或有作为的人。
【望族】 wangzu 画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名

门～。

二＝虫草工E二二二！

三乙 wei ＠危险川、安全（跟“安”相对）：～

）~ 急｜～难｜转～为安｜居安思～。＠使处于
危险境地；损害：～害｜～及。＠指人快要死：

临～｜病～。＠〈书〉高；高耸·～冠｜～捕。＠
〈书〉端正；正直z 正襟～坐｜～言正色。＠二
十八宿之一。 0 (Wei ）圈姓。

E危城】 w岳1cheng [BJ 0 ＜书〉城墙很高的城。
＠被围困、快要被攻破的城市。

E危殆］ w岳idai ＜书〉圄（形势、生命等）十分危
险；危急＝战局～ 1病势～。

E危笃】 w岳idu ＜书〉圈（病势）危急。
E危房E W岳if6ng 型有倒塌危险的房屋：～改

建。
E危改］ w岳ig凸t ~指危旧房屋改造z ～工程｜

～小区。

E危害］ w岳ihai 画使受破坏；损害g ～生命｜～

社会秩序。

E危机E w岳阳圈。潜伏的危险z ～四伏。＠

严重困难的关头：经济～i人才～。
E危及E w岳I j i 画有害于；威胁到·～生命｜～国

家安全。
E危急］ w岳iji 回危险而紧急z 情势～｜～关头。
[fit局E w岳iiu 圈危险的局势：扭转～。

E危惧E w岳1ju 画担忧害怕z 毫不～。

望危委威 1w凸ng w岳 i I 1351 I 

E危楼E W岳il6u [BJ 0 ＜书〉高楼＝～高百尺。
＠有倒塌危险的楼房。

E危难E w岳inan 圈危险和灾难：陷于～之中。

E危浅］ w岳闷的n 〈书〉圈（生命）垂危．人命～，

朝不保夕。
E危如累卵E w岳1rul岳1luan 形容形势极其危险，

如同摞＜ luo）起来的蛋，随时都有倒下来摔碎

的可能。
E危亡E w岳iw6ng Ill国（国家、民族）接近于灭

亡。
阮险】明ixian O ~固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
可能z ～期｜～区 l～标志｜山路又陡又窄，攀登三三室
的时候非常～。＠圈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主噩噩E
性＝路上遇到～｜伤员已经脱离～。 王三三

E危言耸听］ w岳iy6n-s6ngtlng 故意说吓人的

话使昕的人震惊。
E危在旦夕E w岳izaidanxl 指危险就在眼前。

E危重】 w岳izhong ［颤（病情）严重而危险z 抢

救～病人。
E危坐】 w岳izuo ＜书〉圃古人两膝着地、腰伸

直而坐叫危坐，表示严肃恭敬，后泛指端端正

正地坐着：正襟～。

委明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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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委蛇】 w岳1yi 0 同“透造”。＠〈书〉圈敷衍；
应付z 虚与～。

威 wei O 表现出来的能压服人的力量或
使人敬畏的态度．～信｜～严｜示～｜助～｜

狐假虎～。＠凭借威力（采取某种行动） :~ 
逼1～吓｜～胁。＠ CW邑 i ）圈姓。

E威逼E w岳1bl 画用威力强迫或进逼：～利诱。

【威只1J w岳if岳ng 0 圈使人敬畏的声势或气

派：～凛凛｜～扫地｜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
～。＠［富有威风z 穿上军装显得很～。

E威吓】 w岳ihe 画用威势来吓唬Cxia·hL』） :~ 

对方｜不怕武力～。
E威赫】 w副he E园威风显赫z ～一时｜～天下。
E威客E w岳ike 圈指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知
识、能力和经验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人。［英

witkey J 
E威力】 w副Ii 圈＠强大的使人畏惧的力量。

＠具有巨大推动或摧毁作用的力量z 氢弹的
～比原子弹大｜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发展生产中
发挥着巨大的～。

E威猛】 w岳1meng E国＠威武勇猛z ～的战士。

＠威力大而凶猛：这种杀虫剂药力～。

E威名】 w副ming [BJ 因有惊人的力量或武功而

得到的很大的名望：～远扬。

E威迫】 w岳1po 圈威逼z ～和j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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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威权E w岳1qu6n 圈威力和权势z 炫耀～。

E威慑E w岳ish岳画画用武力或声势使对方感到

恐惧z 核～｜～敌人｜～力量。

E威士忌E weishiji 圈一种用大麦、黑麦等制
成的烈性酒。苏格兰、爱尔兰、美国和加拿大
为主要生产国和生产地区。〔英 whisky]

E威势E W岳ishi 圈。威力和气势：太阳落山

后，酷暑的～才稍稍减退。＠威力和权势：倚

仗～｜树立～。
E威望E w岳iwang IE 声誉和名望：国际～｜他

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

E威武E w岳iw心。画武力g权势·～不能屈。

＠圃力量强大；有气势＝～雄壮。

E威胁） w岳1xie 圈＠用威力逼迫恫吓使人屈

~~：～利诱。＠使遭遇危险：洪水正～着整个

村庄。

E威信E w岳ixin 圈威望和信誉·～扫地｜树立
~ 。

E威亚】 w岳1va 圈指吊着演员或道具在空中移

动的钢丝：吊～｜影视～特技。［英 wire]
E威严） w岳iy6n 0 圈有威力而又严肃的样

子＝神色～｜～的仪仗队。 81重威风和尊严·
他摆出了尊长的～。

E威仪E w岳iyi 圈使人敬畏的严肃容貌和庄重

举止z ～凛然。

透 wei 见下
E透迄） w岳iyi （书〉匮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

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群山～。也作委

蛇。

偎 wei 画亲热地靠着3紧挨着＇ ~'fRI 孩子
』 ～在母亲的怀里。

E偎傍I W岳1 bang IZllll 偎依·孩子紧紧地～着妈

妈。

E偎依E w岳i听画偎z 一对情人相互～着低低

细语。

限 wei ＜书〉山、水等弯曲的地方：山～｜城

械 wei ＜方〉酬细长的东西弯曲：把铁
丝～个圈儿。

葳 W岳i 见下

E葳袭E w岳irui ＜书〉圆形容枝叶繁盛。

威 W岳l 见下
另见 1342 页 w凸 10

E葳鬼E w岳iwei ＜书〉圈形容山高。

根 wei ＜书） f1臼（承托门轴的）。

会坠 w岳iO 细小；轻微z 细～ l ～风｜～火｜～
风寒｜谨小慎～｜相差甚～。＠（某些计量单
位的）百万分之一：～米｜～安｜～法。＠衰落．

衰～。＠微贱：卑～ 1 人～言轻。＠精深奥
妙：～妙｜～言大义。＠圆稍微3略微2 ～感

不适｜面色～红。
E微波Jw岳ibo IE 一般指波长 1 毫米一1 米

（频率 300 吉赫 300 兆赫）的无线电波。可

分为分米波、厘米波和毫米波等。直线传播，
方向性强，频率高，应用于导航、雷达、遥感技
术、卫星通信、气象、天文等方面。

E微波炉】 w岳1bolu IE 一种利用微波加热的炊

具。工作时微波从各个角度进入炉腔，使放在
里面的食物的分子振荡、摩擦而产生热量，食
物的内部和外部一起受热。

E微博E W岳ib6 圈微型博客的简称。

E微薄】 w岳ib6 E画微小单薄；数量少2 ～的力

量｜收入相当～。
E微不足道】 w岳1buzudao 非常渺小，不值得一

提。
E微创】 w岳1chuang 圈微小的创口，特指微创

手术：～除皱｜～整形。
E微创手术】 w岳ichuang shoushu 外科手术的

一种，通过人体上很小的切口或自然孔道使内
窥镜和相关器械进入体内，在体外观察器官、
组织的状况并实施于术。

E微词】 w岳1ci ＜书〉圈隐晦的批评：颇有～。
也作微辞。

【微辞】 w岳1ci 同“微词”。

E微周!El w岳idiao 圈微型雕刻的工艺，在极小

的物体上刻出字或图像等，也指用这种方法雕
刻成的工艺品。也叫微刻。

E微分】 w岳ifen IE 见 1359 页1微积分1。

E微仄＼.） w岳if岳ng !EO 微弱的风2 ～拂面。＠

气象学上旧指 3级风。参看 389 页【风级l 0 

E微服E w岳1tu ＜书） [Zll)] 帝王、官吏等外出时为

不暴露身份而换穿便服z ～私访。

E微观E w岳iguan 圈属性词。＠深入到分子、

原子和粒子等内部结构或机制的（跟“宏观”相

对，下同）：～世界。＠小范围的或部分的z ～

考察i～经济。
E微观经济】 w岳iguan jlngji 指单个儿的经济单

位和单个的经济活动。个人、家庭、企业、市场
等的经济行为是微观经济考察的主要问题（跟
“宏观经济”相对）。

E微观经济学E w岳iguan jlngjixue 以单个儿经

济单位、个别商品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E微观粒子） w岳iguan lizi 分子、原子和粒子等

的统称。



E微观世界】 w岳iguan shij ie 指分子、原子和l粒

子等极微小物质的领域。
E微乎其微E w岳ihuqiw岳l 形容非常少或非常

E微火］ w岳ihu凸圈文火。

E微机】 W岳ijl 圈微型机器，特指微型计算机。

E微积分】 w岳ijlf臼圈微分和积分的合称。微
分描述物体运动的局部性质，积分描述物体运
动的整体性质。例如求运动着的物体在某一
瞬间的运动速度就是微分学的问题；由运动物
体在各点的瞬间运动速度求物体运动的全部

路程就是积分学的问题。
E微贱E w岳1jian 圃指社会地位低下；卑贱：出

身～。

E微刻】 w岳ike IE 微雕。
E微利】 w岳i Ii 函很少的利润；很小的利益：蝇

头～O
E微粒】 w岳1 Ii 圈微小的颗粒，包括肉眼可以看
到的，也包括肉眼看不到的分子、原子等。

E微量］ w岳iliang ［：形］属性词。数量微小的；数

量极少的．～元素。
E微量元素］ w副liang yuansu 生物体正常生

理活动所必需但需求量很少的元素，如棚、碑、

锤、铜、钻、铝等元素。
E微茫E w岳imang ＜书〉圈隐约，不清晰z 月色

～｜～的希望。
E微妙E W岳imiao Ifill 深奥玄妙，难以捉摸：～
的关系｜这个问题很～。

E微末】 w岳1mo Ifill 细小；不重要·～的贡献。

E微弱】 w岳阳。回＠小而弱z 气息～｜～的灯

光。＠衰弱；虚弱 z ～的身躯。
E微生物E w岳ish岳ngwu 圈形体微小、构造简
单的生物的统称。绝大多数个体用显微镜才
能看到，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如细菌、立克次

体、支原体、衣原体、病毒、单细胞藻类、原生动
物等。

E微缩E w岳ISUO 画把物体按一定比例缩小：

～景区｜～九龙壁。

E微调E w岳1tiao o 闯l 电子学上指对调谐电容
做很小的变动、调整。＠圈指微调电容器，电
容量可做精细调整的小容量电容器。＠［刻

泛指做小幅度的调整＝工资～｜利率～。
E微微E W岳iw副 0 Ifill 微小；细小：～细雨｜～

微；烧激薇银巍韦为 l wei ~ wei I 1359 I 

浮现一丝～。

E微信E w岳ixin ［：割＠一种应用软件，通过网络

实现即时通信，可以发送文字、图片、语育、视

频等信息。多安装在于机上使用 z ～号｜官方

～。＠用微信发送的信息2 刚刚给你发了一
条～。

E微行E w岳阳ing 画面帝王或高官隐蔽自己的身

份改装出行。
E微型E w岳ixing 圃属性词。体积或规模比同

类东西小得多的：～汽车｜～小说｜～博客｜～

计算机。
E微型博客E w岳ixing b6ke 内容简短，一般不二三三
超过 140 个字的博客。简称微博。 三辈辈E

E微血管E w岳阳ueguan ［组毛细血管c 士二Z

E微循环E w岳ixunhuan 画微动脉与微静脉之

间的血液循环，是心血管系统与组织细胞直接
接触的部分，能向组织细胞输送养料，并带走
代谢产物。微循环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

E微言大义E w岳iyan-doyi 精微的语言和深奥

的道理。
E微音器E W岳iyTnqi IE 传声器。

＇~回 w副［到＠烹调方法，用小火慢慢地煮z
卢民～牛肉｜～山药。＠把生的食物放在带火
的灰里使烧熟2 ～白薯。
视坠 w岳i ＜书〉小雨o
11现

薇 W岳t 古书上指巢菜。

在田 ιm W岳t 圈鱼，身体多为红色，眼大，
费良（艘）口大而斜。生活在热带海洋。
巍 W岳l 形容高大， ~Ml吨。

E巍峨】 w岳l ’在 l!r21 形容山或建筑物高大雄伟z

～的群山｜～的天安门城楼。

E巍然］ w岳1ran 圆形容山或建筑物雄伟的样

子：～屹立｜大桥～横跨在长江之上。

E巍巍E w岳iw岳l l1r2l 形容高大2 ～井冈山。

,, 
wei ( ＞＜飞）

韦 wei 0 ＜书〉阻。 0 (Wei) 
（幸）圈姓J T …, 

的亮光。＠画画稍微；略微．～一笑。 I ［韦编三绝E weibian-sanjue 孔子晚年很爱读
E微细］ w岳ixi If回非常细小z ～的血管。 | 《周易》，翻来覆去地读，使穿连《周易》竹简的
E微小E w岳阳凸o F回极小z ～的颗粒 l ～的进｜ 皮条断了好几次（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后
步｜个人的力量是～的。 | 来用“韦编三绝”形容读书勤奋。

E微笑］ w岳ixioo 0 国不显著地、不出声地笑＇ I ~ιJ * wei 0 做：有～｜事在
制～｜回眸～。＠睛不显著的笑容：脸上 i 万（属、喝）人～ 1 敢作敢～ l 大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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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I w岳 l ｜为吁违围

～。＠画充当；当作：四海～家｜选他～代表3

＠画变成；成z 一分～二｜化～乌有 l 变沙漠～
良田。＠圈是：言～心声｜十寸～一尺。＠
(Wei）画姓。

为2 wei 因被（多跟“所
（｝毒、：若奇）搭西己使用）：不～所动｜~ 

人耻笑 l这种艺术形式～广大人民所喜闯乐见。

立i噜3 … wei 后缀。＠附于某
万（｝毒、：渴）些单音形容词后，构成表
示程度、范围的副词：大～高兴｜广～传播｜深

～感动。＠附于某些表示程度的单音副词
后，加强语气．极～重要｜甚～便利｜颇～可观

尤～出色。

为4 w3i ＜书〉时跟“何”
（属、 ii~）相应，表示疑问或感叹：

何以家～（要家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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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为非作歹】 weif岳1-zuod凸i 做各种坏事。

E为富不仁］ weifu-buren 靠不正当手段发财

致富的人没有好心肠（语出《孟子·滕文公

上》）。

E为害］ weit怆i I司造成损害z 盗匪～一方 i 黎

虫对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烈。

E为患】 weihuan 圈造成祸害、忧患 z 洪水～ l
人满～o

E为力】 weili ［通使劲儿；出力 2 无能～。
E为难】 weinan 0 圈感到难以应付：～的事｜
左右～｜叫人挺～的。＠画作对或刁难：故意
～人。

E为期E weiql 圈＠期限为：培训班～半个月。
＠从时间、期限长短上看：～不远｜～甚远。

E为人E weir自n 0 圈做人：～处世。＠圈指

做人处世的态度：～正直｜～忠厚 l大家都了解
他的～。

E为生】 weish岳ng 明（以某种途径）谋生：捕
面～

E为日寸】 weishi 圈。时间为：会议～两天。＠

从时间的长短、早晚上看：～过早｜～已晚｜～

不多。
E为首】 weishou 画作为领头人：以某某～的
代表团｜犯罪团伙的～分子已被抓获。

E为数E weishu 画从数量多少上看：～不少 i
～甚微｜～可观。

【为所欲为】 weisuoyuw自l 想干什么就干什

么；任意行事（含贬义）。

E为｛五E weiw心［刻同伙；做伙伴．羞与～。
E为止E weizhT 画截止；终止（多用于时间、进

度等）：到目前～，报名的人已超过一千。

奸 wei 圈吁子①：筑～｜～堤｜～埂。
.J 另见 1477 页 xoo

[J:f回】 weitian !=BJ 有士堤包围能防止外边的

水侵入的农田。
[if统】 weiyuan l组滨湖地区为了防止湖水侵
入而筑的堤：～工程。

[ff子】 wei•zi 0 IEl 低洼地区罔绕房屋、田地

等修建的防水堤岸。也作围子。＠同“围子”

①。
、士 、L wei 0 不遵照；不依从：～背｜～
1主（逞）反｜～法｜～约｜～令｜阳奉件。＠
离别·睽（ kui) ～｜久～。

E违碍］ w自l ’ ai E副旧时指触犯统治者忌讳：语
涉～｜～字句。

E违拟~］ wei ’ 00 ［到违背；有意不依从（上级或
长辈的意旨）。

E违背】 weibei ［到违反；不遵守：～誓言｜～规

章制度。
E违法］ wei;;f凸画违犯法律或法令z ～行为｜

～乱纪。

U主法乱纪】 weifa-luanj1 违犯法律，破坏纪律。

E违反E we if凸n 画不遵守；不符合（法则、规程
等） ：～纪律｜～政策。

E违犯］ weifan 圈违背和触犯（法律等） ：～法
规｜～禁令。

E违规】 wei;Jgl」I 圈违反有关的规定或规程：

～现象｜～操作。

E违和］ weihe ＜书〉画婉辞，称别人有病：近

问贵体～，深为悬念。
E违纪］ wei;; j1 圈违反纪律：～人员。

E违禁】 weij1n 画违犯禁令：～品｜～书刊｜严

查～捕鱼。
E违抗】 weikang [7;!i] 违背和抗拒z ～命令。

E违例】 weili 圈。违反惯例。＠体育比赛中
指违反比赛规则，如篮球比赛中带球跑、拳击
球、脚踢球等。

E违逆】 weini 画违背；违抗z ～父命｜自然规律

不可～。

E违件】 weiw心〈书〉画违背；不顺从。

[i主误l weiwu I到公文用语，违反命令，耽误

公事：迅速办理，不得～。
E违宪E weixian 圈违反宪法。
E违心E weixTn I割不是出于本心；跟本意相反z

～之论｜他说的是～话。

E违约】 wei;;yue ［动］违背条约或契约。

E违章】 wei;;zhang 圈违反规章：～操作｜～

建筑｜～驾驶。

围 。画四周拦挡起来，但
（圄）外不通；环绕z 包～｜突～｜解～｜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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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住。＠四周 s周围·外～l 四～ i 范～。＠

某些物体周围的长度：腰～｜胸～。 0 lCI al 
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来的长度。 hl 两只

胳膊合拢来的长度。＠ CW岳 i ）圈姓。
E罔脖JL] weib6r ＜方〉［名）围巾。

E围捕】 weibu 画包围起来捕捉z ～逃犯｜～鱼

群。
E围产期】 weichanqi l割围生期。
E围场】 weich凸ng 圈封建时代围起来专供皇

帝贵族打猎的场地。
E围城】 w自icheng 0 ( -;; ) i动l 包围城市z ～

战 l～打援。＠圈被包围的城市：困守～0婚

姻的～o
E围堵E we id心［到包围堵截：歹徒在警民的～

下束手就擒。

E围攻】 w创gong 圈包围起来加以攻击：～敌
军据点。他在会上多次遭到～。

E围观E w创guiin rnJ] （许多人）围着观看：铁树

开花，引来许多人～。
E围击E weiji 画围攻2 四面～。

E围歼E weijian 画包围起来歼灭·～战｜～敌
军。

E围剿E w自lj i凸0 rnJj] 包围起来剿灭：～残匪。
E围巾E weijin 圈围在脖子上保暖、保护衣领

或做装饰的针织品或纺织品。
E围聚E weiju rnJj] 从四下里聚集·店门前～了

不少看热闹的人。
E围垦］ Weik岳n ll\lil 用堤坝把湖滩、海滩等围起

来垦殖O
E围困E weikun 圃团团围住，使处于困境：千

方百计抢救被洪水～的群众。

E围猎】 weilie 国国从四面合国起来捕捉禽兽。
E围拢E weilong 画从四周向某个地方聚拢：
队员们～在教练身边听取指导。

E围屏］ weiping 圈屏风的一种，通常是四扇、
六扇或八扇连在一起，可以折叠。

E围棋］ weiqi IEl 棋类运动的一种，棋盘上纵横
各十九道线，交错成三百六十 A个位，双方用黑
白棋子对着（ zhoo），互相围攻，吃去对方的棋

子。以占据位数多的为胜。

E围墙］ weiqiang IEl 环绕房屋、同林、场院等

的拦挡用的墙。
E围裙］ wei•qun r名］围在身前保护衣服或身体
的东西，用布或橡胶等制成。

E围绕E w岳1rao 画＠罔着转动；围在周围·月

亮～着地球旋转｜孩子们～在老奶奶身边听故
事。＠以某个问题或事情为中心：大家～着
当前生产问题提出很多建议。

E围生期】 weish岳ngqi 函指怀孕后期至新生

儿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通常指怀孕 28 周至新

生儿出生后 1 周的时间。也叫围产期。
E罔魏救赵E w自IW自i-iiuzhao 公元前 353 年，

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部单~o 齐国派旧忌率军救
赵。田忌用军师孙膜的计策，乘魏国内部空虚

而引兵攻魏，魏车’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

桂陵（今山东荷洋）大败魏军，赵国因而解围。
后来用“围魏救赵”借指类似的作战方法。

E围子］ wei·zi or百周绕村庄的障碍物，用土

有筑成，或用密植的荆棘做成．土～。也作±f
子。＠同“吁子”①。＠同“帷子”。

［［毛l嘴JL] weizuTr ［组围在小孩子胸前使衣服二二
保持清洁的东西，用布或塑料等制成。 三噩

帕山 wei 0 ＜书〉同“帷”＠古代佩王三
(I悻）带的香囊。

t~ wei 0 宫的侧门：宫～。＠科
闹（圄）举时代称考场：春～｜秋～。
占才兰 、」－ Wei f韦源口 CW岳iyuank己 LI ），地
J币（津）名，在湖北。
:"Ph Wei t为水，水名，在湖南。
冽（满、喝）
跪 wei

诡 Wei

用于地名 z ～家湾（在四Ji ［）。

流水，水名，在湖北。

梳 wei 梳杆船～｜～顶

E指灯】 w自Id岳ng 圈＠一种航行用的信号灯，

装在前后梳杆上。＠马灯。
E梳杆E weigon 圈＠船上挂帆的杆子。＠轮

船上悬挂信号、装设天线、支撑观测台的高杆。
E拢椿E weiqiang 圈梳杆。

剖王I wei J窗洲 cw岳izh凸川，岛名，在

1mJC酒）广西。
皑 wei IJ,I, 

（石宣）另见 1-3-68 页 we10
E皑皑E weiwei ＜书〉圆形容高。

唯1 w岳l 画＠单单；只：～－0 f} 只是：
他学习很好，～身体稍差。

唯2 wei 
～～诺诺。

E唯独E weidu 圃单单．别的事还可以放一放，

～这件事必须赶快做。也作惟独。

E唯恐E Weilφng 圈只怕·～落后｜～迟到。也

作惟恐。
E唯利是图】 weilishitu 只贪图财利，别的什么
都不顾。也作惟利是图。

E唯美E weim岳l E回形式、风格等非常完美：清

新～｜～的风景｜画面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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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唯美主义】 weim岳l zh问i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

之一，流行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欧洲。

否定艺术的社会性和功利性，认为艺术本身就
是目的，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

E唯命是从】 weimingshic6ng 唯命是昕。也

作惟命是从。

E唯命是听E weimingshiting 让做什么，就做
什么，绝对服从。也作惟命是听。也说唯命是
从。

E唯其】 weiqi （书）~表示因果关系，跟“正!J;J
为”相近．这问题我们了解甚少，～如此，所以

＝＝三 更须多方探讨。也作惟其。
主E E唯唯诺诺E weiweinuonuo （旧读 w吕iwe1-
三量言 nu凸nu凸）［勤状态词。形容一味顺从别人的

意见：他对领导总是～，从不提出任何不同意

见。
E唯我独尊E weiw凸duzun 认为只有自己最了

不起，形容人极端狂妄自大。也作惟我独尊。

E唯物辩证法】 weiwu bianzhengf凸马克思、

恩格斯所创立的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
上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
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
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
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而又统

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对立

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E唯物论E weiw1：“un 圈唯物主义。
E唯物史观E weiwu-shiguan 历史唯物主义。

E唯物主义E weiwu zhuyi 哲学中两大派别之
一，认为世界按它的本质来说是物质的，是在
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在在

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

映，是第二性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物主
义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E唯心论l weixinlun IE 唯心主义。
E唯心史观E weixin-shiguan 历史唯心主义。

E唯心主义】 weixin zh凸yi 哲学中两大派别之

→，认为物质世界是意识、精神的产物，意识、
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把客观世
界看成是主观意识的体现或产物的叫主观唯

心主义，把客观世界看成是客观精神的体现或
产物的叫客观瞧，心主义。

E唯一】 weiyi ［翻属性词。只有一个的；独一无
二的：这是～可行的办法｜他是我～的亲人。

也作惟一。
E唯有E weiyou 0 I司只有：～努力，才能进

步。＠圃唯独；仅仅2 大家都愿意，～他不愿

意。 II 也作惟有。

帷 wei 帐子：～帐｜罗～o

E帷中曼】 weiman ［主！帷幕。

E帷幕】 weimu 圈挂在较大的屋子里或舞台

上的遮挡用的幕。

E帷~屋】 weiwo （书〉圈军队里用的帐幕：运

筹～。

E帷子】 wei·zi IE 围起来做遮挡用的布：床～｜

车～。也作围子。

惟1 wei 同‘f

』｝证社2 wei （书〉圈用在句首或年、月、日前，
Ip:: 有加强语气的作用：～人之初｜～二月既
望（既望：农历每月十六日）。

惟3 wei 脯，想

E惟独】 weidu 同“唯独”。
E惟恐】 weikong 阿唯恐”。
E惟利是图】 weilishitu 向“唯利是图”。

E惟妙惟肖】 weimiao-weixiao 形容描写或模

仿得非常好，非常逼真：这幅画把儿童活泼有

趣的神态画得～。
E惟命是从】 weimingshic6ng 同“唯命是从”。
E惟命是听】 weimingshiting 同“唯命是听”。

E惟其l weiqi 同“唯其”。

E惟我独尊】 weiw凸duzun 同“唯我独尊”。

E惟一】 weiyi 同“唯一”。

E惟有】 weiyol』同“唯有”。

I,,注｝： l 川、 wei 0 连接·～系。＠保持p
f在（维）保全：～持｜～护o 9 (Wei ）［：割
姓。

维02 （维） wei 思考；想：思～。

维3 （维） wei 圈几何学及空间理论的

基本概念。构成空间的每一个
因素（如长、宽、高）叫作→维，如直线是 4维

的，平面是二维的，普通空间是三维的。也叫

主住！变。

E维持E weichi 自由1] 0 使继续存在F去；保持：

～秩序｜～生活｜～现状。＠保护，维护支持：

亏他暗中～，才得以平安无事。
E维度】 weidu f萄维3 。

E维管束】 weigu凸nshu IE 高等植物体的组成
部分之一，主要由细而长的细胞构成，聚集成
束状。植物体内的水分、养料等，经维管束输

送到各部分去。

E维和E weihe ［司维护和平＝～部队卜，行动。
E维护l weihu I司维持保护，使免于遭受破坏·

～国家主权｜～法律的尊严！～党的团结和统



。

（~住纶E weilun 圈合成纤维的一种，性质与棉
纤维相近，但强度较高，较轻，吸水性较强，宜

于做夏季衣服，也用来制绳索、渔网等。也译
作维尼纶、维尼龙。〔英 vinylon]

（~住尼龙］ weinil6ng 圈见 1363 页【维纶］。
E维尼纶】 weinilun IE 见 1363 页【维纶］ o
E维权】 weiqu6n 圈维护合法权益z 提高消费

者的～意识。
E维生素】 w自1sh岳ngsu IE 人和动物所必需的
某些微量有机化合物，对机体的新陈代谢、生
长、发育、健康有极重要作用。一般由食物中
取得。现在发现的有几十种，如维生素 A、维
生素 C和 B族维生素等。旧称维他命。

E维他命］ weitaming 圈维生素的旧称。 C英
v1tam1n] 

E维稳E weiw岳n 阉指维护社会稳定。
E维吾尔族】 Weiwu ＇岳r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分布在新疆。
E维系E weixi 圈。维持并联系，使不涣散：
～人心。＠维护并保持，使不中断z 靠吸氧～

生命。
E维新】 weixln E司反对旧的，提倡新的。一般
指政治上的改良，或改良主义运动，如我国清
末的变法维新。

E维修J weixiu I现保护和修理．～房屋｜机器
～得好，使用年限就能延长。

E维也纳华尔兹E Weiy岳na hu6 毛「zl 现代舞的
一种，源于奥地利。 3/4 拍节奏，舞曲流畅华
丽，舞姿轻快、高雅。也叫快三步。［英 Vien
nese waltz] 

难 wei （书〉像玉的石头。

鬼 wei （书〉高大耸立：～然｜崔～。

E鬼鬼E weiwei （书〉圆形容高大：南山～。
lT.Jz. , ~ wei 函］鱼，身体前部扁平，后部
回巴（锦）侧扁，眼小，有须四对，无鳞，尾鳝
分叉。生活在淡水中。

、品、，民 Wei 滩河，水名，在山东。
w程（捂住）

I/ 

w运i ( x飞）

伟 W岳10 伟大：雄～｜～论｜～绩
丁 （｛幸）＠〈书〉高大；壮美：～岸 1魁～ i～
丈夫。＠ CW益。［望姓。

E伟岸】 w岳i ’ an E 魁梧；高大：身材～｜挺拔～

维难鬼鳞滩伟伪 1w岳i-w岳i I 1363 I 

的松树。

E伟大E w岳ida E圈。品格崇高；才识卓越z ～

的领袖｜～的科学家。＠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超出寻常，令人景仰钦佩的：～的祖国｜～的事
业｜～的成就。

E伟绩E w岳iji 圈伟大的功绩：丰功～。

E伟力E w岳i Ii ［氨巨大的力量：大自然的～｜人
民战争的～在于群众的支持。

(f韦论］ w岳ilun E 宏论。

E伟人E w岳l「en 圈伟大的人物＝一代～。
E伟业E w岳1ve 圈伟大的业绩z 丰功～｜～长存。

伪－ '" W岳10 有制作掩盖本（偶、带来面貌的；虚假（跟6官相主
对）·～装｜～造｜～钞｜作～！去～存真。＠不 ~ 

合法的；窃取政权、不为人民所拥护的：～政

权｜～军｜～组织。
E伪钞E w岳ichao 圈假钞。

E伪假E w岳I j i凸圈伪造假冒的；伪劣虚假：识

破～护照｜杜绝～产品。
E伪君子E w岳ijunzl IE 外貌正派，实际上卑鄙

无耻的人。
E伪科学E w副k臼ue IE 违背客观规律，冒充科

学理论用以骗人的错误的知识体系D

E伪劣】 w岳ilie ~回属性词。冒牌的、质量低劣

的s ～商品 1～书画。
E伪满E w岳1 Man 圈指伪满洲国。 1932 年日

本侵略者扶植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国东

北地区建立的愧倔政权，1945 年随着抗日战
争胜利而覆灭。

E伪善E w岳ishan E园伪装的善良；虚假的慈善：
～者｜～的面孔。

E伪书E w邑ishu 圈作者姓名或著作时代不可
靠的书g假托古人名义著的书o

E伪托E w岳1tuo ~在著述、制造等方面假托别

人名义，多指把自己的或后人的作品假冒为古

人的。

E伪造E w岳izao 画假造·～证件｜～历史。
E伪证］ w岳izheng 圈假造的证据，指案件进行

侦查或审理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或翻译人
故意做出的虚假证明、鉴定、记录或翻译。

E伪装E w岳1zhuang 0 圃假装：～进步。＠

圈假的装扮z 剥去～。＠匾国军事上采取措

施来隐蔽自己、迷惑敌人。。画军事上用来
伪装的东西。

E伪足］ w岳izu IBJ 变形虫等原生动物的运动器

官和捕食器官，由身体的任 部分突出而形
成，形成后可以重新缩回。

E伪作］ w岳izuo O I到假托别人名义写作诗文

或制作艺术品。＠圈假托别人写作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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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制作的艺术品。
当古」』 W岳I 芦苇2 ～丛｜～席。

韦（董）
E苇？自E w岳ib6 圈用芦苇编成的帘子。
E苇荡］ w岳1dang 圈生长大片芦苇的浅水湖。
也叫芦荡。

E苇塘］ w岳itcing IEl 生长芦苇的池塘。

E苇子］ w岳i. z i 圈芦苇。
芳千千 W岳i 圈姓

（菇、 1荔）
尾 wei 0 尾巳CDCZl: ~XI～椎｜长～猴｜马

～松。＠末端；末尾：排～｜追～ 1年～｜有
头无～。＠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没有了结

的事情z ～数｜～货｜扫～｜收～。 o~ 用于

鱼z 一～鱼。＠二十八宿之一。
另见 1549 页 yl 0 

E尾巴】 w岳i•ba 圈＠鸟、兽、虫、鱼等动物的身
体末端突出的部分，主要作用是辅助运动、保

持身体平衡等。＠某些物体的尾部：飞机～！
彗星～。＠指事物的残留部分＝彻底平反冤

案，不要留～。。指跟踪或尾随在后面的人z

甩掉～。＠指没有主见、只会随声附和的人。
E尾巴工程E w岳i • ba gongcheng 指有小部分
长期完不成因而不能整体竣工的工程。

E尾大不掉E w岳ida-budiao 尾巴太大，难以摆

动。比喻机构下强上弱，或组织庞大、涣散，以
致指挥不灵（掉：摇动）。

E尾灯l w岳id岳ng 圈装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

工具尾部的灯，一般用红色的灯罩，以引起后
面车辆或行人等的注意。

E尾房］ w岳1fcing 圈指某一商品房项目销售到
最后阶段剩余的少量房屋。

E尾骨E w岳19心圈人和脊椎动物脊柱的末端部
分。人的尾骨是由 4 5 块小骨组成的。（图
见 468 页“人的骨儒”）

E尾号E w岳ihao 圈多位数号码中末尾的一位
或几位数字。

E尾花E w岳ihua IEJ 报刊、书籍上诗文末尾空白

处的装饰性图画。

Z尾货］ w岳ihuo 圈指某一批货物销售到最后

阶段剩余的少量货物2 ～市场｜甩卖～。

E尾迹］ w副ji IEl 飞机等飞行时在大气中留下
的痕迹，也指船只航行时在水面上留下的痕

迹。
E尾挝呐ikl』凸『1 圈结算账目时没有结清的数

目较小的款项 z 所欠～五天内还清。

E尾矿E w岳ikuδng IEl 经过选矿和其他综合利
用处理后，有用矿物品位最低的矿石。

E尾楼E W岳il6u IEl 尾房（指楼房）：～一般价格

较低。
E尾盘】 w品ipcin 圈。证券市场等当日交易末

尾阶段的行情。＠尾房。
E尾鳝E w岳1qi 圈鱼类尾部的绪，是鱼类的运动

器官。（图见 1027 页“鳝”）

E尾气.l w岳1qi 圈机动车辆或其他设备在工作

过程中所排出的废气：汽车～。
E尾欠E w副qian O 画有一小部分没有偿还或

交纳 z 还了八百元，～二百元。＠圈没有偿还
或交纳的一小部分z ～下月还清。

E尾声lw岳isheng 圈。南曲、北曲的套曲中
的最后一支曲子；每出戏结束时用愤呐吹奏的
曲牌。＠大型乐曲中乐章的最后一部分。＠
文学作品的结局部分。。指某项活动快要结

束的阶段2 会谈接近～。
E尾市】 w品ishi IEl 即将收盘的证券等交易市

场。
E尾数】 w岳1shu 匾。小数点后面的数。＠结

算账目中大数目之外剩下的小数目。＠多位
数字中末尾的位或几位数字。

E尾随］ w岳isui 画跟随在后面z 孩子们～着军

乐队走了好远。

E尾音］ w岳iyln 圈一个字、一个词或一句话的

最后的音。
E尾追E w岳1zhul 圈紧跟在后面追赶z ～不舍。

E尾椎E w岳1zhul 圈脊椎的末端部分。

E尾子】 w岳1 • zi ＜方） ['8] 0 事物的最后一部分。

＠尾数②。
在者 ，中 w岳I（旧读 w自 i) 0 织物上横的

却得）方向的纱或线（跟“经”相对）：经
～｜～纱｜～线。＠纬度：南～｜北～。＠纬
书：谶Cch自n）～。

E纬度E w岳idu 圈地球表面南北距离的度数，
以赤道为矿，以北为北纬，以南为南纬，南北各

90。。通过某地的纬线跟赤道相距的度数，就是

该地的纬度。靠近南北两极的叫高纬度，靠近
赤道的叫低纬度。参看 1364 页 I纬线】②。

E纬纱E w岳isha 画织布时由梭带动的横纱。

E纬书】 w岳ishu 圈汉代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
经义的一类书，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
也记录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
的知识。

E纬线］ w岳1xian IEl 0 纬纱或编织品上的横
线。＠假定的沿地球表面跟赤道平行的线。
参看 1364 页【纬度］ 0 

琦 L W岳I （书〉＠玉名。＠珍奇品
（璋）重z 魂～ 1～奇（奇特〉｜明珠～宝。

蹄 ~ W岳i ＜书〉形容如良盛。
CB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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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1 闹。把事交给别人去如委任z ～
托 1～派 1～以重任。＠抛弃z ～弃｜～之

于地。＠推读z ～罪。＠指委员或委员会：
政～！编～｜党～｜市～。 ocw昌 i ）圈姓。
委2w岳i 曲折： ~~1~~。

委3 wei （书〉＠积聚： ~mo 8 水流所
聚；水的F游；末尾：原～｜穷原竞～。

委4 呐l 无精打采亦振作： ~;f!jij 0 

委Sw昌i （书〉画的确p确实：～实｜～系实
情。
另见 1357 页 w邑 1 0 

E委顿E weidun I画疲乏；没有精神＝精神～。
E委过】 w品iguδ 见 1365 页I读过l 0 

E委决不下】 w昌1juebC』xio 迟疑而决定不下来＝
他一时～，跑来要我出主意。

E委靡E w品1mi 同“萎靡”。
E委派】 weipoi 画派人担任某项职务或完成
某项任务。

E委培］ w品1pei 圈委托（外单位）培养：～生｜

企业与高校合作，～专业人才。
E委曲E w品1qu o 圃（曲调、道路、河流等）弯弯
曲曲的；曲折z ～婉转｜～的溪流。＠〈书〉画

事情的底细和原委z 告知～。－~勉强服
从2 ～求全｜～迁就。

E委曲求全】 w岳iqu叩uqu6n 勉强迁就，以求
保全；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

E委屈］ w品i•qu 0 ~受到不应该有的指责或
待遇，心里难过：没来由地受到埋怨，感到很
～。＠圃使人受到委屈：对不起，～你了。

E委任E w品iren I显派人担任职务2 ～状｜～他
为研究所所长。

E委任状E w晶irenzhuang 画派人担任职务的

i正书。
E委身E w品ish岳n ＜书〉圃把自己的身体、心力
投到某一方面（多指在不得己的情况下） :~ 

事人。
E委实】 w昌ishi 圆确实；实在：～不易。

E委琐E w品isuo ＜书〉＠圈琐碎；拘泥于小节。
＠同“猥琐”。

E委托］ weituo 圈请人或机构等代办：～人｜

～书｜这事就～你了。

E委宛E w品iwan 同“委婉”。
E委婉E W岳iwan E国（言辞、声音等）婉转z ～动
听｜态度诚恳，语气～。也作委宛。

E委员］ w品1yu6n 圈＠委员会的成员。＠旧
时被委派担任特定任务的人员。

E委员会E w岳iyu6nhul 圈＠政党、团体、机关、

学校中的集体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
体育运动～｜校务～。＠机关、团体、学校等为
了完成－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专门组织g 编篡

～｜招生～。
E委责E w岳ize 同“读责”。

E委罪］ w岳izui 同“法罪”。

炜 叫〈书〉光明。
（~幸）

消 W岳i 嗣ilCW昌ichuon），地名，在f可

桦 W岳I （书〉光明 3美攘。 二
（辑）一

读 w品l 推卸（责任、过错等）：推～｜辈
（言委）～过。 三三

[]i委过】（委过） W岳阳LIO B面推卸过错。
E读卸E w岳ixie ＜书〉画推卸z 应尽之责，不容

~ 。

[ii委责E w岳I ze rnlJ] 推卸责任2 争权～。也作委

责。
E谤罪E w岳izui 画推卸罪名。也作委罪。

娓时i 见下。

U尾娓Jw岳iw晶l 圈形容谈论不倦或说话动昕z
～而谈｜～动听。

萎 W岳i 0 （植物）干枯：枯～｜～谢｜～黄。
＠（口语中也读w吕 i）圈衰落：买卖～了 1

价钱～下来了。

E萎落E w岳iluo 圈＠枯萎败落z 草木～。＠

衰落。
E萎靡E w岳imi E园精神不振3意志消沉z 神志

～｜～不振。也作委靡。

E萎焉］ w品inia『1 圈植物体由于缺乏水分而茎
叶萎缩。

Z萎缩E w岳阳uo ~面＠干枯以身体、器官等〉功

能减退并缩小z 花叶～｜肢体～｜子宫～。＠
（经济）衰退。

E萎谢］ w岳ixie rn国（花草）干枯凋谢z 时近寒

冬，百花～0生命～。
肩 wei （书〉疮伤耐痕。

随 W岳i 酬。
另见 763 页 Kui。

做lw岳I （书〉叫：～曲（委曲迁就） f～法
（枉法） 0

E散散E w岳ibei ＜书〉圃曲折。

Jr:;r:; ~－ w岳i （书〉安静（多用于人名） 0
W'JlC旗）
猥 w岳I 0 （书〉多3杂：～杂＠卑鄙；下

流：～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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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猥词］ w邑ici 同“猥辞”。 | 这场比赛了。

E猥辞Jw岳ici 哩！下流话g淫秽的词语。也作猥 IC卫生E weish岳ng 0 圈能防止疾病，有益于
词。 | 健康 2 ～常识｜这家饭馆不大～。＠圈合乎卫

【猥猩】 w邑icul 圄丑陋难看g庸俗拘束（多见于｜ 生的情况：讲～｜环境～。

早期白话）。 I c卫生带l weish岳ngdai 圈月经带。

E猥劣］ w岳11ie ＜书〉圈卑劣：行为～。 I c卫生间E weishengjian 画有卫生设备的房
E猥琐］ w岳isuo 圈（容貌、举动）庸俗不大方：｜ 间；厕所。
举止～。也作委琐。 I c卫生巾E weish岳ngjln 圈一种妇女经期使用

E猥亵］ w岳阳ie o 圈淫乱；下流的（言语或行｜ 的卫生用品。

为）：言辞～。＠圈做下流的动作z ～妇女。 I c卫生裤E weish岳ngku （方〉圈绒裤。
庭 W岳i 用于人名，慕容庞’西晋末年鲜卑族 I rn生球l weish 

的首领。 | 球状物，白色，有特殊的气味，过去放在衣物
另见 491 页 Gulo I 中，用来防止虫蛇。因对人体有害，已禁止使

题→ 呐l 见 112 页I础。 | 用。也叫卫生丸。
（是主） I c卫生设备E weisheng shebei 指与上水道和

自尾呐i IEl 船体的尾部。 | 下水道接通的脸盆、澡盆、抽水马桶等。
I c卫生丸，］ weishengwan （～儿）圈卫生球。

恒运 w岳i 中医指身体某一部分萎缩或失去功 I c卫生衣l weishengyl （方） IEl 绒衣。
玄武能的病，例如下瘦、阳瘦等。 I c卫生员E weish岳ngyuan 喧受过短期训练，

雄 wei （书〉长尾猿。 | 具有医疗卫生基本知识和急救护理等技术的
| 初级医务人员。

销… 州。圈鱼，身体纺锤形，背黑 I rn生院l weishengyuan 时在乡镇等基层
（筒）蓝色，腹灰白色，晴和臀鳝后面｜ 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所在地区的医疗、

各有七或八个小鳝。生活在热带海洋，吃小鱼｜ 防疫工作。
等。＠古书上指饲鱼。 I c卫生纸l weishengzhl IEl 0 手纸。＠供妇
莲 wei 0 古书上说的一种草。 ocw吕 i) I 女在经期中使用的削毒的纸。

~姓。 ll卫士】 weishi ［重卫兵，泛指担任保卫工作的

噩 wei 见下。
另见 892 页 men 。

E噩噩］ w岳IW岳i （书〉圈＠形容勤勉不倦。＠
形容向前推移

wei （义飞）

卫1 wei 0 保卫：捍～l保
（街、 1衡）家～国。＠明代驻兵的

地点，驻军人数比“所”多（后来只用于地名） : 
威海～（今威海市，在山东）｜天津～（今天津市）。

卫2 ei o 周朝国问今
（街、立衡）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

带。＠圈姓。

E卫兵】 weibing 圈担任警卫工作的士兵。

E卫道E weidao 画卫护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体系z ～士｜～者。
E卫队】 weidui 圈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

E卫护］ w岳1hu 圈捍卫保护：～国土｜～尊严。

E卫冕E weimian 圈指竞赛中保住上次获得
的冠军称号：～成功｜男子篮球队能否～，就看

人：铁道～0网络～。
E卫视】 weishi IEl 卫星电视的简称。

E卫戍】 weishu 圈警备（多用于首都）：～区 1

～司令。

E卫星】 weixlng 0 ［直按一定轨道绕行星运行
的天体，本身不能发光。＠圈指人造卫星：

～站｜～云图。＠圈属性词。像卫星那样环

绕某个中心的：～城市。
E卫星城】 weixlngcheng IEl 围绕太城市配套

建设的中小城市。
E卫星电视l weixing dianshi 利用通信卫星
传送和转播电视节目的电视系统。电视节目

从某个地面站发往通信卫星，再转发到其他地
面站，地面站收到信号后传送到当地电视台转

播。简称卫视。

E卫星通信】 weixing tongxin 一种通信方式，
两个或几个地面站之间以人造地球卫星为中
继站转发无线电信号。

E卫浴E weiyu IEl 卫生间和浴室的合称：～设
备。

为 wei 0 （书〉帮助d护z
（屑、 ：i奇）～吕氏者右袒，～刘氏者



左子旦。＠圃表示行为的对象；替＝～你庆幸｜
～人民服务！～这本书写一篇序。＠［到表示
原因、目的：大家都～这件事高兴｜～建设伟大

祖国而奋斗。。〈书〉面对；向：不足～外人

道。
另见 1359 页 w岳 l 。

E为何E weihe ＜书〉圆为什么 z ～一言不发？
E为虎傅翼】 weihu-fuyi 比喻帮助恶人，增加
恶人的势力（傅翼：加t翅膀）。也说为虎添

翼。
E为虎添翼】 weihu-tianyi 为虎傅翼。
E为虎作｛长E weihu zuochang 比喻做恶人的
帮凶，帮助恶人做坏事。参看 144 页！f长鬼］ o

E为了】 w副 •le 团表示目的＝～工作学习新知

识 l～人民利益而献身｜～教育群众，首先要向

群众学习。 !ID意’表示原因，一般用“因为气不
用“为了”。

E为人作嫁E weiren-zuojia 唐秦韬玉《贫女》

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
用“为人作嫁”比喻空为别人辛苦忙碌。

E为什么］ wei shen • me 询问原因或目的z ～
群众这么爱护解放军？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

弟兵 l 他这么做到底是～？厦童’“为什么不”常
含有劝告的意思，跟“何不”相近，如 z这种技术
很有用处，你为什么不学一学？

E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weiyuan-qliyu. weic6ng
-quque 《孟子·离粪上》：“为渊驱鱼者，獗eta)
也；为丛驱爵者，鹤 C zhan ）也”（爵z 同“雀”）。
意思是水懒想捉鱼吃，却把鱼赶到深渊去了；
鹊鹰想捉麻雀吃，却把麻雀赶到丛林中去了。
原比喻方法不当，适得其反，后来用“为渊驱
鱼，为丛驱雀”比喻不善于团结人或笼络人，把
可以依靠的力量赶到敌对方面去。

E为着E wei•zhe Im 为了。

未1 wei llll 0 NC~ ＂ B”相对）：～知 j ～
婚｜～成年｜～老先衰｜惊魂～定｜健康仍～

恢复。＠不2 ～敢苟同｜～可厚非。

未2 wei IEl 地支的第八位参看 421 页
I干支l 0 

E未必E weibi 0割不一定：这消息～可靠。
E未便E weibian 0副不宜于；不便z 此事上级并
无指示，～擅自处理。

E未卡E weibu （书〉画不能预料；不可预知：

前途～｜胜负～o
E未卡先知l weibu xianzhl 事情发生之前不
用占卡就能知道，形容有预见。

E未曾E weiceng i画没有⑦（“曾经”的否定） : 
～同意｜～前往！这是历史上～有过的奇迹。

E未尝E weichang I国＠未曾：终夜～合眼。

为未｜ wei I 1367 I 

＠加在否定词前面，构成双重否定，意思跟
“不是（不、没）”相同，但口气比较委婉z ～不
可 1这～不是一个好建议｜你的办法固然很好，
但是也～没有缺点。

E未成年到8] weichengnianfan IEl 在我国指年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因犯罪而被依法判
处刑罚的人。旧称少年犯。

E未成年人］ weichengnianren IEl 法律上指未

达到成年年龄的人，即 18 周岁以下的人。

E未果E Weigl』凸〈书〉圈没有结果；没有实现：

谈判～｜抢劫～O
E表婚夫】 weihunfu I组己与某女子订婚尚未三三
结婚的男子，是该女子的未婚夫。 重量

E未婚妻E weihOnql 圈已与某男子订婚尚未王三

结婚的女子，是该男子的未婚妻。
E未JL] weijT ＜书〉＠圆没有多少时候；不久g

～即离沪北上。＠［用不多；无几 2 所剩～。

E未竟】 weijing ［通没有完成（多指事业）：～之

业｜～之志。
E未决犯E weijuef。n IBl 旧时指已被提起刑事

诉讼但尚未经法院判决定罪的人。

E未可厚非E weik运－ houf岳l 无可厚非。

E未来】 weilai 0 圃属性词。就要到来的（指

时间）：～二十四小时内将有暴雨。＠圈时间

词。现在以后的时间s将来的光景 2 光明的～。

E未了l weili凸o E司没有完结；没有了结·～事

项｜～手续｜还有一桩心愿～。
E未免］ weimi凸n 圈。不能不说是……（表示

不以为然）：你的顾虑～多了些｜这样对待客人，
～不礼貌。＠不免：如此教学，～要误人子弟。

E未能免俗】 weineng-miiinsu 没能摆脱开自

己不以为然的习俗。

E未然E weir也n ~还没有成为事实．防患于

~ 。

E未时E weishi I望旧式计时法指下午一点钟

到三点钟的时间。
E未始】 weishT 圃未尝②z 这样做～不可。

E未遂】 weisui 周没有达到（目的刘没有满足

（愿望） ：抢劫～ l愿心～。

E未亡人】 weiwangren 圈旧时寡妇的自称。

E未详E weixiang 画不知道或没有了解清楚＝

本书作者～｜病因～。

E未央E weiyang ＜书〉画未尽z 夜～。

E未雨绸缪】 weiy心 ch6um6u 趁着天没下雨，

先修缮房屋门窗，比喻事先做好准备。
E未知数】 weizhlshu IBl 0 代数式或方程中，
数值需要经过运算才能确定的数。如 3x + 
6 = 27 中，z是未知数。＠借指还不知道、不

确定的事情：能否成功，还是个～。



口吧？」 wei ｜位味畏胃皑谓

L且f wei 0 所在或所占的地方：部～｜座～｜
l」L 各就各～。＠职fV. ＇地位2 名～ l 身居高
～。＠特指君主的地位：即～｜在～｜篡～。＠
画一个数中每个数码所占的位置·个～｜百
～。 01B 用于数，一个数有几个数码就是几

位数（小数点前后分开计）：三～数乘法｜精确
到小数点后两～数。＠堕！用于人（含敬意） ; 
t者～｜各～｜家里来了几～客人。＠ CW自 i) !El 
姓。

（｛立J欠l weici 圈＠地位高低、等次：～分明。

＠座次：按～入座。

三三三 E位居E weiju 圈位次居于（序列中的某处） : 
主量三 ～榜首｜～前列。
二~ E位自I'll weineng 圈势能的旧称。

E位昕神经E weitlng shenjlng 前庭蜗神经。

E位移】 weiyi !El 物体在运动中所产生的位置
的移动。

E位于E weiyu 圆位置处在（某处）：我国～亚
洲大陆东南部。

E位置l wei•zhi 1：每＠所在或所占的地方：大

家都按指定的～坐了下来。＠地位：《狂人日

记》在我国新文学中占有重要～。＠指职位：
谋了个科员的～。

E位子】 wei•zi 圈。人所占据的地方；座位。
＠借指职位。

味 wei 0 卜晴物质所具有的能使舌
头得到某种味觉的特性3 ～道｜滋～｜甜

～儿｜津津有～。＠辨别味道：回～｜品～｜体
～。＠指某类菜肴、食品：腊～｜美～｜野～｜山
珍海～。。（～儿）（重物质所具有的能使鼻子
得到某种嗅觉的特性：气～｜香～儿｜这种～儿

很好闻。＠（～儿）自主］指意味；趣味：文笔艰涩

无～｜这本书越读越有～儿。 0f量用于中药．
这个方子共有七～药。

E味道】 wei•dao 圈＠味①：这个菜～好。心
里有一股说不出的～ο ＠气味：他身上有一
股难闻的～。＠指趣味，情趣：这个连续剧越

看越有～。
E味精】 weijlng I苞调味品，成分是谷氨酸的单

纳盐。白色晶体，放在菜或汤里使有鲜味。也
叫昧素。

E味觉】 weijue 函舌头与液体或溶解于液体
的物质接触时所产生的感觉。甜、酸、苦、咸是
最基本的四种味觉。

E味营l weilei !El 接受味觉刺激的感受器，主
要分布在舌头的表面，能辨别滋味。

E味素E weisu ［到味精。

E味同嚼蜡l weit6ngji6ola 形容没有味道，多

指文章或讲话枯燥无味。

日l wei O 畏惧：～寒｜大无～｜望而生～｜不
τ定～艰苦。＠敬畏；佩服2 后生可～。＠

CWei) !El 姓。

E畏避E weibi 画因畏惧而躲避：～风险。

E畏光】 weiguang ［：司眼睛怕见光，角膜、虹膜

等发炎时都有这种症状。旧称羞明。
E畏忌E weiji 画畏惧和猜忌：相互～。

E畏惧E weijC』画害怕z 无所～｜～心理。

E畏难E wein6n 画害怕困难：克服～情绪｜勇

挑重担不～O

E畏怯］ weiqie 画胆小害怕2 面对挑战，毫

不～。
E畏首畏尾l weishou-w自IW副怕这怕那，形容

疑虑过多。

E畏缩】 weisuo I噩害’怕而不敢向前z ～不前｜
在困难面前毫不～O

E畏途】 weitu ＜书〉函危险可怕的路途，借指

不敢做的事情g 视为～。
E畏葱】 weixi ＜书〉圈畏惧2 ～不前。

E畏友】 weiy归［萄自己所敬畏的朋友：严师
~ 。

E畏罪E weizui 画犯了罪怕受制裁g ～潜逃｜

～自杀。

胃 wei 0 配时官的一部分，形状像口
袋，上端跟食管相连，下端跟十二指肠相

连。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图见 1436 页

“人的消化系统”）＠二十八宿之一。
E胃口】 w岳ikou 圈。指食欲z ～不好。＠借

指对事物或活动的兴趣、欲望：打球他不感兴
趣，游泳才对他的～。

E胃溃殇E weikuiy6ng 圈胃勃膜发生溃烂的

病，症状是饭前、饭后腹的上部疼痛，恶心、呕

吐，有时暧气和吐酸水。

E胃酸】 weisuan liSI 胃液中所含的盐酸，能促
进蛋白质的消化，并能杀死细菌。

E胃腺】 weixian f司分泌胃液的腺，密布在胃
的秸膜上。

E胃液】 weiye i画胃腺分泌的液体，呈酸性，无
色透明，主要含有胃蛋白酶、盐酸和教液。有

消化食物和杀菌的作用。

础 wei 同“暇”（础。
（再豆）另见 1361 页 w白。

、日3 wei 0 说．所～｜可～神速｜勿～
P目（言自）言之不预（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
＠称呼；叫作．称～｜何～人造卫星？

E谓词】 weici 圈＠数理逻辑中表示一个个体
的性质和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间关系的词。

＠语法上动词和形容词的总称，其主要功能
是充当谓语（跟“体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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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胃语】 weiyu I童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慰劳】 weilao I司慰问（有功绩并很辛苦的

怎样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一般的句子都｜ 人）：～品｜～子弟兵。
包括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υ 例如在“我们尽情 I c慰勉］ w自imian 画安慰勉励＝多方～。
地歌唱”里，“尽情地歌唱”是谓话。 I c慰问】 weiwen 画用话或物品安慰问候（辛

尉 wei 0 古代曰：太～｜县～。＠尉官＝｜ 苦的人或困苦的人） ：～信 l~rt'., ［ ~£1 ～军烈
少～｜上～。 ocw自 i ）圈姓。 | 属｜～灾区人民。
另见 1605 页 vu 。 ｜【慰唁］ weiyon （书〉画i 慰问（死者的家属）。

E尉官】 weiguan ~尉级军官，低于校官。 I l?f立 wei （书〉捕鸟的网。
咱也 、. wei （书〉赠予；送给·～赠｜～之｜坷叮
卫军（冒）千金。 l 丘主主 I.+<- wei 又 hui 〈书〉一种鼎。

;;Ji 1545 页 vr 0 I 话（、）
喂1 wei 圆招呼的声音：～，你上哪！Li-? I I 舶 Wei 0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北部、陕西呈

～，你的围巾掉了。 ｜骂范东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北南部等地。＠圈主量
喂2 wei 叫给动物东｜ 三国之一，公元旦（）批胚脯，领有今

（银、兴倭）西吃；饲养：～牲口｜家｜ 黄河流域各省和湖北、安徽、江苏北部，辽宁中
里～着几只鸡。＠把食物或药物送到人嘴里：｜ 部。＠圈北魏。＠圈姓。
～奶｜～饭｜每天给病人～三次药。 I c魏碑l wei幅画北朝碑刻的统称，字体结

E喂食］ wei;;shi 南给人或动物东西吃：定时｜ 构严整，笔力遁劲，后世作为书法的一种典
给婴儿～｜一天要喂两次食。 | 也

【喂养】 weiyang 画给幼儿或动物东西吃，并 I c魏阙】 weique 圈古代宫门外的建筑，是发布
照顾其生活，使能成长：精心～婴儿｜用饲料～｜ 政令的地方，后用作朝廷的胁。

（余棋 wei 〈书〉虚妄：～言。」口。｜害（智、贺）
X回 自1 刺猎。 ｜白
3胃（吐自） ｜原才 wei （书〉白蚁。
[1胃集E weiji （书〉画像刺猜的硬刺那样聚在｜士＝

｜在静 、 书〉形容云起。
一起，形容事情繁多2 诸事～。 I －~;r.. 

｜应阻lf. …曹 wei ['8] 鱼，体侧扁，长 10 0 
渭 Wei 渭川名，发源于甘肃，经陕西流｜’：

娟入酬。 ｜腑（制）厚米础，背鳝和臀鳝长。生活
wei （书〉＠光明。＠旺盛。 I ,” ’… 

| 在海洋中。种类很多。

蔚 w副刊茂盛5盛大：～成风气｜～为 1 （二 二
壮观。＠（云气）弥漫：云蒸霞～。 | L 一 \l\{~r'] ＿（兰2>.一一＿ j
另见 1606 页 Yu 。

E蔚蓝E weilan 回状态词。像晴朗的天空的

颜色：～的天空｜～的海洋。
E蔚起】 weiqT ＜书〉［到兴旺地发展起来：人才

~ 。

E蔚然E weiran 圆形容茂盛、盛大：～成风｜几
年前栽的树苗，现已～成林。

E蔚然成JXU weiran-chengf岳ng 形容一种事
物逐渐发展、盛行，形成风气。

E蔚为大观E weiweidaguan 丰富多彩，成为
盛大的景象（多指文物等） ：展出的中外名画

~ 。

暇时〈方〉盯磨Cm的。

E去f wei 0 使人心情安适．～劳｜～问｜～
:illi飞唁。＠心安：欣～｜得信甚～。

E慰藉E weijie （书〉圈安慰。

守曰 w岳n 0 圈不冷不热．～带｜～水。＠

lllll 温度：气～｜体～｜降～。＠圈稍微加热：
把酒～一下。 0 ＇主情平和；温柔．～情｜～驯｜
～顺。＠［现温习：～书｜～i果。＠瘟病。＠
cw邑n）圈姓。

E温饱】 w岳nb凸0 ~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 2 贫
困山区群众已基本解决～问题。

E温标】 w岳nbiao ~关于温度零点和分度方法
的规定。有摄氏温标、华氏温标、热力学温标
等。

E温差E w岳ncha 圈温度的差，通常指一天中

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差：新疆地区日照长，

～大。

E温床】 w岳nchuang ~ 0 冬季或早春培育蔬
菜J七卉等幼苗的苗床。通常在苗床下面填入
眼热物，发酵生热，或进行人工加温，苗床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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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装有玻璃窗或塑料薄膜。＠比喻对某种
事物产生或发展有利的环境或重要条件：海
洋是孕育原始生命的～｜父母的溺爱是孩子变

坏的～。
E混存】 w岳ncun 0 圈殷勤抚慰（多指对异

性）。＠圃温柔体贴。＠画画休息调养（多见

于早期白话）。

Z温带］ w岳ndoi 圈极圈与回归线之间的地带。
气候比较温和。在南半球的叫南温带，在北半
球的叫北温带。

E温度］ w岳ndu IE 物体冷热的程度：～计 1～

三三三 高｜室外～。
辈辈雪 E温度表E W岳ndubi凸0 ［苞温度计。
二二~ （温度计E W岳nduji 圈测量温度的仪器。常用

的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制成的，
如寒暑表、体温汁。工业上和科学研究上还有
光学温度计、电阻温度计等。也叫温度表。

E温度露点差］ w岳ndu-ludi凸ncha 见 851 页【露

点］。
E温故知新］ w岳ngu-zhixin 温习旧的知识，能

够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也指回忆过去，认识

现在。

E温和】 w岳nhe [lli] 0 （气候）不冷不热z 昆明气

候～，四季如春。＠（性情、态度、言语等）不严

厉，不粗暴，使人感到亲切：脸色～｜谈吐～｜～

的目光。
另见 1370 页w邑门•huo 。

E温厚E w岳nhou ~园温和宽厚z 为人～。
E温乎E w岳n•hu E回温和（ w邑n•huo ）。

E温和E w岳n•huo （～儿）圃（物体）不冷不热＝
粥还～呢，快喝吧！
另见 1370 页 w邑nh白。

E温居E w岳n11ju 画指前往亲友新居贺喜。

E温控】 w岳nkong 圈属性词。用温度控制的：

～仪表。
E温良］ w岳nliang 圈温和善良z 她举止娴雅，

性情～。
E温暖］ w岳nnu仙。画暖和2 天气～。他深深

地感到集体的～。＠圈使感到温暖。党的关

怀，～了灾区人民的心。

E温情］ w岳nqing 圈温柔的感情；温和的态度z

一片～｜～蜜意｜～脉脉。
E温情脉脉］ w岳nqing-mamo 形容对人或事物

怀有感睛，很想表露出来的样子。

E温泉E w岳nquan 圈泉水温度超过 20℃的
泉，也指泉水温度在当地年平均气温以上的

泉。

E温柔E W岳nrou 圈温和柔顺（多形容女性） : 

性格～i～的少女。

E温润】 w岳nrun 0 圈温和（w邑nh自）②·性情

～｜～的面容。 8~ 温暖润湿：气候～。＠

圈细润z 玉质～。＠画使温暖滋润z 优秀文

学作品～人们的心灵。

E温室E w岳nshi 固有防寒、加温和透光等设

备，供冬季培育不能耐寒的花木、蔬菜、秧苗等

的房间。～里长大的孩子经不住艰苦生活的考

验。也叫暖房。
E温室气体】 w岳『1shi qitT 大气中能引起温室效

I茧的气体，如水蒸气、二氧化碳、大部分制冷剂
等。

E温室效应l wenshi xiaoylng O 农业上指不
经人工加温的温室内气温高于室外的效应。
＠指大气保温效应，即大气中二氧化碳、甲：院

等气体含量增加，使地表和大气下层温度增高。
这种效应曾被误认为与温室保温的机制相同，
所以叫温室效应。

E温水煮青蛙E w岳nshui zhu qingwa 用温水
煮青蛙，开始青蛙对渐变的水温能适应，随着
水温升高，当它元法忍受时已无力逃生。比喻
对逐渐加大的危险缺乏戒备，最终遭受祸殃g
几顿饭，几杯酒，～，不知不觉，一失足成千古

恨。

E温顶E w岳nshun I理温和顺从z 态度～。

E温汤E W岳ntang IE 0 温水：～浸种。＠
〈书〉温泉。

E温吞E W岳n•tun 同“温曦”。

E温敬】 wen·tun 〈方〉匾。不冷不热；微暖

（多表示不满意）：～水｜这饭是～的。＠（言

谈、文辞等）不爽利，不着边际z ～之谈。 II 也
作温吞。

E温文尔雅】 w岳nwen－岳w凸态度温和，举止文
雅。

E温习】 wenxi 圆复习：～功课。

E温馨】 w岳nxln 回温和芳香；温暖z ～的春夜 l

～的家。

E温照E w岳nxu （书） [lli] 0 暖和2 阳光～｜气候

～。＠温和亲切：～的目光。
E温血动物】 w岳nxue dongwu 恒温动物。

E温Will w岳nxun E园温和驯服：～的羔羊。

植 W岳n 见下。

E槌梓】 w岳n•po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长圆形，花淡红色或白色。果实近球形，有

香气，味酸，可以制蜜钱，也可入药。＠这种植
物的果实。

辑… W臼见下。
（瞌）

E辐掠E W岳nliang 圈古代可以卧的车，也用作



丧车。

、I肯‘ wen ＠圈瘟疫。＠回戏曲表演沉闷
7..ll且乏味，缺少激情：不ι不火！这出戏情节

松，人物也～。

E瘟病］ w岳nbing ~中医对各种急性热病的统
称，如春瘟、暑瘟、伏瘟等。

脏神】 wenshen IBJ 传说中能散播瘟疫的恶！

神，比喻给人带来灾难的人或事物。
E亘疫E w岳nyi 圈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

灌 wen 见下。

E温草E wenc凸0 ＜方〉圈指水生的杂草，可做

肥料。

鲍（耀） w岳n 见下
E组鲸E w岳njlng ~鲸的一种，体长 6 9 米，
口内无齿，有鲸须，背绪小，背部黑色，腹部臼

色。生活在海洋中。

,, 
wen C'X'-r) 

文 wen 0 字：甲骨～｜钟鼎～。＠文字
②：汉～｜英～。＠文章：散～｜韵～｜记

叙～｜应用～｜～不对题｜～如其人o 。公文；
文件：呈～i～书｜～山会海。＠文言．半～半
白。＠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

态：～化｜～明｜～物。＠圈指文科z 他在大
学里是学～的。＠旧时指礼节仪式：虚～｜繁
～练节。＠非军事的（跟“武”相对） ：～官｜～
职 1能～能武。＠柔和；不猛烈z ～雅｜～弱｜～

给给｜～火。＠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些现

象：天～｜水～｜人～。＠花纹；纹理2 ～采。
＠圈称在身上、脸上刺画花纹或字：～身｜～
眉 l～了双颊。＠（旧读 w自n）掩饰：～过饰

非。＠量用于旧时的铜钱（铜钱的一面铸有
文字）：一～钱｜不取分～。 «ll ( w岳门）圈姓。

E文案］ we『1 ’an I型＠旧时指官署中的公文、
书信等，现多指企业的事务性文字：～策划｜广
告～。＠指做这种工作的人员：资深～。

E文本E wenb品n 南文件的某种本子（多就文

字、措辞而言），也指某种文件：这个文件有中、

英、法三种～。
E文笔1 wenbT I苞指文章的用词造句的风格和

技巧z ～辛辣！～巧妙。
E文不对题】 wenbuduiti 文章的内容跟题目没

关系，也指答非所问或者说的话跟原有的话题
不相干。

E文不加点】 wenbuj iadian 形容写文章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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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涂改就写成（点 z涂上一点，表示删去）。

E文才E wencai 圈写作诗文的才能z ～出众。

E文采E wencai 圈。华丽的色彩＝～斑斓。

＠文学方面的才华：～过人。
E文昌鱼E wenchangyu ~脊索动物，外形像
小鱼，体fiJ!tl扁，长约 5 厘米，半透明，头尾尖，体

内有一条脊索，有背鳝、臀鳝和尾鳝。生活在
沿海泥沙中，吃浮游生物。

E文场E wenchang 圈。戏曲伴奏乐队中的

管乐器、弦乐器部分。＠曲艺的一种，由数人
演唱，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流行于广西桂
林、柳州－带。

E文抄公l wenchaogong 圈指抄袭文章的人

（含戏谑意）。

E文丑E wench讪（～儿）固戏曲中丑角的一

种，扮演性格滑稽的人物，以念白、做功为主。
E文词E wenci 同“文辞”。

E文辞l wenci [BJ 0 指文章的用字、用语等z

～优美。＠指文章z 以善～知名。｜｜也作文
词。

E文从字顺E wenc6ng-zishun 指文章的用词
妥帖，语句通JI顶。

E文胆E wendan 圈指替人（多指政界人士）出

谋划策或撰写重要文书的人：总统的～O
E文旦］ wendan ＜方〉圈袖。
E文档E wendang 圈＠文件档案：整理～。

＠计算机系统中指保存在计算机中的文本信
息2 电子～。

E文牍E w岳ndu 圈＠公文、书信的总称。＠

旧时称担任文牍工作的人。
E文法E wenf凸圈语法。

E文房四宝l wenf6ng si b凸o 指笔、墨、纸、砚，

是书房中常备的四种文具。
E文风E wenf岳ng ~o 使用语言文字的作风z

～端正 l～犀利。＠重视文化的风尚2 江南富

足，历来～很盛。
E文稿】 weng凸0 ~文章或公文的草稿。

E文告］ wengao 圈机关或团体发布的文件。

E文蛤】 wenge 圈软体动物，壳略呈兰角形，表
面多为灰白色，有光泽，长 5- 10 厘米，生活
在沿海泥沙中，以硅藻为食物。通称蛤蚓o

E文工团］ wengangtu6n 圈从事文艺演出的

团体。
E文官E wenguan 圈指军官’以外的官员。

E文过饰非E wenguo-shif副掩饰过失、错误。

E文翰】 wenhan ＜书〉圈。文章。＠指公文

信札。
E文豪E wenhao 圈杰出的、伟大的作家。

E文化】 wenhua 圈＠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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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
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z 学习～｜～水
平。＠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

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
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
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E文化层l wenhuaceng IEl 古代人类居住遗址

上的土层，埋藏着古代人类遗物，如工具、用
具、建筑物遗迹等。

E文化产品l wenhua chanpin 广义指人们改

造世界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即具有文化价值的
一切产品（不同于自然界的天然产品）；狭义指
人们在思想、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和交往活

动中所获得的，并用语言、文字等载体表达的
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

E文化产业E wenhua chanye 现代市场经济体

系中，把文化产品作为商品进行生产、交换并
获取利润的产业。

E文化宫E wenhuagong IEl 规模较大、设备较
好的文化娱乐场所，一般设有电影院、讲演厅、
图书馆等。

E文化馆E wenhuagu凸『1 圈为了开展群众文化
工作而设立的机构，也是群众进行文娱活动的
场所。

E文化人】 wenhuaren IEl 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也泛指知识分子。

E文化沙漠E wenhua shamo 指文化很不发达

或不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事业的地区。
E文化衫l wenhuashan 圈一种印有文字或图

案的针织短袖衫，有的能反映出某些文化心

态。
E文化市场E wenhua shich凸ng 把文化产品作

为商品进行买卖和交换的市场。
E文化事业l wenhua shiye 现代社会中，不能

进入市场或不该进入市场的那类文化产品按
照非营利原则进行生产、分配和传播的各种
活动。

E文火E wenhuo 圈烹饪、煎药时用的较弱的

火。
E文集l wenji 圈把某人的作品汇集起来编成
的书（可以有诗有文，多用于书名） ：《茅盾～》。

E文件E wenjian 圈。公文、信件等z 绝密～。
＠指有关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学术研究等方
面的文章。＠计算机系统中信息存储的基本
单元，是关于某个主题的信息的集合z 拷贝～。

E文件夹】 wenjianjia 圈。用来保存文件的
夹子。＠诈算机系统中指存放在一起的一组
文件的目录。

E文教E wenjiao 圈文化和教育·～部门｜～事

业。

E文静】 wenjing I用（性格、举止等）文雅安静z
她是个～的姑娘。

E文句l wenju l萄文章的词句：～通顺。

E文具E wen ju 圈指笔墨纸砚等用品。
E文科E wenk岳圈教学上对文学、语言、哲学、
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学科的统称。

E文库】 w岳nku 圈由许多书汇编成的一套书

（多用于丛书名） ：《世界～》。

E文偿】 wenkuai 圈指靠舞文弄墨投机取巧的

人。
E文理】I Wenli 函文章内容方面和词句方面的

条理：～通顺。

E文理E wen Ii 圈文科和理科的合称：～分
科｜～并重。

E文盲l wenmang 圈不识字的成年人z 半～｜

扫除～。
E文眉】 wen;;mei 画将眉部皮肤刺破，涂上专

用颜料，使色素滞留皮内，达到美化眉毛的目

的。
E文秘l wenmi 圈文书和秘书的合称：～工

作｜～专业。
E文庙E wenmiao 圈祭祀孔子的庙。

E文明E wenming 0 圈文化①z 物质～。＠
5国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

～人i～国家。＠圈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

的（风俗、习惯、事物）：～结婚｜～棍儿（手杖）。

E文墨E wenmδ 圈指写作文章的事，泛指文化

知识·～人｜～事｜粗通～。
E文痞】 wenpi 圈指舞文弄墨颠倒是非的人。
E文组 wenping 圈旧时指用作凭证的官方文

书，现专指毕业证书。
E文气l wenqi 圈贯穿在文章里的气势；文章

的连贯性。
E文气E wen•qi ~文静；不粗野。
E文契l wenqi I型买卖房地产等的契约。
E文青E wenqTng 画称爱好文艺的青年人。

E文人l wenren 圈读书人，多指会做诗文的读

书人：～墨客｜～相轻。

E文弱l wenruo 画举止文雅，身体柔弱：～书

生｜～女子。
E文山会海】 wenshan-huih凸1 指过多的文件
和会议。

Z文身E wen；；钳制圈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

颜色的花纹或图形。也作纹身。
E文史E wenshi 圈文学和史学的合称，也指文
学、史学方面的知识：～不分家｜精通～。

E文饰】I Wenshi 圈文辞方面的修饰：这段描

写，～较少。



E文饰］2 wenshi Cl日读 wenshi) ［面掩饰（自

己的过错）。
E文书E wenshu 圈。指公文、书信、契约等＝
法律～。＠机关或部队中从事公文、书信工
作的人员。

E文思E wens I 圈写文章的思路z ～敏捷。

E文坛E wentan [BJ 指文学界2 ～巨匠。

E文体】I wentT 圈文章的体裁z 就～讲，公文、

书信、广告等都可归入应用文。

E文体Y wentT 圈文娱和体育的合称2 ～活

动。
E文恬武嬉E wentian-w心xi 文官图安逸，武官
贪玩乐。指文武官吏一味贪图享乐，不关心国

事的腐败现象。

E文玩】 wenwan 圈供赏玩的器物z 金石～。

E文武］ wenw心圈＠文才和武艺z ～双全。

＠〈书〉文治和武功：～并用，垂拱而治。＠
〈书〉文臣和武将2 满朝～o

E文物E wenwu 圈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

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
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出土～ l 革命
~ 。

E文戏E wenxi [BJ 以唱功或做功为主的戏（区

别于“武戏”）。

E文削 wenxian 画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

图书资料：历史～｜科技～。

E文胸】 wenxiong 画胸罩。

E文选］ wenxu凸n 圈选录的文章（多用于书

名） ：活页～｜《列宁～》。

E文学E wenxue 圈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
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
说、散文等。

E文学革命】 wenxue geming 指我国 1919 年

五四运动前后展开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的运动。文学革命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为起点，进而反对以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旧文
学，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

E文学语言】 w岳nxue yuyan 0 标准语（偏于
书面的）。＠文学作品里所用的语言。也叫

文艺语言。
E文雅］ weny凸~（言谈、举11:）温和有礼貌，不

粗俗2 谈吐～｜举止～。
E文言］ wenyan 画指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
语为基础的书面语。

E文言文E weny6nwen [BJ 用文盲写的文章。
E文以载道】 wenyTzaidao 文章是用来说明道
理、表达思想的（道．旧时多指儒家思想）。

E文艺E wenyi [BJ 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有时特

指文学或表演艺术g ～团体｜～作品｜～会演。

主」 wen 口芝三j
E文艺复兴E wenyi fuxlng 指欧洲（主要是意

大利）从 14 到 16 世纪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潮
流。据说那时文化的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希

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文艺复兴是欧
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
想特征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位，反对以
神为本位的宗教思想。参看 1099 页1人文主
义l 0 

E文艺批评】 wenyi piping 根据一定的美学观
点对作家的作品、创作活动、创作倾向性进行
分析和评论。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 三＝

E文艺学E wenyixue 圈以文学和文学的演化三国

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文艺理论、文专三
学史和文艺批评。

E文艺语言】 wenyi v凸yan 文学语言②。

E文娱］ wenyu [BJ 指看戏、看电影、唱歌、跳舞

等文化娱乐 z ～活动｜～节目。

E文员E wenyuan 圈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的办公室中从事文字工作的职员。
E文责E wenze [BJ 作者对文章内容的正确性以

及在读者中发生的作用所应负的责任2 ～自
负。

E文摘E wenzhai 圈＠对文章、著作所做的扼

要摘录。＠选取的文章片段，也用于书刊名 2
《新华～》。

E文章E wenzhang 圈。篇幅不很长的单篇

作品。＠泛指著作。＠指暗含的意思、复杂
的情况z 话里有～｜这件事背后大有～。。指

做事情的方法、计划等z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

矛盾，这里很有～可做｜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

的～。

E文职］ wenzhi t8l 0 文宫的职务：～人员。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定额内不授予军衔

的干部。主要从事科技、医疗卫生、文化艺术、
新闻出版、体育等部分专业技术工作及部分行
政事务、生活保障工作。

E文质彬彬E wenzhi-blnbln 原形容人既文雅
又朴实，后来形容人文雅有礼貌。

E文治E wenzhi （书〉圈指文化教育方面的业
绩2 ～武功。

E文约约E wenzh6uzh6u （～的）圈状态词。
形容人谈吐、举止文雅的样子。

E文竹E wenzhu t8l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细，叶
子鳞片状，花小，白色，果实黑色。供观赏。原
生长在非洲南部。

E文字E wenzi 圈。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如

汉字、拉丁字母等。＠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
文、英文等。＠文章（多指形式方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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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I ［闻名E wenming 画＠听到名声：～已久｜～

E文字学E wenzixue 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 不如见面。＠有名 2 ～遐逐｜二万五千里长征
究文字的性质、结构、演变和使用等。 | ～世界｜西湖是～的风景区。

E文字狱】 wenziyu 圈指旧时统治者故意从作 I ［闻人E wenren 圈＠有名望的人z 社会～。
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状所造成的冤！ f}(W前r岳n）姓。

狱。 I E闻所未闻E wensuoweiwen 听到从来没有听
E文宗l wenzong （书〉圈文章为众人所师法｜ 到过的，形容事物非常稀罕。

的人物z 一代～｜海内～。 ｜品占－ wen 圈蚊子：消灭～

交 wen 古书上指一种草。 均〈（奋：最） 蝇。
I ［蚊虫E wench6ng 圈蚊子。

驮 ι wen （书〉毛色有文采的马。 ｜即l wenxiang 圈含有药料椭后可以熏
（歇） | 死或赶跑蚊子的线香或盘香。也有通电加温

b也· 川－ wen （～JL）圈＠丝织品上的花｜ 散发药力的电蚊香。
·王义（叙）纹z 绞～。＠纹路：指～｜螺～｜波 I ［蚊帐l wenzhang 圈挂在床铺上阻挡蚊子的
～｜皱～｜一道～儿。 | 帐子，有伞形和长方形两种。
另见 1376 页 w郎。 I ［蚊子】 wen•zi 圈昆虫，成虫身体细长，胸部

E纹风不动E wenf岳ng-budong 纹丝不动。 | 有一对翅膀和三对细长的脚，幼虫（手王）和蜗
E纹理］ wenli 圈物体上呈线条的花纹2 这木 i 都生活在水中。雄蚊吸植物的汁液。雌蚊吸
头的～很清晰。 I 人畜的血液，能传播症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

E纹路E wenlu 函物体上的皱痕或花纹。 | 脑炎等病。种类很多。
E纹缕l wen• lu （～儿） IBl 纹路。 ｜应司 wen 阕乡 CW岳「ixiang ），旧县
E纹身E wen;;shen 同“文身”。 ｜｜坷（阕）名，在河南。
E纹饰E wenshi IBl 器物上绘成或铸成的图案、｜ εF='" wen ＠〈书〉呈花纹样的云彩。＠
花纹：～精美｜殷周青铜器～。 I ＞ιcwen）巨型姓。

E纹丝不动E wensl-budong 一点儿也不动：连

下几锚，那块冻土还是～。

E纹银l wenyin IBl 旧时称成色最好的银子，因
表面有皱纹，所以叫纹银。

玫 wen （书〉玉的纹理。
另见 910 页 min 。

炊 wen （方〉画用文火炖食物或熬菜。

闻 - wen 0 听见：听而不～｜耳～不
（闺）如目见。＠昕见的事情；消息：见

～｜新～｜奇～。＠〈书〉有名望的 z ～人。。
〈书〉名声2 令～｜秽～。＠圈用鼻子嗅g 你
～～这是什么味儿？ (!) cw岳n）圈姓。

E闻达E wenda （书〉圈显达；有名望：不求～。
E闻风而动】 wenf岳吨’在rd＜汪ng 一听到消息就

立刻行动。
E闻风丧胆l wenf岳ng-sangdan 听到一点儿风
声就吓破了胆，形容对某种力量极端恐惧。

E闻过则喜l wenguozexT 听到别人指出自己
的缺点、错误就感到高兴。形容虚心，对自己
要求严格。

E闻鸡起舞E wenji-qTw心东晋时，祖邀和刘珉

一千人为好友，常常互相勉励，半夜昕到鸡鸣就
起床舞剑（见于《晋书·祖邀传》）。后用来指

志士及时奋发。

I/ 

wen ()('-,) 

匆O wen 用刀割脖子z 自～。

E勿0颈交】 w品njTngjiao ＜书〉圈勿l颈之交。

E勿0颈之交E wenjTngzhljiao （书〉指同生死共
患难的朋友。也说勿j颈交。

技 w昌n ＜书〉擦；拭：～泪。

吻 ι W岳n 0 嘴唇s 接～｜唇～。＠
（兴胞）画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喜

爱：亲～。＠圈动物的嘴，也指低等动物的

口器或头部前端突出的部分。
E吻别l wenbie 圈互相亲吻告别：行前与妻

子～O

E吻合E wenhe 0 圈完全符合z 双方意见～。

＠圈医学上指把器官的两个断裂面连接起

来：肠～1动脉～o
E吻兽E w品nshou 画古建筑屋脊两端陶制鸥

尾之类的装饰物。

土主二 w岳n Cl日读 w古时紊乱：有条不～0
2气』、、

~乱E w昌nluan 回国杂乱；纷乱z 秩序～｜思路



~ 。

工鸟 －~ wen ＠冒冒稳固；平稳：脚要站
山、（稳）～｜把桌子放～｜时局不～｜他们
场很～。＠圃稳重2 ～健｜沉～｜他做事很～。
＠回稳妥：十拿九～｜～扎～打。。画使稳
定：你先～住他，另1J 让他跑了。

E稳便E wenbian 0 I蚓稳妥方便：这样做恐怕
不大～。＠画请使；｛£便（多见于早期臼话） 0 

E稳步］ wenbu [i国w 步子平稳地，多用于比喻：

～登上山顶 i～发展｜产量～上升。
E稳操胜券］ wencao-shengquan 指有胜利的

把握。也说稳操胜算、稳操左券。
E稳操胜算】 w岳ncao-shengsuan 稳操胜券。
E稳操左券］ w岳ncao-zuoquan 稳操胜券。
E稳产】 wenchan I名］稳定的产量：提倡科学种
田，促进农作物～高产。

E稳当】 wen•dang ff国＠稳重妥当：办事～。
＠稳固牢靠2 把梯子放～。

E稳定E wending 0 Ifill 稳固安定；没有变动：
水位～｜情绪～｜社会～。 81动l 使稳定：～物
价｜～情绪｜～局势。＠回指物质不易被酸、

碱、强氧化剂等腐蚀，或不易受光和热的作用
而改变性能。

E稳定平衡】 w岳nding pingheng 处于平衡状

态的物体，受到微小的外力作用后平衡状态改
变，外力除去后，仍能恢复原米的平衡状态，叫

作稳定平衡。如不倒翁的平衡状态。
E稳度］ wendu 圈指物体保持稳定平衡的程
度。物体的重心越低，支持面越大，稳度也越

高。
E稳固］ w品ngu 0 回安稳、而巩固：基础～1地
位～。＠圈使稳固：～政权。

E稳健E wenjian 圃＠稳而有｝J ： ～的步子。
＠稳重；不轻举妄动：办事～o

E稳练E w昌nlian f黝沉稳干练·办事精明～。
E稳、婆】 wenp6 I组旧时以接生为业的妇女。
E稳如泰山】 w岳nrutaishan 安如泰山。

E稳妥】 w昌ntuo 膨］稳当；妥：中占；可靠：找个～
的人去办｜这样处理，我看不够～。

E稳扎稳打】 w岳nzha-w岳nd凸＠稳当而有把握
地打仗（扎z扎营）。＠泛指稳当而有把握地

f故事。
E稳重E wenzhong 明（言语、举动）沉着而有
分寸；不轻浮：为人～｜态度～。

飞

wen ext,) 

t、寸 wen ＠［理有不知道或不明白
l 口JC 间）的事情或道理请人解答：～路｜询

稳问 1w品n wen I 131s I 

～｜～事处｜不懂就～｜答非所～。＠［到为表示
关切而询问；慰问 z ～好｜～候。＠画审讯；追
究：审～｜～案｜首恶必力，胁从不～。。画

管；F预：过～｜不闯不～。 8 fill 向（某方面或

某人要东西）：我～他借两本书。。（W自n）画
姓。

E扣］安】 wen;;an I副问好（多对长辈）。

[['ii］案】 wenρan I到审问案件。

[['i口j 卡】 wenb心自动）用占卡来解决疑难．求神

。

E问长问短】 wenchang-wendu凸n 仔细地问

（多表示关心）。 二三三

E问答】 wenda l动］发问和回答2 ～题｜环保知三董事E

E问道于盲］ wendaoyumang [o］盲人问路，比

喻向毫无所知的人求教。
E问鼎】 w告nding E司＠春秋时，楚子（楚庄王）

北伐，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
t；派遣t孙满慰劳楚师，楚子向王孙满询问周
朝的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见于《左传·
宣公二年》）。楚子问鼎，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
意思。后用“问鼎”指图谋夺取政权z ～中原。

＠借指在比赛或竞争中夺取第一名：这次比
赛主队连输几场，失去～的机会。

【问寒问暖E wenhan-wennuan 形容对别人的

生活十分关切。

E问好E w岳n;;hao F司询问安好，表示关切2 请

向伯母～｜问同志们好！

E问号E wenhao 圈。标点符号仰，表示疑问

句末尾的停顿。＠借指疑问：他今天晚上能

不能赶到还是个～。
E问候］ wenhou ［；司问好2 致以亲切的～。

E问话E wenhua 0 ( ~／f一）圈（长辈、上级等）询
问＝厂长要找你～｜爷爷问你话呢，你怎么不回

答？＠［包询问的问题：回答考官的～。

E问津E wenjin （书〉画探询渡口，后泛指探问
情况（多用于否定式）：无人～｜房价太贵，不敢
~ 。

E归j卷J wenjuan IEl 列有若干问题让人回答的

书面调查材料，目的在于了解人们对这些问题
的看法：～调查。

E问难】 wennan （书〉匾］反复质问

学术研究）：质疑～o

[luJ世］ wenshi 自由］＠指著作等出版跟读者见
面：一部新词典即将～。＠泛指新产品等跟
世人见面：计算机～以来，发展很快。

E问事】 wenshi 圈。询问事情：～处。＠

〈书〉过问事务：无心～。

E问题Jw自nti 0 I萄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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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一共有五个～｜我想答复一下这一类｜ 正离子的含氧、氮或硫的盐类。
的～。＠圈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 I~白 w岳ng ［量鸟，身体小，嘴稍扁平，
盾、疑难＝思想～｜这种药治制很解决～。＠（捎（锅）基部有许多刚毛，脚胁。捕食飞
IBl 关键；重要之点：重要的～在善于学习。＠｜ 虫，是益鸟。种类很多。

.;i节~！日；：~~~；与品：：~ l 鳞（榆）白圆＝~；~~：；~rn;；~：
少年｜～食品｜～工程。 I 活在热带海洋中。种类很多。

E问心无愧］ wenxln-wukui 反躬自问，没有什｜常盐~ w岳ng ＜方） [:8］靴盼。
么可惭愧的或对不起人的地方。 i 丁可q

E问询E wenxun 面i 询问； tJ昕：他回到家不 I c翰靴lw岳ngxu岳〈方＞ IE 高拗棉靴子。

久，邻居们都来～。

三三三 E问讯］ wenxun 圈。询问：～处 l找人～。＠
雪~ 讯问z审问 3 接受警方～。＠〈书〉问候·互致

～｜朝夕～。＠僧尼跟人应酬时合十招呼。也
说打问讯。

E问责E wenze 圈追究责任：～制｜官员隐瞒

安全事故将被～。
E问诊］ wenzh品n 圈医生向病人询问病情，也

指病人为诊汗向医生咨询：把脉～｜寻医～。

E问罪E wenzui 圃指出对方的罪过，加以谴责

或攻击；声讨2 兴师～。
号产r Wen ＠汶河，水名，大汶河 coawen
t只』 H自），水名，都在山东。＠汶川I cw自n-

chuon），地名，在四川｜。＠圈姓。

b占·，、 wen ！可“壁”（ wen）。
王义（叙）另见 1374 页时no
植 wen （书〉＠用手指按＠擦： ~j§ 0 

璧 wen 圈陶瓷鹏等器具上的裂痕：碗
上有一道～l打破砂锅～（谐“问”）到底。

些些纪兰王二

~'I,,,.. weng O 年老的男子；老头JL ：老～｜渔
习习～。＠〈书〉父亲2 乃～（你的父亲）。＠
〈书〉丈夫的父亲＝～姑（公公和婆婆）。＠

〈书〉妻子的父亲z ～婿（岳父和女婿）。＠
cweng）圈姓。

E翁仲E W岳ngzhong 圈原指铜铸或石雕的偶

像，后来专指墓前的石人。
”公~ weng 匮配形容昆虫飞动等声音z 蜜蜂
1-1.!J弓～～地飞｜飞机～～地响。
E嗡子E w岳ng•zi IBJ 京二胡。
担垫 W岳ng 渝江，水名，在广东。
1号弓另见 1376 页 w邑ngo

偷（鳞） w岳ng 见下
E铺盐E w岳ngyan 圈从水溶液中离解出有机

v v 
weng c 义L)

嗡 w岳ng ＜方〉＠圆形容尘土飞扬。如
尘土。

奈 weng （书〉草木茂盛： ~tll 0 

E奈郁］ w岳ngyu （书〉圆形容草木茂盛2 林木

~ 。

犯垫 w品ng ＜书〉＠形容水盛。＠形容云气
1号司涌起。

另见 1376 页 W臼90

、

weng CXL) 

位主专 weng 圈。→种盛
吉它（＠费、＠蓄）东西的陶器，腹部较
大2 水～｜酒～｜菜～。 8CW在ng）姓。

E瓮城E wengcheng 圈围绕在城门外的小城。

E瓮声瓮气】 wengsheng-wengq i 形容说话的
声音粗大而低沉。

E瓮中之鳖】 wengzhongzhlbi岳比喻逃脱不了

的人或动物。
E瓮中捉鳖E wengzhong-zhuobi岳比喻要捕捉

的对象无处逃遁，下手即可捉到，很有把握。

雍 weng 见下。

E雍菜E wengcai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

中空，叶子卵圆形或心脏形，叶柄长，花粉红色
或白色，漏斗状。是常见蔬菜。也叫空心菜。
鼻息 weng 刷鼻孔堵塞而发音不清： ~yr 

～气｜他感冒了，说话有点儿～。

E鼻自鼻JL] wengbir 0 圃因鼻孔堵塞而发音不

清2 这两天伤风，说话有点儿～。＠圈鼻草鼻儿
的人。

四且声鼻昌气］ wengsh岳ng-wengqi 形容说话的

声音低沉而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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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WO 老挝 CLaowo），亚洲国名。
如［（蛐）另见 1718 页 zh怕。
高（高） WO 见下
E离霞l wo•ju ［每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长圆形，花金黄色。是常见蔬菜。离茵的变
种有高笋、生菜等。

E离笋】 wosun 圈离宦的变种，叶子长圆形，茎
部肉质，呈棒状。是常见蔬菜。

倭 w。我国古协日本

E倭瓜】 wo•guii （方＞ IE 南瓜。
E倭寇E Wokou IE 14 -16 世纪屡次骚扰抢劫
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抗日战争时期
也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

、。 … WO 派涡：水～。
引内（？口）另见 495 页 Gu~o
E涡电流】 wodianliu 圈涡流②。
E涡流E woliu 圈＠流体旋转，形成的流动的
游涡。＠实心的导体或铁芯在交流电场中由
于电磁感应所产生的涡旋性电流。涡流能消
耗电能并使导体和铁芯发热。也叫涡电流。

E涡轮机l wolunjl 圈利用流体冲击叶轮转动
而产生动力的发动机，按流体的不同可分为汽
轮机、燃气轮机和水轮机。广泛用作发电、航
空、航海设备的发动机。

[t1芮旋】 w6xu6n 0 圈水流回环旋转：溪水～
而下。＠圈被涡。

H屋 WO 院形容公鸡叫的声音。
λ土另见967 页己。

窝← WO 0 圈鸟兽、昆虫住的地方：
（寓）鸟～｜狗～｜蚂蚁～｜喜鹊搭～。＠

（～儿）函比喻人安身、聚居的地方z 安乐～｜金
～银～不如自家的土～｜贼～｜土匪～。＠
（～JL）（方〉函指人体或物体所占的位置z 他
不动～儿｜挪～儿。＠（～JL）像窝的东西z 被
～儿。＠（～儿）凹进去的地方： Ill～｜胳肢～｜
酒～儿。＠窝藏z ～赃｜～主。＠圈蜷缩或
待在某处不活动 z 把头～在衣领里｜～在家里
生闷气。＠圈郁积、不得发作或停滞不能发挥
作用z ～火｜～工。＠圈使弯或曲折＝～腰｜
把铁丝～个圆圈。⑩（～儿〉画用于一胎所生
的或一次孵出的动物（猪、狗、鸡等）：一～儿下
了五只小猫｜孵了几～小鸡。

E窝案E WO’an 圈所有犯罪嫌疑人同属一个
单位或部门的刑事案件。

E窝憋E wo•bie （方）~烦闷；不舒畅（多指有

挝高倭涡喔窝蜗跟我 1w己 w己 I 1311 I 

不如意的事情）：平白无故挨了一顿训，真～。
E窝藏】 w6c6ng ~边］私藏（罪犯、违禁品或赃
物）：～逃犯。

E窝点】 w6d1凸n （～儿）［苞违法犯罪分子聚集

窝藏、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贩毒～。
E窝工l w6;;g6ng f却因计划或调配不好，工作
人员没事百Iff，故或不能发挥作用。

E窝火E wo;;huo c～儿）圈窝气：心里～｜窝了

一肚子火。
E窝里斗】 wo•lidδu 家庭或团体内部彼此争

斗。也说窝里反。
E窝里反】 wo·lifan 窝里斗。

E窝里横】 wo·liheng 只敢在家里发横、耍威风。圣毒草草
E窝囊E wo•nang 固。因受委屈而烦闷：受三三三
～气。＠元自l'l ；怯需z 这个人真～。

E窝囊废E wo· nangfei ＜方〉圈指怯儒元能的
人（含讥讽意）。

E窝棚】 wo•peng 圈矮小简陋的屋子。
E窝铺】 wopu 圈供睡觉的窝棚。

E窝气】 wo;;qi [!ll] 有委屈或烦恼得不到发泄z
挨了虹，心里～｜窝了一肚子气。

E窝头E w6t6u 圈用玉米面、高粱面或别种杂
粮面做的食物，略呈圆锥形，底下有个窝儿，便

于蒸熟。也叫窝窝头。
E窝窝头】 w6•wot6u 圈窝头。
E窝心E woxln ＜方〉！隔因受到委屈或侮辱后
不能表白或发泄而心中苦闷。

E窝赃E wo;;ziing 圃故意为罪犯窝藏或转移
赃物、赃款2 ～罪。

E窝主E wozhu 圈窝藏罪犯、违禁品或赃物的
人或人家。

蜗… WO 蜗牛。
同（蜗）

E蜗居】 woju ＜书〉＠圈比喻窄小的住所（常

谦称自己的居所）。＠画指居住在窄小的住
所z ～斗室｜在亭子间～了两年。

E蜗牛】 woniu c～儿）圈软体动物，头部有两对
触角，眼长在后对的顶端上，腹面有扁平的
脚，壳略皇圆形或椭圆形，黄褐色，有螺旋纹。
生活在潮湿的地方，吃草本植物。有的地区叫
水牛儿。

E蜗旋】 w6xu6n 圃回环旋转：塔内有石阶，～

而上。
蹂 WO 画叫等）猛折而筋骨受伤z 脚～

了。

v II 

WO (X古）

我 WO IEl 人称代词。称自己［盐’
(1 ）有时也用来指称“我们”，如·我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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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二？旦」 我霎后沃卧侄洗握峨 f握渥斡古屋兀

军｜敌我矛盾。（ 2 ）“我、你”对举，表示泛指，

如3人席时，大家你让我，我让你，客气了一番。
参看 949 页“你”。＠自己：自～｜忘～精神。

E我们l wo•men 圆人称代词。称包括自己在
内的若干人。参看 1631 页I咱们］。

E我行我素l woxing-wosu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还是照我本来的一套去做。

霎 wb 见下
E鬓看】 wotu凸 〈书〉圆形容发害或头发美好。

、

WO （〉〈古）

R二 WO IEl 有机化合物的一类，由隆或酣
/J-.J 的主炭基和瓷胶中的氨基缩合而成。［英

oxime] 

占主 WO 0 灌溉g浇z ～田｜如汤～雪。＠
v、（土地）肥z 肥～｜～土！～野｜肥田～地。＠

CW凸）~姓。

E沃土E wot心圈肥沃的土地2 把荒地变成～。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
E沃野E woy邑圈肥沃的田野：～千里。

卧 … WO 0 国躺下：仰～｜～倒｜病
「（：队）得很重，在床上～了三天。＠
〈方〉圃使婴儿躺下：把小孩儿～在炕上。＠

圈（动物）趴z ～牛｜鸡～在窝里。＠睡觉用

的g ～室｜～具｜～铺。＠指卧铺z 硬～｜软～。
＠〈方〉自由把去壳的鸡蛋整个儿放到开水里

煮：～个鸡子儿。

E卧病］ wδbing 画因病躺下z ～在床。
E卧车E woch岳圈＠设有卧铺的火车车厢。

＠小轿车。
E卧床l wochuang 

上z ～不起。

圈因疾病、年老等躺在床

E卧底】 wodi 0 画潜伏下来做内应。＠圈

做卧底的人。

E卧房E wδfang 圈卧室。

E卧轨E wogui 圈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行驶
或企图自杀）。

E臣卡果JL] woguor （方） 0 （－／／一）圈把鸡蛋去
壳，整个儿放在开水里煮2 卧个果儿。＠巨型去
壳后整个儿放在开水里煮的鸡蛋。

E卧具E woju ~睡觉时用的东西，特指火车、
轮船上或旅馆中供旅客用的被子、毯子、枕头
等。

E卧铺E wopu 圈卧车上供旅客睡觉的铺位。

有的长途汽车也设卧铺。

E卧室E woshi IEl 睡觉的房间。也叫卧房。

E卧榻】 wota （书〉圈＠床：～横陈。＠一种
可f其躺卧的低矮家具z ～之侧，芭容他人街睡

（比喻不许别人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E卧薪尝胆】 woxln-changdan 春秋末年，越国

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立志报仇。据说他睡觉
睡在柴草上头，吃饭、睡觉前都要尝一尝苦胆，
策励自己不忘耻辱。经过长期准备，终于打败
了吴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只有尝胆事，苏
轼《拟孙权答曹操书》才有“卧薪尝胆”的话）。
形容人刻苦自励，立志雪耻图强。

侄 WO 侄俭CWoqu6时，古代传说中的仙
人0

3由 WO （方〉圈弄脏，如油、泥粘在衣服或
17巳器物上。

另见 1608 页 yuan"

握 WO 圈＠五指拳曲聚拢或用手指把东
西固定在手里g ～拳｜～笔｜～手。＠掌

握：～有兵权｜胜利在～。
E握别】 wobie 画握手告别。

E握力E woli ［苞子握紧物体的力量。
E握拳E wo;;quan 圈子指向掌心弯曲成拳头。

E握手E wo;;shou 圈彼此伸手相互握住，是见

面或分别时的礼节，也用来表示祝贺或慰问等。
E握手言和】 woshou-yanhe 有矛盾或争执的

双方握手表示和好，现也指竞赛双方不分胜

负。
E握手言欢】 woshou-yanhuon 双方握手谈笑，

形容亲热友好，也指重新和好。
艺也 WO 圈砸实地基或打桩等用的一种工
’用句具，通常是一块圆形石头或铁制的饼状

物，周围系着几根绳子z 打～。

幢 WO （书〉帐幕2 帷～。

渥 WO

斡 WO

〈书〉＠沾湿浸润。＠厚p重：优～。

〈书〉旋转。

E斡旋E woxuan 圈调解z 从中～，解决两方争

端。
见下。握（握） wo 

E由量由lfl wδchuo 圈＠不干净g脏。＠形容人
品质恶劣：卑鄙～。＠〈书〉形容气量狭小，拘
于小节。

WU （义）

wu 见下。

另见 1392 页 w心。兀



E兀秃】 wu•tu 同“乌涂”。

萨-r 1 • . wu ＠乌鸦3 月落～啼。 81ml
土寺（局）黑色z ～云！～木｜脸色发～。＠
(WO）圈姓。

户， 2 • . WU ＜书〉困疑问代词。何；哪
与（局）里（多用于反问句）：～足道哉？

另见 1392 页 WLJ0

E乌飞兔走E wuf岳l拍ZOU 指日月运行，形容光

阴过得快（古代传说目中有三足乌，月中有玉
兔）。

E乌龟E wugul 画＠爬行动物，体扁，有硬甲，
长圆形，背部隆起，黑褐色，有花纹，趾有睽，能
游泳，头尾四肢能缩入壳内。生活在河流、湖
泊里，吃杂草或小动物。种类较多。龟甲可入

药。也叫金龟，俗称王八。＠讥称妻子有外
遇的人。

E乌合之众E WU』hezhlzhong 指无组织元纪律

的一群人（乌合：像乌鸦那样聚集）。

E乌黑E wuh岳I E园状态词。深黑：～的头发 1她
那一双大眼睛～发亮。

E乌呼】 wuhu 同“呜呼”①。

E乌金】 wujln IEl 0 指煤。＠中药上指墨。
E乌柏E wujiu 函落叶乔木，叶子略呈菱形，秋
天变红，花黄色，种子外面有白蜡层，用来制造
蜡烛等。叶子可以做黑色染料n 树皮、叶子都

可入药。
E乌拉l wula IEl 0 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
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
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服这些劳役的
人。｜｜也作乌喇。
另见 1392 页wu•la 。

E乌喇】 wula 同“乌拉气wula）。

E乌鲤l wulT IEJ 鱼，身体圆柱形，头扁，口大，有
齿，背部灰绿色，腹部灰白色，有黑色斑纹。性
凶猛，捕食小鱼、蛙等，对淡水养鱼业有害。通

称黑鱼。也叫乌鱼。
E乌亮】 wuliang E国状态词。又黑又亮z ～的

头发｜油井喷出～的石油。
E乌溜溜E wuliuliu （～的） [mi 状态词。＠形容

眼珠儿黑而灵活。＠形容黑而有光泽z ～的

大辫子。

E乌龙】 wul6ng ＜方〉圈。糊涂．司机一时～，
误把道路出口当作了入口。＠出差错的：

～球｜～事件。

E乌龙茶E wul6ngch6 圈半发酵的茶叶（茶叶

边沿发酵，中间不发酵），黑褐色。

E乌龙球l wul6ngqiu IEJ 足球等比赛中球员不

慎打进己方球门的球。

E乌梅E wumei 圈经过熏制的梅子，外面黑褐

主主上一wo I 1319 I 
色，有解热

E乌木E wumu 圈＠常绿乔木，叶子椭圆形，
花淡黄色。果实球形，红黄色。木材黑色，致

密，用来制造精致的器具和工艺品。生长在热
带地区。＠这种植物的木材。＠泛指质硬而
重的黑色木材。

E乌七八糟】（污七八糟） wuqlbazao 十分杂乱；
乱七八糟。

E乌纱】 wusha 圈乌纱帽。

E乌纱帽E wushamao 圈纱帽。借指官职。

也叫乌纱。
E乌塌菜l wutacai 圈二年生草本植物，植株

矮，叶子椭圆形，浓绿色，叶面皱缩，有光泽，贴

地面生长。是常见蔬菜。也叫塌棵菜。

E乌涂E wu•tu 回＠水不凉也不热（多表示不

满意）＝～水不好喝。＠不爽利；不干脆。｜｜
也作兀秃。

E乌托邦】 wutuobang 圈原为英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莫尔（ Thomas More）所著书名的简
称，作者在书里描写了1t!i.E斤想象的实行公有制
的理想社会，并把这种社会叫作“乌托邦”，意
即没有的地方。后来泛指不能实现的愿望、计
划等。〔新拉 Utopia]

E乌鸦E wuya 圈鸟，嘴大而直，全身羽毛黑色，

翅膀有绿光。多群居在树林中或田野间，吃谷

物、果实、昆虫等。有的地区叫老鹊、老鸦。
E乌鸦嘴E wuyazuT IEJ 指说不吉利话的嘴或

人z 闭上你这张～。
E乌烟痒气】 wuyan-zhangqi 形容环境嘈杂、

秩序混乱或社会黑暗。
E乌药】 wuyaa 函＠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椭圆形，中间有三条明显的叶脉，花小，黄绿

色，果实黑色。根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根。
E乌油油l wuy6uy6u （口语中也读 wuyδu

you) ＜～的）圈状态词。形容黑而润泽z ～

的头发｜土壤～的，十分肥沃。
E乌有】 wuy凸u ＜书〉圈虚幻；不存在：子虚～｜

化为～。参看 1734 页【子虚］ o

E乌鱼E wuyu IEl 乌鳝。

E乌鱼蛋E wuyudan 画作为食品的乌贼的缠

卵腺（一对椭圆形的腺体，在卵巢的腹面，能分
泌教液，使卵结成块状），可以做羹。

E乌云l wuyun 圈＠黑云z ～翻滚。＠比喻

黑暗或恶劣的形势2 战争的～。＠比喻妇女
的黑发z ～垂肩。

E乌跚 wuzei IEl 软体动物，身体椭圆形而扁

平，苍白色，有浓淡不均的黑斑，头部有一对大

眼，口的四周有十只腕足，腕足内侧有吸盘，体
内有囊状物能分泌黑色液体，遇到危险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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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掩护自己逃跑。也作乌例。俗称墨鱼或 I ［巫术】 wOshu 睛巫师使用的法术。

」！~！0ozei 同哺，。 ｜呜（喝）立1雪咒：：；飞：：~
E乌孜别克族l wozibiekezu 圈我国少数民族｜ 轮船上的汽笛～～地直叫。 8 CWO）圈姓。
之一，分布在新疆。 I ［呜呼E wOhO 0 ＜书〉圃表示叹息g ～哀哉。
斗二美 wO 〈书〉＠瓦工用的抹子。＠｜ 也作乌呼、於乎、於戏。＠圈指死亡z 一命～。
工亏（咋亏）抹灰；粉刷。 I ［呜呼哀哉E wOhO-aizai 旧时祭文中常用的感
E均工E wOgong 圈瓦工①的旧称。 | 叹用语，现在借指死了或完蛋了（含诙谐意）。
白陀 WO 圈姓。 I E呜H因E wove 匾。低声哭泣。＠（流水、丝竹
与怜（郎） I 等）发出凄切的声音：山泉～。
予主 wo 0 浑浊的水，泛指｜亡人 wo （书） rnID 表示感叹。

三三污（呀、将）脏东西2 粪～｜血～｜去～｜及另见 1594 页川597 页 vu 。
主E 粉。＠脏z ～水 l ～泥｜～名（坏名声）。＠不 I~乎E wOhO 同“呜呼”①。
罢王三E 廉洁z 贪官～吏。＠弄脏z 站～｜～辱｜～染。 I rn戏E wOhO 同“呜呼”①。

E污点E wOdian 圈＠人身上或物体上沾染的｜股苑E wOtu 圈古代楚人称虎。
斑点状的污垢。＠比喻不光彩的事情·那个｜丘白 kJ- WO 圈金属元素，符号W。灰黑
人历史上有～。 ｜宇~Cm~）色，质硬而脆，耐高温。用来制合

E污垢】 wogou ~积在人身上或物体上的脏｜ 金钢和灯丝等。

东西。 I ［鸽丝】 wOsi 圈鸽经过高温冶炼后抽成的丝，
E污痕】 wOhen 圈污秽的痕迹z 斑斑～。 | 可以做电灯泡、电子管等里面的灯丝。
E污秽E wOhui 0 固不干净：～不堪｜～的语｜主d丈 wo （书〉＠低洼的地方：～池。＠掘
言。＠圈指不干净的东西。 I l 可成水池。

E污蔑E womie 匾。诬蔑。＠站将 ｜二百7 wo 捏造事实冤枉人·～良为盗。
E污泥浊水E wOni zhu6shuT 比喻落后、腐朽和｜四（翘）
反动的东西。

E污七八糟l wOqibazao 见 1379 页【乌七八

糟1。
E污染l wOran 画有害物质混入空气、土壤、水

源等而造成危害z ～水质｜大气～0精神～。
E污染源】 woranyuan 圈造成环境污染的东
西；产生污染物的根源：加快治理～，使湖水

还清。
E污辱E wor心圈＠侮辱。＠站污。
E污水】 wOshuT 圈脏水，特指因被污染而不符
合卫生标准的水。

E污损E wOsOn 圈污秽破损；沾污损害 z 图书
～严重｜重塑被～的雕像。

E污物］ wowu [BJ 脏东西 z 清除～。

E污言秽语E wOyan-huiy心下流的话；脏话。
E污浊E w0zhu6 0 圈（水、空气等）不干净；7昆

浊z ～的水不能饮用。＠圈脏东西z 洗去身
上的～。

E污渍E wOzi 圈附着在物体上的油泥等。

那 wo 0 指巫师、姐：小～见大～。＠
CT二（WO）圈姓。

E巫婆E wop6 ~昌女巫。
E巫神E wushen 画巫师。

E巫师E wOshi [BJ 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
的人（多指男巫）。

E诬告E wOgao 画元中生有地控告别人有犯

罪行为。

E诬害］ wOhai 圈捏造事实来陷害2 ～忠良。

E诬赖E wOlai 画毫无根据地说别人做了坏事

或说了坏话：～好人。

E诬蔑l worn ie [;!j] 捏造事实败坏别人的名誉z

造谣～。

E诬枉E wow凸ng 圈诬蔑冤枉z ～忠良。

E诬陷E wOxian 圈诬告陷害z 遭人～。

Z诬栽E wozai 圈栽赃陷害：预谋～｜～于人。

屋 wo [BJ 0 房子：房～｜～顶｜茅草～。＠
屋子：里～｜堂～｜一问～住四个人。＠

CWO）姓。

E屋顶花园】 wodTng huayuan 房屋（多为楼

房）顶上布置花木等供人游玩和休息的场所。

E屋脊l wOjT [BJ 屋顶中间高起的部分。青藏高
原号称世界的～。（图见370 页“房子”

E屋架】 wOjia 圈承载屋面的构件，多用木料、

钢材或钢筋混凝土等制成，有三角形、梯形、拱
形等多种形状。

E屋里的l wO• li•de 〈方〉圈屋里人。
E屋里人l wO· liren ＜方） [BJ 妻子。也说屋里

的。
E屋面】 wOmian [BJ 屋顶部分的遮盖物。
E屋上架屋】 woshang-i iawo 比喻机构或结构



重叠，也比喻不必要的重复。

E屋檐】 wuyan 圈房檐。
E屋宇E wuyu ＜书〉圈房屋：锣鼓喧天，声震

~ 。

E屋子E wu·zi 圈房间：一间～。

召11 WU 〈书〉＠同“乌2”。＠回到表
~（恶）示惊讶：～，是何言也（啊，这是什
么话）！

另见 340 页吕； 341 页七 1395 页 WLio

, 
WU ()() 

元 L WU 0 圈没有（跟γ相对）＝
（氟）从～到有｜～产阶级｜～家可归 i～

言以对l有则改之，～则加勉。＠不：～论｜～
须。＠自虽不论：事～大小，都有人负责。。

〈书〉同“毋”①。 0 (Wu）圈姓。
另见 918 页 m6o

E元比】 wubl 画没有别的能够相比（多用于好

的方面）：威力～｜～强大｜～幸运 l英勇～。

E元边l wubiiin lWJ 没有边际z 一望～的大草

原！苦海～，回头是岸。
E无病呻吟E wubing-shenyin 比喻没有值得忧

虑的事情却长吁短叹，也比喻文艺作品缺乏真

情实感，矫揉造作。
E无补l wubu lWJ 没有益处：于事～｜空谈～于
实际。

E无不】 wubu 画没有一个不，表示没有例外·

～为之感动。
E无产阶级】 wuch凸n j i岳ji 工人阶级，也泛指不

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
E无产阶级革命】 wuct咱n j i岳Ji gaming 社会
主义革命。

E无产阶级专政E wuch凸n j i岳Ji zhuanzheng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

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的新型国家
政权。专政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外部敌人的颠

覆和侵略，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
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并过渡
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夺取及建立国家政权
的形式、道路、任务等都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

E无产者E wuch凸nzh岳圈资本主义社会中不
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

人。

E无常E wuchang 0 ［量时常变化；变化不定：
反复～｜这里气候变化～。$ CWuch6ng）圈

鬼名，迷信的人认为人将死时有“无常鬼”来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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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现婉辞，指人死 z 一旦～万事休。

E无偿】 wuchang 圈属性词。不要代价的；没

有报酬的s ～援助｜～献血｜提供～的法律服

务。
E元成E wucheng ［虽没有做成；没有成就：一
事～｜毕生～o

E无耻】 wuchl E固不顾羞耻，不知羞耻：卑鄙

～l～吹捧｜～之尤（最无耻的）。
E无出其右E wuchuqiy。u 没有人能超过他（古

人以右为尊） 0
E无从l wuc6ng 圃没有门径或找不到头绪

（做某件事）：～入手！～查考｜心中千言万语，一二三三
时～说起。 三辈辈

E元大元；J\] wuda-wuxi凸口。不论大的或小

的。也说无小元大。＠没大没小。
E无党派人士E wudangpai r·岳阳hi 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一般指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也
称社会贤达。现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

有贡献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
子。

E元敌l wudi lWJ 没有对于：所向～｜～于天下。

E无底洞E wudTdong 圈永远填不满的洞，比

喻永远难以满足的欲望、要求等z 贪欲是个～。
E元地自容E wudi-z i r6ng 没有地方可以让自

己藏起来，形容十分羞惭。
E无的放矢】 wudi- fang sh T 没有箭靶乱射箭，
比喻言语、行动没有明确目标或不切合实际。

E元定形物l wudingxingwu 圈非晶体。

E无动于衷］（元动于中） wudongyuzh6ng 心

里一点儿不受感动；一点儿也不动心。指对令
人感动或应该关注的事情毫无反应或漠不关
心·面对此情此景，他居然～。

E无独有偶E wudu-yδu ’ OU 虽然罕见，但是不
只一个，还有一个可以成对儿（多用于贬义）。

E元度l wudu 圈没有限度；没有节制z 挥霍

～｜荒淫～。
E元端l wudu归国没有来由地；无缘无故地z

～生事｜～受过。

E无恶不作E w白’岳－buzuo 没有哪样坏事不干，
形容人极坏。

E无法】 wuf凸画没有办法：～可想｜这问题是

难处理，但还不是～解决。

E无法无天E wufa-wutian 无视法纪和天理，形

容人毫无顾忌地胡作非为。

E元方l wufang 画不得法（跟“有方”相对）：

经营～l治家～。
E无妨】 wuf白ng 0 圈没有妨碍；没有关系2

有些问题谈谈也～。＠画不妨：有意见～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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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元纺布】 wufangbu 圈一种以纺织纤维为原
料，外观和用途相当于布匹的片状物，因不经
过一般的纺织过程，而通过机械或化学方法使
纤维教结得名。无纺布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

工农业、交通、医疗卫生、航空航天等领域。
E无非l wuf岳i 圃只；不外乎（多指把事情往小

里或轻里说）：院子里种的～是凤仙花和鸡冠

花｜我～是想给他提个醒罢了。

E元奴lJ wuf岳ng 圈气象学上旧指 0 级风。参
看 389 页【风级lo

E无风不起浪E wuf岳ng bu qT lang 比喻事出

三三三 有因。
主. [7C干l wugan 画没有关系；不相干：这是我
＝＝言 的错儿，跟别人～。

E元告l wugao ＜书〉＠画有痛苦而无处诉
说z 穷苦～的老人。＠画有痛苦而无处诉说

的人＝哀怜～。
E无功受禄E wugong毛hOL』｜山没有功劳而得到

傣禄，泛指没出力而接受报酬。

E元辜E wugu 0 回没有罪z ～平民｜事实证明

那个人是～的。＠固没有罪的人：株连～｜不

可滥杀～。
E元故E wugu 圃没有缘故2 ～缺席｜不得～迟

到。
E无怪E wuguai 圃表示明白了原因，对下文所

说的情况就不觉得奇怪：原来炉子灭了，～屋

里这么冷。也说元怪乎。
E无怪乎】 wuguaihu l国元怪。

E元关E wuguan l1l!ll 没有关系；不牵涉：此事跟

他～｜～紧要｜～大局。
E无关宏旨E wuguan-h6ngzhT 不涉及主旨，指

意义不大或关系不大。
E无关痛痒E wuguan-tongy凸ng 指与本身利害

元关或无足轻重。

E无轨电车E wuguT-dianch岳电车的一种，像汽
车那样不在轨道上行驶。

E无何E wuhe （书〉圃没多久z ～，风停雨住。
E元后坐力炮】 wuhouzuolipao IEl 无坐力炮。

E元花果】 wuhuaguo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
木，叶子大，卵形，掌状分裂。花淡红色，生在
花托内，外面不易看见，所以叫元花果。果实

由肉质的花托形成，扁球形或卵形，味甜，可以

吃，也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

E无华l wuhua 画没有华丽的色彩2 质朴～。

E无悔l wuhu T l1l!lJ 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不后

悔·无怨～｜虽然屡遭挫折，他对自己的选择却
丝毫～。

E无机J wujl I!回属性词。原来指跟非生物体
有关的或从非生物体来的（物质），现在指除碳

酸盐和碳的氧化物等简单的含碳化合物之外，
不含碳原子的（物质）．～盐｜～肥料｜～化学。

【无机肥料】 wujl feiliao 不含有机物质的肥

料，如硫酸钱、过磷酸钙等。
E无机化合物】 wujl huahewu 通常指不含碳

元素的化合物，也包括碳酸盐和碳的氧化物等

简单的含碳化合物。

E无机化学E wujl huaxue 化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元素、单质和元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变
化、制备、用途等。

E无机可乘l wujl-k品cheng 无隙可乘。

E无机物l wujiwu IEl 单质和无机化合物的统

称。
E元稽E wuji 画元从查考；毫无根据z 荒诞

～｜～之谈。

E元及E wuji 画来不及2 后悔～。
E无疾而终】 wuji ’在rzhong O 没有病而去世，

指老年人自然死亡：老人活到九十多岁，～。
＠比喻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而终止，含

有不了了之的意思2 拖了两年，公司海外并购

的计划就这样～了。

【无几E wujT 圈没有多少；不多．寥寥～ i所剩

～｜两块试验田的产量相差～。

E元脊椎动物】 wujTzhul dongwu 体内没有脊

柱或脊索的动物。种类很多，包括原生动物、
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环
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棘皮动物等。

E无计可施】 wuji-1φshl 没有计谋可以施展，指
想不出对策，没有任何办法。

E无记名投票】 wujiming t6upiao 一种选举方

法，选举人在选票上不写自己的姓名。

E元际】 wuji 圃没有边际＝一望～｜无边～。
E无济于事l wujiyushi 对于事情没有什么帮
助；又才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E元价】 wujia ［司无法用价格衡量其价值，形

容极其珍贵z ～之宝｜诚信～。

E元价宝E wujiab总o 圈无价之宝。

E元价之宝E wujiazhlb凸o 指极珍贵的东西。

也说元价宝。

E无坚不摧l wujian bucul 没有任何坚固的东
西不能摧毁，形容力量强大。

E元间】 wujian （书〉圈。没有间隙：亲密～。

＠不间断：他每天早晨练太极拳．寒暑～。＠

不分别：～是非。

E无疆】 wujiang ［却没有止境；没有穷尽z 万寿

～（祝寿的话）。

E元尽E wujin 画没有尽头；元穷 z ～的宝藏｜

感激～O
E无尽无休l wujin-wuxiu 没完没了（含厌恶



意）：就这么～地争执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

也说无止无休。
E无精打采E wujlng-dacai 没精打采。

E无拘无束】 wuju-wushu 不受任何约束，形容

自由自在。
E无可非议】 wulφf岳iyi 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表示言行合乎情理。
E无可奉告E wukefenggao 没有付么可以告知
的（拒绝回答问题的婉辞，多用于外交或公众

场合） ：事关机密，～。
E无可厚非E wukehou耐不可过分指摘，表示

虽有缺点，但是可以理解或原谅。也说未可厚
非。

E无可奈何l wulφnaihe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可想。
E无可无不可】 WU k岳 wu bu K岳怎么样都行，
表示没有一定的选择。

E无孔不入】 wuk凸ng-buru 是空隙就钻进去，

比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多指做坏事）。
E无愧E wukui 国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地方g

问心～l 当之～。

E无赖E wulai 0 圈放刁撤泼，蛮不讲理z 耍
～｜～行径。＠圈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

E无厘头E wulit6u （方〉圈指言语、行为等没
有来由或没有意义，让人莫名其妙：他专爱讲
些～的话。

E元理l wull 圈没有道理z ～强辩｜～取闹。
E无理取闹E wuli q心nao 毫无理由地跟人吵
闹；故意捣乱。

E无理式l wulishi 圈有开方运算，而且被开方

数含有字母的代数式。如p可了， :rx丁言。
E无理数E wulishu 圈元限不循环小数。如

/2、江、3.141 5926······ 。
E无力E wuli ［盈。没有气力·四肢～。＠没
有能力z 领导软弱～｜这问题事关全厂，我们车

间～解决。
E元良E wuliang 但属性词。没有良心或道德

的z ～商家l～文人。
E无量E wuliang 圈没有限量；没有止境：财富
～｜前途～ l功德～。

E无聊l wuliao 圈＠由于清闲而烦闷z 他一
闲下来，便感到～。＠（言谈、行动等）没有意
义而使人讨厌2 老谈吃穿，太～了。

E无聊赖E W \:“ iaolai ＜书〉没有凭借或依赖，指
十分无聊或潦倒失意。参看到页I百无聊赖lo

E元论E wulun ll!I 表示在任何条件下结果都不

会改变z ～任务怎么艰巨，也要把它完成 1～他

说的对不对，总应该让人把话说完。

E无论如何E wulun-ruhe 不管怎么样，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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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条件怎样变化，其结果始终不变z ～也要完

成任务｜这次赈灾义演我～得参加。
E无米之炊E wumizhlchul 见 1053 页1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lo

E无冕之王l wum的nzhlwang 指没有权威的

名义而影响、作用极大的人，现多指新闻记者。
E无名】 wuming F回属性词。＠没有名称的z

～肿毒。＠姓名不为世人所知的2 ～英雄｜～
小辈。＠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无缘无故的（多
指不愉快的事情或情绪）：～损失｜～的恐惧。

E无名火E wuminghu凸~说不出来由的怒火。

E无名氏E wumingshi 圈不愿说出姓名或查三三姜
不出姓名的人。 雪辈辈

E无名帖l wumingti邑（～儿）［名］为了攻击或恐＝二

吓别人而写的不具名的中占儿。
E无名小卒l wuming xi凸ozu 比喻没有名气的

人（含轻蔑意，也用作谦辞）。
E无名英雄】 wuming ylngxi6ng 姓名不为世

人所知的英雄人物。
E无名指E wumingzhi IEl 环指的通称。
E元名肿毒】 wuming zhongdu 中医指既不像
瘟，又不像痴，也不像疗的毒疮。

E元明火E wuminghu凸圈怒火（无明：佛典中

指“痴’？或“愚昧”）：～起（发怒）。
E元乃】 wun凸 i （书〉画用于反问句中，表示不
以为然的意思，跟“岂不是”相近，｛El_语气比较
和缓z ～不可乎？

E无奈l wunai 0 画无可奈何＝出于～｜万般
～。＠画用在转折句的开头，表示由于某种

原因，不能实现上文所说的意图，有“可惜”的
意思：星期天我们本想去郊游，～天不作美下
起雨来，只好作罢了。

E无奈何E wunaihe 0 ( wunδi11 he＞表示对人
或事没有办法，不能把……怎么样2 敌人无奈

他何。＠无可奈何z ～只得再去一趟。
E元盲目 wuneng 圈没有能力；不能干什么 z 软

弱～｜腐败～｜～之辈。
E无能为力E wunengweili 用不上力量；没有能

力或能力达不到。
E无宁】 wuning 见 1386 页【毋宁1。

E元期E wuql 0 （书〉画没有确切的日期，表
示不知道什么时候z 遥遥～。＠巨型指元期徒

刑：他被判了～。
E无期徒刑l wuql tuxing 剥夺犯人终身自由
并强制其劳动的刑罚。

E无奇不有E wuqi-buyou 什么稀奇的事物都

有。
E元lltrl wuqian 圈。元敌；无与相比z 一往

～。＠过去没有过g空前z 成绩～｜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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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元情E wuqing 圈＠没有感情＝冷酷～。＠

不留情z 翻脸～｜水火～｜事实是～的。
E元穷E wuqi6ng 圈没有穷尽；没有限度3 言

有尽而意～｜群众的智慧是～的。
E无穷大】 wuqi6ngda 圈一个变量在变化过

程中，绝对值永远大于任意大的已定正数，这
个变量叫作无穷大，用符号∞表示。如 2＂，在

n 取值 1 、2 、3 、4……的变化过程中就是无穷

大。
E元穷小】 wuqi6ngxi凸。但］ 个变量在变化

过程中，绝对值永远小于任意小的己定正数，

即以零为极限的变量，叫作元穷小。如去，在
n取值 1 、2 、 3,4……的变化过程中就是无穷

【无缺】 wuqu岳［哥（器物等）没有残缺，没有缺

陷：完好～｜完美～。
E元任） wuren ＜书〉圈非常，十分（用于“感激、

欢迎”等）。
E无日E wuri 画＠没有哪一天，用在“不”前，

合起来表示“夭夭都……飞出差期间，他～不

惦念着卧病在床的母亲。＠〈书〉没有那么一

天2 相见～G

E元如） wuru 庄重无奈②g 昨天本想去拜访他，

～天色太晚了。

E无伤大雅】 wushang-day凸

妨害。

对主要方面没有

E元上E wushang ~最高·至高～｜～光荣。

E无神论】 wushenlun 圈否定鬼神迷信和宗教
信仰的学说。

E无声】 wush岳『19

语言。

[Zi!JJ 没有声音：悄然～｜～的

E无声片JL) wushengpianr （口〉圈无声片。
E无声片】 wush岳ngpian 晦只有形象没有声

音的影片。也叫默片。
E无声无息】 wush岳『ig-wuxl 没有声音和气息，

形容没有动静或没有什么影响、作为：作品发

表后～，没有任何反响。

E无声无臭） wush岳ng-wuxiu 没有声音，没有

气味，形容人没有名声或事情没有消息。
E元绳电话E wusheng-dianhua 电话机的一
种，分为主机和副机两部分，主机与电话线相
接，副机和主机之间没有电话线相连。打电话
时，副机可以离开主机一段距离移动通话。

E无师自通】 wushl zitang 没有老师传授指
导，靠自己学习钻研而通晓（某种知识技能）。

E无时无刻E wushi-wuke 没有哪时刻，用在

“不’嚼，合起来表示“时时刻刻都……”：我们

～不在想念着你。

E无事不登三宝殿E wu shi bu deng sanb凸0-
di an 指没事不上门（三宝殿：指佛殿）：他是

～，今天来，一定有原因。

E无事生非】 wushi-sh岳ngf岳i

故意制造纠纷。
本来没有问题而

E无视E wushi f割不放在眼里；不认真对待；漠

视z ～现实｜～法纪｜～群众的利益。

E无数） wushu 0 圈难以计数，形容极多z 死

伤～。＠画不知道底细：心中～O
Z无双】 wushuang ［到独一无二z 盖世～。

E元霜期】 wushuangql [El 每年从终霜起到初

霜止的时期，是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季节。

E无私】 wusl E固不自私：大公～｜铁面～｜～的

援助。
E元私有弊】 wusl-youbi 指虽然没有私弊，但

因处于嫌疑之地，容易使人猜疑。

E元损】 wus心n 画画。没有损害：争论～于友

谊。＠没有损坏：完好～。
E无所不为E WUSl』凸buwei 没有什么不干的，

指什么坏事都干。
E无所不用其极E WU SU凸 bu yang qi ji 
坏事时任何极端的子段都使得出来。

指做

E无所不在】 wusuobuzai 到处都存在；到处都

有·矛盾的斗争～o
E无所不至】 wusuobuzhi 0 没有达不到的地

方：细菌的活动范围极广，～。＠指凡能做的

都做到了（用于坏事）：威胁利诱，～｜摧残镇

压，～。

E无所措手足】 WU SU凸 cuo sh凸u zu 
知放在哪里，形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手脚不

E无所事事E WUSl』oshishi 没有什么事可傲，指

闲着什么事也不干。
E无所适从） wusuoshic6ng 
不知按哪个办法做才好。

不知道依从谁好；

E元所谓】 wusuowei 圈。说不上：我只是来

谈体会，～报告。＠不在乎；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去还是明天去，我是～的｜大家都替他着

急，而他自己倒好像～似的。
E无所用心E wusu的。ngxln 不动脑子，对什么

事情都不关心：饱食终日，～。

E无所作为） wusu凸zuowei 不去努力做出成

绩或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E无题】 wuti ~］诗文等有用“元题”做题目的，

表示没有适当的题目可标或者不愿意标题目。
E无条件J wutiaojian I到没有任何条件3不提

出任何条件：～服从｜～投降。
E无条件反射E wutiaojian f凸nshe 非条件反

射。
E无头案） wut6u ’ an 直没有线索可寻的案件



或事情。
E元头告示】 wut6ugao· shi 用意不明的文告。
也指不得要领的官样文章。

E无往不利】 wuw凸ng-buli 不论到哪里，没有
不顺利的，指在各处都行得通，办得成。

E元往不胜】 wuw凸ng-busheng 不论到哪里，
没有不胜的，指在各处都能成功。

E无妄之灾】 wuwangzhlzai 平白无故受到的

损害。
E无望l wuwang 画没有希望：事情已经～ 1
连输三场，卫冕～。

E范微不至】 wuw岳i-buzhl 没有一个细微的地

方没有考虑到，形容待人非常细心周到。
E元为l wuwei I面＠顺其自然，不必有所作
为，是古代道家的一种处世态度和政治思想＝
～而治。＠没有作为z 碌碌～。

E无味l wuwei 0 圈没有滋味：食之～，弃之

可惜。＠圃没有趣味z 枯燥～o
E无畏E wuwei E回没有畏惧；不知害怕 g 无私

～｜～的英雄气概。

E元谓E wuwei 圈没有意义；毫无价值：不做

～的争论。
E无…元…】 wu···wu··· 0 分别用在两个意义

相同或相近的词或词素前面，强调没有：～影
～踪（没有踪影）｜～缘～故（没有缘故）｜～拳～
勇（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依～靠（没有依

靠）／～穷～尽（没有止境）。＠分别用在两个
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或词素前面，多表示应区
别而未区另lj ：～日～夜（不分白天黑夜）｜～贵
～贱（不分贵贱）｜～大～小（不分大小）。

E无物E wuwu E直没有东西；没有内容：眼空

～｜空洞～｜言之～。

E元误E wuwu 画没有差错z 核对～。
E无隙可乘】 wuxi-k邑cheng 没有空子可钻。也

说元懈可乘、无机可乘。
E无瑕E wuxia 画玉上没有瑕疵，比喻人或事
物没有缺点或污点，形容非常完美z 自壁～｜完

美～。
E无暇E wuxia 圃没有空闲的时间z ～过问｜～
顾及。

E无限E wuxian ［因没有穷尽；没有限量：前途

～光明。
E无限公司】 wuxian g6ngsl 无限责任公司。
E无限责任公司E wuxian zeren gongs！企业
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两个以上的股东组成。股

东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无限清偿责任。也叫

元限公司。
【元线E wuxian 圃属性词。没有导线连接的z

～通信 i～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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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无线电E wuxiandian IEl 0 用电波的振荡在
空中传送信号的技术。因为不用导线传送，所
以叫无线电。广泛应用在通信、广播、电视、远
距离控制、自动化、探测等方面。＠指无线电
广播或无线电收音机。

E无线电波E wuxian dianoo 元线电技术中使
用的电磁波，波长从0. 1毫米一－ 100 兆米以上。

可分为长波、中波、中短波、短波、微波等。
E无线通信E wuxian tongxin 一种通信方式，

利用无线电波在空间传输电信号，电信号可以
代表声音、文字、图像等。按照传输内容不同
可分为无线电话、无线电报、无线传真等。

E元小元大E wuxi凸o-wuda 见 1381 页【元大主量
无小］ o

E无效E wuxiao 画没有效力；没有效果＝过期

～｜医治～。
E无懈可乘】 wuxie-k岳cheng 无隙可乘。

E无懈可击E wuxie-k岳jl 没有漏洞可以被攻击

或挑剔，形容十分严密。

E无心l wuxln 0 f边没有心思：他心里有事，

～再看电影。＠画不是故意地g ～插柳柳成

行。

E元行】 wuxing （书〉画指没有善行，品行不
好。

E元形E wuxing 0 归属性词。不具备某种事
物的形式、名义而有类似作用的；感官不能感

觉到的z ～的物锁｜～的战线。＠圆无形中：

孩子总会～地受家庭的影响。
E无形损耗E wuxing s心nhao 指机器、设备等

固定资产由于科学技术进步而引起的贬值。
也叫精神损耗。

E无形之中E wuxingzhlzhong 无形中。

E无形中E wuxingzhong 画不知不觉的情况

下；耳丐具备名义而具有实质的情况下2 小张常

给他帮忙，～成了他的助手 l大家三三两两地交

谈着，～开起了小组会。也说无形之中。
E无形资产E wuxing zlchan 指不具有实物形

态的资产，如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跟“有
形资产”相对）。

E无性生殖E wuxing sh岳ngzhi 不经过雌雄两
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个生物体产生后代
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于包子生殖、出芽生殖和
分裂生殖。广义的无性生殖包括压条、嫁接
等。

E无须E wuxu 固不用；不必z ～操心［～大惊

小怪。也作元需。也说元须乎。
E无须乎】 wuxuhu 国无须。

E元需E wuxu 同“元须”。

E无烟E wuyan 圃属性词。＠禁止吸烟的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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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餐厅。＠不产生烟尘的；没有烟尘污
染的：～煤｜～工业｜创建～环境。

E无烟煤】 wuyan「nei IE 煤的→种，煤化程度

最高，黑色，质硬，燃烧时几乎没有烟。有的地

区叫石尧煤或白煤。

E元氧运动】 wuyang-yundong 在较高强度的

运动中，运动的耗氧量超过人体所摄入的氧，
消耗的主要是人体内的糖，这类运动叫元氧运

动。如 200 米、400 米跑等。
E元恙l wuyang ＜书〉圈没有疾病；没有受害g

安然～｜别来～？

- E无业E wuye ［司＠没有职业：～游民。＠没
三军E 有产业或财产：全然～。
三＝ E元遗E wuyi F动］没有遗留；一点儿不弟tl ：暴露

～ i地面上的建筑已被破坏～。
E元疑】 wuyi Q割没有疑问：确凿～。

E元已l wuyl （书〉圃没有休止z 有增～！苛责
~ 。

E无以复加l wuylfujia 达到极点，不可能再增

加。

E元艺l wuyi ＜书〉［司＠没有准则、法度：用人
～。＠没有限度：贪贿～。

E无异E wuyl 画没有不同；等同：夫妻吵架时

翻老账，～子火上浇油。
E无益】 wuyi 圈没有好处g 徒劳～！生气对身

体～。

E元意E wuyi 0 画没有做某种事的愿望：～
于此｜他既然～参加，你就不必勉强他了。＠

画不是故意地：挖地基时～地发现了一枚古

钱。
E元意识】 wuyi· shi 圃未加注意地；出于不知
不觉地：他说话时～地摆弄着手中的铅笔。

E无翼鸟E wuyini凸o 圈鸟，翅膀和尾巴都已退

化，嘴长，全身有灰色细长的绒毛，腿短而粗，
跑得很快。昼伏夜出，吃泥土中的昆虫。生活
在新西兰，是世界上稀有的鸟类。也叫鹉驼
Cyutu6）、几维鸟。

E元垠E wuyin ＜书〉画没有边际＝一望～｜～
的原野3

E无影灯E wuylngd岳ng 圈医院中进行外科手
术时用的照明灯。装有几个或十几个排列成
环形的特殊灯泡，灯光从不同位置通过滤色器
射向手术台，不会形成阴影。光线柔和而不炫

目。

E无庸E wuyong 见 1386 页1毋庸1。
E无用功E wuyonggong 圈＠机械克服额外
阻力（如起重机提起重物时起重机臂的重力以

及绳索和滑轮间的摩擦力）所做的功。＠指
花力气做的没有效果的事情z 拆了缝，缝了拆，

做了一上午的～。

【无由l wuy6u ＜书〉画无从：～相会，不胜惋
惜。

E无余】 wuyu ~没有剩余z 揭露～｜一览～。

E无与伦比l wuy心lunbl 没有能比得上的（多含

褒义）。
E元语】 wuy心［到元话可说，特指因无奈等而不

想说话：他的荒唐行为实在让人～。

E无援E wuyu6n 画没有援助：孤立～。

E无缘E wuyu6n 0 圈没有缘分：～得见。＠
圃元从z ～分辩。

E元源之水，无本之木】 wuyu6nzhlshul' wuben 
zhlmu 没有源头的水，没有根的树木，比喻没

有基础的事物。
E无怨元悔】 wuyuan-wuhul 既没有怨恨，也不

后悔。指心甘情愿地接受某种事实或结果。
E无政府主义E wuzhengf心 zh心yi 0 19 世纪

上半叶，以法国蒲鲁东、俄国巳枯宁等为代表
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否定在任何
历史条件下的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任何组织、
纪律和权威。曾译作安那其主义。＠指革命
队伍中，不服从组织纪律的思想和行为。

E元知】 wuzhl 11121 缺乏知识；不明事理z 年幼

～｜～妄说。
E无止无休】 wuzhl wuxiO 元尽无休。
E无中生有E wuzhongshengyou 把没有的说

成有，指凭空捏造。

E元着l wuzhu6 ［司没有着落z 衣食～｜研究经

费至今～。
E无足轻重E wuzu-qlngzhong 无关紧要。也

说元足重轻。

E无阻E wuzu I到没有阻碍z 畅行～｜风雨～。

E无罪推定E wuzui tulding 刑事被告人在没有
经过法院依法判决其有罪时应当被认定为无
罪的原则（跟“有罪推定”相对）。

E无坐力炮］ wuzuollpao 画射击时炮身不向

后坐的火炮，重量轻，射程较近，主要用来摧毁

近距离的装甲目标和火力点。也叫无后坐力
炮。

毋 WU 0 ＜书〉圃表示禁止或劝阻，相当于
“不要”：～妄言｜宁缺～滥。 0 (Wu）圈

姓。

cw宁亦无宁） wuning 圃常跟上文的“与其”

搭配使用，表示两相比较后，选择后者3不如2
与其把钱留给子孙，～捐作慈善基金。

CW.庸亦无庸） wuyong 圆元须：～讳言 l～置

疑。

芜 4 wu ＜书〉＠草长得多而乱 z 荒
（蕉）～。＠乱草丛生的地方2 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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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丛生的原野）。＠杂乱（多指文辞）：繁～｜～｜ 制造乐器和各种器具。种子可以吃，也可榨油
辞（繁杂的言辞）。 | 或入药。

E芜鄙E wubl （书〉圈（文章）杂乱浅陋。 ｜否由 WU 圈鸟，外形像麻雀，闭嘴时，
E芜秽E wuhul 圆形容乱草丛生z 荒凉～。 I~号（畴）上嘴的边缘不与下嘴的边缘紧密
E芜菁E w邮ng ［富＠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连接。雄鸟羽毛的颜色较鲜艳。吃种子和昆
物，块根肉质，白色或红色，扁球形或长形，叶｜ 虫。种类较多，如灰头鸡、黄眉鸡等。

4号；；~~£1!~~~~4~~~！！~ I 铝（铝）凯~（~：~~俨1
• j ing）。

E芜劣E wulie （书） l1l2J （文章）杂乱拙劣。
E芜杂E wuza ~回杂乱；没有条理：文章内容
～ l昔日～的荒园已经成了游览胜地。

二E WU 0 （书〉［国人称代词。我；我们（多
口做主语或定语）．～师！～国｜～日三省

( xlng）～身。 8 (Wu）［到姓。

E吾辈】 wubei （书〉固我们这些人。

E吾侨E wuchai （书〉固我们这些人。

吴 Wu 0 周朝国名，在今江苏南
c ：吴）部和浙江北部，后来扩展到淮河

流域。＠圈三国之一，公元 222 280 ，孙权

所建，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指

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圈姓。
E吴牛喘月】 wuniu-chu凸nyue 据说江浙一带
的水牛怕热，见到月亮就以为是太阳而发喘

（见于《世说新语·言语》）。比喻疑心遇到不利
的情况而害怕。

E吴侬软语】 wun6ng-ruany心指吴方言区的人
发音轻柔的方音（侬z此处指人）。

E吴语】 wuyu I萄汉语方言之一，分布于上海、

江苏东南部分和浙江大部分地区。
E吴莱英E wuzhuyu 圈落叶小乔木，羽状复
叶，小叶卵形或椭圆形，花小，臼绿色，果实紫

红色，可入药。
有V WU 部部c T6ngwu），地名，在山东。
口p

4号主 WU 见 1677 页【校捂1 。
3 口另见 1391 页 w心。

时有 WU 见 1543 页【咿唔lo

H口另见 931 页 n;947 页句。
『f『有 WU 用于地名 z 由司～（在江苏）。

”口
、、E Wu 活河
1口
T守主 WU 见 765 页【琅语］。
口

占守主 WU ＠指梧桐：碧～。 8 (Wu）圈姓。

I口
E梧桐E wut6ng 圈落叶乔木，叶子掌状分裂，

叶柄长，花黄绿色。木材臼色，质轻而坚韧，可

畏 WU 见下。

【虫吴蛤l wu•gong 圈节肢动物，身体长而扁，
头部金黄色，背部暗绿色，腹部黄褐色，头部有
鞭状触角，躯干由许多环节构成，每个环节有

一对足。第一对足呈钩状，有毒腺，能分泌毒
液。吃小昆虫。可入药。

臼石 WU 见下。

酬口
【自古鼠E wushu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松鼠，前后

肢之间有宽大的薄膜，尾长，背部褐色或灰黑
色。生活在高山树林中，能利用前后肢之间的
薄膜从高处向下滑翔，吃植物的皮、果实和昆
虫等。

II 

WU (><)

五1 w心＠理四加一后所得的数目。据
1219 页【数字lo 8 (Wu）圈姓。

五2 川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叫，乐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6”。

参看 448 页【工尺lo
【五爱】 wu'ai 圈我国提倡的公德，指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1982 年

以前“五爱”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护公共财物）。

【五倍子E w心beizl !Bl 寄生在盐肤木上的五倍
子甥虫剌激叶细胞而形成的虫攘，表面灰褐
色，含有草案酸。可入药，也用于染料、制革等工

业。也作五桔子。
E五桔子】 w心beizl 同“五倍子”。

E五彩E w心c凸i 圈原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
色，后泛指各种颜色2 ～缤纷。

【五彩缤纷】（五采缤纷） wuc凸i-blnf岳n 形容色

彩繁多而艳丽。

【五大发展理念J wu da fazhan llnian 指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
深化，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和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弓｜。



I 1388 I WU I 五

E五大三粗E wuda-sancu 形容人身体高大粗

壮；魁梧：小伙子～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E五1-tl w心 Dai C~ 唐代以后，后梁、后唐、后

晋、后汉、后周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时期，公
元 907 9600 

E五帝E Wu Di ［吕见 1122 页【三皇五帝l 0 

E五斗米道E WudoumTdao 圈道教的一派，东
汉末年张道陵所创，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而得

名。
E五毒l WU』du 圈。指蝠、蛇、娱蛤、壁虎、瞻蛛
五种动物。 l日俗端午节在床下墙角洒雄黄水

三三三 桂五毒。＠泛指各种坏习气、坏品行：此人～
辈辈俱全。

E五短身材l wuduan『shencai 指四肢和躯十

短小的身材。

E五方］ w心fang 函指东、西、南、北和中央，泛

指各地。
E五方杂处E w凸伯ng-zachu 从各个地方来的

人杂居在一地，形容某地的居民来源复杂。
E五分帘川 w心f岳nzhi 圈学校评定学生成绩的
一种记分方法。五分为最高成绩，兰分为及

格。

E五服E w心tu 圈古时丧服按跟死者关系的亲
疏分为五种，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
身五代，后来用出没出五服表示家族关系的远

近2 没出～ l 出了～的远房兄弟。
E五更l wug岳ng 圈＠旧时从黄昏到拂晓一夜

间分为五更，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指第五更＝起～，睡半夜。
E五古E w匈凸圈每句五字的古体诗。参看

466 页【古体诗1。
E五谷l wug心国五种谷物，古书中有不同的说

法，通常指稻、泰、穰、麦、豆，泛指粮食作物z ～

杂粮｜～丰登。
E五官E wuguan ~指耳、目、口、鼻、舌，通常指
脸上的器官z ～端正。

E五光十色E w心guang-shis岳形容色彩鲜艳，式

样繁多z 展品～，琳琅满目。
E五行八作E w凸hang-bazuo 泛指各种行业

（作z 作坊） 0
E五湖四海E w心hu-sih凸l 指全国各地。

E五花八门］ w心hua扣amen 形容花样繁多或

变幻多端。
E五花大绑E w凸hua-dab凸ng 绑人的一种方

法，用绳索套住脖子并绕到背后反剪两臂。
E五花JL] w心huar ＜方〉圈五花肉。
E五花肉E w心huarou 圈作为食物的肥瘦分层
相间的猪肉。有的地区叫五花儿。

E五环旗E W心huanqi 圈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会会旗，旗面白色，中央印有五个环环相套的
圆环，分别为蓝、黄、黑、绿、红五种颜色。

E五黄六月E w心huang-liuyue 指农历五月、六

月间天气炎热的时候。
E五荤】 wuhun 圈教徒禁止食用的五种有气

昧的蔬菜。佛教指大蒜、韭菜、菇（川自）、葱、兴
渠（根像萝卡，气味像蒜）。道教指韭菜、菇、大
蒜、芸墓、胡妄。

E五加E wujia 圈落叶灌木，叶柄长，掌状复叶，

小叶倒卵形，花黄绿色，果实球形，紫黑色。根
皮或树皮可入药，叫五加皮。

E五讲四美l wuji凸ng-sim岳i 我国人民在社会

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行为规范。“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
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
为美、环境美。

E五角大楼E W心j i凸o Dal6u 美国国防部的办

公大楼，在华盛顿，外形为五角形，常用作美国
国防部的代称。

E五金］ w心F『1 圈指金、银、铜、铁、锡，泛指金属

或金属制品：～商店｜小～。
E五经JW心 Jing 画指《易》、《书》、《诗》、《礼》、
《春秋》五种儒家经书。

E五绝】 w心jue IEJ 五言绝句。一首四句，每句
五个字。参看 714 页【绝句］。

E五劳七伤】（五痴七伤） wul6o-qlshang 中医
学上五劳指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劳损；七伤
指大饱伤牌，大怒气逆伤肝，强力举重、久坐湿
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
暑伤形，恐惧不节伤志。泛指身体虚弱多病。

E五雷轰顶E w心｜自i-hongdTng 比喻遭到巨大的

打击：他听到这话犹如～，一下子瘫坐在椅子
上。

E五里雾】 w心ITwu 圈据说东汉张楷“好道术，
能作五里雾气见于《后汉书·张楷传》），现在比

喻迷离恍惚、不明真相的境界：如堕～中。
E五敛子】 wulianzT I主l 阳桃。
E五粮液E w心liangye I写四川宜宾出产的一种

白酒，以高粱、糯米、大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

食为原料。

E五岭E Wu LTng 圈指越城岭、都庞岭、萌诸

岭、骑田岭、大庚岭，在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
广东北部交界处。

E五律E w心1u r组五言律诗。一首八句，每句五
个字。参看 853 页【律诗lo

E五伦l wulun 固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兄

弟、夫妇、朋友五种伦理关系。
E五马分尸E w心ma-f岳阳hi 车裂。

E五内］ w心nei （书〉画五脏，指内心z ～俱焚｜
铭感～。



E五内俱焚］ w心nei-jufen 五脏都好像被火烧

一样，形容内心极为焦虑。
E五日京兆E w心ri 『jlngzhao 两汉张敞为京兆

尹（官名），将被免官，有个下属知道了就不肯
为他办案子，对人说：“他不过再做五天的京兆
尹就是了，还能办什么案子”（见于《汉书·张敞
传》）。后来借指任职时间短或即将去职。

E五卅扫运动】 Wu-Sa Yundong 中国人民在共
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帝运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的资
本家枪杀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到公共
租界时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共产党领
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
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高潮。

E五色E wuse ~五彩：～斑斓｜～缤纷。
E五卡步笑百步E wushi bu xiao bai bu 战国
时候，孟子跟梁惠王谈话，打了一个比方，有两
个士兵从前线上败下来，－个退了五十步，另

一个退了一百步。退了五十步的就讥笑退了
一百步的，说他不中用。其实两个人都是在退

却，只是跑得远近不同罢了（见于《孟子·梁惠
王上》）。比喻自己跟别人有同样的缺点或错
误，只是程度上轻一些，却讥笑别人。

E五四青年节E WιSi Qlngnian Ji岳纪念五四
运动的节日。在五四运动中，我国青年充分显
示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力量。为了使青年继
承和发扬这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规定 5 月 4 日
为青年节。

E五四运动E Wu-Si Yundong 中国人民所进
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
动。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
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中国山东
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运动很快扩大到全
国。在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
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全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

备。
E五体投地】 w心tl-t6udi 指两手、两膝和头着
地，是佛教最恭敬的礼节，形容敬佩到了极点。

E五味E wuwei ~指甜、酸、苦、辣、威五种味
道，泛指各种味道。

E五昧杂陈E wuwei-zach制各种味道混杂在
一起，形容感受复杂而说不清．回忆往昔，真是

～，感慨万千。
E五线谱E w心xianpu 画在五条平行横线上标
记音符的乐谱。

E五香E wuxiiing 圈指花椒、八角茵香（大料）、
桂皮、丁香花蕾、菌香子五种调昧的香料z ～

豆。

E五星红旗E W心x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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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旗面红色，长方形，长和宽为兰与二之
比。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居
左g四星较小，环拱手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

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
E五刑E w心xing 画我国古代的五种主要刑罚，

在商、周时代指墨、割、制、宫、大辟，隋以后指
答、杖、徒、流、死。

E五行］ w心xing 圈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

质。我国古代思想家试图用这五种物质来说
明世界万物的起源。是道教教义理论的重要
内容。中医用五行来说明生理病理上的种种

现象。迷信的人用五行相生相克来推算人的玉二
命运。 主辜！

E五梗果E w心yaguo 圈＠常绿或落叶乔木，王三三

树皮红褐色，嫩校有绒毛，叶子革质，长圆或倒
卵形，果实球形，可以吃。生长在亚洲的热带
地区。＠这种植物的果实。

E五言诗E w心yanshl 圈每句五字的旧诗，有五

言古诗、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
E五颜六色E w凸yan-liuse 指各种颜色z ～的花

布｜～的彩旗。
E五→E W心－YI [El 五一劳动节的简称。
E五）国际劳动节E W心－YI Gu6ji Laodong Jie 
五一劳动节。

E五一劳动节E WιYT Laodong J ie 全世界劳
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 1886 年 5 月 1 日，

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
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
制。经过流血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889 年
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决
定 5 月 1 日为国际劳动节。简称’五一。也u4

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节。
E五音】 w的in 圈＠我国五声音阶上的五个

级，相当于现行简谱上的 1 、 2 、 3 、 5,6。古代
叫宫、商、角 C ju白、微C zhT）、羽。＠音韵学上

指五类声母在口腔中的五类发音部位，即喉
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

E五月节E W的ue Jie 圈端午。

E五岳】 W凸 Yue IEJ 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
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篱山，是我国历史上
的五大名山。

E五脏】 wuzang 函中医称心、肝、牌、肺、肾为

五脏。
E五指E wuzhl 圈子上的五个指头，就是拇指、

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E五中E wuzhong ＜书〉圈五脏，指内心 z 铭

感～O
E五协11 wuzhou 圈指亚洲、非洲、欧洲、美洲、
大洋洲，泛指全世界各地z ～四海。

E五子棋E wuzlqi IEl 一种棋类游戏，一般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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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子在围棋盘上对下，先把五个棋子连成一
条直线的为胜。

午 WU 0 固地支的第七位。据 421 页
I干支1。＠日中的时候；白天十二点：中

～1上～｜下～｜～饭｜～睡。
E午报］ w心boo !El 每天中午出版的报纸。

E午餐E wucan 圈午饭。
E午饭E wufan IE] 中午吃的饭。

E午后E wuhou f蜀中午过后z下午。

E午l可E w心jian !El 中午z ～休息｜～新闻。
E午觉E wujiao 圈午饭后短时间的睡眠z 睡

~ 。
E午前l wuqian 圈中午之前；上午。
E午时l wushi IE] 旧式计时法指上午十一点钟

到下午一点钟的时间。

E午睡］ w心shui O ［望午觉。＠擅自睡午觉：
大家都～了，说话请小声一些。

E午休E w以iu rntll 午间休息：照顾孩子～。
E午宴］ w的an 圈中午举行的宴会。
E午夜］ w凸ve 函半夜，夜里十二点钟前后。

伍 WU 0 古代军队的最小单位，但个人
I 编成，现在泛指军队z 队～｜入～｜行
Chang）～。＠同伙的人2 羞与为～。＠画
“五”的大写。参看 1219 页【数字1。 0 (Wu) 
固姓。

E伍的E w凸•de ＜方〉国等等；之类；什么的z

买个篮子，装点儿东西～｜书包里有铅笔、橡皮、
笔记本～。
于 w心。件作 8 (Wu）圈姓。

盯午作l wuzuo 圈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

的人。

二h千 WU ＜书〉＠遇见z 相～。＠违背；不顺

人L 从＝违～。

！无－ ' - W凸〈书〉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
（原）屋子， ff:~I 西～！廊～｜～下。

吕立士 Wu 沈水，水名，沉江的支流，上

况（瓶）源在贵州，叫湃阳河。
阮～ w心〈书〉＠爱怜。＠失意：～

（慎）然。
E忧然］ w心的n （书〉圆形容失望的样子z ～长

叹。

件 … w心不顺从；不和睦＇ ~:J!I 与人
（喃）无～。

E’件逆】 wuni l!l!il 不孝顺（父母） ：～不孝。

抚 川旧（嫌、 1娥）～
U无直属E w心mei ~形容女子、花木等姿态美好
可爱s ～多姿｜～动人。

二~1w心＠关于军事的（跟“文咱自对） :~ 
JJ=.飞4 器｜～装｜～力。＠关于技击的z ～术｜
～艺。＠勇猛；猛烈z 英～｜威～｜～火。＠
CWu）圈姓。

之~2w心〈书〉半步，泛指脚步：继～｜踵～。
JJ=.、 参看 115 页【步武］。

E武把子l wuba•zi 圈＠指戏曲中表演武打
的角色。＠把子2 0 

E武备】 w心bei ＜书〉［画指武装力量和武器装

备g国防建设z 有文事者必有～。
Z武昌起义E W心chang QTyi 1911 年在湖北武

昌举行的起义。参看 1457 页【辛亥革命1。
E武昌鱼E wuchangyu 圈团头筋。

E武场E wuchang 圈戏曲伴奏乐队中的打击

乐部分。
E武丑】 w凸chol』（～儿）圈戏曲中丑角的一种，

扮演有武艺而性格滑稽的人物，偏重武功。

E武－！Tl wud凸 IEl 戏曲、影视中用武术表演的

搏斗：～片｜～场面。
E武打片JL] wudapianr （口〉圈武打片。
E武打片E wudapian 圈功夫片。

E武旦E wudan 圈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有
武艺的妇女，偏重武功。

E武断E wuduan 0 圈只凭主观做判断：我对
此事知之不详，不敢～。 8~ 言行主观片面·

说话～｜这样做决定，未免太～了。＠〈书〉圈
妄以权势裁断曲直：～乡曲。

E武夫l wufu 圈＠有勇力的人z 赳赳～。＠

指军人z 一介～。
E武工］ w心gong 同“武功”③。

E武功】 w心gong IEl 0 ＜书〉指军事方面的功
绩s ～赫赫｜文治～。＠武术功夫：他练过～。
＠戏曲中的武术表演。也作武工。

E武官】 WU』guan 圈＠指军官。＠使馆的组

成人员之一，是本国军事主管部门向使馆驻在
国派遣的代表，同时也是外交代表在军事问题
上的顾问。

E武行】 w心hang 圈戏曲中专门表演武打的配
角，多出现在开打的场面里。

E武火］ w心hu凸圈烹饪时用的较猛的火。

E武将E w心jiang 圈指军官g将领。

E武警E w心jTng IEl 武装警察的简称。
E武库E w心ku IEl 储藏兵器的仓库。

E武力E w心Ii IEl 0 强暴的力量：教育孩子不能
用～。＠军事力量2 ～雄厚｜炫耀～。

E武林E w心lin 圈指武术界：～新秀｜～高手｜称
霸～。

E武庙E w心『niao IEJ 供奉关羽的庙，也指关羽、
岳飞合祀的庙。



E武器】 w问1 ~o 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
量和破坏敌方作战设施的器械、装置，如刀、
枪、火炮、导弹等。＠泛指进行斗争的工具：

思想～。
E武人E wuren [Bl 指军人。

E武生E wusheng 圈戏曲中生角的 J种，扮演

勇武的男子，偏重武功。

E武师E WL』shl ［吕对擅长武术的人的尊称。

E武士l wushi 圈＠古代守卫宫廷的卫兵。

＠有勇力的人。

E武士道E w心shidao ［组日本幕府时代武士遵
守的封建道德，内容是绝对效忠于封建主，甚
至不惜葬送身家性命。

E武术E wushu l萄打拳和使用刀枪剑棍等兵

器的技术，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E武松】 Wu Song f主］（〈水浒传》中人物之一，勇
武有力，曾徒手打死猛虎，→般把他当作英雄

好汉的典型。

E武戏E wuxi 圈以武功为主的戏（区别于“文
戏”） 0

E武侠E w以ia IBl 侠客＝～小说。
E武侠小说］ w以ia xi凸oshuo 主要写侠客、义

士行侠仗义故事的小说。
E武艺l wuyi ［宣武术上的本领z ～高强。

E武llR】 wuzhi 圈武官的职务。

E武装E w心zhuang 0 圈军事装备z ～力量｜

解除～。＠圈用武器来装备z 缴获的武器，

足够～我军两个师。用现代科学知识～头脑。
＠函用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军队：地方～。

Lit装部队E wuzhuang budui 军队。

E武装警察】 wuzhuang jingcha 0 国家武装
力量的一部分，担负守卫国家重要工矿、企业、

交通设施，维持治安，警备城市和保卫国家边
疆安全等任务。＠武装警察部队的士兵。！｜
简称武警。

E武装力量E wuzhuang liliang 国家的正规军
队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总称。

眸 w心〈书〉光明。

侮 WU 欺负；性欺～｜外～ l御～ l阳
可～。

E侮慢E w心man ~国欺侮轻慢2 肆意～o
E侮蔑E w凸mie 吕西l 轻视z轻蔑。
E侮辱E wuru [;JJ] 使对方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

蒙受耻辱2 ～人格！遭受～。

占9主 W 山 W凸阉遮盖住或封闭起来z ～
1首（＊揭）着嘴笑！放在罐子里～起来，免得
走味儿。

另见 1387 页 WU0

武阵侮捂梧成平赋舞 l WU 」」~」

【捂盖子l WU gai• zi 比喻掩盖矛盾，不让把问
题或坏人坏事揭发出来。

E括盘E w心11 pan E面］建成的商品房迟迟不卖

（等待高价时再卖）＝～惜售。
~1于 w心 〈书〉违背5不Ji厌从：抵～｜～意（违背
1 口心意）。

琪 w心见下。
(l武政E wufu ＜书〉画像玉的石块。也作赋
缺。

鹉」山 WU 见 15叫【鹦鹉1
（鹉）

赋 w心见下

E赋跃E w心fu 间“成珠”。

舞 WU 0 圈舞蹈①：芭蕾～｜跳了一个～。
＠舞蹈②；做出舞蹈的动作2 载歌载～｜

手～足蹈。眉飞色～。＠画拿着某种东西而

舞蹈：～剑｜～狮｜～龙灯。＠［盈挥舞z 手～

双刀。＠耍；玩弄z ～弊 l ～文弄墨。＠〈方〉

国搞；弄z 每家出个人，这事就～起来了。

E舞伴E wuban （～儿）圈跟自己一起跳交谊舞
的人。

【舞弊E w心bi l到用欺骗的方式做违法乱纪的
事情2 衔私～。

E舞步E wubu [g] 跳舞的步子：～轻盈。

E舞场】 wuch凸ng 圈营业性的供人跳交谊舞
等的场所。

E舞池】 wuchi 圈供跳交谊舞用的地方，多在

舞厅的中心，比休息的地方略低，所以叫舞池。
E舞蹈】 w心d凸0 0 圈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
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可以表现出人的生活、

思想和感情，一般用音乐伴奏。＠阉表演舞
蹈。

E舞动】 wudong 圈挥舞；摇摆z ～双刀｜柳枝
在春风中～O

G幸会E wuhui ~跳交谊舞的集会。
E舞剧E w心iu 圈主要用舞蹈来表现内容和情
节的戏剧。

E舞美］ w心m品i 圈＠舞台美术的简称：～设

计｜～艺术。＠从事舞台美术工作的人。

E舞迷E w心mi ~喜欢跳舞而入迷的人（多指
跳交谊舞）0

E舞弄E w心nong 圈＠挥舞耍弄p挥舞着手中

的东西玩JL ：～棍棒。＠〈方〉弄5搞：她想做
个鸡笼子，可是自己不会～。

E舞女E wunu 圈以伴人跳舞为职业的女子，一
般受舞场雇用。

E舞曲） w心q心 [El 配合舞蹈节奏的乐曲，多用来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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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舞蹈伴奏。

E舞台l wut6i 圈供演员表演的台子2 ～艺术｜

～生活。历史～｜政治～。

E舞台剧】 w心taiju 睛在舞台上表演的戏剧。

按内容可分为正剧、喜剧和悲剧；按形式可分
为话剧、歌剧、舞剧、哑剧和音乐剧等。

E舞台美术】 w心t6i m岳1shu 舞台上的造型艺
术。包括布景、道具、灯光、服装、化装等，用以
营造环境，烘托气氛，塑造人物形象等。简称
舞美O

B辈厅Jw心ting 圈＠专供跳舞用的大厅。＠

舞场。
三. E舞文弄法） w心wen-nongf凸舞文弄墨①。
士~ E舞文弄墨E w心wen-nongmo 0 歪曲法律条

文作弊。也说舞文弄法。＠玩弄文字技巧。
E舞星） w凸xing 圈著名的舞蹈演员。

E舞姿l wuzi 圈舞蹈的姿态z ～翩翩。

~ W心 j舞阳河＜ Wuy6ng H岳），水名，发源

f夕卒于贵州，流到湖南叫沈水。

、

WU (><)

兀 WU （书〉＠高高地突起z 突～。＠形
容山秃，泛指秃2 ～莺。

另见 1378 页 woo

[Jt傲l WU’ ao （书＞ Ifill 高傲＝负才～。
E兀莺E wujiu 圈鸟，身体很大，头部较小，嘴端

有钩，头和颈的羽毛稀少或全秃，翼长，视觉特
别敏锐。生活在高原山麓地区，是猛禽，主要
吃死尸。也叫兀鹰。

E兀立E wuli （书〉画室立z 巍然～｜危峰～o
[Jt枭E wunie 同“机限”。

E兀鹰E wuying 圈兀莺。

[Jt自E wuzi （方〉圈仍｜日；还是：想起方才的
噩梦，心头～突突地跳。
勿 WU 画表示禁止或劝阻，相当于“不要”

切～上当｜请～入内。

E勿谓言之不预E WU wei yon zhi bu yu 不要

说没有预先告知。表示有言在先。

芒， J- WU 见下。
土寺（局）另见 1379 页 woo
E乌拉E wu•lo 圈东北地区冬天穿的一种鞋，

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也作辄啦。
另见 1379 页 wOla 。

E乌拉草l wu•lacao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细长，花穗绿褐色。茎和叶子晒干捶软后，垫
在鞋或靴子里，可以保暖。主要生长在我国东

北地区。

叶子 WU !EO 夭干的第五位。参看 421 页
Aλ.,j [ F支）lo 8 (Wu）姓。
E戊戍变法】 Wuxo Bianf凸指 1898 年（农历戊

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

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
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

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
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
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遣捕杀
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
失败。也叫戊戌维新。旧称百日维新。

E戊戊维新E Wuxo Weixin 戊戌变法。

务中 WU 0 从事；致力＝～农｜～实｜
（荡）不～正业 i不v虚名。＠事情：事

～｜任～｜公～。 81日时收税的关卡（今只用于

地名） ：曹家～（在河北）｜商酒～（在河南）。＠
i画务必z ～须｜除恶～尽｜～请按时参加。＠
(Wu）画姓。

E务必E wubi 画必须g一定要：大家都希望听
你的学术报告，你～去讲一次。

E务工E wugong 自由从事工业或工程方面的工
作；做工o

E务农E wunong 画从事农业生产。

E务期l wuqi ~一定要z ～必克｜～有成。
E务求E wuqiu 圃必须要求（达到某种情况或

程度）：～善始善终｜～早日完成任务。

E务实E WI江shi 0 ( 11－）圈从事或讨论具体的

工作。＠圃讲究实际，不求浮华。

E务须】 wuxO [I]] 务必d、须z ～准时到达。

E务虚】 WU//XU ~就某项工作的政治、思想、
政策、理论方面进行研究讨论。

E务正E wuzheng ~从事正当的职业g做正当

的事情；走正路z 不～｜回心～。

肌 WU 见下。

E肌阻E wunie 同“机阻”。

抚 WU 0 （书〉撼动。＠〈方〉摇动；晃动2
～头｜台子有点儿～。

肌 WU （书〉形容峙。

ι白 WU ＠地势周围高而中

玛（塘、下自）央凹的地方z 山～。＠囚
面高而挡风的建筑物z 船～｜花～。＠〈书〉防

御用的建筑物，小型的城堡z 村～。

药1 川古书上指诸葛菜。

药2 WU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川。。
臼色片状晶体，不纯时有荧光，存在于煤

焦泊中。用来制染料、杀虫剂和药物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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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WU 析。

E杭凳） wudeng 〔～JL) ［名l 机子。

E杭F里】 wuni岳〈书〉圃（局势、局面

安定。也作肌阻、兀泉。
E机子） wu• zi ！每凳子（多指矮小的）。

物 WU 0 东西；事物＇ ;ti~ I 货～｜～质｜～
尽其用｜～美价廉。＠指自己以外的人或

跟自己相对的环境．～议｜～我两忘｜待人接

～。＠内容；实质：言之有～｜空洞无～。。

CW心）圈姓。
E物产E wuchan ~夭然出产和人工制造的物
品：我国疆域广大，～丰富。

E物阜民丰】 wufu-minf岳ng 物产丰富，人民生

活富足。
E物故E wugu （书〉画去世。
E物耗） wuhoo 圈物资消耗z 降低～ l 革新工

艺，减少～。
E物候】 wuhou 圈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植物
的发芽、开花、结实，候鸟的迁徙，某些动物的
冬眠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

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
E物化） wuhuo 圈＠〈书〉去世。＠指把思想

观念显现在物质层面上＝奉献爱心，不能只～

为捐款。
E物化劳动】 wuhuo laodong 经济学上指凝结
或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跟“活劳动”相对）。

也叫死劳动。
E物换星移】 wuhuon-xlngyi 景物改变了，星辰

的位置也移动了，指节令变化，时间推移。也
说星移物换、物转星移。

E物极必反】 wuji-bifan 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
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E物价E wujio 圈商品的价格：～稳定｜～波
动｜哄抬～。

E物价指数］ wujio zhishu 用某一时期的物价
平均数作为基数，把另一时期的物价平均数跟
它相比，所得的百分数就是后一时期的物价指
数，可以用它来衡量物价总水平变动的情况。

E物件】 wujion 圈泛指成件的东西才WJ品：小

～｜稀罕～。

E物竞天择】 wujing-tionze 生物在进化过程
中，相互竞争，通过自然选择，能够适应的生存
下来。后也指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规律。

E物镜E wujing 圈显微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

上对着被观察物体的透镜或透镜组。
E物理） WI与IT ~0 事物的内在规律s事物的道

理z 人情～。＠物理学。

机物｜ WU I 1393 I 

E物理变化E wull bianhua 物质变化中只是改

变形态而没有生成其他物质的变化，如汽油挥
发、蜡受热熔化等。发生物理变化时，物质的
组成和化学性质都不改变。

E物理量】 wullliang ~量度物质的属性和描

述其运动状态时所用的各种量值，如质量、速
度、时间、温支、功、能、电压、电流等。

E物理疗法】 wulT liaof凸 一种治疗方法，利用

光、电、热泥、热蜡、不同温度的水或器械等刺
激人体，通过神经反射对全身起作用，达到治
疗目的。简称理疗。

E物理’性质E wulT xingzhi 物质不需要发生化~
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如状态、颜色、气雪噩
味、密1豆

E物理学】 WLIITXL』e 圈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
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包括力学、声学、
热学、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

E物理诊断E wulT zh品nduan 西医诊断疾病的
方法，如观察病人的面色、表情和发育情况，用
听诊器日斤病人心、肺的声音，用手指敲或按病
人的胸腹部，用小槌敲病人的肘、膝等关节。

E物力E wuli ~可供使用的物资z 爱情人力
～，避免滥用和浪费。

E物联网E wulianwang ~物与物相连的互联
网。通过射频识别技术和信息传感设备（红外
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按照
约定的协议，将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
物品的自动识别、跟踪、管理以及信息交换等。

E物料E wuliao 圈物品和材料。生产领域特
指最终产品之外的，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一切

材料：～配送l 节约～。
E物流】 wuliu ~产品从供应地到接受地的流

动转移。一般经过包装、运输、存储、养护、流
通加工、信息处理等环节 z ～业｜～中心。

E物品） wupln ［写东西（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
的） ：贵重～｜零星～。

E物权E wuquan ~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
有直接支配和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包括所有
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E物色E wuse 画按照一定的标准寻找和挑选

（需要的人或东西）·～演员 1～衣料。
E物伤其类E wushongqil岳i 指动物因同类遭到

了不幸而感到悲伤，比喻人因间伙受到打击而
伤心（多含贬义）。

E物事l wushi 画＠〈书〉事情。＠〈方〉物

品；东西 z 啥～也不想吃。
E物是人非E wushi崎nf岳i 景物依旧，而人的情

况却完全不同了。多用来表示对故人的怀念
或对世事变化的慨叹。

Z物态E WI马tai ~聚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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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物探E wutan 圈物理勘探，用物理学的原理

和方法研究地质构造，测定矿体的分布情况。
包括电法勘探、磁法勘探、重力勘探、地展勘探
等。

E物体E wutl 1=81 由物质构成的、占有·定空间

的个体z 运动～i透明～。
E物外E wuwai ＜书〉睛世事之外；世俗之外z

超然～。

E物象E wuxiang 圈。动物、器物等在不同的
环境中显示的现象。我国民间常把物象作为
预测天气变化的辅助手段。＠物体的形象z

三三主 摹写～。
主暨5 ［物像l wuxiang 画来自物体的光通过小孔
~ 或受到反射、折射后形成的像。

E物业】 wuye 圈通常指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

类房屋（如公寓、商品房、写字楼等）以及配套

的设备、设施、场地等：～费｜～公司｜～管理。
E物以类聚E wuyileiju 同类的东西常聚在－

起，现在多指坏人跟坏人常凑在一起：～，人以

群分。

E物议E wuyi ＜书〉圈众人的批评z 免遭～｜～

哗然。
E物语E wuy心 [El 故事；传说。［日］

E物徊 wuyu 圈想得到物质享受的欲望。
E物证E WI；但heng 圈对查明案件事实情况有

价值的物品和痕迹，如犯罪凶器、被窃财物、现
场指纹等（区别于“人证勺。

E物质l wuzhi 圈＠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
外的客观实在。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意识是
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
性，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特指金钱、生活资料等z ～生活｜～奖励｜贪

图～享受。
E物质的量E wuzhi. de Jiang 表示含有一定数
目粒子的集体，是国际单位制基本量之斗，数
值上等于粒子数与阿伏伽德罗常重的比。单
位是摩尔。

E物质损耗E wuzhi s心nha。有形损耗。
E物质文明E wuzhi wenming 人类在社会历

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
进步的物质成果。

E物种E wuzhong 圈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

不同物种的生物在生态和形态上具有不同
特点。物种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变发展而来

的，也是生物继续进化的基础。一般条件
下，一个物种的个体不和其他物种中的个体
交配．即使交配也不易产生出有生殖能力的

后代。简称种。
E物主E wuzhu 圈物资或物品的所有者，多指

失落或失窃的财物的所有者。
E物转星移E wuzhuan-xingyi 物换星移。

E物资E wuzi 函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妥的物

质资料：～交流｜～丰富｜战略～。

｝隘 WU 见 957 页1翩。

~i:t. 产… *• WU 。不正确z ～解｜～
沃（误、祷’I吴）听｜～信 l～入歧途。＠差
错．笔～｜勘～！核实无～。＠富国耽误 z ～点｜
～餐｜别～了大事。。［到使受损害z ～人子
弟｜～人不浅。＠不是故意地z ～伤 i ～触忌
讳。

E误差E wucha !Bl 测定的数值或计算中的近
似值与准确值的差，如用。. 33 代替1/3 ，误差
为 1/300 。

E误场E wu;;ch凸ng ［量演出时，演员该上场而

没有上场。也指运动员没有准时参加比赛、考

生没在规定的时间进入考场等。
E误传】 wuchu6n 0 画不正确地传播（消息

等）：开会日期～为下月中句。＠画不真实的

传闻z 不要相信～o
E误打误撞】 wudιwuzhuang 指事先未经周

密考虑或计划，带有盲目性地（做某事儿常
含有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的意思：他～
进入股市｜头一次参赛，就～地进入了前八

名。
E误导】 wudao 画不正确地引导：由于这家新
闻媒体的～，一些读者产生了误会。

E误点E wu;;di归国晚，点。

E误读】 wudu l2lW 0 读错字音2 蜗齿的蜗＜ qu)

常被～为禹 ＜ vu ＞ 。＠错误地理解z 恢复被～
的历史真相。

E误岗E wu;;g也lg 画没有按时到岗位上工作2

因贪酒睡觉而误了岗。

E误工】 wu11gong rn;国耽误工作。也指生产劳
动中缺勤或迟到。

E误国l wugu6 ［量贻误国事，使国家受损害z

奸臣～。

E误会】 wuhui 0 画误解对方的意思z 我～了

他的意思。＠圈对对方意思的误解z ；自除
~ 。

E误解E wuji岳。画理解得不正确z 我没这个

意思，你～了。 8 IEI 不正确的理解g 这是一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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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或错误做法：举办保健讲座，引导中老年
人走出养生的～。

E误杀E wusha 圈主观上元杀人意图，因失误
而伤人致死（区别于“故杀勺。

E误伤E wushang 画无意中使人身体受伤z 演

出时失手，器械～观众。

E误事】 wu;;shi 圈耽误事情·酒喝多了容易
~ 。

E误诊l wuzh品n rnJl] 0 错误地诊断z 把肺炎～

为感冒。＠延误时间，使诊治耽搁：离医院很
远，因而～。

司I/ WU 讨厌；憎恨（跟“好”hao相

-JtfF （恶）对）：好～｜厌～｜深～痛绝。
另见 .140 页邑； 341 页白 1381 页 woo

，~3王 WU 画了解s领会；觉醒：觉～ l 若有所
l 口～1恍然大～！～出一个道理。
E悟道】 wu//dao 圈佛教指领会佛理，泛指领

会道理：参禅～l几个学生中数他～最深。
E惰性E wuxing 圈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

能力2 有～｜～差。
口石 WU 〈书〉见面z ～谈 l～面！～见 l会～。

”口
E晤面l wumian ＜书〉！到见面：久未～，近来可

好？
E晤谈E wuton （书〉圈见面交谈：～片刻。
J~丘 WU 圈用热的东西接触凉的东西使变
户口暖z ～酒｜用热水袋～一～手。
辄 WU 见下。

E辄翰E wu•la 同“乌拉”（ wu· la ）。

痞斗 WU 见下
c~痴）

E瘩子】 wu· zi 圈隆起的怒，半球形，红色或黑
褐色。参看 1692 页“痞”。

委 Wu 0 二十八宿中的女宿。＠指酬l
（旧州名，州治在今浙江金华） ：～剧。

E委脚tll wuju 圈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
金华戏，流行于该省金华一带。

莺丰 WU （书〉＠纵横奔驰驰～。＠
（焉）追求：旁～｜外～l好高～远。

雾－ WU 0 圈气温下降时础近地
（霖）面的空气中，水蒸气凝结成的悬浮

的微小水滴。＠指像雾的许多小水点JL ：喷
～器。

E雾需E WU’凸 i （书〉圈雾气z 江面上～蒙蒙。

四沉沉】 wuchenchen （～的）圈状态词。雾二~

气浓重的样子：山上～的模糊一片。 三噩噩
E雾里看花E wull-kanhua 原形容年老眼花，看＝－

东西模糊，后也形容对事物的真相或本质看不
清楚。

E雾霍E wumoi 圈雾和霆的混合物，雾缰会造
成空气混浊、湿度较大、能见度低z 本市今日遭
遇～侵袭。

C雾茫茫l wumongmong （～的）圈状态词。
雾气迷茫的样子：～的山路上什么也看不清。
也说雾蒙蒙。

E雾蒙蒙l wumengmeng （～的）圈状态词。
雾茫茫。

E雾气l wuqi 圈雾①z 湖面上～弥漫。
E雾很】 wusong 圈寒冷天，雾冻结在树木的

枝叶上或电线上而成的白色松散冰晶。通称
树挂。

籍 WU ＜书〉＠睡醒。＠同“悟”。

莺斗 WU ＜书〉甲匹配卜。
（营）

翠 WU （书〉＠白铜。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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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夕兮商

x 

xi （丁I ) 

夕 xi 0 太阳落的时候；傍晚：～阳｜～照 i
朝发～至 1朝令～改。＠泛指晚上g 前～｜

除～｜风雨之～。 0 C XD IBl 姓。
E夕烟E xlyan 圈黄昏时的烟雾：～缭绕。

E夕阳l xlyang O 圈傍晚的太阳z ～西下。

8~园属性词。传统的、缺乏竞争力而没有发

展前途的 z ～产业。

E夕照E xlzhao 圈傍晚的阳光z 西湖在～中显

得格外抚媚。
兮 xi 0 ＜书〉圃跟现代的“啊”相似： * )X\. 

起～云飞扬 i力拔山～气盖世。 8 CXD iBJ 
姓。

E兮兮E xlxl ＜方〉后缀，用在某些词的后面，表
示状态z 脏～｜可怜～｜神经～。

西 xi 0 画方位词。四个主要方向之一，
太阳落下去的一边（跟“东”相对）：～面 l

河～ i往～去｜夕阳～下。 8 (XT）西洋；内容

或形式属于西洋的＝～餐｜～医［～服｜～式｜
学贯中～。＠西天②z 归～｜撒手～去（婉辞，

指人死亡）。 0 CXDIBJ 姓。
E西安事变E XT’ an Shibian 指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扣押蒋

介石、要求联共抗日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从中
调解，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释放了

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成为时局转变的关
键。

E西半球E xTbanqiu IBl 地球的西半部，通常从
西经 20。起向西到东经 160。止。陆地包括南

美洲、北美洲和南极洲的一部分。
E西北E xTb岳l 圈＠方位词。西和北之间的方

向。 8 CXT悦。指我国西北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西部。

E西边l xT•bian （～儿）圈方位词。西①。
E西餐E xi can 画西式的饭食，吃时用刀、叉。

E西点E xi di凸n 函西式糕点。

E西法E xlf凸 IBl 西洋的方法 z ～洗染。

E西番莲l xlfanlian 圈＠缠绕性草本植物，叶

子掌状分裂，花有黄、粉红等颜色，浆果黄色。
全草可入药。＠〈方〉大丽花。

E西方】 xlfang 圈。方位词。西①。 8 CXI
fang）指欧美各国．～国家。＠佛教徒指西

天。

E西非］ XI F岳i 圈非洲西部，包括毛里塔尼

亚、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几
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佛得角、利比里
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
利亚以及加那利群岛、西撒哈拉等国家和地

区。

E西页ll xlf岳ng IBl 0 从西边刮来的风，特指秋
风。＠指西洋习俗、文化等z ～东渐。＠比

喻日趋没落的腐朽势力 2 东风压倒～O

E西风酒E xlfengji心圈陕西凤翔柳林镇出产

的一种白酒。

E西服E xlfu 圈西洋式的服装，有时特指男子

穿的西式上衣、背心和裤子。

E西宫】 xlgong 圈封建时代妃娱住的地方，借

指妃嫁。
E西瓜E xi· gu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叶子羽状分裂，花淡黄色。果实球形或椭

圆形，果肉水分很多，味甜。＠这种植物的果
实。

E西汉l XI Han 圈朝代，公元前 206 公元

25 ，自汉高帝刘邦称汉王起，到刘玄更始三年

止，包括王莽称帝时期（公元 9·-2日。建都长

安（今陕西西安）。也叫前汉。

E西红柿l xlh6ngshi IBl 番茄。

E西葫芦】 xlhu•lu IBJ 0 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
生或矮生，有棱和棱沟，叶子略呈三角形，有深
裂。果实长圆筒形，通常深绿色间黄褐色，是
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果实。

E西化E xlhua 圃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在西方

文化影响下发生趋同转变z 坚决反对全盘～。

也说欧化。

E西画E xlhua 函西洋画的简称。

E西晋］ XI Jin 圈朝代，公元 265 317 ，自武

帝（司马炎）泰始元年起，到憨帝（司马邮）建兴

五年止。建都洛阳。
E西经l xljlng 圈本初子午线以西的经度或经

线。参看 685 页I经度1 、686 页【经线］ o

E西口E xlkol』圈。 CXlk己u）长城上的一道关

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也叫

杀虎口。＠指山西长城各关口 z 走～。

E西蓝花E x llanhua IBl 二年生草本植物，是甘



蓝的一个变种。叶子大，主茎顶端形成肥大的
花球，绿色或紫绿色，表面的小花营不密集在
起，侧校的顶端各生小花球。原产意大利，

是常见蔬菜。通称绿菜花。
E西历］ xiii !BJ 旧时指公fjj 。

E西门】 Xlmen r萄姓。
Z西面】 xlmian C～儿）[E 方位词。因边。

E西南】 xln6n l:Si 0 方位词。｜和I]有之间的方
向。 8 CXlnanl 指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四

川、云南、贵州、两藏等省区和l重庆市。
E西南亚】 Xlnan Ya ［割西1眶。
E西欧E XI Ou ［每欧洲西部，包括英国、爱尔兰、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作为政
治地理名称，过去曾把欧洲除原东欧国家以外

的所有国家称为西欧国家。
E西皮E xlpi IE 戏曲声腔之一，用胡琴伴奏。

跟二黄合称皮黄。
E西晒l xlshai ［到房屋门窗朝商的一面午后受
阳光照射，夏季室内较热。

E西施E Xlshl 圈春秋时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
差的美女。后来把西施当作美女的代称。也

P4西子。

E西式】 xlshi 回属性词。西洋式样的z ～糕点。

E西天】 xltifln 圈。我国古代佛教徒称印度
（印度古称天雪．在我同西南方）。＠佛教徒
指极乐世界。

E西王母］ Xlw6ngm心 i毒神话中的女神．住在
昆仑山的瑶池，她园子里种有蟠桃，人吃了能
长生不老。道教奉为女仙中最高尊神。通称
王母娘娘。

E西魏］ XI Wei 圈北朝之一，公元 535-556,

文帝元宝炬所建，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参
看 56 页1北魏lo

E西文］ xlw岳n 圈指欧美各国的文字。
E西席E xlxi ［雹旧时对幕友或家中请的教师的
称呼（古时主位在东，宾佼在西）。

E西夏E XI Xia !BJ 公元 1038 年党项族建立的

政权，在今宁夏、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
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公元 1227 年为蒙古

所灭。
E西学］ xlxue 圈旧时指欧美的自然科学和社

会、政治学说。
E西亚】 XI Ya 函指亚洲｜西南部，包括阿富汗、
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哑、格鲁吉亚、土耳其、
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以
色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

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等国家和
地区。也叫西南亚。

E西洋l Xly6ng 圈。指欧美各国：～风俗｜～

更旦」 I 1391 I 
文学。＠古代指马来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斯

里兰卡、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郑和下～。
E西洋画］ xlyanghua 画指西洋的各种绘画。

因工具、材料的不同，nJ分为先L笔画、油画、木

炭画

E四洋景E xlyangjl「19 ［苞＠民｜词文娱活动的

一种装置，若干幅画片左右推动，周而复始，观

众从透镜中看放大的画面。画片多是西洋画，~

所以叫西洋景。＠比喻故弄玄虚借以骗人的童基三

事物或子法：拆穿～。｜｜也说西洋镜。 二二二

E西洋镜E xly6ngjing IE 西洋景。

E西洋参E xlyangsh岳n 哩！多年生草本植物，跟

人参同属，根肉质，纺锤形，可入药。原产北美

等地。

E西药】 xlyao 月冒雨医所用的药物，通常用合

成的方法制成，或从天然产物中提制，如阿司

匹林、腆町、青霉素等。

E西医】 xlyl IE 0 从欧美各国传入中国的医
学。＠用上述医学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

E西语］ xly心画指欧美各国的语言：～系。

E西域】 Xlyu 圈汉时指现在玉门关以西的新

疆和中亚等地区。

E西元】 xlyuan IE 旧时指公元。

[j 乐】 xlyue 圈指欧美的音乐。

E四周l XI Zhou 圈朝代，公元前 1046 公元

前 771 ，自周武王（姬发）灭商起，到周平王（姬

宜臼）东迁前一年止。建都铺京（今陕西西安

西南）。

E西装］ xlzhufJng 圈西服。

E西子】 Xlzi IE 西施。

p~ xi ＠画生物体把液体、气体等引人体
d人内（跟“呼”相对，但“呼”限于气息） ：呼～｜

～烟｜～毒｜～奶汁 i深深地～了一口气。＠ (N]

吸收z ～墨纸｜～尘器。＠［噩吸引 z ～铁石。

0 (XI)~ 姓。
E吸尘器E xlchenqi 圈清除灰尘和其他细碎脏

物用的机器，一般是用电动抽气机把灰尘和其

他细碎脏物吸进去。
E吸储］ xlch心画（银行、信用社等）吸收存款3

增加储蓄种类，扩大～渠道。
E吸顶灯E xldingd岳ng l雹紧贴天花板安装的

电灯，因像吸附在屋顶上，所以叫吸顶灯。

E吸毒］ xl;;du i量吸食或注射鸦片、海洛因、可

卡因、大麻等毒品。

E吸附］ xlfu 圈固体或液体把气体或榕质吸过
来，使附着在自己表面上，如活性炭吸附毒气
和液体中的杂质。

E吸金E xljln 画（通过商业活动等〉获取大量钱



口芝生l XI l 吸沙希昔析砂

财z 广告代言～上亿。

E吸睛E xljlng 画面吸引人的注意力 z 造型～｜这

部电视剧有多个～看点。
E吸力l xiii 圈引力，多指磁体所表现的吸引
力。

E吸溜E xi• liu ＜方〉圈往嘴或鼻子里吸（气体、
液体等）并发出响声2 ～了一下鼻子｜他端起一

碗粥，使劲地～了一大口。

E吸墨纸】 xlmozhi IBJ 一种质地疏松、吸水性

能好的纸。用来吸收墨水。
E吸纳E xlna 圈＠吸入：～新鲜空气。＠吸

收；接纳＝～存款｜～下岗职工就业。＠接受；

采纳 z ～先进技术｜～合理化建议。
E吸盘E xi pan 圈＠某些动物用来把身体附着
在其他物体上的器官，形状像圆盘，中间凹。

乌贼、水蛙等都有这种器官。＠某些藤本植
物卷须顶端起吸附作用的器官。＠起重装卸
作业中利用电磁吸力或真空吸力吸取物件的

盘状装置。
E吸取】 xlq心画吸收获取：～养料｜～经验教

训。
E吸食】 xlshi 圈用嘴或鼻吸进（某些食物、毒
物等） ：～滋补液｜～毒品。

E吸收】 xlshou 圈＠物体把外界的某些物质
吸到内部，如海绵吸收水，木炭吸收气体等。

＠特指机体把组织外部的物质吸到组织内
部，如肠毅膜吸收养分，植物的根吸收水和
元机盐等。＠物体使某些现象、作用减弱或
消失，如弹簧吸收震动，隔音纸吸收声音等。
＠组织或团体接受某人为成员 z ～入党｜～

会员。＠吸纳2 ～技术 l～资金｜～意见！～研

究成果。
E吸吮E xlsh心n 圈吮吸。

E吸铁石】 xlti岳shi IEl 磁铁。
E吸血鬼I xlxuegui 圈比喻榨取他人血汗、过

着寄生生活的人。

E吸引E xlyin 函把别的物体、力量或别人的注

意力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力｜这出戏～了不

少观众。

沙 xi 夜间的潮。据 155 页酬。

希1 xi O 圈希望：～准时出席｜敬～读者
指正。 8 (XT) 圈姓。

希2 xi 时②。
E希罕】 xi• hon 见1400 页［稀罕L
E希冀E xlji ＜书〉圈希望。
E希腊字母】汩的 zim心希腊文的字母。数学、

物理、天文等学科常用作符号。

希腊字母表

大写 小写 名 称 大写 小写 名 称

A α 阿尔法 N ν 纽

B ~ 贝塔 B !; 克西

r γ 伽马 。 。 奥米克戎

t:J. a 德尔塔 II ，τ 派

E E 艾普西隆 p ρ 柔

z ~ ；辛塔 ~ σ ， G 西格马

H 可 伊塔 T τ 陶

@ 。 西塔 T υ 宇普西隆

I l 约（ yi'io ）塔 <P + 斐

K κ 卡帕 x x 希
A λ 拉姆达 '¥ 中 普西

M μ 谬 。 w 奥米伽

E希奇】 xlqi 见 1400 页｛稀奇］ o

E希求】 xlqiu 0 圈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自组希望和要求：他现在除了念书，没有别

的～。
E希少】 xish凸o 见 1400 页【稀少l 0 

E希世］ xlshi 见 1400 页【稀世］。
E希图l xltu 画希望达到某种目的（多指不好

的）；企图·～暴利｜～蒙混过关。
E希望l xiwang 0 圆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
或出现某种情况：～你早日归来｜他从小就～
做一名医生。 81El 希望达到的某种目的或出
现的某种情况；愿望：这个～不难实现。＠圈
希望所寄托的对象：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是

我们的～。
E希望工程E Xlwang Gongcheng 通过社会集

资和捐赠，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一种措施
和活动。 1989 年 10 月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发起。
E希有l xiyou 见 1401 页【稀有1 。

才主 xi 0 从前z ～日｜～年｜今胜于～。＠
曰 CXD 圈姓。

E昔年E xinian ＜书〉圈往年；从前。
E昔日E xlri 函往日；从前：～的荒山，今天已经
栽满了果树。

析 xi 0 分而散乱～居 i条分缕～｜分崩
离～。＠分析：剖～｜解～几何！奇文共欣

赏，疑义相与～。 8 (Xi) 圈姓。
E析产】 xlchiin 圈分割产业，指分家。
E析出】 xlchu 圈＠分析出来。＠固体从液

体或气体中分离出来：～晶体。
E析居】 xlju 〈书〉巨型分家z 兄弟～o
E析疑】 xlyi ＜书〉［虱解释疑惑。

砂 xi 函硅的旧称。

Z砂肺E xlfei IEl 硅肺的旧称。



砂胖箩茜 f布都依牺栖唏牺息莫涕烯挨研烟稀敬悉｜ XI 巴丝丝」
E砂钢E xTgang 圈硅钢的旧称。 | 内。
W.\. xT 多用于人名，羊舌胖，春秋时晋国大 I c息事宁人】 xTshi-ningren O 从中调解，使争
月丁夫。 | 端平息，彼此相安。＠在纠纷中自行让步，减

爹对见 1 728 Jll［韧lo I 少麻烦。
I e,息讼E xTsong l到停止诉讼z 只要他能答应提

茜 xT 用于人名，多用于外国女子名字的译｜ 州条件，我可以～
音。 I e,息诉】 xTsu 画停止申诉或诉讼等。
另见 1045 页 qiano I ［，息息相关】 xTxT-xiangguan 呼吸相关联，形容

倚 xT 咱当面对质。 I 关系密切。也说息息相通。
I u息息相通E xTxT-xiangtang 息息相关。

都 XT 酬。 I E息影】1 xTyTng （书〉椭退隐闲居，~＊园｜
另见 173 页 ChTo I 杜门～。

依 xT E老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 l E时叫ng 阴影视演员结束演艺生涯，
（献）晋察冀边即使用过的一种计算货 l 不再拍戏。

币的单位，－~等于若干种实物价格的总和。 I （，息止］ xTzhT 画停止z 永不～地工作。
府币 xT 见下。 ｜军军 xT 0 （书〉睛疑问代词。何。 8 (XT) 

11'.-斗 I 7'之［=8] 姓。

E俩惶］ xThu6ng E翻＠〈书〉惊慌烦恼。 8 I c莫洛】 xTluo [;I] 用尖刻的话数说别人的短处，
〈方〉穷苦。 I 使人难堪；讥讽嘲笑：他被～了一顿。

E怕牺E xTxT （书〉圆形容寂寞。 I c美幸］ xTxing 同“侯律”。
栖 xi 盯 ｜涕 XT 0 潜水，帆，又地名都在湖北。＠

另见 1020 页 qf。 ｜刊p lBl 姓。
E栖栖】 xTxi （书〉圆形容不安定。

唏 xT ＜书〉叹息。

E唏嘘］ xTxCt ＜书〉巨型哭泣后不自主地急促呼

吸；抽搭z 相对～｜～不已。也作敬跌。
牺… xT （书〉做祭品用的毛色纯斗的

（镶）牲畜：～牛。
E牺牲】 xTsheng 0 圈古代为祭祀而宰杀的牲

畜。＠圈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

流血～｜为国～｜他～在战场上。＠画放弃或
损害某些利益：～休息时间赶修机器。

E牺牲节E XTsh岳ng Jie ［苞宰牲节。
E牺牲品E xTsh岳ngpTn 圈指成为牺牲对象的人
或物（多指不值得），这对青年成了包办婚姻

的～。
丘有 xT 0 呼吸时迸出的气：喘～｜鼻～｜一～
Ji豆、尚存，此志不懈。＠消息：信～。＠停
止＝～怒1～兵 l 自强不～｜僵旗～鼓｜生命不～，
战斗不止。。休息：歇～l作～时间表。＠滋
生；繁殖2 蕃～｜休养生～。＠和j钱；利息2 年

～｜月～｜升～ 1 降～｜还本付～。＠〈书〉指子

女z 子～。 0 < XD I萄姓。

烯 T （书〉悲伤

娱 T （书〉同＂嬉”
另见 3 页 δl 0 

研 xT 见下

E研卖E xi mi 啤］遏蓝菜。

晒 xT lBJ 非金属元素，符号 Seo 灰色、红
色晶体或红色元定形粉末。晶体晒能

够导屯，导电能力随光照强度的增减而改

变。是→种半导体材料，可用来制造光电
池等。

唏 xT ＜书〉＠干；干燥z 服未～。＠破
晓；天亮：东方未～。

敬 xT 见下。

E敬放E xTxO 同“唏嘘”。

王震巳 xT 0 全；尽：～心 l～力 l ～听尊便。＠
1巳β 知道z 熟～｜来函敬～。

E悉力］ xTli 0副全力 z ～打造品牌产品。

E悉数E xTsh心〈书〉画全部数出；完全列举：不
可～。

【息肩E xTjion ＜书〉画＠歇肩；歇息。＠摆脱 I c悉削 xTshu ＜书〉圃全数；全部z ～奉还｜～

职务，卸去责任。 | 上缴。
E息怒E xTnu [;I] 停止发怒：请～，有事好商量。
E息肉］（瘾肉） xTrou 回到因新膜发育异常而形

成的像肉质的突起，多发生在鼻腔或肠道

E悉听尊便］ xTtT『ig-zunbian →切听凭您的意

愿；随您的使z 去与不去，～。
E悉心E xTxTn 圆周尽所有的精力：～研究｜～

主E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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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烯渐惜晰脯稀XI 

圈烯炬。

E烯短】 xltlng 圈不饱和怪的一类，分子中含

有双键结构的开链炬，通式为 C" H2，，直日乙烯
(CH2 =CH，）、丁二烯（ CH2 =CH CH 
=CH，）等。

主浙 xi 0 ＜书〉淘米 f} ( XD酬。

三三三言 E浙沥】 xiii 醒理形容轻微的风声、雨声、落叶

声等．秋风～｜小雨渐渐沥沥下个不停。

E渐渐l xlxl 膜声］形容轻微的风、雨、雪等的声

音。
准坠 xi 0 爱情：珍～｜～寸阴｜～墨如金。＠
l 日可惜；惋惜：痛～。＠吝惜；舍不得：～
力｜～别｜不～工本。

E惜败l xlbai 圈比赛中以很小的差距败给对

方（含惋惜意）：整场比赛我方占有优势，但最

后却以一分之差～。
E惜别l xlbie Ill国舍不得分别：依依～｜老师们

怀着～的心情，送走了毕业的同学。
E借贷E xldai 画对发放贷款谨慎严格，不轻易

放贷。
E惜福E xlfu 圈珍视自己的福气，不过分享
受。

E惜购E xlgou 圈对购买商品持谨慎、观望态

度，不急于购买．持币～o
E惜老怜贫】 xii凸o-lianpin 爱护老年人，同情穷

人。也说怜贫惜老。
E惜力E xiii ~舍不得用力气：干活儿不～。
E惜墨如金l xlmo-rujln 形容写字、绘画、做文
章下笔非常慎重，力求精练。

E惜售E xlshou 圈舍不得卖出。

E惜阴l xlyln 画爱惜光阴。

晰 … xi 清楚；明白：明～｜清～。
（兴暂）

瞄 xi ＜书〉＠隙望。＠仰慕。

稀 xi 0 圈事物之间距离远；事物的部分
之间空隙大（跟“密、稠”相对）：地广人～

月明星～。＠事物出现得少z ～少｜～罕。＠
圈液体中含某种固体成分很少；含水多；稀薄

（跟“稠”相对）：～泥｜粥大～了。＠指稀的东

西·糖～。＠用在“烂、松”等形容词前丽，表

示程度深z ～烂｜～松｜～糟。

E稀巴烂E xl·balan 圈状态词。稀烂②。
E稀薄l xib6 ~ （空气、烟雾等〉密度小；不浓
厚2 高山上空气～。

E稀饭】 xlfan IBJ 粥（多指用大米或小米煮成

的）。

E稀罕］（希罕） xl•han ＠圈稀奇z 骆驼在南方
是～东西。＠圈认为稀奇而喜爱：谁～你那

玩意儿，我们有的是。＠（～儿）圈稀罕的事物：
看～儿。

E稀见E x可 ion 回少见；罕见z ～的珍品。
E稀客E xlke IBl 很少来的客人。

E稀拉E xl•la 回＠稀疏z ～的枯草。＠〈方〉

松松垮垮；散漫z 作风～。

E稀烂】 xllan 圃状态词。＠极烂：肉煮得～。

＠破碎到极点：豆腐掉到地上，拌了个～。也
说稀巴烂。

E稀朗E xii凸ng 11121 C灯火、星光）稀疏而明朗o
E稀里糊涂】 xi• lihutu E回状态词。＠形容头

脑糊涂（程度略轻）：这道题他讲了两遍，我还
是～的。＠形容f故事马虎、随便：这件事没经

过认真讨论，就～地通过了。
E稀里哗啦】 xi· lihuala O 阻塑形容雨声、建筑

物倒塌声等：雨～地下了起来 i 院墙～地倒了
下来。 f} llJ2I 状态词。七零八落或彻底粉碎的

样子：家具被这伙人打了个～。
E稀里马虎l xi•lim凸hu I霸状态词。马马虎虎：

念书可不能～的。
E稀料】 xiliao IBJ 用来溶解或稀释涂料的有
机液体，常用的有汽油、酒精、松香水、香蕉水

等。
E稀溜溜E xlliuliu （～儿的〕阻状态词。（粥、汤
等）很稀的样子。

E稀奇］（希奇） xlqi E回稀少新奇z ～古怪。

E稀缺：l xlq晴圆稀少，短缺z ～物资。
E稀散元素E xlsan-vuansu 没有形成独立矿

床，而以杂质状态分散在其他矿物中的元素，
如砸、暗、绪、镣、锢、钱等。

E稀少】（希少） xlsh凸o 回事物存在或出现得

少：街上行人～｜雨量～｜这种古钱币已很～
了。

E稀世】（希世） xishi F回属性词。世间很少有

的z ～珍宝｜～之才。
E稀释】 xishi 画在溶液中再加入溶剂使溶液

的浓度降低。

E稀疏】 xishu ~回（物体、声音等〉在空间或时间

上的间隔远z ～的头发｜～的枪声。
E稀松】 xisong 圈＠懒散；松懈z 作风～。＠

差劲：他们干起活儿来，哪个也不～。＠无关

紧要＝别把这些～的事放在心上。
E稀土元素E xit心－vuansu 毓、忆、钢、饰、错、铁、
钮、毛兰、铺、锐、锹、铺、钦、饵、铭、德、馆 17 种元

素的统称。

E稀稀拉拉l xi•xilala C～的）圃状态词。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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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天上只有～的几颗星星｜会场内掌声

～，气氛不热烈。也说稀稀落落。
E稀稀落落】 xi •xiluolu<'> [t回状态词。稀稀拉拉。

E稀有】（希有） xly归回很少有；极少见：～金

属｜十月下雪也不是什么～的事。
E稀有金属J xlyou jlnshu 通常指在自然界含
量稀少而分散、较难提炼的金属，如铿、鸽、错、
锐、铅等。

E稀有气体J xTyou qitT 氮、氛、氧、氮、宣武、氨
六种气体的统称。它们都是单原子分子，
元色元臭，化学性质极不活泼。因在地壳
中含量稀少，所以叫稀有气体。旧称惰性
气体。

E稀有元素E xlyou yuansu 自然界中存在的数
量少或很分散的元素，例如鲤、饭、钮、嫁、晒、
暗、氮、氢、氨等。

4美 xT 见下。

E侯停） xTxi门g E回烦恼（多见于早期白话）。也

作案幸。

腼 xi 见下。

日西装E xTzhuang [BJ 0 船上锚、檐杆、梯、管
路、电路等设备和装置的统称。＠船体主要
结构造完之后安装锚、榄杆、电路等设备和装

置的工作。
翁 xi ＜书〉＠和机协调＠收敛： ~)Ko 

E翁动】（嗡动） xidong ＜书〉［矗（嘴唇等）一张

一合地动．嘴唇～｜鼻翼～。
E翁然】 xiran ＜书〉［回＠形容言论、行为一致＝

～从之。＠形容安定：郡境～o

E翁张J xizhang ＜书〉画一合一开z 目自～。
陡垃 xi ＜书〉干肉。

月曰另见 770 页 10 。
主k;u; xi 0 （书〉碎米。＠〈方＞ l~ 糙米碾轧
'rt'..习时脱掉的皮，可做饲料。
B:R xi 圈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牛，颈短，四肢

f"F 粗大，鼻子仁有一个或！个角。皮粗而I

厚，微黑色，毛极少。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热

带森林里，吃植物。通称犀牛。

E犀角E xij iiio 圈犀牛的角，由角质纤维组成，
很坚硬。

E犀利E xiii [ID] （武器、言语等）锋利；锐利：刀锋

～｜文笔～i 目光～。

E犀牛J xiniu 圈犀的通称。
含了 xi 见下。
.ILl.i、

E葱菜】 xicai 圈诸葛菜。

哲 xi （书〉人的皮肤白：卜。

锡1 … xi 圈。金属元素，符号 Sn 。
（锡）常见的白锡为银白色，延展性

强，在空气中不易起变化。多用来镀铁、焊接
金属或制造合金。有的地区叫锡傲。 8 (XI 
姓。

锡2 … xi （书〉赐给：天～脱
（锡）

>

E锡伯族E Xib6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
分布在新疆和辽宁。

E锡7自E xib6 圈＠上面涂着一层薄锡的纸，多
叠成或糊成元宝形，民间用来焚化给鬼神等。
＠锡纸。

E锡匠J xijiang [BJ 制造和修理锡器的小子工

业者。
【锡剧】 xiju 圈江苏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原名

常锡文戏，由无锡滩簧和常州滩簧合流而成，
流行于该省南部和上海市。

E锡辙E xi• la （方） [BJ 0 焊锡。＠锡。
【锡杖】 xizhang 圈佛教的杖形法器，头部装
有锡环。

【锡纸E xizhT 圈包装食品、卷烟等所用的金属
纸，多为银白色。

筷 xi （书〉＠等待＠同“蹊”

~~ ... A 中 xi （旧i卖 qi) ［望。原指山
误（O＇－＇＊豁）里的小河沟，现在泛指小河
沟z 清～｜～水｜～谷。 8 CXD 姓。

【溪雪"1) xihe （书〉圈两山之间的大沟；山谷。
【溪涧J x可ian ~夹在两山中间的小河沟。

E溪卡E xikii 圈西藏民主改革前属于官府、寺
院和奴隶主的庄园。

【溪刻】 xike （书〉［砌尖刻；刻薄。
【溪流E xiliu 圈从山里流出来的小股水流2 ～

ζb 、b
J习之 d下。

褐 xi ＜书〉敞开或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
部分＝袒～。
另见 1290 页 ti 。

filtr:t x T 0 ＜书〉光明。＠
μ川「熙、 1熙）〈书〉和乐：众人～～。
＠〈书〉兴盛z ～朝（兴盛的朝代）。 0 CXD 圈
姓。

E熙和E xihe ＜书〉圈。和乐。＠温暖。
E熙来攘往】 xii副呻ngw凸ng 熙熙攘攘o

E熙攘】 xi的ng 圈熙熙攘攘z 人群～。

E熙熙攘攘E xixi崎ngr凸ng ［回状态词。形容

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稀口书上指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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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稀签E xlxian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上有灰
白色的毛，叶子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花黄色，
结瘦果，黑色，有四个棱。全草入药。

蝴 xi 酬：巨～

E贿虫易E xlyi ~爬行动物，身体表面有细小鳞
片，多数有四肢，尾巴细长，为迷惑敌害，可臼
行断掉。雄的背面青绿色，有黑色直纹数条，
雌的背面淡褐色，两侧各有黑色直纹一条，腹
面都呈淡黄色。生活在草丛中，捕食昆虫和其
他小动物。也叫四脚蛇。

信 xi 啪献。
熄 xi 画熄灭：～灯｜火势已～。

E熄灯） Xl//d岳ng rn!ll 熄灭灯火＝～就寝。
(:,I;息火E xl11huo 圈＠燃料停止燃烧。＠使燃
料停止燃烧。＠汽车、摩托车等发动机停止

运转。

E熄灭】 xlmie 南停止燃烧；灭（灯火）：火炬～

蹊 xi （叫“溪”①。

嘻 xi 0 （书〉哩！表示惊叹＠
（官）醒自形容笑的声青：～～地笑。

E嘻哈E xlha 圈 20 世纪 80 年代源自美国黑
人社区的一种街头文化的总称，包括音乐、舞
蹈、说唱、服饰、涂鸦等。［英 hip hop] 

E嘻皮笑脸E xlpi-xiaolian 同“嬉皮笑脸”。

E嘻嘻哈哈E xlxl-haha 圈状态词。＠形容嬉
笑欢乐的样子。＠形容不严肃或不认真：对
待这样的大事，～的可不行！

嗡 xi ＜书〉＠同“吸”①一③。＠收敛

E嗡动E xldong 见 1401 页I翁动］。

需 xi 越德（叫），她名，在四J" 0 今作越
西。

膝 xi 圈＠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
（安口）节的前部。通称膝盖。（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 8 (XI) 姓。

E膝盖E xlgai ［望膝的通称。
E膝下E xlxia 圈。指父母的跟前、身边。儿
女幼时常在父母跟前，因此旧时表示有无

儿女，常说“膝下怎样怎样’气给父母或祖父

母写信时，也在开头的称呼 F面加“膝下”两

字，以表亲敬＝～犹虚（指还没有儿女）｜父亲
大人～。＠书信中也用来代称父母亲·儿久
离～。

瘾 xi 见下。

E痕肉E xlrou 见 1399 页【息肉］。

喜 xi ＜书〉游戏；玩耍2 ～闹｜～戏。

U!，喜l词】 xlnao I剥嬉笑打闹：大家～了一阵子，

才安静下来。
E嬉皮士E xlpishi ~指某些西方国家中具有
颓废派作风的人。他们由于对现实不满而采
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如主主长发、穿奇装异服、吸
毒等。［虫害皮，英 hippy; hippie] 

E嬉皮笑脸E xlpi-xiaoli凸n 形容嬉笑而不严肃

的样子。也作嘻皮笑脸。

E嬉戏E xlxi ＜书〉！到游戏；玩耍。

E嬉笑E xlxiao E副笑着闹着：远处传来了孩子

们的～声。

襄 xi ＜书〉＠天亮：～微＠明亮去。

E京微】 xiw岳I （书） ~图形容阳光不强（多指清

晨的）：晨光～。

樨 xi 见 9叫木樨lo

瞎川〈书〉炽热

血息 xi 见 1川页【水熄lo

雀协 xi 〈书〉吸气。
苟>j/\. 另见 1157 页 Sheo

蕃 xi 0 见 399 页【伏载lo 8 (XI)酬。

嬉 xi ＜书〉同‘黑”

煽 xi ＜书〉＠燃烧。＠火光；光亮。

但垃 xi 见下。

"ll!J、

[it罢王在】 xlsu 愿离形容细小的摩擦声音。

日军彦 xi 〈书〉小路：～径。
』J,7¢ 另见 1022 页 Ql 0 

［~新圭］ xljing ＜书＞ IEI 途径z 独辟～o
dtlli. xi 见下。
Al巳i、

E蟠蝉E xlshuai 圈昆虫，身体黑褐色，触角很
长，后腿粗大，善于跳跃。尾部有尾须一对。
雄的好斗，两翅摩擦能发声。生活在阴湿的地
方，吃植物的根、茎和种子，对农业有害。也叫
促织，有的地区叫蛐蛐儿。

筷 xi 见 1叫勃候1。
}l]IJ\.'\ Xl 0 见 1401 页“溪”。＠见 100 页i勃

天口要在lo 8 (Xi) l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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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 xT 0 ＜书〉同“信”。（叫姓。
另见 795 页 Ii“厘’气1406 页 xi“禧”。

漓（溺） xT 见下
E溺鹏］ xTchi 画古书上指像鸳鸯的一种水鸟。

酶 xT 叫。

曦 xT ＜书〉阳光（多指清晨的）：如。

崛 xT 见山页［险酬。

需F XT 0 古地名。一在今山东临淄东，另一
V 在今山东东阿南。＠圈姓。

：曦 xT ＜朽〉同“曦”

蹊 xT 见下

E联鼠E xTsh心圈小家鼠。

蟠 xT 见下。

E蠕龟］ xTguT 圈海龟的一
种，体长约 1 米，背面褐色，
腹面淡黄色，头部有对称
的鳞片，四肢呈桨状，尾短。

吃鱼、虾、蟹等。

自富口代用骨头、玉石
等制的解绳结的锥子。

, 
XI （丁I ) 

白面

习 。学习是在练习 z 自～！实
（霄）～｜～艺｜修文～武。＠对某事物

常常接触而熟悉．～见｜～闯｜～以为常。＠
习惯：积～｜恶～ i相沿成～。。（ Xi) 圈姓。

E习得E xide 圃通过学习获得：语言～。
E习而不察l xi ’自rbuch6 习焉不察。
E习非成是】 xif岳i-chengshi 对于某些错的事
情习惯了，反认为是对的。

E习惯E xiguan O 画常常接触某种新的情况
而逐渐适应z ～成自然｜对这里的生活还不～。

＠圈在长时期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

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 z 好～｜不良～o
E习惯法E xiguanf凸 [BJ 指经国家承认，具有法

律效力的社会习惯。
E习好E xihao [BJ 长期养成的嗜好。
E习见E xijian 圈经常见到z ～不鲜｜这种情况

一向为人们所～o

E习气E xiqi 圈逐渐形成的不好的习惯或作

风z 官僚～｜不良～。
E习染】 xiran ＜书〉＠圈沾染（不良习惯）。＠

E坏习惯z 草除～O

E习尚E xishang 喝风尚 z 社会～。

E习俗E xisu 圈习惯和风俗2 民族～｜山村～。

E习题E xi ti 圈教学上供练习用的题目 z 数学
～｜～解答。

E习习］ xixi 帽形容风轻轻地吹z 微风～。

E习性E xixing 圈长期在某种自然条件或社会

环境下所养成的特性。
E习焉不察E xiy。『i-buch6 习惯于某种事物而

觉察不到其中的问题。也说习而不察。
E习以为常E xiyiweich6ng 常做某种事情或常

见某种现象，成了习惯，就觉得很平常了。

E习艺】 xiyi 圈学习技术、手艺z 从师～o

E习用E xiyong [NJ] 经常用；惯用z ～语。

E习与性成】 xiy凸xingcheng 指长期的习惯会

形成一定的性格。

E习字】 xizi 圈练习写字。

E习作E xizuo 0 画练习写作。 8 [BJ 练习的

作业（指文章、绘画等）：每周交一篇～。

自B Xi 古脯，在今河南。
席血干 xi 0 圈用明、情、草等

（＠祷席）编成的片状物，用来铺炕、床、
地或搭棚子等z 草～ i J京～｜炕～ l 一领～。＠
座位，席位z 出～｜入～｜缺～｜退～｜硬～｜软～｜

来宾～。＠圈特指议会中的席位，表示当选

的人数。＠自旦成桌的饭菜；酒席z 摆了两桌

～。＠画用于所说的话语或成桌的酒菜：一

～话｜一～酒。 0 (Xi) 圈姓。

U帝不H段暖l xibuxi6nuan 座位还没有坐热就

走了，形容很忙。
U市次E xici 画座位的次序：代表们按照指定

～入座。

U市地E xi di 圈原指在地上铺了席（坐、卧在上

面），后来泛指在地上（坐、卧）：～而坐。
E席卷E xijuan 医画像卷席子一样把东西全都卷

进去z ～而逃（偷了全部细软而逃跑）｜咫风～
了这座沿海小镇。

U市梦思l ximengsT [BJ 一种内部装有弹簧的

床垫。也指装有这种床垫的床。［英 sim-
mans] 

E席面E ximian [BJ 缝席；笼席上的酒菜＝婚宴
的～很丰盛。

U市蔑】 ximie ~用苇子、竹子、高粱秤等的皮
劈开而做成的细长的薄片，用来编席、篓子等。

E席位】 xiwei 圈集会时个人或团体在会场上

所占的座位。也特指议会中的席位，表示当选



I 1404 I xi - xT I 席规袭惠媳蹊峭惧橄霄鲍洗

的人数。
E席子E xi •zi 圈席ll。

现~ _ xi （书〉男巫师。
（觑）

袭1 千 xi 0 袭击；侵袭夜～｜空～｜
（襄）偷～｜～取。寒气～人。 8 CXf) 

圈姓。
-J:P,2 丰』 xi 0 照样做；依照着继续F

三王震（莫）去：抄～！因～｜沿～。＠继承：
三三三 世～｜～位｜承～。＠〈书〉［量用于成套的衣

nlil ，一～棉衣。
E袭击E xijT rnlJJ 0 军事上指出其不意地打击z
～敌军右翼。＠泛指突然打击：遭台风～。

E袭警E xijTng 温用暴力手段对警察（多为正在
执行公务的）进行攻击z 严厉惩处～事件。

眼取］1 xiq心画出其不意地夺取（多用于武装

冲突）：～敌人的营地。
~取T xiq凸 rn!JJ 沿袭地采取2 后人～这个故
事，写成了戏。

E袭扰l xirao 画袭击骚扰z 打退敌人的～0防
止伪钞～金融市场。

E袭用E xiy。ng 圈沿袭采用z ～古方，配制丸

药。
E袭占E xizhan 画袭击并占领。

惠 Xi 圈姓。

媳 xi 媳妇 z 婆～

U息妇E xifu （～儿）圈。儿子的妻子。也叫儿
媳妇。＠弟弟或晚辈亲属的妻子（前面加亲

属称呼）：弟～｜侄～｜孙～。
U息妇E xi•fu （～儿）〈方〉圈。妻子。＠泛指
已婚的年轻妇女。

骚－ xi ＜书〉前足全白的马。
（，~.案）

咱 … xi 阴阳叫·山名，在云南。
c ：翠）

牍 xi 0 ＜书〉低湿的地方。＠〈书〉新开垦
的田。 0 (Xi) 画姓。

擞 xi 0 擞文 z 川古时征兵的军书，上插
鸟羽）。＠〈书〉用擞文晓谕或声讨：～告

天下。
E擞书］ xishu IBl 橄文。
E擞文E xiwen ~亘古代用于晓谕、征召、声讨等
的文书，特指声讨敌人或叛逆的文书。

雷 xi 见下

E雪雷E xixi 〈书〉匡图形容下雨的样子。
鳝 叫水（Xi川，地名，在贵州。

（销）今作习水。

" xi C Tl) 

也冲士 xT 0 C到用水或汽油、煤油等去掉物体
VLI t面的脏东西：～脸！干～i～衣服。＠洗

礼：领～｜受～。＠洗雪2 ～冤。＠清除＝清
～｜～牙（清除牙垢）。＠像用水洗净一样杀光
或抢光z ～城｜～劫。＠［现照相的显影定影；

冲洗：～胶卷｜～相片。＠画把磁带上的录
音、录像去掉：那段录音已经～了。＠［组玩

牌时把牌掺和整理，以便继续玩2 ～牌。＠笔
洗。

另见 1422 页 Xian 。

E洗臼】 xib6i f甜。漂臼②z 贪官利用地下钱

庄，将赃款～。＠比喻通过某些手段消除污点
使显得清白．此人劣迹斑斑，怎么可能～！

E洗车］ xT;;ch岳匮昌清洗汽车表面，使车身清洁

美观。
E洗尘E xichen 画设宴欢迎远道而来的人z 接

风～。

E洗涤E xidi B温洗①2 ～器［～剂｜～衣物。～耻
辱｜～灵魂。

E洗涤剂】 xTdiji IBl 洗涤用品，一般用化学合成

方法制成，有去污作用。除用于家庭洗涤外，

也用于纺织、印染、市l革等工业。
E洗底】 xT;;dT 圈清除过去的案底或负面信息z

～后，她被包装成演艺界新人。
E洗耳恭听E xi' 岳r-g6ngting 专心地听（请人讲

话时说的客气话）。

E洗劫】 xijie 圈把一个地方或一家人家的财物

抢光：～一空｜海盗～了一只商船。
E洗丰Ll xTli 圈＠基督教接受人入教时所举行
的一种宗教仪式，把水滴在受洗人的额上，或

让受洗人身体浸在水里，表示洗净过去的罪
恶。＠比喻重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2 受过解
放战争的～O

E洗练］（洗炼） xTlian 圈（语言、文字、技艺等）

简练利落：这篇小说形象生动，文字～｜剧情处

理得很～。
E洗煤l ximei 圈见 1486 页【选煤］ o
E洗脑E xTl!n凸o R翻指向人强制灌输某种思想

观念以改变其原有的思想观念＝在活生生的

事实面前，一些被邪教洗过脑的人开始醒悟过
来。

E洗牌E xT;;p6i 匾。玩牌时，每轮开始前把牌
原来的顺序:j'J乱，重新加以整理。＠比喻:j'J

乱旧局面、旧秩序，重新整合：新技术的应用，

促使一些领域市场格局重新～。



E洗盘E xT;;pan 圈股市庄家在拉高股价的过
程中，有意让股价七下震荡，让先前买进股票
的投资者卖出股票，这种操作手法叫洗盘。

E洗钱】 xT;;qian 画把非法得来的钱款，通过各

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
上合法化。

E洗三】 xltsiin 画画旧俗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

给他洗澡。
E洗肾】 xT!lshen 圃指肾部透析。

E洗手】 xT;;shou 闯］＠比喻盗贼等改邪归正。
＠比喻不再干某项职业：～改行。＠婉辞，

指上厕所。
E洗手间】 xTshouj iiin 圈婉辞，指厕所。

E洗漱E xTshu 厦！洗脸漱口。

E洗刷】 xishuii 自动］＠用水洗，用刷子蘸水刷。

＠比喻除去（耻辱、污点、错误等）：～耻辱｜～
冤枉｜～罪名。

E洗心革面】 xTxTn-gemian 比喻彻底悔改。也
说革面洗心。

E洗雪】 xTxu岳［副除掉（耻辱、冤屈等） ：～国耻｜
～沉冤。

E洗衣粉E xTyTfen ~洗涤用品，用化学合成方
法制成粉粒状，耐硬水，去污力强，用于洗涤衣
服、织物等。

E洗衣机］ xTyljl ［写自动洗涤衣物的电动机械

装置。
E洗印】 xTyin 圈冲洗和印制照片或影片。
E洗澡】 xT;;z凸o 画用水洗身体，除去污垢。

E洗灌E xTzhu6 画洗①。

集 xT 集麻也泛指麻
E泉麻】 xTma 画大麻的雄株，只开雄花，不结

果实。
岳儿， k, xi 〈书〉同“笠”①。
饭f＼（你）

莹（重） XI 
。

帝王的印 z 玉

～！掌～大
臣。 8 CXT) 
圈姓。

缅（孀）（~）
束发c ta）的扁。
另见 796

页 Ii 。

笙

锐川剧
（就）另见 1422 页 xian"

E统床E xTchuang [BJ 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工

洗集你笠绵镜徙喜｜ xi 口~」

平面、曲面和各种凹槽。加工时工作台上的工
件移动着跟镜刀接触，锐刀做旋转运动切削。

E镜刀E xidoo 圈统床上用的刀具。

E统工】 xigong 圈。用锐床进行切削的工作。

＠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锐削】 xTxiao 圈用锐床进行金属切削。

王11: xi 0 迁移＝迁～｜～居（搬家）。＠〈书〉
I户ζ 调动官职。 一
E徙木立信E xTmu-lixin 商鞍变法时，担心百姓三章
不相信自己，在国都集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雪辜

的大木头，告示百姓，谁能把这根大木头搬到
集市北门就赏给他重金。后来有个人壮着胆
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轶立刻赏了重
金，以取信于民（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后

用来借指执政者要言而有信，使公众信服。
E徙倚】 xTyT ＜书〉圈徘徊。

喜 xi 0 ~快乐；高兴：狂～｜～阳卡｜笑
在脸上，～在心里。＠可庆贺的：～事。

＠可庆贺的事z 贺～！报～｜有～（指怀孕）。＠
爱好：好大～功｜～新厌旧。＠医E 某种生物
适宜于什么环境p某种东西适宜于配合什么东
西：～光植物｜海带～荤，最好跟肉一起炖。＠
(Xi) 圈姓。

Z喜爱E xi’。i 圃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
～游泳｜这小孩儿惹人～。

E喜报E xTbao 圈印成或写成的报喜的东西z

立功～｜试验成功了，快贴～！
E喜不自禁】 xTbuzijTn 高兴得抑制不住自己，形

容极为高兴z 村里有了自来水，村民们～。
E喜车】 xTch岳圈结婚时迎娶新娘用的车。

E喜冲冲E xTchongchong （～的）~状态词。
形容十分高兴的样子。

E喜出望外E xTchuwangwai 遇到出乎意料的
喜事而特别高兴。

E喜封l xTfeng （～儿） IBJ 旧俗有喜庆的人家给
人的赏封。

E喜果E xigl』6 （～儿）圈＠订婚和结婚时招待
宾客或分送亲友的干果，如花生、枣儿等。＠
〈方〉红蛋。

E喜好l xThao 画喜欢；爱好：～音乐。

E喜欢］ xi•huan 0 圃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

兴趣：他～文学，我～数学。 8l~ 愉d快；高兴z
女儿考上了大学，妈妈～得不得了｜快把好消息

说一说，叫大家～～。
E喜酒E xTji心固指结婚时招待亲友的酒或酒

席：吃～｜办了三桌～。
E喜剧E xi ju 圈戏剧的主要类别之→，多用夸
张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突出这
种现象本身的矛盾和它与健康事物的冲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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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喜盈盈E xTyingying （～的）圃状态词。形容
脸上带笑、充满喜悦的样子：看着眼前丰收的
景象，乡亲们个个～的。

禧（＂＂长.） :I~，~~；：~；吉祥z 年
“道”另见 795 页 Ii “厘’气1403 页 xT 。

锯 xT 圈金属元素，符号 Sg。有放
（鳝）射性，由人工核反应获得。

自查 xT 见下。
A同

E瞎子l xT • zi 圈蝙躺的通称。也作喜子。

，.击 xr [8] 鱼，身体近圆筒形，长约 20

费昌（儒）厘米，银灰色，嘴尖，H巨大。生活在
近海沙底。也叫沙钻Cz叫的。

、

XI （丁I ) 

甘ft xi （书〉圈四十

戏 xi 0 玩耍；游戏：儿～｜
（威、喊）嬉～。＠开玩笑；嘲弄z

～弄｜～言。＠圈戏剧，也指杂技．京～｜马

～｜一出～｜这场～演得很精彩。。（ Xi) 国
姓。

另见 547 页 hO 。

E戏班l xiban C～儿）圈戏曲剧团的旧称。也
叫戏班子。

E戏报子l xibao·zi 圈旧时称戏曲演出的招贴。

E戏本E xib岳n （～儿）国戏曲剧本的旧称。也
叫戏本子。

E戏称l xich岳『19 0 画戏谑地称呼·因为他说

话直爽，大伙儿～他“炮筒子”。 8 IBl 戏谑性的

称呼：“万事通”是人们对他的～。
E戏出JL] xichOr 固模仿戏曲的某个场囱而绘

画或J雕塑的人物形象，大多印成年画或制成工

艺品。



[;<Ji;词E xici ＜～儿） lBl 戏曲中唱词和说白的总

称。
［；＜戈单］ xidiin （～ JL）画列有剧l bl 和戏曲演员

名字的单子；戏曲说明书。

E戏法】 xif凸（～儿）（［］）［：茎］魔术．变～儿。

E戏份JL] xifenr 1=81 0 指戏曲演员每次演出按
一定比例分得的报酬。＠演员在警部戏剧、
影视片中承担的表演1二作哇。

E戏服E xifu 画戏曲演员演出时穿的衣服。
E戏歌E xig岳｜名；把戏曲唱腔和通俗歌曲结合起
米的一种歌唱艺术形式。

E戏骨E xigu I名l 指演技高超、功）J深厚的演员 z
本片因有几位老～参演而大获成功。

[5tJGl,l;;JJ x 1 iu 圈。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的艺术。是以表演艺
术为中心的文学、音乐、舞阳等艺术的综合。
分为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按作品类型又
可以分为悲剧、喜剧、正剧等。＠指剧本。

E戏剧性】 xijuxing 哩！事物所具有的像戏剧情
节那样曲折、突如其来或激动人心的性质：局
势发生了～变化 l他俩的离而复合很富有～。

[5t戈路E xilu r每指演员所能表演的角色类型：
f也～宽，正反面人物都能演。也说戏路子。

【戏码E xim凸 （～儿）国主］戏 1111演出的刷 !cl 0 

E戏迷E ximi ［名l 喜欢在戏或唱戏而入迷的人。

［）（是目l ximu I名］剧目。

E戏弄E xinong 国耍笑捉弄；拿人开心。
E戏曲】 xiqu 阁。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包括
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以歌唱、舞蹈为主要
表演于段。＠ 种文学形式，杂剧和传奇中

的唱词。
E戏曲片JL] xiqupiiinr ＜口〉［吕戏曲片。
E戏曲片E xiqupian ［~］用电影子法拍摄的戏曲
演出的影片。

E戏耍E xishu凸［剖＠戏弄：～人。＠玩耍z

终日吃喝～o

[5tJ己说E xishuo I割附会历史题材，虚构一些有

趣或引人发笑的情节进行创作或讲述：～三
国 1不宜随意～历史。

E戏台E xitai OJ ）圆舞台。
Z戏文l xiwen 「画＠南戏。＠戏词。＠泛指

戏曲。

E戏侮E xiwu 南戏弄侮辱。
E戏谑E xixue [Z面］用有趣的引人发笑的话开玩

笑。
E戏言】 xiyan O I组随便说说并不当真的话z

一句～。 81动］开玩笑地说z ～身后事ο
E戏眼E xiyan 1=81 指戏剧、影视片中最关键或最

精彩的地方：这个情节是整部戏的～。

雯雯芝」 xi 口~

E戏衣E xiyl r富戏服。

E戏园子E xiyuan·zi 啕旧时指专供演出戏曲

的场所。
【戏院】 xiyuan IEJ 剧场。
E戏约］ xiyu岳｜到约请演员参加演戏所签订的

协议：出名后，她的～不断。
E戏照］ xizhδo 哩！穿戏装拍摄的照片。

E戏装］ xi zhuiing 1'8！戏曲演员演出时所穿戴二三

的衣服和靴、阳等。 王E
[;<Ji;f·] xi•zi i刽旧时称职业的戏曲演员（含轻毛言

视意） o

h仕 k• . xi ＜扣。谷物；饲料。＠活的
i川（镣）牲口；1£ 1:!':10 e 赠送（食物）。
气，于 1 XI 0 系统．派

系（＠保、＠＠罄）～｜水～｜语～｜世
～ i直～亲属。 81名］高等学校中按学科所分

的教学’行政单位：哲学～。＠［割地层系统分

类I单位的第二级，系以上为界，如中生界分为

主叠系、保罗系和白率系。跟系相应的地质年

代分期叫作纪。＠联主击；联系（多用于抽象事

物）·维～｜名誉所～［观瞻所～｜成败～于此举。

＠牵挂：～~I ～念。＠！到j 把人或东西捆住

!0往上提或向下送 z 从容里把白薯～上来。＠
( t5＞拴；绑：～马｜～缚。＠〈书〉拘禁g ～狱。
0 (Xi) 圈姓。

772 ，二 xi （书〉是3①：鲁迅～浙江绍

示 （傣）兴人｜确～实情。
月见 617 页 jl 。

E系i咀 xici l名，JO 逻辑上指一个命题的三个组
成部分之 1联系主词和宾词来表示肯定或否
定。如“~是白的”中的“是”f鲸鱼不是鱼”巾
的“不是”。＠有的语法书把“是主”①叫作系
ili] 0 

E系缚l xifu ('15> ！动j 束缚。
E系n；~~l xii ion I割留it!.~ ；恋恋不舍：～家乡。

E系列l xilie I吕栩关联的成组成套的事物：～

化｜～产品｜电视～片。

E系念E xinian ＜书〉［剖挂念。
E系i酋E xip心回到关于物种变化系统的记载，也
指关于某动植物的世代的记载。

E系数】 xishu [g] 0 与未知数相乘的数字或文

字，如 21112 中，与是泛的系数。＠科学技

术上用来表示某种性质的科度或比率的数，如
安全系数、基尼系数等。

E系统E xitang 0 r苟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
组成的整体：～化｜组织～｜灌溉～。＠固有

条理的，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资料不够

~ 。

E系统I：和E xitong gongcheng O 管理科学



14os I xi l 系顷细

上指运用数学和lt十算机技术等对→个系统内
部的规划、设计、研究、试验、成用等环节进行

组织管理，以求得最佳效益的措施。＠指牵
涉很：多方而

的王作任务D
E系统论】 xitonglun 强研究系统的→般模式、
结构

三矗 幌统方法的哲学纯论。

E系子】 xi•zi （为’〉［刽联结在器物上，用于提或
三三言 挂的cgil:5t ：箩筐～｜秤锤～。

员 xi 见 72 Jn［耐］
（眉、：属）

细 xi 0 圈（条状物）横部l面11、
（系回）“粗，，相对’下③⑥同）：～铅丝｜

她们纺的线又～又匀。＠［国（长条形）两边的

距离近2 画一条～线｛曲折的小河～得像腰带。
＠圃颗粒小：～沙｜玉米面磨得很～。。回

声音尖g声音小：嗓音～｜～声～气。＠［砌精
细：江西～瓷｜这几件玉石雕刻做得真～。＠
lllil 仔细 3详细；周密：～看｜精打～算｜深耕～
作｜这人心很～。＠晴细微；细小：～节｜事无

巨～l不要管得太～。＠〈方〉圆年龄小：～

妹！～娃子。 0 (Xi) 圈姓。
E细胞E xibao I事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

位，形状多种多样，主要由细胞核、细胞质、细
胞膜等构成。植物的细胞膜外面还有细胞壁。
细胞有运动、营养和繁殖等功能。

I 
2 2 
4 

3 

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

l细胞质 2细胞核 3液泡 4细胞膜 5细胞壁

细胞

4 

s 

E细胞壁】 xibaobi 圈植物细胞外围的一层厚

壁，包在细胞膜的外面，由纤维素构成。（图见
“细胞”）

E细胞核】 xibaohe 函细胞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细胞的中央，多为球形或椭圆形，由核酸、核
蛋白等构成，是细胞内遗传物质分布的主要场
所。（图见“细胞”）

E细胞膜］ xibaom6 ~细胞的组成部分之一，
是紧贴在细胞质外面的一层薄膜，有控制细胞
内外物质交换的作用。动植物细胞都有细胞

膜0 （图见“细胞”）

E细胞器l xibaoqi 画细胞质中由原生质分化

而成的具有→JE结构和功能的小器官，如线粒

体、叶绿体、质体等。
E细胞质】 xibaozhi I名J 细胞的组成部分之一，

包括元色透明的胶状物质和各种细胞器，在细

胞核和细胞膜之间。（罔见“细胞”〉
Z细布E xi bu 「名l →种平，纹棉布，质地比市布还

细密。
E细剖I] xibu 圈制图或复制图画日才用较大的比

例另外画山或印出的部分，如建筑图仁的卵
桦，人物画上的面部。

［~困菜E xicai 啕指某个地方在某个季节培育

的成本较高、供应量不多的蔬菜，如北方地区
冬季的黄瓜、蒜苗、西红柿等（区别于“粗菜”）。

E细大不捐】 xida-bujuan 小的大的都不抛弃。

E细点】 xidian IBJ 用料、制作精细的点心。

E细发E xi· fa （方〉圆细致，不粗糙。
E细高挑JLl xigaoti凸or ＜方〉圈细长身材，也

指身材细长的人。

E细工］ xigong 固精密细致的工作（多指手

工）：～活儿。

E细故l xigu 圈细小而不值得计较的事情z ～

末节。
E细化E xihua ［噩（对任务、目标等）进行细致分
解，使更加具体：管理工作要～到各个岗位。

E细活JL] xihu6r 圈细致的活计，特指技术性

强而消超体力少的工作z 慢工出～。

E细节E xijie 圈细小的环节或情节。

E细究E xijiu 圃详细推究；深究：此事不必～｜

～起来，你我都负有一定责任。

E细菌E xijun IBJ 原核生物的一大类，形状有球
形、杆形、螺旋形、弧形、线形等，一般都通过分
裂繁殖。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对自然界物质循

环起着重大作用。有的细商对人类有利；有的
细菌能使人类、牲畜等发生疾病。

E细菌武器l xijun wuqi 生物武器的旧称。

E细菌战剂E xijunzhanji 生物战剂的旧称。

E细颗粒物］ xik岳liwu 圈在空中飘浮的直径小
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被人体
吸入后能进入肺泡，危害健康。

E细粮］ xili6ng 圈→般指白面和大米等食粮
（区别于“粗粮”）。

E细毛E xim6o 圈价值较高的毛皮，如水獗皮、

军召皮等。

E细密］ ximi ~ 0 （质地）精细密实z 布织得
～。＠不疏忽大意；仔细z 对情况做～的分

析。
E细目l ximu IBJ 详细的项目或目录z 计划～｜



细阶 If£；在ll 络阅扇隙舱模睬渴就锺日甲虾 I xi - xio I 1409 I 

藏书～｜产品～。

E细嫩】 xinen ［蜀（皮肤、肌肉等）细腻柔嫩：～

的脸蛋儿。

E细腻E xini 咽。细致光滑．质地～0 8 （描
写、表演等）细致入微：人物描写～而生动。

E细皮嫩肉】 xipi-nenrou C～儿）形容人的皮肤
细嫩z 这姑娘长得～的。

E细巧E xiqi凸0 l蚓精细巧妙；纤细灵:r5 ：石柱
上雕刻着～的图案。

E细情】 xiqing 圈详细情形：不知’飞
E细软】 xi「U凸n 0 圈纤细柔软z ～的柳枝。＠
圈指珠宝、首饰、贵重衣物等便于携带的东

西：收拾～｜～家私。
E细润E xi run 翻细腻润滑．瓷质～。

E细弱l xiruo 晒细小柔弱：声音～｜～的柳条。
E细纱】 xisho 圈粗纱再纺而成的纱，用来织布
或纺线。

E细水长流】 xishuT-ch6ngliu O 比喻节约使用
财物或人力，使经常不缺。＠比喻一点一滴

地傲某件事
E细碎E xisui I!园细小零碎z ～的沙石。
E细扮t】 xi•tiα0 I!园（身材）细长。

E细微l xiw副圈细小s微小z ～的变化。
E细小E xixi凸o 睛很小z ～的雨点｜～的事情。
E细心E xix In 圃用心细密z ～照料｜做事～。

E细雨E xiy心圈很小的雨3 微风～1～蒙蒙。
E细则E xize 画有关规章、制度、措施、办法等
的详细的规则：工作～｜管理～。

E细账E xizhang t萄详细的账目。
E细针密缕E xizh创刊11u 针线细密，形容工作

细致。
E细枝末节】 xizhl-mojie 比喻事情或问题的细

小而无关紧要的部分。
E细致E xizhi 帽。精细周密z 工作～。＠细

密精致：～的花纹。
E细作E xizuo ［苞旧时指暗探g间谍。

盼 xi 叫视z 填目～之。

匮 xi 嘲笑的样子。

谷B xi 0 啪同‘＇llllt" 0 8 以咀姓o

b份 xi （书〉粗葛布。
给（豁）
阅一 xi （书〉钳制：兄弟～于墙。

（国）
区主 xi ·〈书〉鞋。＠〈书〉同“漏”。＠
'1n~ C Xi) fEJ 姓。
E局卤E xilu 同“满卤”。

隙 … xi O 缝隙p裂缝：墙～｜门～ l
尽 c ：隙）云～。＠（地区、时间）空闲 2
～地 1 空＜ kong l ～ l 农～（农闲）。＠漏洞$机

会：无～可乘。＠（感情上的）裂痕：嫌～！有
~ 。

E隙地】 xidi ［盘空着的地方；空隙地带．广场上

人山人海，几无～｜在路旁～种树。

Z隙缝E xifeng t萄缝隙；裂缝：兀鹰的案巢筑在二二三

悬崖峭壁的～中。 主E三
舱 xi ＜朽〉赤色

模 xi 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
礼。

隙 xi ＜书〉同“隙，，。

渴 xi ＜书〉咸水肺的土地。

E渴湖E xihu 圈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

封闭形成的湖，也指珊珊环礁所围成的水域。
有的高潮时可与海相通。

[j:岛卤E xii心〈书〉圃盐碱地。也作局卤。

据 xi 见下。

E就嗣 xixi （书〉睛形容恐惧的样子。

童 xi （书〉悲伤；痛。

L二且旦1D二1

pQJ xia ＜方〉画喝I （闹①：～了一口茶。
.，另见 415 页 go"

虾 －圈节肢动物，身体长，分头
（虫民）胸部和腹部，体外有壳，薄而透明，

腹部由多个环节构成。生活在水中，会跳跃，
捕食小虫等。种类很多，如青虾、龙虾、对虾
等。

另见 505 页怕。

E虾兵蟹将l xiablng-xiejiang 神话中龙玉的兵

将，借指不中用的兵将或帮凶、爪牙c

E虾酱E xiajiang [El 磨碎的小虾制成的一种酱

类食品。
E虾米E xia·mi t萄＠晒干的去头去壳的虾。
＠〈方〉小虾。

E虾米皮E xia•mipi [El 虾皮。

E虾皮E xi a pi 圈晒干的或蒸熟晒干的毛虾。
也叫虾米皮。

E虾仁E xiaren C～JL）画去头去壳的鲜虾z 炒

～儿。

E虾子E xiazT 画虾的卵，于制后橙黄色，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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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

瞎 xia O 圃丧失视觉注明＝他的右眼～
了。＠画没有根据地；没有来由地；没有

效果地g ～说｜～吵｜～花钱｜～操心。＠圈炮
弹打出去不响或爆破装置引火后不爆炸z ～
炮 l炮炮不～。＠〈方〉圈农作物种子没有发

芽出士或农作物籽粒不饱满。＠〈方〉［动l 糟
蹋；损失；丢掉g 白～了一个名额｜一场冰雹～

了多少庄稼。＠〈方） [lJj] 没有头绪；乱z 线绕

～了。

E瞎掰】 xiabai （方〉匾。徒劳无益；白搭：天

还没黑就让点灯，这不是～吗？＠瞎扯z 根本
没有这事儿，你别听他～υ

E瞎扯E xiach岳［司没有中心地乱说；没有根据
地乱说：～一气｜别～了，说正经的。

E瞎吹E xiachul 画胡乱夸曰：亩产一万斤粮
食，那是～。

E瞎话】 xiahua iE 不真实的话；谎话：说～。

E瞎火】 xiah峙。圈打不响的枪炮弹药：打
了五发炮弹，其中有一发是～。＠画弹药失
效z 子弹～了，枪没打响。

E瞎奶E xiiin凸 i ［：鲁，10 不突起的奶头。＠咂不
出奶水的奶头。

E瞧闹l xianao C租没有来自或没有效果地做；

胡闹。

E瞎炮E xiiipao 圈哑炮。

E瞎说l xiiishua ~没有根据地乱说：～一通。
E瞎信l xiiixin 圈邮政部门指由于地址不清或
写错等原因而不能投递的信件；死信。也叫亩

信。
E瞎眼E xiii11yan iZ重丧失视觉；失明。是我当初
瞎了眼，没有看出他是个骗子。

E瞎滔l xiiizhau ＜方〉［到说胡乱编造的话。
E瞎抓l xiiizhuii 画没有计划、没有条理地做
事。

E瞎子］ xiii•zi 圈失去视觉能力的人。

假 ia <ts> !"1“虾。
（假）

,, 
xia （丁！丫）

匣削（叫L）圈匣子①z 木～响头～儿r两
～JL点心。

E匣枪E xiaqiiing ＜方〉｜虱匣子枪。
E匣子E xia·zi iE 0 装东西的较小的方形器
具，有盖儿。＠〈方〉匣子枪。

E匣子枪E xia•ziqiiing ＜方〉［笛驳壳枪。也叫
匣枪、匣子。

侠川 Xia 0 侠客：游～｜武～。＠侠
（侠）义＝～士｜行～仗义。

E侠肝义胆】 xiagiin『yidan 指讲义气，有勇气，

肯舍己助人的气概和行为。

E侠客E xiake !Bl IH时指有武艺、讲义气、肯舍
巳助人的人。

E侠义l xiayi I形］讲义气，肯舍己助人的z ～心
肠｜～行为。

押 xi6 亲近而态度不庄重：～呢。

(3甲妓】 xi6ji 圈玩弄妓女。

［~甲昵E xiani 两过分亲近而态度轻悦。

押 xi6 （书〉关野兽的木笼，旧时也用来押
解、拘禁罪重的犯人。

峡川 xi6 0 两山夹水的地方（多用于
（峡）地名）：三门～（在河南）｜青铜～

（在宁夏）｜长江三～。＠见 509 页［海峡1。
(1峡谷】 xi6g心目旦河流经过的深而狭窄的山谷，

两旁有－峭壁。

狭 xia 窄（跟
（狭、择F医）小i～路相逢。

E狭隘E xi6 ’ ai ~ o 宽度小z ～的山道。＠
范围小z 她不愿意生活在～的小天地里。＠
（心胸、气量、见识等）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z不
宽广；不宏大z 见闻～｜心胸～｜～的生活经验。

E狭长】 xi6ch6ng ~回窄而长 z ～的巷子。
E狭路相逢E xi61u-xiiingfeng 在很窄的路上遇

见了，不容易让开，多指仇人相遇，难以相容。

E狭小】 xi6x1凸0 （勤狭窄：房间～｜气量～。

E狭义E xi6yi 圈范围较窄的定义（跟“广义”相

对）：～的文艺单指文学，广义的文艺兼指美

术、音乐等。
E狭窄E xi6zh凸i ［翻＠宽度小：～的走廊｜～的

小胡同。＠范围小z 场地～。＠（心胸、见识
等）不宏大宽广z 心地～。
口:::t Xia ［~姓。
E又另见627 页 i ia＂假”。
、 xi6 古时在太庙中合祭祖先。

1口
殃｝ xi6 殃石（ Xi

（破）江。
恻 xi6 啪羽毛主干两侧的部分。

？回 xi6 0 （书〉远：～想｜～迎。＠〈书〉长
」丘S 久＝～龄。 e < xia)IBJ 姓。

U医逐E xi6 ’品r （书＞ [:8］远近z ～闻名（形容名
声大）。

E医思E xi6sl l司遐想＝远方来信，引人～。
rn想l xi6xiang 圃悠远地思索或想象z ～联



翩｜闭目～。

瑕削玉上面的斑点，比喻缺点：～疵｜白
壁微～i纯洁无～。

E瑕不掩瑜E xi6b的凸nyu 比喻缺点掩盖不了优

点，优点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耍的。

E瑕疵】 xiacl 圈微小的缺点。

E琅站］ xiadian ＜书〉固污点；毛病。
E瑕瑜互见】 xiayu-hujian 比喻有缺点也有优

点。
H自 xi6 0 没有事的时候；闲空3 无～兼顾｜
pι 自顾不～。＠空闲：～日｜～时。

辖 i6 0 大车
（辖、配结、。1荤）轴头上穿着的

小铁棍，可以管住轮子使不脱落。（图见 156

页“车轮勺＠圈管辖；管理：直～！统～ 1省～
市｜北京市～十几个区县。

E辖区E xiaqu 圈所管辖的地区。

E辖帘tll xiazhi 圈管束；控制：受人～。
层fflo- xi6 圈＠日光斜射在天空中，由于空气
巨乏的散射作用而使天空和云层呈现黄、橙、
红等彩色的自然现象，多出现在日出或日落的
时候。通常指这样出现的彩色的云。＠
(Xia）姓。

E霞光】 xiaguang 圈阳光穿透云雾射出的彩
色光芒z ～万道。

E霞帧】 xiapei IEl 我国古时贵族妇女礼服的一
部分，类似披肩。
回卡 xi6 ＜书〉聪明而狡猾：狡～｜～慧。

而口
E黠慧E xiahui ＜书〉匮狡猾聪慧。

飞

xia C Tl丫）

下 xia 0 圈方位词。 a）位置在低处的（跟
“上”相对，下①b）②③⑥⑩⑩同）：～部｜

～游！山～｜往～看。 b）次序或时间在后的：～

次 1～半年｜～不为例。 c）表示属于一定范围、情

况、条件等：名～｜部～ 1在党的领导～｜在这种
情况～。＠等次或品级低的z ～等 l ～级｜～
策｜～品。＠向下面：～达｜～行。＠表示当

某个时间或时节：时～｜节～｜年～。＠用在
数目字后面，表示方面或方位：两～都同意 l往

四～一看。＠圈出高处到低处·～山｜～楼｜
顺流而～。＠ [ljlj] （雨、雪等）降落．～雨！～雪｜

～雹子。＠圈发布；投递：～命令｜～通知｜～
战书。＠圈去；到（处所）：～乡 i～车问！～馆
子。＠圈退场：八一队的五号～，三号上｜这

一场戏你应该从右边的旁门～。＠［甜放入．

瑕暇辖霞黠下 I xi6 - xia I 1411 I 

～种｜～面条儿｜～本钱｜～网捞鱼。＠画进行

（棋类游艺或比赛）：～围棋｜咱们～两盘象棋
吧！＠圈卸除；取下：～装｜把敌人的枪～了｜

把窗户～下来。＠圈做出（言论、判断等） : 

～结论｜～批语｜～定义。＠画使用；开始使
用2 ～力气｜～功夫｜～刀｜～笔｜对症～药。＠

民国（动物）生产＝母猪～小猪｜鸡～蛋。＠攻
陷 z 连～数城。＠退让z 相持不～。~~直到亘主
规定时间结束日常工作或学习等z ～班｜～课。三主三
＠画低于；少于3 参加大会的不～三千人。专三三

~ l.i a）用于动作的次数z 钟打了三～｜摇了
几～旗子。 b）（方〉用于器物的容量：瓶子里装

着半～墨水｜这么大的碗，他足足吃了三～。。
用在“两、几”后面，表示本领、技能z 他真有两

～1就这么几～，你还要逞能？也说下子。

下 ρxia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
表示由高处到低处 z 坐～｜躺～｜传～一道

命令。＠表示有空间，能容纳：坐得～｜这个
剧场能容～上千人｜这间屋子太小，睡不～六个
人。＠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打～基础｜定

～计策｜准备～材料。
E下巴E xia· ba IEl 0 下领的通称。＠须Ck邑）

的通称。
E下巴须JL] xia• bak岳r IEl 额比邑）的通称。
E下摆E xiabai IEl 长袍、上衣、衬衫、裙子等的

最下面的部分。

E下班］ xia;;ban （～儿〉圈每天规定的工作时
间结束z 每天下午六点～｜下了班儿你干什么

去？
E下半场E xiabanchang 画下半时。

E下半旗E xia banqi 先将国旗升至杆顶，再降
至离杆顶约占全杆二分之一的地方，是表示哀
悼的礼节。也说降＜ i iang）半旗。

E下半晌E xiabansh凸ng C～儿）〈方〉圈下午。

E下半时E xiabanshi IBJ 足球、水球等球类比

赛，全场比赛分作两段时间进行，后一段时间
叫下半时。也说下半场。

E下半天E xiabantian c～儿）圈时间词。下
午。

E下半夜E xiabanye IEl 时间词。后半夜。

E下绊JL] xia11 banr ＜口〉圃使绊儿。也说下绊
子。

E下辈］ xiabei （～儿）圈＠指子孙。＠家族中
的下一代。

E下辈子E xia bei. zi 画来生。
E下本E xia11b岳n （～儿）画放进本钱，泛指投入
人力、物力、财力等z 要多打粮食就要舍得～，
勤浇水，多上肥，加强田间管理。

Cr笔E xia;;bi 巨型用笔写或画，特指开始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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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z ～千言｜想好了再～。

E下笔成章E xiabT-chengzhang 随手写来，便

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
E下边】 xia·bian （～儿）圈方位词。下面。
E下不来E xia· bulai Ll到指在人前受窘＝几句重
话说得他脸上～。

E下不为例】 xiabuweili 下次不能援例，表示只- 通融这一次。
三主E E下操E xia;;cao 画。指出操：我们上午～，

下午上课。＠指收操：他刚～回来，跑得满头

大汗。

E下策E xi ace 画不高明的计策或办法。
E下层E xiaceng 阁下面的一层或几层（多用

于机构

E下场】1 xia;;ch凸ng 圈＠演员或运动员退

场。＠旧时指到考场应考。
c-F场T xiach凸ng 圈人的结局（多指不好的）：

没有好～｜可耻的～。
E下场门E xiach凸ngmen 南指舞台左首（就观

众说是右首）的出入口，因为演员大多从这儿下

场。
E下车伊始】 xiach岳听shT 旧时指官吏初到任

所，现指刚到一个新地方或新工作岗位。
E下乘E xiachengC 旧读 xiasheng) O IEl 本为
佛教用语，就是“小乘”。一般借指文学艺术的

平庸境界或下品。＠圈事物质量差或水平
低z ～之作。

E下处l xiachu I旬出门人暂时住宿的地方z 找

个～住下。

E下船】 xia;; chuan ［动。从船上到岸上； t
岸。＠〈方〉从岸k到船上；登船。

E下存l xiacun ［动］支取一部分之后还存（若干
数目）：这笔存款提了二百元，～八百元。

E下挫l xiacuo 圈（价格、销量、汇率等）下降；
下跌z 股市连续～｜这个月电视机销售量～
15% 。

E下达E xiada I制向下级发布或传达（命令、指
示等） ：～通知。

E下单E xia;;dan ［到发出订单或买单：～订货 i

电话～。也说下单子。
E下蛋E xia;;dan 圈（鸟类或爬行动物）产卵 z

母鸡～。
E下等E xiad岳ng 圈属性词。等级低的；质量

低的z ～货。

E下地l xia;;di 画。到地里去（干活儿）：～劳
动 i～割麦子。＠从床铺上下来（多指病人） : 
他病了儿个月，现在刚能～。＠〈方〉指婴儿

刚生下来。

E下第E xiadi ［到科举时代指考试没有考中 s落

第。
E下跌】 xiadi岳阐（水位、价格等）下降。

E下定】 xia;;ding 圈＠旧俗订婚时男方给女

方聘礼。＠预付定金：～后一个月内交足全
款。

E下硫】 xia;; ding I刻把系船的石墩放到岸上

或水底，使船停住，借指停船抛锚。
E下顿l xia’在圈。某些节肢动物的第二对

（有的是第三对）摄取食物的器官，生在口两旁

的下方，极小，上面长着许多短毛。＠脊椎动
物的下古页。

E下JLl xia;; fan f甜神话中指神仙来到人世

问：天仙～O
E下饭】 xiafan 0 画就着菜把主食吃下去。

8~回适宜于和饭一起吃．这个菜下酒不～。

＠〈方〉圈指菜肴。

E下房】 xiafang （～儿）厦］旧时称仆人住的屋

子。

E下放】 xiafang [1i副＠把某些权力交给下层机

构：把经营管理权～给企业。＠把干部调到

下层机构去工作或送到农村、工厂、矿山去锻
炼2 干部～劳动。

E下风】 xiaf岳ng 圈。风所吹向的那一方：工

业区设在城市的～，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较
小。＠比喻作战或比赛的一方所处的不利地

位：整场比赛主队一直处于～。
E下浮】 xiafu ［动1] （价格、利率、工资等）向下浮

动z 办公用房租金～｜利率～一个百分点。
E下痕】 xiagan 圈性病，分硬性和软性两种。

硬 F府是梅毒初期，生殖器、舌、唇等形成溃
殇，病灶的底部坚硬而不痛。软下府在生殖器
外部形成溃殇，病灶的周围组织、柔软而疼痛。

[ F岗】 xia;;g凸ng [z自1] 0 离开执行守卫、警戒

等任务的岗位：夜深了，交警仍未～。＠职工
因企业破产、裁减人员等原因失去工作岗位：
做好～职工再就业工作。

E下工E xi a;; gong 圈。到了规定忖间停止日

常劳动。＠旧时指解雇。
rr功夫】 xia g6ng·fu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

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z 要想把技术

学好，就得～｜他在书法上下过一番功夫。
E下海E xia;;h凸l 圈＠到海中去2 ～游泳。＠

（渔民）到海I二（捕鱼） ：初次～，头晕、呕吐是难

免的。＠指业余戏曲演员成为职业演员。。
l日时指从事某些行业（如娼妓、舞女等）。＠指
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

E下颁E xiahe IEl 人和脊椎动物口腔的下部。

通称下巳，也叫下顿。参看 530 页“领”。

E下滑E xiahua 画下降（多指成绩、质量等）：



经济～i教学质量～。
[ F怀E xiahuai 圈指自己的心意（原是谦辞） : 

正中～。

E下级】 xiaji !El 同一组织系统中等级低的组

织或人员 z ～组织｜～服从上级。
E下家l xiajia 圈。（～儿）几个人打牌、掷色
子、行酒令等的时候下一个轮到的人。参看
1145 页［上家］。＠（～儿）商业活动中指在后
面承接自己货物的人或单位。＠〈方〉谦称自
己的家。

E下架l xia;; jia 圃＠把商品从货架上撤下
来，指停止出售：这批货质量不过关，已经～
了。＠图书馆、阅览室等把图书、杂志等从书
架上撤下来，指停止借阅。

E下贱】 xiajian 圈。旧时指出身或社会地位
低下；低贱。＠卑劣下流（骂人的话）。

[f"江E Xiaj iang !El O 长江下游地区z ～人｜
～官话。＠清代指江苏。参看 1145 页 I上

江l 0 

E下降】 xiajiang ill国从高到低；从多到少：地壳
～｜飞机～ l 气温～｜成本～。

E下焦E xiajiao !El 中医指胃的下口到盆腔的
部分，包括肾、小肠、大肠、膀脱等脏器，主要功
能是排泄大小便。参看 1145 页【上焦1、1695

页【中焦］。
E下脚］1 xia竹i凸0 （～儿）圈走动时把脚踩 F

去z 院子里到处是水，实在没处～。
E下脚T xiaji凸o I萄下脚料。
E下脚货E xiaj的ohua ＜方〉圈卖剩下的不好
的货物。

E下脚料】 xiaji凸oliao l望原材料加工、利用后
剩下的碎料。也叫下脚。

E下界］ 1 xia;;jie 画下凡。

E下界r xiaj ie 圈迷信的人称天上神仙居住
的地方为上界，相对地把人间叫作下界。

E下劲E xia;; jin c～儿）圈花费时间和精力d＇吏
劲：～学 l～干。

E下九流E xiaji心liu I萄旧时指社会地位低下、
从事各种所谓下等职业的人，如艺人、脚夫、吹
鼓手等。

E下酒E xia;;jiu 0 画就着菜把酒喝下去。＠
E回适宜于和酒一起吃z 这个菜下饭不～。

E下课】 xia;; ke ［噩＠上课时间结束z 下了课
我们去打球吧。＠指辞职或被撤换z 几个队
的主教练先后～。

E下款E xiaku凸n C～儿） !EJ 送人的字画、给人的

信件等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名字。
c-F来E xia;; • lai 圈＠由高处到低处来2 他从

山坡上～了。昨天省里～两位干部。＠指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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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水果、蔬菜等成熟或收获z 再有半个月桃就
～了。＠用在时间词语后，表示一段时间终
结z 几年～，兄弟俩创下百万资产。

E下来E II• xiOll • lai ［理趋向动词。＠用在动词
后，表示由高处向低处或由远处向近处来z 把

树上的苹果摘～｜河水从上游流～｜又派下新任
务来了。＠用在动词后，表示从过去继续到

现在或从开始继续到最后z 古代流传～的神
话｜所有参加业余培训的人都坚持～了。＠用矗霎三
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z 把情况记 E二

录～ i车渐渐停了～｜起下几个钉子来。。用
在形容词后，表示某种状态开始出现并继续发

展z 天色渐渐黑～｜声音慢慢低了～。
E下里巴人］ xiali』：＞aren 战国时代楚国的民间

歌曲（下里即乡里，巴人指巴蜀的人民，表明做
歌曲的人和地方），后来泛指通俗的普及的文
学艺术（常跟“阳春白雪”对举）。

E下联E xialian （～儿〉圈对联的下一句。
E下列E xialie I回属性词。下面所开列的g 预

防肠道传染病，应注意～几点。
E下令E xia11 ling 画下达命令g发布命令z ～出

击｜～解散。

E下流E xialiu 0 画下游z 长江～｜黄河～。＠

圈指卑下的地位z ～社会。 81暨卑鄙握自IE:
～话卜’无耻。

E下落E xialuδ ＠圈寻找中的人或物所在的

地方z ～不明。＠圈下降2 伞兵缓缓～。
E下马E xia11m凸圈比喻中止或放弃某项较大

的工作或工程：由于资金不足，一批建设项目

将要～。
E下马看花E xiam凸 kanhua 比喻较长时间地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E下马威】 xiam凸w岳i 圈原来指官吏初到任时

对下属显示的威风，后泛指一开头就向对方显

示的威力。

E下面】 xiamian （～儿）圈方位词。＠位置较

低的地方：轮船从南京长江大桥～顺流而下｜
在山顶远望，～是一片金黄的麦田。＠次序靠
后的部分；文章或讲话中后于现在所叙述的部

分z 请看～陈列的纺织品｜～谈的是农业技术
革新的问题。＠指下级：这个文件要及时向
～传达。

E下奶】 xia11n凸i 圈＠分泌奶水。＠催奶。
E下品］ xiapin ［重质量最差或等级最低的品
级。

E下聘E xia11pin 画下聘礼。
E下坡路l xiapc]lu ［画＠由高处通向低处的道
路。＠比喻向衰落或灭亡的方向发展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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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下欠E xiaqian 0 画归还一部分之后还欠
（若干数目） ：我借老王二百元，还了八十元，～

一百二十元。＠圈下欠的款项：全数还清，并
无～。

E下情E xiaqing ~o 下级或群众的情况或心
意2 ～上达i 了解～。＠谦辞，旧时对人有所
陈述时称自己的情况或心情。

三三三 E下去E xia;;. qu mill 由高处到低处去：从斜井
主E ～一百米，就到工作面。领导干部每月要～几
三－夭。

E下去E II• xia11 • qu 圈趋向动词。＠用在动
词后，表示由高处向低处或由近处向远处去2

石头从山上滚～0把敌人的火力压～。＠用在
动词后，表示从现在继续到将来z 坚持～｜说不

～。＠用在形容词后，表示某种状态已经存
在并将继续发展＝天气可能再冷～，务必做好
防冻保暖工作。

Z下人E xiaren 圈。旧时指仆人。也叫底下
人。＠〈方〉指儿女或儿孙等晚辈。

E下三烂E xiasanlan ＜方〉＠圃下贱。＠圈
指下贱、没出息的人。｜｜也作下三滥。

E下三滥E xiasanlan 同“下三烂”。

E下梢E xiashao 圈＠末尾。＠结局。
E下身E xiash由国＠身体的下半部，有时专
指阴部。＠（～儿）指裤子或裙子。

E下神J xia11shen 画巫婆等装神弄鬼，称神仙
附在自己身上，叫作下神。

E下生J xiash岳ng ＜方〉画出生；出世。
E下剩E xiasheng ＜口〉圈剩余z 留五个人打场

(ch6ng），～的人往地里送肥料。
E下士l xiashi 南军衔，士官的一级，低于中

士。
E下世】 xiashi ＜书〉圈去世。
E下市E xia11shi 圈＠（季节性的货物）已过产

销旺季2 立秋后西瓜～。＠结束一天的商业
活动z 太阳老高就～了。

E下子E xia11sh凸u 圈动手；着手z 先～为强｜
无从～｜我们还没到，人家就下了手了。

E下子Y xiashou O C ～儿）圈下家①。＠
（～儿）圈助手：打～（担任助手）。＠同“下
首”。

E下首】 xiashou ~位置较卑的一侧，就室内
说，一般指靠外的或靠右的（左右以人在室内
而脸朝外时为准）。也作下手。

E下书E xiashu ＜书〉圈投递书信。
E下属E xiashu ~下级。
E下水J' xia11shui 圈。进入水中2 新船～典
礼。＠把某些纺织品、纤维等浸在水中使收
缩。＠指做坏事：拖人～。

E下7j(J2 xiashui 圈向下游航行z ～船。

【下水J xia·shui 圈用作食品的牲畜的内脏，
有些地区专指肚子（ du• zi）和肠子z 猪～。

E下水道J xiashuida。因排除雨水和污水的

管道。
E下榻E xiata （书〉圃（客人）住宿 z～国际饭店。

E下台】 xia11t6i 圈。从舞台或讲台上下来。
＠指卸去公职或交出政权。＠指摆脱困难窘
迫的处境（多用于否定式）：没法儿～｜他这句话

使我下不了台。也说下台阶。

E下台阶】 xia t6ij i岳下台③。
E下套E xia11tao （～儿）面设圈套z 谨防骗子

～JL骗钱。
E下体E xiati ＜书〉圈下身①。
E下调E xiatiao 画（价格、利率等）向下调整。

E下同E xiδt6『19 圈底下所说的跟这里所说的
相同（多用于附注）。

E下头E xia•tou 函方位词。＠位置较低的地

方z 山～有个村庄。＠指下级：领导要耐心听

取～的意见。
E下网】1 xia;;wang 圆设置罗网，多指在水中

安设渔网 2 ～捕鱼。

E下网E xia11wang 鹰在互联网上结束信息
的检索、查询等，操作计算机等退出互联网（跟

“上网”相对）。

CT位l xiawei 0 画下面的位置，指低下的地
位或等次低的席位：身处～而不忘忧国｜年幼
的坐～。－~属性词。层级低的g ～词｜～
概念。

E下位概念E xiawei gainian 种概念。

E下文】 xiawen 圈＠书中或文章中某一段或

某一句以后的部分。＠借指事情的发展或结

果：我托你的事已经好几天了，怎么还没有～？
E下午】 xiawu 圈时间词。指从正午十二点到

半夜十二点的一段时间，一般也指从正午十二
点到日落的一段时间。

E下下l xiaxia 0 圈方位词。指比后一个时
期更往后的（一个时期）：～星期。＠圈属性

词。最下等的；最差的z ～策。
E下弦】 xiaxian 圈月相的一种，农历每月二十

三日或二十三日，太阳跟地球的连线和地球跟
月球的连线成直角时，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呈。
形，这种月相叫下弦，这时的月亮叫下弦月。

E下限E xiaxian 圈时间最晚或数量最小的限

度（跟“上限”相对）。

E下线】1 xia11xian mill 0 指汽车、电器等在生
产线仁组装完毕，可以出厂2 环保公交车本周

内～。＠网站等断开互联网，停止运营。有

时也指下网。



E下线Y xiaxian ［萄下一级联络人（JI＆“上线”
相对）：非法传销组织鼓动成员想方设法发展
~ 。

E下陷E xiaxian I司向下或向内凹进z w~ 眶～l

地基～。
E下乡l xia11xiang 自由］到农村去。

E下泄l xiaxie ~画（水流）往下流或排泄z 洪峰

正沿江～O

E下泻E xiaxi画画＠（水流）急速地往下流z ～

不畅。汇率一路～。＠指腹泻。
E下行E xiaxing 画画＠我国铁路部门规定，列

车行驶方向和上行相反叫作下行。下行列车
编号用奇数，如 11 次， 103 次等。参看 1148

页［l:frl" 8 船从上游向下游行驶。＠公文
由上级发往下级：～公文。＠（价格、指数等）

下降2 近来股市持续～。
E下学】 xia11xue 画学校当天课业完毕，学生
回家。

E下旬E xiaxun 圈每月二十一日到该月最后
一天的日子。

E下药E xia;;yao 画I 0 ＜医生）用药：对症～。
＠下毒药、蒙汗药等。

E下野l xia;;y岳圈执政的人被迫下台。

E下议院】 xiayiyuan ［重两院制议会的组成部

分。原是英国议会中的平民院的别称，后来泛
指两院制中议员按人口比例或选区选举产生

的议院，如l美国的众议院，法国的国民议会，荷
兰的二院等（跟“上议院”相对）。也叫下院。

E下意识E xiayi·shi O 圈潜意识。＠固不知

不觉地；没有意识抽＝枪声一响，他～地缩回了
头。

E下游E xiay6u L~ 0 河流接近出口的部分。
＠借指落后的地位z 不能甘居～。

c--r狱E xia;;yu 画被关进监狱。

E下元节E Xiayu6n Jie 画指农历卜月十五

日。

Cr院l xiayuan 画下议院。

E下载E xiazai 画面从互联网或其他计算机上获
取信息并装入到某台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装置
上（跟“上传”相对）。

E下葬E xia11zang 圈把灵枢埋到土里（有的民
族不用棺材，指把遗体埋到士里），也指把装有
骨灰的骨灰盒安放进墓穴。

E下账E xia11zhang 圈把账目登记在账本上。
[ F肢E xiazhl [El 人体的一部分，包括大腿、小
腿、脚等。

E下种E xia;;zhong 圈播种（ bo;; zhong）。
E下着E xiazhu ＜书〉画拿筷子央东西吃。
E下装】1 xia;; zhuang I副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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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下装r xiazhuang [:81 下身穿的衣服。

E下坠】 xiazhui 圈＠（物体）向下坠落。＠
（将分娩的产妇或病疾、肠炎等病的患者）腹部
感到沉重，像要大便。

E下子E X』ia11 zT c～儿）圈。播下种子。＠产

卵。

E下子E xia·zi !SJ 下＠。

E下作】 xia吼』0 0 圃卑鄙；下流。＠〈方〉圃

（吃东西）又贪胁。＠〈方〉画助手z 打～主
（担任助手）。

Jtfι 削画使害怕z ～了一跳 l 别～
（嘛）着孩子。
另见 530 页怡。

E吓唬E xia·hu ＜口〉闹使害怕；恐吓。

E吓人E xia11r白n E回使人害怕；口I怕 z 山洞又深

又黑，真～。

夏1 削眼季z 初～｜立～

夏2 Xia 0 ['8] 朝代，约公元前m 0:51; 
前 1600 ，禹（一说启）所建。＠指中国：

华～。 OrEl 姓。
Z夏布E xiabu l到用芒麻的纤维织成的布，我国

传统纺织品之→0 多用来做蚊帐或夏季服装，
产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

E夏侯E Xiah6u 庄重姓。
E夏季】 xiaji ［每一年的第二季，我国习惯指立

夏到立秋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四月、五月、
六月三个月。参看 1240 页i囚季lo

E夏历E xiali ［重农历①。
E夏粮E xiali6ng 阁夏季收获的粮食。

E夏令E xi a ling 圈＠夏季。＠夏季的气候z
春行～（春天的气候像夏天）。

E夏令时l xialingshi 圈夏时制。

E夏令营E xialingying 圈夏季开设的供青少

年或集体的成员短期休息、娱乐等的营地，多
设在野外或海边。

E夏眠E xiami6n Ll剥某些动物（如非洲肺鱼、沙

虫析等）在炎热和干旱季节休眠。也叫夏垫。
E夏时伽tll xiashizhi 画某些国家或地区为充

分利用阳光、节约能源所实行的夏季时间制
度。夏季来临时把钟表的时针向前拨→小时，
夏季结束再拨回原来的时间。也叫夏令日寸。

E夏收E xiashou O 画夏季收获农作物。＠
l富夏季的收成：今年～增产一成。

E夏天E xiatian 圈夏季。

E夏娃E Xiaw。 [El 《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
的妻子。［希伯来f::lawwah]

E夏衣E xiayl ~夏季穿的衣服。
E夏垫l xiazhe 圃夏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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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夏至】 xiazhi 圈二十四节气之→，在 6 月 21

日或 22 日。这一天太阳经过夏至点，北半球

白天最长，夜间最短。参看 664 页 1节气1、
348 页［二十四节气1。

E夏至点］ xiazhidian ~黄道上最北的一点，
夏至这天太阳经过这个位置。

E夏装E xiazhuang ~夏季穿的服装。

三主 p,Y xia 旧同“吓”（ Xia ）。
重主E A血另见 552 页 hu 。
量三三F rs ~ xia 厦门（ Xi arr哈「仆，地名，在

！厦？厦）福建。
另见 1134 页 sha。

每事 xia ＜书〉缝隙2 云～｜石～。

E锦漏E xialou ＜书〉圈缝隙，比喻事情的漏洞z

～之处，有待订补。
E鳞隙：l xiaxi ＜书〉圈缝隙。

仁一一旦回旦！至1
仙 . -n 圈＠仙人；神也成? （”结） ～｜求～。＠比喻在某方面
特异的人z 诗～｜酒～。 O (Xian）姓。

E仙丹］ x iandan [BJ 神话中认为吃了可以起死

回生或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E仙姑】 xiangu 圈＠女仙人。＠以求神问卡

等迷信活动为职业的妇女。
E仙鹤E xianhe ［吕＠丹顶鹤。＠专指神话中
仙人所养的鹤。

E仙后座】 xianhouzuo 圈星座，位置在北部天

空，和大熊座隔着北极星遥遥相对，其中五颗
主要的星可以连接成W形。

E仙境E xianjing [BJ 神仙居住的地方。多比喻
景物优美的地方。

E仙客来】 xiankelai 固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
扁圆形，叶子略呈心脏形，表面有自斑，背面紫
红色，花红色，有香气。供观赏。

E仙女】 xiannu ~年轻的女仙人。
E仙人E xianren 圈神话中指长生不老并且有
种种神通的人。

E仙人球】 xianr岳nqiu 圈多年生植物，茎球形
或椭圆形，肉质，有纵行的棱，棱上有丛生的
刺，花大，多为红色或臼色。供观赏。

盯山人掌E xianrenzh凸ng 圈多年生植物，茎多

呈长椭圆形，稍扁平，像手掌，肉质，有刺，花黄

色，浆果椭圆形，肉质。供观赏。
E仙山琼阁E xianshan-qi6ngge 比喻奇异美妙

的境界（多指幻境）。

E仙逝E xianshi r;国婉辞，称人死。

E仙子E xianzi I望＠仙女。＠泛指仙人。

先 xian O 圈时间或次序在前的（跟“后”
相对） ：～进｜～例｜事～｜领～ i 争～恐后｜

有言在～。＠国表示某一行为或事件发生在
前2 他比我～到 l我～说几句。＠画暂时2 这
件事情～放一放，以后再考虑。＠祖先；上代。

＠敬辞，用于称死去的人＝～父！～烈｜～哲。
＠〈口〉圈先前z 小王的技术比～强多了｜你

～怎么不告诉我？ 0 CXian）圈姓。

E先辈E xianbei 圈＠泛指行辈在先的人。＠

指已去世的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的人z 继承革
命～的事业。

E先导E xiand凸0 0 圈引导5引路。＠圈弓l
路者；向导z 科技是发展生产力的～。

E先睹为快E xiandu』－weikuai 以先看到为快

事。
E先端】 xianduan O 圈叶、花、果实等器官的

前端或顶部。＠圈尖端②z ～技术｜～材料。
E先发制人E xianfa-zhiren 先动手以制伏对

方5先于对于采取行动以获得主动。
E先锋］ xianf岳ng 画作战或行军时的先头部

队，旧时也指率领先头部队的将领，现在多用

来比喻起先进作用的人或集体g ～队｜开路～｜
～作用。

E先锋派艺术E xianf岳ngpai yishu 西方现代艺

术流派之→。广义指具有探索性、反叛性、创
新性的文学艺术现象，狭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在欧洲出现的、反对艺术体制和艺术自律
的一些艺术流派。

E先河E xianhe 圈古代帝王先祭祀黄河，后祭
祀海，以河为海的本源（见于忖L记·学记妙。

后来称倡导在先的事物为先河z 他主j寅《茶花

女》等西洋名剧，开国人演话剧之～。

E先后l xianhou O ~先和后z 要办的事情很
多，应该分个～缓急。＠国前后相继z 新出土
的文物～在国内外多次展出。

E先见之明E xianjianzt甘ming 事先看清问题的

眼力；预见性。

E先进E xianjin 0 lll2J 进步比较快，水平比较
高，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的z ～工作者 j ～水

平。＠圈先进的人或集体2 后进赶～。

E先决E xianjue ~国属性词。为了解决某一问

题，必须先解决的z ～条件。
E先觉E xianjue 圈在政治J士会改革方面觉悟

得较早的人：先知～。
E先来后到l xianlai houdao 按照来到的先后

而确定次序。

E先礼后兵E xianli-houblng 先以讲礼貌的方

式与对方交涉，行不通时再使用强硬的手段。



E先例E xionli 圈已有的事例：史无～。

E先烈E xionlie 圈对烈士的尊称：革命～。
E先民E xionmin ＜书〉圈。古代的人。＠古

代的贤人。

E先期E xianql ~ 0 某一日期以前z 代表团的

部分团员已于～到达。＠前期z ～目标已经

实现。
Z先前E xionqi6n 圈时间词。泛指以前或指某

个时候以前z ～我和他同过学｜我们煤矿的机

械化程度比～高多了。宣噩’“以前”可以用在
动词后面表示时间，例如“吃饭以前要洗手”

“先前”不能这样用。

E先遣】 xionqian 圃属性词。行动前先派出去
担任联络、侦察等任务的（人员或组织h ～队！

～部队。

E先秦E Xian Qin 圈指秦统一以前的历史时

期，一般指春秋战国时期z ～史！～诸子（指孔
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苟子、韩非子等）。

E先驱E xionqu O 画走在前面引导（多虚用）：

～者。＠画先驱者：革命的～。
E先人E xionren ~ 0 祖先。＠指已死的父

亲。

E先容E xionr6ng ＜书〉画事先为人介绍、吹嘘
或疏通z 为之～｜恳为～。

E先入为主】 xianru-w副zh心先接受了一种说

法或思想，以为是正确的，有了成见，后来就不
容易再接受不同的说法或思想。

E先生E xion•sheng 圈＠老师。＠对知识分
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有时也尊

称有身份、有声望的女性）。＠称别人的丈夫
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都带人称代词做定语）：
她～出差去了｜等我～回来，我让他马上去找
您。。〈方〉医生。＠旧时称管账的人z 在商
号当～。＠旧时称以说书、相面、算卦、看风水

等为业的人：算命～。
E先；声l xiansheng I画指发生在重大事件之前
的性质相同的某项事件： 1789 年的法国大革

命是 19 世纪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E先声夺人l xiansheng-du6ren 先张大声势

以压倒对方，多用于比喻：比赛一开始她就～，
以5:0压倒对方。

E先世E xionshi 月色］祖先。

E先是E xion· shi E亘用在上半句，表示某种动
作或情况发生在前，下半句往往有“后、然后、

接着”等跟它呼应：～承认，后又反悔。
E先手l xianshou 函下棋时主动的形势（踉

“后子”相对）：～棋｜占～。
E先天E xiantian ~ 0 人和动物的胚胎时期
（跟“后天”相对）：～的（胚胎时期的、生来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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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哲学上指先验的。
E先天不足l xiantian…buzu 指人或动物生下来
体质就不好，也比喻事物的根基差：～，后天失

调。

E先头】 xi6nt6u 0 圃属性词。位置在前的

（多指部队）：～部队。＠（～儿）园时间在前

的；以前：～出发！怎么～我没听他说过。－~
前头；前面：旗手走在队伍的～。

E先贤E xi6nxi6n ＜书〉圈已经去世的有才德

的人：～祠。

C甘于E xianxing 0 圈走在前面2 ～者｜～官｜

兵马未到，粮草～。＠圈先进行；预先进行：

～试办｜～通知。＠圈指先行官。
E先行官E xianxingguan 圈戏曲小说中指指

挥先头部队的武宫。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
~ 。

E先行者l xianxingzhe 圈首先倡导的人：孙

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

E先验论l xianyanlun 圈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相对立。认为人的知识
（包括才能）是先于客观存在、先于社会实践、
先于感觉经验的，是先天就有的。

E先意承志E xianyi-chengzhi 原指不待父母明

白说出就能迎合父母的心意｛故事，后来泛指揣
摩人意，极力逢迎。

E先斩后奏l xianzhan-houzou 封建时代臣子

把人杀了再报告皇帝。现在多比喻自行把问
题处理了，然后才报告上级或尊长。

E先:JISl x ianzhao 圈事先显露出来的迹象；前

兆：地震～。

E先哲l xianzhe ＜书〉圈指已经去世的有才德
的思想家。

E先知E xianzhl I萄＠对人类或国家的大事了

解得较早的人。＠犹太教、基督教指受上帝

启示而传达上帝旨意或预言未来的人。
(:5\:;祖l xianz心〈书〉圈。祖先。＠称己故的

祖父。

力主 ,_,,._ xi an 细小z ～尘｜～微。

可（娥）另见 1045 页 qiano
E纤长】 xi6nch6ng 圈细而长：～的手指。

在干尘】 x ianchen IBJ 细小的灰尘：～不染（一

点儿灰尘也沾染不上）。
E纤度E xiandu 圈天然丝或化学纤维质量与
长度之比，表示纤维的粗细程度，单位是特克
斯。

E纤毫l xi6nh6o 圈纤细的毫毛，比喻非常细

微的事物或部分z 人物形象在这些牙雕艺术品
里刻得～毕见。

E纤毛E xi6nm6o 圈某些生物体的细胞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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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纤细的毛，由原生质构成，能运动，如人的 I c毗基E xianjl 圈含氧酸的分子失去一个委主基
气管内壁细胞，纤毛虫和某些藻类所生的毛。 | 而成的原子团。

E纤巧E xianqiao ~回细巧；小巧z 饰物～精致。｜目主E xian 见 998 页 I翩圳、998 ]ii 
E纤柔E xianr6u 圃纤细而柔软z ～的蚀。 川阳王（踵） ！煽距1。
E纤弱E xianruo IWJ 纤细而柔弱z 身子～。 ｜丘d,. xian !Bl 掘土或
E纤体E xi anti 画使形体变苗条：～瘦如通过｜审仄（傲、 1枚、 1掀）铲东西用的工具，
健身达到～的目的。 I 有板状的头，用钢铁或木头制成，后面安把儿。

~二 E纤维E xianwei ［苞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细丝｜圣次 ~... xian ＜书〉同“铅”。
王三 状物质或结构：植物～｜神经～｜醋醋～｜光导｜诙（缎）另见 1269 页巾。

E辈于生板E xianw岳1ban 圈二种人造板才i才，用
｜品搓 _ xia『l 0 [1圄新鲜

木等原料经过粉碎、成型、热压等工序制成。 | ＠回（花朵）没有枯萎z ～花。＠鲜明2 ～
E纤维素］ xianw也剧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艳｜～红。＠晴鲜美：味道～。＠鲜美的食

CC,H10CJsl＂＂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组成部｜ 物z 时～。＠特指鱼虾等水产食物z 海～ l 鱼
分，主要用来制造纸张、人造纤维等。 ' 

E纤维植物J xianwei zhiwu 能从中取得纤维

的植物，如棉花、亚麻、大麻等。
E纤悉E xianxl ＜书） [1f2l 详细；详尽z ～无遗。
E纤细E xianxi 圈非常细 z 笔画～。

E纤纤E xianxian ＜书〉圆形容细长：十指～。
E纤小E xianxiao F回细小。

宣武 xian 圈气体元素，符号 Xe。无色无臭
无味，大气中含量极少，化学性质不活泼。

用来填充光电管、闪光灯等。
E侃灯E xiand岳ng 圈灯的一种，把饭气填充在

真空的玻璃外壳中制成，通电后发出的光和阳
光的颜色相近。

饮巾〈书〉高兴注意懒制常胁。

袄 xian 见下

E袄教l Xianjiao 画拜火教。

和~ xi an 翩。
（养和lI)

E轴稻E xiandao 圆水稻的一类，茎秤较高较
软，叶子黄绿色，稻穗上的籽粒较稀．米粒长而
细。

E和lJ米E xianmi 圈柏稻碾出的米，薪性小。
今小」L xi an 见 1402 页I稀签］ o

主主（奈）
掀 xian llllll 0 使遮挡覆盖的东西向七离

开；揭g ～锅盖｜～门帘｜把这一页～过去。
＠翻腾；翻动：白浪～夭。

E掀起E xianqi 圈＠揭起z ～被子。＠往上
涌起：翻腾：大海～了波涛。＠使大规模地兴
起：～植树造林的新高潮。

锯 xian ＜书〉锋利z ～利。
（结）

酷巾见下。

～。 fj ( Xio的画姓。

另见 1422 页 xi an 。

E鲜卑E Xianb岳l 圈我国古代民族，居住在今东

北、内蒙古一带。汉末渐渐强盛起来，南北朝

时曾建立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

E鲜果】 xian凹凸圈新鲜的水果。

E鲜红】 xianh6ng E国状态词。形容颜色红而

鲜艳z ～的朝霞。

E鲜花E xianhua 圈新鲜的花朵：一束～。

E鲜活E xianhu6 圈。新鲜而活着的2 ～的鱼

虾。＠新鲜而生动z 语言～｜～的事例。
E鲜货E xianhuo 圈指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虾

等。

E鲜丽I xianli 圈鲜艳美丽：衣着色彩～。

E鲜亮E xian•liong ＜方〉［回＠鲜明①。＠漂

亮：长得～｜这一打扮就显得更～了。

E鲜灵】 xian• ling ＜方〉圈色泽鲜明，有生气；

新鲜7j(灵 z 浇了水之后，麦苗更～了｜石榴花红

得那么～可爱。

E鲜美E xianm岳l 圈。（菜肴、瓜果等）滋味好。

＠〈书〉（花草等）新鲜美丽。

E鲜明E xianming ［回＠（颜色）明亮：色调～。
＠分明而确定，）点儿也不含糊 z 主题～｜～的

对比。

E鲜嫩】 xiannen 回新鲜而嫩z ～的藕o

E鲜啤酒】 xianpiji心圈生啤酒。

E鲜销E xi凸nxi。0 ［到农产品

鲜时销售 z 地瓜既可～，又可加工成粉条上市。

E鲜血E xianxue 圈鲜红的血。

E鲜姊l xianyan ［霸鲜艳g 色彩～。

E鲜艳E xianyan 圈鲜明而美丽：～夺目。

E鲜子E Xianvu 圈姓。

逞 xian 逞罗仰川，泰国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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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i6n）函姓。

“阁”另见 632 页 jian “间飞640 页 jian

“间”。

E闲扯E xi6nche I到闲谈：两人～了一阵子。

E闲荡E xi6ndang 圈闲逛z ～街头。
E闲工夫】 x i6ng6ng • fu C～儿）圈没有事情要

傲的时间。

E闲逛l xi6nguang 画闲暇时到外面随便走
走；随意游逛：工作太忙，没有工夫～｜节日期
间到公园～了一天。

E闲话l xi6nhua O C～儿）圈与正事元关的话：
～少说，讨论具体问题吧！＠画不满意的话z
注意一点儿，免得让人说～。＠〈书〉圈闲谈：

清夜～。
E闲居E xi6nju 画在家里待着没有工作做。

E闲空】 xi6nkong c～儿）圈没有事的时候：她
整天忙忙碌碌的，没有一点儿～。

E闲聊E xi6nli6o 画闲谈。

E闲气l xi6nqi 画为了无关紧要的事而生的

气：惬～｜生～o
E闲弃E xi6nqi 圃闲置；弃置不用g 沟边土地长

期～O
E闲钱E xi6nqi6n 函指生活必需的费用以外多

余的钱；暂时闲着不用的钱。
E闲情逸致E xi6nqing-yizhi 闲适的情致。

E闲趣】 xi6nqu 圈闲适的情趣。

E闲人l xi6门ren 圈。没有事情要做的人z 现
在正是农忙季节，村里一个～也没有。＠与事

无关的人：～免进。
E闲散E xi6nsiin 匾。无事可做而又无拘无
束z ～的日子。＠属性词。闲着不使用的（人
员或物资）：～劳力｜～资金。

E闲事E xi6nshi 圈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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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的事z 管～｜～放一边，先干正事。
E闲适】 xi6nshi ~回清闲安逸z ～的心情！生活

~ 。
E闲书l xi6nshu 型指供消遣的书；与正业无

关的书z 床头放着两本～。
E闲谈】 xi6nt6n Ill国没有→定中心地谈无关紧
耍的话。

E闲暇E xi6nxi6 圈闲空。

E闲心E xi6nxln 圈。闲适的心情＝这么忙，我
哪有～谈吃喝。＠不必要的、无关紧要的心
思：操不完的～。

E闲雅l xi6ny凸同“娴雅气

E闲言碎语l xi6ny6n-suiy凸＠与正事无关的

话：～不多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没有根

据的话s闲话②z 背地里散布～｜不要听了几句
～就打退堂鼓。

E闲员］ xi6nyu6n 画集体中没事干的人员 3多

余的人员：裁汰～O

E闲云野鹤l xi6nyun-y岳he 比喻闲散安逸不受

尘事羁绊的人，旧时多指隐士、道士等。

E闲杂E xi6nz6 Ifill 属性词。没有一定职务的

或与某事无关的（人），～人员。
E闲章】 xi6nzhang C～儿）圈个人的与姓名、职

务等无关的图章，印文大多是熟语或诗文的句
子，如“开卷有益”。→般用于所藏的书画上。

E闲职E xianzhi IBJ 空闲时间较多的或事情少

的职务。

E闲置】 xi6nzhi 圈搁在→边不用：这台机器已

经～多年。

II又 … xian O 有德行的多有才能的：～
页（责）明1~~1～良。如德行的人；有
才能的人：圣～｜选～举能｜任人唯～。＠敬
辞，用于平辈或晚辈z ～弟｜～侄。＠（×ion)

圈姓。

E贤达E xi6nd6 圈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z

社会～O

E贤德E xiande 0 圈善良的德行。＠圈贤
惠2 ～女子。

E贤惠】（贤慧） xianhui 圈指妇女心地善良，通
情达理，对人和蔼。

E贤劳E xi6nl6o ＜书〉［到（为公事）勤劳s劳累。

E贤良】 xianliang ＜书〉＠固有德行，有才能z

～之士。＠画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z 任用
~ 。

E贤路l xianlu ＜书〉圈指贤能被任用的机会z

广开～。

E贤明E xianming O 固有才能，有见识z ～的

领导人。 8 1'81 指有才能、有见识的人＝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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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贤能E xi6nn自ng 0 ［固有道德，有才能g ～之

士。＠函指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另举～o
E贤妻良母】 xi6nql-li6ngm心既是丈夫的好妻

子，又是子女的好母亲。用来称赞妇女贤惠。
E贤契l xi6nqi （书〉南对弟子或朋友子侄辈
的尊称。

E贤人】 xi6nren I组有才德的人。
E贤士E xi6nshi ＜书〉［写贤人。
E贤淑】 xi6nshu 〈书） Ifill 贤惠 z ～的妻子。
E贤哲］ xi6nzhe ＜书〉＠［固有才德，有智慧z
～之士。 8~指有才德、有智慧的人。

主（＠＠将）系着的绳状物，用牛筋制成，~ xi6n 0 圈弓背两端之间

有弹性z 弓～。＠（～儿）咀乐器上发声的线，

一般用丝线、铜丝或钢丝等制成：琴～。＠自旦
发条：钟走慢了，该上～了。。圈连接圆周
上任意两点的线段。＠我国古代称不等腰直

角三角形的斜边。
E弦歌E xi6ng岳。画用琴瑟等弦乐器伴奏而

歌唱：～一堂。＠圈指琴声歌声g 一曲～！～
阵阵。

E弦外之音】 xi6nwaizhlyln 指言外之意。

E弦乐器】 xi6nyueqi 圈指由于弦的振动而发
音的一类乐器，如小提琴、琵琶、扬琴等。

E弦子］ xian·zi 圈三弦的通称。

E弦子明 xi6n· zixi 圈柳子戏。

珞 Xian 酬。
另见 1484 页 xu6no

寻… xian ＜方〉时；取；如毛发
（捍）等〉也～扯｜～鸡毛。

i::;:P.-1 xi6n 0 ＜书〉圃全；都：～受其益｜老少
j叽～宜。 8 cxian）圈姓。
~2 • • xi6n 圈。像盐的味道：菜太
Jij比（献）～。＠用盐酬的， ~11'JI ～
台

U或菜】 xi6ncai 圈用盐脑和j的某些菜蔬，有的

地区也指某些酱菜。
U戎丰E Xi6nf岳ng 圈清文宗（爱新觉罗·奕伫

[zhu］）年号（公元 1851→1861 ）。

U戎津津E xi6njlnjln （～的〉［翻状态词。形容
味道路微带点JL戚。

U戎水湖E xi6nshuihu 圈水中含盐分很多的
湖。

U戎盐E xi6ny6n 〈方〉白雪盐。
U戎鱼翻身l x i6nyu-fansh岳n （方〉咸鱼翻生。
U或鱼翻生】 xi6nyu-fansh岳ng （方〉咸鱼起死

回生（翻生：复活），比喻处于绝境或低谷的人
或事物重获生机或希望。也说咸鱼翻身。

、；（. 、， xi6n 口7j(，垂～三尺！口角流
｛延（瓷、）～。

E涎皮赖脸E xi6npi-lailian 厚着脸皮跟人纠缠，

惹人厌烦的样子。
E涎水E xi6nshui （方〉［苞口水。
E涎着脸E xian• zhe I的n （～儿）〈方〉做出涎皮

赖脸的样子。
也缸I xi6n 〈书〉＠文雅：～
贝网（娴、养娟） 静。＠熟练z ～熟｜～于
辞令。

E娴静l xi6njing 画文雅安详：举止～。

U闲熟E xi6nshu 幽熟练z 技术～。
E娴雅］ xi6ny凸但文雅（多形容女子）：谈吐

～。也作闲雅。
眩 xi6n 驰，古书上指马陆。

~c.二1 xi6n O ＜书〉

伺（街、明、相）！每马嚼子。（图
见 86 页“镰和衔”）＠画用嘴含：燕子～泥 1

他～着一个大烟斗。日已～山。＠存在心里2
～恨 l～冤。。〈书〉接受；奉g ～命。＠相连
接z ～接。

-1, :;:2 xi6n 圈行政、军事、教

f贸（街、嘀）学或科研等系统中人员
的等级或称号z 头～｜学～｜军～！大使～。

E衔恨E xi6nhen I量心中怀着怨恨或悔’恨：～

而死。

E衔级E xi6nji I望行政、军事、学术等系统中人
员的等级。

E衔接】 xi6nji岳 l到事物相连接z 两个阶段必须

～起来。
E衔枚】 xi6nmei ＜书〉圈古代军队秘密行动
时，让兵士口中横衔着枚（像筷子的东西），防
止说话，以免敌人发觉：～疾走。

E衔命］ xi6nming （书〉画奉命；受命o
E衔铁】 xi6nt1岳圈某些电器中放在电磁铁两
极中间的铁块或铁片。电磁铁的线圈通电时
衔铁就被吸引而移动，从而改变所连接的电
路。

E衔冤E xianyuan I到含冤·～负屈。

府步了 xi6n 圈船、飞机等两侧的边JL ：左～｜右
用A ～｜～梯。

E舷窗］ xianchuang ［吕飞机或某些船体两侧
密封的窗子。

E舷梯】 xianti 圈上下轮船、飞机等用的梯子。

三庄 、．． xi6n ＜书〉＠和治；和谐。＠诚
ν现（前）恳5真诚。
痛（瘸） xi6n 见下。

U商症l xianzh 、 g

鹏（隐患） xian 

~中医指癫痛。

见 27 页【臼隅lo



嫌 x ian O !Ii~ ， ill!～｜涉～。＠嫌怨：前
～｜挟～。＠圈厌恶；不满意z 讨人～ 1 ～

贫爱富｜大家都～他脾气太急｜内容不错，文字

略～锣唆。
E嫌犯】 xi白nfan 圈指犯罪嫌疑人。

E嫌弃E xianqi 圃厌恶而不愿接近。

E嫌恶E xianwu 画厌恶。
E嫌隙E xianxi 画因彼此不满或猜疑而发生的

恶感：～消释｜素有～。
E嫌疑E xianyi 南］被怀疑有某种行为的可能

性：～犯！不避～O

E嫌疑犯】 xianyifan 圈刑事诉讼中有犯罪嫌
疑而未经证实的人。

E嫌怨E xianyuan 画不满的情绪，怨恨。

E嫌憎E xianz岳n~ 圈嫌弃厌恶。
必缸…－ xian 圈鱼，体小而细长，无鳞，
四宵（俯）头扁平，时，悦。生活在热带
和温带的近海。种类很多。

v 
xian c 丁｜与）

称（猢） xi凸n 古代指秋天打猎。

洗川剧

抗 xiiin ＜书〉用于搓捻物体。

仨有 xi凸n 0 圈露在外面容易看出
亚（嫖）来；明显： ~ jljJ 易见｜药刚吃了一
剂，效果还不很～。＠［刻表现；露出：各～其
能｜大～身手。＠有名声有权势地位的z ～

达｜～赫。 0 (Xi凸n）圈姓。

E显白l xi凸n• bai 同“显摆”。

E显摆E xiiin· bai ＜方〉［量显示并夸耀：她就爱
在人前～自己。也作显臼。

E显达】 xiiinda E回指在官场上地位高而有名
士

尸。

E显得E xiiin•de l1lbl 表现出（某种情形）：节日

的天安门～更加壮丽。

E显而易见】 x凶『，， eryijian c事情、道理）非常明

显，很容易看清楚。

E显贵E xi凸ngui 0 l1l2J 声名显赫，地位尊贵z ～
人物。＠固指声名显赫、地位尊贵的人（多指

高官） ：傲视～。

E显赫E xianhe I!国＠（权势、名声等）盛大：～

一时 1地位～。＠显著z 战果～。
E显花植物】 xi凸nhua-zhiwu 开花、结实、靠种

子繁殖的植物的统称，如桃、菊、麦等（区别于

嫌事衔弥洗挽显 I xi6n - xi an I 1421 

“隐花植物勺。

E显豁l xiiinhuδ 圃显著明白z 文章内容～。
E显绩E xi凸nji 毒！明显的、短期内可见成效的工

作业绩 z 不要片面追求工作～。

E显见l xiiinjian 圈可以明显地看出 z 孩子比

前两年～懂事多了。
E显卡】 xiiinkii I萄显示卡的简称。

E显灵l xiiin;; ling 明指神鬼现出形象，发出声
日向或使人感到威力（迷信）。

E显露l xiiinlu 南原来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

现出：他脸上～出高兴的神色。
E显明】 xiiinming ［回清楚明白：～的对照｜特

色十分～。
E显目l xiiinmu I!回显眼。

E显盲目 xiiin;;neng I到显示自己的才能z 你在

行家面前显什么能！

【显然E xi凸nr白n 回容易看出或感觉到；非常明

显：这种说法～错误｜问题很～。
[ill!.荣E xianr台ng ＜书〉圃显达荣耀。

E显圣】 xi凸n;;sheng 周指受崇敬的人物死后

显灵（迷信） 0

E显示E xi凸nshi 画明显地表现z ～威力｜作品

～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巧。
E显示卡E xi凸nshikii 圈显示器适配卡，计算机

硬件之·，其作用是将主机的输出信息传送到
显示器 t显示出来。简称显卡。

E显示屏l xiiinshiping 圈用来显示文字、图像

等的屏幕。特指电子显示屏z 彩色～ l液晶～。
E显示器】 xiiinshiqi 圈计算机的一种输出设
备，能够显示文字、图像等。

E显微镜】 xi凸nw岳1jing 圈观察微小物体屑的

仪器，光学显微镜主要由一个金属筒和两组透
镜构成，通常可以放大几百倍到几千倍。还有
电子显微镜等。

E显现E xiiinxian 圈呈现；显露：雾气逐渐消
失，重叠的山峦一层一层地～出来。

L!fil.像管】 xiiinxiangguiin ~电视接收机、示
波器等设备中的一种器件，是一个高度真空的
玻璃泡，一端膨大，略平，呈屏状，上面涂有荧
光粉；另→端的装置能产生电子束，并使电子
束在荧光屏上扫描，形成图像。

E显效】 xi凸nxiao O 圈显示效果z 这种农药
～快，毒性低。＠圈明显的效果：吃了两服
药，未见～。

E显形l xiiin;;xing （～儿）圈显露原形；露出真
相（用于人时多含贬义）。

E显性】 xi凸『ixing E园属性词。指性质或性状表

现在外的（跟“隐性”相对）：～遗传 l～语法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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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显学E xi凸nxue ＜书〉圈著名的学说、学派。

E报眼E xi凸nvan i阳明显而容易被看到占｜人
注目：把布告贴在～的地方｜这幅广告花花绿
绿的，很～。

E显扬E xianyang ＜书〉圈＠表彰。＠声誉
著称：～于天下。

E显要l xianyao O 庄园显著而重要：头版～位

三王三二 置。＠圃官职高而权柄大：地位～｜～人物。

三章 ＠函指官职高而权柄大的人朝中～。
E显耀】 xi凸nyao O 回（声誉、权势等）显赫荣
耀z 家世～ l～一时。＠圃夸耀g炫示：～自

己能干。
E显影E x的n;;ylng 圃把曝过光的照相底片或
相纸，用药液（盼、胶等）处理使显出影像。显
影工作通常在暗室中进行。

E显证l xianzheng ＜书〉圈明证。

E显著E xianzhu ~园非常明显z 效益～｜取得～

成就 1发生～变化。
也冲t Xian 圈姓。
Vu 另见 1404 页 xL

I在也 . xi仙。圈地势险恶、复杂，不易
l哑（除）通过；险要： ~＊ti～峻 i 山高水～！
这条盘山公路弯道多，很～。＠地势险恶不容
易通过的地方＝天～｜无～可守。＠遭到不幸
或发生灾难的可能z 冒～｜保～｜脱～｜～症｜巡
堤查～。。狠毒：阴～｜～诈。＠圃险些：
～遭不幸。

E险隘E xi创’ ai t萄险耍的关口。
E险地l xiandi 圈＠险耍的地方。＠危险的

境地。
E险恶E xi仙’岳圈＠（地势、情势等）危险可怕：

山势～｜病情～｜环境～。＠阴险恶毒：～用

心。

E险峰l xianf岳ng 圈险峻的山峰2 攀登～。

E险工E xiangong 圈容易发生危险的工程。

E险固】 xiangu E回险要坚固 z 地势～。
E险关E xianguan 但］险耍的关口 z 闯过～。

E险境E xi凸njing 圈危险的境地＝逃出～。
E险峻】 x的njun E回＠（山势）高而险：山峰～。
＠危险严峻：形势十分～。

（~{,t棋E xi凸nqi 圈下棋时关涉全局胜负的冒险
的着数，借指冒险的或有风险的举措：企业并
购是一步～o

E险情】 xianqing ~危险的情况：排除～｜及
时发现～。

E险胜l x怡nsheng 画比赛中以很小的优势战
胜对方：甲队以 31 比 30～乙队。

E险滩l xi凸ntan l组江河中水浅礁石多、水流揣

急、行船危险的地方。

E险幡E xianxl ＜书〉隔形容山路危险，泛指道

路艰难。也作险贼。
E险象E xianxiang 圈危险的情形：～环生。

E险些l xianxi岳画差一点儿（发生不如意的

事） ：～摔倒 i～不及格。
E险要】 xianyao ［翻（地势）险峻而处于要冲：

山势～O
E险韵E x的nyun l萄指做旧体诗时用生僻字或

同韵字少的字押的韵。

E险诈E xianzha 圈阴险奸诈。

E险兆E xi凸nzhao ［萄危险的征兆：发现～，必

须立即停止作业｜大楼出现地基下沉的～。
E险症E xi凸nzheng 圈危险的症候。

E险种E XI凸nzhong ~保险公司所设的投保种

类，如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
E险阻】 xianzu ［砌（道路）险恶而有阻碍，不容

易通过2 崎岖～的山路。

舰 xian 南软体动物，介壳圆形或
（蜕）心脏形，表面有轮状纹。生活在淡

水中或河流入海的地方。

rlrA. 川 xian O 见下。＠见 1527 页

U应（峻）［暖剧。
E峻峨l xi凸nxl 同“险贼”。

盎… xi凸n 用于地名：周家～叫
（巅）西）。

毡 … XI凸n ＜书〉（鸟兽新生的毛）齐
（~妮）整。

1严（獗） xian 见下。
(Ji严犹】 Xi凸nyun 同“捡犹”。

xA. ~· xian ＜书〉长（ chang）嘴的狗。
芜豆（炽） ~ 
E捡犹】 Xi凸nyun 圈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

族。也作1严貌。

镜. . xi创见
（筑）另见 14os 页 xi 0 

E锐铁E xi凸nti岳［氢旧时指铸铁。

笼（：筑）川凸n 见下。
E宪帚l xianzh凸u ＜方〉［重炊帚（多指用竹子做

的）。

眈 XI凸n ＜书〉光着（脚） ：～足。

橡浏阳〈书〉如酬的肉

累 xian O ＜书〉同显”①。＠用于人名，
赵晨，南宋恭帝。

fr.>,ιxian 少z ～见 1

阱（僻、艳、吵） ～有｜～为人知 1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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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野火。参看 93 页i兵焚）。

〈书〉车的帷艘。

、

xian c 丁l与）

盯1 _ xian ＜书〉同“现”①z 图穷匕首

＿！）~（ 昆）～
另见 638 页 iia「1 0 

克（克） xian 览菜。
E觅菜】 xiancai l写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细长，
叶子椭圆形，有长柄，暗紫色或绿色，花绿白
色，种子黑色。茎和l叶子可以吃，是常见蔬菜。

县 xian !Bl 0 行政区划单位，由省、
（息系）自治区、直辖市或自治州、省辖市

领导。 8 <Xian ）姓。
〈古〉又同“悬” xu6no

E县城】 xiancheng !BJ 县行政机关所在的城

镇。
E县份E xianfen l萄县（不和I专名连用）：崇信
是甘肃东部的一个～。

E县志】 xianzhi 圈记载→个县的历史、地理、

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的专书。
E县治l xianzhi 圈旧时指县政府的所在地。

~ ·- Xian 舰山，山名，在湖北。me出｜）
OO _ xian O 国表露在外面，使人可
（琪）以看见： ~ Jij[形｜～出本相。＠现

在；此刻z ～状｜～役｜～行。＠自言自 11负 B>f ；当时2

～编～唱｜～做的烧饼。＠当时可以拿出来
的：～货｜～金 1～钱。＠现款z 兑～｜贴～。

E现案E xi an ’ an t苞刚刚发生或不久前发生的
案件：强化～侦破工作。

E现场E xianchiing t苞＠发生案件、事故或自
然灾害的场所以及该场所在发生案件、事故或

自然灾害时的状况z 保护～，以便取证｜地震过

后，～一片狼藉。＠直接进行生产、演出、比
赛、试验等的场所z ～参观｜～会议｜～直播。

E现钞l x ianchiio !E>l 可以当时交付的货币；现

E现成】 xiancheng ＜～儿）［归属性词。已经准

备灯，不用临时做或找的；原有的g ～饭｜～话｜

你帮帮忙去，别净等～儿的。
E现成饭E xianchengfan 圈已经做成的饭。

比喻不劳而获的利益。

E现成话E xianchenghua 圈＠已有的、没有

新意的语句；套话z 他的发言几乎都是报上的二二
～。＠不参与其事而在旁说的冠冕堂皇的量主
空话：事情没那么简单，你别净说～。

E现存】 xiancun I副现在留有二：现有z ～的孤

本｜～物资。

E现大洋E xiandayang ［司现洋。
E现代E xiandai O 南现在这个时代。在我国
历史分期t多指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

i咽合乎现代潮流的；时尚 2 装修风格～简约。

E现代化l xiandaihua 画使具有现代先进科

学技术水平：国防～｜～的设备。
【现代五项l xiandai wu xiang 体育运动项吕

之→。由依次进行的越野障碍赛马、击剑、射
击、游泳和越野赛跑五个项目组成。比赛每天
进行一项，连续五天赛完，以各单项积分总和
计算成绩。

E现代舞l xiandaiw心圈 0 20 世纪初在欧美

出现的舞蹈形式。特征是突破了古典芭蕾艺

术的罔定模式，以自然的舞蹈语言自由地表达

思想感情，表现生活。＠体育舞蹈’的一类，包
括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探戈、狐步舞和快步
舞。

E现代戏】 xiandaixi 圈指以现代社会生活为

题材的戏剧。

【现代主义E xiandai zh的i 19 世纪下半叶以

来西方各种与传统迥然有别的文学艺术思潮
的统税，如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旨在表现

对 20 世纪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做出的精神
反映。

E现房E xianf6ng I割房产巾－场｝二指已经建成、

可以入住的房子（区别于“期房勺。

E现汇E xianhui 圈在国际贸易和外汇买卖中

可以当时交付的外汇（主要指外国货币）。

E现货】 xianhuo ［组成交后可以当时交割和清

算的货物、股票、外汇、债券等（区别于“期货”） : 
～交易｜备有～。

E现价E xianjia 圈现在的价格（区别于“原

价勺。

E现今E xianjln I童时间词。现在；如今＝这种

式样～不时兴了。
E现金E xianjln L'Bl 0 现款，有时也包括可以提
取现款的支票等。＠银行库存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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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丝丝」 x1an ｜现明限

E现金账】 xianjinzhang 圈记载现金收支的会

ir账簿。

E现局l xianju L~ 现时的局面。

E现款】 xianku6n IE 可以当时交付的货币。

E现年】 xianni6n [:g] 现在的年龄。

E现钱E xianqian < r1 > ['8] 现款。
E现任E xianren O 画现在担任（职务）：他～
工会主席。 8~属性词。现在任职的：～校
长是原来的教导主任。

E现如今E xianrujin ＜方〉啤现在d口今。
E现身l xiansh岳n 圈人或事物出现在公众场

合·众明星～电影节｜新款春装己～各大商场。
E现身说法l xiansh岳n-shu6f凸本为佛教用语，

指佛力广大，能现出种种人形，向人讲解佛法。

现比喻用自己的经历、经验为例证，对人进行
讲解或劝导。

E现时l xianshi IEJ 时间词。现在；当前z ～正

是农忙时节。

E现实】 xianshi 0 圈客观存在的事物：考虑

问题，不能脱离～。＠圈合于客观情况：这

个计划不～｜这是一个比较～的办法。
E现实主义l xianshi zh凸yi 0 文学艺术上的

一种创作方法，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描
写，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欧美 19 世纪中
期兴起的一种以不事夸张、刻意强调细节的真
实的手法再现生活的文艺思潮。旧称写实主
义。

E现世l' xianshi IEJ 今生；这一辈子＝～报。
E现世l' xianshi 巨型出丑；丢脸2 活～。
E现世报E xianshibao 佛教指人做了坏事今生
就得到报应。

E现势l xianshi 圈目前的形势。

E现下l xianxia ＜口〉圈时间词。现在g 目前：

～正忙，这事过几天再说。

E现…现…E xian… xian…嵌用两个动词，表
示为了某个目的而临时采取某种行动z ～编

～唱｜～麦～卖｜～用～买｜～吃～做。“现”也

说旋（ xua的。

E现象E xianxiang 圈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

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 z 社会～｜自然～｜看问
题不能只看～，要看本质。

E现行E xianxing ~属性词。＠现在施行的；
现在有效的z ～法令i～制度。＠正在进行或
不久前曾进行犯罪活动的z ～犯。

【现行法E xianxingf凸圈指一个国家正在施

行、具有效力的法律。
E现行犯E xianxingfan ［苞法律上指正在预备
犯罪、实行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人。

E现形E xi an;; xing 圈显露原形z 《官场～记》

（清末小说名）。
E现日良E xian;;y凸n 画出丑；丢脸z 丢人～｜这回

差点儿现了眼，以后可得小心。

E现洋l xianyang 组银圆。也说现大洋。

E现役】 xianyi O IEl 公民自应征入伍之日起

到退伍之日止所服的兵役。＠归属性词。

IE在m~兵役的：～军人。

E现在】 xianzai 圈时间词。这个时候，指说话

的时候，有时包括说话前后或长或短的一段时
间（区别于“过去、将来”）．他～的情况怎么
样？｜～他当了厂长了。

E现职』 xianzhi l苞1 目前正担任着的职务：他

当过班长、排长，年初改任～。

E现状】 x ianzhuang IEJ 目前的状况：打破～｜

改变～｜维持～。

「 CB~ ）~u ·- xian （书〉太阳出现。

限 xian O 指定的范围；限度：如期～ i
权～｜以年底为～。＠国指定范围，不许

超过2 ～购｜～速｜～期完工｜人数不～。＠
〈书〉门槛：门～｜户～。

E限产l xianch6n 圈限制产量g限制生产＝～

压库｜对产品滞销企业必须～。
E限定E xianding 圈在数量、范围等方面加以
规定：～报名时间｜讨论的范围不～。

E限度l xiandu [BJ 范围的极限g最高或最低的

数量或程度z 最高～｜容忍是有～的。

E限额E xian'e 0 画限定数额2 ～购票。＠
圈规定的数额2 超过～。

E限购l xiangou 圈限制购买z ～政策｜打折商

品，每人～两件。

E限价E xianjia 0 ［司限定价格＝～销售。＠
E 限定的价格z 最高～。

E限界E xianjie 圈限定的界线。

E限量l xianliang O ［到限定范围、数量：前途
不可～｜～供应。＠圈限度。

E限令E xianling O 圈命令限期实行z ～三日

内拆除违章建筑。＠圈限定执行的命令：放
宽～。

E限期l xianql O [§lj] 指定日期，不许超过＝～

归还｜～报到。＠圈指定的不许超过的日期g

～已满｜三天的～。
Z限时E xianshi l勤］限定时间 z ～停车｜～供应。

E限行E xianxing 圈在规定的区域或时间内限

制某些车辆行驶：市中心区大货车～。
E限养E xianyang F翻（对某些动物）限制喂养z
市有关部门最近出台了宠物～的规定。

E限于E xianyu 圈受某些条件或情形的限制g

局限在某一范围之内 z ～水平｜本文讨论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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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些原则问题。 | 线，提供侦奇对象治动情报的人。

E限制l xianzhl O 阉规定范围，不许超过：～ I c线绳】 xiansheng ＜～儿）圈用多股粗棉线拧

其行动自由｜文章的字数不～。 8 ：；每规定的｜ 成的绳F 0 

范围：有一定的～。 ｜【线索】 xiansuo 精比喻事物发展的脉络或探

b良 、 n 0 C～儿）圈｜ 求问题的途径z 故事的～｜找到了破案的～。
线（饶、。。银） 用丝、棉、麻等制成 I c线毯】川antan 名！用棉纱、混纺纱织成的较薄
的细长而可以任意曲折的东西，主要用来缝！ 的毯子。
补、编织衣物．毛～｜一根～ 1 －；咎～。＠喧几 I c线艘】 xiantang 割有膛线的枪膛或炮膛：～

何学t指一个点任意移动所构成的图形，有｜ 炮。 三重E
长，没有宽和l厚。分为直线和曲线两种。＠｜【线条】 xiantiao I高＠绘画时勾的或曲或直、三重
细长像线的东问：电～ l米～ l ～香。 o~ 交｜ 或粗或细的线：粗～｜这幅画的～非常柔和。
通路线：航～｜运输～｜京广～｜沿～各站。 0 ', ＠人体或工艺品的轮廓。
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上纲上～。＠边缘 I c线头l xiant6u c～儿）圈。线的一端。＠很
交界的地方：前～｜火～｜防～）｜海岸叫国境飞 l 短的一段线。也叫线头子。

＠指接近或达到某种境况或条件的边际2 生 I c线香】 xia『ixiang 圈用木屑加香料做成的细
命～｜死亡～｜贫困～｜分数～。＠线索z 眼～。｜ 长而不带棒儿的香。
。画用于抽象事物，数词限用“一”，表示极 I c线形动物E xianxing dongwu 无脊椎动物的
少z 一～光明 1 一～希望｜一～生机。＠｜ 一门，外形通常像线或呈长圆柱形，两端略尖，
CXian）圈姓。 I 不分环节，表面有皮，体内有消化管，大多数雌

“绿”另见 1426 页 Xian“综”。 | 雄异体，如蚓虫、钩虫等。
E线报］ xianbao ＜方〉圈线人向警察、侦探提 l E线衣E xianyl 圈用粗棉线织成的上衣。
供的情报。 I c线轴E xianzh6u C～儿）圈缠线用的轴形物s

E线材】 xiancai ~断面很小，可以卷起来的金｜ 缠着线的轴形物。
属材料，如铁丝等。 IC线装】 xionzhuang 圃属性词。我国传统的

E线春E xianchun ~有几何图案花纹的丝织｜ 书籍装订法，装订的线露在书的外面：～书。

：~~：：春季衣料，浙江杭州所产的最有名。｜舰（眠）注~gt!：：苦’鬼名舰啊，复
E线段】 xianduan 圈直线主任意两点间的部 I 'W d手 xian O ＜书〉法令：～令。＠宪
分。 l 元（意）法z 立～！违～｜～章。 8 (Xi们

E线缆E xianlan 函电缆、光缆等的统称。 | 圈姓。
E线粒体E xianlltl ~细胞质内粒状或棒状的 l E宪兵E xianblng 圈某些国家的军事政治警

细胞器，能为细胞提供能量，能自行分裂，在遗 l 察。
传上有相对独立性。 IC宪法l xianf凸~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

E线路E xianlu 函电流、运动物体等所经过的｜ 的法律效力，是其他立法工作的根据。通常
路线z 无线电～｜公共汽车～。 | 规定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E线麻E xianma ［萄大麻①。 | 社会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

E线密度】 xianmldu 圈某些长条形物体（如纱｜ 务等。
线、铁丝等）质量与长度之比，表示它们的粗细 l E宪警E xianjing ~宪兵和警察。
程度，单位是千克／米。纺织业用于表示纤维 I c宪章E xianzhang O ＜书〉画效法。＠〈书〉
线密度的单位是特克斯。 | 圈典章制度。＠［望某个国家的具有宪法作

E线呢E xianni ~用有颜色的纱或线按不同花｜ 用的文件；规定国际机构的宗旨、原则、组织的
型织成的棉布，质地厚实，富于弹性，外表有｜ 文件。
点儿像毛呢。 I E宪政】 xianzheng ~民主的政治：实行～｜～

E线坯子E xianpl • zi 圈粗制的棉线，质地松，可｜ 运动。
捻成合股儿线。 ｜业m ,__ xian 〈书〉米屑。

E线圈l xianquan 圈用带有绝缘外皮的导线｜苍！也（粗）
绕制成的圈状物或筒状物，广泛应用在电机、

电器上。
E线人E xianren ＜方〉圈为警察、侦探充当眼

E视子】 xian·zi ＜方〉圈粗麦粉。

陷 xian O 陷阱。＠画掉进（泥土等松软
仨1 的物体里） ：越～越深 i汽车～在泥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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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之中。＠［司凹进z 病了几天，眼睛都 的人。

～进去了。＠陷害：诬～｜～人子罪。＠被攻

破；被占领。也指攻破·失～｜沦～｜攻～。＠
缺点 z 缺～。

E陷害E xianhai 画设计害人．～好人。
E陷阱J xianjing 圈＠为捉野兽或敌人而挖的
坑，仁面浮盖伪装的东西，踩在上面就掉到坑

＝圭Z 里。＠比喻害人的圈套。
主霎矗 E陷坑E xiank岳ng i租陷阱。
三三三E E陷落J xianluo 阐＠地面或其他物体的表面

一部分向里凹进去：许多盆地都是因为地壳～
而形成的。＠陷入①。＠（领土）被敌人占
领。

E陷入】 xianru ［~ O 落在（不利的境地）：～重
围｜～停顿状态。＠深深地进入（某种境界豆克

思想活动中）：～沉思。

E陷身E xiansh岳n [ill!］自身陷入2 ～囹固 l ～困

境。
E陷于E xianyu 画陷入①z ～孤立｜谈判～僵

局。
E陷阵J xianzhen I到冲入敌阵：冲锋～。

馅 ι xi an 川画面食、点心里包的
臼（馅）糖、豆沙或细碎的肉、菜等：饺子
～儿 l 枣泥～几月饼。

E馅JL饼E xianrbing I萄带馅儿的饼，用面做薄

皮，包上肉、菜等拌成的馅儿，在锅 t或铛上烙
熟。
羡斗 xian O 羡慕：散～｜艳～。＠

(ii羡）〈书〉多余：～余。
E羡慕J xianm1汪国］看见别人有某种长处、好处

或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z 他很～我有这

么一个好师傅。
E羡余E xianyu 0 圈封建时代地方官吏向人
民勒索的各种附加的赋税：进献～。＠晴属

性词。多余的：～成分｜语言中的～现象。

会’，ι Xian 圈姓。
圭承（绿）‘4绿，，
献川 xian O 画恭敬庄严地送：～

（献）花｜～旗｜～计｜贡～！把青春～给祖
国。＠富国表现给人看＝～技｜～殷勤。＠
CXian〕吕百姓。

E献宝J xian;;bao D刻。献出珍贵的物品。＠

比喻提供宝贵的经验或意见。＠比阶显示自
己的东西或自以为新奇的东西。

E献策】 xian;;ce 画献计。

E献丑E xian;;chou 圈谦辞，用于表演技能或
写作的时候，表示自己的能力很差。

E献词E xianci rEJ 祝贺的话或文字·新年～。
E献花J xian;;hua 圈把鲜花献给贵宾或敬爱

E献计E xi an;; ji l理贡献计策。

E献技】 xianji l司把技艺表演给大家看。
E献丰Ll xi an;; Ii ［动l 为了表示庆祝而献出礼物：

向国庆～O

E献媚E xianmei i副为了讨好别人而做出某种

姿态或举动．～取宠。

E献旗J xian;;qi 画把锦旗献给某个集体或个

人．表示敬意或谢意。
E献芹E xianqin ［剖《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
葱、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
尝之，茧于口，惨于腹。众口西丽i怨之．其人大
惭。”后来用“献芹”谦称赠人的礼品菲薄或所
提的建议浅陋。

E献身E xian;;sh岳n l划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或生

命献给祖国、人民或事业·～于教育事业几十
年｜为革命而光荣～。

E献演E xianyan l到为观众表演节目（含敬意）·

进京～｜～剧目。
E献疑J xianyi 〈书〉属国提出疑问。

E献艺】 xianyi l动献技：登台～。
E献殷勤】 xian ylnqin 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而奉

承、伺｛虞。
E献映】 xianying 闯j 为观众放映影视片（含敬

意）：～优秀国产片。

腺 xian ~J 生物体内能分泌某些化学物质
的组织，由腺细胞组成，如人体内的汗腺

有1唾液腺，花的蜜腺。

银 . xi an 鸣金融。
（鲸）

霞 xian 圈空中降落的白色不透明的小冰
粒，常呈球形或圆锥形。多在下雪前或F

雪时出现。有的地区叫雪子（ XU邑zi ）、雪惨
(XU昌sh岳n ）。

［：二豆L0=ri旦（土！在之一 ] 

乡 ι xiang 喧］＠乡村（跟‘城”相对） : 
（娜）山～｜下～｜城～物资交流。＠家

乡 z 背井离～｜回～务农。＠我国行政区划的
慕层单位，由县一级行政单位领导。＠
c Xiong）姓。

E乡巴佬儿E xiang • bolaor 圈乡下人（含讥讽

意），也指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E乡愁】 xiangch6u ~］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

心情：离家多年，～日增。
E乡村J xiangcun 1'81 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

较城镇分散的地方。
E乡规民约】 xianggul-minyu岳指由村民共同



制定并遵守的用于本地的规约。

E乡间E xiiingj ion ~乡村里。
E乡井E xiiingjing ＜书〉画家乡＝远离～。
E乡里E xiiinglT 圈。家庭久居的地方（指小城
镇或农村）．荣归～。＠同乡的人：看望～。

E乡邻】 xiiinglin [BJ 同乡而住得较近的人。

E乡僻】 xiiingpi 圈离城市远而偏僻：～之地。

E乡企E xiiingqT 圈乡镇企业的简称。

E乡亲E xiiingqln 圈。同乡的人：招待远来的
～。＠对农村中当地人民的称呼：～们！父老
~ 。

E乡情E xiiingqing 圈对故乡的感情。
E乡曲E xiiingqu ＜书〉明＠乡里：横行～。＠
指偏僻的乡村。

E乡绅E xiiingshen 圈旧时指乡间的绅士。

E乡试E xiiingshi I~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省城举
行一次的科举考试，考中的人称举人。

【乡思E xiiingsl 圈怀念家乡的心情。
E乡谈E xiiingt6n 圈指家乡话。

E乡土E xiangtu 岳重本乡本土：～观念｜～风味。
E乡下］ xiiing•xia ＜口） ~J 乡村里。
E乡谊E xiiingyi （书〉画同乡的情分。

E乡音E xiiingyln 画家乡的口音：～未改。
E乡愿E x iiingyuan ＜书〉圈外貌忠诚谨慎，实
际上欺世盗名的人。

E乡镇】 xiiingzhen 圈＠乡和镇。＠泛指较

小的市镇。
E乡镇企业】 xiiingzhen qTye 我国乡镇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村村民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的统称。简称乡企。
萝 xiiing 0 古书由用以调昧的

（都）香草：＠〈书〉芳香。
E萝剧E xiangju ~流行于台湾地区和福建南
部萝江（九龙江中游）一带的地方戏曲剧种，清
末在台湾形成。台湾称之为歌仔戏。
相1 xiiing 0 [I]] 互相2 ～像｜～识｜～距太

远｜不～上下。＠圃表示一方对另一方
的动作：实不～瞒｜好言～劝。 e <Xia门g）圈

姓。
相2 xiang 画亲自观看（是不是合心意） : 

～亲｜～中。
另见 1434 页 xiang 。

E相安E xiang ’。n E主l 相处没有冲突·～无事。
E相帮E xiangbang ＜方〉国帮助。
E相称E xiiingchen ~国事物配合起来显得合
适2 这件衣服跟他的年龄不大～。

E相持】 xiangchi 圈两方坚持对立，互不相让z

意见～不下｜敌我～阶段。

E相处l xiangchu 圈彼此生活在－起；彼此接

乡萝相 i xiang I 1427 I 

触来往，互相对待：友好～i难以～。

E相传E xiangchu6n 画＠长期以来互相传说

（不是确实有掘，只是辗转传说的）：～此处是

穆桂英的点将台。＠传递；传授2 一脉～。

E相当E xiangdang O 圈（数量、价值、条件、情

形等）差不多；配得上或能够相抵：旗鼓～｜年

纪～｜几支球队实力～｜拦河大坝高达一百一十
米，～于二十八层的大楼。＠圃适宜；合适： ~ 

这个工作还没有找到～的人｜他一时想不出～主E
的字眼儿来。＠｛副表示程度高：这个任务是三三
～艰巨的｜这出戏演得～成功。

E相得益彰】 xiangd自－vizhang 指互相帮助，互

相补充，更能显出各自的好处。

E丰日等E xiangd岳ng 圈（数目、分量、程度等〉彼

此一样z 这两间房子的面积～。

E相抵l xiangdT 画。互相抵消：收支～。＠
〈书〉互相抵触。

E相对】 xiiingdui 0 圈互相朝着对方；面对

面＝～而坐 l 两山～。 8Wll 指性质 t互相对

立，如大与小相对，美与丑相对。－~回属性
词。依靠一定条件而存在，随着一定条件而变
化的（跟“绝对”相对）：～高度｜在绝对的总的

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

的。＠圈属性词。比较的z ～稳定｜～优势。
E相对分了质量E xiangdui f岳nzT zhiliang 一
个分子中各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的总和，如水
( H, （））的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18 ，氢（ H，）的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2。通称分子量。
E相对高度E xiiingdui gaodu 从地面或选定的
某个点起算的高度。

E相对论l xiangduilun 圈研究时间和空间相

对关系的物理学说。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
相对论。前者认为物体的运动是相对的，光速
不因光源的运动而改变，物体的质量与能量的

关系为E= mr' C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 代

表光速）。后者认为物质的运动是物质引力场

派生的，光在引力场中传播因受引力场的影响
而改变方向。相对论是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提出的。这个理论修正了从牛顿以

来对空间、时间、引力三者互相割裂的看法以
及运动规律永恒不变的看法，从而奠定了现代

物理学的基础。
E相对湿度E xiangdui shldu 空气中所含水蒸
气密度和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气密度的比值，通
常用百分数表示。

E相对原子质量］ xiangdui yu6nzT zhiliang 将
质量数为 12 的碳原子的质量的 1/12 作为标

准，其他元素的平均原子质量和它比较所得的

值就是该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如氢的相对



I 1428 I xiong I 相

原子质量约为 1，氧的相对原子质量约为 160

通称原子量。
E相对真理】 xiongdui zh岳nli 在总的宇宙发展

过程中，人们对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
程的正确认识，它是对客观世界近似的、不完

全的反映。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辩证统一
的，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相对真理
中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

三重圭 和就是绝对真理。

三雪雪 E相烦E xiongfan 画客套话，烦劳z 有事～｜～

您帮个忙。
E相反E xiongfan O 团回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

矛盾、互相排斥：～相成｜两个人走的方向～。
＠画用在下文句首或句中，表示转折或递进

关系 z 困难不但没有把他吓倒，～，更激起了他

战胜困难的决心。

E相反数l xiongfanshu 圈绝对值相等，正负
号相反的两个数互为相反数。如＋ 5 和一 5,0

的相反数是 00

E相反相成E x iongfan-x iongcheng 指相反的

东西有同一性。就是说，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
排斥或互相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联结起来，
获得同一性。

E相仿E xiongf凸ng E国大致相同；相差不多2 年
纪～｜颜色～。

E相逢l xiongf告ng 圈彼此遇见（多指事先没

约定的）：萍水～｜狭路～。

E相符E xiongfu ~园彼此一致：名实～｜他所说

的话跟实际的情况完全～。
E相辅而行l xiongf心’在rxing 互相协助进行或
配合使用。

E相辅相成］ xiongfu-xiongcheng 互相补充，

互相配合。
E相干E xionggon 圈互相关联或牵涉；有关联
（多用于否定式〉：这事跟他不～。

E相隔E xiongge 画相互间距离z ～千里。

E相顾E xionggu 画面互相看对方z ～无言。

E相关E xiongguon 圃彼此关联2 休戚～｜体育

事业和人民健康密切～。
E相好E xiongh凸0 0 圈彼此亲密，感情融洽z

他们俩从小就～。 8 !Bl 亲密的朋友。＠圈

恋爱（旧时多指不正当的，下④同）。＠圈指
恋爱的一方。

E相互l xionghu 0 圃互相g ～作用｜～促进。

8~属性词。两相对待的z ～关系。
E相继E xiongji 圆一个跟着一个z 大家～发
言。

E相见恨晚E xiongjian-h岳nwan 为认识得太
晚而感到遗憾，形容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E相间E xiongjian 圃（事物和事物）一个隔着

一个z 黑白～O
E相交l xiongjioo [!lJj] O 交叉z 两线～于一点。

＠互相交往g做朋友：～多年。

E相近E xiongjin ~ 0 近似；差不多2 年岁～｜

情况～。＠彼此距离近2 住所～O
E相敬如宾E xiongjing-rubln 形容夫妻互相尊

敬像对待宾客一样。

E相距l xiongju 圈相互间距离z ～不远｜前后

～二十多年。
E相看】 xiongkan ［司＠看；注视。＠看待：另

Nii～。＠亲自观看（多用于相亲）。
E相丰LJ xiongli 同“襄礼”。

E相连】 xionglion ［到互相连接·前后～o

E相瞒】 xiongman 圈隐瞒g 实不～。

E相配】 xiongpei 圈配合起来合适；相称：一

个粗，一个细，不～｜他们两个很～。
E相扑J xiongpu 圈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

动，秦汉时期叫角抵，南北朝到宋元时期叫相
扑。现为流行于日本的→种摔跤运动。

E相亲E xiong;;qln ~国＠定亲｜前家长或本人到
对方家相看。＠为寻找结婚对象，男女双方

经人介绍见面：相了几次亲．都不满意。
E相去E xiongqu 画互相间存在距离；相距z ~ 
甚远（相差很大）｜两地～几十里。

E相劝l xiongquan 圈劝告；劝解2 好言～。

E相itl xiongrang 匾。忍让；退让2 不肯～｜

各不～。＠互相谦让。
E相扰J xiong的o 圈。互相打扰z 各不～。

＠客套话，打扰2 无事不敢～。
E相忍、为国E xiongr岳n-weigu6 为r国家和民

族的利益而做一定的让步。
E相认E xiongren 匾j 彼此认定亲属关系z 在民

警的帮助下，失散多年的母子得以～。

E相容E xiong「6ng 匾。互相容纳3包容：水
火不～｜观点不同的人，要彼此～。＠容忍2 对
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决不～。

E相濡以沫E xiongru-yimo 泉水于烟，鱼靠在

一起以唾沫相互湿润（见于《庄子·大宗师》）。

后用“相濡以沫”比喻同处困境，相互救助。

E相商E xiongshong 圈彼此商量s商议z 有要

事～。
E相生相克E xiongsheng-xiongke 我国古代关

于五行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说法，相生即木
生火，火生士，土生金，金生水，7j(生木，如此循
环相生；相克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

土，土克水，如此循环相克。参看 1389 页【五

千i］。
E相识】 xiongshi O 圃彼此认识：素不～｜～



多年。＠圈相识的人z 旧～｜老～｜成了～。
E相亘在E xiangshuai [Jill 一个接着卢个：～归

lift I ～前往。
E相思】 xiangsT ［到彼此，思念，多指男女因互相
爱慕而又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思念z ～病！两地
~ 

E相思子】 xiangsTzT 圈。木质藤本植物，羽状
复叶，小叶圆形或倒i§r；形，花淡红色或紫色，英
果圆形，扁平．种子上端鲜红色，F端黑褐色。
供观赏。＠这种植物的种子。＠红豆树的种
子。

E相似E xiangsi E回相像：这两个人年貌～。
E相似形E xiangsixing 圈对应角相等，对应边
成比例的两个多边形叫作相似形。

E相提并论】 xiangti-binglun 把不同的或相差
悬殊的人或事物混在一起来谈论或看待（多用
于否定式）：机械化和手工劳动的效率不能～。

E相通l xiangtang 画事物之间彼此连贯沟
通2 沟渠～｜息息～。

E相同E xiangt6ng 圃彼此一样，没有区别：面
积～｜内容～｜今年入学考试的科目跟去年～o

E相投l xiangt6u 圃（思想、感情等）彼此合得

来：气味～｜兴趣～。
E相向E x iangx iang I到＠向着对方的方向 z
～而行。＠向着对方2 武力～｜恶言～。

E相像E xiangxiang 画彼此有相同点或共同
J点 z 面貌～。

E相信E xiangxin 画面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

疑·我～他们的试验一定会成功。
E相形E xiangxing 圈相互比较z ～失色｜～之

下，这种办法显得拙笨一些。
E相形见绚】 xiangxing-jianchu 跟另一人或事
物比较起来显得远远不如（绚·不足）。

E相沿E xiangy6n mm 依着旧的一套传下来；沿

袭z ～成俗！此种工艺～至今已有百余年。
E相依l xiangyT 圈互相依靠s 唇齿～｜～为命。
E相依为命】 xiangyT-weiming 互相依靠着生

活，谁也离不开谁。
E相宜】 xiangyi 圈适宜：他做这种工作很～｜

问：吃过饭就剧烈运动是不～的。
E相应l xiangyTng 圈旧式公文用语，应该z ～
函达｜～咨复。

E相应E xiangying 圈互相呼应或照应P相适
应＝这篇文章前后不～｜环境改变了，工作方法
也要～地改变。

E相映E xiangying 圈互相衬托z ～生辉｜湖光

塔影，～成趣。

E相与E xiangy心＠自由彼此往来；相处z 这人
是很难～的。＠圃相互z ～议论。＠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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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相好的人。

E相约E xiangyu岳［到相互约定z 他们～明年春

节再聚会。

E相知E xiangzhT O 勘］彼此相交而互相了解，
感情深厚z ～有素。＠巨型相互了解，感情深

厚的朋友z 老～o

E相中E xiang;;zhong 圈看中：相得中｜相不

中｜对象是他自己～的。
E相助E xiangzhu ［刻互相帮助；协助：守望～ i

～一臂之力。
E相左E xiangzuo ＜书〉＠画不相遇3彼此错

过。＠圃相反；相豆不一致z 意见～。

香 xiang O ~响好闻（跟“臭”相对） : 
～水｜～皂 i桂花真～。－~食物味道好＝

饭很～。－~吃东西胃口好＝这两天吃饭不
～。＠圈睡得踏实：睡得正～呢。＠圈受

欢迎；被看重2 吃～｜这种货物在农村很～。＠

香料g 檀～｜沉～｜龙涎～。＠ IE 用木屑掺香
料做成的细条，燃烧时，发出好闻的气味，在祭
祀祖先或神佛时常用，有的加上药物，可以熏
蚊子z 线～｜蚊～｜烧一灶～。＠〈方〉毒国亲

吻：～面孔。 41> (Xiang）［重姓。

E香案l xiang ’ an 圈放置香炉的长条桌子。

E香槟酒l xiangbTnji心圈含有二氧化碳的起

泡沫的白葡萄酒，因原产于法国香槟（Cham
pagne）而得名。

E香波l xiangbo 圈专为洗头发用的洗涤剂。
［英 shampoo]

E香悖铮l xiangbo· bo ［＇盘比喻受欢迎的人或
东西。

E香菜l xiangcai 圈芫要c yon· suT) 的通称。

E香肠E xiangchang （～儿）圈用肠衣装上碎肉
和作料等制成的食品。

E香椿E xiangchun ［重＠落叶乔木，羽状复叶，

小叶长圆披针形，花白色。葫果椭圆形。嫩枝
叶有香气，可以吃。也叫椿树。＠这种植物

的嫩枝叶。
E香醇】（香纯） xiangchun 圃（气味、滋味）香而

纯lE: ～的美酒。
E香肚E xiangd凸 IE 用猪的膀胧装上碎肉和作
料等制成的食品。

E香梅E xiangf岳l 圈常绿乔木，叶线形，前端
尖，种子有硬壳，仁可以吃。木质坚硬，可做建
筑材料。

E香霞被E xiangfufu （～的）圃状态词。形容
香味浓。

E香干E xianggan c～儿）圈经过熏制的豆腐

于儿。

E香菇）（香蔬） xianggu IE 真菌的→种，菌盖表

主E三
王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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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黑褐色，有裂纹，菌柄臼色，生长在栗、标等
的树干上。有冬菇、春菇等多种。

E香瓜l xianggua （～儿）［苞甜瓜。

E香花】 xianghua 圈有香味的花，比喻对人民

有益的言论或作品。
E香会E xianghui 圈。民间朝山进香或祈福

求丰年的活动：举办～。＠民间为朝山进香
或祈福求丰年而组织的群众团体：筹办庙会，

全仗各～出钱出力。
E香火l xianghu必圈。（～儿）燃着的线香、

棒儿香或盘香上的火。＠供佛敬神时燃点的

香和灯火。＠庙宇中照料香火的人g庙祝。
＠香烟1②z 断了～。

E香蕉E xiangjiao ［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
子长而大，有长柄，花淡黄色。果实长形，稍

弯，味香甜。产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这
种植物的果实。

E香蕉人E xiangjiaoren !Bl 指在思想、文化上

已经完全西化的海外华人及其后代。因他们
像香蕉那样黄皮（黄皮肤）白心（西化的思想、
文化），所以叫香蕉人。

E香蕉水】 x iangj iaoshui 圈用醋类、酬类、醇
类、隧类和芳香族化合物配制成的溶液，元色
透明，容易挥发，有香蕉气味。用于制造喷漆
和稀释喷漆等。

E香精E xiangflng 圈几种香料配制而成的混

合香料。有模仿花香的花香型香精、模仿果实
香味的果实型香精等多种。用于化妆品、食品
和烟草工业等。

E香客E xiangke 圈朝山进香的人。参看 154

页I朝山1。
E香料E xiangliao 鹰在常温下能发出芳香的

有机物质，分为天然香料和人造香料两大类。
天然香料从动物或植物体中取得，如踌香、灵
猫香以及玫瑰、蔷薇等的香精油，人工制造的
也很多。用于化妆品和食品工：.'It等。

E香炉E xianglu IBl 烧香所用的器具，用陶瓷或

金属制成，通常圆形有耳，底有三足。
E香喷喷l xiangp岳叩副（～的）圈状态词。形

容香气扑鼻。

E香片E xiangpian 圈花茶。

E香蒲E xiangp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在

河滩上，叶子狭长，花穗上部生雄花，下部生雌
花。雌花密集成棒状，成熟的果穗叫蒲棒，有

茸毛。叶子可以编蒲包、蒲席、扇子等。
E香斋l xiangru 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茎有四楼，紫色，有灰臼色的柔毛，叶子卵形或

卵状披针形，花淡蓝色。茎和叶可以提取芳香
油。全草入药。

E香石竹E xiangshizhu !Bl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
直立，丛生，叶子条形，花大，有红、粉、黄、自等
多种颜色，鲜艳而有香气。可供观赏。也叫康
乃馨。

E香水】 xiangshui C～儿） IBJ 用香料、酒精和蒸

馆水等制成的化妆品。

E香甜E xiangtian E圈。又香又甜z 这种瓜味

道～。＠形容睡得踏实，舒服z 参加了一天义
务劳动，晚上睡得格外～。

E香烟】1 xiangyan 圈。燃着的香所生的烟z

～缭绕。＠旧时指子孙祭祀祖先的事情z 断

了～（指断绝了后代）。也说香火。
E香烟r xiangyan !Bl 纸里包烟丝和配料卷成

的条状物，供吸用。也叫纸烟、卷烟、烟卷儿。
E香艳l xiangyan ~回指花草芳香美丽，常用来
形容辞藻艳丽或内容涉及闺阁的诗文。也形
容包含色情内容的小说、电影等。

E香油l xiangyou 圈芝麻油。

E香梅E xiangyuan 圈拘橡c iuv峭的。

E香云纱E xiangyunsha 画一种传统提花丝织

品，上面涂过薯夜汁液，透气、吸湿、遮光性好，
适于做夏季衣料，主要产地是广东。也叫莫
纱、拷纱。

E香皂】 xiangza。因在精炼的原料中加入香
料而制成的肥皂，多用来洗脸。

E香泽】 xiangze ＜书〉圈。润发用的带有香

味儿的泊。＠香气。

E香猿子E xiangzhang· zi 圈靡①。
E香梅l xiangzhang 圈棒。

E香脂l xiangzhl 画一种化妆品，用精制的油

脂加入芳香成分制成。

E香烛l xiangzhu 圈祭祀祖先或神佛用的香

和蜡烛。

厢 ι 巾。厢房：东～ 1-lEWf
（头厢）～。 6 类似房子隔间的地方：

车～｜包～。＠靠近城的地区z 城～｜关～。＠

边；旁（多见于早期臼话） ＇这～｜那～｜两～。

E厢房】 xiangfang 圈在正房前面两旁的房

屋z 东～｜西～。

藉 xiang 见 10叫时

、品口 Xiang O 湘江，水名，发源于广西，流至

fl i:::i 湖南入洞庭湖。＠圈湖南的别称：～
绣。＠圈姓。

E湘菜l xiangcai !Bl 湖南风味的菜肴。

E湘妃竹E xiangf岳1zhu 圈斑竹。相传帝舜南

巡苍梧而死，他的两个妃子在江湘之间哭泣，

眼泪洒在竹子 L从此竹茎上都有了斑点（见
于《博物志》〕。也叫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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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湘回rJ] xiangju 圈湖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分
长沙湘刷、衡阳湘剧、常德湘回j等。

E湘帘E xiangli6n I富用湘妃竹制成的帘子。

E湘绣E xiangxiu [El 湖南出产的刺绣，颜色素
雅，所用丝线极其纤细。产品多用于日常服

饰。
E湘语E xiangyu 圈汉语方言之一，分布在湖

南（西北部除外）。

E湘竹l xiangzhu ［：组湘妃竹。

细川 xiang （书〉浅黄色。
（制）”

箱 xiong 0 箱子：木～｜皮～｜书～。时
箱子的东西z 信～｜镜～｜风～。

E箱包E xiangboo 画箱子、皮包、背包等的统

称。
E箱底E xiangdl ＜～儿）［萄＠箱子内的底层。
＠指不经常动用的财物z ～厚。

E箱笼E xianglong 圈泛指出门时携带的各种
盛衣物的器具。

E箱子l xiang•zi ［苞收藏衣物的方形器具，用

皮子、木头、铁皮、塑料等制成。
襄 xiang O ＜书〉帮助：共～忡。＠

<Xiong) ［组姓。
E襄丰Ll xiangli 0 油l 举行婚丧祭祀时，协助主

持者完成仪式。＠国$1 担任这种事情的人。｜｜
也作相礼。

E襄理］ xiangll O ＜书〉阉帮助办理：～军务。
＠圈规模较大的银行或企业中协助经理主

持业务的人，地位次于协理。

E襄助E xiangzhu ＜书〉理从旁帮助。
it由】~－－ xiong ＜书〉＠马奔跑。＠（头）
，接（朦）仰起；高举。
启齿 ‘ xiang ＜书〉佩在身上的带子。
孩（镶）】

嚷 xia门g 〈书〉同“镶”。

镶中 xiiing Wil re物体嵌入另 4物体
（镶）内均在另一物体的边缘：～牙｜

～边1金～玉嵌｜塔顶上～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红

星。

E镶嵌E xiangqian 

内。
E镶牙E xiiing;;y6 

圈把一物体嵌入另一物体

圈安装假牙。

,, 
xiang C Tl尤）

详（群） xi6ng O 详细（跟“略”相对） :~ 
谈｜不厌其～ l这本书的汪释，～略

不很一致。＠说明；细说：内～。＠（事情）清

楚：死因不～｜生卒年月不～。 O <Xiang）圈

姓。

E详备E xiangbei 

E详尽l xi6ngjin 
～的记载。

E详密】 xiangmi

庄园详细完备：注释～。

自白详细而全面：解说十分～｜

［归详细周密：计划～｜分析

E详明l xiangming 圃详细明白 2 记述～。

E详情l xi6ngqing ［重详细的情形：叙说～。
E详实l xiangshi 同“翔实”。

E详悉】 xiangxl O 画画详细地知道。＠圃详
细雨全面。

E详细l xiangxi 圈周密完备z ～研究｜道理讲

得很～｜～情形还不知道。

降 xiang ~ 0 投降诱～｜～顺 l ～将｜宁
死不～。＠降伏；使驯服g ～龙伏虎！一物

～一物。
另见 647 页 l iang 。

E降表l xiangbi凸0 ＜书〉圈请求投降的文书。

E降伏】 xiang;;f白［司制伏；使屈服、型ii服：没有

使过牲口的人，连个毛驴也～不了。
E降ij~］ xiangfu ［到投降屈服z 缴械～。
E降龙伏虎】 x iang 16ng-fuhu 比喻战胜强大的
势力。

E降顺l xiangshun ［到归降顺从。

库 xi6ng 古代的学校z ～序

E库牛E xi6ngsh岳ng 圈科举制度中府、州、县
学的生员的别称。

E库序E xiangxu [El 古代地方办的学校，泛指

学校。

学 x问
圈姓。

＠吉利z 吉～｜不～。 8 (Xiangl 

E祥和E xianghe 回＠吉祥平和：～之气 i ～

的景象。＠慈祥；和蔼z 神情～。
E祥瑞E xi6ngrui ~指好事情的兆头或征象。

翔叫盘旋:lia\S; lS: ~～！飞～｜滑～

E翔实】 xi6ngshi 圈详细而确实z ～的材料｜叙

述～可信。也作详实。

\I 

xiang （丁l尤）

享干 xi·ng 0 l~ 享受s ～用｜坐～
（祷吕）其成｜有福同～。＠〈书〉间

“飨”。 8 (Xiang）圈姓。

E享福E xiang;;fu 圈生活得安乐美好；享受幸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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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老奶奶晚年可享了福了。

E享乐E x的ngl启后E 享受安乐（多用于贬义） :~ 
思想｜贪图～。

E享乐主义】 x的ngle zh心yi 把物质享受和感官

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观念，是一种消极的

人生观。

E享年】 xi凸ngni6n 圈敬辞，称死去的人活的岁

数（多指老人） ：～七十四岁。
E享受E xiangshcn』圈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满

足z 贪图～｜～权利｜～贵宾待遇｜吃苦在前，～
在后。

E享用l xi凸ngy。ng 圈使用某种东西而得到物

质上或精神上的满足：拿出好酒供客人～。
E享有】 xiangyou 圈在社会上取得（权利、声

誉、威望等）：～盛名｜在我国，男女～同样的权

利。
E享誉E XI凸ngyJ 圃享有盛誉：～海内外。

日后i b臼 X问 。回声：～应｜影～l如～
附（警）斯应（形容反应迅速）。＠圈发出
声音：钟～了｜全场～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匾国使发出声音：～枪｜～锣。＠圈响亮：炮

声真～。＠（～儿）圈声音：声～ l你听见～儿
了吗？＠量用于爆竹、枪炮等发出响声的次

数z 鸣礼炮二十一～。
E响鼻E xi凸ngbi C～儿）圈骤马等动物鼻子里发
出响声叫打响鼻JLo

E响彻云霄l xi凸ngche-yunx iao 响声直达高

空，形容声音十分喋亮。
E响当当E xi凸ngdangdang C～的） lllil 状态词。

。形容敲打的声音响亮。＠形容出色、过硬
或有名气：这是一个～的品牌。

E响动E xiang•dong C～儿）［扭动作的声音；动

静：夜很静，什么～也没有。
E响度】 XI凸ngdu 圈昕觉上感到的声音强弱的

程度。单位是宋。通称音量。
[U向遏干丁去E xi凸ng, exingyun 声音高入A霄，

把浮动着的云彩也止住了，形容歌声嚓亮。

E响箭】 xiangjian 圈射出时能发出响声的箭。

E响雷】 x的ngl在1 圈声音响亮的雷。
E响亮） XI凸ngliang E国（声音）宏大：歌声～ l他

回答得很～。
[u向锣E x陆nglu6 0 画敲锣，特指某些赛事开

始3 模特儿大赛～。＠圈声音大的锣：～还得

重槌敲。
[U向马l xi凸ngm凸 IEl l日时称在路上抢劫旅客

的强盗，因抢劫时先放响箭而得名。
E响器E xiangqi 圈饶、钱、锣、鼓等打击乐器的

统称。

E响晴E xiangqing E国晴朗无云z 雪白的鸽子

在～的天空中飞翔。
E响声l xiangsheng 圈声音：沙沙的～。

E响头E xiangt6u IEJ 磕头磕出声音来叫磕响

头：叩了一个～。
E响尾蛇】 xiangw品ishe 圈毒蛇的一种，尾巴

的末端有角质的环，摆动时能发出声音。生活
在美洲。

E响杨】 xiangyang I毫毛白杨。
[U向音l xiiingyln 圈语音学上指元音（直口。、

e、口）和乐音成分占优势的辅音（如 m、 n 、｜），
有时专指乐音成分占优势的辅音。

E响应】 xi凸ngying 圃回声相应，比喻用言语行

动表示赞同、支持某种号召或倡议：～号召。
E响指E xiiingzhi 圈打框子打出响声叫打响

指。

饰i k .•. 惶 xi凸ng 0 ＜书〉用酒食等
U可（官l司、养穰）款待。＠圈薪金（旧时多
指军警等的薪金）：月～｜关～。

E饷银】 xiiingyin IEl 旧时指军饷z 克扣～。

蜗 xiiing 见下。

E出向虫E XI凸ngch6ng 〈方〉圈指浮尘子（像蝉而
较小的昆虫）等水稻害虫。

飨… x问〈书〉用酒食款待人，泛指
（餐）请人享受： ~$－［以～读者。

去曰 XI凸ng ［重JO 开动脑筋；思索：～办法 i～

J~＇＼ 方设法 l冥思苦～。＠推测；认为：我～他

今天不会来。＠希望；打算：我～到杭州去一
趟。＠怀念；想念：～家｜朝思暮～｜我们很～

你。＠回忆；回想：十几年前的事，他已经～不
起来了。＠记住：让弟弟～着给妈妈写信。

E想必E xi凸ngbi 画表示偏于肯定的推断：这
事～你知道｜他没回答我，～是没听见我的话。

E想不到】 x的ng•budao 自动］出乎意料；没有料

到：一年没回来，～家乡变化这么大。
E想当然E xi凸ngdangr6n 圈凭主观推测，认为

事情大概是这样或应该是这样＝不能凭～办

事。
E想得到】 XI凸ng·dedao 画在意料中：意料得

jlj（多用于反问句）：谁～当年的荒滩地，如今

变成了米粮川。
E想法】 xiiing;;fii 画设法；想办法．～消灭虫

害 l想不出法来。
E想法】 XI凸ng· f凸圈思索所得的结果；意见g

这个～不错｜有什么～可以说出来。
E想方设法】 XI凸ngfang-shet凸想尽办法：～克

服工作中的困难。

E想见】 xi凸ngjian 画由推想而知道：从这件小

事上也可以～他的为人。



E想、开】 xiang;; kai 屋且不把不如意的事放在心

上：想不开！想得开 i遇事要～些。
E想来E x的ngl6i I司表乐只是根据推测，不敢

完全肯定：从这里修涵洞～是可行的。
E想念E xi凸ngnian 画对景仰的人、离别的人或

环境不能忘怀，希望见到．～亲人｜他们在国
外，时时～着祖国。

E想JL) xiangr ＜方〉［名］希望：有～！没～。
E想入非非】 X的ngruf岳If岳l 思想进入虚幻境

界，完全脱离实际；胡思乱想。

E想、头） xi凸ng• tou （～儿）〈口〉圈。想法；念
头：我有个～，你听听行不行？＠希望：有～
没～O

E想望E xi凸ngwang 圈。希望z 他在上学的
时候就～着做一个医生。＠〈书〉仰慕；恩、慕：

～风采。
E想象J xiangxiang i动1]0 对于不在眼前的事
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设想．不难～｜～不出。
＠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t，经过新
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也作
想像。

E想象力】 XI凸ngxiangli ~旬在知觉材料的基础
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也
作想像力。

E想像E xiangxiang 同“想象”。
E想像力J xiangxiangli 同“想象力”。

差金山 ~ xiang 剖开后晾干的鱼
（煮、嗓）续～「白～。俗称献。

E釜鱼】 xi凸「i9vu 圈叠的俗称。

、

xiang c 丁l尤）

.-Lt 1 ，中 xiana 0 方向 z 风～｜志
｜口J co一＠帮）～。画画对着，特指脸或
正面对着（跟“背”相对）：～阳 i 面～讲台｜两人
相～而行。＠〈书〉将近；接近2 ～晓｜～晚。

＠画偏袒·老乡～老乡。＠圆引进动作的
方向、目标或对象·～东走｜～先进工作者学
习！从胜利走～胜利。 0 c Xiang）圈姓。

.-L• 2 .ιxi an口。〈书〉从
｜时 （＠帮、＠奖暴）前， ID 时。＠圆向
来：～有研究｜～无此例。

E向背E xiangbei I动！拥护和反对＝人心～。
E向壁虚构J xiangbl-xugou 对着墙壁，凭空想
象，指不根据事实而捏造。也说向壁虚造。

E向壁虚造J xiangbl-xuzao 向壁虚构。

E向导E xiangd凸o 0 I到带路。＠圈带路的
人：登山队请了一位猎人当～0革命党是群众

想拳向项 I xi 凸ng xiang 口？巳

的～，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
失败的。

E向好E xiongh凸o 圈（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z

经济～｜病情～O
E向火E xiang;;huo 〈方〉［刻烤火z 围炉～。

E向来】 xiangl6i 圃从来；→向：～如此｜他做

事～认真。

[lfiJ伊tll xiangli ［翻一向的做法；惯例：依～提主E

交大会表决！我们这里～起得早。 主E三
E向量E xiangliang 圈矢景。

[r，句慕】 xiangmu ~司向往；思慕。

E向日】 xiangri ＜书〉圈往日。

E向日葵】 xiangrlkui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
很高，叫一子互生，心脏形，有长叶柄。开黄花，

圆盘状头状花序，常朝着太阳。种子叫葵花
子，可以榨泊。也叫葵花，有的地区叫转日莲。

[loJ I > xiangshang 圈朝好的方向走；上进·

有心～！好好学习，夭夭～。

E向上爬】 xiang shang p6 比喻谋求职位升迁

（多含贬义）：他想尽办法～。
E向使】 xiangshi ＜书〉［迢如果；假使。

E向往】 xiangw凸ng E面］因热爱、羡慕某种事物

或境界而希望得到或达到3 他～北京｜～着美
好的未来。

E向心力E xiangxinli 圈。使物体沿着回周运

动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着圆心。＠比
喻集体内部的凝聚力。

E向学E xiangxue l'llll 立志求学：有心～。

E向阳】 xiangy6ng 画对着太阳，→般指朝南z

～三问北房。

E向隅】 xiangyu （书〉［司面对着屋子的一个角

落，指非常孤立或得不到机会而失望：～而泣。

E向着】 xiang· zhe 圈。朝着；对着：葵花～太
阳。＠偏袒：哥哥怪妈妈凡事～小弟弟。

丁号后1 xiang ＠颈的后部。＠
J、（厦） CXia~g）圈姓。
1守百2 xiang O I章用于分项目的事

呗（填）物：下列各～｜三大纪律，八～注
意｜第五条第二款第一～｜环境保护是一～重大
任务。＠款项：用～！存～。＠圈代数中不
用加、诚号连接的单式，如 3a'b, ax', 4ba 

等。
E项背E xiangbei f萄颈的后部和脊背，指人的
背影z ～相望（形容行进的人多，连续不断）。

E项链】 xianglian c～儿） IZJ 戴在脖子上的链形
首饰，多用金银或珍珠、玉石等制成。

E项目】 xiangmu 圈事物分成的门类·服务
～｜体育～！建设～。

E工页圈E xiangquan c～儿）圈儿童或某些民族

三三三三



I 1434 I xiang ！项巷相硝象

的妇女戴在脖子上的环形装饰品，多用金银制

成。
E项庄舞剑，意在i市公E xiangzhuang-w心jian,

yizai-peigong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

和项羽在鸿门会面，酒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
让项庄舞剑，乘机杀死刘邦。刘邦的谋士张良
对樊哈说：“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
也。”（项庄z项羽部下的武将。 i南公：刘邦）后
用来比喻说话或行动虽然表面上另有名目，其
真实意图却在于对某人某事进行威胁或攻击。
巷 xiang IBl 0 较窄的街道2 深～｜陋～｜一

条小～｜街头～尾 l街谈～议。 O CXiangl 
姓。

另见 517 页 hang"

E巷战E xiangzhan 画在城镇街巷内进行的战

斗。
E巷子】 xiang·zi ＜方〉圈巷：～口｜这条～里

住着六户人家。

相1 xiang O ［~相和她长～ l聪明～ l
可怜～｜狼狈～。＠物体的外观：月～

金～。＠［毡坐、立等的姿态：站有站～，坐有

坐～。。 IBl 相位。＠圈交流电路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如三相交流发电机有三个绕组，每

个绕组叫作一相。＠函相态。·~直观察事
物的外表，判断其优劣：～马。 8 CXiangl 函i

姓。

相2 巾。辅助：吉人天～。＠宰相
至～｜国乱思良～。＠某些国家的官名．

相当于中央政府的部长。＠旧时指帮助主人

接待宾客的人：｛宾～。
另见 1427 页 xiang 。

E相册】 xiangce 温用来存放相片的册子。
E相公l x iang ·gong 圈＠旧时妻子对丈夫的

尊称。＠旧时称年轻的读书人（多见于旧戏
曲、小说）。

E相机】1 xiangji l函照相机。

E相机T xiangjl 喇察看机会：～行事（看具体
情况灵活办事）｜～而动。

E相里E Xiangli IBJ 姓。

E相貌】（像貌l xiangmao 圈人的面部长
(zh凸ng）的样子；容貌 z ～堂堂｜～平常。

E相面】 xiang;;mian 圈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

祸福（迷信）。
E相片JLl xiangpianr ＜口〉圈相片。
E相片E xiangpian 圈人的照片。

E相声l xiang· sheng 圈曲艺的一种，用说笑
话
用于讽加j，现在也有用来歌颂新人新事的。按
表演的人数分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和多口相

声。

E相书】1 xiangshu ＜方〉圈口技：四川｜～。

E相书】2 xiangshu 圈关于相术的书。

E相术】 xiangshu l~ 指观察人的相貌，预言命

运好坏的方术（迷信）。
E丰目态】 xiangtai 画同一物质的某种物理、化

学状态’如水蒸气
E相f茸】 xiangw岳1 臣~ fi故余弦（或正弦）变化的

物理量，在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状态可用
一个数值来确定，这种数值叫作相位。

响 xiang ＜书〉一种玉

象1 xiang 圈＠叩物，是陆地上现存
最大的动物，耳朵大，鼻子长圆筒形，能

蜷曲，多有一对长而大的门牙伸出口外，全身
的毛很稀疏，皮很厚，吃嫩叶和野菜等。生活
在我国云南南部、印度、非洲等热带地区。有

的可思1带来驮运货物。 o CXiangl 姓。

象2 xiang O 形状机景～｜天～！气～｜
印～｜万～更新。＠仿效；模拟＝～形 1～

声。

E象棋E xiangqi 电］指中国象棋，棋类运动的一
种，双方各有棋子「六个，一将（帅）、两士（仕）、
两象（相）、两车、两马、两炮、五卒（兵）。两人对
下，各按规则移动棋子。以将c jiangl 死对方

的将（帅）为胜。
E象声词E xiangshengci 圈拟声词。

E象限l xiangxian I望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横、纵
坐标轴把平面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叫作一
个象限。右上方为第一象限，按逆时针方向旋
转，依次为第二、第三、第四象限。

E象形E xiangxing 圈六书之一。象形是说字
描摹实物的形状。如“日”字古写作“。”，“山”
字古写作‘四”。

E象形文字】 xiangxing w岳nzi 描摹实物形状

的文字，每个字有同定的读法，和没有固定读法
的图画文字不同。参看 1324 页［图画文字]o

E象牙】 xiangya [:gj 象的门牙，略呈圆锥形，伸

出口外。质地坚硬、洁臼、细致，可制工艺品。
现国际上已禁止象牙贸易。

E象牙宝塔E xiangya七凸ota 象牙之塔。

E象牙之塔】 xiangyazhit凸比喻脱离现实生活

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也叫象牙宝塔。
E象跟JL] xiangy凸nr ＜方〉圈斜象跟JL ；菱形o

E象征l xiangzh岳ng 0 I噩用具体的事物表现

某种特殊意义z 火炬～光明。＠圈用来象征
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z 火炬是光明的～o

E象征主义l xiangzh岳ng zh心yi 0 西方文学

艺术流派之一，19 世纪后半叶兴起于法国，影



响主要体现在诗歌领域，强调诗歌意象的象征
意义。＠泛指以具象事物和行为反映抽象理
念和意义的文学表现方法。

＆巳 A卢 xiang 古代储钱或投受函件的
nmc：据）器物，入口小，像扑满，有的像竹
筒。
组t:r xiang ＜书〉同“巷”。
-,,\J 另见 843 页 long“弄”。

像 xiang ~＇圈比照人物制成的形象z 画
～！塑～｜肖～｜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毛主

席～。＠圈从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平面镜、球

面镜、透镜、棱镜等反射或折射后所形成的与
原物相似的图景。分为实像和虚像。＠圈
在形象上相同或有某些共同点z 他的面貌～
他哥哥。＠画好像：～要下雨了。＠［到比
如；如s ～刘胡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将
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0 (Xiang）圈姓。

E像话E xiang;;hua 圃（言语行动）合理（多用

于否定式或反问句）：这样做才～｜同志们这样
关心你，你还｜词情绪，～吗？｜这孩子经常旷课，

真不～1
E像貌E xia「1gmao 见 1434 页i相貌］ o
E像模像样l xiangmu-xiangyang 符合一定规
格或标准：公司的开业庆典要搞得～｜在公众
场合，他总是穿得～的。

E像煞有介事】 xiang sha you jie sh1 好像真

有这回事似的。多指大模大样，好像有什么了
不起。也说煞有介事。

E像生E xiangsh岳ng 圈。仿天然产物制成的
工艺品，旧时多用绞绢、通草制成花果人物等
形状z ～花果。＠宋元时期以说唱为业的女

艺人。
E像素E xiangsu 圈构成数字图像的基本单
元，在光电转换系统中，是电子束或光束每一

瞬间在图像上扫描的部分。图像中像素的数
目越多，画面越清晰。

E像样E xiang;;yang c～儿）固有一定的水平；
够一定的标准：字写得工工整整，挺～。也说
像样子。

E像章E xiangzhang 圈用金属、塑料等制成的

带有人像的纪念章。

橡 xiang 函＠橡树，酬的通称0 8 ;j\g{ 
胶树。 8 CXiang）姓。

E橡胶E xiangjiao ~高分子化合物，分为天然
橡胶和合成橡胶两大类。弹性好，有绝缘性，
不透水，不透气。橡胶制品广泛应用在工业和
生活各方面。

E橡胶树E xiangjiaoshu ~常绿乔木，枝细长，
叶子为三片小叶组成的复叶，小叶长椭圆形，

循街像橡肖枭将削 I xiang xiao I 1435 I 

花白色，有香气，结葫果，球形。原产巴西，现
在热带地区多有栽培。是最主要的产橡胶的
树种。

E橡皮】 xiangpi 圈用橡胶制成的文具，能擦掉

石墨或墨水的痕迹。
E橡皮膏l xiangpigao 画一面涂有胶质的布

条，常用来把敷料固定在皮肤上。
E橡皮筋E xiangpijln c～儿）圈用橡胶制成的、
有伸缩性的线状或环形物品，多用来捆扎东
西。

E橡皮泥】 xiangpini 圈用白石蜡、火漆、生橡

胶、陶土、水泥、石膏等材料掺和颜料制成的
泥，柔软有塑性，不容易干，供儿童捏东西玩儿。

E橡皮圈】 xiangpiquan ~ O 供练习游泳用的
救生圈，用橡胶制成，内充空气。＠（～儿）用
橡胶、塑料制成的小型环状物，用来束住东西
使不散开。

E橡皮艇】 xiangpiting E 一种水上运输工具，

像小船，用金属或木材做骨架，橡胶布做外壳，
充气而成。

E橡皮图章】 xiangpi tuzhang 比喻只有名义
而无实权的人或机构。

E橡实E xiangshi i望衍树的果实，长圆形，含淀
粉和少量蹂酸。外壳可以制拷胶。也叫橡子。

E橡槐E xiangwan 圈橡树果实的碗状外壳。

E橡子E xiang•zi ~橡实。

［二三国3豆二1

肖泊。。画姓
另见 1446 页 xiao 。

枭中 xiao 0 ＜书〉同“鸦，，。＠〈书〉
（枭）勇猛g强悍＝～将｜～骑。＠魁首；

首领z 毒～。＠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2 盐～｜

私～。＠〈书〉悬挂（砍下的人头）：～首！～

习、。

E枭将E xiaojiang ＜书〉圈勇猛的将领。

E枭首E xiaosh凸u 画旧时的刑罚，把人头砍下

并且悬挂起来：～示众。
E枭雄E xiaoxi6ng ＜书〉圈强横而有野心的人
物；智勇杰出的人物；魁首。

持川。。〈书〉空虚z ～肠辘辘

E椅腹从公E xiaofu-c6ngg6ng 指饿着肚子办

公家的事。

削 xiao 圈。用刀斜着去掉物体的表层z
J ～铅笔｜～苹果皮。＠切肖lj ：车～！统～。
另见 1487 页 X晤。

E削面E xiaomian ~刀削面。



｜峭 i xioo l 晓挠逍鸦婉消

晓明） xiao 见下。

E晓晓E xiaoxioo 〈书〉腥雪白。形容争辩的声

音：～不休。＠形容鸟类因恐惧而发出的鸣
叫声。

挠－ xiao ＜书〉勇猛：～将 i～勇
（，~在）

E挠惮】 xiaohan ＜书〉画勇猛强悍z 士兵～善

战。
E挠将J xiaojiang 圈勇猛的将领。

[ll是骑J xiaoqi ＜书〉画勇猛的骑兵。

E挠勇J xiooy凸ng ＜书） [lliJ 勇猛g ～善战。

逍 xiao 见下

C直遥J xiaoyao ［霸没有什么约束，自由自在·

～自在｜独自河边垂钓，好不～。
E道遥法外J x iaoy6o- f凸woi 指犯了法的人没

有受到法律制裁，仍旧自由自在。

鸦中 xiao 见 174 页阳。
（呈阳）

脆 xiao ＜书〉虎怒吼

，）、 xiao O 画消失z 烟～云散！冰～瓦解！
1 『3 红肿已～。＠圈使消失z消除z ～愁 i～

毒｜～炎｜打～。＠度过（时间）；消遣z ～夜 i～
夏。＠圃需要（前面常带“不、只、何”等）：不

～说｜只～三天。 8 CXioo)fEJ 姓。

E消沉J xiaochen 圈情绪低落：意志～。
E消除E x iaochu rnJ!l 使不存在；除去（不利的事

物）：～隐患｜～隔阂 l～战争威胁。

E消磁E xiao;;ci i量退磁。
E消毒E X』0011 du 圈＠用物理、化学、生物等
方法杀灭或清除致病的微生物g ～剂｜病房已

经消过毒了。＠清除流毒。
[i肖遁E X陪odu『1 圈消失z ～得无影无踪。
E消防E xiaof6ng 圈救火和防火z ～队｜～车 i
～警察｜～器材。

E消费E X尬。tei 理为了生产或生活需要而消

耗物质财富或接受有偿服务等z ～品｜高～。
E消费基金E xioofei jljln 指扣除积累后用于消
费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用于满足社会和个
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国民收入。

E消费品】 xiaofeipin 圈供消费的物品。通常

指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物品和各种服务。
E消费税】 xiaofeishui lEJ 国家对一些特定消
费品（直口烟、酒、化妆品、小轿车等）和消费行为
征收的一种税。

E消费信贷E xiaofei xindc'ri 金融机构向消费
者个人发放的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贷款。

E消费资料】 xioofei zlliao 生活资料。

E消耗】1 xiaohao 画＠（精神、力量、东西等）

因使用或受损失而渐渐减少z ～精力｜～能量。

＠使消耗2 ～敌人的有生力量。
E消耗J' xiaohao ~音信（多见于早期在1话） : 
杳无～o

E消化J xiaohua 圈＠食物在人和动物体内，

经过物理和化学作用而变为能够溶解于水并

叮以被机体吸收的养料。＠比喻理解、吸收
所学的知识z 一次讲得太多，学生～不了。

E消化系统E xiaohua xitong 人和动物体内由
口腔、食管、胃、小肠、大肠等组成的系统。消
化系统的作用是消化食物和吸收养料。

腮腺

7号下腺
F领下腺

食管

肝 ’」:::7) （眨飞－责门
F 飞

胆囊斗Ir加士........，＿； I 
胃

幽门

肠一区飞往膜
横结肠 - 空肠

降结肠

升结肠』＼＼Ill..~三：：：：：；.－_) ) J JJJ.二回肠

：：二~（.｝：扩－~：结肠
缸门

人的消化系统

[f肖魂E xiaohun 同“销魂”。
E消火栓】川。ohuoshuan 圈消防用水的管道
上的→种装置，有出水口和水门，供救火时接
水龙带用。

E消极E xiaoji E国＠否定的；反面的；阻碍发展

的（跟“积极”相对，多用于抽象事物）＝～言论！

～影响｜～因素。＠不求进取的，消沉（跟“积

极”相茸茸） ：态度～｜～情绪｜～防御（单纯采取守

势的防御）。

[f常减E xiooji凸n 画减退；减少：食欲～。

E消解.） xiaoji晶国消释②．～胸中的愁闷。

Cri肖渴］ xiaok岳函中医指喝水喝得特别多，小

便也特别多的病，包括糖尿病、尿崩症等。

E消E耳E xiaomi ＜书〉圃消除（坏事） ：～水患。



E消灭E xiaomie ~ 0 消失g灭亡：许多古生
物，如恐龙、猛码早已经～了。＠使消灭P除掉
（敌对的或有害的人或事物），～蚊虫电｜～差错｜

～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E消泯］ xiaomTn ill国消灭；泯灭o

E消磨E xiaom6 ~动］＠使意志、精力等逐渐消
失2 ～志气。＠度过（时间，多指虚度），～岁
月。

E消纳E xiaona ~处理和容纳（垃圾、废弃物
等）：解决好城市垃圾的清运和～问题。也作
销纳。

E消气E xiao;;qi 画平息怒气：你去赔个不是，
让她消消气。

E消遣E xiaoqian [lllll 做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来

度过空闲时间；消闲解闷儿。

E消溶］ xiaor6ng 同“消融”。

（~肖融】 xiaor6ng lllID C冰、雪）融化。也作消溶。
（~肖散】 xiaosan 圈（烟雾、气昧、热力以及感
觉、情绪等抽象事物）消失：雾渐渐～了。

(ti肖声E xiao;;sh岳ng 画采取措施使声音消除

或降低z ～器。也说消音。

E消声器E xiaoshengqi 圈降低或消除气流噪
声的装置，多用于内燃机、喷气发动机、鼓风机
等噪声大的机械。

E消失l xiaoshl 圈（人或事物）逐渐减少以至
没有；不复存在z 瞬间，一颗流星就从夜空中～
了！脸上的笑容～了！他的身影～在人群之中。

E消石灰E xiaoshihul 圈熟石灰。
E消食E xiao;;shi ［到帮助消化z 吃点儿山橙消

消食。
E消逝l xiaoshi 圈消失：岁月～ i 火车的隆隆
声慢慢～了｜一抹残霞渐渐在天边～。

E消释E xiaoshi 圈＠〈书〉消融；溶化。＠

（疑虑、嫌怨

E消受E xiaoshou 圈＠享受；受用（多用于否

定式）：无福～。＠忍受；禁（ jln）受：～不起。
E消瘦E xiaoshou 圈（脸、身体）极瘦2 ～的面

容1身体～o
E消暑E xiao;;shu 圈＠消夏z 去北戴河度假

～。＠去暑：喝杯冷饮消消暑。
E消损】 xiaosun ~ 0 C构成某个物体的物质）
逐渐减少。＠消磨而失去；消减损伤2 岁月
～｜锐气～o

E消停E xiao• ting ＜方＞ 0 ［毫安静；安稳z 过
～日子i还没住～就走了｜这孩子半天就没～
过。 8~停止；歇：姐妹俩做活儿不～｜太累

了，～一会儿再干吧。
(j肖退E xiaotui ~减退z逐渐消失 z 太阳偏西，

暑热略略～｜笑容渐渐～了。

消宵主肖捕萧 l xiao I 1437 I 
E消亡E xiaowang 圈消失；灭亡o
(i肖息E xiao· xi 画＠关于人或事物情况的报

j宣 s 财经～｜最新～。＠指人或事物的动向或

变化的情况g音信2 去后再无～。

(i1肖息JL] xiao· xir ＜方〉圈物件上暗藏的简单
的机械装置，一触动就能牵动其他部分。

(i肖夏E xiaoxia 画用消遣的方式过夏天＝～

晚会。
E消闲E xiaoxian O 画消磨空闲的时间：～

解闷儿｜～遣兴。＠庄园悠闲；清l；同 z 别人忙得

要命，他可真～，看戏去了。
（~肖歇】 xiaoxi岳〈书〉画休止；消失z 风雨～。

也作销歇。
E消炎E xioo;;y6n 画使炎症消除z ～止痛。

E消夜E xiaoy岳＠圈夜宵。＠圃吃夜

宵。 II 也作宵夜。
E消音E xiao;;yln 圈消声。

E消灾l xiao;;zai 画消除灾祸：祈福～。

E消长E xiaozhang ［！＠］减少和增长：～盈虚｜敌
我力量的～发生了变化。

E消肿E xiao;;zhong E到使肿块消退，也比喻精

简机构和人员等2 ～减负。

宵 xiao O 夜2 元～｜春～ l 通～达旦。＠
（×ioo）圈姓。

E宵吁E xioogan ＜书〉［到宵衣肝食的略语s ～

图治。

E宵禁l xiaojin 圈夜间戒严，禁止通行z 实行

～｜解除～。
E宵1J'l xiaoxi凸0 ＜书〉圈盗贼昼伏夜出，叫作

宵小，现泛指坏人z ～行径。
E宵夜】 xiooye 同“消夜”。

E宵衣肝食E x iaoyl-gansh i 天不亮就穿衣起
来，天黑了才吃饭，形容勤于政务（衣t旧读 yi'
穿衣〉。

b注U •..•. xiao ＜书〉＠生丝。＠生丝织、
圭目（川肖）成的绸子。
半盎 xioo ＜书〉敲打；敲击。

两（捕、精）
兰庄斗 xiao O 萧索；萧条z ～瑟 1～然。

那（萧）＠（削o）酬。
【萧规曹回 xiaogul-caosui 萧何和曹参都是

汉高祖的大臣。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
曹参做宰相，仍照章实行。指完全按照前人的
成规办事。

E萧墙E xiaoqi6ng ＜书〉圈照壁。借指内部：
祸起～｜～之患。

E萧然E xioor6n ＜书〉圃＠形容寂寞冷落2 满

目～。＠形容空荡荡的z 四壁～｜囊囊～。
【萧洒E xiaos凸见 1438 页【潇洒］ o



I 1438 I xiao l 萧犹硝销偷蚓萧潇

E萧枫】 xiaosa ＜书〉圈萧条冷落；萧索。
E萧瑟】 xiaose O 阻向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

秋风～。＠圆形容冷落；凄凉．门庭～。

E萧森E xi凸OS自l （书〉睛。形容草木凋零衰

败·秋树～。＠凄凉阴森：幽谷～G
E萧疏E xiaoshu ＜书〉｜泪。萧条荒凉：满目疮
痪，万户～。＠稀疏；稀稀落落：黄叶～｜白发

主 E萧索） xiaosuδ 陋缺乏生机；不热闹：时
～｜～的晚秋景象。

E萧条E xiaoti6o 匾。寂寞冷落，毫无生气：
百业～｜荒山老树，景象十分～。＠资本主义
社会中紧接着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的一个阶

段，期寺征是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物价低
落，商业萎缩。

E萧萧） xiaoxiao ＜书〉＠阻甫形容马叫声或

风声等t 马鸣～ l风～兮易水寒。 8 l~J 稀疏

的样子：白发～｜竹影～。

院 xiao O ＜书〉同 W’。＠狼亭
C Xiaotfng），地名，在湖北。

硝 xiao O 圈泛称某些矿物盐，如硝石、芒
口硝等。＠自由用朴硝或芒硝加黄米面处理

毛皮，使皮板儿柔软＝～皮子。
E硝化甘油】 xiaohu6-gany6u 硝酸甘泊。

E硝石E xiaoshi ~ 矿物，有押硝石（成分是硝
酸饵）和专肉硝石（成分是硝酸纳）两种。元色、
白色或灰色晶体，有玻璃光泽。用来制造炸
药，也用作肥料等。通常指饵硝石。

E硝酸E xiaosuan !El 无机化合物，化学式
HNCJ，。无色液体，一般带微黄色，浓硝酸红

棕色，有刺激性气味，是一种强酸。用来制造
火药、氮肥、染料、人造丝等，也用作腐蚀剂。

E硝酸甘油E xiaosuan gany6u 有机化合物，
化学式 C, H, CNCJ, ), o 白色或淡黄色的液
体，有毒，有强烈的爆炸性。用于制造炸药，医
约上用作冠状动脉扩张药。也叫硝化甘油。

E硝烟E xiaoyan 圈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烟雾·

～弥漫的战场。

销1ι xiao O 熔化金属～金。＠
目（销）［司除去；解除＝撤～（～假！把那
两笔账～了。＠消失．～声匿迹。 o~ 销
售z 供～｜畅～｜脱～｜兜～｜一天～了不少货。
＠消费：花～l 开～。（！） CXiaoll直姓。
销2 ._,_ xiao O 销子。＠附上销

(fil、）子。
E销案】 xiao;;an 圈撤销案件。
E销差E xiao;;chai 圈。向上级报告已经完成

差事；交差2 回公司～。＠免去差事：他被老
板～了。

后的Tl xiaodlng 圈销子。

E销号E xiao矿hao 圃注销电话、寻呼机等所使

用的号码，也指注销已登记注册的人、单位或

某些物品。
E销户E xiao;; hu ［到＠单位或个人跟银行等

部门解除业务关系，注销户头。＠注销户口。

E销毁］ xiaohui 画烧掉；毁掉；～假货｜～武

器！～文件｜～证据。
E销魂E xiaohun ［商灵魂离开肉体，形容极度
的悲伤、愁苦或极度的欢乐。也作消魂。

E销假】 xiao;; jia 画 i南民期满后向主管人员报到。

E销量E xiaoliang ~J 销售数量：～大幅度攀升。

E销路】 xiaolu 圈（商品）销售的出路z ～不畅｜

打开～。
E销密］ xiao;;mi 国！解密。

E销纳】 xiaona 同“j肖纳”。

E销声匿迹】 xiaosh岳ng-nlji 不再公开讲话，不

再出头露面。形容隐藏起来或不公开出现。

Ct肖蚀］ xiaoshi R动i 消损腐蚀·～剂 l～作用。
E销势】 xiaoshi ~］ （商品）销售的势头：近来大

屏幕彩电～看好。

E销售］ xiaoshou 圈卖出（商品），～额｜降价

～｜～一空。
E销烁】 xiaoshuo ＜书〉＠圈熔化；消除。＠

回因久病而枯瘦·肌肤～。
E销歇】 xiaoxi岳同“消歇”。

(f肖行E xiaoxing 南（商品）销售z ～各地l这本

书多年来在海内外～不衰。
E销赃】 xiao;;zang 圈。销售赃物z 参与盗窃

～活动。＠销毁赃物：～灭迹。

E销账】 xiao;;zhang 圃从账上勾销。

E销子】 xiao·zi 圈一种形状像钉子的金属棍，

横断面多呈圆形，用来插在机件上，起连接或
固定作用。也叫销钉。

自 xiao ＜书〉无拘无束，自由自在z ～然。

(fl嗡然1 xiaoran ＜书〉圈形容无拘无束、自由
自在的样子：～而往，～而来。

E偷偷】 xiaoxiao ＜书〉＠回羽毛残破的样

子。＠阻雪白形容风声、雨声、树木摇动声等：

风雨～｜树木～。
t、 xiao 见 1000 页1螺峭lo
A口另见 1149 页 shoo 。

在在T ~ xiao 圈。管乐器，用多个竹管

肃（第）编排在一起的叫拘捕，用一根竹管
做成的叫涧箭。 8 CXiao）姓。

潇－~ xiao ＜书〉翩而清
（濡）

E潇洒】（萧洒） xiao曲目冒（神情、举止、风貌等）



壁主些些器皮帽淆段小 I xia二当二旦翌巳

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束：风姿～！这幅画构
思别致，笔墨～。

E潇潇E xiaoxiao 画＠形容刮风 F雨＝风雨

～。＠形容小町＼j：～微雨ο

每言如 xiao 0 云；云气：云～。＠天空：重

F寻 ～｜九～云外。
E霄汉l xiaohan ＜书〉圈云霄和夭河，指天空z

气冲～o
E高壤］ xiao的ng 画天和地，用于比喻，形容相

去极远或差别极大：～之别。

魁 xiao 见 1 1叫：山脚

蝙（蠕） xiao !A!, r-" 
E精躺E xiaoshao IEJ 蜘蛛的斗种，身体细长，

暗褐色，脚很长，多在室内墙壁间结网。通称
喜蛛或赠子，民间认为是喜庆的预兆。

嚣 ~ xiao 吵闹剧z 叫～ l
（嚣、立即） 喧～。
另见 14 页 Aoo

E器杂E xiaoza I赔喧嚣嘈杂．～的叫卖声。
E嚣张E xiaozhang 理］（恶势力、邪气）高涨；放

肆z ～一时！气焰～。

xiao c 丁l么）

淡 Xiao 阳，水名，在河北。

崎 Xiao 崎山，山名在河南。

、、盖〈 xiao 混杂：混～｜～乱。
惰（ω殷）
E淆惑E xiaohuo ＜书〉圈混淆迷惑：～视听。

E淆乱E xiaoluan O 圈杂乱；混乱。＠画扰
乱：～社会秩序。

E淆杂E xi6oz6 画混杂。
戳川60 0 见 14叫“淆”。＠同“睹，，。

用于古地名：～之战。

v 
xiao c 丁i么）

I .. ＠晴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

4、度等方面不及一般的或不及比较的对象
（跟“大”相对）：～河 l ～桌子｜地方～ l鞋～了

点儿！我比你～一岁｜声音太～，听不见。＠画
短时间地z ～坐｜～住几天。＠圈』稍微z ～有
名气｜牛刀～试。。画略微少于；将近2 这里

离北京有～二百里｜编了～二十年词典。＠施
排行最末的：～儿子 l他是我的～弟弟。＠年

纪小的人g 一家大～｜上有老，下有～。＠指

妾①：讨～。＠谦辞，用于称自己或跟自己有

关的人或事物2 ～弟 i ～女｜～店。＠前缀，用

于称人、排行次序、某些人等z ～王！～明 l～
二｜～偷儿 l～丑JL。⑩ CXiao）圈姓。

E小巳E xiiioba 画小型公共汽车。［巴，英
bus] 

E小臼菜】 xi凸obaicai （～儿）［毛l 白菜的一种，日十

子直立，勺形或圆形，绿色。是常见蔬菜。有
的地区叫青菜。

E小白脸JL] xi凸ob6iliiinr （口〉圈。指皮肤白

i古j相貌好看的年轻男子（含戏谑意或轻视意）。
＠指以情人身份依傍有钱女性的年轻貌好的
男子。

E小百货】 xi凸obii ihuo ['8J 日常生活上用的轻

工业和手工业，产品。
E小班l xi凸oban IEJ 幼儿园电由三周岁至四周

岁儿童所编成的班级。

E小半l xi凸oban ＜～儿）［重少于整体或全数一

半的部分：西瓜吃了一大半，剩下一～实在吃
不下了。

E小报E xiiiobao ＜～儿）圈篇幅比较小的报纸。

E小报告E xi凸obaogao IEJ 指私下向领导反映

的有关别人的情况（含贬义）：打～。

E小辈l xi凸obei c～儿）圈辈分小的人。

E小本经营］ xiiio ben jlngying 本钱小、利润

少的买卖。

E小便E xiiiobian O 画（人）排泄尿。＠圈人

尿。 OIEJ 指男子的外生殖器，也指女子的阴
f] 0 

E小辫JL] xi凸obianr 圈短小的辫子，也泛指辫

子。

E小辫子］ XI凸obian•zi l雹＠小辫儿。＠比喻

把柄2 抓～。
E小不点儿E XI凸o•budiiinr ＜口〉＠鹰形容很

小。＠函指很小的小孩子。

E小菜］ XI凸ocai 圈＠（～儿）小碟儿盛的下酒

饭的菜蔬，多为盐或酱脑制的。＠（～儿〉〈口〉

比喻轻而易举的事情z 电视机、电冰箱他都会
修，至于修电扇，那不过是～儿。＠〈方〉泛指
鱼肉蔬菜等。

E小菜一碟E xi凸ocai听di岳比喻小事一桩，形容
事情轻而易举或微不足道g 办个研讨会在他看
来就是～。

E小产－］ xi凸ochiin 圈中医指怀孕三个月后自
然流产。

E小肠E xi凸och6ng 圈肠的一部分，上端跟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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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下端跟大肠相通．比大肠细mi长，分为十
二指肠、空肠、回肠三部分。主要作用是完成
消化和吸收，并把食物的渣浮输送到大肠。

E小抄儿E xi凸ochaor ＜口＞ !BJ 考试作弊的人所

夹带的写自所考内容等的纸条：打～o

E小潮E xi也och6o 圈－个朔望月中涨落幅度

最小的潮水。上弦日和F弦日，月球和太阳对
地球的引力最小（是二者引力之差），按理小潮

应该出现在这两天，由于）些复杂因素的影

响，小潮往往延迟两三天出现。

E小；~l xiaoch凸0 （～儿）睛指集体食堂里小锅

单炒的菜肴。
E小车E xi凸och岳（～儿）圈＠指子推车。＠指
汽车中的小轿车。

E小乘E xi凸ocheng （！日读 xiaosheng) !BJ 早期
佛教的主要流派。大乘教徒认为它不能超度
很多人，因此贬称官为小乘。学术界沿用其名
称而无褒贬义。参看 239 页【大乘］ o

E小吃E xi凸ochl 圈。饭馆中分量少而价钱低

的菜z 经济～。＠饮食业中出售的年糕、棕

子、元宵、油茶等食品的统称z ～店｜应时～ l风
味～。＠西餐中的冷盘。

E小丑E xi凸ochou c～JL）圈＠戏曲中的丑角
或在杂技中做滑稽表演的人。＠比喻举动不

庄重、善于凑趣儿的人。＠指小人z 跳梁～O
E小春E XI凸ochun ＜方〉圈指农历十月。参看

1444 页 1小阳春 l 0 

E小词E xi凸oci 圈三段论中结论的主词。参看

1121 页1三段论1。
E小葱E xi凸ocong （～儿）圈。葱的→种，分藤
性强，茎和叶较细，较短，是常见蔬菜。参看
217 页“葱”。＠通常指幼嫩的葱，供移栽用，
也可以吃。

E小聪明E xi凸ocong ·ming IE! 在小事情上显

露出来的聪明（多含贬义）：耍～。
E小打小闹］ xii:iodi:i-xii:ionao 指小规模、零零

碎碎地做事。
E小道儿消息］ xi凸odaor xiao •xi 道听途说的
消息；非正式途径传播的消息。

E小大人JL] xi凸odarenr 圈说话、行动像大人

的小孩儿。
E小弟E xi凸odi 圈。小的弟弟。＠男性在朋

友或熟人之间谦称自己。
E小调E X的odiao c～儿）圄流行于民间的各种

曲调。
E小动作】 xi凸odongzuo IE! 偷偷做的干扰别人
或集体活动的功作。特指为了某种个人目的

在背地搞的不正当活动，如弄虚作假、拨弄是
非等。

E小豆】 xiaodou l每亦豆。

E小肚JL] xi凸odur 温j 用经过加工的猪的膀脱，

装入和Chuo）有淀粉的猪肉末制成的球状食
仁3
口口。

E小肚鸡肠E xi i:iodu -jl chang 形容气量狭小，

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也说鼠肚鸡肠。
E小肚子】 xi凸odu·zi ＜口〉圈小腹。

E小队］ xii:iodui 圈队伍编制的基层单位，隶属

于中队。
E小额］ xi凸0’自圈属性词。数额较小的2 ～贷

款｜～交易。
E小恩小惠］ xi凸o'e『1-Xi凸ohui 为了笼络人而给

人的小利。
E小JL】 xi凸o ＇岳r 圈＠儿童。＠谦称自己的

儿子。参看 1443 页［ 1J'JL]Cxi凸or）。
E小儿科】 xi凸0’自rk岳＠圈借指价值小、水平

低，不值得重视的事物z 零售日用小商品对商
家来说不过是～罢了。＠圈借指极容易做的

事情：写这种小文章，对大作家来说简直是～。

＠圃借指小气，被人看不上z 送二十元礼金，
也太～了。

E小儿麻痹症E xi凸o’ er m6bizheng 脊髓灰质

炎的通称。简称儿麻。
E小饭桌］ xiaofanzhu6 圈为家中无人做午饭

的中小学生等开办的小型食堂。

【小贩］ x的ofan IE! 指本钱很小的商贩。

E小费l x』凸ofei IE! 顾客、旅客额外给饭馆、旅

馆等行业中服务人员的钱。
E小幅】 xi也ofu 0 圈属性词。（字画等）面积

较小的z ～画像。＠画幅度小地：～增长｜～
回升。

E小腹］ xi凸ofu 圈人体肚脐以下大腿以上的部
分。

E小工】 xi凸og6ng （～儿）巨型壮工。

E小姑子E xi凸ogu•zi ＜口〉函丈夫的妹妹。也
叫小姑儿。

E小广播E xi凸oguangb6 O 圈私下传播不应

该传播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写指私下传
播的不可靠的消息，也指私下传播不可靠消息
的人。

E小广告］ xiao凹凸『19900 函小帽的广告（多

指非法印制、散发、张贴、喷涂的）：清洗街头
~ 。

E小褂JL] xiao9uar 圈贴身穿的中式单上衣。

E小鬼E xi凸09ul 圈。（～儿）迷信传说中指鬼
神的差役。＠对小孩儿的称呼（含亲昵意）。

E小孩儿E xi凸oh6ir ＜口〉圈＠儿童。也说小

孩子。＠子女（多指未成年的）：你有几个～？

E小寒］ xi凸ohan IE! 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 月



5 、6 或 7 日。参看 664 页1节气1 、 348 页｛二

十四节气JI o 

E小号】1 xiaohao O （～儿）圈属性词。型号
较小的：～中山装。＠圈商人谦称自己的铺

子。
E小号T xi凸ohao ［每管乐器，号嘴呈碗形，→

般有活塞，吹奏时声音响亮。

E小号E xiaohao ＜方〉圈指单人牢房z 关～。
E小核桃E xi凸ohet6o ＜方〉圈山核桃。

E小户E xi凸ohu ~o 旧时指无钱元势的人家。

＠人口少的人家。
E小花脸E xi凸ohualian 画戏曲角色行当中的

丑。
E小环境E xi凸出u6njlng 圄指周围局部的环境

和条件。

E小皇帝E xi凸出u6ngdi 画比喻娇生惯养、在
家里说一不二的小孩儿。

E小黄帽E x的ohu6ngmao 圈小学生戴的黄色

帽子，有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保护儿童行
路安全的作用。

E小黄鱼E XI凸ohu6ngyu ~黄鱼的一种，鳞大，
背灰褐色，两侧黄色，鳝灰褐色。是我国重要

海产鱼类之一。

E小惠E xi凸ohui I望微小的恩惠z 小恩～。

E小伙JL] XI凸ohu凸r （口〉圈小伙子（多含亲热

或赞美意）：能文能武的棒～。
E小伙子E xi凸出uo•zi （口）~青年男子。

E小商E x闹。ji ~刺儿菜。
E小家碧玉E xi凸ojia-biyu 指小户人家的年轻

美貌的女子。
E小家电］ XI凸ojiadian 圈小型家用电器，如吹

风机、电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策等。
E小家伙E XI凸oj丽•huo （～儿）商对小孩儿的称
呼（含亲昵意）。

E小家鼠E xi凸ojiash心~家鼠的一种，身体小，
吻部尖而长，耳朵较大，尾巴细长，全身灰黑色
或灰褐色。是传播鼠疫的媒介。也叫眼C xi) 

鼠。
E小家庭E xi凸ojiating ~人口较少的家庭，通
常指青年男女结婚后跟父母分居的家庭。

E小家子气E x的ojia·ziqi 圈形容人的举止、行

动等不大方。也即j、家子相。

E小家子相E xi凸ojia·zixiang 圈小家子气。

E小建E xi凸ojian 圈农历的小月份，只有 29
夭。也日叫小尽。

ιj\l悔E xi凸ojiang 圈古代指带兵打仗的年轻

将领，现多比喻有上进，心的能干的年轻人。

E小脚E xiaojiao c～儿）圈指旧时妇女缠裹后

发育不正常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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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小教E xi凸ojiao 圈。小学教育。＠小学教

师。
U叶'1)1 xi凸ojie ［写指与原则无关的琐碎的事

情：不拘～｜生活～。
E小节r xi凸ojie ［名］音乐节拍的段落，乐谱中

用一竖线隔开。

[;J,f;a) xi凸ojie 0 圈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段

落之后的总结，用于统计数字或综述经验等．
工作～｜思想～。 or画做小结：把上个月的工

作～一下。
E小姐E xi凸oji岳圈。旧时有钱人家里仆人称

主人的女儿。＠对年轻的女子或未出嫁的女
子的称呼。

E小解E x的oji岳圃（人）排泄尿n

E小金库l xi凸ojlnku 固＠指在单位财务以外

另立账目的公款。＠指家庭成员个人积蓄的
钱；fl.房钱。

E小尽E xi凸ojin 圈小建。

E小九九E xiaojiuji心（～儿）圈。乘法口诀，如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五一十等。也叫九九
歌。＠借指心中的算计：事情怎么摘，他心中
已有个～。

E小舅子l xi凸ojiu•zi ＜口）~妻子的弟弟。

E小开E xi凸okai ＜方〉圈旧时称老板的儿子。

E小楷】 xiaokai 圈。于写的小的楷体汉字＝

蝇头～。＠拼音字母的小写印刷体。
E小看E xi凸okan ＜口〉圈轻视：～人｜别～这些
草药，治病还真管用。

E小康l xi凸okang 圃指家庭经济状况可以维

持中等水平生活z 家道～｜～人家。
E小考E xi凸ok凸0 ~学校中举行的规模较小的

或临时性的考试。

E小可】 xi凸ok岳。画谦称自己（多见于早期白

话） ：～不才。－~轻微；寻常．非同～。
E小老婆E xi凸ol凸o• po （口〉圈妾①。有的地
区叫小婆儿。

E小礼拜】 xi凸ollbai 圈见 242 页I大礼拜］ o

E小两口JL] xi凸ol陆ngkour ＜口〉画指青年夫
妇。

E小量l xi凸oliang 圃属性词。少量z 新品种小

麦先要～试种。
E小令E x的oling 圈＠短的词调。＠散曲中

不成套的曲。
E小结J xiaoli心〈方〉圈扒手。

E小龙l xi凸ol6ng 圈指十二生肖中的蛇。

E小炉匠E XI凸oluj iang 画以锡锅、做焊活、修理

铜锁等为职业的小子工业者。
E小萝卡E xi凸olu6· bo 圈＠萝卡的一种，生长

期很短，块根多细长而小，表皮鲜红色，里面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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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常见蔬菜。＠这种植物的块根。

E小锣l xiaolu6 C～儿）匾l 打击乐器，多用于戏
曲伴奏。也叫手锣O

E小麦E x的omai ~o －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植物，茎直立，中空，叶子宽条形，籽实椭圆形，
腹面有沟。籽实供制面粉，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之一。因播种时期的不同分为春小麦、冬小麦
等。＠这种植物的籽实。

E小卖l xi凸omai 0 圆饭馆中不成桌的、分量

少的菜：应时～。＠圈做小买卖3 提篮～O
E小卖部】 xiaomaibu IBJ 公共场所或单位内部

出售糖果、点，心、饮料、烟酒’等的地方。
E小满E xi凸oman I望工十四节气之一，在 5 月

20 、 21 或 22 日。参看 664 页I节气1 、 348 页

【二十四节气l 0 

E小猫熊】 xiaomiioxi6ng 圈小熊猫。

E小毛E xi凸omao （～儿）［苟短毛的皮衣料，如

灰鼠皮、银鼠皮等。
E小米E xi凸omi （～儿）圈去了壳的谷子的籽

实。
E小名l xiaoming （～儿）IEJ 小时候起的非正式

的名字。也叫乳名。
E小拇哥】 x陆om崎岳（～儿）〈方〉冒雪小指。

E小拇指】 xi凸omuzhi ＜口〉圈小指。
E小脑E xi凸on凸o 圈脑的一部分，在大脑的后

下方。小脑能对人体的运动起平衡协调作用，
小脑受到破坏，运动就失去正常的灵活性和准
确性。（图见 941 页“人的脑”）

E小规】 x的oni ［到两栖动物，外形像大规而较
小，尾巴扇，四肢短，牙齿皇 V 形，生活在水边

的草地里。
E小年E x的onion 圈＠农历十二月为 29 天的

年份。＠节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或二十四
日，旧俗在这天祭灶。＠指果树歇枝、竹子等
生长得慢、鱼鲜等产量少的年份。

E小年夜】 xiaoni6nye [BJ 0 农历除夕前一夜。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夜晚，也

指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
E小鸟依人l xi凸oni凸o-ylren 形容年轻女子或

小孩儿依偎于人的娇柔可爱的样子。
E小妞JL) xi凸oniur ＜口〉圈小女孩儿。也叫小

妞子。

E小农E xiaon6ng [BJ 指个体农民z ～经济。
E小农经济l x的on6ng jlngji 农民的个体经济，
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力低，在一般情
况下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

E小女E xi凸on品圈谦称自己的女儿。

E小跑E xi凸op凸0 （～儿）〈口〉画快步走，接近

于跑川、步慢跑2 一路～。

E小朋友E xi凸opengyou IE1 O 指儿童：六一国
际儿童节是～们的节日。＠对儿童的称呼z
～，你喜欢唱歌吗？

E小票E xi凸opiao c～儿）〈口〉圈。指购物小

票，是商场等给消费者开具的只作为购物凭证
的小纸片。＠面额较小的钞票。

E小品】 xi凸opin [EJ 0 原指佛经的简本，现指

简短的杂文：历史～。＠简短的戏剧表演形

式z 广播～｜戏剧～。
E小品文l xi凸opinwen 圈散文的一种形式，篇
幅短小，形式活泼，内容多样化。

E小婆JL) xi凸op6r ＜方〉圈小老婆。

E小气E xi凸o•qi ［翩。吝啬．～鬼。＠〈方〉气
量小。

E小气候E xi凸oqihou 圈＠在一个大范围的气

候区域内，由于局部地区地形、植被、士壤性
质、建筑群等以及人或生物活动的特殊性而形
成的小范围的特殊气候，如农田、城市、住宅区
的气候。＠比喻在一个大的政治、经济等方
面的环境和条件下，由于具体地区或具体单位
的特殊性而形成的非韧t环境和条件。

E小草草E XI凸oqi ［虱短时间休息：在树荫下～片
时。

E小前提E xi凸oqi6nti 画l 三段论的一个组成部
分，含有结论中的主词，是表达具体事物的命

题。参看 1121 页【三段论1。

E小钱E xi凸oqi6n （～儿）圈＠清末铸造的质
量、重量次于制钱的小铜钱。有的地区把制钱
或锄子c beng·zi）叫作小钱。＠指少量的钱z

说大话，使～。＠旧时指做贿赂用的少量钱
财。

E小瞧l xi凸oqi6o ＜方〉函］小看。

E小巧E xi凸oqi凸o 圈小而灵巧z 身材～。
E小巧玲珑E xi凸oq怡。lingl6ng 形容小而灵

巧、精致：画筋里陈设着～的紫檀桌椅｜苏州很

多园林建筑得～。
E小青年E xi凸oqlngni6n （～儿）圈指二十岁左

右的青年人。
E小青瓦l xi凸oqlngw凸圈普通的中式瓦，横断

面赂呈弧形。也叫蝴蝶瓦。
E小清新E xi凸oqlngxln 0 圈风格新颖而不俗

气z ～图片｜歌手的音乐和造型，都很～。＠画
新颖而不俗气的风格，也指追求这种风格的年
轻人s 文艺～。

E小秋收E xiooqiushou IEJ 指秋收前后农民对

于野生植物的采集。
E小球E xi凸叫iu 圈指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
球类项目〈跟“大球”相对）。

E小区E xi凸oqu IEJ 在城市一定区域内建筑的、



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环境的成片居民住宅，配有
成套的生活服务设施，如商店、医院、学校等。

E小曲E xiaoqu ［每酿造白酒、黄酒或江米酒用
的一种曲，块儿比大曲小。也叫酒药。

E小曲E xi凸oq心（～儿）圈小调。

E小觑l xiaoqu ＜书〉圃小看p轻视z 黄色书刊

对青少年的毒害不容～。

E小圈子E xi凸oquan•zi IBJ 0 狭小的生活范
围2 走出家庭的～，投身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
去。＠为个人利益而互相拉拢、互相利用的

小集团 g 搞～o

[!J'JL] xi凸or ＜口〉圈＠指幼年．从～｜自～。
＠男孩子．胖～。参看 1440 页 1 小儿 1
(xi 凸0 ’岳 r ）。

E小人】 x的oren ['8] 0 古代指地位低的人，后
来也用作地位低的人的自称。＠指人格卑鄙

的人＝～得志｜势利～。
E小人JL] XI凸orenr （口〉圈。对未成年人的

爱称。＠比较小的人的形象．画～。
E小人儿书】 xi凸orenrshu ~装订成册的连环

圆。

E小人物E x的orenwu 圈指在社会上没有地

位、不出名、没有影响的人。
E小日子l xi凸ori•zi 圈指人口不多、经济上还

过得去的家庭生活（多用于年轻夫妇）：～过

得红红火火。
E小三］ xi凸osan <~JL) （口〉圈指破坏他人婚

姻关系的第三者。
E小嗓JLl xiaos凸ngr 圈京剧、昆曲等戏曲中小

生、花旦、青衣演唱时的嗓音。
E小商品】 xi凸oshangpin 圈指价值一般较低
的商品，如小百货、小五金及某些日常生活用
品、部分文化用品等。

E小商品经济］ xi凸o shangpln jlngji 农民和手
工业者以个体劳动进行商品生产的经济。生
产者占有生产资料，依靠自己的劳动进行生
产，并且只是为了换取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而
出卖商品。

E小商品生产E xi凸O shangpin sh岳ngchan 简

单商品生产。
E小晌午】 XI凸osh凸ng·w心〈方〉圈将近中午的

时f厌。
E小舌E xi凸oshe c～儿）圈悬雍垂的通称。
E小生E xi凸osheng 函＠戏曲中生角的一种，

扮演青年男子。＠青年读书人的自称（多见
于早期白话）。

E小生产】 XI凸osh岳ngch凸n 圈在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基础上，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生
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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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小生产者】 XI凸osh岳ngchanzt略目占有简单

生产工具，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或作坊里进行
小规模商品生产的人，如个体农民、小子工
业者。

E小时E x的oshi ~时间单位，一个平均太阳臼

的二卡四分之一。

E小时工E xi凸oshigong 圈指按小时计酬的临

时工，多从事家庭服务工作。也叫钟点工。
E小时候E xi凸oshi•hou （～儿）〈口〉圈年纪小

的时候z ～的一些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E小食E xi凸oshi （方〉圈＠小吃g ～铺 l 卖～

的。＠零食。
E小市】 xi凸oshi （～儿）画出售旧货或零星杂物
的市场。

【小市民E xi凸oshimin 圈。城市中占有少量

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居民。一般是小资产阶级，
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房东等。＠指格调不
高、喜欢斤斤计较的人。

E小试锋芒】 xi凸oshi-f岳ngmang 稍微显示一

下本领。

E小视］ xi凸oshi 画小看；轻视＝近来他技艺颇
有长进，～不得。

E小手工业者E xi凸oshougongyezh画画占有

少量生产资料，用于工操作进行小规模商品生
产的人。

E小手小脚E xi凸osh凸u-xi凸oji凸0 0 形容不大

方。＠形容不敢放子做事，没有魄力。
E小叔子】 xi凸oshu•zi ＜口〉圈丈夫的弟弟。
E小暑E xi凸oshu 圈二十四节气之→，在 7 月

6,7 或 8 日。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二
十四节气l 0 

E小数E xi凸oshu 圈形式上不带分母的十进分

数，是十进分数的特殊表现形式。如主可写
10 

27 
作。. 3 （读作零点三），丁丽了可写作 0.27 （读作

零点二七），5 →i一可写作5.001 （读作五点零
1000 

零→）。在小数中，符号“．”叫作小数点，小数
点左边的数是整数部分，右边的数是小数部
分。

E小数点】 xi凸oshudi凸n ~表示小数部分开始

的符号“．”。

ιj'7j(] xi凸o• shui 圈中医指尿。

E小睡E xi凸oshui ［＞；国短时间睡眠 z ～片刻。
E小说】 xi凸oshua C～儿）圈一种叙事性的文学

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
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一般分为长篇小说、中
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E小苏打E xi凸osuda 圈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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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CC), o 白色晶体，遇热能放出二氧化碳。
用来灭火或制熔粉，医药上用作抗酸药。

E小算盘】 xi凸osuan· pan c～儿）型指为个人
或局部利益所做的打算。

E小淘气l x的ot6oqi （～儿）圈对淘气的小孩儿

的称呼（含亲昵意）。

E小提琴】 xiaotiqin !Bl 提琴的一种，体积最
小，发音最高。

E小题大做J(;j、题大作） xi凸oti-dazuo 比喻把

小事当作大事来办，有不值得这样做或有意扩

大事态的意思。
E小同乡】 xi凸ot6ngxiang 圈指籍贯是同一县

或同一村的人。
E小偷JL) xi凸ot6ur 圈偷东西的人。
E小头E xi凸ot6u （～儿）圈小的那一端g份额小

的部分：干得多的拿大头，干得少的得～。

E小腿l xi凸otuT 画下肢从膝盖到躁骨的一段。

E小我E xi凸owa !Bl 指个人（跟“大我”相对） : 

～服从大我。
E小巫见大巫】 x的owu i ian dawu 小巫师见

了大巫师，觉得没有大巫师高明。比喻小的或
差的跟大的或好的一比，就显得差得远了。

E小五金］ xi凸OW心jln !Bl 安装在建筑物或家具

上的金属器件和某些小工具的统称，如钉子、
螺丝、铁丝、锁、合页、插销、弹簧等。

E小媳妇】 xi凸oxi•fu C～儿）圈。泛指年轻的已
婚妇女。＠比喻听支使或受气的人。

E小戏E xi凸oxi C～儿）圈小型的戏曲，一般角色
较少，情节比较简单。

E小先生】 xi凸oxian· sheng 圈指学习成绩较
好，给同学做辅导员的学生。也指一面跟老师

学习一面教别人的人。
E小橡树】 xiaoxiangshu ＜方＞ !Bl 抱Cboo）。

E小线JL) x的oxianr ＜方〉圈用棉线捻成的细

绳子。
E小小不言E xiaoxi凸o扣。y6n 细微而不值一

提g ～的事儿，不必计较。
E小小说】 xi凸oxi凸oshu6 圈篇幅很短（多在千

字以下）的小说。也叫微型小说。
E小小子E xi凸oxi凸o•zi C～儿）〈口〉圈幼小的男

孩子。
E小鞋E xi凸oxie c～儿） !Bl 比喻暗中给人的刁

难或施加的约束、限制等z 光明磊落，敢作敢

为，不怕人家给～穿。
E小写E xi凸oxi晶。 !Bl 汉字数目字的通常写
法，如“三、四”等（跟“大写”相对，下同）。参看
1219 页I数字1。＠国拼音字母的一种写法，

如拉丁字母的 a、 b、 Co ＠画E 依照文字的小
写形式书写。

E小心l xi凸oxTn O 圈注意3留神2 ～火烛｜路

上很滑，一不～就会跌跤。＠圈谨慎z 他f故事

一向很～。

E小心眼儿】 xi凸oxTnyanr O ~气量狭小z 你

别大～了，为这么点儿事不值得生气！＠圈指

小的心计2 耍～。
E小心翼翼】 xiaoxTn-yiyi 原形容严肃虔敬的

样子，现用来形容举动十分谨慎，丝毫不敢疏

忽。

E小行星E xi凸oxingxlng 圈太阳系中，沿椭圆

形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体积小，从地球上肉眼不
能看到的行星。大部分小行星的运行轨道在
火星和木星之间。（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小型l xi凸axing 翩属性词。体积或规模小

的：～会议｜～水利工程。
E小型张E xi凸oxingzhang !Bl 一种印有纪念邮
票或特种邮票，并配以相关图案的邮品。

E小性JL) xi凸oxingr （方＞ I昌常因小事就发作

的坏脾气：犯～｜使～。
E小熊猫】 xi凸oxi6ngm6o 圈哺乳动物，身体

长 60 厘米左右，头部棕色白色相间，背部棕红
色，尾巴长而粗，黄白色相间。生活在亚热带
高山上，能爬树，吃野果、野菜和竹叶，也吃小

鸟等。是一种珍稀动物。也叫小猫熊。
E小熊座】 xi凸oxi6ngzuo 圈星座，位置在北部

天空，其中七颗主要的星排列成勺状，以 α 星
（即现在的北极星）为最明亮。北半球中纬度
以北地区全年可以见到这个星座。

E小修E xi凸oxiu ［到指对房屋、机器、车船等进
行一般的小规模的检修。

E小学】 xi凸oxue !Bl 0 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等
教育的学校，给儿童、少年以全面的基础教育。

＠指研究文字＇ i)il话、音韵的学问（古时小学

先教六书，所以有这个名称）。

E小学生E xi凸oxuesh岳ng 圈在小学读书的学

生。做群众的～。
E小雪】 xi凸OXL』岳圈。下得不大的雪。＠气

象学上指 24 小时内降雪量小于或等于 2. 5 

毫米的雪。＠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11 月 22

日或 23 日。参看 664 页I节气1、 348 页【二
十四节气］。

E小循环E xi凸oxunhu6n !Bl 肺循环。

E小阳春E xi凸oy6ngchun 圈指农历十月（因某

些地区十月天气温暖如春）：十月～。
E小样l xi凸oyang 圈＠报纸的一条消息或一
篇文章的校样（区别于“大样勺。＠〈方〉模
型；样品 z 实物～1~产品。＠（～儿）〈方〉人

的模样或神情（含轻视或戏谑意）。

E小咬JL) xi凸oyaor ＜方〉圈指蝶、蝴等类昆虫。



人被llT咬后局部肿胀、奇痒。

E小业主E x的oyezhu 强占有少量资财，从事
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不雇用或雇用少数王人的

小工商、·lie者。
E小时】 xi凸oye ［名l 植物学上把复H十「的每一
个叶片叫作小llf- 0 

E小夜曲】 XI凸oyequ i吕西洋吝乐中的→种小
型声乐曲或器乐曲．多以爱情；~］主题。

E小衣】 xi凸oyi (~JL) （为一〉｜甸衬裤。
[;J、衣裳］ xi凸oyi • shang l=Bl 0 贴身穿的单衣
单裤。＠小孩儿穿的衣裳。

E小姨子E xi凸oyi•zi ＜「I ) l'8｝安 F的妹妹。

E小意思】 XI凸oyi •si 函。微薄的心意（款待宾
客或赠送礼物时的客气话）：这是我的一点儿
～，送给你做个纪念。＠指微不足道的事：这
点儿故障，～，一会儿就修好。

E小寻 11 xi凸oyin 函写在诗文前面的简短说明。
E小影E x的oying l名l 小照。

E小雨E xi凸oy心圈。下得不大的雨。＠气象
学上指 1 小时内降雨量在 2. 5 毫米以下，或
24 小时内降雨量在 10 毫米以下的雨。

E小月］ xi凸oyue 圈阳Jjj只有 30 天或农历只

有 29 天的月份。
E小月E xi凸o•yu岳〈口〉阉流产①。
E小灶E xi凸ozao ＜～儿）圈＠集体伙食标准中

最高的一级（［：）（别于“中灶、大灶”）。＠比喻享
受的特殊的照顾：老师给几个学习上有困难的

同学补课，开～。
E小站］ xi凸ozhan 圈铁路、公路交通中规模
小、只有慢车停靠的上下旅客较少的车站。

E小账E xi凸ozhang C～JL) （仁l > I望小费。
E小照】 xiaozhao l苞谦称自己的照片。
E小指］ x的ozhi 圈子或脚的第五指。
E小众E XI凸ozhong 圈人数少的群体（对“大

众”而言〉·～音乐｜～的特殊利益也不容忽视。
E小注］ xi凸ozhu c～儿）［直直行书中夹在正文
中的注解，字体小子正文，多为双行。

E小传】 x的ozhuan ［＇名］简短的传记。
E小篆】 xi凸ozhuan t8l 指笔画较简省的篆书，
秦朝李斯等取大篆稍加整理简化rlri成。也叫

秦篆。（图见 514 页“汉字”）

E小的］ XI凸ozhu6 I现少量喝酒。

E小资】 xi凸ozi 0 画］小资产阶级的简稍：出生
～家庭。＠ I附属性词。指有定经济条件、

追求物质初精神享受的·～情调 1～生活。
E小资产阶级】 xi凸o zichan j1岳ji 占有少量生

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
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指中农、FI二业苔’、小商
人、自由职业者等。

小晓波彼品孝 I xiao xiao I 1445 I 

E小子】 x的ozi ［＇割＠〈书〉年幼的人·后生～。

＠旧时长辈称晚辈；晚辈对尊长的自称·～识
之！｜～不敏。

ιl、子】 xi凸o• zi ＜口〉！割。男孩子：大～｜二
～｜小～｜胖～。＠人（用于男性，含轻蔑意） : 
这～真匀！ I～！你敢骂人！

E小宁，写／i] x的ozibei c～儿）［每指资历较浅、年

龄较轻的人。

ιi什 xi凸ozu 强小兵，多用于比喻：马前～｜王三
无名～。

【；J\!:fl】 xi凸oz心［'BJ 为工作、学习上的方便而组

成的小集体：党～｜学习～｜～讨论。
E小异l生】 xi凸ozuo I动l 短时间坐坐；坐一会JL:

～片刻。

晓→ xi凸0 0 夭刚亮的时候机～
（瞬）雾｜破～｜鸡鸣报～ l ～行夜宿。＠

知道：通～｜家喻户～。＠使人知道．揭～｜～
以利害。＠仪的O）圈姓。

E晓畅］ xi凸ochang O 画精通；熟悉·～军事。

8~园（文章）明白流畅：该书图文并茂，语言

~ 。

E晓得】 x的。·de 0副知道。

E晓示】 xi凸oshi l司明白地告诉：～众人。

E晓市】 xi凸oshi r雹 i宵晨的集市；早市。
［~尧谕］ xi凸oyu （书〉画］晓示（用于上级对F

级） ：明白～ l～百姓。
、川f:t －＇－ι xi凸0 ＜书〉小 z ～才｜～闯（小有
艺吏（程）名声）。
在悔 xi o O ＜书〉小竹子。＠
彼（＠＠嗨）同川多用于人名）。＠

c Xiao）圈姓。
晶 xi凸0 0 （书〉明亮。＠用于地名 .~m

（在河南）。

、

xiao CTI么）

孝 xiao O 孝顺：～子｜尽～ ＠旧时尊长
死后在一定时期内遵守的礼俗：守～。＠

丧版．穿～｜戴～。。 c Xiao) 13SJ 姓。
E孝道】 xiaodao 1'81 指奉养父母的准则 z 尽～。

E孝Ml1l xiaofu l'81 0 孝衣。 8 18时指为尊民
服丧的时期：～巳满。

E孝敬l xiaojlng I司＠孝顺尊敬（长辈）：～公

婆。＠把物品献给尊长，表示敬意：他带了些
南边的土产来～老奶奶。

E孝女E xiaonu 1'81 对父母孝顺的女儿。

E孝顺l xiao· shun ［到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
母的意志：～双亲！他是个～的孩子。



I 1446 I xiao l 孝肖佼校哮笑

E孝心E xiaoxln 圈朝厌的心意z 一片～。
E孝衣E xiaoyl ~旧俗在死了尊长后的一段时

间穿的白色布衣或麻衣。
E孝子E xiaozi 圈。对父母孝顺的儿子。＠

父母死后居丧的人。

E孝子贤孙E xiaozT-xiansun 指孝顺的有德行

的子孙后辈，多用于比喻。
肖 xiao 相似；像：酷～｜逼～｜惟妙惟～｜寥

寥几笔，神情毕～。
另见 1435 页 Xiao 。

E肖像E xiaoxiang 圈以某一个人为主体的画
像或相片（多指没有风景陪衬的大幅相片）。

E肖像画E xiaoxianghua ~描绘具体人物形
象的画。

E肖像权E xiaoxiangquan 圈公民对自己的肖

像所拥有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即未经本人允
许，他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自己的肖像。

」旷主 XIδ0 ＜书〉畅快；满意。
~另见 655 页 i iao 0 

校1 xiao 跚学校z ～舍 1 ～址｜母～｜夜
～ i全～同学。 8 (Xiao）姓。

~2 xiao 校官z 上～。
'LX. 另见 658 页 jiao 。

E校风E xiaof岳ng ~学校的风气。
E校Jl!U xiaofu 圈学校规定的统一式样的学生

服装。

E校官E xiaoguon 圈校级军官，低于将官，高
于尉官。

E校规］ xiaogul 圈学校制定的师生员工必须

遵守的规则。
E校花E xiaohuo 圈指被本校公认的最漂亮的
女学生（多指大学生）。

E校徽］ xiaohul 圈学校成员佩戴在胸前的标

明校名的徽章。

E校刊l xiaolφn 圈学校出版的刊物，内容包
括本校各种情况的报道和本校师生所写的文

章。
E校庆E xiaoqing 圈学校的成立纪念日。

E校舍E xiaoshe ~学校的房子。
E校甘ill xiaoxun 圈学校规定的对师生有指导
意义的词语，如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的校训是咽结、紧张、严肃、活泼”。

E校医E xiaoyl ~学校里为师生员工服务的专
职医生。

E校友】 xiaoy凸u ~学校的师生称曾在本校就
读或担任教职员的人，也用作在同一学校学习
或工作过的人的互称：～会。

E校园E xiaoyu6n ~泛指学校范围内的地面。

哮 xiao O 急促喘气的声音：吨。＠吼
叫＝咆～。

E哮喘】 xiaochu凸n l1l!ll 气喘，通常指喘息时喉

咙带鸣声的。

笑 。圈露出愉快的表
（＠＠哄）情，发出欢喜的声音： ~~I 

微～｜眉开眼～｜哈哈大～。＠画讥笑：耻～ i

见～｜～f也不懂事。 8 CXiao）圈姓。

E笑柄】 xiaobing 圈被人拿来做取笑资料的言

行z 传为～。
E笑场】 xiaochang l1l!ll 指演员在场上表演时失
笑。

E笑点l xiaodian 圈。引人发笑的地方z 这

个节目～不断，观众不时爆发出笑声。＠使人
发笑的最低限度z ～低（指人容易被逗乐）。

E笑哈哈】 xiaohoho 困状态词。形容大笑的

样子。
E笑呵呵E xiaoh岳h岳（～的）回国状态词。形容

笑的样子2 日子越过越好，老人成夭～的。
E笑话】 xiao· hua O （～儿） !BJ 能引人发笑的

谈话或故事；供人当作笑料的事情z 他很会说
～l我不懂上海话，初到上海时净闹～。 8 l1l!ll 
耻笑；讥笑：～人｜当场出丑，让人～。

E笑；居~］ xiaoju 圈闹剧。
E笑里藏刀】 xiaolT cangdoo 比喻外表和气，心

里阴险狠毒。
E笑脸E xiaolian ＜～儿）圈含笑的面容·赔～｜

～相迎。
E笑料E xiaoliao c～儿）圈可以拿采取笑的资

料：不要把人家的生理缺陷当作～。

E笑骂】 xiaoma 画。讥笑并辱骂：～由他～，

好官我自为之（讥讽官僚不顾廉耻）。＠开玩
笑地骂。

E笑貌E xiaomao 圈含笑的面容：老人去世多

年了，他的音容～至今犹在眼前。
E笑眯眯l xiaomlml c～的）画状态词。形容

微笑时眼皮微微合拢的样子z 奶奶～地看孙

子的立功喜报。
E笑面虎E xiaomianhu 圈指外貌装得善良而

心地凶狠的人。

E笑纳】 xiaona 圃客套话，用于请人收下礼

物。
E笑容】 xiaor6ng 圈含笑的神情z 满面～。
E笑容可掬】 xiaor6ng-k岳JU 笑容露出来，好像
可以用于捧住，形容笑得明显。

E笑谈】 xiaotan 圈＠笑柄g 传为～。＠笑
话。
联纹E xiaowen 圈高兴时脸上显出的纹路：

老人家喜不自禁，一脸～。
E笑涡E xiaowo 同“笑窝”。

E笑窝l xiaowo c～儿）画酒窝儿。也作笑涡。



E笑嘻嘻l xiaoxlxl C ～的）［形l 状态词。形容微

笑的样于。
E笑星E xiaoxlng 固有名的相声演员、滑稽演

员、喜剧演员等。
E笑颜】 xiaoyan I名］笑容：～常开｜露出～。

E笑盾l xiaoye （书〉圈。酒窝。＠笑脸。
Z笑吟吟】 xiaoyinyin C～的）［蚓状态、词。形容

微笑的样子。

E笑盈盈】 xiaoyingying （～的）［则状态词。形

容满面笑容的样子。
E笑影】 xiaoying I萄微笑的神情。

E笑语E xiaoy心［名］指欢快风趣的话语：欢声

~ 。

E笑逐颜开E xiaozhuyankai 眉开眼笑。

去珩1 xiao O 效果；功用2 功～｜成～ i 无～｜
；马人见～。 8 CXiao>I组姓。

效2 … xiao 仿效：～斟上行下～
[ （＇傲）
效3 . xiao 为别人戎集团献出（力
义（劝）量或生命）：～力｜～劳 l～命。

E效法E xiaof凸［动｜照着别人的做法去做；学习

（别人的长处h ～前贤｜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

精神值得～。

E效仿】 xiaof凸ng 画］仿效；效法。
E效果E xiaoguo 函JO 由某种力量、做法或因

素产生的结果（多指好的）：教学～｜～显著。
＠指演出时人工制造的风雨声、枪炮声（音响
效果）和日出、下雪（光影效果）等。

E效绩E xiaoji !El 成效和l业绩：企业～o

E效劳】 xiao;;lao 画出力服务z 为国～o

E效力】＇ xiao;; Ii ~到放劳．为教育事业～。
E效力r xiaoli 圈事物所产生的有利的作用：
这种药的～很大｜你的劝告对他没有～。

E效率E xiaolO I到＠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

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单位时间内
完成的工作量：工作～｜用机耕比用畜耕～高

得多。
E效命E xiaoming 画画奋不顾身地出力服务·

～疆场。
E效能E xiaoneng r名l 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

用：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

E效童~l xiaopin 画见 311 页i(ffi施效蟹ll 0 

E效死E xiaosi 圈尽力月1且不惜牺牲生命2 为

国～O
E效验l xiaoyan 塌方法、药剂等的如所预期

的效果2 药吃下去，还没见～。

E效益E xiaoyi 罔效果和利益z 社会～ l 经济
～！充分发挥水库的～。

E效益工资E xiaoyi gongzl 职工基本工资以

笑效浮啸放澈些模 I xioo - xi 邑 I 1“7 」

外，随企业、单位经济效益和本人工作成绩而

浮动的那一部分工资。
E效应l xiaoying ［也＠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

所产生的效果，如光电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
等。＠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
生、发展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附和效果z 明星

～｜名牌～｜轰动～。

E效用l xiaoyang 圈效力和作用·发挥～ l～二王E

持久。 三霎三
E效尤l xiaoy6u i副明知别人的行为是错误的王三三
而照样去做：以侬～。

E效忠E xiaozhong 圈全心全意地出力：～于

辛1园。

津 Xiao O 11水名，在今河南。＠剧。

pf! xiao 圈。（人）撮口发
用（喃、嗽）出长而清脆的声音；打 rr
哨JL ：登高长～。＠（禽兽）拉长声音叫：虎
～｜猿～。＠泛指发出长 lfii尖厉的声音：风

～｜飞机尖～着飞了过去。
E啸傲E xiao ’ ao （书〉［到指逍遥自在，不受礼

俗拘束（多指隐士生活）：～林泉。
E啸聚l xiaoj1；』〈书〉南j 互相招呼着聚合起来：

～山林。

[I赌鸣E xiaoming 0 圈呼啸＝北风～。 81El

高rfri长的声音：远处传来汽笛的～。
且必r 巾， xiao 〈书〉教导。
苟义（敦）另见 1489 页 XU且
激 xiao 用于地名 2 五～（在上海) 

r ~_i_E;l ＜丁iti> J 
Jt匕 xi岳匾。表示不定的数量；一些：有～ 1
二二这～｜那么～｜前～日子｜买～东西。＠放
在形容词后，表示略微的意思：稍大～｜更好

～｜简单～。

E些个l xi岳•ge ＜口〉［置一些：这～｜那～ i 吃～

东西！他是弟弟，你应该让他～。

E略微l xi岳W岳I 0 lffi］轻微＝一阵秋风吹来，感

到～的凉意。＠圃略微z 肚子～有点儿痛｜字

～大一点儿就好了。

E些1J'l xi臼l凸0 ＜书〉圈。一点儿：～感慨。

＠细微川、2 ～之事。

E些许l xi岳川圈一点JL ；少量：～小利。

E些子l xi岳•zi ＜方〉［置一点、JL ；少许。

摸翩翩模子、钉子等捶刊物体里面z
裤子缝儿里～上个筷子｜墙上～个钉子！往



I 1“ s I xi邑－ xie I 揭模歇揭叶协

地里～根獗子。

猖丽〈书〉短嘴的狗。
另见 531 页怡。

模 XI岳＠卜呻模子①②。＠同“摸，，。

E模形文字E xi岳xing w自nzi 公元前 3000 多年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人创造的文字，笔画

三主 像模子古代巴比伦 川斯人等
使用这种文字。

都兽

E棋子］ xi岳. z i ［望＠插在木器的裤子缝儿里的

木片，可以使接榕的地方不活动。＠钉在墙
上挂东西用的木钉或竹钉。＠杂剧里加在第
一折前头或插在两折之间的片段；近代小说加
在正文前面的片段。

歇 xi岳阳休息：～礼拜｜干累了就～一
会儿。＠画停止：～工｜～业。＠〈方〉

画睡。＠〈方〉匮很短的一段时间；一会JL:

过了一～。
E歇班E xi岳；； ban c～儿）画按照规定不上班（多

用于轮班工作的人）。
E歇笔】 xi也bl ［甜停笔，指一段时间内停止写

作、作画等z 因病暂时～。

E歇菜E xi岛 cai 〈口〉圈。拉倒；罢手2 几年

写不出一部好作品，趁早～！ 8 不起作用；作
废z 电视机连出故障，没过几天就彻底～了。

E歇顶］ xi岳；； ding 画谢顶。

E歇乏】 xi岛fa l到劳动之后休息，解除疲劳：
收了工，老汉盘着腿」坐在炕上～。

E歇伏E xie;;fu 画在伏天停工休息。
E歇工E xi岳11gong 圈。停工休息：因病歇了
两天工。＠（企业）停业；工程中止。

E歇后语】 xi岳houy心圈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
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分像谜底，通常
只说前一部分，而本意在后一部分。如“泥菩

萨过江一一自身难保”，“外甥点灯笼一一一照
旧（舅）”。

E歇肩］ xi岳11 jian 圃卸下担子暂时休息。

E歇脚E xie11ji凸o 圈走路疲乏时停下休息z 歇
会儿脚再走。也说歇腿。

E歇凉E xi岳II I i6ng [llljJ 乘凉z 夏天的傍晚，人们

都喜欢到湖边～。
E歇气】 xi初 qi 圈停止下来，休息一段时间：

她说起话来跟连珠炮似的不～。
E歇晌E xi岳J sh凸ng ~虱午饭后休息（多指午

睡）。

E歇手E xi岳II sh凸u 圈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先
～吃饭，下午再千。

E歇斯底里E xi岳sldHI 0 圈痛症。＠圆形容
情绪异常激动，举止失常。 L英 hysteria]

E歇宿E xi岳SU [1l国住宿z 天色晚了，就在一家小

客店里～。

E歇腿】 xi岛tul （～儿）民国歇脚。

E歇窝J xie11wo ＜方〉圈指鸡、鸭等天冷或天

热时不下蛋。

E歇息E xi岳•xi 圈＠休息2 病刚好，还是～几

天吧。＠住宿；睡觉：洗过澡就上床～了。
E歇夏】 xi岳11xia 圈歇伏。

E歇心E xi岳；； xln （方〉圈＠心情安闲；不操心＝

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老人家可以～了。＠断了
念头gYE心：几次碰壁，可他还是不肯～。

E歇业】 xi甸回国停止营业g不再营业z 关门
~ 。

E歇阴】 xie;;yln ＜方〉圈热天在阴凉的地方休

息。
E歇校】 xi岛zhl 勘l 指果树在大量结果的次年

或以后几年内，结果很少，甚至不结果。

揭…油画蝇子
（兴撒）

E蝠虎］ xi岳h心圈壁虎。

E蜗子】 xi岳•zi IEl 节肢动物，身体多为黄褐色，
口部两侧有→对整，胸部有四对脚，前腹部较
粗，后腹部细长，末端有毒钩，用来御敌或捕

食。卵胎生。以蜘蛛、昆虫等为食物。可入
药。

,, 
xie c 丁l廿）

日＋ xi岳和1合g相合2 ～韵。
I 另见 1529 页忡。

协山 X叫调和和谐z ～调｜～和。
（踢）＠共同， ~Jlill ～力。＠协助z ～

理｜～办。 0 (Xi白画姓。

E协办】 xieban 画协助办理：大奖赛由中央电
视台主办，若干企业～。

E协查E xiech6 巨型协助侦查或调查＝请临近地

区公安部门～此案。
E协定】 xieding O 圈协商后订立的共同遵守

的条款2 停战～｜贸易～。＠国经过协商决
定：双方～共同出资办厂。

E协管E xieguan 画协助管理：交通～员。

E协和］ xiehe [llljJ 使协调融洽。

E协会】 xiehui 画为促进某种共同事业的发展

而组成的群众团体z 作家～｜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

E协警E xiejlng IEl 协助基层公安机关警察工

作的人员，不具有执法权，需在正式警察带领
下执行任务。



E协理l xieli 0 rnJj] 协助办理·～员｜派员前去
～筹款事宜。＠圆规模较大的银行、企业中
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地位仅次于经理。

E协理员l xieliyuan IEJ 0 负责协助办理某项
工作的人员：民事调解～。＠政治协理员的

通称。
E协力l xieli 画共同努力（做某事）：～援助灾

区。
E协拍l xiepai 画协助拍摄：该片由两家地方
电视台～。

E协商E xieshang ~到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
意见z 友好～！有问题可以～解决。

E协调E xietiao 0 圈配合得适当：色彩～｜动
作～。＠圃使配合得适当～产销关系。

E协同E xiet6ng rniJl 各方互相配合或甲方协助

乙方做某件事·～办理｜各军种兵种～作战。
E协议E xi岳yi 0 圈协商2 双方～，提高收购价
格。＠圈国家、政党或团体间经过谈判、协商

后取得的一致意见．达成～｜遵守～｜停战～。
E协约E xieyu岳＠画双方或多方协商签订条

约1 ～国。＠匾］指协商订立的条约2 两国的

～期满。
E协约国E xieyu句u6 [Bl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指最初由英、法、俄等国结成的战争集团，随后
有美、日、意等二十五国加入u

E协助l xiezhu 圈帮助；辅助：从旁～。
E协奏曲E xiezouqu 圈指由一个独奏者（奏小
提琴、钢琴等）和一个管弦乐队合作演奏的大
型器乐曲f一般由三个乐章组成。

E协作E xiezuδ 画若干人或若干单位互相配
合来完成任务：双方密切～。

邪 ~ xie 0 圈不正当＇ ~iJt I 改～
（宏）归正 l要走正路，不要搞～的歪的。

＠圈不正常：～门！L l～劲儿。＠中医指引起

疾病的环境因素：风～｜寒～。＠迷信的人指
鬼神给予的灾祸 z 驱～。

另见 1527 页忡。

E邪财E xiecai （方〉画来路不正当的财物；横
仙台ng）财。

E邪道E xiedao c～儿）［割不正当的门路、道路z

歪门～！教育青少年千万不能走～。
E邪恶】 xi岳’自睛（性情、行为）不正而且凶恶2

～势力。
E邪乎E xie•hu ＜方＞ ~o 超出寻常g厉害：这
几夭夭气热得～。＠离奇；玄乎z 这事没什么

特别，你别说得那么～。
E邪火E xiehu6 圈。中医指由体弱引起的严
重的虚火：～攻心。＠非同寻常的怒气z 发

。

协邪胁挟借｜ xi岳 I 1449 I 
E邪教l xiejiao ~指冒用气功、宗教等名义危
害社会秩序、侵犯人身权利的非法组织。

E邪路E xielu 圈邪道。

E邪门JLl xiemenr ＜方〉睛不正常；反常z 这里

天气也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E邪门歪道】 x iemen-wa idao 见 1342 页【歪门

邪道］ o

E邪魔E xiem6 圈妖魔2 ～外道。 三三三雪
E邪念l xienian ~不正当的念头。 三重量

E邪气】 xieqi [EJ 0 不正当的风气或作风：歪三三三

风～｜正气上升，～下降。＠中医指人生病的
致病因素。

E邪说E xi自由uo 圈有严重危害’性的不正当的
议论z 辟～｜异端～。

E邪祟E xiesui ['81 指邪恶而作祟的事物z 驱除

～｜战胜～o
E邪，心l xiexTn ［望邪念。
E邪行l xiexing 画不正当的行为。

E邪行】 xie· xing ＜方〉圃特殊；特别（多含贬
义）：天气冷得～｜他们俩好得～。

胁中 xie 。从腋下到腰上的
（香、加）部分：两～。＠胁迫z 威

～ 1裹～｜～从。
（~:IJ-t寺l xiechi 画挟持。
™从l xiec6ng 圈被胁迫而随别人做坏事z
～分子。

盯舟肩泊笑l xiej ion-ch凸nxiao 耸起肩膀，装出
笑脸，形容滔媚的丑态。

盯办迫E xiepo 圈威胁强迫：他曾被走私集团

～作案。

挟 u xie 0 用胳膊夹住：～泰山以超
（挟）北海（比喻做根本办不到的事）。＠

挟制：要～｜～天子以令诸侯。＠画依靠；倚
仗＝～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心里怀着（怨
恨等） ：～嫌｜～恨｜～仇陷害。

E挟持l xiechi 圈＠从两旁抓住或架住被提

住的人（多指坏人捉住好人）。＠用威力强迫
对方服从。

E挟带l xiedai 画＠夹带。＠夹杂；带有：河
水～大量泥沙滚滚而下。

E挟嫌】 xiexian ＜书〉圈怀恨z ～报复。

E挟和~l xiezhi 画倚仗势力或抓住别人的弱
点，强使服从：～人l受人～。

借时画一同；f皆同 2 ～行｜相～耐不日
将～夫人抵京。

(f皆老E xielao E面］夫妻共同生活到老：白头～｜

百年～。
盯皆同】 xiet6ng 圈跟别人一起（到某处去或做

某事）：～前往｜～客人参观。



I 1450 I xie xi邑｜斜谐絮顽携笠蛙撤鞋部领濒写

刽时＠圈跟平面或直线既不平行也不
!J、丁垂直的z ～线｜～对面是学校。＠圈倾

斜＝～着身子坐下。 8 CXi自）圈姓。
E斜晖E xiehul ＜书〉圈傍晚的阳光。
E斜拉桥】 xielaqiao 圈用通过或固定在桥墩
塔上的许多根斜向钢缆吊住梁身的桥。也叫
斜张桥。

＝二二 E斜楞】 xie• Ieng ＜口〉圈向一边斜2 ～着眼｜
重量三 身子一～就栽倒在地上。
三三言 E斜路E xielu 函比喻错误的生活道路或途径。

E斜率】 xielu 画一条直线与水平线相交的倾
斜程度，用交角的正切来表示。

E斜面E xiemian I望。倾斜的平面。＠简单
机械，是「斗倾斜的平面。物体沿斜面向上移
动较竖直升高省力。螺旋和劈者陈静↓面的变形。

E斜坡E xiep6 IBl 高度逐渐降低的地面。
E亲回才E xieshe 画光线不垂直地照射到物体
上z 地球的两极地方只能受到日光的～。

B斗视E xieshi O 圈眼病，由眼球位置异常、眼
球肌肉麻痹等引起。当一只眼睛注视目标时，
另一只眼睛的视线偏斜在目标的一边。也叫
斜眼。＠圃斜着眼看g 目不～。

E斜纹E xiewen 圈一根经纱和两根纬纱交错

着织成的纹路，因为交织点相错，看上去是斜
的2 ～布O

E斗象眼JL] xie咽。ngy凸nr ＜方〉圈菱形。
E斜眼E xiey创圈＠斜视①。＠（～儿）患斜
视的眼睛。＠（～儿）指患斜视的人。

E斜阳E xieyang IBl 傍晚时西斜的太阳。
E斜张桥】 xiezhangqiao 圈崇阳桥。
二H金 、 H伞 xie 0 和谐：～音｜～调。＠（事
E宵（言皆）情）商量好d、妥（多指跟别人打交
道的事情）：事～之后，即可动身。＠诙谐z ～
谑｜～戏｜亦庄亦～。

E谐和E xiehe 圈和谐z 韵律～｜关系～。
E谐剧E xieju 画一种介于曲艺与戏剧之间的
艺术形式，流行于四川一带，由一人扮演角色，
内容多风趣幽默。

E谐美E xi em岳i 11121 （言辞等）谐和优美z 声音～。
E谐声E xi岳sh岳ng 0 圈字词的音相同或相近。

＠圈形声。
E谐调E xi岳ti6o E园和谐，协调：色彩～。
E谐谑E xiexue 圃（语言）滑稽而略带戏弄。
E谐音E xieyln 圈谐声①。
E谐振E xiezhen 圈无线电接收机中调谐回路
的振荡频率与无线电发射台的振荡频率相
同时，接收机就可以收到发射台的元线电
波，这种现象叫作谐振。

主n xie ＜书〉＠量度物体周围的长度。＠
月之泛指衡量。

另见 667 页 l l岳； 665 页 j i岳“沽”。

王军， xie 0 ＜书〉鸟往上飞。＠
用皮（葫） CXie）圈姓。

另见 667 页 l ie" 
E顿顽l xiehang ＜书＞ [l;!jJ 0 鸟上下飞。＠指

不相上下，相抗衡。

携（据、嘱、携、精）民＝？
酒｜～杖｜～眷。＠拉着（于）：～手｜扶老～幼o

E携带l xiooai 圈＠随身带着：～家眷 l ～行

李。＠提携＝多承～。
E携手】 xieshou 匾。于拉着手：～并肩｜～同

游。＠指共同做某事z ～合作。

整削赳叫xi叫名，在江西

品卡 xie 古书上指鱼类的菜肴。

驻（触）另见492 页 guT 。
』韭~ .. xie ＜书〉＠摘下；取下：采～。
例ll （撤）＠同“瓶”。
鞋 xie 圈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

（嘿）的东西：棉～｜皮～｜拖～｜凉～｜
旅游～｜一双～。

E鞋拔子l xieba•zi IBl 穿鞋用具，穿较紧的鞋

时，放在鞋后跟里往上提，使鞋易于穿上。
E鞋帮E xiebang （～儿）圈鞋的鞋底以外的部
分，有时只指鞋的两侧面。

【鞋底】 xiedi （～儿）圈鞋的着地部分。也叫鞋

底子。
E鞋匠E xie• jiang 圈以做鞋或修鞋为业的小
手工业者。

E鞋脸E xieli凸n （～儿） IBJ 鞋帮的上部和前部。

E鞋泊E xiey6u IBJ 擦在皮鞋或其他皮革制品

上面使发光泽并起保护作用的蜡状物。
E鞋子l xie· zi 圈鞋。

艇、响〈书〉协和（多用于人名），

结页… xie ＜书〉有花纹的丝织品。
（籁）

E绩草E xie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叶，
小叶披针形。花小，淡红色。根状茎和根可入

药。
、 r: xie ＜书〉用衣襟兜东西。
于坝（橄）

v 
xie (Tl廿）

’E二t xi岳画 面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

与（窍）西上做字7~－字｜～对联。＠圈



写血写她泄泻全世契禹卸 I xi昌一 xi 自 I 14s1 

写作z ～诗 i～文章。＠描写：抒～｜～景｜～
实。＠绘画：～生｜～意。

另见 1451 页 xi 台。

E写本l xi曲曲圈抄本。
E写法E xie•f凸圈。写作的方法。 ＠书写文

字的方法。
E写家E xi品iia IEl o 专门从事写作的人。＠
擅长书法的人。

E写景E xi岳jlng 画描写景物z 这篇散文～抒情
都有独到之处。

E写生l xi岳sheng [§lj] 对着实物或风景绘画 z 静

物～｜室外～。
E写实E xi岳shi 圈真实地描绘事物。
E写实主义E xi邑shi zhuvi 现实主义的旧称。
E写子J xiesh凸u [El 善于写作的人：网络～。
E写意l xi品yi [El 国画的一种画法，用笔不求工
细，注重神态的表现和抒发作者的情趣（区别
于“工笔”〕。

另见 1451 页 xi自yi 0 

E写照】 xi品zhao O 画画人物的形象：传神
～。＠圈对事物的描写刻画z “无风三尺土，
有雨一街泥气这就是旧北京街道的真实～。

E写真】 xi岳zh岳n 0 画画或拍摄人像。＠圈
画或拍摄的人像：～集。＠圈对事物的如实
描绘。

E写字间E xiezijian 

房。

〈方〉圈＠办公室。＠书

E写字楼E XI岳zilOL』〈方〉圈办公楼，多指配备
现代化设施的商用办公楼。

E写字台） XI岳zitai ［吕办公、写字等用的桌子，
一般有几个抽屉，有的还带小柜子。

E写作】 xi岳zuo 国写文章（有时专指文学创
作） ：～诗文｜～技巧｜从事～。
血 xi岳阳圈义同＂血”（阳的 g 流了一

点儿～｜吐了两口～。
另见 1490 页阳台。

E血糊糊E XI岳hOhO （－的）圈状态词。流出的
鲜血附着在皮肉或物体上的样子z ～的伤口｜
地上～的一片。

E血淋淋E XI岳linlin （口语中也读 xi邑ITnlTn) (~ 
的）圈状态词。＠鲜血不断地流的样子。＠
形容严酷或残酷．～的事实｜～的教训。

E血晕E xieyun 圃受伤后皮肤未破，呈红紫色。
另见 1492 页 xueyun 。

、

xie （丁l廿）

xie 见下。

另见 1450 页 xi 昌。写（窍）

【写意E xieyi ＜方）~舒适。
另见 1451 页 xi邑yi 。

xie ＜书〉蜡烛的余烬。

她（嗨）
~ .L xie 匾。液体、气体排出 g 排
ill[（可）～｜水～不通。气可鼓而不可～。
＠泄露：～密｜～底。＠发泄z ～恨｜～私愤。

【泄底E xi勘di ~泄露底细。

E泄愤E xie;;fen 圈发泄内心的愤1恨：借端～。

【泄恨l xie;;hen [§lj] 泄愤。

E泄洪E xieh6ng 圈排泄洪水：开闸～。

E泄劲l xie;; jin c～儿）圈失去信心和干劲：努

力赶上去，别～。
【泄漏E xielou 0 I到（液体、气体等）漏出 z 核

～｜管道破裂，石油大量～。＠同“泄露”。

E泄露】 xielδu ~不应该让人知道的事情让人

知道了：～机密｜～风声｜～内幕。也作泄漏。
【泄密］ xi岛mi 圈泄露机密：防止～。

E泄气】 xieqi 0 ( // ）圈泄劲·遇到困难也
不要悲观～。＠圃讥讽低劣或没有本领：这
点小故障排除不了，你也大～了。

E泄题E xie;;ti 圈泄露考题。

E泄殖腔】 xiezhiqiang 圈某些鱼类、鸟类、两

栖类和爬行动物等的肠道、输尿管和生殖腺

的开口都在一个空腔里，这个空腔叫作泄殖
腔。

V口、～ xie [§lj] 0 很快地流z 流～｜倾～ l
z弓（诲）河水奔腾，一～千里。＠腹泻：～
药｜上吐下～。

E泻肚E xie;;du 

E泻药E xieyao 

〈口〉啤腹泻。

圈内服后能引起腹泻的药物。

继（去世、鸭、：臻） xie ＜书〉＠绳索$
1累～ c 1ei川的。＠

捆$拴。

契 Xie 人名，商代的祖先，传说
（＂＂ ~1契）是舜的臣。
另见 1035 页 qi 。

高 汹用于人名，万俊
（晶、 1离） CMoqi) 禹，宋代人。

卸 xie 抽出输的东西从运输工具上
搬下来z ～货｜～行李。＠把加在人身上

的东西取下来或去掉z ～装 l～肩。＠把牲口
身上拴的套解开取下来：～牲口。＠把零件
从机械上拆下来z 拆～｜～螺丝。＠解除；推

岳P: ～任｜～责。
E卸包袱E xie bao·fu 比喻去掉拖累自己的事
物或解除思想上的负担。

E卸车】 xie;;ch岳自由把运输的东西从车上卸下
来：化肥运来了，快去～吧。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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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卸货l xie;;huo 画画把货物从运输工具上卸下

来。
E卸肩E xiejian 画把扛着或挑着的东西放下，
比喻推卸责任，也比喻辞去职务。

E卸磨杀驴E xiemo-shalu 比喻达到目的以后，
就把曾给自己出过力的人除掉。

E卸任E xie;;ren 毒面指官吏解除职务。

E卸载1c0卸俄） xie;;zoi 圈＠把车、船等上面

装载的货物卸下来。＠把计算机上安装的软
件卸下来。

E卸责l xi岳ze 圈推卸责任：推诱～。
E卸职l xie;; zhi 画卸任。
E卸妆E xie;;zhuang 匾。除去脸上等部位的
化妆品。＠旧时妇女除去身上的装饰。

E卸装E xi岳；； zhuang 画演员除去化装时穿戴

涂抹的东西z 在后台忙着～。

屑 x叫碎末z 铁～ l木～｜冰～。＠琐碎
琐～。＠认为值得（做）：不～一顾。

械 xie 0 器械z 机～。＠武器2 军～｜缴
～｜～斗。＠〈书〉圳和镣铐之类的戒具。

E械斗E xiedou 圈子持棍棒等打群架。

傻 Xi岳。见 M叫“契＂（ Xie）。问
姓。

Jh人 刘、〈书〉＠牙齿相磨。＠参差
WJrc酣）不的。
亵＿＿.＿ xie 0 轻’惺 z ～渎｜～慢。如

（亵）秽： 1畏～｜～语。
E亵渎E xiedu ＜书〉圃轻慢；不尊敬z ～神灵。
Z亵慢E xieman ＜书〉圈轻慢；不庄重z 言语～。
剖ft xie 0 ＜书〉除去。＠〈书〉泄；疏通。＠
1刁忘（ Xie）圈姓。

主岳L iA 曹 xie 0 圈感谢：道～｜酬～｜这
两（甜）点儿小事不用～了。＠认错；道
歉z ～罪｜～过。＠辞去；拒绝：～绝｜敬～不
敏。 0 [§JjJ （花或叶子）脱落z 凋～ l桃花～了。
0 (Xi的国姓。

E谢病E xiebing ＜书〉圈推托有病z ～辞官。
E谢步E xiebu 圈旧时亲友前来拜访或贺喜、吊
丧，事后回拜道谢，叫作谢步。

E谢忱E xiechen IBl 感谢的心意z 聊表～。
E谢词l xieci IBl 在仪式上所说的表示感谢的
话。也作谢辞。

E谢辞E xieci 同“谢词气
E谢顶E xie;;ding 圈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者因为患某种病，头顶的头发逐渐脱落。也
说歇顶。

E谢恩E xie；；岳n 圈感谢别人给自己的恩惠（多
指臣子对君主）。

E谢过E xi句uo ＜书〉圃向人承认过错，表示歉
意。

E谢绝E xiejue 圈婉辞，拒绝：～参观｜婉言～o

E谢客E xieke 画＠谢绝宾客z 闭门～。＠向

宾客致谢。
E谢幕E xie;;mu 圃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演

员站在台前向观众行礼，答谢观众的盛意。
E谢票l xiepiao 画选举活动结束后，对投支持

票的民众表示感谢（多用于台湾地区）：沿街
~ 。

E谢却E xieque I到谢绝：婉言～。

由他l xieshi ＜书〉［动l 婉辞，去世。
E谢天谢地】 xi岳tian-xiedi 迷信的人认为处境
顺利是受到了天地神灵的保佑，因此要感谢天
地。现在多用“谢天谢地”表示感激或庆幸z
～，这场灾难总算过去了｜只要他不再来找麻

烦，我就～了。
E谢申明 xieti岳圈受人礼物后表示答谢的回

帖。

由1孝l xiexiao ［到旧俗指孝子等向吊唁的亲
友行礼，特指服满后拜访吊唁的亲友表示感
谢。

E诵捕'll xie· xie 圈对别人的好意表示感谢。

E谢意E xieyi 圈感谢的心意。

E谢罪E xie;; zui E面向人承认错误，请求原谅z

登门～。

屎 … xie ＜书〉木板拖鞋。
c ：展）

〈书＞ ~甲 z轻慢z ～押｜～笑（戏谑，开玩媒 xie
笑〉。

谢 xie <11 ＞ 圈指猪羊等家畜圈里积的粪
便：猪～｜鸡～。

解1 响〈口〉圃懂得；明白： ~;r:开这个道
理。

解2 xi；旧时指杂技表演的各种技艺，特指
骑在马上表演的技艺3 跑马卖～。

解3 Xie 0 解池棚，在山西＠圈姓
另见 668 页 l l 品； 673 页 l ieo 

E解数E xieshu IBl 指武术的架势，也泛指手段、

本事z 使尽浑身～。

由平仿；］ xieyi 函中医指困倦元力、懒得说话、

抑郁不欢的症状。

栅 xie 建筑在台上的房屋小｜歌台舞～

橱 xie 见下。

E桶石E xieshi 圈矿物，成分是 CaTi[SiO,]O,

模状、板状或粒状晶体，褐色或绿色，有时也呈
红、黑等色，有光泽。是提炼铁的原料。

在 xie 固＠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鳞
茎，叶子细长，花紫色。鳞茎可做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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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植物的鳞茎。｜！也叫草头Cjiao· tou）。

荒草灼见叫鞠1
懈 xie ＜书〉山涧＇ ~Ji< I 幽～。

游 xie 见下。

［］辞呈~l xiezhi [8J 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
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

邂 xie 见下

阻逅l xiehou （书〉国偶然遇见F不期而遇2

他乡～。

廊 xie ＜书〉官吏办事的地方g 公～υ

拍Q11 xie rnlll 0 （糊状物、胶状物）由稠变稀z

V甘r 粥～了｜耀糊～了。＠〈方〉加水使糊状
物或胶状物变稀z 糠糊太稠，加上点儿水～一

~ 。

懈2 xie 栅CB6xi韵，渤海的古称。

懈 xie 松懈： ~，~， 1 坚持不～。

E懈怠E xiedai E园松懈懒惰z 对工作尽心竭力，

从不～。
E懈气】 xie;;qi 画放松干劲：工作有了点起色，

要继续努力，可不能～。
,J.;!r.r. xie 0 （书〉调和2 ～理｜调～。

受了樊） 8 (Xi的圈姓。
E爱理E xielT （书〉圈协调治理z ～阴阳。

蟹 xie 圈螃蟹2 河～｜海～｜～黄 i
（懈）～粉。

E蟹粉E xief品n ＜方） IE] 用来做菜或馅儿的蟹黄

和蟹肉 z ～狮子头。
E蟹黄E xiehu6ng c～儿）圈螃蟹体内的卵巢和
消化腺，插黄色，昧鲜美2 ～包子。

E蟹猿E xiem岳ng 圈哺乳动物，体长 50 厘米

左右，毛灰色、棕色、黑色相间。生活在水边，
能游泳，捕食鱼、蟹、蛙等。生活在我国南方各
省区和南亚地区。

E蟹青E xieqing 圃像螃蟹壳那样灰而发青的

颜色。

渥 xie 见 517 页烟。

理 xie （书〉像玉的石头。

踱 xie 见下。

E蹊躁E xiedie 圈见 303 页【蝶蹊］。

xln c ii与）！

t、 xln 0 圈人和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JI ；、u 液循环的器官。人的心在胸腔的中部，稍
偏左方，呈圆锥形，大小约跟本人的拳头相等，
内部有四个空腔，上部两个是心房，下部两个

是心室。心房和心室的舒张和收缩推动血液
循环全身。也叫心脏。＠圈通常也指思想
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z ～思｜～得｜用～｜谈

～｜一～一意 i你～想到哪里去了？＠中心g中
央的部分z 江～｜圆～｜重～。＠二十八宿之
一。 0 CXTn) [8J 姓。

右，心房

冠状动脉

右心窒

人的心

E，心爱】 xln' ai E亘属性词。衷心喜爱的z ～的

人｜～的礼物。
E心安理得l xln'an-lide 自信事情做得合理，心
里很坦然。

E，心包E xlnbao 圈包在心脏外面的薄膜，心包

和心脏的中间有浆液，能起润滑作用，使心脏

搏动时减少摩擦。
E心病E xlnbing 圈＠指忧虑或烦闷的心情g

～难医。＠指隐情或隐痛z 一句话正说在她
的～上。

E，心不在焉E xinbuzaiyan 心思不在这里。指
不专心，精神不集中。

E，心裁E xTnc6i [8J 心中的设计筹划（指关于诗
文、美术、建筑等的） ：独出～｜别出～。

E，心肠E xTnch6ng IE] 0 心地；心眼儿②z ～好｜

～坏。＠对事物的感情状态z ～软｜～硬｜铁
石～｜菩萨～。＠〈方〉兴致川、思、2 在车上，他
一心想着厂里的事情，没有～去看景色。

E心潮E xTnch6o 画像潮水一样起伏的心情g
～澎湃。

E，心驰神往E xTnchi-shenw凸ng 心神飞到（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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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形容非常向往。
［，心传E xlhchuan O 画禅宗指不立文字，不依
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传受佛法。＠圈泛
指世世代代相传的某种学说。

E心慈手软E xlnci-shouruon 心地善良，不忍下

手（惩治〕。
E心胆E xlndan ~心和胆，指意志和胆量。
E心得E xlnde 圈在工作和学习等活动中体验
或领会到的知识、技术、思想认识等＝学习～｜
～体会。

E心底E xlndi 圈。内心深处z 他的一番话，让
人从～里感到亲切。＠（～儿）〈方〉心地；心

眼儿②z 这个人～好。
E心地E xlndi 圈＠指人的内心2 ～坦白（～善
良。＠心情；，（；、境 z ～轻松。

E心电图E xlndiantu 图用仪器把心脏收缩和
舒张时所产生的生物电效应放大，在纸上画出
来的波状条纹的图形。可以帮助诊断心脏的
多种疾病。

E心动E x I ndong rnllJ 0 心跳z ～过速。＠内心
有所触动：故乡的风土人情让他～。＠动心，

产生做某事的欲望：他本不想去，被大家劝得

～了。

E，心烦E xlnf6n 圆心里烦躁或烦闷3 这些琐碎
事务真叫人～o

E心房E xlnfang 圈＠心脏内部上面左右两个
空腔，左心房与肺静脉相连，右心房与上、下腔
静脉相连。左心房接受从肺部回来的血，右心
房接受从全身其他部分回来的血。心房收缩
时血从带瓣膜的通路流入心室。（图见 1453

页“人的心”）＠指人的内心z 亲切的话语暖

人～o

E心扉E xlnf岳i IEJ 指人的内心z 叩人～｜我愿意
敞开自己的～，向她倾诉一切。

E，心BIU xln;;fu rnllJ 衷心信服z ～口服｜令人～o
E心服口服E xlnfu-koufu 不但嘴里服，而且心

里也服。

E心浮E xln;;fu ~国心里浮躁，不踏实g ～气躁l

绣花要有耐心，不能～。

E心腹E xlnfu 函＠心里头：～话 1 ～事。＠
指亲信的人：他是总经理身边的～。

E心腹之患l xlnfuzhlhuan 指藏在内部的严重
祸害。

E心甘l xlngan 圈甘心①＝～情愿｜为了人民
的利益，死也～o

E心甘情愿E xlngan-qingyuan 心里愿意，一
点儿也不勉强：为了大伙儿，我受点儿累也～。

E心肝E xlngan 圈。良心；正义感：他不是那

种没～的人。＠（～JL）称最亲热最心爱的人

（多用于年幼的儿孙）：小～｜～宝贝。

E心梗E xi『lg位19 [EJ 心肌梗死的简称。

［，心广体胖E xlnguang-tip6n 心胸开阔舒畅，体

貌泰然安详。也说心宽体胖。
E心寒E xln;;han ~失望而又痛心。
［，心黑】 xln;;h岳l 圈。心肠歹毒。＠指贪心。
E，心狠手辣E xlnh岳n-shoula 心肠凶狠，手段毒

辣。
E心花怒放E xlnhua-nufang 形容内心高兴极

了。

E心怀E xlnhu6i 0 圆心中存有z ～不满｜～鬼

胎｜～巨测。＠圈心意；，（；、情z 抒写～。＠圈

胸怀s胸襟2 ～坦荡｜～开阔。
E心怀鬼胎E xlnhu6i guitai 怀着不可告人的
目的。

E心怀巨测E xlnhuai-poce 怀着难以揣测的恶

意。
E心慌E xin;;huang O 圆心里惊慌z ～胆虚｜

遇事～。＠〈方〉圆心悸①：～气紧。

E心慌意乱l xlnhuang-yiluan 内心惊慌，思绪
纷乱。

E心灰意懒】 xlnhui-yilon 灰心丧气，意志消沉。

也说，心灰意冷。
E心灰意冷E xlnhul-yil岳ng 心灰意懒。
E心火E xinhuo 圈＠中医指烦躁、口渴、脉搏

快、舌头痛等症状。＠心里的怒气z 强按下～
没有发作。

E心机，］ xlnjl ~心思；it1某：费尽～｜她年龄不

大，但很有～。

E心肌E xlnjl 圈构成心脏的肌肉，有不明显的
横纹，受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支配，而不受
意志的支配。心肌的收缩是自动的有节律的。

E心肌梗塞E xlnjl g岳ngse 心肌梗死的旧称。
E，心肌梗死，］ xlnjl g品ngsi 病，冠状动脉被血栓

等堵塞，造成部分心肌严重缺血而坏死。主要
症状是胸骨后持续剧烈疼痛，可放射至肩背
部、上腹部、下领、颈部等，出汗，呼吸困难，心

律失常，血压偏低甚至休克，也可发生心力衰
竭。旧称心肌梗塞。简称心梗。

E心肌炎】 xlnjlyan [EJ 心肌发炎的病，由各种

感染、药物中毒、变态反应等引起。主要症状
是发热、上呼吸道感染、心悸、胸闷、心前区隐
痛、头晕和乏力等，严重的出现心力衰竭甚至
猝死。

ι心急E xln;; ji E回心里急躁；着急：慢慢来，不

要大～O
E心急火燎E xlnji-hu凸Ii凸o 心里急得像火烧一

样，形容非常着急。也说心急如焚、心急如火。
E，心急如焚E xlnji叫fen 心急火燎。



E心急如火】 xlnji叫huo 心急火燎。
E心计］ xlnji 圈 iii羌心里的打算z 有～ i工于

~ 。

E，心迹］ xlnji 圈内心的真实情况：表明～ 1 剖

白～。
E，心悸E xlnji 画＠由贫血、心脏病等引起心脏
跳动加速、加强和节律不齐。＠〈书〉心里害

怕 z 令人～。
E心尖E xlnjian 圈＠心脏的尖端。＠内心深
处川、头。＠（～儿）称最喜爱的人（多指儿

孙）。也说心尖子。
E心间］ xlnjian !Bl 心＿1:: ，心里 z 毕业几年了，老
师的嘱托他一直记在～。

（，（；、焦E xlnjiao 圈由于希望的事情迟迟不实

现而着急烦躁：孩子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做父

母的能不～？
E，心结】 xlnjie 画指心中不易解决的问题；内心

的感情纠葛：难以解开的～。
［，心劲JL] xlnjinr 圈＠想法5念头2 这么做正
对我的～ i 上上下下都是一个～，搞好教育工
作。＠指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z 厂长是个有
魄力有～的人。＠兴趣；劲头；精神
( jTng• shen）：说到抓科研，他的～可足啦！

E心惊胆战】 xlnjlng-d凸nzhan 形容非常害怕。
E心惊肉跳】 xlnjlng而utiao 形容担心祸患临

头，非常害怕不安。
E心静］ xlnjing 圈内心平静。
E心境E xlnjing ~心情（指苦乐）：～不佳｜～
好，看什么都顺眼。

E心坎E xlnkon （～儿）圈＠心口。＠内心深
处：他的话说到我～上了。

E心口E xlnkou 圈胸口。
E心口如二】 xlnkou-ruyl 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

一样，形容诚实直爽。

E心宽E xln;;kuan ~心胸开阔，对不如意的事
情想得开。

E心宽体胖】 xlnkuan-tTpan 心广体胖。
E心旷神怡】 xlnkuang-shenyi 心情舒畅，精神

愉快。
E心劳日拙】 xlnlao-rizhuo 费尽心机，不但没

有得到好处，反而处境越来越糟。
E心里E xln• IT 函＠胸口内部：～发闷。＠思
想里s头脑里z 记在～｜说～话。

E心理E xlnlT ~ 0 人的头脑反映客观现实的
过程，如感觉、知觉、思维、情绪等。＠泛指人
的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z 依赖～｜～素质｜工

作顺利就高兴，这是一般人的～。
E心理学］ xlnlTxue 画研究心理现象客观规律
的学科。心理现象指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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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根据不同的研
究领域和任务分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
育心理学等。

E心力E xlnli 圈心思和体力2 竭尽～｜～交瘁

（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疲劳）。

E心灵E xlnling 圈指内心、精神、思想等z 幼小
的～1 眼睛是～的窗户。

E心灵鸡汤E xlnling jltang 比喻给人精神方面三＝
提供教益和抚慰作用的话语或读物等。也说三辈
鸡汤。 毛三

E心灵手巧E xlnling-sh凸uqi凸o 心思灵敏，手灵

巧，形容人聪明能干。

E心领E Xii『ilTng 巨型客套话，用于辞谢别人的馈
赠或酒食招待等＝您的美意，我～了。

E，心领神会E xlnlTng-shenhui 不用对方明说，心

里领悟其中的意思。也指深刻地领会。
（，心路l xlnlu ~ 0 心机；计谋g 斗～。＠气

量：～窄。＠指人的用心、居心：～不正。＠

心思z 这话正对他的～。＠指心理变化的过
程z 她经历了一段从失落到重新找回自我价值
的～历程。

E，心律E xlnlu ［~心脏跳动的节律z ～不齐。
（，心率E xlnlu 圈心脏搏动的频率，正常成年人
在平静时心脏每分钟跳动 75 次左右，女性比
男性稍快。

［，心满意足E xlnmon-yizu 非常满足c

E心明眼亮E xlnming-y凸nliang 心里明白，眼睛

雪亮，形容洞察事物，明辨是非。
(,i:,、目E xlnmu ~ 0 指内心或视觉方面的感
受2 犹在～｜以娱～。＠指想法和看法：在他

的～中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心皮E xlnpi 圈花的雌恋的组成部分。一个
雌草草可由→个、两个或几个心皮组成。

E，心平气和E xlnping-qihe 心里平和，不急躁，
不生气。

E心魄E xlnpo 圈心灵z 动人～。

E心气E xlnqi C～儿）圈。用心；想法z ～相通。

＠志气z ～高，干劲大。＠心情2 ～不顺。。
气量：他的～窄，说不通。

E，心窍E xlnqiao ~指认识和思维的能力（古人
以为心脏有窍，能运思，所以这样说），财迷～｜
一席话真是开人～。

E，心切E xlnqie 圆心情急迫z 求胜～ο

E心情E xlnqing 圈感情状态：～舒畅｜悲伤的
~ 。

E心曲E xlnqu 圈＠内心1 ：乱我～。＠心事2
畅叙～。

E心软E xln;;ruon ~国容易被外界事物感动而
生怜悯或同情z 她这个人就是～，见不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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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落泪。

E心上人】 xinshangren 圈指心里爱慕的异
性；意中人。

E心神E xinshen 圈。心思精力z 劳而无功，空
耗～。＠精神状态：～不定。

E心声E xinsh岳『19 圈发自内心的声音；心里话z

吐露～｜这首歌表达了人民的～。

三E二 E心盛E xin;; sheng ~情绪高，干劲大z 求学

三主E ～i年轻～，敢想敢干。
三量三言 E，心事E xinshi 圆心里老想着的事（多指感到

为难的），～重重 1低着头想～。
［.心室E xinshi 画心脏内部下面的左右两个空
腔，壁厚，肌肉发达。左心室与主动脉相连，右
心室与肺功脉相连。血液由心房压人心室后，
由心室压人动脉，分别输送到肺部和全身的其
他部分。（图见 1453 页“人的心”）

E心术E xinshu !Bl 0 心思；念头（多指坏的） : 
～不正。＠心计；计谋：他是个有～的人。

E心数］ xinshu 圆心计。
E心思E xin • si 圈。念头：坏～｜想～（转念
头）。＠脑筋①z 用～｜费～｜挖空～。＠想做
某件事的心情：没有～下棋。

E心酸E xin;;suan ~心里悲痛z ～落泪。
E心算E xinsuan 画面只凭脑子而不用纸、笔、算
盘、计算器等进行运算。

E心态E xintai 函心理状态z ～各异｜～平静。
E心疼E xinteng 画面＠疼爱z 老太太最～小孙
子。＠舍不得；惋惜z ～钱｜瓷瓶摔碎了，老人
～了半天。

E心田E xinti6『1 圈＠指人的内心z 同志们的
关怀温暖了她的～。＠〈方〉心肠①z ～好。

E，心朋臼 xin;;tiao 圆心脏跳动。特指心脏加快
地跳动，多因剧烈运动或感情激动、内心恐惧
等引起，也可由疾病引起。

E心头】 xintou !Bl 心上；心里2 记在～。
E心头肉】 xint6urou 画比喻心中最喜爱、最看
重的人或东西 z 儿是娘的～｜这些古董可是老
先生的～。

E心窝E xinwo C～儿）IBJ 0 人体上心脏所在的
地方z 后～（背上对着心脏的部位）。＠指内
心，心里z 他的话句句都说到大家的～里。

E心无二用E xinwu ’ ervong 指f故事必须专心，
注意力不能分散。

E心细l xin;;xi ~细心z 胆大～。
[.c,，弦E xinxi6n !Bl 指受感动而起共鸣的内心z
动人～。

E心心念念E xTnxTnniannian 圆心里一直存着
某种念头（想做某件事情或得到某样东西） : 

他～地想当个飞行员。

［.心心相印E xinxin-xiangyin 彼此心意一致。

E心性l xinxing 圈性情；性格z ～浮躁 l刚强的

。

E，心胸E xinxiong !Bl 0 内心深处；胸中 z ～迸

发出不可遏抑的怒火。＠胸怀；气量z ～开阔 l

～狭窄。＠志气；抱负：他有～，有气魄。

E，心秀E xinxiu 圆心思灵巧，有主意，但表面上

不显露。
E，心虚】 xin;;xu ~ 0 做错了事怕人知道：做

贼～。＠缺乏自信心z 刚接手新工作，不免有

点儿～。
[,c,，绪】 xinxu !Bl 心情（多就安定或紊乱而言） : 

～不宁｜～乱如麻。
E心血E xinxu古画心思和精力z 花费～。
［·心血来潮l xinxue-16ich6o 形容突然产生某

种念头。
E心眼儿E xiny凸nr 圈＠内心I ：大妈看到这未

来的儿媳妇，打～里高兴。＠心地；用心z ～
好 l没安好～。＠指思维能力 s 他有～，什么事

都想得周到。＠对人的不必畏的顾虑和考虑τ
他人不错，就是～太多。＠气量；胸怀z ～小｜

他～窄，受不了委屈。

［，心仪l xinyi ＜书〉圆心中仰慕z ～已久。
E心意］ xinyi 圈＠对人的情意：送上些许薄
礼，略表～。＠意思z 我们语言不通，只好用手

势来表达～。
【心音E xinyin 圈＠心脏收缩和舒张时因瓣
膜关闭和血流冲击的振动而发出的声音。收
缩时发出的声音低沉而长，舒张时发出的声音
清晰而短。＠心声。

［，心硬E xin;;ying 固不容易被外界事物感动

而生怜悯或同情z 不是我～，让孩子从小吃
点儿苦没有坏处。

E心有灵犀一点通E xin you lingxi yi dian tong 
唐李商隐（（无题》诗：“身元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犀一点通。”（旧说犀牛是灵异的兽，它的角里
有一条白纹贯通两端）原比喻恋爱着的男女心
心相印，现在泛指彼此的心意相通。

［·心有余悸］ xinyouyuji 危险的事情虽然过去

了，回想起来还感到害怕。
E心余力绚】 xinyu-lichu 心有余而力不足。

［·心语E xTny心圈发自内心的话z 倾听孩子们

的～。
E心猿意马l xinyuan同yim凸形容心思不专，变

化无常，好像马跑猿跳一样。
E心愿E xinyuan 圈愿望g 美好的～。
E心悦诚~Rl xTnyue-chengfu 诚心诚意地佩服

或Mil!>人。
E心脏l xinzang 圈＠心①。＠比喻中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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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部分2 首都北京是祖国的～ i发动机

是汽车的～。
［，心脏歹Erl xlnzang siwang 指以心脏停止跳

动为死亡标准认定的死亡。

E心窄J xln11 zhai 圆心胸狭窄，对不如意的事

情想不开。

E心照E xlnzhao [l\且不必对方明说而心中自然

明白：彼此～｜～不宣。
E，心照不宣E xlnzhao-buxuan 彼此心里明白，

不必明说。
E心直口快） xlnzhi-k凸ukuai 性情直爽，有话就

说。

ι心志） xlnzhi 画意志：～不移。

E心智） xlnzhi 圈＠思考能力；智慧＝启迪～。

＠心理；性情：～健康l 陶冶～。
E心中无数E x lnzhong-wushu 胸中无数。

E心中有数】 xlnzhong-y凸出hu 胸中有数。

E，心重J xlnll zhong 圃指思虑过多，遇事心里

总放不下g 孩子～，你不要过于责备。

E心子］ xln· zi 圈＠某些物体中心的部分：这
棵老树的～都被虫蛙空了。＠〈方〉用作食品

的动物心脏。＠〈方〉指馅JL ：元宵～。
E心醉E xlnll zui 画因极喜爱而陶醉z 演员高

超的表演艺术，令人为之～。

二 E二、 J Xln ~姓。
vrc前）“前”另见 1457 页“欣”。
斗卡 xln 0 草木的中心部分。＠泛指某些
Jl：》物体的中心部分z 岩～ l笔～ l机～ l表～。

另见 1460 页 xlno

E芯片E xlnpian 圈指包含有许多条门电路的

集成电路。体积小，耗电少，成本低，速度快，
广泛应用在计算机、通信设备、机器人或家用

电器设备等方面。

辛1 xln 0 ~： ~~o 8 辛苦： -1);胁。
＠痛苦：～酸。 0 CXln）圈姓。

辛2 xln 圈计的第八位。据421 卅
支lo

E辛迪加E xlndfjia 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

之一。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

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
由辛迪加总办事处统一办理。其内部各企业

间存在着争夺销售份额的竞争。［法 syndi
cat] 

E辛亥革命E Xlnhai Gaming 孙中山领导的、推
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1
年（农历辛亥年）10 月 10 日湖北武昌起义爆

发后，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终于推翻

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

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妥
协退让，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

E辛苦E xlnlφ0 lll2l 身心劳苦2 辛辛苦苦 l他起

早贪黑地工作，非常～。＠圈客套话，用于求

人f故事z 这事儿还得您～－趟。
E辛苦费E xlnkufei ~指受益人付给帮忙者的
酬金，也泛指给人出力帮忙得到的酬金：拒收三E

～｜假期挣点儿～补贴家用。 主主二二

E辛辣1 xlnla 圈＠辣z 服这种药禁食～食物。毛E

＠形容语言、文章尖锐而刺激性强：～的讽

刺。
E辛劳J xlnlao 圃辛苦劳累2 日夜～。

E辛勤E xlnqin [ll2J 辛苦勤劳z ～耕耘。

E辛酸E xlnsuan [mJ 辣和酸，形容痛苦悲伤＝～

泪｜～的往事。

忻 xln 0 ＜书〉同喻’也＠（汩的酬。

昕 xln ＜书〉太阳将要升起的日报

欣 .AL', 户 xln 0 喜悦2 欢～｜～喜 i～
（’听）慰i～逢佳节。＠〈刷昼百姓。
“言斤”另见 1457 页“沂”。

E欣作】 xlnbian ＜书〉阻喜悦z 不胜～。

E欣然E xlnran ＜书〉圃愉快的样子－～前往 l

～接受｜～命笔。

E欣赏E xlnshong 圈。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

其中的情趣：音乐～｜～雪景。＠认为好；喜
欢z 他很～这个建筑的独特风格。

U改尾:tl xlnwei E国喜欢而心安＝脸上露出～的
笑容。

E欣喜E xlnxi 圈欢喜s快乐 z ～若狂。

E欣羡E xlnxian ＜书〉圈喜爱而羡慕。

E欣欣） xlnxln 圈＠形容高兴＝～然有喜色。

＠形容茂盛z ～向荣。

E欣欣向荣E xlnxln-xiangr6ng 形容草木茂盛，

也形容事业蓬勃发展。

E欣幸） xlnxing 画画欢喜而庆幸：书失而复得，

实是～。

忻州〈书〉热气盛。

":::!¢' xln 莘庄（Xlnzhuong），地名，在上海。
二-F 另见 1159 页 sh曲。

铮牛 xln 圈金属元素，符号 Zno 银
（辞）臼略带蓝色。用于制合金、白铁、

干电池等。
E辛辛版E xlnban 圆用钵制成的印刷版，主要用

来印刷插图、表格等。



｜侧 l xTn ｜庶新

成（厥） xln 
〈书〉陈设。

新 xTn O 圃刚出现的或刚经验到的（跟
“旧、老”相对） ：～风气！～品种 1～的工作

岗位。＠庄园性质上改变得更好的（跟“旧”相
对）：～社会l～文艺｜粉刷一～。＠使变成新
的g 改过自～｜一～耳目。＠圃没有用过的

（跟“旧”相对）：～笔｜～锄头 l这套衣服是全～
的。＠指新的人或事物g 尝～ l 以老带～！花
样翻～｜推陈出～。＠圃刚结婚的或结婚不

久的：～女婿｜～媳妇。＠圆新近3刚：我是
～来的 l这几本书是～买的。＠ CXTn）圈姓。

E新兵E xTnblng !Bl 0 刚入伍的或入伍不久的
战士。＠泛指刚参加工作或参加工作不久的

人。
E新常态E xinch6ngtai 圈原有的正常状态被
突破后，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正常状态：经
济～。

E新潮E xinchao O 圈事物发展的新趋势g新
的潮流＝文艺～。＠圈符合新潮的；时髦z ～
发型。

B斤陈代谢E xinchen-daixie O 生物的基本特
征之一。生物体不断地从外界取得生活必需

的物质，并使这些物质变成生物体本身的物
质，同时把体内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这种新
物质代替旧物质的过程叫新陈代谢。＠泛指
新的事物滋生发展，代替旧的事物。

E新宠E xinch凸ng 圈新近受到宠爱的人或受
人喜爱的事物z 这种品牌的葡萄酒成为餐桌上
的～。

E新春E xTnchun ~指春节和春节以后的 4二

十天2 欢度～｜～佳节。
B斤大陆E x1n Dalu 圈美洲的别称。因为它
是到 15 世纪以后才由欧洲人殖民的，所以叫
新大陆。

E新低E xindi 圈数量、水平等下降而出现的新

的低点 z 黄金价格近来创历史～。
E新房E xinfang 圈＠新建成的房子z 国庆节
前这里的居民都住进了～。＠指新婚夫妇的

卧室z 闹～O
B刊lJ xinf岳ng ~刚出现的好风气；新的风

尚 z 校园～｜破旧俗，树～。
E新妇E xTnfu ＜方〉圈。新娘。＠指儿媳。
B哥高E xingao 圈数量
新的高点 2 股市指数连创～ l机场飞行保障再
创历史～。

E新官上任三把火］ xinguon shang ren son b凸
huo 指新上任的官总要先做几件有影响的
事，以显示自己的才能和胆识。

E新贵E xingui !Bl 指初得势的声名显赫、地位
尊贵的人。

E新欢E xinhuon 圈指新的相好（多指男子的，

含贬义）＝另有～。

E新生昏E xinhun 圈刚结婚：～夫妇。
E新纪元J xinjiyuan 圈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也指划时代的事业的开始z 开创人类历史的～。

E新交E xTnjiao 圈新结交的朋友＝旧友～，欢

聚一堂。
E新教E xTnjiao 圈欧洲 16 世纪基督教改革运

动中，因反对罗马教皇统治而分裂出来的基督
教各教派的总称。参看 604 页【基督教1。

E新近E xinjin 画不久以前的一段时期z 他家
～才搬到这里。

E新居J xinju ~刚建成或初迁入的住所。
E新款E xinkuan 圈新的款式。

E新自~l xinlang 圈结婚时的男子。也叫新郎

宫。

白听郎官】 xTnlangguon 圈新郎。

E新绿E xinlu 圈初春植物现出的嫩绿z 五月的

西山，一片～ο
E新媒体E xinmeiti 圈指在数字化技术支撑F
出现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

体等。
E新茵】 xinmiao !Bl 比喻新出现的有发展前途

的人或事物：乒坛～。
E新民主主义革命l xin minzhu zh的i geming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我国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的革命，
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E新能源】 xinnengyuan 圈指在煤、石油、天然

气等传统能源之外新开发利用的能源，如太阳
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能等。

也叫非常规能源。

E新年E xinnian 圈元旦和元旦以后的几天，也

指春节。
E新娘E xinniang 画结婚时的女子。也叫新娘

子。

白听品E xinpin 圈新品种s新产品：空调～。

E新奇E xinqi 圈新鲜而特别：～的景象！刚来

的时候，处处觉得～。
E新巧E xinqi凸o 圈新奇而精巧z 构思～。
E新区E xTnqu 圈＠新解放的地区。特指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解放的地区。＠新的

住宅区、商业区、开发区等s 浦东～。
E新人E xinren !Bl 0 具有新的道德品质的人2



～新事。＠某方面新出现的人物：文艺～。

＠指机关、团体中新来的人员 2 我们团里增加
了几位～。。指改过自新的人．把失足青少

年改造成为～。＠指新娘和新郎。有时特指
新娘。。人类学上指古人阶段以后的人类，
生活在距今四万年至一万年前。如我国的山
顶洞人。也叫晚期智人。

E新人类E xlnrenlei 圈指具有与传统不同的

新观念、新想法，个性独立、行为新潮的一类

人。
E新任l xlnr曲。圈属性词。新任命或新担

任的（职务）：～局长 1～会计。＠圈新任命或

新担任的职务：星夜启程，赶赴～。
E新说E xlnru1 0 圃新奇锐和rj, ～武器！～的

言论。＠回新出现而有锐气的（人）：～诗人！

～导演。－~指新出现而有锐气的年轻人2
棋坛～。

E新生l' xinsheng O fJf2J 属性词。刚产生的；

刚出现的：～事物。 8~新生命g 获得～。

E新生T xinsh岳ng ~新入学的学生z ～报到

处。
E新生代l xlnshengdai 圈指新一代年轻人；新
的一代。

E新生儿】 xlnsheng ’自r i重新出生的婴儿，通
常指出生 4周以内的婴儿。

E新诗l xinshl 圈指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

参看 24 页【白话诗］o
E新石器时代l xin shiqi shidai 石器时代的晚
期，约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这时人类已能磨
制石器，制造陶器，并且已开始有农业和畜牧

业。
E新式l xinshi ~回属性词。式样或形式新的：
～武器｜～婚礼。

E新手E xlnshou c～儿）圈初参加某种工作的

人。
B斤书E xlnshu ~ 0 崭新的书。＠将出版或
刚出版的书（多指初版的）：～预告。

E新囚军E Xln Si Jun 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革命武装，原是红军游击队，1937 年抗日战
争开始后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
华中抗日的主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跟八路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一起改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

E新诉E xinsu 圈原告方起诉后又向法院提出

新的诉讼请求，称新的诉讼请求为新诉（区别
于“原诉勺。

E新文化运动】 xlnwenhua yundong 指我国
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前，
主要内容是反X拼斗举，提倡办学校，反对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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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新学，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
封建阶级的！日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后，成为
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

术领域中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
动。是中国反对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推动了
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开始
在中国广泛传播。

E新文学E xlnwenxue 圈指我国自 1919 年五
四运动以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白话
文学。

B厅闻E xinw岳n 圈＠报社、通讯社、广播电

台、电视台等报道的消息：～记者｜～广播｜采
访～。＠泛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事情2 你刚
从乡下回来，有什么～给大家说说。

E新闻公报E xlnwen g6ngbao 政党或国家机

关直接或委托通讯社就某→重大事件发表的
新闻性公告和声明。

E新闻纸E xlnwenzhl 圈。报纸①的旧称。＠
报纸②。

E新媳妇儿l xlnxi巾r （口〉（写新娘。

E新禧l xinxl 圈新年幸福z 恭贺～。

E新鲜l xin•xian 圈。（刚生产、宰杀或烹调
的食物等）没有变质，也没有经过脑制、干制
等：～的水果｜～的鱼虾 i这块肉很～0～血液。
＠（空气）经常流通，不含杂类气体z 呼吸～空

气。＠（事物）出现不久：～事物 l ～经验。＠
新奇；稀罕2 第一次出国，感到什么都～｜数码
相机已经不算什么～东西啦。

E新新人类E xinxinrenlei 指思想、行为等较之
“新人类”更不墨守成规，更喜欢标新立异和追
求剌激的一类人。

E新兴E xlnxing E回属性词。最近兴起的z ～
学科 1～的工业城市。

E新星E xlnxing 函＠在短时期内光度突然增
大数万倍甚至数百万倍，后来又逐渐回降到原
来光度的恒星。＠指新出现的有名的演员、
运动员等z 影视～l体坛～。

E新型l xinxing 圈属性词。新类型的；新式z
～机车｜～的农村妇女。

E新秀） xlnxiu ［雹新出现的优秀人才z 文坛～ i
越剧～｜体操～o

E新学E xlnxue 圈清代末年指西学。

E新雅E xlny凸庄园清新典雅：诗句～。

E新药E xlnyao 画＠新研制生产、投入使用的
药。＠指西药。

E新义l xinyi ~指词语新产生的意义。
E新异】 xlnyi E回新奇：小说构思～。

E新意E xlnyi 圈新的意思z新的意境：追求～，
力避雷同｜这篇文章的论点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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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新颖E xlnying E国新而别致z 题材～｜款式～！

～的表现手法。
B厅雨E xlny心圈＠初春的雨g刚下过的雨。

＠〈书〉借指新朋友z 旧知～。参看 699 页

I旧雨1。
E新月E xlnyue [BJ 0 农历月初形状如钩的月

亮z 一弯～。＠朔月。

E新张E xlnzhang 圈指新商店开始营业z ～志

喜。
E新正】 xlnzh岳ng 圈指农历的正月。

E新知E xlnzhl 圈＠新的知识。＠新结交的

知己朋友。
E新殖民主义E xln zhimin zh的l 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殖民主义的新方式。用更为隐蔽伪善
的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控制。主要
表现为通过扶植内部的政治派别和给予各种

所谓援助，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进
行渗透和侵略。

E新址E xlnzhi 圈新的地址z 本公司自即日起

迁往～办公。
E新中国】 Xlnzh6nggu6 圈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新作E xlnzuδ~ 新的作品 2 新人～。

散 xln 0 ＜书〉羡慕：～羡｜～慕。＠
CXln）圈姓。

E古生慕E xlnmu 〈书〉圈羡慕。
E散羡E xinxian ＜书＞ ［§！！羡慕。

薪 xln 0 柴火z 釜底抽～｜米珠～桂＠
圈薪水2 加～ 1发～1停～ l月～｜年～。＠

(Xln）圈姓。

E薪酬E xinch6u 圈薪水；报酬。

E薪傣E xinfeng [BJ 薪水。
E薪火相传l xlnhuo-xiangchuan 前一根柴刚
烧完，后一根柴已经烧着，火永远不熄，比喻
师生传授，学问和技艺一代代地继承下去。
也比喻种族、文化等代代相传。也说薪尽火

传。
E薪金E xinjln [BJ 薪水。
E薪尽火传］ xlnjln-huochuan 薪火相传。

E薪水E xln•shui 圈工资。
院同咀 xlnxiang 圈旧时指军队、警察等的薪
金及规定的被服、鞋袜等用品。

E薪资l xlnzl 圈工资。

馨 xin ＜书〉脚脑的香气：～香｜如兰之

E馨香l xlnxiang ＜书） 0 ~芳香z 桂花开了，
满院～。＠画烧番的香味2 ～祷祝。

鑫 xin 财富兴盛（多用于人名或字号。

Xln C Tl'-7) 

锤 xin 0 古代剑身与剑柄连接处
（锺）突出的部分。（图见 641 页咽”）

＠古代兵器，似剑而小。
另见 142 页 Chan; 1269 页 T6n0

v 
Xtn ( Tl'-7) 

化 xln 见下。

[ ｛！＇..＇｛心E xinxin ＜书）~形容恐惧。

飞

x1n C Tl'-7) 

囱（嘲） xl门圈囱门。

E囱门E xinm岳n 圈通常指婴儿头顶骨未合缝

的地方，在头顶的前部中央。

千卡 xin 见下。
J~、另见 1457 页巾。
E芯子E xln· zi 画＠装在器物中心的捻子一
类的东西，如蜡烛的捻子、爆竹的引线等。＠
蛇的舌头。

P-=1 刘n 0 确实z ～史｜～而有征。＠信
I曰用z 守～｜失～｜威～ l 言而有～。＠圈
相信2 ～托｜～任｜～仰｜别～他的话。。［§！！信
奉（宗教）：～教 1 ～徒。＠昕凭；随意；放任：
～步！～口开河。＠凭据z ～号 l ～物｜印～。
＠圈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

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书信2 送～！介绍～｜证
明～。＠（～儿）[BJ 音信；｛言息、 2 口～儿｜通风报

～｜很久没有他的～儿了 l我今天加班，你顺便给
我妈捎个～儿。＠引信＝～管。⑩同“芯”

< xin）。 Q) C Xln）圈姓。
〈古〉又同“伸” sh制。

，全:t"2 xin 信石z 红～｜白～。

一l曰
E信笔E xinbi 圃没有多加考虑，随意（写或

画）；～涂鸦 1～写来，直抒胸臆。

E信不过】 xin·buguo 画不能信任：我们～这

种以权谋私的人。
E信步l xinbu 圈随意走动s散步：江边～ i ～

来到花坛前。
盯言差E xinchai 圈＠旧时称被派递送公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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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人。＠邮递员的旧称。

E信从】 x)nc6ng ［司信任昕从2 盲目～。
E信贷E x1ndai 圈银行存款、贷款等信用活动
的总称。→般指银行的贷款。

E信得过】 xln·deguo !RJJ 可以信任：群众～这

家使民商店。
[f言而有征］ xln'ery凸uzh岳ng llJ靠而且有证

据。

E信访l xinfang 阉指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多用
于机关团体）：～人！～工作｜～部门。

[f言风】 xinf岳ng l亘在赤道两边的低层大气中啕

北半球吹东北风，南半球吹东南风，这种风的
方向很少改变，叫作信风。也叫贸易风。

E信封E xinf岳ng （～儿）啕装书信的封套。

E信奉】 xinfeng 圈＠信仰并崇→奉z 基督教徒

～上帝。＠相信并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E信服E xlnfu 画相信并佩服：这些科学论据实

在令人～O
E信鸽】 x1ng岳圈专门训练来传递书信的家鸽。

E信管］ x1nguan 圈引信。

E信函E xinhan 圈书信：私人～（～往来。

盯言号】 xinhao ~亘＠用来传递信息或命令的

光、电波、声音、动作等：～灯 i～枪 i打～｜发～。
＠电路中用来控制其他部分的电流、电压或

无线电发射机发射出的电波。
E信号弹E xinhaodan 圈一种发射后产生有颜
色的光或烟的弹药，用于发布信号或通信联

络。
E信号灯】 xinhaod岳ng 圈利用灯光的变化发

出各种信号的灯，多用于交通设施、电子设备

等。
E信号枪］ xinhaoqiang 圈发射信号弹的枪，

形状像子枪。

E信汇E xinhui 0 画由银行或邮局通过信函
办理汇兑：目前～五千元，谅已收到。＠圈通

过信函办理的汇款2 昨日收到一笔～。
町言笑E x1njian 圈信纸G

E信件】 xinjian 圈书信和递送的文件、印刷品。

［｛言据】 xinju ~确凿可信的证据。
E信口雌黄E xink凸u-cihu6ng 不顾事实，随口

乱说。参看 215 页1雌黄］ o
E信口开河东信口开合l xinkou-kaihe 随口乱

说一气。

E信赖l xinlai 画信任并依靠：他是个值得～
的朋友。

E信马由主E x1nm凸－y6ujiang 骑着马不拉缰

绳，任其自由行动，比喻漫无目的地闲逛或随
意行动。

E信念E xinnian 圈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

坚定～ l必胜的～。
［｛言皮JL] xinpir （口〉圈信封。
［｛言瓢JL] xinrangr ＜口＞ !Bl 装在信封里的写好
了的信。

[f言任l xinren U司相信而敢于托付：她工作一

向认真负责，大家都～她。

E信任投票］ xinren t6upiao 某些国家的议会－－
对内阁（即政府）实行监督的方式之一。议会主主
在讨论组阁或政府政策时，可用投票方式表示三童
对内阁信任或不信任。

［｛言赏必罚】 xinshang-bifa 该奖赏的一定奖
赏，该处罚的→定处罚，形容赏罚严明。

E信石E xinshi !Bl li比霜，因产地信州（即今江西
上饶→带）得名。

E信实】 xinshi ~ 0 有信用；诚实：为人～。
＠真实可靠z 史料～。

[f言史E xlnshl 圈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

[{j言使l xinshl L富奉派传达消息或担任使命的
人2 外交～。

[f，言士】 xinshi 圈。指信仰佛教而未出家的
男人。＠〈书〉诚实的人；守信用的人。

E信誓旦旦E xinsh1-dandan 誓言诚恳可信。

E信子】 x1nsh凸u 圆随手2 ～挥霍 1～写来。
盯言子拈来】 xinshou-nion16i 随手拿来。多形
容写文章时词汇或材料丰富，不费思索，就能
写出来。

盯言守E xinshou 凰忠诚地遵守z ～诺言。
E信天翁】 xintianw岳ng 函鸟，体长可达 1 米

以上，是飞行鸟类中体形最大的，善于飞行，趾
间有膜，能游泳。生活在海边，捕食鱼类。有
短尾信天翁和黑脚信天翁。

E信天游】 xintiany6u !Bl 陕北民歌中的一类曲
调。一般是两句…段，短的只有一段，长的接
连数十段。用同→曲调反复演唱，反复时曲调
可以灵活变化。

E信条】 xintiao I写信守的准则。
[f言简E x1ntong !Bl 邮局在路旁等处设置的供
寄信人投信的设备。也叫邮筒。

盯言徒l xintu 画信仰某→宗教的人，也泛指信
仰某一学派、主义或主张的人z 佛教～l达尔文
的～。

[fl言托E xintuo O 画画信任某个人并把事情托
付给他z 大伙儿～你，你就大胆去办吧。＠圈
属性词。经营别人委托购销的业务的 2 ～部！
～公司。

盯言望】 xinwang 圈威信和声望z ～卓著。
E信物E x1nwu 画作为凭证的物件z 定情～。

E信息】 xinxl 圈＠音信；＇／肖息：数月来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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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有关他的～。＠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

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收符号者预先不知
道的。

E信息产业E xin叫 chanye 从事信息生产、流

通和应用的产业。通常包括计算机产业、软件
业、通信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

E信息港E xinxlgang IBJ 指运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及其设备，覆盖整个城市或区域，专门为用

户提供生产、生活等方面信息的信息产业机
构。也叫数字港，有的地区叫数码港、数位港。

E信息高速公路J xinxl gaosu ganglu 指建立

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上，能够
高速运行的通信网络，在信息提供者与用户之
间可以迅速地传送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

E信息科学］ xinxl K臼ue 研究信息的产生、获

取、存储、传输、处理和使用的科学。

E信息库E xinxlku 圈储存某类信息，供查检分
析用的资料库（多用计算机存储）。

E信息论E xinxllun 圈研究信息及其传输的一

般规律的理论。运用数学和其他相关方法研
究信息的性质、计量以及获得、传输、存储、处
理和交换等。应用在通信、生理学、物理学、语
言学等领域。

E信息码E xinxlm凸圈条形码。
E信箱E xinxiang 圈＠邮局设置的供人投寄

信件的箱子。＠设在邮局内供人租来收信用
的编有号码的箱子，叫邮政专用信箱。有时某
号信箱只是某个收信者的代号。＠收信人设
在门前用来收信的箱子。＠指电子信箱。

E信心E xinxln 圈相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料一定

能够实现的心理z 满怀～ l～百倍。

E信仰E xinyang 0 画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
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

的榜样或指南：～佛教 i～马克思主义。＠圈

相信并奉为准则或指南的某种主张、主义、宗
教等：有～｜尊重公民的宗教～。

[f言义】 xinyi IBl 信用和道义z 不守～。

E信用E xinyong O 圈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
情而取得的信任2 讲～ l丧失～。＠圈属性

词。不需要提供物资保证，可以按时偿付的：
～贷款。 81Bl 指银行借贷或商业上的除销、

除购。。〈书〉［到信任并任用：～奸臣。
E信用合作社】 xinyong hezuoshe 具有共同

利益的个人或单位自愿集资组织起来的、以互
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目的是以简便
的手续和优惠的利率，通过提供储蓄、借贷等
金融服务，满足社员的生产、生活需要。

E信用卡］ xiny。『19陆函－种具有透支功能的

银行卡，持卡人可在银行核定额度内，进行消

费支付或提取现金，到期偿还。
盯言誉J xinyu 圈信用和名誉：～卓著。
[f言丰Ll xinzha 圈书信。

【信纸l xinzhl IBJ 供写信用的纸。

E信众】 xinzhδng 圈｛言仰某种宗教的人。

衅叩 xin 嫌隙；争端： tJt~ 
（囊）

E衅端l xinduan ＜书〉圈争端。

：掀 xin 0 烧；灼 ＠〈方〉皮肤发炎肿痛。

璧 xin （书〉阳”

r二三画~

\\/ r写？ xlng O 画兴盛；流行：复～！新
芦苇＼（舆）～｜现在已经不～这种式样了。＠
画使盛行：大～调查研究之风。＠开始；发

动；创立：～办｜～工｜～利除弊！百废俱～。。
起；起来·晨～（早晨起来）＼凤～夜寐。＠〈方〉
圃准许（多用于否定式）：说话要有根据，不～

胡说。＠〈方〉画或许：明天他也～来，也～
不来。 f) (Xlng）圈姓。

另见 1469 页 xing 。

E兴办l xlngban 圈创办（事业） ：～学校｜～企

业。

E兴兵】 xingbing 画面起兵：～讨伐。

E兴奋E xingfen O 圈振奋s激动c ＠画大脑

皮质的两种基本神经活动过程之一，是在外部
或内部剌激之下产生的。兴奋引起或增强皮
质和相应器官功能的活动状态，如肌肉的收

缩、腺体的分泌等。＠圃使兴奋z ～剂。
E兴奋剂】 xlngfenji IBl 体育运动上指能够改

变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借以提高竞
技能力的某些物质，如刺激剂、麻醉止痛剂、合
成代谢类固醇、利尿剂等。兴奋剂损害人的身

心健康，严重破坏了体育运动中公平竞争的原
则，因此被严格禁止使用。

C乓风作浪］ xingf岳吨，zuolang 比喻挑起事端

或进行破坏活动。
E兴革J xingge ＜书〉画兴办和草除。
E兴工］ xinggong 画动工；开工：破土～O

C乓国E xinggu6 画使国家振兴z 科教～o

~t戏］ xinghuaxi 圈甫仙戏。

E兴建E xingjian ~开始建筑（多指规模较大
的） ：～高科技园区。

u是和j除弊E xingli-chubi 兴办有利的事业，除

去弊端。



E兴隆］ xlngl6ng ［回兴盛：生意～。
~起E xlngqi ［司＠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2 各
地～绿化热潮。＠〈书〉因感动而奋起z 闻风

~ 。

E兴盛］ xlngsheng ［）！回蓬勃发展 2 国家～ 1事业
~ 。

~师E xlngshl （书〉圈兴兵；起兵：～问罪。
E兴师动众E xlngshl-dongzhong 发动很多人
做某件事（多含不值得的意思）。

E兴衰E xlngshuai 阉兴盛和衰落。
E乓叹E xlngton ＜书） ~］发出感叹声：望洋～o

E兴替E xlngtl ＜书〉画兴衰。
E兴亡］ xlngw6ng 圈兴盛和灭亡（多指国家）：
天下～，匹夫有责。

E兴旺】 xlngwong 明兴盛g旺盛：事业～｜六

畜～o
E兴修E xlngxiu !Ml 开始修建（多指规模较大
的） ：～铁路｜～水利。

E兴许E xlngx心圈也许；或许：你问问老王，他

～知道。
E兴学E xlngxu岳道！兴办学校，振兴教育：捐资

~ 。
~妖作怪E xlngyao zuoguoi 比喻坏人进行
捣乱，坏思想扩大影响。
往 xlng ＜书〉同“猩”

另见 1172 页钳制90

星 xlng 0 函夜晚天空中问烁发光的天
体z ～罗棋布l月明～稀。＠国天文学上

指宇宙间能发射光或反射光的天体，分为恒星
（如太阳）、行星（如地球）、卫星（如月球）、彗星、

流星等。＠（～儿〉圈细碎或细小的东西：火
～；l) 吐沫～儿o 。画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
小点子z 定盘～。＠明星②z 歌～ 1 笑～。＠
二十八宿之一。 0 (Xfng）圈姓。

E星辰E xlngchen 函星①（总称）：日月～。
E星等E xlngd岳ng 圈表示星体光度的等级，光
度越大，等级数越小。

E星斗E xlngdou 圈星①（总称）：满天～。

E星光］ xlngguang 圈星的光辉2 ～闪烁。

E星汉E xlnghon ＜书〉圈指银河＝～灿烂。
E星号E xlnghoo [BJ 星形的标志（刊，用法有
多种。常用来标示脚注或错误语句。

E星河E xlnghe 圈指银河。
E星火】1 xlnghu凸圈微小的火z ～燎原。
E星火T xlnghuo 圈流星的光，多用于比喻z

急如～。
E星火燎原E xlnghuo-li6oyu6n 见 1464 页1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o
E星级E xlngji O 圈宾馆、饭店等的设施、管理

兴狡星 l xTng I 1463 I 

和服务水平所划分的等级，用星的数目表示，
星数越高等级越高，最高为五星级。 8 [ffi] 属
性词。高等级的事明星级的z ～服务i～人物。

E星际】 xlngjl E冒属性词。星体与星体之间的z

～空间 i～旅行。
E星空E xlngkong I望夜晚有星的天空。

E星路】 xlnglu ［苟明星成长、成名的路z ～坎

坷。
E星罗棋布E xlnglu6-qibu 像星星似的罗列着，

像棋子似的分布着，形容多而密集2 电力网四
通八达，排灌站～。

E星期E xlngql 圈。我国古代历法把二十八

宿按日、月、火Jj(、木、金、土的次序排列，七日
一周，周而复始，称为“七耀飞西洋历法中也有
“七日为一周”的说法，跟我国的“七耀”暗合。

后来根据国际习惯，把这样连续排列的七天作

为工作学习等作息日期的计算单位，叫作星
期。＠跟“日、一、二、三、四、五、六、几”连用，
表示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z ～日 i～三｜今天～
儿？＠星期日的简称：～休息。

E星期日E xlngqTrl 圈星期六的下一天，→般定

为休息日。也说星期天。简称星期。
E星期天E xlngqltian 圈星期日。

E星球】 xlngqiu ［氢星②。

［！主散E xlngson ＜书〉画像层尾散布在天空那
样，形容四处分散。

E星术E xlngshu 圈用星象占卡吉凶的方术。
E星探］ xlngton ~雪指专职探查、挖掘具有明星
潜质人才的人z ～公司！这个孩子的表演引起
～的注意。

E星体E xlngti IBJ 天体。通常指个别的星球，

如月球、太阳、火星、北极星。
E星图E xlngtu 圈记录恒星等天体位置的图，
不同地点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星图。

E星途E xlngtu 函星路。

E星团E xlngtu6n 圈在→个不太大的空间区

域里，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十几颗至上百万
颗恒星聚集成的恒星集团。

E星系E xlngxl 画出无数恒星和星际物质组成

的天体系统，如银河系和河外星系。
E星相E xlngxiong [BJ 星象和相貌，迷信的人认

为根据星相可以占卡人事的吉凶。
E星象E xlngxiong 圈指星体的明暗、位置等现

象，迷信的人往往借观察星象，推测人事的吉
凶。

E星星E xln啕xlng 圈细小的点儿＝～之火，可以

燎原｜天空晴朗，一～薄云也没有。
E星星E xlng•xing （口〉［望星①。
E星星点点E xlngxlngdiandian E昆状态词。＠



”“ i xTng - xing l 星骋猩惺理腥煌刑

形容数量很少或很零散z 深夜的村庄，只有～

的几处灯光。＠形容数量多而且分散z 山坡
上遍布着～的野花。

E星星之火，可以燎原E xTngxTngzhTh币，陆yi

-li6oyu6n 原比喻小乱子可以发展成为大祸

害，现比喻开始时显得弱小的新生事物有旺盛

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也说星火燎原。
E星宿l xlngxiu 圈＠我国古代指星座，共分

二十八宿。＠〈方〉星①。＠〈方〉指命运：

～好。
E星夜E xTngye [j!5J 夜晚（多用于连夜在外面活
动） ：～行军！～奔忙。

E星移斗转］ xTngyi-d凸uzhu凸n 见 316 页【斗

转星移1。
E星移物换E xTngyi-wuhuan 见 1393 页i物换

星移1。
E星云E xTngyun 画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云雾

状天体。
E星运］ xTngyun ~成为明星的运气z ～亨通。

E星子】 xTng • zi 匾。星③：吐沫～。＠〈方〉
星①：满天的～。

E星座］ xTngzuo 圈天文学上为了研究的方

便，把星空分为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叫作一
个星座，有时也指每个区域中的一群星。每个
星座分别给以不同的名称，如大熊座、显微镜
座、仙后座等。现代天文学上共分为 88 个星

座。

3辛… xTng ＜书〉毛皮红色的伺等）。
(}) 

猩 xT吨猩猩。

E猩红E xTngh6ng 画像猩猩血那样的红色；血
红．～的玫瑰花｜木棉盛开，满树～。

E猩红热E xTngh6ngre 圈急性传染病，病原体
是溶血性链球菌，患者多为 3一7 岁的儿童。
主要症状是发热，H因痛，舌面呈草莓状，全身有
点状红殇，红殇消失后脱皮。

E猩猩］ xTng·xing 圈哺乳动物，比猴子大，头
尖，吻部突出，两臂长，全身有赤褐色长毛，没
有臀疵。生活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森林

中，吃野果等。
惺 xTng ＜书〉＠聪明。＠醒悟；清醒

E惺怡】（惺松） xTngsong 圆形容因刚醒而眼
睛模糊不清·睡眼～。

E惺惺】 xTngxTng 0 ＜书） 11121 清醒。＠〈书） IH2l 

聪明。＠圈指聪明的人．～惜～。＠见 628

页【假惺惺1。
E惺f星惜惺惺E xTngxTng xi xTngxTng 聪明人

怜惜聪明人，泛指性格、才能或境遇等相同的
人互相爱重、同情。

E惺惺作态】 xTngxTng zuotai 装模作样，故作

姿态。

理 xTng ＜书〉玉的光彩。

腥 xTng 0 本指生肉，现指肉类鱼类等食
物z 荤～。＠圃鱼虾等特有的气味：～

味儿｜～气｜这鱼做得有点儿～ i 放些料酒去去
~ 。

E腥臭】 xlngchou 11121 C气味）又腥又臭。
U星风血雨】 xTngf岳ng-xuey心风里带有腥气，

血溅得像下雨一样，形容残酷屠杀的景象。也
说血雨腥风。

E腥气E xTng•qi 0 函］腥的气味2 一股子～。＠
［暨腥②：你闯闯这鱼，多～。

E腥躁】 xTngsao 11121 C气味）又腥又膝。

E腥擅E xlngshan ＜书〉［函＠又腥又腥的气

昧，借指丑恶污浊的事物．远彼～。＠指肉

食：不近～。＠指入侵的外敌（含憎恶、蔑视

意） ：扫荡～。

煌 xTng ＜书〉＠火势猛烈。＠火光酬。

, 
x1ng （丁IL)

刑 xing 0 刑罚 2 死～ I it~ I 缓～｜量～｜判
～。＠特指对犯人的体罚：动～！受～。

8 CXing ）面包姓。

E刑场E xingch凸ng 函处决犯人由锁ι0：押赴～o

E刑罚E xingf6 圈审判机关依据刑事法律对罪

犯所施行的法律制裁。
E刑法E xingf凸圈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

行为应受到什么惩罚的法律。
Uf!J法E xing•fa 圈对犯人的体罚z 动了～。
E刑房］ xingf6ng 圈＠旧时掌管刑事案牍的

官吏。＠用刑的房子（多指非法的）＝私设～。
E刑警］ xingjing ~刑事警察的简称。

E刑拘E xingju 画刑事拘留的简称。
E刑具］ xingju 圈用来逼问口供或施加刑法

( xing •fa）的器具，如夹棍、老虎凳、绞架等。
日tl律l xinglu 圈刑法（ xingf凸）：触犯～。

E刑名E xingming [8] 0 古代指法律：～之学。
＠刑罚的名称，如死刑、徒刑等。＠清代指地
方上刑事方面的事务：～师爷。

Uf!J期E xingqT ~ 0 刑罚的期限。死刑和亢
期徒刑没有刑期，有期徒刑、拘役、剥夺政治权
利等有刑期。＠法院宣判的罪犯服刑的期



限。
E刑辱l xingr心〈书〉圈用刑法残害凌辱。
E刑事E xingshl 圃属性词。有关刑法（ xlngfa) 

的z ～犯罪！～案件！～法庭。
E刑事案件E xingshi anj ion 触犯刑法并被提
起刑事诉讼的案件。

E刑事法庭E xingshi f凸ting 负责审理刑事案
件的法庭。简称刑庭。

E刑事犯E xingshifan 圈触犯刑法，负有刑事
责任的罪犯。

E刑事犯罪】 xingshi fanzui 触犯刑法并应受

到法律惩罚的行为。
E刑事警察】 xingshi jlngcha 从事刑事侦查和
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简称刑警。

E刑事拘留E xingshi juliu 公安机关在紧急情
况下依法暂时限制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
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简称刑拘。

日tl事判决】 xingshi panjue 法院就被告人是
否犯罪、应否处刑、如何处刑所做的决定。
町j事诉讼E xfngshi susong 关于刑事案件的

诉讼。
日lj事责任E xingshi zeren 触犯刑法所必须承
担的法律后果。

E刑事侦查E xingshi zh岳ncha 在刑事案件中，

司法机关为搜集证据、查清犯罪事实而进行的
调查活动和采取的必要强制措施。

UflJ庭E xingting 圈刑事法庭的简称。
[jflj讯E xingx1油画通过折磨肉体逼供审讯。
[jflj侦E xingzh由圈刑事侦查g ～人员。

E刑种E xingzhong 函刑罚的种类。一般分为
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

邢 Xing 酬。

／一二 xing 0 走2 步～ l人～道i 日～千里。＠
'I .J 〈书〉路程：千里之～始于足下。＠指旅
行或跟旅行有关的：～装｜～程 i～踪［西欧之
～。＠流动性的；临时性的z ～商 l ～营。＠
流通；推行z ～销！发～ i风～。＠做d、；实施＝
举～｜执～｜试～｜～医 1～骗｜～善｜～不通｜简便
易～ l～之有效。＠表示进行某项活动（多用

于双音节动词前λ 另～通知！即～查复。＠
（旧读 xing）行为：品～ i 言～｜罪～｜兽～。。
圈可以z ～，咱们就照这样办吧｜你不去不～。
＠圃能干；不错z 他样样都会，真～！！这篇文
章写得还～。＠〈书〉圆将要z ～将 1～及半

岁。＠吃了药之后使药性发散，发挥效力 z ～
药。 4) (Xing）圈姓。

另见 516 页 h6ng;517 页怕ng;535

页怡吨。

刑邢行｜ xing I 1465 I 
E行百里者半九十E xing b凸 ill zh岳 ban jiushi 
行程一百里，走了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比喻
事情越接近成功越困难，用于勉励人们做事要

善始善终。
E行翩 xingc6ng ＜书〉圈。指对于出仕和退

隐的处世态度。参看 1580 页【用合行藏1。＠
形迹；底细；来历：露～ i 看破～。

【行草l xingcao 圈介于行书和草书之间的字

体。
【行车E xingch岳圈驾车行驶＝～执照 l安全～

十万公里。

E行程l xingcheng 圈＠路程：～两万余里。

＠进程z 历史发展～。＠发动机工作时活塞
在汽缸中往复运动，从汽缸的一端到另一端的
距离叫作→个行程。通称冲程。

E行船E xingchu6n ~国驾船行驶：～靠舵｜这条
河经过修淡已能～。

E行刺E xingci 画（用武器）暗杀z 图谋～。

E行道E xingdoo 圈旧时指推行自己的政治主

张或学说：立身～。
另见 516 页 h6门g•dao 。

【行道树l xingdaoshu 圈种在道路两旁的成

行的树。
E行动E xingdong 0 画行走，走动：腿受了
伤，～不便。＠画指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

地进行活动 z ～纲领。＠圈行为；举动：～自

由。
【行都E xin~du IEl 旧时指临时的首都。
E行方便E xing fang· bian 给人以便利。

[11'房E xi ng 11 fang [l;!l] 婉辞，指夫妇性交。
E行宫】 xinggong 圈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

居住的宫殿，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官署
或住宅。

E行好E xing11h凸o 画因怜悯而给予帮助或加

以原谅z 热心于积善～的公益事业 i行行好，帮

一帮这些孩子吧。
E行贿l xing11hui E司进行贿赂。

[1于迹l xingji 圈行动的踪迹：～无定。

【行将l xingjiang ＜书〉圃即将；将要：～启程 1

～灭亡。

【行将就木l xingjiang仙；1mu 寿命已经不长，
快要进棺材了。

【行脚E xingjiao 画（和尚）云游四方：～僧 O

[11'劫E xingjie 圈进行抢劫：拦路～。

E行进l xingjin 画向前行走2 ～路线 1 部队沿

山路快速～。
E行经】1 xingjlng 自由来月经。
E行经T xingjlng 圈行程中经过：火车从北京
开出，～天津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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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行径E xingjing 圈行为；举动（多指坏的）：无

耻～。
(t于军E xing;; jun 圈军队进行训练或执行任
务时从→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夜～｜急～o

E行军床E xingjunchuang IEl 可以折叠的床，
用木架或金属架绷着帆布做成．多供行军或野
外工作时用。也叫帆布床。

王三二 E行楷E xingkai 圈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的字

主体。
({j乐E xingl岳〈书〉圃消遣娱乐；游戏取乐。

E行了E xing• le 圃表示结束或制止t ～，没事

就先回去吧 i～，～，别说了。

E行丰Ll xing;; IT 圈＠致敬礼，如鞠躬、举手、作
据等。＠〈方〉送礼。

E行李E xing• Ii IEl 出门所带的包裹、箱子等。
E行李卷儿E xing • liju凸nr ［药铺盖卷儿。

E行猎E xinglie ＜书〉圈打猎z 深山～。

E行令E xing;;ling 圈行酒令：猜拳～。

E行旅E xinglu 0 圈走远路的人z ～往来。＠

国旅行。

E行囊E xingnang ＜书〉画出门时所带的袋子
或包JL o 

E行期】 xingql 画出发的日期＝～在即。
E行乞E xingqT 画向人要钱要饭z 沿路～。
E行腔E xingqiang ml)] 戏曲演员按个人对于曲

谱的体会来运用腔调：～咬字。
E行俏］ xingqiao 圈（商品等）受欢迎，销路好：

节能型空调十分～O
E行窃］ xing;;qie 画进行偷窃2 入室～。

E行筐E xingqie ＜书〉圈出门时所带的箱子。
E行人E xingr岳n 晴在路上走的人z ～走便道。
E行人情】 xing renqing 指向亲友家送礼物或

到亲友家贺喜、吊丧等。
E行若无事］ xingruowushi 指在紧急关头态度

镇静如常。有时也指对坏人坏事听之任之，满
不在乎。

E行色E xingse 圈动身时的神态、情景或气派·

～匆匆 i 以壮～O
({i善E xing;;shan 圈做善事z 积德～。
(1i商E xingshang O IEl 往来贩卖、没有固定
营业地点的商人（区别于“坐商勺。＠画经

商z ～要以诚信为本。
E行尸走肉E xingshl-zourou 比喻不动脑筋、无
所作为、糊里糊涂混日子的人。

E行时E xingshi ml)] （事物）在当时流行认人〉在

当时得势。
E行使E xingshT 巨型执行；使用（职权等〉：～主
权i～公民权利。

E行驶］ xingshT 圈（车、船等）行走2 列车向南

～｜长江下游可以～万吨轮船。

E行事E xingshi 0 ~行为z 言谈～。＠画l 办

事；f故事z ～谨慎l看人脸色～。
E行书E xingshu 圈汉字字体，形体和笔势介

于草书和楷书之间。（图见 514 页“汉字”）

E行署E xingsh心 IEl 行政公署的简称。

E行头E xing•tou 圈。戏曲演员演出时用的
服装，包括盔头、靠、衣服、靴子等。＠泛指服
装（含诙谐意）。

E行为】 xingwei 圈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

活动z ～不端！揭露不法～。
E行为能力E xingw岳i nengli 指能够以自己的

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或资格。
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必须首先具有权利能力，但
具有权利能力的人不一定都有行为能力。参
看 1082 页I权利能力1。

E行为艺术】 xingwei yishu 现代艺术创作方

式之一，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艺术，往往由艺术

家自身或其他人和物通过某些独特的行为来
实现标新立异的构想。

E行文】 xingwen ［到＠组织文字，表达意思：

～简练。＠发公文给（某个或某些单位），～

各地。
E行销E xingxiao 圈向各地销售：～全国。
E行星E xingxlng ［萄沿不同的椭圆形轨道绕太
阳运行的天体，本身不发光，只能反射太阳光。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按离太阳由近而远的次
序，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还有许多小行星。
E行刑E xing;;xing 固执行刑罚，有时特指执

行死刑。

E行凶】 xing;; xiong 圈指打人或杀人z 持刀

～！～作恶。
E行医】 xing;;yl 圈从事医生的业务（多指个人

经营的）：挂牌～｜世代～。
E行营E xingying IEl 旧时指统帅出征时办公的

营帐或房屋，也指专设的机构。

E行辍］ xingyuan 圈行营。

E行云流水E xingyun-liushuT 飘浮的云，流动的

水，形容诗文、书画、歌唱等自然流畅。
E：行者］ xingzh岳圈＠〈书〉行人。＠出家而

未经剃度的佛教徒。
E行政E xingzheng 0 画行使国家权力z ～单

位｜～机构！严格依法～。＠圈指机关、企业、
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z ～人员｜～费用｜一位

副所长管科研，另一位管～。
E行政处罚E xingzheng chufa 国家行政管理
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制裁，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产停业、行政拘留等。
E行政处分E xingzheng ch心fen 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对违法、违纪成员给予的处分，包括

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等。
E行政公署J xingzheng gongsh心。我国解放
前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初期部分地区设立的地
方政权机关，如苏南行政公署、皖北行政公署
等。＠我国某些省、自治区设置的派出机

关。 II 简称行署。
E行政拘留E xingzheng juliu 对违反治安管理
等行为的二种行政处罚。拘留由公安机关裁
决执行。

E行政区E xingzhengqu ［吕设有国家政权机关

的各级地区。
E行政诉讼1 xingzheng susong 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具体
行政行为侵犯其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E行止】 xingzhT ＜书〉圈。行踪z ～无定。＠
品行：～不检i～有亏。

E行装E xingzhuang 画出门时所带的衣服、被

褥等z 整理～。

E行状E xingzhuang 圈旧时死者家属叙述死

者世系、籍贯、事迹的文章，多随外闻分送亲
友。

E行踪l xingzong IE 行动的踪迹（多指目前停

留的地方）．～不定。

E行走J xingzou 圈走①：～如飞。

rm 阳 xing 0 ＜书〉酬。＠圈糖块、
（锡）面剂子等变软：糖～了。＠精神

不振，眼睛半睁半闭：眼睛发～。

另见 1273 页的吨。

王甚仨 xing 0 形状：因～｜方～｜图～｜地～。
JV O 形体；实体：有～｜无～｜～影不离。＠
显露s表现：喜～于色 l～诸笔墨。＠对照z 相

～见她。 8 (Xing）圈姓。

E形变E xingbian 画同体受到外力作用时所发

生的形状或体积的改变。

E形成E xingcheng 圈通过发展变化而成为具
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者出现某种情形或局

面＝销售网已经～｜～鲜明的对比｜～难以打破

的僵局。
［%成层E xingchengceng 圈植物体中的一种
组织，细胞排列紧密，有不断分裂增殖的能力。
形成层的细胞陆续分化而形成韧皮部和木质

部，并使茎或根不断变粗。

E形单影只E xingdan-yTngzhl 形容孤独，没有

伴侣。也说形只影单。
E形而上学E xing' e「shangxue 圈。哲学史
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同

行炀形 l xing J 1467 J 

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
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
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必日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

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
不在于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 II 也叫玄
学。

四格势禁E xingge-shijin 指受形势的阻碍或

限制。

［%骸1 xinghai ＜书〉圈指人的形体：放浪～。

即迹E xingji IE 0 举动和神色z ～可疑。＠

痕迹；迹象2 不留～。＠指礼貌z 不拘～。

四旁E xingpang 圈汉字形声字中跟全字的

意义有关的部分。也叫意符。参看 1467 页
1形声lo

U彭容E xingr6咱＠〈书〉圆形体和容貌z ～

憔悴。＠（司对事物的形象或性质加以描述z

他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

E形容词】 xingr6ngci 函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

或状态的词，如“高、细、软、白、暖和、活泼”。
E形声1 xingsh岳ng 圈六书之一。形声是说字

由“形”和“声”两部分合成，形旁和全字的意义

有关，声旁和全字的读音有关。如由形旁“ f
(7j(）”和声旁“工、可”分别合成“江、河”。形声

字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叫谐声。
E形胜l xingsh岳ng ＜书）~地势优越壮美＝山

Jil～ i～之地。

E形式】 xingshi !BJ 事物的形状、结构等z 组织

～ 1 艺术～｜内容和～的统一。
四式逻辑E xingshi Ju6• ji 关于思维的形式及
其规律的科学。形式逻辑研究概念、判断、推
理等主要思维形式，研究同一律、矛盾律、排中
律等思维规律。

E形式主义】 xingshi zh心yi 0 片面地注重形
式不管实质的工作作风，或只看事物的现象而
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形成的－种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思
潮，主要特征是脱离现实生活，否认艺术的思
想内容，只在表现形式上标新立异。

U彭势E xingshi 函＠地势（多指从军事角度

看），～险要。＠事物发展的状况z 国际～｜客
观～｜～逼人｜～好转。

【形似】 xingsi 画形式、外表上相像z 塑人像不

仅要～，更要神似。

E形态E xingtai 圈＠事物的形状或表现＝意

识～｜观念～。＠生物体外部的形状。＠词
的内部变化形式，包括构词形式和词形变化的
形式。

U衫态学E xingtaixu自圈。研究生物体外部

形状、内部构造及其变化的科学。＠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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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词的形态变化的部分。也叫词法。 I c型号】 xinghao ［盘指机械或其他工业制品的
E形体E xingtl I画＠身体（就外观而言）：～修！ 性能、规格和大小．品种多样，～齐全。
长｜～匀称。＠形状和结构 z 文字的～。 I c型男J xingnan 函时尚、帅气的男子。

U彭象E xingxiang O 强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 I ;fj:主....., xing 蒙阳＜ Xingyang ），地名，

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图画教学是通过｜来（务是）在河南。
～来发展儿童认识事物的能力。＠圈文艺作｜ 另见 1571 页 yingo

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 l 左E ,..,,.. 
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 I inc卸）＠
面貌和性格特征：～逼真｜英雄～。＠画指｜ 占代盛酒的器
描绘或表达具体、生动．语言精练而～。 | 皿。＠〈书〉同

四象大使］ xingxiang dashT 指形象代言人。

m象代言人J xingxiang daiyanren 以个人
形象及影响力为某个领域、单位或产品等进行
推介宣传的人，多为有→定知名度的公众人

物z 企业～｜公益活动～。
E形象工程］ xingxiang gongcheng 指不顾实

际需要，只为装点门面而建设的工程或举行的
活动。也说面子工程。

即象思维E xingxiang sTwei 文学艺术创作

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形象反映生
活，运用典型化和想象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
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叫艺术思维。

E形销骨立E xingxiao g心Ii 形容身体极其消瘦。

即形色色E xingxingses岳圈状态词。各种

各样。
即影不离E xingyTng-buli 像形体和它的影子

那样分不开，形容彼此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U
m影相吊】 xingyTng-xiangdiao 身体和自己

的影子相互慰问，形容孤独。
U阴影单E xingzhT-yTngdan 见 1467 页 1形

单影只］ o
E形制E xingzhi 圈器物或建筑物的形状和构
造·～古朴 i～奇特｜殿字～雄伟。
m状E xingzhuang 圈物体或图形由外部的

面或线条组合而呈现的外表。
rn三状记忆合金E xingzhuang jiyi hejTn 具有
形状记忆功能的合金，能够在某一温度下经塑

性变形而改变形状，在另一温度下又自动变回

原来的形状。简称记忆合金。
It叉 xing （书〉山脉中断的地方；山
RIC隆）口 z 井～（地名，在河北）。
古丸，t xing ＜书〉女子身材修长美好。
只全（娃）
型 xing 0 模型z 纸～ i砂～。＠类型：脸

～｜血～｜小～｜新～｜流线～。
E型钢J xinggang 函断面呈特定形状的钢材
的统称。断面呈L 形的叫角钢，呈u形的叫槽

钢，呈圆形的叫圆钢，呈方形的叫方钢，呈工字
形的叫工字钢，呈丁形的叫丁字钢。

“侧”。tl xing ＜书〉
＠磨刀石。

＠磨制。

锄（制） 可
代
器

，
如
古
的

羹菜盛 锄

皿

'I/ 

xing CTIL) 

元主、 xTng 0 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反～｜内
卢国 ～。＠探望；问候（多指对尊长）：～亲。

＠醒悟；明白 z ～悟 i不～人事。 0 CXTng）圈
姓。

另见 1173 页 sh趴90

E省察E xlngcha 画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

E省墓J xlngmu ＜书） ［到祭扫尊长的坟墓。

E省亲） xTngqTn 画画回家乡或到远处看望父母

或其他尊亲。
E省视l xTngshi 圈。看望；探望：～双亲。＠

省察；审视：～人生 1～自我。

E省思J xTngsT 画画反省，反思：自我～。

【省悟】 xlngwu 圈醒悟。

管 xTng 见附页阳1。

醒 xTng 0 啤酒醉麻醉或昏迷后神志恢
复正常状态：酒醉未～。＠圈睡眠状态

结束，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也指尚未入

睡z 大梦初～｜我还～着呢，热得睡不着。＠画

醒悟；觉悟．猛～｜提～。＠明显；清楚：～目！
～豁。＠画指和Chuo）好面团后，放一会儿，

使面团软硬均匀。

E醒盹JL) xTng;;d心nr （方〉画小睡醒过来。

E醒豁】 xTnghuo ~回意思、表达得明白：道理说

得～。

E醒酒】 xTng;; ji心 (§lj] 使由醉而醒：～汤｜吃个梨

醒醒酒。



E醒木E xlngmu 圈说评书的人为了引起昕众
注意而用来拍桌子的小硬木块。

E醒目E xingmu 圈（文字、图画等）形象明显，

容易看清：大字标题十分～。
E醒牌E xingpi ＜方〉圈。消遣解闷。＠（拿
人）开心；取笑。

E醒悟l xingwu 画在认识上由模糊而清楚，由
错误而正确：幡然～。
搏 . xin口型l按住鼻孔用力的，使

( :t-ili、）鼻运排出 z ～鼻涕。

、

x1ng C TIL) 

\\f rm xlng 兴致；兴趣：豪～ i助～ 1 败
步变（舆）～｜雅～｜游～。

另见 1462 页 xlngo

~冲冲E xingch6ngch6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兴致很高的样子。

E兴高采烈E xinggao cailie 兴致高，情绪热

烈。
E兴会】 xinghui 圈因偶然有所感受而发生的

意趣·乘一时的～，信手写了这首诗。
E兴趣l xingqu 函喜好的情绪：我对下棋不感
～｜人们怀着极大的～参观了画展。

~头】 xing•tou 0 圈因为高兴或感兴趣而
产生的劲头：～十足。＠〈方〉幅高兴；得意：
前呼后拥，好不～。

~头儿上】 xingt6ur• shang ~兴头正足的时
候：人家正在～，你干吗要泼冷水！

E兴味l xingwei 圈兴趣：饶有～ l～索然。

E乓致E xingzhi 画兴趣：～勃勃。

杏 xing ~ 0 杏树，落叶乔木，叶子宽卵
形，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近球形，成熟时

一般黄红色，味酸甜。＠（～儿）这种植物的果
实。 II 有的地区叫于号子。 8 ( Xing）性。

E杏红l xingh6ng 圈黄中带红，比杏黄稍虹的

颜色。
E杏黄E xinghuang 圈黄而微红的颜色。
E杏仁l xingren （～儿）圈杏核中的仁。甜的
一种可以吃，苦的一种可以入药。

E杏眼E xingyan ~指女子像杏核状大而圆的
眼睛z 柳眉～｜～圆睁。

E杏子E xing•zi ＜方〉圈杏①③。
幸 in ＠幸福；幸运z 荣

(006悻）～1 三生有～。＠认为幸
福而高兴：欣～｜庆～｜～灾乐祸。＠〈书〉望；
希望：～勿推却。。侥幸z ～亏｜～免｜～未成
灾。＠〈书〉宠幸g ～臣。＠旧时指帝王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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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巡～。 0 CXing）圈姓。

E幸臣E xingchen ~帝王宠幸的臣子（含贬
义） 0

E幸存E xingcun 圈侥幸地活下来z ～者｜飞机
失事，机上人员无一～。

E幸而E xi吨’自「圃幸亏3 ～及时消除了隐患，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幸福E xingfu O 圈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
生活z 为人民谋～！今天的～是先烈们流血流
汗得来的。 8~国（生活、境遇）称心如意：随着
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

E幸好l xingh凸o 圆幸亏z ～雨不大，不然非淋

成落汤鸡不可。
E幸会E xinghui 圈客套话，表示跟对方相会很

荣幸。
E幸亏E xingkui 团表示由于偶然出现的有利

条件而避免了某种不利的事情z ～他带了雨

衣，不然全身都得湿透！他～抢救及时，才保住
了性命。

E幸免】 xingmian 圈侥幸地避免z ～于难。
E幸甚E xingshen ＜书〉圈＠很有希望，很可
庆幸：剪除奸馁，国家～。＠非常荣幸（多用
于书信） ：承不吝赐教，～，～。

E幸事l xingshi 圈值得庆幸的事。

E幸喜E xingxi 遭到幸亏 s ～有热心人指点，才没

有迷路。
E幸运E xingyun O 画好的运气；出乎意料的
好机会：但愿～能够降临到他的头上。＠圈

称心如意；运气好Z 买彩票得了头等奖，真够～
的。

E幸运儿E xingyun' er 圈幸运的人。
E幸灾乐祸】 xingzai-lehuo 别人遭到灾祸时自

己心里高兴。
性 xing O 性格z 个～！天～！耐～。＠物

质所具有的性能；物质因含有某种成分而
产生的性质s 革古～｜弹～｜药～｜碱～ J 油～υ ＠

后缀。加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抽象
名词或属性词，表示事物的某种性质或性能：

党～｜纪律～｜创造～｜适应～｜优越～ l普遍～！
先天～｜流行～。。画有关生物的生殖或性

欲的：～器官 l～行为｜～生活｜～的知识。＠
性别 z 男～｜女～｜雄～｜雌～。＠自雪表示名词
（以及代词、形容词）的类别的语法范畴。语法
上的性跟事物的自然性别有时有关，有时无

关。如俄语名词有阳、阴、中三性。
E性爱E xing ’。i 圈两性之间的爱欲（就发生性

关系而言）。
E性另1J] xingbie 圈雌雄两性的区别，通常指男

女两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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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性别比E xlngbiebT 圈男性与女性的比例：

防止～失衡。
E性病） xlngblng !Bl 指性传播疾病，即主要通

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如淋病、梅毒、软下捕、
尖锐湿疵、生殖器殖殇等。俗称脏病。

E性感E xlnggan O 圈形体、穿着给人的性别
特征突出、明显的感觉：她很有～。＠圆形
体、穿着上的性别特征突出、明显，对异性富有

诱惑力＝～明星。
E性格E xlngge 圈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

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开朗、刚强、

懦弱、粗暴等。
E性贿赂E xinghuilu !Bl 以满足有权势的人的
性欲为手段变相进行的贿赂。

E性激素E xingjlsu 函由辜丸或卵巢分泌的激

素，如辜酣、雌三醇等。主要作用是刺激生殖
器官的生长和调节生殖器的功能。男子生胡
须，女子乳房发达，都与性激素有关。

E性急E xing;;ji ~回遇事没有耐性，急于去做或
急于达到目的；脾气急z 养病不能～。

E性价比E xingjiabT 圈商品的质量、性能、配置
或服务的范围、水平等与其价格所形成的比

率。
E性交J xingjiao 圈两性之间发生性行为。
E性教育l xingjiaoyu 圈指性知识、性心理和

性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E性灵） xingling （书〉圈指人的精神、性情、情
感等：陶冶～。

E性命］ xingming !Bl 人和动物的生命。
E性命交关E xingming-jiaoguan 关系到人的

性命。形容关系重大，非常紧耍。
E性能】 xingneng 圈机械、器材、物品等所具

有的性质和功能s 这台机器～很好。
E性气E xingqi !Bl 性格；脾气2 ～平和。
E性器官l xingqiguan 圈人和高等动物的生
殖器。

E性侵犯］ xingqlnf归国指对他人采用欺骗、

施暴、教唆及其他方式进行猥亵、性骚扰或强

奸等侵犯行为。

E性情E xingqing !Bl 性格z ～急躁。
E性情中人］ xingqing zhong 陆n 指性情直率、

易感情用事的人。
E性骚扰E xingsao的o 画指用轻侠、下流的语
言或举动对他人进行骚扰（多指男性对女性〉。

E性生活E xingsh岳nghu6 圈指人性交的过程

（多指夫妻之间）。
E性事】 xingshi 圈性生活；房事。
E性心理E xingxlnlT 圈指与性有关的心理活

动。

［＇性行为） xingxingwei 圈生物为繁殖后代、

满足性欲等而进行的与性有关的行为。
E性欲J xingyu !Bl 对性行为的欲望。

E性征】 xingzheng 圈区别人和动物性别的身

体特征。如辜丸、阴茎、精囊和前列腺等是男
性的性征；卵巢、阴道、子宫和输卵管等是女性
的性征。

E性质】 xingzhi 画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

的根本属性。

E性状E xingzhuang 函性质和形状2 土壤的理

化～。

E性子E xing • zi 圈。性情；脾气z 急～！使～｜
这匹马的～很烈。＠酒、药等的剌激性：这药

～平和。

姓 xing 0 !Bl 表明家族的字：～名！贵～
＠画姓是……s 以……为姓：你～什

么？ I 他～张，不～王。 8 (Xing）圈姓。

E姓名） xingming 圈姓和名字。

E姓氏E xingshi 画表明家族的字。姓和氏本

有分别，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后来说姓

氏，专指姓。
--1-J.-o v ;nn 旧 1ζ

千于（~蕃） A 门臼 ~, 

E存菜E xingca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略呈
圆形，浮在水面，根生在水底，花黄色，葫果椭
圆形。茎可以吃，全草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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悻 xing 见下。

E悻然E xingr6n E怨恨愤怒的样子。
E悻悻】 xingxing 圃＠怨恨愤怒的样子z ~ 

而去。＠失意的样子：～而归。

婷 xing ＜书〉倔强固执： -=:to 

亡二豆Ifui配工监L」

凶 i ng 0 不幸的（形容死
（＠＠头兑）亡、灾难等现象， J!~“古”相

对）：～事｜～信。＠指年成很坏z ～年。＠
Ifill 凶恶 2 穷～极恶 l这个入样子真～。。圈

厉害2 病势很～！闹得太～。＠指杀害或伤害
人的行为z 行～！～犯。＠指行凶作恶的人z
正～｜帮～｜元～！真～。

E凶案E xiong ’ an !Bl 杀人的案件。
E凶巴巴】 xiongbaba c～的）〈方＞ Ifill 状态词。

凶狠的样子z 那人瞪着眼珠子，看上去～的。



E凶暴E xiongbao 圈（性情、行为）凶狠残暴z

脾气～ l～残忍。
E凶残E xiongc6n 匮凶恶残暴z ～成性｜手段

~ 。
E凶恶E xiong’自圆（性情、行为或相貌等）凶狠
恶毒，十分可怕 z ～的目光l～的敌人。

E凶犯J xiongfan IE] 行凶的罪犯z 杀人～o
E凶悍E xionghan 圈凶猛强悍z 为人～。

E凶耗E xionghao ［昌人死亡的消息。
E凶狠E xionghen E国＠（性情、行为）凶恶狠

毒z ～的革才狼。＠猛烈＝扣球～。
E凶横E xiongh岳『19 G理凶恶蛮横飞满脸～！态度
粗暴，说话～O

E凶狂E xiongku6ng 圃凶恶猖狂。

E凶猛J xiongmeng 回国（气势、力量）凶恶强大z

来势～｜虎豹都是～的野兽。
E凶年E xiongni6n ＜书〉函荒年＝～饥岁。
E凶虐E xiongnue U写凶恶暴虐。
E凶气E xiongqi 圈凶狠的气势g凶恶的神色z
一脸～。

E凶器J xiongqi 圈行凶用的器具：杀人～。

E凶杀E xiongsha 画杀害人命：～案 l惨遭～o
E凶煞E xiongsha IEJ 凶神。
E凶神E xiongsh创圈凶恶的神，常用来指凶
恶的人z ～恶煞。

E凶手E xiongsh凸u 圈行凶的人。
E凶死E xiongsi 圈指被人杀害或自杀而死。

E凶嫌E xiongxi6n ＜方〉圈凶杀案的犯罪嫌疑
人。

E凶险E xiongxian 回国＠（情势等）危险可怕 z

病情～｜地势～。＠凶恶阴险＝～的敌人。
E凶相E xiongxiang 圈凶恶的面目 s凶恶的相

貌2 ～毕露！一脸的～。
E凶相毕露E xiongxiang bilu 凶恶的面目完全
暴露。

E凶信E xiongxln （～儿）强不好的消息，特指

人死亡的消息：报～。
E凶焰E xiongyan 圈凶恶的气焰。

E凶宅E xiongzhai 固不吉利的或闹鬼的房舍

（迷信）。
E凶兆E xiongzhao 画不吉祥的预兆。

兄 x问＠哥哥z 父～1~~1从～＠亲
戚中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表～。

＠对男性朋友的尊称z 仁～O

E兄弟E xiongdi 圈哥哥和弟弟z ～二人。～单

位i～部队l～民族。
E兄弟E xiong· di ＜口〉圈＠弟弟。＠称呼
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亲切口气）。＠谦
辞，男子跟辈分相同的人或对众人说话

凶兄主主匈汹汹匍胸J__三l己ng I 1411 I 

时的自称：～我刚到这里，请多多关照。
E兄弟阅墙】 x iongdi-x iq iang 《诗经·小雅·常

楝》z“兄弟阅于墙。”兄弟在家争吵。后用来比

喻内部相争。
E兄长E xiongzhong 圈。兄①。＠对男性朋

友的尊称2 请～指教。

考 xiong 见下

E兰吉劳E xiongqi6『19 吕E 川主~o
匈巾g （书〉同‘‘胸”

E匈奴E Xio『19『1u 圈我国古代民族，战国时游
牧在燕、赵、秦以北。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
部，北匈奴在 1 世纪末为汉所败，因迁。南匈

奴附汉，两晋时曾先后建立前赵、夏、北凉等

政权。

立 V … * xiong 见下。
IBIC剂、：掏、 3啕）
E汹汹E xiongxiong 同“汹汹”③。

、 t xiong 水向上翻腾z ～涌。
、 （可匈） "' 
【汹汹E xiongxiong ~回＠〈书〉形容波涛的声

音： l皮声～ i波浪～。＠形容声势盛大的样子
（多含贬义），气势～ l来：势～。＠〈书〉形容争
论的声音或纷扰的样子＝议论～｜天下～，干戈
四起。也作汹汹。

【汹涌J xiongy凸ng 画（水）猛烈地向上涌或向

前翻滚z ～澎湃｜波涛～。

陶 , xiong ＜书〉恐惧蜻骇。
（号，凶）

胸 ~ xion口＠剧叫…部分，在
了霄）颈和孟之间。（图见 1159 页忱

的身体”）＠指心里（跟思想、见识、气量等有
关头心～l～有成竹 1～无点墨。

E胸次E xiongcl ＜书〉画＠心里；心情s ～舒

畅。＠胸襟②z ～宽广。

U句骨E xiongg心圈人和高等动物胸腔前面正

中央的→根剑形的骨头，两侧与肋骨相连。胸
骨、胸椎和肋骨构成胸腔。（图见 468 页“人的
骨筋’’）

U句花E xionghua C～儿）圈佩戴在胸前的→种

装饰品，多为花形。
U匈怀E xi6nghu6i O 圆心里怀着z ～大志｜～

祖国，放眼世界。 81El 胸襟②g ～狭窄！～坦

荡 i宽广的～。＠圈胸部3胸膛Z 敞着～。

盯匈襟E xiongjln IE] 0 抱负 F气量2 伟大的～ l

～开阔。＠心胸s心怀z 荡涤～。＠胸部的衣
襟z ～上戴着一朵大红花。

E胸卡E xiongka IE] 戴在胸前表示身份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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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标志，上面一般写有姓名、职务，有的还带有
本人照片n 也叫胸牌。

E胸口】 xiongk凸u 圈胸骨下端周围的部分。

U匈膜E xi6ngm6 ~包在肺脏表面和贴在胸

腔内壁的两层浆膜。这两层薄膜两端连在一
起，当中形成囊状的空腔，叫胸膜腔，腔内有少
量液体，可以减少两层薄膜的摩擦。旧称肋

膜。
盯匈牌l xi6ngp6i 圈胸卡。
U匈脯】 xiongpu （～儿）圈指胸部：挺着～儿。

U句鳝E xiongqi ~ 鱼类胸部的鳝，在姆的后

面，左右各一，是鱼类的运动器官。（图见
1027 页“鳝”）

U匈腔l xiongqiang ~体腔的一部分，是胸

骨、胸椎和肋骨围成的空腔，上部跟颈相淫，

下部有踊和腹腔隔开。心、肺等器官都在胸

腔内。

U匈墙E xi6ngqi6ng ~ 0 齐胸高的矮墙。＠

为了便于射击和阻挡敌人的火力可能造成的

损害，在掩体前面和战壤边沿用土堆砌起来的

矮墙。

U句膛E xiongt6ng 圈胸①z 挺起～。

E胸围E xiongwei 圈围绕胸部一周的长度。
U匈无点墨E xiongwudianmo 形容读书太少，

文化水平极低。
E胸像E xiongxiang 圈腰部以上的半身人像。

U句臆E xiongyi 圈指心里的话或想法：直抒

～｜倾吐～。
盯匈有成竹l xiongyouchengzhu 画竹子时心

里有一幅竹子的形象（见于宋晃补之诗“与可

画竹时，胸中有成竹”，与可是宋代画家文同的

字）。比喻做事之前已经有通盘的考虑。也说

成竹在胸。

U匈章E xiongzhang 圈。佩戴在胸前表示身

份或职务的标志。＠佩戴在胸前的奖章、纪

念章等。

U匈罩l xiongzhao 圈妇女保护乳房使不下垂

的用品。也叫乳罩、文胸。

盯匈针E xiongzh岳n 圈佩戴在胸前的一种装饰

品，多用别针固定。
U句中无数E xiongzhong-wushu 指对情况和

问题了解不够，处理事情没有把握。也说心中

无数。
盯匈中有数E xiongzhong-youshu 指对情况和

问题有基本的了解，处理事情有一定的把握。
也说d心中有数。

E胸椎E xiongzhul 圈胸部的椎骨，共有 12 块，

较颈椎大。（图见 468 页“人的骨僧”）

,, 
xiong c 丁LJL.)

雄 xi6ng 0 圃属性词。生物中能产生精
细胞的（跟“雌”相对）：～性 l ～鸡｜～态。

＠有气魄的：～伟｜～心 l～姿。＠强有力的z
～兵！～辩。＠强有力的人或国家：英～｜战
国七～。 0 CXi6ng）圈姓。

E雄辩E xi6ngbian O 圈强有力的辩论：事实

胜于～。＠圈有说服力：最～的莫过于事实｜
事实～地说明，这项改革是必要的。

E雄兵E xi6ngblng ~强有力的军队z ～百万。

E雄才大略】 xi6ngc6i-dalue 杰出的才智和宏
大的谋略。

E雄大l xi6ngda I!国（气魄）雄壮有力。

E雄IXll xi6ngf岳ng 圈。〈书〉强劲的风。＠

威风：老将～犹在｜转战千里，～大振。
E雄蜂】 xi6ngf岳ng 圈雄性的蜂类。特指雄性

的蜜蜂，是由未受精的卵子发育而成的，身体
比工蜂大，比蜂王小，头圆，尾粗，没有毒刺，与
蜂王交配后即死亡。

E雄关E xi6ngguan 圈险要的关口：～险隘。

E雄厚】 xi6nghou 圈（人力、物力等）充足g 师

资力量～｜～的资金｜学科基础～。
E雄花】 xi6nghua 圈只有雄恋的单性花。

E雄黄E xi6nghu6ng 圈矿物，成分是硫化碑，

情黄色，有光泽。用来制农药、染料等，可人
药。也叫鸡冠石。

E雄黄酒l xi6nghu6ngjiu ~掺有雄黄的烧酒，
民间在端午节时饮用。

E雄浑E xi6nghun E国雄健浑厚；雄壮浑厚z 笔

力～｜音调～，节奏沉稳。
E雄健E xi6ngjian E国强健有力 2 ～的步伐。

E雄杰E xi6ngji告〈书＞ 0 ~才能出众g ～之

士。＠画才能出众的人：一代～。
E雄劲E xi6ngjing E国雄壮有力＝气势～。

E雄赳赳］ xi6ngjiujiu （～的）圃状态词。形容
威武z ～，气昂昂。

E雄奇】 xi6ngqi lllil 雄伟奇特：～的雪峰｜高原

景色～壮美。

E雄起E xi6ngql ＜方〉圈强有力地奋起2 只有

奋力拼搏，中国足球队才能真正～。
E雄蒋】 xi6ngrul 南花的主要部分之一，一般

由花丝和花药构成。雄草草成熟后，花药裂开，
散出花粉。（图见 555 页“花”）

E雄师］ xi6ngshl i组雄兵z 百万～。

E雄视】 xi6ngshi 画豪迈地注视，指称雄：～

天下 j其诗文～百代。



E雄图E xi6ngtu 圈伟大的计划或谋略。
E雄威］ xi6ngw岳iO 圃雄壮威武。＠圈强
大的威势z 重振～o

E雄伟］ xi6ngw岳i 圈。雄壮而伟大z 气魄～1
～的天安门。＠魁梧；魁伟：身材～。

E雄文E xi6ngwen 强气势磅哥哥、内容博大精深
的文章或著作。

E雄心E xi6ngxln 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2 ～壮

志 l～勃勃。
E雄性E xi6ngxing 圈生物两性之一，能产生

精子z ～动物。
E雄鹰E xi6ngylng 画雄健勇猛的鹰z ～展翅。

八架受阅的～编队飞过广场上空。
E雄主E xi6ngzhu 画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E雄壮】 xi6『igzhuang 晒＠（气魄、声势）强大2

～的步伐｜歌声～，响彻云霄。＠（身体）魁梧

强壮：身材～。

E雄姿E xi6ngzl 圈威武雄壮的姿态·晨曦中，
山海关城楼的～隐约可见。
合!:;l 1 xi6ng 圈＠哺乳动物，头大，尾巴短，

只民 四肢短而粗，脚掌大，趾端有带钩的爪，
能爬树。主要吃动物性食物，也吃水果、坚果
等。种类很多，如棕熊、马来熊、黑熊。有的地

区叫熊瞎子。 8 CXi6ng）姓。
合~2 xi6ng （方〉＠圈怯懦；能力低下：你
J、、 也真～，一上阵就败了下来。＠圈斥责＝
挨～｜～了他一顿。

E熊包E xi6ngbao ＜方〉圈懦弱、元能的人。
E熊猫E xi6ngmao [Bl 大熊猫。

E熊市E xi6ngshi 圈指价格持续下跌，成交额

下降，交易呆滞的证券市场行情（跟“牛市”相

xt）。
E熊瞎子E xi6ngxia· zi ＜方〉圈熊1 ①。

E熊熊E xi6ngxi6ng 圆形容火势旺盛z ～烈

火l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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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1 xiu O 停止；罢休（事情）：～会｜争论不
～。＠画休息·～养 l～假 i退～ i这个

些些~复休 l xiong 旦旦旦翌巳

星期任务太多，少～一天。＠画旧时指丈夫

把妻子赶回娘家，断绝夫妻关系：～妻 l～书。

＠圃表示禁止或劝阻（多见于早期白话）：～

得无理［闲话～提）～要胡言乱语。 0 CXiO）圈
姓。

休2 削〈书〉吉庆机～咎叫｜～戚

E休耕］ xiOg岳ng 画为了恢复耕地的地力，在三三
一定的时间内停止耕种ο 主主

E休会】 xiO;;hui ~副会议在进行期间暂时停止毛主

开会z ～一天。

E休假E xiO;;jia rnw 按照规定或经过批准后，停

止一定时期的工作或学习：因病～！休了一个
月假。

E休克】 xiuke O 国…种细胞急性缺氧综合

征。主要症状是血压下降，血流减慢，四肢发
冷，脸色苍白，体温下降，神志不清甚至昏迷
等。＠匾自发生休克2 因为流血过多，他已经～
了。〔英 shock]

E休自民E xi Om ion 画某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的
变化，生命活动几乎到了停止的状态，如蛇到

冬季就不吃不动，植物的芽在冬季停止生长
等。

E休眠火山E X』Omian huoshan 历史上曾经活
动过，长期以来处于静止状态，但仍有可能喷
发的火山。

E休牧E xiumu 画面为了使牧场的牧草恢复生

长，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放牧。
E休戚E xiOql [Bl 欢乐和忧愁，泛指有利的和不

利的遭遇2 ～相关｜～与共。
E休戚相关E x iOq 1-x iangguan 彼此间祸福互

相关联。
E休戚与共E xiuql-v凸gong 彼此共同承受幸福
与灾祸。

E休想E xiOqi 画休息：路边设有座椅，供行人
~ 。

E休市E xiOshi 画交易市场因节假日等原因暂

停交易 2 春节期间股市～一周。
E休庭］ xiOting 圃指法庭审理程序暂停，以便

庭审人员休息或进行合议。
E休息】 xiO• xi 圈。暂时停止工作、学习或活
动，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和脑力．走累了，找
个地方～～l既要有紧张的工作，又要有适当的
～。＠指睡觉2 夜里～不好，白天也没精神！这
么晚了，还没～？

E休闲E xi0xi6n l'l自＠休息；过清闲生活z ～场

所。＠（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一年不种作物2
～地。

E休闲服】 xiuxianfu I重休闲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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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休闲装】 xiOxianzhuang 圈适合休闲时穿的
比较宽松、随意的服装（区别于“正装’勺。也叫
休闲服。

E休想l xiuxiang 圈别想；不要妄想z ～逃脱i

你要骗人，～！
E休学E xiO;;xue 理国学生因故不能继续学习，

经学校同意，暂停学业，仍保留学籍 z 他因病休

了一年学。
E休养］ xiOy凸ng 巨型。休息调养2 ～所｜他到
北戴河～去了。＠恢复并发展国家或人民的

经济力量z ～民力。
E休养生息E xiuy凸ng-shengxi 指在国家大动

荡或大变革以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发
展生产，恢复元气。

E休业E xiO;;ye 圃＠停止营业＝～整顿。＠
结束→个阶段的学习。

E休渔E xiuyu 画为保护渔业资源，在一定时期
和范围内停止捕鱼：～期 l 南海海域实行伏季
～制度。

E休战E xiu;;zhan 画交战双方暂时停止军事

行动。
E休整E xiuzh岳ng 圈休息整顿z 利用战斗空隙

进行～o
E休止］ xiOzhl 画停止：这座火山已进入～状
态。

E休止符】 xiuzhlfu 圈乐谱中用来表示音乐停
顿时间长短的符号。作风建设是持久战，没有
~ 。

日休 xiO ＜书〉川说话；喧扰。

［~休时中E xiuxiO 匮费＠形容喘气的声音：～的

鼻息 i～地喘气。＠形容某些动物的叫声：小
鸭～地叫着。

/1h1 xiu O 修饰z 装～｜～
i乡 co-@6喃）辞。＠圈修理；整治z
～车｜～桥补路｜一定要把淮河～好。＠［到写号

编写z ～函 l～史 l～县志。。圃（学问、品行
方面）学习和锻炼：～养｜～业！进～｜这学期多
～了两门课。＠画修行z ～炼 i～仙。＠画
兴建；建筑z ～建 i ～水库｜新～了一条铁路。
＠圈剪或削，使整齐2 ～树枝｜～指甲。＠指
修正主义2 反～防～。 Ci) (XiO)IBJ 姓。

』自峰，2 A xiO 〈书〉 长； 高z ~ 长 | ~ 

4乡（才膺）竹。
E修补l xiObO 圈修理破损的东西使完好z ～

轮胎 l～渔网。

E修长E xiuchang E国细长z 身材～。
E修辞E xiOci 0 圈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
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口

＠圈修辞学。

E修辞格E xiucige ［萄各种修辞方式，如比喻、
对偶、排比等。

E修辞学E xiucixue 圈语言学的→个分支，研

究如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
E修道E xiu;;dao 画面宗教徒虔诚地学习教义，

并且把它贯彻在自己的行动中。
E修道院E xiudaoyuan 圈天主教和正教教徒

出家修道的机构。在天主教会中，也指培养神
父的机构。

E修订E xiuding 画修改订正（书籍、计划等） : 
～本｜～教学大纲。

E修短】 xiuduan ＜书＞~长短z ～合度。

E修复E xiuf1江圃修理使恢复完整：～河堤｜～
铁路。～两国关系。

E修改l xiug凸l 圈改正文章、计划等里面的错

误、缺点z ～初稿｜～章程｜～计划。
［~彦盖E xiugai 画修建（房屋） ： ～教学楼。

E修函E xiuhan ＜书〉圈写信。

E修好］1 xiO;; h凸0 （方〉画行好5行善z ～积

德！您修修好吧，再宽限几天。
E修好T xiuhao ＜书〉画亲善友好z 两国从此

~ 。

E修剪】 xiujian 画面＠用剪子－类的工具修（枝
叶、指甲、毛发等） ： ～松墙！八字胡～得十分整
齐。＠修改剪接g ～影片。

E修建】 xiujian 圈施工（多用于土木工程）：～

铁路。
E修脚E xiu;; j i凸0 ~修剪脚指甲或削去脚上的
茧子。

E修旧利废E xiuj iu”lifei 修理和利用废旧物品，
使再发挥作用。

E修泼E xiujun [;i)] 修理疏通z ～河道。
E修理】 xiOil 圈＠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
形状或作用：～厂｜～机车。＠修剪①z ～树
木。＠〈方〉整治②z 把他～了一顿。

E修炼E xiulian 圈指道家修养练功、炼丹等活

动。～内功，提高自身素质。
E修面E xiu;;mian ＜方〉圈刮脸。

E修明l xiuming ＜书〉画指政治清明。

E修女l xiunu 圈天主教和正教中出家修道的
女教徒。

［~彦配E xiupei 圈修理机器等的损坏部分，配
齐其中残缺的零件：汽车～厂。

E修聋E xiuqi 圈修缮：房屋～一新。

E修缮E xiushan 圈修理（建筑物） ： ～厂房。
E修身l xiush岳n 圈指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

养z ～养性。
E修史】 xiushl ＜书〉圈编写史书g 直笔～。



[f~士E xiushi 圈天主教和正教中出家修道的

男教徒。
E修饰E xiush) fNll 0 修整装饰使整齐美观2 ～

一新。＠梳妆打扮z 略加～，就显得很利落。
＠修改润饰，使语言文字明确生动s 你把这篇
稿子再～一下。

E修书E xiushu ＜书＞ I到＠编篡书籍。＠写

｛言：～一封。
E修为E xiuwei O ＜书〉圈修行；修炼z 虔心
～。＠画修养；境界z 高尚的人格～。

E修背底德陷阱E Xiuxldide xianjing 古希腊
历史学家修背底德提出的观点，认为在国际关
系中，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
国，而现存的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双
方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冲突和战争的危险g 只

要世界各国坚持合作、对话、协商的政策互动，

就可以避免～。
［~彦仙E xiu;;xian 圈炼丹服药，安神养性，以求

长生不老（迷信）。
E修宪E xiuxian 画修改宪法。

E修行E xiu·xing 圈佛教徒或道教徒虔诚地学

习教义，并照着教义去实行z 出家～。
E修养E xiuy凸ng 圈＠指理论、知识、艺术、思、

想等方面的一定水平：理论～｜文学～｜他是一

个很有～的艺术家。＠指养成的正确的待人
处事的态度：这人有～，从不和人争吵。

E修业E xiuye 圈（学生）在校学习：～期满。

E修造l x』uzao 圈。修理并制造2 ～农具｜～
船只。＠建造：～厂房｜～花园。

E修整E xiuzh岳ng 圈修理使完整或整齐2 ～农

具l～篱笆。
E修正l xiuzheng 画修改使正确2 ～错误｜经

过核对材料，～了一些数字。
E修正主义E xiuzheng zh心yi 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对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则进行歪曲、篡改、否定的资产阶级思潮。
在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

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
机和政治危机。在哲学上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思潮以伯恩施坦、考茨
基为代表。

E修筑E xiuzhu iz;国修建（道路、桥梁、房屋等），
～机场 l～码头 l～工事。

麻川〈书〉庇荫；保护。

惰1 削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制为干肉，
占时弟子用来送给老师当作见面礼） : ~ 

金1束～。

修麻惰羞锵章体健｜ xiu I 1475 j 

倚2 剧。见山页“修”。＠（×iu ）圈
I fl 姓。

羞1 削们的别人笑话的心理和表情：
难为情；不好意思：怕～ i害～｜～得低下

了头。＠匾国｛吏难为情：用手指划着脸～他。

＠羞耻z 遮～｜～辱。＠感到耻辱：～与为
伍。
羞2 xiu ＜叫“霄，。

E羞惭l xiucan 圃羞愧：满面～。

E羞耻E xiuchi 圈不光彩；不体面：不知～。
E羞答答E xiudada （～的）圈状态词。形容害
羞g 姑娘低着头，～地不说话。也说羞羞答答。

E羞愤E xiuf岳n 11回羞愧和愤恨z 一脸的～。
E羞花闭月l xiuhua也iyue 见 71 页【闭月羞花］o

E羞口E xiukou E型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他

想说，可又感到～。

E羞愧E xiukui Z回感到羞耻和惭愧：～难言。
E羞明E xiuming 圃畏光的旧称。

E羞郝E xiunan ＜书〉圈因害牒而红了脸的样
子。

E羞怯】 xiuqie ll!2l 羞涩胆怯：孩子见了生人还
有几分～。

E羞人E xiu;;ren 圈感觉难为情或羞耻z 羞死
人们这话说出来多～！

E羞人答答E xiurendada （～的）回国状态词。
形容自己感觉难为情。

E羞辱E xiuru O 圈耻辱。＠画使受耻辱：
～了他一顿。

E羞牒E xiusao 圈。害牒3害羞z ～得满脸通
红。＠使羞牒z 不要～人家。

E羞涩E xi us岳圈难为情，态度不自然：他站在
讲台上，～地看着大家。

E羞恶l xiuwu ＜书〉圈对自己或别人的坏处
感觉羞耻和厌恶z ～之心。

E羞羞答答E xiu·xiudada （～的）圈状态词。
羞答答。

E羞与为伍E xiuyuw岳iwu 把跟某人或某类人
在一起看成羞耻的事情。

a.ro iu 见下。

惘（俯）
E偶鹊E xiuliu 圈鸟，羽毛棕褐色，有横斑，尾巴

黑褐色，腿部白色。脸部羽毛略呈放射状，头
部没有角状的羽毛。捕食鼠、兔等，对农业有
益。

乡休削见9叫貌和。
锺＂＂＇－ xiO ＜书〉滋味好的食物z 卜。

（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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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 … 圳〈书〉把漆涂在器物上 I 貌楠，内心聪慧（多指女子）
（嗓） I E秀剧州y凸圈秀丽雅致；秀丽文雅。

蝙削圈竹节虫。 I C＊~l 刘的i 圃秀丽而酬： )Xl.~～｜书法～｜
| 诗句清新～。

v 
xiu <II叉）

朽仙。画腐烂（多指木头）：～木｜这根
柱子～了。永垂不～。＠衰老：老～。

E朽败l xi心bai 圈朽坏z ～不堪。

E朽坏E xi凸huai i到腐朽毁坏＝门窗～。
E朽烂］ xiulan 圈腐朽g朽坏z 木头～。
E朽迈】 xi心mai （书〉圈老朽①。

E朽木E xi心mu 圈。烂木头：～枯株。＠比
喻不可造就的人：～粪土。

宿 ~ xi心国用于计算夜：住了一～ l
（宿）谈了半～！三天两～｜整～没睡。
另见 1249 页 SU;1477 页 xiu 。

肩 x泊〈书〉臭泪水。

、

xiu <II叉）

秀1 圳＠画植物抽穗开花（多指庄稼）：
～穗｜六月六，看谷（粟）～。＠凸出；高

出 z 一峰独～｜木～于林，风必摧之。＠清秀＝
～丽 i眉清目～｜山清水～ l～外慧中。＠聪明；

灵工5：内～！心～。＠优异z 优～。＠优异的
人才z 新～｜后起之～。 0 CXiu）圈姓。

秀2 xiu 表演；演出：作～ l 时装～｜泳装～
［英 show]

E秀才E xiu•cai [BJ 0 明清两代生员的通称。＠

泛指读书人。
E秀场E xiuch凸ng 国表演、展示的场所z 百姓

～｜国际车展成为各汽车厂商最大的～。
E秀发E xiufa [BJ 秀丽的头发：一头长长的～。
E秀丽l xiuli 圃清秀美丽＝容貌～l～的桂林山
水。

E秀美E xiun由回清秀美丽z 仪容～！山JI/ ～。
E秀媚E xiumei E园秀丽抚媚2 容貌妓好～。
E秀气E xiu•qi 圃＠清秀z 眉眼长得很～｜他
的字写得很～。＠（言谈、举止）文雅。＠（器

物）小巧灵便z 这把小刀儿做得真～。
E秀色E xi use 函美好的景色或容貌：丽姿～。
E秀色可餐E xius'3-k岳can 形容女子姿容非常

美丽或景物非常优美。
E秀外慧中］（秀外惠中） xiuwai-huizhong 容

自由削＠〈书〉山洞：白云出～。＠〈书〉
阳山z 远～。＠〈方）~虫鸟禽兽的巢穴g

蜂～！狗～ i鸡～。
E曲曲二五E xiuyu 睛一种玉石，常见的为绿色，微

透明，状似冻胶，有蜡样光泽，质地细腻，硬度
2. 子－5. 5。盛产于辽宁蛐岩。可用来做装饰

品或雕刻材料。

南 xiu （书〉有瑕疵的玉

臭 xiu 0 气味z 乳～ i 空气是无色无～的气
体。＠〈书〉同“嗅”。

另见 187 页 chou 。

袖削＠（～儿）刷子：～口 I m~JLo 8 
圈藏在袖子里z ～着手！～手旁观。

E袖标E xiubiao 圈一种戴在袖子上的标志。

E袖镖l xiubiao 函藏在衣袖里暗中投出的镖。

E袖管E xiugu凸n （方〉圈。袖子。＠袖口。
E袖箭l xiujian 画藏在衣袖里暗中射出的箭，

借着弹簧的力量发射。

E袖口E xiukou （～儿）~袖子的边缘。
E袖手旁观E xiushou-pangguan 比喻置身事
外或不协助别人。

E袖筒E xiutong （～儿）圈袖子。
E袖章E xiuzhang 圈套在袖子上表示身份或

职务的标志。
E袖珍】 xiuzhen 圃属性词。＠体积较小便于

携带的 z ～本 i ～词典｜～收音机。＠泛指小
型的叶、巧精致的：～园区｜～博物馆。

E袖子E xiu•zi 圈衣服套在胳膊上的筒状部分。

。是 xiu 0 画用彩色丝、绒、

功（锈、销）棉线捕、布等上面做成
花纹、图像或文字：刺～｜～花儿！～上几个字。
＠绣成的物品2 苏～ i 湘～o

E绣房E xiufang 圈旧时指青年女子住的房间。
E绣花E xiu;;hua c～儿）圈绣出图画或图案。
E绣花枕头E xiuhua zh部•tou 比喻徒有外表

而元学识才能的人。也比喻外表好看而质量不
好的货物。

E绣球E xiuqiu ~用绸子结成的球形装饰物。
【绣像l xiuxiang I画＠绣成的人像。＠指画

工细致的人像z ～小说（旧时卷首插有绣像的

通俗小说）。

E绣鞋E xiuxie [BJ 妇女穿的绣着花的鞋。

臻 xiu （书〉像玉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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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ι 削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上｜窘 XU ＜耕田皮骨相离的声音：～然街
了宿）某些星的集合体叫作宿．星～ I I （响）然，割草M聪明于《庄子·养生

二十八～。 I 主》）。
另见 1249 页 SU;1476 页 x的。 | 另见 559 页 hua 。

锈 川＠町、铁等金属｜须1 XU 0 圈助动词。须要z 务
（锈、销）表面由于氧化而形成的物｜三贝（须）～｜必～1～知 l 事前～做好准备。

质。＠附着在器物表面，像锈一样的物质z 水｜ 8 CXO）圈姓。
～ l茶～。＠圈生锈z 刀刃都～了｜锁～住了，川西 xO ＜书〉等待；等到j 0 

开不开。＠圈指锈病：查～灭～。 l 须－（须）
E锈病E xiublng 圈由真菌引起的植物病害。 Irr丐 xO 0 原来指长在下巴上的胡
发生病害的植物叶子和茎出现铁锈色的斑点， 1 至in- （鬓）子，后来泛指胡须＝～发｜～眉。
产量受到影响。 | ＠须子2 触～ i花～。

E锈蚀】 xiushi [NJ] C金属）因生锈而腐蚀z 铁环 l E须发l xufa IEl 胡须和头发2 ～皆白。
～了 l古钟上文字清晰，没有～。 I I：须根E xOgen 圆根的一种，这种根没有明显
嗅削圈用鼻子辨别气191< ;ll:il' ：～觉！小狗 l 的蝉，只有许多细长像胡须的根。一般单子

在他腿上～来～去。 | 叶植物都有须根，如小麦、稻等。
E嗅觉E xiujue 圈鼻腔教膜与某些物质的气体 l c页眉l xOmei 圈＠胡须和眉毛：～皆白的老
分子相接触时所产生的感觉：～灵敏。政治｜ 人。＠指男子2 堂堂～ l 巾幅不让～。

／［须弥座E xumizuo 画＠指佛像的底座。＠
眼神经E X』ushenjlng 圈第一对脑神经，从大｜ 指佛塔、佛殿等的一种底座。现弥，古印度神
脑的前下部发出，分布在鼻秸膜中，主管嗅觉。｜ 话中的高山名，梵 Sume叫
集 xiu 圈非金属元素，符号 Br。棕红色液 l 颐组 xusheng 时生

体，有刺激性气味，易挥发。对皮肤和蒙古 le须要E xuyao 画助动词。一定要z 教育儿童
膜有酬的腐蚀性。用来制染料、药品等。 | ～耐心。

裹（嚷） xiu ；书〉同袖”。 l~I~~~且可短的时间对刻＝～不
E须知E xuzhl O [EJ 对所从事的活动必须知道
的事项（多用于通告或指导性文件的名称） : 仁二豆豆于再） ~ 

、丁吃 •－~ xO （书〉＠夸口。＠大＝～漠
L了（苛）（大计〉。
士;f xO （方〉函集市：～市l赶～｜～镇。

-J 另见 1360 页 w岳1 。

[:l:f场l xuch6ng ＜方〉画集市。
E好期） xOql （方〉画好日。
E士于日E xuri ＜方〉画集日。也叫好期。
叶子 XU IEl 地支的第十一位。参看 421 页

1~～ i干支］。
另见 1081 页 •quo

E戍时E xOshi 圈旧式计时法指晚上七点钟到

九点钟的时间。

日干 XO （书〉＠叹气z 长～短叹。＠圃表
J 示惊异z ～，是何言坎！

另见 1594 页 y0;1603 页 y心。

E吁吁） xOxO 阻图形容出气的声音＝气喘～。

吁 xO 0 （书〉太阳刚出时的样子。＠
CXO）吁江，水名，又地名，都在江西。

H于 XU （书〉睁卅跟精向上看。

游览～｜考试～！大会～。＠毒面一定要知道2
～胜利来之不易。

E须子E xO• zi 圈动植物体上长的须状物：白

薯～。
青1 xO 0 ＜书〉小官吏 8 CXO）圈姓。

霄2 xO （书〉圃齐；皆z 坪备

王顶一泊圈姓。
贝（填）
虚川。空虚（跟“实”相对，而③同） :~ 

幻 i～浮 i乘～而入。＠空着2 ～位以待。
8tml 因心里惭愧或没有把握而勇气不足2 胆

～i心里有点儿～。。圆徒然；臼白地z ～度｜
箭不～发。＠虚假z ～伪｜～名｜～构。＠虚
心：谦～。＠圃虚弱2 气～ l血～ l身子很～。
＠指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道理z 务
～｜以～带实。＠二十八宿之一。

E虚报E xObao 画不照真实情况报告（多指以
少报多）：～成绩｜～冒领。

E虚词E xOci 0 圈－般不能单独成句，意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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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抽象，有帮助造句作用的词。汉语的虚词包
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六类c
＠同“虚辞”。

E虚辞E xuci ＜书〉圈虚夸不实的言辞或文辞z
空言～ i～滥调。也作虚词。

E虚度E xudu ［司白白地度过z ～光阴！～年华。
E虚浮E xutu ~不切实；不踏实g ～的计划｜作

风～。

E虚高E xugao [!12] ＜价格、等级等）不真实地高
出实际水平（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药品定价

～｜房’价～。

E虚构E xugou 圈凭想象造出来：这篇小说的

情节是～的。
E虚汗E xuhan 圈由于衰弱、患病、心里紧张等

而出的汗。

E虚化E xuhua 圈＠由清晰变得模糊。＠变

得不起作用z 权力～。＠语言学上指由实词
演变为虚词的过程，主日介词“把”是由动词虚化

来的。
E虚怀若谷E xuhu6i-ruog心胸怀像山谷那样深

而且宽广，形容十分谦虚。
E虚幻E xuhuan E园主观幻想的；不真实的（形

象） ：～的梦境。
E虚火E xuhu凸函中医指由身体虚弱而产生的
焦躁和发热的症状。

E虚假E xuj跑回跟实际不符合z ～现象｜做学
问要老老实实，不能有半点儿～。

E虚惊E xujlng 画事后证明是不必要的惊慌2

受 τ 一场～。
E虚空E xukong 回国空虚：内心～。
E虚夸E xukua 圈（言谈〉虚假夸张：报道消息，
要实事求是，切忌～。

E虚丰Ll xuli 圈表面应酬的礼数。
E虚名E xuming 圈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名声：

不务～｜徒有～，并无实学。
E虚拟E xunT O 圈虚构z 那篇小说里的故事情

节，有的是作者～的。＠庄园属性词。不符合

或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假设的：～语气。
E虚拟世界E xuni shijie 指通过虚拟现实的技
术构成的网络世界。

E虚拟现实E xuni xianshi →种汁算机技术。
利用计算机生成高度逼真的虚拟环境，通过多

种传感设备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可实
现人与该环境的自然交互。

E虚胖E xupang 圈人体内脂肪异常增多而发

胖，多由内分泌疾患引起。
E虚飘飘】 xupiaopiao （～的）圈状态词。形
容飘飘荡荡不稳当的样子g 喝了点儿酒，走路

觉得两腿～的。

E虚热E xure 圈。中医指由于身体虚弱而产

生的发热的症状。＠指表面的虚假繁荣：防
止经济～o

E虚荣】 xur6ng O 国表面上的光彩：～心｜不

慕～。＠回爱慕虚荣2 他特别～。

E虚荣心】 xur6ngxln 圈追求表团土光彩的心

理。

E虚弱E xuruo ~ 0 （身体）不结实＝病后身体
很～。＠（国力、兵力）软弱；薄弱。

E虚设］ xush岳蝴机构、职位等形式仁虽然存

在，实际上不起作用2 形同～。

E虚实E xushi 圈虚和实，泛指实际’情况或内部

情况．探听～｜～莫测｜不了解～。
E虚数E xushu ~虚假的不实在的数字。
E虚岁E xusui ~一种年龄计算法。人一生下
来就算一岁，以后每逢新年就增加一岁，这样
就比实际年龄多一岁或两岁，所以叫虚岁。

E虚套子E xutao· zi 圈只有形式的应酬礼数：
他说话没有～，句句很实在。也说虚套。

E虚土E xutu ＜方〉圈翻过或耕过的松软的土。
E虚脱E xutuo 0 圈因大量失血或脱水、中毒、
患传染病等而引起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突然衰
竭的现象，主要症状是体温和血压下降，脉搏
微细，出冷汗，面色苍白等。＠圈发生虚脱2

病人出汗大多，～了。

E虚妄E xuwang ［毫没有事实根据的：～之说。
E虚伪E xuw副画不真实；不实在；作假z 这个

人大～｜他的～面目终于被揭穿了。
E虚位以待E xuweiyidai 留着位置等候。也说
虚席以待。

E虚文E xuwen 函＠空洞的条文：一纸～｜徒
其～。＠没有意义的礼节z ～浮礼儿。

E虚无E xuwu ~固有而若元，实而若虚，道家用
来指“道”（真理）的本体无所不在，但无形象可

见。
E虚尤缭纱E xuwu-piaomiao 形容非常空虚

渺茫。

E虚无主义E xuwu zh的i 一种盲目否定人类
历史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
的错误思想。

E虚席以待E xuxiyidai 虚位以待。

E虚线J xuxian 圈以点或短线画成的断续的

线，多用于做几何图形或标记。

E虚像E xuxiang 圈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凹面
镜、凸透镜反射或折射后，如为发散光线，它们
的反向延长线相交时所形成的影像，叫作虚
像。光源在主焦点以内时才能产生虚像，在放

大镜、显微镜等中看到的像都是虚像。
E虚心］ xuxln ~不自以为是，能够接受别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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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 l～学习别人的长处｜～使人进步，骄
傲使人落后。

E虚悬E xuxuan 圈＠悬而未决s没有着落：～

已久的校长人选还未确定。＠凭空设想：～
的计划，没法儿实行o

E虚应故事E xuying-gushi 照例应付，敷衍了

事。
E虚有其表l xuyδu-qibi凸o 表面上看来很好，

实际不是如此。
E虚与委蛇】 xuy心w岳iyi 对人假意敷衍应酬。

E虚造E xuzao Ill国凭空捏造s 向壁～。
E虚张声势l xuzhang-sh岳ngshi 假装出强大的

气势。
E虚症E xuzheng 圈中医指体质虚弱的人发生
的全身无力、盗汗、出虚汗等症状。

E虚耳Rl xuzhi ~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工作和
权力的职务。

E虚置E xuzhl 圈虚设z 岗位～ 1庭审不能～，不

能走过场。
E虚字E xuzl 圈古人称没有很实在意义的字，
其中一部分相当于现代的虚词（跟“实字”相
对）。也叫虚字眼儿。

E虚字眼JL] xuz)y凸nr 画虚字。

、商主 xO （书〉＠才智。 8t 谋。
下育（裔） 川
~ ~－ XU 古代楚国人称姐姐。
婪（毒草）
次去？ • ··-· XU （书〉［国忽然 z 风雨～至。
究人（＊欲）另见 198 页 chuo 。
墟 xu 0 原来有许多人家聚居而现在已经

荒废了的地方：废～｜殷～。＠间“好”

(Xu）。

i§E异 xu 0 圈需要：～求｜按～分配 l 完成任
H曰务还～五天时间。＠需用的东西z 军～O

E需求E xuqiu ~由需要而产生的要求z 人们
对通信产品的～越来越高。

E需求侧E xuqiuce 圈指国民经济中需求的一

方z ～经济。
E需索l xusuo （书〉圈要求（财物），～无厌。
E需要E xuyao O 富国应该有或必须有z 我们～
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8~对事物的欲
望或要求2 从群众的～出发。

Piil 皿＠画慢慢地吐气：～气。＠〈书〉
λ旦旦叹气：仰天而～。 8 [lllj] 火或蒸气的热力
接触到物体：掀笼屉时小心热气～着手｜先坐
上笼屉把馒头～一～。＠圈表示制止、驱逐

等z ～！轻一点儿，屋里有病人。匾叠’表示制
止、驱逐等，也读 shT。＠〈方〉圈发出“嘘”

(XU）的声音来制止或驱逐z 他唱得不好，大家

把他～下去了。
另见 1180 页 shTo 

E嘘寒问暖E xuhan-wennuan 形容对别人的生
活十分关切（嘘寒z呵出热气使受寒的人温
暖）。

E嘘唏E xuxT ＜书〉画哽咽g拙噎：暗自～l～不

已。也作放歉。

越 Xu 见川页【黑幽1

虑大 Xu 见下。

E庭生敬E xuxT 〈书〉同“嘘唏”。
b司全 xu 0 （书〉彩色的缮。＠古时
写'ff （儒）出入关卡的凭证，用吊制成。

,, 
XU （丁μ ）

么必.. XU 0 （书〉缓慢z ～步｜清风～来｜不～
l/.J、不疾。 8 ex山）圈姓。

E徐缓E xuhuon 庄园缓慢z 水流～｜脚步～。
E徐娘半老E xuniang-banl凸0 《南史·梁元帝

徐妃传》载，元帝→个姓徐的妃子，年纪虽已
不轻，但仍很多情。后用“徐娘半老”指有

风韵的妇女已到中年．已是～，何必浓妆艳

抹？
E徐图】 xutu （书〉圈慢慢地从容地谋划（做某

事）：～良策。

E徐徐】 xuxu （书＞ lll2l 缓慢：清风～ i列车～开

动。

v 
XU （丁μ ）

、 fr1 XU 0 称赞；承认优点 z 赞～ i

Z干（苦）推～｜～为佳作。＠圈答应（送
人东西或给人做事） ： ～愿｜以身～国 l他～过

我请我看电影。＠圈许配z 姑娘～了人了。

＠国允许；许可z 准～！特～｜只～成功，不～

失败。＠圈也许g或许z 她～没这个意思 i他

没来开会，～是不知道。
、马今2 ........ X心。表示程度：～多 l～久 l
Z干（静）少～0 8 （书〉圃表示大约接
近某个数z 从者百～人i离岸一里～！下午五时
~ 。

i午3 （静）
i午4 （群）

x心〈书〉处5地方：何～人？

X凸＠周朝国名，在今河南许

昌东。＠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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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许多E xuduo 圈很多：～东西｜我们有～年没
见面了｜菊花有许许多多的品种。

E许婚】 xuhun Ill国（女方的家长或本人）接受男

方的求亲。

E许久】 x心j i心回很久z 他～没来了｜大家商量

了～，才想出个办法来。

E许可E x心k岳 [llljJ 准许；容许z ～证 l 未经～，不
得动用。

E许诺E xunuo ~答应s应承：他～过的事情一
定会办到。

E许配E xupei ~女子由家长做主，跟某人订
婚。

E许愿］ x心；；yuan E萄＠迷信的人对神佛有所
祈求，许下某种酬谢z 烧香～。＠借指事前答

应对方将来给以某种好处：封官～。

啕 XU （书〉张口呼气；嘘气。

.!\fil 、一汕〈书〉夸耀：自～0
Vi号（翻）
娴川见下。

E炯炯E xux心〈书〉圈安乐或温和的样子。

、知、u xu 用于地名：～墅关！～浦（都在
~（带）江苏）。

另见 552 页 hu 。

现汕〈书〉→种玉。

栩川见下。

E栩栩E x心川圆形容生动活泼的样子：～如
生｜～欲飞。

再川古代的一种帽子。
J班主 XU （书〉＠清。＠茂盛：其叶～兮。

1目另见 1481 页 Xu"

盔（盈）
x心古代盛

(ch邑ng）食

物的铜制器
皿，有盖和

两个耳子。

精川
〈书〉粮

食。

醋 xii 0 （书〉美酒＠圈醋剂的简称：
棒脑～｜氯仿～。

E醋f,'lj) x心ji 圈挥发性物质溶解在酒精中所成

的制剂。简称醋。

、

XU （丁μ ）

力R XU 0 （书〉初出的阳光z 朝～。＠
川且（Xu）圈姓。

U旧日】 xuri f萄刚升起的太阳：～东升。

芋 XU 古书上指憾。
另见 1713 页 zh心。

序1 XU 0 次序：顺～ l秩～ 1 工～｜程～｜井
／』’ 然有～。＠〈书〉排次序：～次｜～齿。

＠开头的；在正式内容以前的z ～幕｜～曲。

＠圈序文g 写了一篇～。

序2 XU 0 古代指厢房：东～1w~。如
代由地方举办的学校2 库～。

E序跋E xuba 圈序文和跋文。

U字齿J xuchl （书〉画同在一起的人按照年纪
长幼来排次序：～入座。

U字号】 xuhao 圈表示次序的号码。

E序列E xulie 圈按次序排好的行列。

U芋目l xumu 函（书的）序和目录，有时专指目
录。

E序幕E xumu IBl 0 某些多幕剧的第一幕之前
的一场戏，用以介绍剧中人物的历史和剧情发

生的背景，或暗示全剧的主题。＠比喻重大

事件的开端2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
~ 。

E序曲E xuqu 圈。歌剧、清唱剧、芭蕾舞剧等

开场时演出的乐曲，由交响乐队演奏。也指用
这种体裁写成的独立器乐曲。＠比喻事情、
行动的开端z 预赛获胜只是夺取冠军的～。

E序时账】 xushizhang 圈日记账。

U字数E xushu 圈表示次序的数目。汉语表示
序数的方法，通常是在整数前边加“第气如“第

一、第二十三”。此外还有些习惯的表示法，如
“头一回、末一次、正月、初一、大女儿、小儿子”。
序数后边直接连量词或名词的时候，可以省去

“第”，如“二等、三号、四楼、五班、六小队、1949 
年 10 月 1 日”

Ui军文】（叙文） xuwe『1 圈－般写在著作正文之

前的文章。有作者自己写的，多说明写书宗旨
和经过。也有别人写的，多介绍或评论本书内
民·

廿。

E序言】（叙言） xuyan 圈序文。

响 XU （书〉同咽”（多用于人知。

叙。。时，谈z ～家
了敛、嗷）常｜闲言少～。＠记述z

～事｜～述。＠评议等级次第z ～功｜～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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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序1 ”①②③。

E叙另lj] xubie ~ 临别时聚在一块儿谈话号话
别s 临行～。
w功E xugong ＜书〉圈评定功绩：～议赏。
E叙旧】 xu11 i iu 圈（亲友间）谈论跟彼此有关的
旧事z 老同学一见面就叙起旧来了。

E叙事］ xushi 画叙述事情（指书面的）：～文｜
～诗｜～曲。

E叙事诗E xushishl 圈以叙述历史或当代的事
件为内容的诗篇o

L4'Z述］ xushu 15国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
或说出来：～了事故发生的过程。
w说l xushuo 画叙述（多指口头的）：请把事
情的经过再～一遍。

E叙谈E xutan 圃随意交谈：找个时间，大家好
好Jc～～。
w文E xuwen 见 1480 页【序文1。
即言］ xuyan 见 1480 页【序言J。
E叙用E xuyong ＜书〉圈任用（官吏）：革去官
职，永不～。

诫 XU ＜书〉水流动的样子。

温 XU ＜书〉田间的水道：沟～。

恤。＠〈书〉顾
了脚、咀F、养员血） 虑；忧虑：不～£

言。＠怜悯z 怜～ l体～。＠救济z 抚～｜～
金。

E恤金】 xujln 圈抚恤金。
E恤衫】 xushan ＜方〉圈衬衫。［恤，英 shirt]

劈 XU 古代放置食物、酒器等的土台子（多
用于人名）。

畜 XU 畜养＇ ~＃： I ～产。
另见 197 页 chu 。

E畜产E xuchan I画畜牧业产品。
E畜牧E xumu 画大批牲畜和家禽（多专指牲
畜）的饲养＝～业｜从事～。

E畜养E xuy凸ng ~饲养（动物）：～牲口。
茸 XU ＜书〉同“婿，，。

酣 XU 见下。

E酬酒E xuji心画没有节制地喝酒；喝酒后撒酒
疯z ～滋事。

勘 XU ＜书〉勉励z 吨。
（关画）

E勘勉E xumian ＜书〉圃勉励z ～有加（一再勉
励） I～后进。
血卡 ιL XU 圈链。
费~（触）

绪～ XU 0 本皑的头叶指事情的
（川省）开端：端～｜头～ l 千头万～。＠

〈书〉残余z ～余｜～风。＠指心情、思想等z

心～｜情～｜离情别～。。〈书〉事业；功业z 续
未竟之～。 0 CXu）圈姓。

E绪论l xulun 1Ei 学术论著开头说明全书主旨

和内容等的部分。
E绪言】 xuyan ~发端的话；绪论。

续斗 XU 0 接连不断z 继～｜连～ i 陆
（川寅）～。＠圈接在原有的后头：～

编｜～集｜狗尾～匆 l这条绳子太短，再～上一

截儿吧。＠［到添g加＝壶里的水是刚～的｜炉

子该～煤了。 0 CXu）圈姓。
E续绍E xudiao ~比喻拿不好的东西接到好
的东西后面（多用于谦称续写别人的著作）：
～之讥。参看 461 页【狗尾续绍lo

E续航l xuhang 圈连续航行：这种飞机不但速

度远超过一般客机，～时间也很长。
E续航力1 xuhangli 1Ei 指舰船、飞机等一次装
足燃料后能行驶或飞行的最大航程。

E续集E xuji ~续篇（多用于文学、影视作品
等）。

E续假1 xu11 iia 圈假期满后继续请假z ～一

周 l续三天假。
E续借E xujie 圆规定的借用期期满以后，继续
借用。

E续篇］ xupian 圈一篇（或）部）著作完成后，

接着原来的内容续写的部分2 小说结尾留下
了悬念，让读者还想看～。

E续聘】 xu11 pin 圈继续聘用：聘期满后可以
~ 。

E续弦E xu;;xian 画男子丧妻以后再娶。
Z续约］ XI：』yu岳 0 ( II )Q司合同、合约期满后

继续签约：合同再～一年。＠圈继续签订的
合同或合约。

也牟T1 XU 0 （书〉水边。 8 (Xu ）淑水，水名，
1功人在湖南。
J反e xu 渭水河CXushuT He），水名，在陕西。
1川同另见 1480 页尬。

在口 1 XU 0 棉絮 z 被～。＠古代指粗的丝
局交绵。＠像棉絮的东西：柳～｜芦～。＠

圈在衣服、被褥里铺棉花、丝绵等：～棉袄｜～

被子。
在口2 XU 0 絮叨。＠〈方〉［暨腻烦：这些话
均交都听～了。

E絮叨】 xu•dao 0 （口〉圆形容说话~唆2 他

说话太～了。＠画来回地说g 老人～起来没
个完。

E絮烦E xu•fan ~因过多或重复而感到厌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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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说这件事，人们都听～了。

E絮聪E xugu。圈。絮叨。＠麻烦（别人）。

E絮棉】 xumi6n 圈做棉被、棉衣等用的棉花，

商业上叫作絮棉。

E絮窝E XU//WO 画鸟兽用枯草、羽毛等铺窝。

E絮絮E xuxu 圆形容说话等连续不断：～不

休。

E絮语E xuy心〈书〉＠画絮絮叨叨地说。＠

［萄絮叨的话。

婿 … XU 0 女婿z 卜。＠丈夫
（常） Czha咿f山夫～｜妹～。

蓄 XU 0 [;!j] 储存；积蓄3 储～｜～洪｜～电
池｜池塘里～满了水。＠画留着而不去

掉z ～发｜～须。＠心里藏着；暗中存有2 ～

意｜～志。

E蓄电池】 xudianchi 圈把电能变成化学能储
存起来的装置。用电时再经过化学变化放出

电能。
E蓄洪E xuh6ng 画为了防止洪水成灾，把超过
河道所能排泄的洪水蓄积在一定的区域内 z

～区。

E蓄积E xujl ［司积聚储存z 水库可以～雨水。

E蓄谋E XUmOL』 [ZlW 早就有这种计谋（指坏的）：

～已久｜～迫害。
E蓄念】 xunian 画早就有这个念头：～已久。

E蓄养l xuy也ng 圃积蓄培养：～力量。

E蓄意l xuyi 画早就有这个意思（指坏的）；存

心：～进行破坏｜～挑起事端。

E蓄志】 xuzhi 圈早就有这个志愿2 ～报园。

照 XU ＜书〉鹏～风｜和～｜拂～

凸主. XU ￥畜仕c Xushi) ，越南地名。

1田另见 198 页 chuo

•XU ( •丁μ ）

宿 •xu 见929 页【酋宿1。

［二二豆面百豆豆了一］

轩1 」 xuan 0 高：～昂｜～敞｜～朗
（事干） 8 CXuan）圈姓。

轩2 ·~ xuan O 有窗的廊子或小屋子
（草f) （旧时多用为书斋名或茶馆、饭

馆等的字号）：来今雨～（在北京中山公园内）。
＠古代一种有帷幕而前顶较高的车。＠〈书〉

窗户；门。

E轩昂E xuan’。ng 圈。精神饱满，气度不凡＝
器宇～。＠〈书〉高大z 佛殿～。

【轩敞l xuanch凸ng ［塑（房屋）高大宽敞。

E轩然大波E xuanr6n-dab6 很高的波浪，比喻
大的纠纷或风潮。

E轩靠在E Xuanyu6n 圈＠我国古代传说中黄帝

的名字。＠姓。
E轩轻E xuanzhi ＜书〉圈车前高后低叫轩，前
低后高叫轻，借指高低优劣g 不分～。

红~ xuan 0 公开说出来传播、散布出去z
主主．～传｜～布｜～誓｜心照不～。＠宣召。＠
疏导：～泄。 0 (Xuan）指安徽宣城，云南
宣威 2 ～笔｜～腿。＠指宣纸z 玉版～（色白

质坚的宣纸）｜虎皮～（有浅色斑纹的红、黄、绿
等色的宣纸）。 0 (Xuan）圈姓。

E宣笔E xuanbi 函］安徽泾县出产的毛笔，以制

造精良著称。因泾县唐代属宣州，所以叫宣
笔。

E宣布l xuanbu [;!j] 公开正式告诉（大家） ：～命

令。
E宣称E xuanch岳ng [;!j] 公开地用语言、文字表

示；声称z ～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
E宣传E xuanchu6n 圈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

众相信并跟着行动＝～队i～共产主义！～交通
法规。

E宣传弹】 xuanchu6ndan 圈散发宣传品的炮

弹或炸弹，用火炮发射或飞机投掷。

E宣传画E xuanchu6nhua 圈进行宣传鼓动的

画，标题→般是带有号召性的文句。也叫招贴
画。

E宣传品E xuanchu6npin [BJ 宣传用的物品，多

指印刷品，如传单、招贴画等。

E宣德】 Xuande 圆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公元

1426 1435 ）。

E宣读E xuandu 画在集会上向群众朗读（布
告、文件等） ：～嘉奖令。

E宣告E xuangao 圈宣布z ～成立！～结束。

E宣和l Xuanhe 圈宋徽宗（赵估）年号（公元
1119 1125 ）。

E宣讲E xuanji凸ng 圈宣传讲解z ～交通法规。

E宣教E xuanjiao 固宣传教育z ～工作。

E宣明】 xuanming 圆明白宣布；公开表明 z ～

观点。
E判l xua叩an 圈法院对当事人宣布案件的

判决：公开～｜当庭～。

E宣示E xuanshi 画公开表示g宣布：～内外。

E宣誓E xuan;;shi 国担任某项任务或参加某
个组织时，在一定的仪式上当众说出表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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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就职 1举手～。 I E喧嚷E xuan的ng 圈（好些人）大声地叫或说：

E宣统E Xuan tong 圈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 人声～｜千万别把事情～出去呀！
觉罗·溥仪）的年号（公元 1909-1911 ）。 I E：喧扰］ xuanr凸o 画喧闹扰乱2 市声～。

E宜腿l xuantuT I萄云南宣威出产的火腿。 I ［喧腾E xuanteng 画喧闹沸腾z 工地一片～。
E宣泄E xuanxie I司＠使积水流出去z 低洼地 I ［喧阕E xuantian ＜书〉［预声音大而杂；喧闹 z
区由于雨水无法～，往往造成内涝。＠舒散；｜ 鼓乐～｜车马～。

吐露（心中的积郁）：～心中的愤慧。＠〈书＞ I ［喧嚣】 xuanxiao O 圈声音杂乱p不清静＝～

泄露：事属机密，不得～。 I 的车马声。＠画叫嚣；H宣嚷 2 ～一时｜～不止。
E宣叙调l xuanxudiao I望一种朗诵性质的曲 I ［喧笑E xuanxiao 画（许多人）高声说笑。
调．节奏自由，伴奏比较简单，内容大都叙述剧｜岳罔 ·- xuan ＜书〉一种加热用的器具，
惰的发展，常用于歌剧、清唱剧中。 ｜饲（、）僻，有环耳。

E宣言】 xuanyan 。圈（国家、政党或团体）对｜，由 xuan ＜书〉＠心广体胖的样子。＠忘
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以进行宣传号召的文 I I且记。
告：发表～。＠圈宣告；声明＝郑重～。

E宣扬】 xuanyang 圈广泛宣传，使大家知道g
传布2 大肆～｜～好人好事。

E宣战l xuan;;zhan E到＠一国或集团宣布同
另一国或集团开始处于战争状态。＠泛指展
开大规摸斗争z 他们向荒漠～，引水灌溉，植树

造林。
E宣召E xuanzhao 圈（帝王）宣旨召见（某人）。
臣纸】 xuanzhT t8l 安徽泾县出产的一种高级

纸张，用于写毛笔字和画国画。因泾县唐代属
宣州，所以叫宣纸。

！匾 xuan “娼”xu6n 的又音

、南Z 」 xuan ＜书〉＠忘。＠欺诈。

陵（援）
品出 xuan 0 ＜书〉捋袖子露出手臂z ～拳捋
王旦袖。＠〈方〉圈用手推z ～开大门。＠

〈方＞ rn!JJ 打：～了他一拳。

莹（爱、授、宫、营）在草
＠指登堂：椿～（父母）0

E宣草】 xuanc凸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
状披针形，花橙红色或黄红色。供观赏，花蕾
可以吃，根可人药。

E宣堂E xuantang ＜书〉圈母亲的代称。
rte::t 、、 xuan 声音大z ～哗｜～闹｜锣鼓
µll（＊盖）～夭。
E喧宾夺主】 xuanbln-du6zhu 客人的声音比

主人的还要大，比喻客人占了主人的地位或外
来的、次要的事物侵占了原有的、主要的事物
的地位。

E喧哗E xuanhua O 圈声音大而杂乱z 笑语
～。＠圈瞠嚷：请勿～。

E喧1琶E xuanhul ＜书〉［魁喧闹。
E喧闹l xuannao 0 ［回喧哗热闹：～的集市。

＠圈喧哗吵闹s 大声～。

璋川n 古代祭天用的璧。

瞌1 xuan 酌太阳〉温暖＝寒～。

『往圣＇！：2 xuan ＜方〉圈物体内部空隙多而松软g
R旦馒头很～l沙土地～，不好走。
E喧腾E xuan•teng ＜方〉圃松软而有弹性z 馒

头蒸得很～。

妓 xuan ＜书〉温暖。
另见 964 页“暖”。

煌 xuan ＜书〉阿旷。

E喧赫E xuanhe 圃名声很大，声势很盛z ～一

时｜权势～。

偎 xuan ＜书〉＠轻浮：～薄明 I ~1:Jt 
（轻饨〉。＠慧黠。

榻 Xuan 酬。

谩（摄）
慑 xuan

翻 xuan

xuan ＜书〉智慧。

〈书〉性情急躁。

〈书〉飞翔。

, 
xuan c 丁Ll4)

玄 xuan 0 黑色z ～狐。＠深奥z ～妙｜～
理。＠〈口〉圃玄虚3靠不住2 这话听着

有点儿～。 0 <Xuan）圈姓。

E玄奥】 xuan ’ao 圈深奥：道理浅显，并不～。

E玄关E xuanguan 圈。佛教指入道的法门。

＠成套住房中从进门到厅之间的空间。
E玄乎l xuan· hu ＜口〉圃玄虚不可捉摸：他说
得也太～了，天下哪有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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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玄狐】 xuanhu ~狐的一种，毛深黑色，长毛

的尖端白色。生活在北美。也叫银狐。
【玄机E xuanjl ~ 0 道家称深奥玄妙的道理z

参悟～。＠指神妙的机宜2 不露～。

E玄妙】 xu6nmiao ~玄奥奇妙：～莫测。
E玄青E xu6nqlng 随深黑色。
E玄孙E xu6nsun 圈曾孙的儿子。

E玄武］ xu6nw心圈。指乌龟。＠二十八宿

中北方七宿的统称。参看 348 页【二十八宿1 。
＠道教所奉的北方的神，即真武大帝。

E玄想］ xu6nxi凸ng ［面幻想：闭目～。

E玄虚E xu6nxu O 圈用使人迷惑的形式来掩
盖真相的欺骗子段：故弄～。 8~ 空而不切

实；靠不住；不可信z 他的话，越说越～o
E玄学E xu6nxue 圈＠魏晋时代，何晏、王粥
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探合儒家经义而形成

的→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形而上学。
E玄远E xuanyuan 〈书〉庄园（言论、道理）深远。
E玄之又玄E xu6nzhlyo1』xu6n 《老子》一章：“玄
之又玄，众妙之门。”后来形容非常玄妙，难以

理解。

位 Xuan “f主” Xia 「1 的又音。

骇（舷）
xu6n （书〉黑色的马。

琼 xuan （书〉＠像玉的美石＠玉的颜
色。
另见 1420 页 Xian 。

痞 xuan 见 5叫酬。

曰－ x an 0 画挂①z 倒～！～灯结
志（憨）彩。＠公开揭示：～赏。＠圈
抬①；不着地2 写大字时最好把腕子～起来。
＠圈无着落；没结果：～案｜～而未决｜他的问

题还～着。＠挂念：～念｜～望。。凭空设
想：～拟 i～想。＠距离远；差别大g ～隔｜～
殊。＠〈方〉庄园危险g不牢靠z 一个人摸黑儿走

山路，真～！｜好～，差一点儿掉到井里｜他不大
踏实，这件事交给他有点儿～。

E悬案E xu6n ’ an 圈。没有解决的案件2 一桩
～。＠泛指没有解决的问题z 这篇小说的作
者是谁，至今还是个～。

E悬臂】 xu6nbi 圈某些机器、机械等伸展在机
身外部像子臂的部分。

E悬揣E xuanchuai rnID 猜想g揣测：凭空～。

E悬垂E xu6nchui [Zl国（物体）悬空下垂：天车的
挂钩在空中～着。

由圭浮E xuanfu 画＠固体微粒在流体的内部
既不升上去也不沉下去z 油里含有～物质。＠

飘浮：灰尘～在空中。

E悬浮液】 xuanfuye 圈微小的固体颗粒悬浮
在液体中形成的混合物。悬浮液是浑浊的，静
量相当时间后．固体颗粒会下降沉底，如石灰

水。也叫悬浊液。

E悬隔】 xu6nge 画相隔很远：两地～。
E悬挂E xu6ngua 圈挂①：～国旗。一轮明月

～在夜空。

E悬河】 xuanhe 圈。河床高于两岸地面的河
段，如黄河的下游。＠〈书〉指瀑布：口若～。

E悬红E xu6nh6ng 圈指悬赏：警方～十万缉
拿疑犯。

E，悬乎E xu6n•hu （方＞~危险；不保险；不牢
靠：演员走钢丝时差点儿掉下来，真～！ I 他太
粗心，办这件事可有点儿～。

E悬壶E xuanhu ＜书〉［萄指行医。
E悬空E xu6nk6ng ［副＠离开地面，悬在空中 z

两手抓住杠子，身体～。＠比喻没有落实或没

有着落s 资金还～着，说建房的事也只是空谈。
E悬梁E xu6nli6『1g 1望在房梁上上吊·～自尽。
E悬梁刺股E xu6nli6ng-cig凸东汉孙敬读书时

为防止打瞌睡，把头发束好悬在屋梁上（见于
《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汉书队战国时苏秦
夜间读书，困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大腿（见于
《战国策·秦策一》）。后来用“悬梁刺股”形容

学习勤奋刻苦。
E悬铃木】 xu6nlingmu ~落叶乔木，叶子大，
掌状分裂，花淡黄绿色，聚花果球形。多作为
行道树，木材供建筑用。三球悬铃木也P4法国

梧桐。
E，悬拟E xuannT 画凭空虚构z 这篇小说的情节

是～的。

E悬念】 xuannian O 圈挂念。＠圈欣赏戏

剧、影视剧或其他文艺作品时，观众、读者对故
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很想知道又无从推知
的关切和期待心理：这部电视剧充满～。

E悬赏E xu6n;;shang 圆周出钱等奖赏的办法

公开征求别人帮助做某件事＝～寻人｜～缉拿。

E悬殊】 xu6nshu 圃相差很远：众寡～｜贫富
～｜敌我力量～。

E悬索桥E xu6nsu问i6o 画吊桥②。

E悬梯E xuantl I富悬挂在直升机等上面的绳

梯。
E悬腕E xu6n;;wan 圈指用毛笔写大字时子腕
子不挨着桌子。

E悬望】 xu6nwang 画不放心地盼望z 你办完
事赶紧回来，免得家中～。

E悬想E xuanxi凸ng 圈凭空想象：闵目～。

E悬心】 xu6n;;xln 圈担心z 写封信把情况告诉



家里，免得家人～。

E悬崖l xuanya 圈高而陡的山崖：～绝壁。
E悬崖勒马E xuanya-lem凸比喻临到危险的边

缘及时清醒回头。

E悬疑l xuanyi !BJ 疑惑的地方；悬念②：～重

重！解开历史～G
E悬雍垂】 xuanyongchui 函软腾后部中央向
下垂的肌肉小突起，略呈圆锥形。日因东西时随
软膊上升，有闭塞鼻腔通路的作用。通称小
舌。（图见 543 页“人的喉”）

E悬浊液】 xuanzhu6ye 圈悬浮液。

庭 xuan 0 旋转： ~~lilt～ I ffil~ I 天～地
转。＠返回；归来z ～里！凯～。＠（～儿）

圈圈儿＝～涡！老鹰在空中一个～儿一个～儿地

转了半天。＠（～儿）圈毛发呈旋涡状的地方z
头顶上有两个～儿。＠〈书〉不久；很快地z ~ 
即。 Cl) c Xuan）圈姓。

另见 1487 页 xuano

E旋llPJ xu6nji ［国不久，很快地：他见事情已了
结，～转身离去。

E旋里E xu6nli ＜书〉［司返回故乡 z ～省亲。

U定律E xuanlu 圈乐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
的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运动。旋律是乐曲的
基础，乐曲的思想情感都是通过它表现出来
的n

E旋绕E xuanrao 画缭绕．炊烟～｜歌声～ l 出
国求学的念头一直～在脑际。

E旋塞】 xu6ns6i ［望阀的－种，一般安装在压
力低、口径小的管道上，阀上有一个带孔的塞
子，旋转塞子，可控制流体的通过。

脱梯J xu6ntl 圈。体育运动器械。形状像
梯子，中间有一根轴固定在铁架上，能够来回
旋转。＠利用旋梯的摆动和旋转锻炼身体的
→种体育运动。

U定涡E xuanwo 圈。（～儿）气体、液体等旋

转时形成的螺旋形。重主意~用于液体时一般作
‘辙涡”。＠比喻牵累人的事’情：陷入爱情的
～。｜｜也作激涡。

E旋翼E xuanyi 圈直升机和旋翼机机身上部

可以旋转的机翼，是由桨毅和数片桨叶构成的

螺旋桨。
E旋翼机E xuanyijl iBl 一种航空器，依靠动力
装置产生的推动力向前运动，依靠迎面气流吹
动旋翼转动产生升力。不能垂直上升和空中
悬停，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才能起飞。

E旋国 xuanzhong （书〉圈把脚后跟转过来，

形容时间极短z ～即逝。
E旋转E xuanzhuan 画物体围绕一个点或→
个轴做圆周运动。如地球绕地轴旋转，同时也

悬旋抽走璇璇喧选 I xuan xuan I 148s I 
围绕太阳旋转。

E旋转乾坤】 xuanzhuan-qiankun 旋转天地，
比喻改变自然的面貌或已成的局面。形容人
的本领极大。

E旋子】 xuan· zi 画圈JL：鸟儿见了火光惊飞起

来，打了几个～，消失在黑暗中。
另见 1487 页 xuan• 刀。

游 xuan 川圈酶的水流水打着～儿主
向下流。 主霎

E拉克涡］ xu6nw6 同“旋涡”。 三三

璇斗 xuan 书〉菇。
（并珞）

E璇万L】 xuanjl 圈＠古代测天文的仪器。＠
古代称北斗星的第一星至第四星。

回走 xuan （书〉＠明亮。＠容貌美丽。

" xuan （丁μ弓）

”一主 xuon 0 （书〉小孩儿哭泣不止。＠
f-11:土（Xu凸n) I萄姓。

二丘主 、tlH xuan 0 圈挑选：筛～｜～拔｜～
卫＇.！；（遐）派 1～种。＠圈选举：～民 i普～ l
～代表。＠被选中了的（人或物） ： 入～｜人～。
＠挑选出来编在一起的作品．文～｜诗～｜民
歌～。

E选拔E XL』凸nba 画挑选（人才），～赛 l～运动

员 l～于部。

E选拔赛l xuanbasai 圈竞赛的→种，目的是
发现和挑选人员参加高→级的比赛。

E选本】 xuanben 圈从→个人或若干人的著作
中选出部分篇章编辑成的书。

E选编l xuanbiiin 0 圃从资料或文章中挑选
出一部分编在一起z ～一本清代诗集。＠画
选编的集子（多用于书名）：《历代白话小说
～》。

E选材） XU凸n;;c6i 圈＠挑选合适的人才：培

养运动员首先要选好材。＠选择适用的材料
或素材z 精于～。

E选单】 XU凸ndiin 画在计算机屏幕或图形输入
板上，为使用者提供的用来选择操作项目的
表。俗称菜单。

E选调J xuondiao 圈选拔调动z 国家队队员是
从各省市队～来的。

E选定】 xuanding 画挑选确定z ～参赛队员。

E选读E xuandu 0 圈选择阅读z 这篇文章比
较长，大家可以～其中的一部分。＠函从－
个人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选出→部分编成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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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书（多用于书名） ：《古代诗歌～》。
E选段E xuanduan 圈从乐曲、戏曲等中间选取

的片段z 民族音乐～｜京剧～。
Z选购E xuangou 圈挑选购买：本店商品齐
全，欢迎前来～o

E选集E XU凸nji IBl 选录一个人或若干人的著作

而成的集子（多用于书名）：《老舍～》O

E选辑E xuanji O 圈挑选并辑录：他们合作～
了上百万字的古汉语语法资料。＠圈选辑成
的书（多用于书名） ：《文史资料～》。

E选举E xuanj凸画用投票或举手等表决方式

选出代表或负责人．～工会主席。
E主举权E Xl』凸nj心quan 圈＠公民依法选举国

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各种组织的成员
选举本组织的领导人员或代表的权利。

E选刊】 Xl』凸nkan O 圈挑选并刊载：从他的许

多速写中，～一组，以飨读者。 81Bl 专门选择
刊载已经发表的某类作品的刊物（多用于刊物
名） ：《中篇小说～》。

E选矿） XU凸nkuang 圈把矿石中的废石、杂质

和其他矿物分离出去，取得适于冶炼需要的矿

物。
E选录E xuanlu 画选择收录（文章等）：这本散
文集～当代散文一百篇。

E选煤） Xl」凸nmei 圈用各种方法除去煤中的尘

土和废石，并把原煤分出不同等级。过去曾用
水流冲击的方法选煤，叫作洗煤。

E选美E xuanm岳l 圈通过形体、素质等各方面

表现选拔美女。
E选民E xuanmin 圈有选举权的公民2 ～证。

E选派E xuanpai 画挑选合于规定条件的人派
遣出去z ～留学生｜～代表参加大会。

E选配】1 xuanpei 圈挑选配备z ～优秀干部到
贫困山区工作。

E选配Y xuanpei 圃选择优良种畜配种：～是
家畜繁育的重要环节。

E选票E xuanpiao 圈选举者用来填写或圈定
被选举人姓名的栗。

E选聘E XU凸npin 画挑选聘用：～演员。

E选区】 xuanqu 画为了进行选举而划分的区

域。
E选取】 xuanq心 WJ] 挑选采用 z ～一条近路｜经

过认真考虑，他～了在职学习的方式。
E选fr] xuanren 画选拔任用。

E选手E xuiinsh仙圈被选上参加比赛的人2

乒乓球～O
E选送E xuansong 画挑选推荐：～学员。

E选题l xuanti 0 ( －／／一〉画选择题曰：先选好
题再动笔。＠圈选定的题目：根据～制订研

究计划。

E选项l xuanxiang 0 ( －／／一）圈选择项目 z 投

资～要充分论证。＠圈供选择的项目·选择
题的第二个～是正确答案。

E选修】 xuiinxiu lll!iJ 学生从指定可以自由选择

的课程中，选定自己要学习的课程（区别于“必

修”）：～课 l他～的第二外语是法语。
E选秀】 XU凸nxi1与国选拔在某方面表现优秀的

人z 篮球～！电视～节目。
E选样l xuan;;yang 画选取样品或样本z ～订

货。
E选用E XU凸nyang 画选择使用或运用．～人

才｜～资料。

E选育l xuanyu 画选种和育种z ～良种小麦。

E选择E xuanze WJ] 挑选z ～对象 i～地点。

E选址】 XU凸nzhl 0 （－／／寸圈选择地点：新厂
房正在～。＠圈选定的地点：经评定这里是

最佳～。

E选种】 xuan11 zhong 画选择动物或植物的优

良品种，用于繁殖。

恒 xuiin （书〉＠光明。＠干燥。

周 xuan )l_ x巾〈书〉盛大， ~MFo 

E国赫l xuiinhe ＜书〉画名声很大，声势很盛2

～一时 1气势～。

癖～ X巾圈由真菌引起的某些皮肤
（癖）翩翩，如捕、棚、子隅。

、

xuan （丁Lll1)

券 xuan 又 quan 酬券：发～｜卜。
另见 1086 页 qu仙。

泣 xuan （书〉水滴下垂z 花上露犹～。

E法然’ xuanran （书〉圈水滴下的样子（多指

眼泪） ：～泪下。

眩 xuan （书〉眈

炫血Aιxuan （书〉＠（强烈的光
("' ：街）线）晃人的眼睛：～目。＠

夸耀：～弄｜～示｜自～其能。

E炫富】 xuanfu 圈炫耀富有：坚决刹住～之

风。

E眩技E xuanji 圈炫耀技巧：对文艺作品来说，

真情比～更能打动人。

E炫客l xuanke I望＠一种融合了博客、播客
和闪客技术的网络应用技术，用户可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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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技术创作类似影视剧的作品在互联｜是生 ·~ xuan 0 植子：鞋～｜帽～。＠
网上展示。＠指应用炫客技术创作炫客作呻宣「棱）圈用植子填紧或撑大鞋帽的中
品的人。 | 空部分：新纳的鞋要～一～。＠〈方〉画泛指

E炫酷E xuanku ~时尚而惹人瞩目 z ～登场 I I 用东西填紧物体的中空部分2 装完瓷器，把箱
装扮～。 | 子～好。

E眩目E xuanmu 圃（光彩）耀眼2 装饰华丽～。 I c植子】 xuan•zi IBl 制鞋、和J帽时所用的模型，
E炫弄E xuannong ~量炫耀卖弄z ～技巧。 | 多用木头做成。也叫植头（ xuan• tou ）。
E炫示】 xuanshi 圈故意在人面前显示（自己｜京当祷~iL XUcln 0 圈桥梁、涵洞、巷道等＝＝
的长处）：他有才华，但从不在人前～。 呻亘（＊璇）工程建筑的弧形部分。＠圈用主E

E眩耀E xuany。。画＠！照耀。＠夸耀z ～武｜ 砖、石等筑成弧形。 王军

力。
绚川 xuan 色彩华丽z ～丽！～烂。

（绚）
E绚烂E xuanlan 圈灿烂z ～的朝霞 1～多彩。
E绚丽］ xuanli [ml 灿烂美丽：文采～｜～多姿｜

～的鲜花。
眩 xuan 0 （眼睛）昏花2 头晕目～。＠

〈书〉；迷惑；执迷 s ～于名利。
E眩光E xuanguang 圈刺眼的、可引起视觉功
能下降的光。

E眩晕E xuanyun 圈感觉到本身或周围的东西

旋转，多由内耳、小脑等功能障碍引起z 突然

一阵～，差一点儿摔倒。
钱 ：~~n 0 古代横贯鼎耳以举鼎

（敛）或抬鼎的器具。 O c Xuan）圈
姓。

王自 xuan ＜书〉佩玉。

在花二 xuan 0 （书〉沿街叫卖。＠见 1486 页

'I~高J “炫”。

旋1 XU ＠旋转的～风。
（＠＠做）＠画用车床切削或用刀子

转Czhuan）着圈地削z ～根车轴｜把梨皮～掉。
＠旋子1 。

旋2 xuan （吨临时（做）：～叫客
人到了～做，就来不及了。

另见 1485 页 xu6n"

削

[ 到缸旦旦=-:J

xue 义同“肖lj”Cxiao），专用于合成词，如

剥削、削减、削弱。

另见 1435 页 xioo"

E削壁1 xuebi IBl 直立的山崖，像削过的一样。

E削除E XU岳chu （书〉圈＠撤消s革除z ～污

吏。＠删掉：～地误。

E削发E xuefc'J 画剃掉头发（出家做僧尼） 0

E削价】 XU岳J ic'J 圃减价；降价＝～处理。

E削减E XU岳'i ion ［到从已定的数目中减去：～
不必要的开支。

E肖I］平E XU岳ping ＜书〉画消灭；平定＝～叛乱。

E削弱E XU岳阳。圈。（力量、势力）变弱 z 几名

主力队员离队后，球队实力有所～。＠使变
弱 z ～敌人的力量。

E削职E XU岳zhi （书〉圃撤职g免职2 ～为民。
E削足适履E XU岳z白，shilo 鞋小脚大，为了穿上
鞋把脚削小，比喻不合理地迁就现成条件，或
不顾具体条件，生搬硬套。
靴 XU岳阳马～lft~I 雨～ i 雪

（辑）地～。
E靴鞠E XU岳yc'Jo ＜～儿）圈靴子的筒。

E靴子E XU岳. z i 画帮子略呈筒状高到煤子骨以
上的鞋。

E旋风］ xuanfeng 圈螺旋状运动的风。 ｜首古 Xl』岳圈姓。

E旋子】1 xuan·zi 圈＠一种金属器具，像盘而 I P-t" 
较大，通常用来做粉皮等。＠温酒时盛水的
金属器具。

E旋子Y xuc'Jn • zi 圈武术的一种动作，甩臂，拧
腰，旋腿，平身跃起，双脚落地G

另见 1485 页×u6n•zi 。

执主r xuan 渲染①。

t旦
E渲染］ xuanr凸n 圈。国画的一种画法，用水
墨或淡的色彩涂抹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

比喻夸大地形容：小事一桩，用不着～。

xue （丁Llit)

，卦， xue ~o 岩洞，泛指地上或某些建筑物

／、上的坑或孔·洞～！孔～ 1～居 1 空～来风。
＠动物的窝：巢～｜虎～｜蚁～。＠墓穴3 土

～ i砖～。。中医指人体上可以进行针灸的部
位，多为神经末梢密集或较粗的神经纤维经过
的地方。也叫穴位、穴道。 8 (Xu岳）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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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道E xuedao 圈穴④。
E穴居野处E xueju-v岳chu 指人类没有房屋以

前的生活状态。
E穴头】 xuet6u （～儿）圈组织走穴的人。

E穴位E xuewei IEl 0 穴④。＠墓穴的位置。
古f"'.: xue 画用夫子围起来围粮食。
y飞午

三三［ti:rl xue•zi 圈用高肝、芦苇等的练JL编
制的狭而长的粗席子，可以围起来囤粮食。也

三三雪 作建子。

且L. xue 'ill 口（ Xuek6u），地名，在浙

田（恩）江。
,)}L. … u」A xue 。画学习：～技
子（粤、王孚）术｜勤工俭～｜我跟着他～
了许多知识。＠画模仿：他～杜鸥叫，～得很

像。＠学问：治～｜才疏～浅 l博～多能。。
指学科：数～｜物理～！政治经济～。＠学校3
4、～｜大～！上～。 0 (Xu岳）圈姓。

E学霸E xueba 圈。指在学术界称王称霸的

人：反对～作风。＠指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E学报］ xuebao 圈学术团体、科研单位或高等
学校定期出版的学术性刊物。

E学步E xuebu 圈（幼儿〉学走路．孩子开始～
了。这是一项陌生的工作，目前正处在～阶段。

E学部E xuebu 圈。清末掌管全国教育的官
署。＠国家级科学研究单位各学科的咨询机

构，由若干院士或学部委员组成。
E学潮E xuechao 圈学生、教职员因对当时政
治或学校事务有所不满而掀起的风潮。

E学阀E xuefa 函学术界或教育界凭借权势和
学术地位排斥异己的人。

E学费E xuefei 圈＠学校规定的学生在校学

习应缴纳的费用。＠个人求学的费用。
E学分E xuefen 圈高等学校计算课业时间的

单位。一般以→学期中每周上课→小时为一
学分。学生读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E学归1J xuef岳ng 圈学校、学术界或一般学习

方面的风气z 发扬求真务实的～。
E学府】 xuef心圈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美

称z 最高～O
E学富五车E xuefuwuch岳形容读书多，学问大
（五车z指五车书）。

E学贯中西E xueguanzhongxl 学问贯通中学

和西学，形容知识渊博z 这位国学大师博古通

~.～。
E学好E xue;;h凸o 画以好人好事为榜样，照着

去做z 这孩子整天跟不二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不～。

E学坏］ xue;;huai 函照着坏人的样子做g 多

跟好人交朋友，别～。

E学会】 xuehui l萄由研究某一学科的人组成
的学术团体，如物理学会、生物学会等。

E学籍】 xueji 圈原指登记学生姓名的册子，转

指作为某校学生的资格2 保留～｜开除～。
E学监E xuejian 固旧时学校里监督、管理学生

的人员。

E学界） XU自1ie 圈＠指学术界。＠指教育界。

E学究E xuejiu 圈唐代科举制度有“学究一经”

科（专门研究一种经书），应这一科考试的称为

学究。后世指读书人，多指迂腐的读书人：老

~ 。

E学科］ xue幅画。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

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学
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军事训练或
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
科勺。

E学理E xuell IBl 科学上的原理或法则。

E学力E xueli 圈在学问上达到的程度：～深

厚｜同等～。
E学历E xueli 圈学习的经历，指曾在哪些学校

毕业或肆业2 应聘者须有大学～。
E学龄】 xueling 画指儿童适合入学的年龄，通

常从六七岁开始z ～儿童。

E学名E XU自ming IEl 0 入学时使用的正式名
字（区别于“小名勺。＠科学上的专门名称，如
食盐的学名是氯化锅。

E学年］ xuenian IBl 学校规定的学习年度。从

秋季开学到暑假，或从春季开学到寒假为一学

年。
E学派］ xuepai 圈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

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E学期】 xueqi 圈一学年分为两学期，从秋季开
学到寒假和从春季开学到暑假各为一个学期。

E学前班】 xueqianban 画为对学龄前快要入

小学的儿童进行教育所编的班级。
E学前教育E xueq ion-j iaoyu 指对学龄前儿童
进行的教育。参看 1593 页1幼儿教育1 。

E学前期】 xueqianqi 圈儿童从三岁到入学前

的时期。
E学区） XU岳qu IEl 为了便于学生仁学和对学校
的业务领导，根据中小学分布情况划分的管理

区。

E学人］ xueren 圈学者z 著名～。

E学舌】 xue;;she 圈。模仿别人说话2 小孙

女儿刚两岁，已经会～了。＠比喻没有主见，只
是跟着别人说．鹦鹉～。＠〈口〉嘴不严紧，把

听到的话告诉别人。
E学生E xue•sheng 圈＠在学校读书的人。＠



向老师或前辈学习的人。
E学生会E xueshenghui 画大学或中学校内全
体学生的群众性组织。

E学时E XU告shi IBJ →节课的时间，在我国，小学
通常为四十／茄中，中学和大学通常为四十五分

钟或五十分钟。
E学识J xueshi 圈学术上的知识和修养：～渊

博。

E学士J xuesh）圈。指读书人z 文人～。＠
学位的最低→级，大学本科毕业时授予。

E学术E xueshu 画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
～界｜～思想｜～团体｜钻研～。

E学说J xueshuo 圈学术上的有系统的主张或

见解。

E学堂】 xuet6ng （方〉圈学校。

E学童E xuet6ng IBl 上学的儿童。

E学徒J xuetu 0 圈在商店里学做买卖或在作
坊、工厂里学习技术的年轻人。 8 ( -// ）圈
当学徒z 学了一年徒！他小时候在药铺～。

E学徒工E xuetugong 圈跟随师傅学习技术的

青年工人。也叫徒工。
E学位E xuewei 圈＠根据专业学术水平白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授予的称号，如博士、硕
士、学士等。＠指入学名额。

E学问E XU自•wen 圈。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

系统知识z 这是一门深奥的～。＠知识；学

识：有～｜～很大。

E学习】 xuexf 圈＠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
中获得知识或技能＝～文化｜～先进经验。＠
效法：～他的为人。

E学衔E xuexian IBl 高等学校教学人员、科研
机构研究人员的专业职称，如教授、副教授、讲

师、研究员、副研究员等。
E学校E xuexiao ~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
E学养】 xuey凸ng ＜书）［吕学问和修养：～有

素。

E学业J xueye 圈学习的功课和作业z ～成绩！

～大有长进。
E学以致用E xueylzh)yδng 学~u的知识得以用

于实际。
E学友E xueyou 画同学．同三五～郊外踏青。
E学员】 xueyu6n 圈→般指在高等学校、中学、

小学以外的学校或进修班＇i)ll练班学习的人：

党校～。
E学院E xueyuan 圈。高等学校的→种，以某
一学科教育为主，如工业学院、音乐学院、师范
学院等。＠大学中按学科分设的教学行政单
位，介于大学和系之间，如文学院、理学院等。
＠单独设立又包含多种专业的高等学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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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名命名，如黄山学院、南京晓庄学院。
E学长E xuezh凸ng 圈＠对同学的尊称（多指

比自己年级高的）。＠旧时大学各科的负责

人：文科～！理科～。

E学者J xuezh邑国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z
青年～｜访问～O

E学和tll xuezh）圈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性

质、任务、组织系统和课程、学习年限等的规二

定。 三霎
E学子E xuezl （书〉圈学生：莘莘（ sh吕门sh邑n）三量

～（很多学生）。
且必， 巾， xue 〈书〉同“学”。
1:)(..（敦）另见山页 xiaoo
意 XU告司来回走F中途折回z 他在大门口

～来～去｜没走多远，就～回来了。

E建摸J xue•mo 〈方〉画寻找＝想到旧书店～
两本书。

E莲子J xue· zi 同“夹子”。

pJj xue (}f）笑：～头l发～o
l等另见715 页 ju岳。

(g康头】 xuet6u （方〉＠圈引人发笑的话或举

动．相声演员～真多。＠圈花招儿：摆～（耍
花招儿）。＠圆滑稽：很～！～极了。

v v 
xue （丁μ廿）

ξE-- xue 0 圈空气中降落的白色结晶，多为
.::::::I 六角形，是气温降低到（）℃以下时，空气层

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颜色或光彩像雪
的 z ～白 l～亮。＠洗掉（耻辱、仇恨、冤枉）＝
～耻｜～恨1 昭～｜洗～。。（ Xu邑）圈姓。

E雪白】 XU品bai g回状态词。像雪那样的洁白z

～的墙壁l梨花盛开，一片～。
E雪豹】刷品bao 圈豹的→种，毛长而密，全身

灰白色，有黑色斑点和环纹，尾大。生活在高
山岩石多的地区，行动敏捷，善于跳跃，吃野
羊、庸、雪兔、鸟类、鼠类等。也叫艾叶豹o

E雪暴E xuebao 圈刮大风、下大雪的天气现

象，大量积雪或降雪随强风飞舞。
E雪崩E XU岳b岳ng i望大量积雪从山坡上突然崩
落下来。

E雪踊 xuec6ng 匾。〈方〉冷藏；冰镇z ～汽

水。＠指有意掩藏或保留 z 球队把主力～起

来，关键比赛才派上场。＠指搁置不用z 这几
篇批评文章遭到～。

E雪Jfil:J Xl』岳chi 圃洗掉耻辱3 报仇～。
E雪雕） Xl』岳diao r望把雪堆积起来，在上面雕

塑形象的艺术，也指用雪雕塑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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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雪糕］ XU品goo 圈＠冷食，用水、牛奶、鸡蛋、

糖、果汁等混合搅拌冷冻而成，形状像冰棍 Lo
＠〈方〉冰激凌。

E雪恨］ XU岳hen mill 洗雪仇恨z 申冤～。
E雪花E XU岳huo c～儿）圈空中飘下的雪，形状

像花，因此叫雪花z 北风吹，～飘。

E雪花膏E xuehuogoo 画一种化妆品，用硬脂
酸、甘泊、苛性仰和香料等制成，通常为自色，
用来滋润皮肤。

E雪茄E XU岳jio 圈用烟叶卷成的烟，形状较一
般的香烟粗而长。也叫卷烟。 C英 c职r]

E雪里红E XL』岳lih6ng 同“雪里旗”。

E雪里藏E XL」晶lih6ng 画一年生草本植物，是芥
菜的变种，叶子深裂，边缘皱缩，花鲜黄色。茎
和叶子可以吃，是常见蔬菜，通常脆成咸菜。
也作雪里红。

E雪莲E XU岳lion 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椭

圆形，花深红色，花瓣薄而狭长。生长在新疆、
青海、西藏、云南等地高山中。花可入药。

E雪亮E XU品Hang ~状态词。像雪那样明亮：
电灯把屋里照得～0群众的眼睛是～的。

E雪秽Pl XU岳I i心圈。落叶灌木，小校四棱形，叶

子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有光泽，花白色，有香
气。供观赏。＠旧时办丧事在灵前供奉或出
殡用作仪仗的一种东西，用细条白纸制成，挂

在木棍上。

E雪盲E XU品mang 圈阳光中的紫外线在雪地

上强烈反射刺激眼睛而造成的损伤，症状是眼
睛疼痛，怕见光，流泪。

E雪泥鸿爪E xueni-h6ngzh也o 鸿雁在雪泥上
踏过留下的痕迹（雪泥z融化着雪水的泥土），

比喻往事遗留下的痕迹。
E雪片E XU岳pian 圈纷飞的雪花，多用于比喻，

形容数量多E 各方贺电，～般飞来。
E雪撬】 XU品qioo 画用狗、鹿、马等拉着在冰雪
上滑行的一种没有轮子的交通工具。

E雪青E XU品qing E回浅紫色。

E雪人E XU岳怡n C～儿）IEJ 用雪堆成的人形。
E雪山E XU品shon 函常年覆盖着积雪的山。
E雪上加霜E XU岳shang- j ioshuong 比喻一再遭
受灾难，损害愈加严重。

E雪惨］ XU岳sh岳『l （～儿）〈方〉圈霞c xi an ）。
E雪松】 XL』岳song 圈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75

米，叶子针形，绿色、蓝绿色或银灰色，球果卵
形，树冠圆锥形，初生的叶子有白粉，像雪，是
著名的观赏树种。

E雪条］ XU岳tiao ＜方〉圈冰馄儿。
E雪线E xuexian 圈终年积雪区域的界线，高

度一般随纬度的增高而降低。

E雪野E XU的品圈雪原。

E雪冤】 XL』品yuon 阉洗刷冤屈。

E雪原］ XU的uan 圈覆盖着深雪的原野2 林海

～｜茫茫～，一望无际。

E雪灾E xuezoi 画大雪造成的灾害。
E雪中送炭】 XU岳zhong-songtan 比喻在别人

急需的时候给以帮助。
E雪子E XU岳zi （～JL）（方〉圈霞（ Xia门）。

~路 L- XL』品圈筒鱼，体稍侧扁，头大，尾

归（倍）小，下顿有一棚，背部灰褐色，有
许多小黑斑，有三个背鳝，腹部灰白色。肝可
制鱼肝泊。也叫鳖。

飞

xue ＜丁U廿）

血川。因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循环系统
中的液体组织，红色，有腥气，由血浆、红细

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组成。作用是把养分和激
素输送给体内各个组织，收集废物送到排泄器
官，调节体温和抵御病菌等。也叫血液。＠
有血统关系的z ～亲 i～缘。＠指刚强热烈z
～性 i～气。＠臣E 指月经。 8 (Xu自）巨型姓。

另见 1451 页 xi岳。

E血癌】 xue’ ai 啤白血病的俗称。
E血案E xue'an [BJ 凶杀案件：一桩～O

E血本】 xueb品n 圈经商的老本儿z 赔了～。

E血崩E xuebeng 函中医指妇女不在行经期子

宫大量出血的病，常因子宫病变等引起。因来
势急剧，所以叫血崩。

E血沉】 xuechen 圈血细胞沉降率的简称，即

红细胞从新鲜血液的血浆中分离出来的下沉
速率。

E血仇E xuech6u 圈因亲族被杀害而结下的仇

恨z 报～｜结下～O

E血防l xuef6ng 圈对血吸虫病的防治z ～工
作。

E血管］ XU岳gu凸n 圈血液在全身中循环时所经

过的管状构造，分为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
E血光之灾】 xueguongzhi zo i 迷信的人指被杀
的灾难。

E血海深f九E xuehai-sh岳nch6u 指因亲人被杀

害而引起的极深的仇恨。
E血汗E xuehan IEl 血和汗，借指辛勤的劳动z

～钱｜粮食是农民用～换来的。

E血红E xueh6ng 庄园状态词。像鲜血那样的红
色；鲜红z ～的夕阳。

E血红蛋白E xueh6ng danb6i 红细胞中的一

种含铁蛋白质。血液借血红蛋白输送氧气，带



走二氧化碳。血液呈红色就是由于含有血红
蛋白的缘故。也叫血色素。

E血花E xuehua 画飞溅的鲜血。
E血迹E xuejl I雹血在物体上留下的痕迹：～斑
斑l衣服上有～。

E血检J xuejian 圈。化验血样，检测其中的
红细胞、臼细胞数量以及血红蛋白和其他成
分。＠特指检验血液中是否含有违禁药物。

E血浆E XU岳jiang 圈血液中除血细胞、血小板
之外的部分，半透明的液体，淡黄色，含有水、
蛋白质、元机盐、激素、有机酸等。

E血口喷人E xuekou-p岳nren 比喻用恶毒的话

诬蔑别人O
L加库E xueku lEl 医务部门储存血液以备输血
时应用的设备。

E血亏J xuekul @j] 中医指贫血。
E血泪】 xuelei 圈痛哭时眼睛里流出的血，借
指惨痛的遭遇z ～家史。

E血路】 xuelu ［苞战斗中拼死冲杀而突破重围

的道路，也用于比喻z 杀出一条～。
E血脉J xuemai f雪＠中医指人体内的血管’或

血液循环：～流通。＠血统：～相连。
E血拼I xuepln ［；通指进行激烈的殴斗或竞
争z 与敌人～到底 1 商家年底～家电市场。

E血拼r xuepln ［司花很多钱买东西。［英
shopping] 

E血泊E xuep6 画大摊的血。
E血气J xueqi 画＠精力2 ～方刚。＠血性2
有～的青年。

E血气方刚E xueqi-fanggang （年轻人）精力正
旺盛，冲劲儿大：～的小伙子。

E血亲】 xueqln 画有血统关系的亲属。
E血清E xueqlng 函血浆中除去纤维蛋白原后
的淡黄色胶状液体，在血液凝固后才能分离出

来。
E血球E xueqiu I写血细胞的旧称。
E血肉】 xuerou 圈＠血和肉 2 ～之躯。＠比

喻特别密切的关系：兄弟民族～相连。
E血色E xuese 画皮肤红润的颜色：面无～。

E血色素E xuesesu 函血红蛋白。
E血书E xueshu 圈为了表示有极大的仇恨、冤

屈或决心，用自己的血写成的遗书、诉状、志愿
书等。

E血栓J xueshuan lEl 由于动脉硬化或血管内
壁损伤等原因，心脏或血管内部由少量的血液
凝结成的块状物，附着在心脏或血管的内壁上。

E血水】 xueshul ~流出来的稀薄的血。
E血丝J xuesl l:Bl 0 丝状的血：痰旦有～。＠
眼白因毛细血管充血而出现的红丝．连续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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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使他双眼布满～。

E血糖J xuetang 圈血液中所含的葡萄糖，是
机体的能源之一。主要来源是食物中的淀粉，
以及肝中的糖原。

E血统E xuetong ［雹人类因生育而自然形成的
关系，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均可的关系。

E血污J xuewu 圈流出的血在物体上留下的

污痕．斑斑～ i抹去脸上的～。
E血吸虫E xuexlct 
米，雄虫乳白色’雌虫后半部褐色，雌雄常合抱三三
在一起。寄生在人和其他动物静脉系统的小
血管中，可引起血吸虫病。血吸虫病的症状是
发热、起风珍块、腹泻、有腹水、肝和脾大等。

E血洗E Xl』岳xi 画像用血洗了某个地方→样，形

容残酷而大规模地屠杀。

E血细胞E xuexibao 圈血液中的细胞，由红骨
髓、脾脏等制造出来，分为臼细胞和红细胞。

旧称血球。

E血象E xuexiang 圈用化验的方法把血液中

所含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的数目计算出
来制成的结果，用作诊断的资料。

E血小板E xuexiaoban lEl 血液的组成部分之

一，比红细胞和臼细胞小，形状不规则，没有细
胞核。有帮助止血和凝血的作用。

E血腥E xuexlng 0 r吕血液的腥味。＠圆形
容屠杀的残酷z ～统治卜，镇压。

E血型E xuexing 圈人类血液的类型，根据血
细胞凝结现象的不同，通常分为 0 型、A 型、

B 型和 AB 型四种。人的血型终生不变，能
够遗传。输血时，除 0 型可以输给任何型，
AB 型可以接受任何型外，必须用同型的血。

E血性J xuexing 圈刚强正直的气质：～汉子

（有血性的男子）＼～男儿。

E血压J xueya 圈血管中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
力，通常指动脉血压。

E虹样E xueyang （～儿）圈用作化验样品的少
量的血。

E血液E xuey岳圈＠血①。＠比喻主要的成

分或力量等 z 石油是工业的～ i这批青年工人

的到来为工厂增加了新鲜～。
E血衣E xueyl 圈杀人者、被杀者或重伤者的沾

血的衣服。

E血印J xueyin （～儿）厦］血迹。

E血友病） XU的凸ubing 圈血浆中缺少某种球

蛋白的先天性疾病，特征是身体各部位（皮肤、
肌肉、关节、内脏等）白发性出血或轻微受伤就
出血，血液不容易凝固。

E血雨腥风J xueyu剖lngf岳ng 见 1464 页I腥风

血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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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血缘E xueyuan 圈血统z 他们名义上是兄妹，
但没有～关系。

E血晕E xueyun 圈中医指产后因失血过多而
晕厥的病症。

另见 1451 页 xi邑yun 。

E血债E xuezhoi 圈指残杀人民的罪行：～累
累 i偿还～O

E血战】 xuezhon 0 圈指非常激烈的战斗：一
场～。 8!;w 进行殊死的战斗’ 2 ～到底。

E血证l xuezheng 圈作为杀人证据的带有被
害者血迹的衣物等。

E血脂E xuezhl 圈血液中所含的脂类，包括甘
泊三醋、胆固醇、磷脂和游离脂肪酸等。

E血月中E xuezhong [8J 血管壁破裂，血液流出血
管，聚积在软组织内所形成的肿块。

E血渍E xuezi 圈血迹g ～斑斑｜满身～。
、k岳、 L xue ＜书〉开玩笑：戏～！谐～！～
l层（撞）而不虐（开玩笑而不至于使人难堪）。

c主些（丁阶）

荤 ι 川n 见
（章）另见时页 hOn0

E荤粥E xonyu 同“草草霄’。

勋 川n 0 功勋z ～业 i ～
（勋、爱勤）劳1屡建奇～。＠勋章z

授～。
E勋绩E xOnji [8J 勋劳z 光辉的～。
E勋爵E xOnjue 圈＠封建时代朝廷赐予功臣
的爵位。＠英国贵族的一种名誉头衔，由国
王授予．可以世袭。

E勋劳E xunlao 圈很高的功劳z ～卓著。
E勋业l xuny岳〈书〉圈功勋和事业z 建立～｜
不朽的～。

E勋章E xOnzhang 圈授给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的一种表示荣誉的证章。

士白i xun 圈吹奏乐器。多用
贝（填、噪）陶土烧制而成，也有木、骨
或石制的，多为上小下大的鸡蛋形，有一至十
几个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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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剧正面

损

王E云 -n 0 圈（烟、气等）接触
黑（”焦）物体，使变颜色或沾上气味：
烟把墙～黑了 l臭气～夭。利欲～心。＠圈熏
制（食品） ：～鱼｜～鸡。＠〈书〉和暖z ～风。

另见 1496 页 xun 。

E熏奴1J xunf岳『19 ＜书〉画和暖的南风。
E熏沐E xunmu 圈 l日俗在斋戒占卡前烧香、沐

浴，表示对神虔诚。
E熏染E xOnran 圈长期接触的人或事物对人
的生活习惯逐渐产生某种影响（多指坏的）。

E熏陶E xOntao 画长期接触的人或事物对人

的生活习惯

某种影响（多指好的）：在父母的～下，他从小
喜爱音乐。

E熏蒸E xunzh岳ng B量热气蒸腾，形容闷热使人

难受z 暑气～。

E熏制E xunzhi ［到食品加工的一种方法，用烟
火或香花等熏食品，使带有某种气味。

害 xun 同“熏”’用于窑茶叶。把莱莉花等
放在茶叶中，使茶叶染上花的香味。

另见 1569 页 yin 。

熏1 川n 0 ＜书〉一种牌。也指花草的芳
香。 8 (XO门）圈姓。

熏2 川n 同“熏”。

E熏获不同器l xun you bu tong qi 香革和臭
革不能收藏在一个器物里，比喻好和坏不能共
处。也说素藐异器。

E熏藐异器E xuny6u-yiqi 熏藐不同器。

猥川n 见下。

E猥曹雪l xonyu 圈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
也作荤粥。

r正忌 ，一， xun ＜书〉浅红色。
卢羔（嫖）
『怪lit- xun ＜书〉＠日落时的余光。＠昏黑；
F吭R 暮。

醺 xOn 酒醉z 微～｜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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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七尺、六尺为→寻的。 8 cxun）［雹姓。

寻2 一→ X白n rntil tJl1 ：～求 l ～
（寻、尊）觅！～人｜搜～。

E寻查I xunch6 画寻找；查找z ～失散的亲人。
E寻常1 xunch6ng 回平常（古代八尺为“寻”，
倍寻为“常”，寻和常都是平常的长度）：～人

家｜异乎～｜拾金不昧，在今天是～的事了。
E寻短见】 xun duanjian （“寻”口语中也读

xin ）自杀。

E寻访1 xunf创9 日到寻找探问；寻找访查z 四处
～｜～故友。

E寻根】 xung岳n ［司＠寻找根底；寻找根源z ～

溯源。＠特指寻找祖籍宗族：～祭祖。
E寻根究底E xung岳n jiudi 追究根底，泛指弄清

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也说寻根问底。
E寻根问底E xung岳n-wendi 寻根究底。
E寻呼机E xunhujl [BJ 无线寻呼系统中的用户

接收机。通常由超外差接收机、解码器、控制
部分和显示部分组成。寻呼机收到信号后发

出音响或产生振动，并显示有关信息。简称呼
机。

E寻呼台E xunhut6i 圈无线寻呼系统中的单

向无线电发射台。简称呼台。
E寻花问柳E xunhua-wen Ii心指狮妓；嫖娼。
E寻欢作乐1 xunhuan-zuol自指追求享乐、放纵
的生活。

E寻机1 xunjl 擅自寻找机会z ～报复。
E寻开心E xun kaixln （“寻”口语中也读 xin)

〈方〉逗乐儿；开玩笑。
E寻觅E xunmi [Z置寻找：到处～o
E寻摸】 xun•mo ＜口〉［到寻找。

E寻求】 xunqiu [I;画寻找追求：～知识｜～真理。

E寻事E xunshi 圈找麻烦；故意引起争端：～

挑衅。

E寻思E xun•si （口语中也读 xin· si ）画思索；
考虑：独自～｜你～～这件事该怎么办。

E寻死E xun;;sl （口语中也读 xin;; si）画自杀

或企图自杀。
E寻死觅活1 xunsr mihu6 （“寻”口语中也读

xi门）企图自杀。多指用寻死来吓唬人。

E寻索E xunst』凸画！＠寻找：～他的踪迹。＠
寻求探索z ～答案。

E寻味E xunwei 巨型仔细体会z 耐人～。
E寻问E xunwen 画寻找并打听：四处～｜～遗
失文物的下落。

E寻隙E xunxi 画。故意挑毛病，引起争端：

～闹事。＠找空子；找机会z ～行窃O
E寻衅E xunxin 圈故意找事挑衅J z ～滋事。
E寻章摘句1 xunzhang-zhaiju 读书时只摘记

寻到！｜巡｜ xun 一口些主J

一些漂亮词句，不深入研究；也指写作只堆砌
现成词句，缺乏创造性。

E寻找E xunzhao ［~ 找1 ：～失物 i～工作。

E寻租］ xunzu 圈指某些单位或个人利用行政
手段寻求将公共财富转移到个人手中的行为，

如权钱交易、特权收益等。是英语 ren←
se<'king 的直译。

剑n xun ＜书〉缘子。
~llC到｜｜）姜
、〓 xun 0 巡查；巡视z ～夜｜～逻｜三量
1坠（也）出～。＠画遍（用于给全座斟
酒） ：酒过三～。

E巡捕E xunbu 圈＠清代总督、巡抚等地方长
宫的随从官员。＠旧时称租界中的警察。

E巡捕房E xunbufang 圈旧时帝国主义者在上

海等商埠的租界里设立的巡捕办事机关，相当
于旧中国的警察局。也叫捕房。

E巡查E xunch6 画一面走一面查看z ～堤防。

E巡察E xunch6 圈巡视考察；巡行察访g ～各

地。
E巡访E xunf凸ng 国国巡回访问 z ～欧洲各国｜定
期对用户进行～o

E巡凤J xunfeng 画来回走着望风z ～镣哨。

E巡抚E xunf心圈古代官名，明代称临时派遣
到地方巡视和监督地方民政、军政的大臣，清
代称掌管一省民政、军政的长官。
~航E xunh6ng 画巡逻航行z 飞机每天～护

林l乘小艇在港湾～。
~回1 xunhui 画按一定路线到各处（活动）：

～展览｜～演出 i～医疗。
~讲1 xunji凸ng 画巡回演讲z ～团｜在全国～

英雄事迹。
E巡警E xunjlng 圈＠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
主要负责维持治安。＠旧时指警察。

E巡丰Ll xunli 圈。朝拜圣地。＠借指观光或

游览z 春节市场～o

E巡逻1 xuniu6 画巡查警戒z 设专人值夜～。

~哨E xunshao ［虱（担负警戒任务的小部队
等）JIB行侦察。

E巡视E xunshi E面＠到各处视察：师首长～哨
所。＠往四下里看z ～着四周的听众。

~天】 xuntian 画巡游天空；巡视天空z ～邀

游｜～望远镜。

~行E xunxing 画沿着一定路线行进z ～市

区｜～各地。
~幸E xunxing （书〉富国指帝王出巡，到达某

地＝～江南o
~演E xunyon [I;且巡回演出s 剧团这次南下

～，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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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li洋舰E xunyangj ion 画主要在远洋活动，

装备有火炮、导弹、反潜武器和舰载直升机等
的大型军舰。一般用于护航、炮击敌航船和岸
上目标，支援登陆兵作战等。旧时的巡洋舰仅
以火炮为主要武器。

Uili夜E xunye 画在夜间巡查警戒＝值班～o
Uili医l xunyl ［司巡回医疗 z 参加下乡～活动。

三I UIB-tl xunyl [1llj] C'!j".iffll!)tE水域巡逻。
Uili游l xuny6u 圈。出外游玩；游逛z ～各

三三雪 地。＠巡行（察看） ：哨兵在村外～。

Uili展E xunzhan 圃巡回展览z 博物馆的珍藏

文物将陆续到各地～。
m诊E xunzh岳n 画巡回诊治。

旬E Xun O 周朝国名，在今山西临猜西。＠
V 圈姓。
另见 569 页 Hu6n 。

立在t '·' xun 询问 z 查～｜咨～。
阴JC前）
E询查E xuncha 圈查询。

E询问E xunwen 圈征求意见；打听2 他用～的

目光望着大家｜向经理～公司的情况。

寻 x白n 斟寻~ c Zhen ~（寻~）在今山东滞坊西南。
苟 xun 酬。

革… xun 见
（喜）另见 l(J40 页 qi6no

E喜事麻殇E xunmazh岳n （｜日读 qi6nm6zh昌门）

圈皮肤病，症状是局部皮肤突然成块地红肿、

发痒，几小时后消退，不留痕迹。常常复发。
药物、寄生虫、血清、细菌感染、接触刺激性物
质等都能引起这种病。也叫风莎块，有的地区
叫鬼风疙瘩。

碍 xun ylngxun 画英寻旧也
（碍）作碍。 , ~ 

峭 xun 见附页问。

淘 xun ＜书〉圈诚然；实在：～属可贵。

、 xun 0 ＜书〉水边z 江～。＠

f苛（溥） c xun）圈江西九江的另l称o
＇~古I xun ＜书〉＠诚实；恭顺z ～谨。＠恐
IHJ 惧g ～然。

南川〈书〉玉名。

王寻 xun （书〉一种美石。
。寻）

拘 xun 见下

E拘子木】 xun• zimu IE] 落叶或常绿灌木，叶子

卵形，花白色、粉红色或红色，果实球形，多为
红色，供观赏。

周… xun ＜书〉＠祭祀时把肉放在滚
苛（ i周）开的水中使半熟，也泛指煮肉。＠
把己宰杀的猪、鸡等用滚水烫后去毛。

~怪 xun 遵守；依照；沿袭：遵～！因～ i ～例 i
· 111::::1 ～规蹈矩。
E循规蹈矩E xungul-daoju 原指遵守规矩。现

多指拘泥于旧的准则，不敢稍做变通。
E循环】 xunhuan ［到事物周而复始地运动或变

化z ～往复 1血液～｜～小数。
E循环经济】 xunhuan jlngjl 运用生态学规律，
以资源的节约和反复利用为特征，力求有效地

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减少环境污染

的经济运行模式。
E循环论l xunhuanlun 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认为事物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没有发展
和本质的变化。

E循环论证E xunhu6n lunzheng 逻辑学上指由

前提甲推出结论乙，又拿乙做前提来证明甲，

这样的论证叫循环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E循环赛】 xunhuansai 圈体育运动竞赛方式
之一，参加者相互轮流比赛，按全部比赛中得
分多少决定名次。

E循环系统l xunhuan xlt凸ng 人和某些动物体

内由心脏、血管、血液、淋巴等组成的系统，血
液由心脏压出去流到全身各部再回到j心脏。
参看 1288 页［体循环1 、 379 页【肺循环1 。

E循例】 xunll 圈依照常例z ～办理。
E循名责实l xunming-zeshi 要求实质跟名称

或名义相符。
E循序l xunxu ［到顺着次序2 ～渐进。
E循序渐进l xunxu-jianjln （学习、工作）按照
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

E循循善诱E xunxun『shanvou 善于有步骤地

引导别人学习（循循z有步骤的样子）。

饲 圈鲸鱼，体近圆筒
（儒、哺草）形，背部黄灰色，口小而

尖，背部和腹部有大片硬鳞。生活在淡水中，
有些人海越冬。产于我国的有中华饲和达氏

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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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词义）：～i古。 0 c Xun）啕姓。
E甘！｜斥E xunchi 阉训诫和斥责2 他让父亲～了

顿。

E训｜词E xunci 圈训话时所说的话。
E训ii导＜］ xundao 圈教育训诫。

E世ii沽】 xung心＠（司对古书字句做解释。＠
圈训i古学。

E训话学E xunguxue !Eil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古书字句的解释。

E训话】 xun;;hua 层面上级对下级讲教导和告

诫的话。
E甘ii诲l xunhui ＜书〉阉教导。
E训If诫］（训戒） xunjie 画＠教导和告诫z ～部
下。＠→种处分措施，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

轻微或有错误的人进行公开的批评教育。
E训练E xunlian ＠疆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
种特长或技能z ～班｜业务～｜～义务消防人
员｜警犬都是受过～的。

E训ii令E x山nling 圈机关晓谕下属或委派人员

时所用的公文。

E世ii示E xunshl 0 国教导指示2 ～子侄。＠
画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的指示：聆听校
长的～O

E甘ii条E xunti6o 圈训诫下属、子弟遵照执行的
条规或话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

~ 。
E训ii谕】 xunyu ＜书〉闻训诲；:if导。也作训喻。

E训ii喻E xunyu 同“训谕”。

、n 、－ xun 0 询问：问～。＠审问2

1机（虱）审～。＠圈消息；信息通～！音
～｜新华社～o

E讯号I xunhao 圈＠通过电磁波发出的信
号。＠泛指信号。

[iR实E xunshi 画审讯属实。

E讯问E xunwen ＠型＠问①z ～病状｜～原委。
＠审问：～案件。

E讯息E xunxl ［~ 信息； 1肖息 z 掌握市场～ 1 家
里已有一个多月没听到哥哥的～了。

J型 xun 0 河流定期的涨水：桃花～ i伏～｜
11 、秋～！防～！～期｜～情。 8 cxun）圈姓。
E汛期E xunql 函］江河水位因降水集中、冰雪融

化等季节性上涨的时期。
[ffi情E xunqing 圈汛期水位涨落的情况。

迅 xun 迅速：咄咄～猛。

E迅l!Pl xunji 国立即：～处理！～出发。
(ill急E xunji ~J 急速2 ～回家。

E迅疾E xunji ~迅速2 动作～。

世11 iR 汛迅驯l f旬逊殉 l xun I 1495 I 

E迅捷E xunji岳陨迅速敏捷z 行动～｜他们～地

做好了抢救准备。
E迅雷不及掩耳E xunlei bu ji yon 岳r 比喻动

作或事件突然而来，使人来不及防备2 以～之

势一举击败对方。
E迅猛E xunm邑ng 回到迅速而猛烈z 洪水来势

。

E迅速E xunsu 圃速度高g非常快：反应～｜～至三

前进｜高等教育发展～。 羞羞

百Ill xun 0 顺服的；善良z 温～ l～＝
号Ill （恩ii ）顺。＠画韧！颐服g 善于～虎。
E事｜｜导E xund凸o 圈训练（动物）：～员｜～警犬。

（~Jlliji~］ xunfu 0 圃顺从2 这只小狗很～。＠
画使顺从z 这匹野马终于被他～了。

E驯化】 xunhua 画野生动物、榄物经人工长期

饲养或培育而逐渐改变原来的习性，成为家
畜、家禽或栽培植物。

E驯｜｜良E xunliang 固和Ji阪善良z 性情～。

E邬｜！鹿E xunlu 圈鹿的一种，毛栗棕色，头长，
耳短，颈长，尾短，雌雄都有角。性温顺，能耐

寒。毛皮可做衣物，鹿茸可入药c 俗称四不
像。

E驯熟E xunshu 圈。驯顺：～的小巴儿狗。＠

熟练3纯熟＝技艺～。
凹1111阪E xunshun 圈驯服顺从z 他～得像头绵

羊。
E事ii养E xunv凸ng 圈饲养野生动物使逐渐驯

服z ～猴子｜～廉鹿。

也合T 、，L xun 0 依从$曲从．～情 l～私。
丁用？狗）＠〈书〉对众宣示。＠〈书〉同
“殉”②。

E衔情E xunqing （书〉圈彻私z ～枉法。

E衔私E xunsl 画为了私利而做不合法的或错
误的事2 ～舞弊。

~7J、 、f xun 0 让出（帝王的位子） :~ 
也（遂）位。＠谦虑z谦恭＝谦～l 出言不
～。＠〈书〉差；比不上；不及z ～色 l 稍～一
筹。

E逊色E xunse 0 画］不及之处＝毫无～。＠圃
差劲：犬为～！并不～。

E逊位E xun;;wei 〈书〉画（帝王）让位g退位2

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

殉川＠殉葬＠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
求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2 ～难！～职。

U句国E xun;; gu6 Iii国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生

命2 壮烈～。
阴节E xun;; jie 画＠指战争失败或国家灭亡
后因不愿投降而牺牲生命z 慷慨～。＠旧时
指妇女因抗拒凌辱而牺牲生命。＠旧时指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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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受封建礼教毒害，因丈夫死而自杀。

U句难E xun;;nan 圃（为国家或正义事业）遇难

牺牲生命：他在抗战中不幸～。
U句情l xun;;qing 圈因恋爱受到挫折感到绝

望而自杀。

U句葬l xunzang 圈古代的一种风俗，逼迫死

者的妻妾、奴隶等随同埋葬，也指用俑和财物、
器具随葬z ～品。

U句职l xun;;zhi 圈（在职人员）为公务而牺牲

生命：以身～i在爆破施工中不幸～。
..... 1~ A 、』 xun 泼县，地名，在iiiJl有。
战cu将）另见刑页 jun。“潜”另见
719 页 ju门。

BB xun 圈八卦之一，卦形是三，代表风。

步专参看 16 页i八卦］。

熏 xun （方〉配煤气）使人窒息中毒z 炉子
安上烟筒，就不至于～着了。
另见 1492 页 xOn 。

草 xun 时菌的一类，生长在树林里或革
地上。地下部分叫菌丝，能从土壤里或朽

水里吸取养料。地上部分由帽状的菌盖和杆
状的菌柄构成，菌盖能产生袍子，是繁殖器官。
种类很多，有的可以吃，如香菇；有的有毒，如

毒蝇章。

睽 xun 书〉含在口中而喷出 z ～
（；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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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va o 明叉的
(0＂＇＊植、＠咋牙）东西＝枝～。＠

〈方〉女孩子z 小～。 8 (Ya）画姓。
“柜”另见 1499 页“柜”。

E丫巴JL] ya·ba「〈方＞ I吕东西分叉的地方：树

～ l手～。
E丫权】（梗权） yacha 函树枝分出的地方。
E丫环E ya•huan 同“丫鬓”。

E丫鬓E ya·huan 圈姆女。也作丫环。

E丫暑】 vaii 晴女孩梳在头顶两边的发罄。
E丫头E ya •tau I望＠女孩子。＠丫鬓。
E丫枝］（梗枝） yazhl [BJ 枝丫。
『7千 va 11'til o 对物体施压力（多指从
l主（犀）出下）： ~~1～垮｜用钢尺把纸
～住1～弯了腰。＠超越；胜过：才不～众 i技

～群芳，＠使稳定；使平静2 ～咳嗽 l ～f主阵

脚｜～不住火儿｜这出戏很精彩，一定～得住台。
＠压制：镇～｜别拿大帽子～人。＠逼近2 ～

境｜太阳～树梢。。搁着不动：积～l这件公文

要赶紧处理，别～着。＠同“押”⑥。
另见 1502 页 ya。

E压案】帅’an 画有葱、搁置案件，不予查办 2 对

瞒案不报、～不查的要严肃处理。

m宝】 va11bao 同“押宝”。

E压舱石l yacangshi 圈空船航行时放置在船

舱里的石块、铸铁等，用来稳定船身。比喻使
事物稳定、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粮食安全是

维系社会稳定的～。

E压产】 yach凸n 南减少生产，降低产量z 限期

～，减少库存。

E压场E ya;;ch凸ng ［到＠控制住场面z 他说话
没人听，压不住场。＠在 4次演出中把某个节

目排在最后演出r ～戏！以他独创的喷呐演奏
~ 。

E压车E ya;; ch岳［到由于装卸耽搁或道路堵塞
等原因，火车、汽车等不能按时开出或正常运

行。

丫压 l va I 1497 I 
E压秤】怕cheng O 圈物体称起来分量大（多

就同体积的而言）：劈柴太湿，～ 1 稻草不～，一
大捆才十来斤。 8 ＠）］过秤时有意压低所称物

品的分量 2 收购时严禁～、压价。

E船】 ya11chuan 画由于装卸不及时或气候矗
变化，船不能按时离开码头。 三三

E压担子E va dan·zi 把担子压在人肩上，比喻

委以重任，使受到锻炼，增长才干：给年轻人
～，让他们更快成长。

E压倒】 va11d凸o 圈力量胜过或重要性超过：

以～多数的选票当选｜生产安全～一切。
E压低】 vo11dT 圈使降低．～售价 l 他怕别人听

见，便～声音说话。
E压顶l yadlng 画由头顶上方压下来，多用于

比喻：乌云～｜泰山～志不移。
E压链E ya;;ding 圈减少纱链的数目，限制纱

厂的生产规模：棉纺厂～减员后，效益显著提
高。

E压队】 yii;;dui 画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

也作押队。

[ff服】（压伏） vo11 tu 圃用强力制服；迫使服
从2 ～众人｜要说服，不要～。

E压港E ya;;giing 画由于装卸耽搁、天气恶劣

或通关受阻等原因，船只不能按时开出或货物
不能及时运出而积压在港口。

E压货Eγo/;'huo 咽。货物积压下来（卖不出

去）。＠由于运力不足或天气恶劣等原因，货
物滞留在车站、码头等地方。

E压价l vo11 jia 圈强使价格降低：～收购。
E压惊E yii;; jlng 圈用请吃饭等方式安慰受惊
的人：略各薄酒，权当给您压压惊。

U王境l yojing ［噩（敌军）逼近边境：大军～。
E压卷l yiijuan 圈评为第一、压倒其余的诗文
书画等．堪称～｜～之作。

E压客］ yo;1ke ［噩由于运力不足、发生事故或
天气恶劣等原因．旅客被迫滞留在车站、码头

等地方。
E压库E vo11ku 画＠货物卖不出去，积压在仓
库里。＠减少库存积压：限产～o

E压力】 va11 圈＠物体所承受的与表面垂直的

作用力。＠制服人的力量z 舆论～｜施加～。
＠承受的负担：交通～｜人口～。

E压力锅E yoliguo 圈高压锅。
E压路机E va1ujl 圈用来压实道路或场地的机
器，有很重的圆筒形轮子，用蒸汽机或内燃机
做动力机。有的地区叫轧道机。

Z压迫E vapi> r通＠用权力或势力强制别人服
从2 ～人｜反抗～。＠对机体的某个部分加上
压力 z 肿瘤～神经而引起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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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压气E va11qi c～儿）［到使怒气平息z 说几句好
话给他压压气儿。

【压强E yaqiang 圈物体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压

力。单位是帕斯卡。
雪E E压岁钱E yasL』iqian IBJ 过春节时长辈给小孩儿

三雪 的钱。

E压缩E yasuo I刻＠加上压力，使体积缩小：
～空气 l ～饼干。＠减少（人员、经费、篇幅

等） ：～编制｜～开支。
E压缩空气E yasuo kongqi 用气泵把空气压人
容器而形成的压力高于标准大气压（101 325 
帕）的空气，可用于车辆制动或开动风铺、JXt钻

等机具。

Z压台E va11 tai 圈＠压场②：～戏｜这次演
出由她的独唱～。＠指稳住局面，使局势

平静。
E压台戏l yataixi 圈指一场戏曲演出中排在
最后的节目（多为较精彩的）。

E压题E vati o 国把与书、文内容有关的照片、
图画等跟书名、文章标题排在一起g ～照片。
＠同“押题”。

E压条E yatiao 画把植物（如葡萄）的枝条的
→部分埋入土中，尖端露出地面，目的是等
它生根以后把它和母株分开，使另成一个植

株。
E压痛l yatong IBl 医学上指用手轻轻地按身
体的某一部分时所产生的疼痛或异常的
感觉。

E压抑E vavi 画对感情、力量等加以限制，使不
能充分流露或发挥z ～感 i～不住内心的激动。

E压韵E ya;;yun 见 1498 页【押韵］ o

E压榨】 yazha 画＠压取物体里的汁液z 用甘

1在制糖，一般分～和煎熬两个步骤。＠比喻剥
削或搜刮。

E压阵E ya;;zhen 画＠排在或走在队列的最

后g压队＝他～掩护大家脱险。＠稳住阵脚，
多用于比喻z 为了比赛取胜，队长亲自上场～。

E压制］1 yazhi 画竭力限制或制止z抑制：不

要～批评卜，不住自己的愤怒。

E压和tll2 yazhi 圈用压的方法制造z ～砖坯。

E压轴E yazhou O 画压轴子①。 81Bl 压轴
子②。

E压轴戏E yazhouxi 圈压轴子的戏曲节目，也
比喻令人注目的、最后出现的事件。

E压轴子E yazhou•zi O 圈把某一出戏排为→
次戏曲演出中的倒数第二个节目（最后的一出
戏叫大轴子）。 81Bl 一次演出的戏曲节目中
扫地倒数第二的一出戏，现也指一场演出排在
最后的较精彩的节目。｜｜也叫压轴。

n~ ya 0 rn&l 表示惊异z ～，下雪了！＠
:-'-J 岖雪形容开门的摩擦声等：门～的一声
开了。

另见 1502 页 •ya 。

押 γa o 在公文、契约上签字或画符号，作
为凭f言：～尾。＠作为凭信而在公文、契

约上所签的名字或所画的符号：花～ i 画～。
＠［显把财物交给对方作为保证．抵～ 1 ～租｜

～金｜～了五百元钱。。画暂时把人关起来，

不准自由行动：拘～｜看～｜关～ l犯罪嫌疑人
被～起来了。＠圈跟随着照料或看管z ～车｜

～运｜～送。＠圈赌博时在某一门上下注。
0 (Ya）圈姓。

E押宝】 ya;; baa 圈赌博的一种。赌博的人猜

测宝上所指的方向下注。也作压宝。
E押车】 ya;; ch岳擅自随车看管（物品等〉。

E押当J yadang O c 户）圈用实物做抵押向

当铺借钱。＠〈方〉圈小当铺。
E押队］ ya;;dui 同“压队”。

E押解E vaiie 圈＠押送犯人或俘虏等。＠押

运：～货物。
E押金l yajln 圈＠做抵押用的钱。＠押款
③。

E押款E yakuan O c 「←）圆周货物、房地产或
有价证券等做抵押向银行或钱庄借款。＠圈
指用抵押的方式所借得的款项。＠白自指预
付的款项。

E押送】 yasong 圈。押着（犯人或俘虏〉送交
有关方面。＠押运2 ～军粮。

E押题E va11ti [1;I)] 考试前猜测可能要考的试题
并做重点准备。也作压题。

E押尾E yaw岳I rn昌在文书、契约的末尾画押。

E押运E yayun 画运输货物时随同看管z ～救

灾物资。

E押韵】（压韵） va11vun [1;I)] 诗词歌赋中，某些句
子的尾字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音调和谐
优美。

E押账E ya矿zhang ~借钱时用某种物品做抵

押。
E押租E yazu IBJ 租用土地或房屋时交付的保

证金。
埋 a ＜方〉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窄

（埋）地方山口（多用于地名），时～
（在重庆） I 朱坡～（在湖北）。

E埋口E vak凸u （方〉圈山口。

正自 va IBl 鸟，全身多为黑
~善（弱、祷躏）色，嘴大，翼长，脚有力。
种类较多，常见的有乌鸦、寒鸦等。

E鸦片］（雅片） yapian IBJ 阿片用作毒品时叫鸦



片。通称大烟。参看 1 页1阿片l 0 

E鸦片战争E Yapian Zhanzh岳ng 1840- 1842 

年英国以我国禁止英商贩卖鸦片为借口对我

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腐败元能的清政府在英
军的武力威迫下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和英国签
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
约》。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我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
的民主革命也从此开始。也叫第→次鸦片

战争。
E鸦雀无声J yaque-wush岳ng 形容非常安静。

哑 va 旧同“呀，，。
（哑）异见 1500 页忡。

E哑哑E vava 匮蜀形容乌鸦的叫声、小儿的学
语声等。

梗～ va o 用于地名： ~）l镇（在江
1 （植）扣。＠见四9 页［1iJ]E剧。

“板”另见 1497 页“丫”。

E极权J vacha 见 1497 页I 丫权］。
E梗枝E yazhl 见 1497 页【丫校l 0 

回自 由 ya l组家禽，嘴扁腿短，趾间有
甲号（用自）膜，善游泳。在（巾g）毛百I用来
填充被子、羽绒服或枕头。通常指家鸭。通称
鸭子。

E鸭步鹅行】 yabu-exing 见 340 页【鹅行鸭 l
步］。

E鸭蛋E yodan lEl o 鸭子下的蛋。＠借指零 l

分：英语考试得了个～。参看 173 页【吃鸭

蛋1 、 830 页【零蛋1 。
E鸭蛋青J yadanqlng E回极淡的青色。

E鸭蛋圆】 yodanyuan c～儿）〈方〉睛椭圆形

的·～的脸。
E鸭黄】 yahuang ＜方〉啤孵出不久的小鸭，因
身上有淡黄色的院（ rang）毛而得名。

E鸭梨E va11 圈＠梨的一个品种，果实卵圆形，
靠近果柄的凸起像鸭头，皮薄而光滑，淡黄色，
有棕色斑点，味甜，脆而多汁。＠这种植物的

果实。
E鸭绒E yar6ng ［每加工过的鸭眶。己ng）毛，有

很强的保温作用：～被。
E鸭舌帽J yast怆mao 圈帽顶的前部和月牙儿
形帽檐扣在一起略呈鸭嘴状的帽子。

E鸭子E ya· zi !BJ 鸭的通称。

E鸭子JLl vazlr ＜方〉圈鸭蛋。
E鸭嘴笔J vazuTbT 圈制图时画墨线的用具，笔

头由两个弧形的钢片相向合成，略呈鸭嘴状。
E鸭嘴兽J yazuTshoL』圈哺乳动物，身体肥而
扁，尾巴短而阔，嘴像鸭嘴，毛细密，深褐色，卵
生。雌兽元乳头，乳汁由腹部的几个乳腺流

鸦哑梗鸭雅牙 I ya - ya I 1499 I 
出。穴居河边，善游泳，吃昆虫和贝类。生活
在大洋洲。

雅而（-'fij) li'fl2Z%＇~o 
另见 1501 页忡。

E雅片E v。pion 见 1498 页【鸦片］。

,, 
γa Cl丫）

牙1 y白＠圈人和高等动物咬切咀H爵
的器官，由坚固的骨组织和袖质构成。

人的牙按部位和形状的不同，分为切牙、尖牙、
前磨牙、磨牙。通称牙齿，也叫齿。＠特指象
牙2 ～筷｜～章 l～雕。＠形状像牙齿的东西：
～子。。 CY6）圈姓。

质
冠
腔
银
根

轴
牙
牙
牙
牙

磨牙
前磨牙
尖牙
切牙

人的牙

牙2 va 牙子2 ：～行

E牙掺E ya· chen ＜口〉圃＠食物中夹杂着沙
子，嚼起来牙齿不舒服：菜没有洗干净，有点儿

～。＠形容言语粗鄙，不堪入耳2 你居然说出
这种话来，也不嫌～o

E牙齿E yachT lEl 牙1 ①的通称。

E牙床J' yachuang lEJ 牙跟的通称。
E牙床r y6chu6ng 固有象牙雕刻装饰的床，
也泛指装饰精美的床。

E牙雕J yadiao 画在象牙上雕刻形象、花纹的

艺术，也指用象牙雕刻成的工艺品。
E牙膏E yagoo lEJ 刷牙用的膏状物，一般用甘

油、牙粉、臼胶粉、水、糖精、淀粉等制成，装在
金属或塑料的软管里。

E牙根E vag岳n lEl 牙的底部，嵌在牙槽里。（图
见 1499 页“人的牙”）

E牙垢E y6gδu lEl 牙齿表面黑褐色或黄色的污
垢。

E牙关E yaguan 圈指上顿和下额之间的关节z
～紧闭！咬紧～。

E牙行E y6h6ng 圈旧时提供场所、协助买卖双



I 1soo I ya 一帅｜牙衍芽 l场呀珊蜘握崖涯脏衙定哑

方成交而从中取得佣金的商号或个人。
E牙花】 yahua ＜方〉函＠牙垢。＠牙跟。II 也
叫牙花子。

E牙具E vaiu 圈刷牙漱口的用具。
E牙口l y白· kou 函＠指牲口的年龄（根据牲
口的牙齿多少和磨损程度可以判定牲口的年

龄） ：这头牛～不老。＠（～儿）指老年人牙齿

的咀嚼能力 z 您老人家的～还好吧？
E牙俭E y白kuai ＜书〉圈牙子2 。

E牙轮E y白lun ＜口〉圈齿轮。
E牙牌】 y白p6i 圈骨牌。

E牙婆E y6p6 IEl 旧时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从

中取利的妇女。
E牙签E yaqian c～儿）啕剔除牙缝中食物残屑

用的细勘Lo
E牙色E vase 圈近似象牙的淡黄颜色。

E牙石】＇ y6shi 圈结成硬块的牙垢。

E牙石Y y6shi 圈缘石。
E牙刷E y6shua C～儿）圈刷牙的刷子。
E牙线E yaxian 函剔除牙缝中食物残屑用的

细线。
E牙牙E Y。”〈书〉阻图形容婴儿学说话的声
音：～学语。

E牙牙学语E y6y6剖U的心婴儿咿咿呀呀地学说

话：幼儿的早期教育从～阶段开始。
E牙医E y6yi 圈给人镶牙、拔牙、治疗牙病的医
生。

E牙根E yayin 圈包住牙颈和牙槽骨的新膜组
织，粉红色，内有很多血管。通称牙床。（图见
1499 页“人的牙”）

E牙猪E y6zhang 画猿子。

E牙质E yazhi E园属性词。以象牙为质料的：

～的刀把儿，
E牙子】1 y6•zi （口〉直到物体周围雕花的装饰或
突出的部分z 桌椅的～做工精细｜马路～。

E牙子T y6•zi IEl 旧时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
得佣金的人（通常卖方为农民、渔民等小生产
者，买方为收购商或消费者）。

饵”〈方〉圈小孩儿。

芽回川圈＠植物刚长出来的可以发
育成茎、叶或花的部分z 麦子发～儿了。＠

形状像芽的东西z 肉～（伤口愈合后多长出的
肉）。

E芽茶E y6ch6 
E芽豆E y6dou 
可做菜吃。

圈极嫩的茶叶。

圈用水泡后长出短芽的蚕豆，

E芽眼E y6yan 圈块茎上凹进去可以生芽的部
分。

It!牙 va 酬叫y6），山名，在河南。

2牙 va o 琅呀CL6ngy6），山名，在安徽。＠
琅王牙（ l6ngy6）句山名，又地名，都在山东。

那忡。用于地名g 叫If叫们＠同
“呀”。

甥 va 甥虫z 棉～ 1烟～

E蜘虫】 y6ch6ng IEl 昆虫，身体小，卵圆形，绿

色、黄色或棕色，腹部大。吸食植物的汁液，是
农业害虫。种类很多，如棉虫牙、烟规、高粱甥
等。通称腻虫。

握 va 用于地名 2 ～东 i～西（都在山东）。

崖 … γ6 （旧又读 6i) 0 圈
（主庄、；：I眶） 山石或高地的陡立的侧

面：～壁｜山～｜悬～！摩～。＠〈书〉边际2 ～

略。

E崖壁画E yabihua IEJ 岩画。

E崖画E y6hua 圈岩画。

E崖衷。l vak岳圈山崖上刻的文字。

E崖略】 value ＜书＞ IEl 大略；概略：言其～。

涯”水边，泛指边际：天～海角！一望无

E涯际l y6ji 圈边际：漫无～的海洋。

脏 va ＜书〉眼角。

E脏毗E y6zi （书〉＠圈发怒时瞪眼睛：～之
怨。＠画指极小的仇恨．素无～。

E脏毗必报】 yazi-bibao 像被人瞪了一眼那样

极小的仇恨也一定要报复，形容心胸极其狭

窄。

住在 va o 衙门·～役。 8 CY6）画姓。
1口I

E衙门】 ya· men 画旧时官员办公的机关。

E街内E yanei 圈唐代称担任警卫的官员，五代

及宋初多以大臣子弟充任，后来泛指官僚的子

弟。
E街役】 va·vi 圈衙门里的差役。

" ya c I丫）

JE 帅〈书〉同‘‘雅
另见 994 页 pT “匹＂, 

。

哑 凸＠圈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
(P~）而不能说话2 重病致～｜这孩子又

聋又～。＠不说话的5元声的z ～场 i ～居iJ I~ 
铃｜～口无言。＠圈嗓子干涩发不出声音或



发音低而不清楚：沙～｜～嗓子｜嗓子都喊～
了。＠画因发生故障，炮弹、子弹等打不响3

～弹｜～火｜～了三炮。

另见 1499 页忡。

E哑巴】 y凸•ba 圈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而不能

说话的人。
E哑巴亏】怕· bakul 函见173 页［吃哑巴亏L

E哑场E y凸；； ch凸ng 画冷场②。
E哑火l y凸；； hu凸圈＠炸药装置不爆炸或炮
弹、子弹等打不响。＠比喻不说话：那么爱说

话的人，今天怎么～了？
E哑剧11 vaiu ~不用对话或歌唱而只用动作和
表情来表达剧情的戏剧。

E哑铃E V凸ling 圈体育运动的辅助器械，用木
头或铁等制成，两头呈球形，中间较细，用手握

住做各种动作。
E哑谜l y凸mi ~o 用动作、表情、图画等暗示
谜底的谜语：出～。＠隐晦的话，比喻难以猜

透的问题：打～。
E哑炮E y凸pao 圈在施工爆破中，由于发生故
障没有爆炸的炮，也指点燃后不能炸响的鞭

炮。也叫瞎炮。
E哑然】1 yaran ＜书〉圈。形容寂静z ～无声｜
全场～。＠形容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失惊。

E哑然F varan c“哑”旧读的〈书〉圃形容笑

声＝～失笑。
E哑i吾E Y凸Y心匮E手语2 打～。
E哑子E Y凸· zi ＜方〉固哑巴。

症植 V凸旧同“哑
？亚（瘟）
雅1 忡。书〉合乎规范的， ~JI。如

尚；不粗俗z 文～｜～致｜～座。＠西周朝
廷上的乐歌，《诗经》中诗篇的一类。＠敬辞，
用于称对方的情意、举动z ～意 l ～教。＠
CY凸）函姓。

雅2γ凸叫交情z 无一日之～。日
平素E ～善鼓琴。＠圈很；极z ～以为

美。
另见 1499 页忡。

E雅观］ y凸guan 圈装束、举动文雅（多用于否
定式）：公共场所光膀子很不～。

E雅号】 y凸hao 画＠高雅的名号（多用于尊称

人的名字）。＠指绰号（含诙谐意） ： 我倒不晓
得他还有这么一个～呢！

E雅fl司E y凸jian c～儿）圈雅座。

E雅教E y凸jiao 圈敬辞，称对方的指教g 多承
~ 。

E雅静l y凸jing ~圈。雅致而清静z ～的房间。

＠文静z 这位姑娘很～。

哑瘦雅轧亚 I y凸－ yδI 1so1 I 

E雅量】忡liang 圈＠宽宏的气度：要有倾听

批评意见的～。＠大的酒量。
E雅皮士l yapishi 圈指西方国家中年轻能干

有上进心的一类人。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
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工作勤奋，追求主主
物质享受。［雅皮，英 yuppie] 雪三

E雅趣E y凸qu l望高雅的意趣：～盎然。

E雅人E yaren 圈高雅的人，旧时多指吟风弄
月的文人。

E雅士】 yashi ~高雅的人，多指读书人。
E雅思ll y凸sl 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In

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英文缩写CIELTS）的音译。

E雅俗共赏E y凸su-gongsh凸ng 文化高的人和

文化低的人都能欣赏。

E雅兴l yaxing 圈高雅的兴趣·～不浅。

E雅驯II】而xun ＜书＞ ~ （文辞）典雅。

E雅言E 忡忡n 圈＠古代指通行的标准语。＠
〈书〉正确的话；有道理的话。

E雅意E v的1 圈＠高尚的情意z 高情～。＠
敬辞，称对方的情意或意见2 未能如约前往，有

负～。
E雅正E y凸zheng ＜书〉＠圃合规范；纯正2 文

辞～。＠回正直。＠圃敬辞，用于把自己
的诗文书画等送给人时请对方指教a

E雅致E y凸• zhi 圃（服饰、器物、房屋等）美观而

不落俗套。
E雅座l y凸zuo （～儿）圈指饭馆、酒店、澡堂中

比较精致而舒适的小房间。也叫雅间。

、、

γd Cl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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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o 画碾；滚压＝碾～ l～棉
花。＠排挤z 倾～。 8 (Ya）圈

va 匮贾形容机器开动日才发出
的声音z 机声～～｜缝纫机～～

～地响着。
另见 415 页 g6;1641 页 zh6o

E辛L场·l va;;chang 圈用碌碌等轧平场院或滚

轧摊在场上的谷物使脱粒。
E辛L道车E yadaoche !Bl 铁路上巡查或检修用
的车，多用电瓶或柴油机做动力。

E轧道机E yadaojl ＜方〉圈压路机。
E轧马路l yam凸1u 比喻在街道上闲逛（含诙谐

意）。
而1 va o 较差（多用于否定式） : 
1旦（里）他的技术和于你。＠次一等z



1so2 I ya - yon I 亚压讶迈娅研娅氢报狭呀咽恢殷腼

～军｜～热带。＠化合价较低的；酸根或化合

物中少含一个氢原子或氧原子的：硫酸～铁
(FeS04) I ～氨基（＝ NH) I ～硫酸

CH,SO，）。。（ Ya）圈姓。

三重三 1τ－： 2 Ya 圈指亚洲。

三言旦旦（~）
E亚当E Yadang 圈《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
［希伯来 Adham]

E亚光l yaguang IBJ 亮度稍弱，但柔和不刺眼

的光z ～漆卜，陶瓷。

E亚健康E yajiankang 圈指身体虽然没有患

病，却出现生理机能减退、代谢水平低下的状
态。主要表现是疲劳、胸闷、头疼、失眠、健忘、
腰背酸痛、情绪不安、做事效率低下等。也叫

第三状态。
E亚军l yajun 固体育运动等竞赛中的第二名。

E亚麻l yam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细长，
叶子互生，披针形或条形，花浅蓝色，结葫果，
球形。纤维用亚麻的茎皮含纤维很多，可以做
纺织原料。＠纤维用亚麻的茎皮纤维。

E亚热带E yaredai 函热带和温带之间的过渡
地带。与热带相比，有显著的季节变化，气温
比温带高，植物在冬季仍能缓慢生长。也叫副
热带。

E亚种l yazhong 圈生物分类上种以下的分类

单位，用于种内在某些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
方面有差异的群体。

to-"" 、，h m 丁主

l主（犀）另见／；4~； :in ya 。
E压板E yaban ＜方〉圈烧烧板cqiaoqioobnn）。

E压根JL] yag岳nr ＜口〉圈根本；从来（多用于否

定式） ：他全忘了，好像～没有这回事！我～就

不认识他。

、王主 、一 va ＜书〉诧异：惊～｜～然。
呀（前）’
E讶异E vavi 回惊讶诧异：这则消息令人十分

~ 。

进 va ＜书〉迎接z 迎～

娅 ya ＜方〉圈硬把东西送给对方
3 （扭）或卖给对方。
研 va 圈用卵石或弧形的石块碾压或摩擦

皮革、布匹等，使密实而光亮：把牛皮～

光。

娅 va 见m页叫
（娅）

~ va 圈气体元素，符号 Ar。元色

虱（氢）均无味，是大气中含量最多的
稀有气体，化学性质很不活泼。放电时发出

蓝色的光，在电弧焊接不锈钢、续、铝等时用
作保护气体，也用来填充灯管和灯泡。

擅仙书〉拔～苗助长

E撞苗助长】 yamiao-zhuzh凸ng 古时候宋国有

个人，嫌禾苗长得太慢，就一棵棵地往上拔起
一点儿，回家还夸口说：“今天我帮助苗长了！”
他儿子听说后，到地里一看，苗都死了（见于

《孟子·公孙丑上》）。后用来比喻违反事物的发
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也说拔苗助长。

狭 … va 见下。
c ：裂）

E猥Jiitrl vav心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吃人的猛
兽。

·γa c ·I丫）

日开 •ya 画“啊”受前一字韵母口，巴， l ，。， u

λ』 的影响而发生的变音：马跑得真快～！ I 
大家快去～！！你怎么不学一学～！！这个瓜
～，甜得很！

另见 1498 页 ya 。

仁 y丽可百二二］

日因而n 函口腔后部主要由肌肉和秸膜构
严’成的管子。分成三部分，上段跟鼻腔相对
叫鼻咽，中段跟口腔相对叫口咽，下段在喉的

后部叫喉咽。日因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通

路。也叫口因头。
另见 1512 页 yon; 1531 页忡。

E口因喉］ y6nh6u 圈＠日困和喉。＠比喻形势险

耍的交通孔道：～要地。

[P因头E yant6u 圈咽。

跃而n m 
（’顾、 1愿）户～

E惯’阪l yonyan ＜书〉圆形容患病而精神疲乏z

病～｜～欲睡。

殷而n ＜书〉赤黑色
另见 1562 页 yTn;1566 页 yino

【殷红E yanh6ng ［翻带黑的红色z ～的血迹｜～

的鸡冠子。

因（赚）B an H因脂z ～粉 1～红。

U困红】 yanh6ng 画像烟脂那样的红色：～的

野百合｜～的朝霞。

口因脂E yon• zhi 圈一种红色的化妆品，涂在两

颊或嘴唇上。也用作国画的颜料。



[JJ因脂鱼E yan• zhiyu IBl 鱼，体长而侧扇，背部
隆起，成鱼全身粉红、黄褐或暗褐色。生活在
长江和闽江中上游。也叫火烧蝙。

烟 血斗 yan O 圈物质燃烧
了熠、＠提茶） 日才产生的混有未完全

燃烧的微小颗粒的气体：浓～｜～熏火燎。＠
像烟的东西z ～雾｜～霞。＠圈由于烟的剌
激使眼睛流泪或睁不开z ～了眼睛了。＠函
烟草z ～叶｜烤～｜种了几亩～。＠固纸烟、烟
丝等的统称：香～｜旱～｜～瘾｜请勿吸～。＠
指鸦片：～土 1～膏。＠烟子z 松～。

另见 1562 页 yTn 。

E咽蔼E yan ＇凸 i ＜书〉圈云雾z ～朦胧。
E烟波E y凸nbo 圈烟雾笼罩的江湖水面z ～浩

渺o
E烟草E yanc凸o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大，花冠漏斗形，简部粉红色或白色，裂片红
色，结葫果，卵圆形。叶子是制造烟丝、雪茄等
的主要原料。＠指烟叶或烟叶制品 z ～市场。

E烟尘E yanchen 圈。烟雾和尘埃z ～滚滚。
＠烽烟和战场上扬起的尘土。旧时指战火。

E烟囱E yancong 圈烟筒。

E烟袋组 yandai 圈吸烟的用具，有旱烟袋和水
烟袋两种。通常指旱烟袋。参看 515 页【旱烟
袋1、1229 页KJk烟袋l。

E烟蒂E yandi IBJ 烟头。
E烟斗J yand凸u ［事吸烟用具，多用坚硬的木头
制成，一头装烟叶，一头衔在嘴里吸。

E：烟鬼E yangul 圈讥称烟瘾很大的人，旧时多
指吸鸦片成瘾的人σ

E烟海E yanh副圈烟雾弥漫的大海，多用于比

喻：浩如～｜如堕～。
E烟花J' yanhua 圈。〈书〉指春天艳丽的景
物。＠旧时指妓女z 沦为～｜～巷。

E烟花T yanhua llBJ 烟火（ yon•huo）：～爆竹。

E烟灰E yanhuT 圈烟吸完后剩下的灰。
E烟火E yanhu凸圈＠烟和火z 动～（指生火做
饭）｜建筑工地严禁～。＠烟火食z 不食人间
～。＠〈书〉烽火g战火。。旧时指祭祀祖先

的事，借指后嗣 z 绝了～。
E烟火E yan·huo 圈燃放时能发出各种颜色的

火花，或同时变幻出各种景物而供人观赏的东
西，主要是在火药中掺入银、铿、铝、锁、续、纳、
铜等金属盐类，并用纸裹成，种类不一。也叫
烟花、焰火。

E烟火食】 γonhuoshi 圈指熟食。
E烟具.J yanju 圈吸烟的用具，如烟嘴儿、烟盒、
烟灰缸等。

E烟卷JL) yanju凸nr 喧香烟2 0 

脑烟焉崎｜ yon 」？些J

E烟煤E yanmei 圈煤的一类，暗黑色，有光泽，
燃烧时冒烟。可分为气煤、肥煤、焦煤、瘦煤
等。是炼焦的原料。

（；烟民E yiinmin 圈指抽烟的人。

E烟幕J yonmu IBl 0 用化学药剂造成的浓厚噩噩
的烟雾，作战时用来遮蔽敌人的视线。＠比三三
喻掩盖真相或本意的言语或行为：敌人以和
谈做～加紧备战。

E烟幕弹E yonmudan 圈＠发烟弹。＠比喻
掩盖真相或本意的言语或行为。

E烟农E yonn6ng 圈以种烟草为主的农民。

E烟屁阳 yanpi·gu ＜口〉圈烟头。
E烟色】 yiins岳画像烤搁那样的深棕色。

E烟丝E yiinsT 圈烟叶加工成的细丝。
E烟筒E yan•tong I望炉灶、锅炉上排烟的管状
装置。

E烟头） yiint6u C～儿）圈纸烟吸到最后剩下的

部分。

E烟土E yant心圈未经熬制的鸦片。

E烟雳E yanwu 擅自泛指烟、雾、云、气等z ～弥

漫｜～腾腾。
E烟霞l yiinxia 圈＠烟雾和云霞z ～缭纱。
＠〈书〉指山水景物z 放怀～。

E烟霞癖E yiinxiapl ＜书） llBl 0 指游山玩水的
癖好。＠指吸食鸦片的嗜好。

E烟消云散E yiinxiiioγunsan 形容事物消失净

尽。也说云消雾散。
E烟叶） yiiny自圆烟草的叶子，是制造烟丝、雪
茄等的原料。

E烟瘾E v。nyln llBl 吸烟的瘾，旧时多指吸鸦片
烟的瘾。

E烟雨E yany凸画像烟雾那样的细雨 z ～蒙蒙。

眨烟云E yiinyun 圈烟气和云雾：～缭绕。
E烟柱】 yiinzhu 圈直向上升的呈柱状的浓烟z
爆炸现场黑色～直冲云霄。

E烟子E v。n•zi 圈烧火或熬油时的烟上升而聚

成的黑色物质，可以制墨。
z烟嘴JL) Y也nzulr IBl 吸香烟用的短管子，含在

嘴里的一－端稍扇，有的有过滤作用。
主阜 ya『1 0 ＜书〉跟介词“于”加代词“是”相
，；可可当 z 心不在～ i善莫大～。＠〈书〉回疑
问代词。哪里；怎么（多用于反问句）：～有今
日？｜～能不去？｜不入虎穴，～得虎子？＠
〈书〉画乃；于是：必知乱之所自起，～能治之。
＠〈书〉圃表示肯定的语气：有厚望～｜因以
为号～。 8 CYon）圈姓。

崎而n 见ro

E崎d磁E YanzT IBl 0 山名，在甘肃。＠古代指
太阳落山的地方2 日薄～。



I 1504 I yon - yon I 阉阙淹脑涅那濡渴婿燕延

陆ci an ＠圈阉寄tl ：～鸡｜～猪。 81 ～期｜开学日期～至 10 月份。＠〈书〉聘请；
1啕（阉）马〉指宦官z ～党。 | 邀请：～聘i～师！～医｜～至其家o 0 CY6n) 
E阉割】 yang岳圈＠割掉辜丸或卵巢，使失去｜ 画姓。
生殖能力。＠比喻抽掉文章或理论等的核心 ICM长】 y6nch6ng ［到向长的方面发展z ～生
内容，使失去作用或改变实质。 I 命｜路线～一百公里｜会议～了三天。

E阉人E yanren 圈指被阉割的人，也用作宦官 l E延长米E y6nch6ngmi i. 表示工程量的→种
的代称。 | 单位，用于某些线路不规则的工程（如铺设管
阙 - 旧下。 I 道挖畔）。可以计算局部工程（相同规格）
（阕）另见叩页色。 | 的工程量，例如统→制式的橱柜，其高度、宽度

E阙氏】 va「1

淹 a 阴 闹n 0 圃淹没：～死｜庄稼｜ 常以米为单位按长度计价。
（＠嘀）遭水～了。＠圈汗液等浸渍 I c延迟】同nchi 圈推迟z 会议～三天召开。

皮肤使感到痛或痒z 胳肢窝被汗～得难受。 C) I D垂着E yanda ng rnlJl 拖延：～时日。
〈书〉广 z ～博。＠〈书〉久；迟延 z ～留。 Im搁】 yang岳 rnlJl 拖延耽搁。

E淹博E yanb6 ＜书〉圈广博z 学问～。 I c豆豆叶 yanhδu 圈向后延期g推迟：会议～举
E淹留E yanliu ＜书〉圈长期逗留 z ～他乡。 | 行。
E淹盯 yanmai 圈（淤泥、沙士）盖过啤住：铁 Im缓E yanhuan 国延迟z推迟2 工程进度不容
路被淤泥～了。 | 

E淹没E van mo 圈（大水）漫过；盖过g 河里涨 I c延颈企踵】 yon问－qizh凸ng 伸长脖子，抬起
水，小桥都～了。雷鸣般的掌声～了他的讲话。 | 脚跟，形容急切盼望。

脂（畸） :;OJ:~~：：在军骂｜叮叮~~士；书〉圈延聘招揽3聘请z ～人
时间使入味z ～菜｜～肉｜～制。 Im米E 帅nmi 画指延长米。

另见 1 页。。 | ICM绵E y6nmi6n 圃绵延。
服渍l yanzi 圈腾。 Im细川nna ＜书〉圃接待；接纳。
涅主？〈书〉＠埋没：～没｜～灭。＠淤｜阻年益堪回nnian-yishou 增帆，延长寿

｜命。
另见 1562 页 yTn I ' Im聘】 yanpin 圈。〈书〉聘请。＠延长聘用

E涩灭l vanmie 圈涩没。 | 
| 期；继续聘用。

E湿没l yanmδ 画埋没z ～无闻。 | 需R l 阻期】怕n矿17 van 0 郎陵CYδnling ），地名，在河南。｜
民 | ～交货｜会议～举行。＠延长使用期、有效期tJ 8 (Yan）圈姓。 I 

E二二a I 等：办理护照～手续。
iε巨 van 用于地名 z 梁家～（在山西）。 I 
王南县见 1514 页 ya门。 I™翻阅nqing 圈请人担任工作（多指临时
J牛 m 用于地名 z ～城（在四川｜）。 | 的）：～律师 i～家庭教师。
Hi吾 Im烧】 yanshao 圈火势蔓延燃烧：山火～数

婿附带容貌美好。 | 十里
Im伸E yansh旬国延长号伸展z 这条铁路一直

瞒红E yanh6ng ＜书〉圈鲜艳的红色z 娩紫｜ ～到国境线。
ID重髓】 y6nsui 圈脑干的一部分，上接脑桥，下

脚然E van的n ＜书〉圈美好的样子：～一笑。｜ 接脊髓。延髓中有呼吸、心跳等中枢，主管呼
尹 Yan O 周朝时，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 吸、血液循环、唾液分隅。（图见 9叫‘人
川西部。＠指河北北部。＠画姓。 | 的脚’）

另见 1514 页 yon 。 I c延误E yanwu 圈迟延耽误：～时日。

,, 
yan ( Jz手）

U重性E yanxing 圈物体可以拉成细丝而不断
裂的性质。金属多具有延性。

E延续E yanxu 圈照原来样子继续下去；延长

下去：会谈～了两个小时。

~i£ y6n 0 延长2 蔓～ l绵～i～年益寿｜苟～ I™展］ yanzh凸n 圆延伸s扩展2 公路一直～到
只＝残喘。＠画（时间）向后推迟＝迟～i～时｜｜ 江边。



™展性】 yanzhanxing 圈延性和展性的合

称。金属多具有延展性。

i'::::;:l 一－ Yan E到姓。
1二（国）
去±＂ van 见下。
7已另见 1609 页 yuan 。
E芫要E yan•sul 画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羽状复叶，小叶卵圆形或条形，茎和叶有特殊
香气，花小，白色。果实球形，用作香料，也可
入药。嫩茎和叶用来调味。通称香菜，也叫胡
菜。

严甲 van O ~？＇＠；；紧密 2 ～紧｜戒
（最）～｜谨叫树口封～了川也嘴～，从

来不乱说。＠圈严厉s严格z ～查｜～控｜～办 l
庄～｜威～｜纪律很～。＠程度深；厉害：～冬｜
～寒l～刑。＠指父亲：家～。 0 <Yan）圈

姓。

E严办E vanban l!l且严厉惩办z 依法～。
E严惩E yancheng 圈严厉处罚 z ～凶犯｜～不

贷（贷g 宽恕）。
E严词l yanci 圈严厉的话：～拒绝。
E严打E vand凸圈。严厉打击：～盗版的违法
行为。＠特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深入

开展～斗争。

E严冬l vandong 圈极冷的冬天。
E严防E y6nf6ng ［噩严格防止g严密防备：～破
坏｜～事故发生。

E严格E yange o 晴在遵守制度或掌握标准
时认真不放松2 ～管理 1 他对自己要求很～。
8 [;ID 使严格：～财经纪律。

E严寒E yanhan 圃（气候）极冷：天气～。

E严紧E yan·jin 圈。严格g严厉·管得～些才
对。＠严密z 窗户糊得挺～。

E严谨E yanjTn 圃＠严密谨慎z 办事～。＠

严密细致z 格律～｜文章结构～。
E严禁l yanjin 巨型严格禁止2 库房重地，～烟

火。
E严峻E yanjun llliJ 0 严厉；严肃．～的考验｜～
的神情。＠严重：形势～。

E严苛E yank岳圃严厉苛刻z 待人～｜条件～。

E严酷E yanku ~ o 严厉s严格：～的教训。

＠残酷；冷酷：～的压迫｜～的剥削。
E严厉l yanli E园严肃而厉害2 ～打击｜态度～！

措辞～。
E严令E yanling ［到严肃命令z ～禁止。
E严密E yanmi O 圈事物之间结合得紧，没有
空隙：药瓶封得很～。 81固周到；没有疏漏2
小说结构～，文字流畅 1～注视形势的发展。＠

圈使严密·～规章制度。

延 I习芫严言｜ yon I 1505 I 
E严明］ y6nming 0 ~严肃而公正（多指法
纪） ：赏罚～｜纪律～。＠圈使严明z ～军纪｜
要～法纪，制止不正之风。

um:命l y白nming ＜书〉画严令 2 ～缉拿。

E严师E yanshl 圈指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老师z
～谤友｜～出高徒。 三二

E严实E y白n • shi ＜口〉圈。严密①：门关得挺
～｜河里刚凿通的冰窟窿又冻～了。＠藏得

好，不容易找到。
E严守E yon sh凸u 圈。严格地遵守z ～纪律 l

～中立。＠严密地保守z ～国家机密。
E严丝合缝】 y6nsl-hefeng 指缝隙密合，也用
来形容言行周密，没有一点儿漏洞。

E严肃E y6nsu O 圈（神情、气氛等）使人感到
敬畏的 z 他是个很～的人，从来不开玩笑｜会场

的气氛既～又隆重。＠圃（作风、态度等）严

格认真：～处理。 0 [;ID 使严肃 z ～党纪｜～法

制。
E严刑E y也nxing 函极厉害的刑法（ xi『ig •fa) 

或刑罚 z ～峻法1～拷打。
E严阵以待l y也nzhenyTdai 摆好严整的阵势，

等待来犯的敌人。

E严整E y白nzh岳ng E国＠严肃整齐（多指队伍） : 

军容～。＠严谨；严密z 治家～！画儿的布局
~ 。

E严正】 y6nzheng 圃严肃正当；严肃公正z ~ 

声明｜持论～｜～的立场。

E严重E y6nzhong llliJ 0 程度深；影响大（多指
消极的）：问题～｜～的后果。＠（情势）危急l:
病情～。

言~yon O 话：～语｜语～｜格～｜诺～ l发～ i
仁1 有～在先｜～外之意。＠说：～之成理！～
之有物｜畅所欲～｜知无不～，～无不尽。＠圈
汉语的二个字叫一言：五～诗 1 万～书｜全书近

二十万～。。＜Yan）圈姓。

E言必有中l y6nbiy凸uzhong 一说就说到点子

上。
E言不及义E vanbujiyi 只说些无聊的话，不涉

及正经道理。
E言不尽意E y6nbC』jinyi 说的话未能表达出全
部意思，表示意犹未尽（多用于书信结尾）。

E言不由衷l y6nbuy6uzhong 说的话不是从内

心发出来的，指心口不一致。
E言出法随E y6nch0-fasui 法令宣布之后立即
按照执行。

E言传E y6nchu6n 画用言语来表达或传授z

只可意会，不可～。
E言传身教E y6nchu6n-sh岳njiao 一面口头上

传授，一面行动上以身作则，指言语行为起模



I 1回6 I ya 「1 1 言防如岩炎

范作用ο
E言词E yanci 同“言辞”。

E言辞l yanci 圈说话所用的词句：～尖刻｜～

主恳切也向
E言多语失E yanduo-vushl 话说多了就难免出

错。
E言归于好】 vangulyut拍o 彼此重新和好。

E言归正传E yangulzhengzhuan 说话或写文

章回到正题上来（评话和旧小说中常用的套
i吾）。

E言过其实l yanguδqishi 说话过分，不符合实

际。

E言和l yanhe 画讲和z 握手～。
E言欢E yanhuan E边说笑；愉快地交谈：握手

～｜杯酒～o

E言简意贩E vanji凸n-yigai 言语简明而意思完

备。

E言教E vanjiao 画用讲说的方式教育、开导

人2 不仅要～，更要身教。
E言近旨远E yanjin-zhiyu凸n 话说得浅近，而含

义却很深远。

E言路E vanlu IBl 向政府或领导提出批评或建
议的途径：广开～｜网络为群众提供了一条畅

通的～。
E言论E yanlun 圈关于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

的议论z ～自由｜发表～｜进步的～。
E言情E yanqing 圈属性词。描写男女爱情的

（作品） ：～小说。
E言人人殊E yanrenrenshu 每人所说的话各不

相同，指对同一事物各人有各人的见解。
E言声JL] van;; sh岳ngr ＜口〉圈说话§吭声儿：

不言一声儿｜你缺什么，只管～。
E言说E yanshuo 画说z 不可～｜难以～。

E言谈E vantan O 画说话；交谈z 不善～。＠
回指说话的内容和态度z ～举止｜～风雅。

E言听计从E yantlng-jicong 说的话，出的主

意，都听从照办，形容对某个人非常信任。

E言外之意E yanwaizhiyi 话里暗含着的没有

直接说出的意思。
E言为心声］ yanweixinsh岳ng 言语是思想感

情的表达。

E言笑E yanx iao [;Ii] 说和笑；谈笑：不苟～｜～
自若。

E言行E yanxing [BJ 言语和行为z ～一致。
E言犹在耳E yanyouzai ＇岳r 形容别人的话说过

不久，或者虽然说过很久，但是还记得很清楚。
E言语J yany心圈说的话：～粗鲁｜～行动。
E言语E yan•yu ＜口〉圈说g说话：你走的时候
～一声儿｜问你话呢，你怎么不～？

E言喻E vanvu ＜书〉画用语言来说明（多用于
否定式） ：不可～｜难以～。

E言者无罪，闻者足戒E yanzh品－wuzui, w凯zh岳－
zujie 尽管意见不完全正确，提出意见的人并

没有罪过P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说的
错误，也可以拿听到的话来警阂自己。

E言之无物l yanzhi wuwu 文章或言论内容空

洞。

E言之凿凿】 va『1zhi-zaoz60 c“凿凿”旧读 zuo

zuo）话说得有根有据，非常肯定。

E言中E yanzhong 圃情况或结果与先前的预

言相符：不幸～｜比赛结果果然被他们～。
E言重E yanzhong 画画话说得过重。

E言状E yanzhuang [§b] 用言语来形容（多用于

否定式） ：难以～｜无以～。

陆 yan ＂~,!i" di an 的又音。

娇 van ＜书〉美丽（跟啊对），春光明媚，
百花争～。

E娇娥E yanchi 圈美和丑2 不辨～。

岩（。一＠顿、“撮、“回）
van O 岩石z ～层｜～壁｜水成～｜花岗～。＠
岩石突起而成的山峰＝幢石～（在河北）。＠
山中的洞穴：芦笛～（在广西）。 0 CY6的［望

姓。
E岩层】 yanceng [BJ 地壳中成层的岩石。
E岩洞E vandong [BJ 泛指岩层中的大洞，有的

岩洞曲折幽深。
E岩画E yanhua 圈刻画在岩石或崖壁上的图

画。也叫崖壁画、崖画。
E岩浆】 yanjiang 圈地壳下面含有硅酸盐和挥

发成分的高温熔融物质。
E岩漠E van mo 圈地表岩石裸露的荒漠，植物

极少。
E岩溶E van rang 圈喀斯特。

E岩石E yanshi I写构成地壳的矿物的集合体，
分为火成岩、沉积洁和变质岩三类。

E岩芯】 yanxin [BJ 进行地质勘探时用管状的
机件从地层中取得的柱状岩石标本。

E岩盐】 yanvan IBJ 地壳中沉积的成层的盐，是

古代的海水或湖水干酒后形成的。
E岩羊J yanyang 圈羊的一种，头狭长，雄羊角

粗大，雌羊角短而直。毛青褐色，无须。生活
在高山上，善跳跃，吃灌木枝叶和草类等。也
叫有羊。

三K. yon ＠极热（指天气）：～热｜～夏。＠
Y飞炎症z 发～ 1肠胃～。＠指权势z 趋～附
势。 o CY6n）指炎帝 z ～黄子孙。



E炎帝E Y6ndi 圈见 1507 页1炎黄lo
E炎黄E Yan-Hu白ng !Bl 指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
幸在氏，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帝王，借指中

华民族的祖先2 ～子孙。
E炎凉E y6nli6ng 圈热和冷，比喻对待地位不
间的人或者亲热攀附，或者冷淡疏远z 世态～。

E炎热】 y6nre ~园（天气）很热2 ～的夏天。
E炎暑E vanshu 圈＠夏天最热的时候z 时值
～。＠指暑气z ～逼人｜冒～，顶烈日。

E炎夏】 yanxia 圈炎热的夏天：～盛暑。
E炎炎］ y6ny6n 匾。形容夏天阳光强烈z 赤
日～。＠形容火势猛烈：～的烈火。

E炎症E y6nzheng 圈机体对有害刺激产生的
以防御为主的反应现象，局部多有红、热、肿、

痛、功能障碍等症状。
~1rL … van O 因顺着（江河、道路或
T日c：洽）白体的边）～墙根儿种花｜～着
河边走。＠依照以往的方法、规矩、式样等z
～袭！相～成习。＠圃顺着衣物的边再镶上
一条边z ～鞋口。。（～儿）圈边（多用在名词
后） ：边～｜沟～｜炕～儿｜缸～儿｜前～。

E沿岸E y6n ’ an 圈靠近江、河、湖、海一带的地
区＝黄河～｜洞庭湖～。

E沿JllJLl y6n;;bianr [;Jj] 把窄条的布或缘子等
缝在衣物的边儿上。

[ill°革E yange !Bl c事物）发展和变化的历程：

社会风俗的～1历史～地图。
E沿海E yanhai 圈靠诲的一带z ～城市。
E沿江】 y6nj iang !Bl 靠江（多指长江）的一带。
E沿街E y6nji岳＠圃顺着街道2 ～叫卖｜～乞
讨。＠圈指街道两旁z ～有不少商店。

E沿例E y6nli 圈沿用成例。
E沿路J vanlu o 圈靠近道路的一带z ～景色
迷人。＠圆顺着路边2 ～寻找。

E沿条JL] y6nti6or ~沿边儿用的布条儿。
E沿途l yantu O 国沿路①z ～风光秀丽。＠

圆沿路②z ～询问。
E沿袭】 y6nxi 画依照旧传统或原有的规定办
理；因袭：～成规｜～前人成说。

E沿线E y6nxian 圈靠近铁路、公路或航线的
地方：铁路～加强了警戒。

E沿用E y6nyong 圈继续使用（过去的方法、制

度、法令等）：～原来的名称。
研阳＠画细磨Cm6), ~~I把药～成

粉。＠研究：钻～｜～习。
另见 1512 页 yano

(liffi卖E y6ndu 圈钻研阅读z ～史书。
E研发J yanfa 圃研制开发z ～新药！新产品～

成功。

炎沿研缀盐｜ yon I 1回7 I 
E研究】 yanjiu 圈＠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

律等：～语言 l 学术～ l调查～。＠考虑或商
时（意见、问题）：今天的会议，准备～三个重要

问题｜这个方案领导上正在～。
E研究生l y6njiusheng !Bl 大学本科毕业（或具

有同等学力）后经考试录取，在高等学校或科
学研究机构学习、研究的学生。一般分为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两级。有时特指硕士研究

生。

E研究员E y6叫iuyu6n 圈科学研究机构中研

究人员的最高专业职称，其下依次为副研究
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

E研磨l y也nm6 函。用工具研成粉末：把药
物放在乳钵里～。＠用磨料摩擦器物使变得

光洁z ～粉。

E研归rJl y6npan ［虱研究判断；研究评判：～案

情｜～市场趋势。
E研讨E y6nt凸o 画研究讨论；研究探讨2 ～班｜

～会！深入～其发展规律。
E研习E y6nxi 画研究学习 z ～山水画。

E研修E y6nxiu 圈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进修＝

～班1～法学。
E研制E y6nzhi 圈研究制造z ～新产品。

级… n （书〉覆盖在冠冕上的装饰。
（条巨）

盐… van ~o 食盐的通称精～｜井
（堕）二！～商。＠化合物的一类，由金

属离子（包括镀离子）和酸根离子组成的化合

物。常温时一般为晶体，绝大多数是强电解
质，在水溶液中和熔融状态下都能电离。

E盐巴E y6nba ＜方〉圈食盐。

E盐场】 v白nchang 圈海滩、盐湖边或盐井旁制

盐的场所。

E盐池E y6nchi 圈盐湖。

E盐分】 y白nfen 圈物体内所含的盐z 汗流得过

多，会造成体内～和水分的不足。

E盐湖E yanhu !Bl 出产食盐的咸水湖。也叫盐
池。

E盐花l y6nhua 圈＠（～儿）极少量的盐z 汤里

搁点儿～儿。＠〈方〉盐霜。
E盐碱地l y6nji凸ndi 圈土壤中含有较多盐分

的土地，不利于植物生长。

E盐井E y6njlng 画为汲取含盐量高的地下水

而挖的井。

E盐卤E yanlu 圈熬盐时剩下的液体，是氯化
侯、硫酸援和氯化铀的混合物，黑色，昧苦，有
毒。可以使豆浆凝结成豆腐。也叫卤水。

E盐汽水E y白nqishul 函加盐的汽水，主要供离
温下工作的人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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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盐霜E yanshuang 圈含盐分的东西干燥后表
面呈现的白色细盐粒。
险酸E yansuan 圈元机化合物，化学式
HCI。是氯化氢的水溶液，无色透明，含杂质
时为淡黄色，有刺激性气味，是一种强酸。广
泛应用于化学、冶金、石油、印染等工业。

E盐滩E yantan 圈用来晒盐的海滩、盐湖滩。

E盐田E yantian ~用海水或盐湖水晒盐时挖
的一排排的四方形浅坑。

也土E yant凸 IBl 含可溶性盐类过多的土壤，
不利于作物生长。

E盐挖子］ yantu6· zi 圈露天的盐堆。

E盐枭］ yanxiao 圈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大
多有武装。

铅～ van 铅山 CY叫。叫名，在
（铅）立西。
另见 1039 页 qian"

阎（罔）
的）。

van O ＜书〉里巷的门。＠
CY6n）圈姓（近年也有俗写作同

E阁罗】 Yanlu6 函佛教称管地狱的神。也叫
阎罗王、阎王、阎王爷。［阎魔罗阁之省，梵
yamariija] 

E阎罗王E Y6nlu6w6ng ~阎罗。
E阎王］ Yan•wang 圈。阎罗。＠比喻极严

厉或极凶恶的人。

E阎王爷E Yan·wangye 圈阎罗。

E阎王债】 yan•wangzhai ~阎王账。

E阎王账E yon· wangzhang ＜口〉圈指高利贷。
也说阎王债。
阳回n 0 见下。＠见 509 页【海圳、
职e 1346 页【蜿蜒1、1586 页【蛐酬。
E蜒蛐］ y6ny6u ＜方〉函括揄Cku凸yu）。

建 van 古人席地而坐时铺的席，也指篷席：
喜～｜寿～。

E笼席］ yanxi 圈指宴饮时陈设的座位，借指酒
席。

荤 γan 〈书〉同“研”。

立E van O 脸g脸上的表情z 容～｜和

~~（颜）二悦色！笑逐～开。＠体面；面子：
无～见人。＠颜色2 ～料 i 五～六色。。
(Yan）圈姓。

E颜料E y6nliao IBl 用来着色的物质，种类很
多，如朱砂、停自（氧化钵）等。

E颜面l yanmian 圈。脸部z ～神经。＠体
面；面子z 顾全～。

E颜容E y6nr6ng 画容颜；面容z ～枯梢。

颐色E y6nse 圈＠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

的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2 ～鲜艳 l彩虹

有七种～。＠〈书〉指面貌s容貌：～憔悴。＠
指脸上的表情：现出羞愧的～。＠指显示给
人看的厉害的脸色或行动z 给他点儿～看看。

E颜色】 yan•shai ＜口〉圈颜料或染料。

E颜体】 yantl 圈唐代颜真卿所写的字体，参用
篆书笔意写楷书，浑厚挺拔，开阔雄伟。

E颜值E yanzhi ~用来评价人容貌的数值z ～

高 i要提高演技，不能单凭～吃饭。

版”n ＜书〉老虎发怒的样子。
檐 _ van 川匾。屋顶向旁伸出

（链詹）的边沿部分z 房～｜廊～ l～下 l～
前。（图见 370 页“房子”）＠某些器物上形状

像房檐的部分z 帽～儿。

【檐沟】 yangou 圈房檐下面横向的槽形排水

沟，作用是承接屋面的雨水，然后由竖管引到

地面。

E檐口E yank创圈房檐边滴水的地方。

E檐子】 yan•zi ＜口〉圈房檐。

v 
yan c I与）

~＇1A y仙。＜Yan）加'1< ，古水名，即济水。＠
. h 用于地名 z ～河村（在河南）。
奄 van 叫覆盖包括：～有四方。＠

圃忽然；突然2 ～忽 i～然！狼～至。
〈古〉又同“阉”ya门。

E奄忽】 v凸nhu ＜书〉圈忽然；倏忽o
E奄然］ y凸nran ＜书〉圃忽然。

E奄奄E yanyan ~园形容气，息微弱：～一息。
万达 Yan O 究州CYanzh己u），地名，在山东。

JU 8 圈姓。
龚斗 yan 五代时南汉刘龚为自己名

（奠）锚的字。
俨…咖啡〉＠庄重。＠很像

（债）’
E俨然E y凸nran ＜书〉＠圆形容庄严z 望之～。

8~冒形容齐整g 屋舍～。＠圆形容很像2

这孩子说起话来～是个大人。

E俨如E y凸nru 巨型十分像z 广场被探照灯照得

～白昼。

4社主1 yan O ＜书〉开展；发挥z 推～ l 敷～。

'11.J ＠〈书〉多出来的（指字句），～文。＠
(Yan）圈姓。

4部三2 y凸n ＜书〉＠低而平坦的土地＝广～沃
’ 11.J 野。＠沼泽。

E衍变E y凸nbian 圈演变。



E衍化E y凸nhua 圈发展变化z 这个药方是综合

几个秘方～而来的。
E衍射E yanshe 画波在传播时，如果被一个大

小近于或小于波长的物体阻挡，就绕过这个物
体，继续进行；如果通过一个大小近于或小于
波长的孔，则以孔为中心，形成环形波向前传
播。这种现象叫衍射。

E衍生】 yansheng ~到＠较简单的化合物中的
原子或原子团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取代而生

成较复杂的化合物。＠演变发生。
E衍生物】帅nshengwu l'81 较简单的化合物所
含的原子或原子团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取代
而生成的较复杂的化合物，叫作原来化合物的
衍生物，如磺胶睦瞠是磺胶的衍生物。

[171文E yanwen l每因缮写、刻板、排版错误而

多出来的字句。

拿 van ＜书〉覆盖，遮蔽。

Z贪陋】 y凸nlou ＜书〉圈见识浅陋。

%rl 咖啡。削尖：～木为棒。＠锐利。
只！』另见 1139 页 Shan 。

掩川凸n 0 llllli 遮盖；掩蔽2 ～泣｜～
(i::f鼻）口而笑｜～人耳目｜～着怀（上衣遮

盖住胸膛而不扣纽扣）。－~关；合z ～卷｜虚
～着房门。＠〈方〉面关门或合上箱盖等物
时被夹住z 手被门～了一下。＠〈书〉乘人不
备（袭击、捕捉）：～杀 i～捕。

E掩鼻E yanbi 圈捂住鼻子，表示对肮脏的东西

或丑恶的行为非常厌恶z ～而过。
E掩蔽E yanbl O 画遮蔽；隐藏：～部。＠圈
遮蔽的东西或隐藏的地方：河边的堤埂很高，
正好做我们的～。

E掩蔽部E vanblbu 圈保障人员免受敌方炮火
伤害的掩蔽工事，一般构筑在地下。

E掩藏l yanc6ng ［量隐藏：～内心的痛苦。
E掩耳盗铃E y缸’岳r daoling 把耳朵捂住去偷

铃铛，比喻自己欺骗自己，明明掩盖不了的事
偏要设法掩盖。

E掩盖E y凸ngai 圈＠从上面盖住g 大雪～了

田野。＠隐藏，隐瞒2 ～罪行。

E掩护E yanhu o l量对敌采取警戒、牵制、压制
等手段，保障部队或人员行动的安全。＠画
采取某种方式暗中保护或不使暴露z 打～。
＠［苞指作战时遮蔽身体的工事、山冈、树木

等。
E掩埋］ y凸「im6i 画用泥土等盖在上面z ～尸

体。
E掩泣E y凸nql ＜书） [1\1)] 捂着脸哭泣。
E掩人耳目】 yanren ’且rmu 遮着别人的耳朵和

衍舜刻掩鄙犀眼｜ yon I 1509 

眼睛，比喻以假象蒙骗别人。
E掩杀】 yansha ＜书〉画乘人不备而袭击。

E掩饰E y凸nshl 圈设法掩盖（真实的情况） :~ 
错误｜～不住内心的喜悦。

E掩体E yantl ~供单个儿火器射击或技术器三E
材操作的掩蔽工事，直n机枪掩体、雷达掩体等。三三三

E掩眼法l yany凸nf凸圈障眼法。

E掩隐E y凸nyin 圈掩蔽；隐没z 小山村～在绿

树丛中。
【掩映】 y凸nylng ［到彼此遮掩而互相衬托：桃

红柳绿相互～o

鄙 Y凸n 鄙城（ Y凸叫ng），地名，在椭

肩幸一 忡n 圈＠螺类介壳口圆片状的
（）事）盖，由足部表皮分泌的物质形成。

＠蟹腹部的薄壳。

眼前n 0 圈人和动物的视觉器官。通称
L儿眼睛。＠（～儿）［写小洞；窟窿：泉～l炮～｜

拿针扎一个～儿。＠（～儿）指事物的关键所在

或精彩之处z 节骨～JL I 诗～。＠眼力②z ～
毒｜～尖。＠圈围棋用语，由同色棋子围住的

一个或两个空交叉点。＠圈戏曲中的拍子2

二黄慢板，一板三～。＠ [I] 用于井、窑洞等：
一～井｜一～旧窑洞｜一～清泉。

点
膜
膜
膜
孔
体

育
结
角
虹
膛
揪
R
『

巩膜

视神经

脉络膜

视网膜

玻璃体

人的眼

E眼巴巴l y凸nbobo （～的） lllil 状态词。＠形

容急切地盼望：大家～地等着他回来。＠形

容急切地看着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而无可奈何2
他～地看着老鹰把小鸡抓走了。

E眼白l y凸nb6i ＜方〉［翻白眼珠JL o 

E眼波E y凸nbo ~指流动如水波的目光（多指

女子的）。

E眼岔E y凸ncha 〈方〉自主l 看错；认错＝刚才看见

的不是揭子，是我～了。

E眼馋l y6nch6n 圃看见自己喜爱的事物极想
得到。

E眼膨E y凸nchl 圆眼。

E眼袋l vandai 圈指下跟皮微微凸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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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良底E vandi 固＠医学上指用某种器械通过
瞠孔所能观察到的眼内构造。如黄斑、视网
膜、视神经乳头等。＠眼睛跟前；眼里2 登楼
一望，全城景色尽收～。

三重三 E眼底下】 y也ndi·xia 函＠眼睛跟前：他的眼
雪雪雪 睛近视得厉害，放到～才看得清。＠目前：以

后的事以后再说，～的事要紧。｜｜也说眼皮底

下。
E眼毒E v凸n;;du （方〉圈指眼光锐利，辨认能

力强＝他的 ~It挺毒，一眼就看出那幅画是膺品。

E眼风Jy也nf岳ng ~眼色①。
E眼福E V也nfu [El 能看到珍奇或美好事物的福

分z ～不浅｜大饱～。
E眼高手低E y凸ngao-sh凸udl 自己要求的标准

高，而实际工作的能力低。
[H~:7咀 v凸nguang 圈。视线z 大家的～都集

中到他身上。＠观察鉴别事物的能力；眼力 z

这辆车挑得好，你真有～。＠指观点：老～｜用
发展的～看问题。

E眼红E v凸nh6ng 圈＠看见别人有名有利或
有好的东西时非常羡慕、忌妒，自己也想得到：
看哥哥买辆新车，弟弟有点儿～。＠激怒的样

子：仇人见面，分外～。

E眼花.］ y凸n;;hua 圈看东西模糊不清2 耳聋
~ 。

E眼花缭乱E y凸nhua-liaoluan 眼睛看见复杂纷

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
[G良椅角Al yonj可i凸or （方〉圆眼角。
[H民疾手快E yanji-shoukuai 见 1202 页【手疾

眼快］ o
E眼尖E yan11 jian 圆眼力好，视觉敏锐z 还是

你～，一眼就认出了他。
E眼险E y凸njion [BJ 眼睛周围能开闭的皮，边缘

长着睫毛。眼险和睫毛都有保护眼球的作用。
通称眼皮。

E眼见E yonjian l副马上：～就要立冬了，天还

这么暖和。

E眼角E y凸nji凸0 （～儿）圈毗（ zi) 的通称。内毗

叫大眼角，外毗叫小眼角。
E眼界E vanjie ~所见事物的范围，借指见识
的广度z ～开阔｜～狭窄｜大开～。

E眼睛E yon· jing ~眼的通称。
E眼镜E y凸njing （～儿）圈戴在眼睛上矫正视力

或保护眼睛的透镜。

E眼镜蛇E y凸njingshe 圈毒蛇的一种，激怒时
颈部膨胀变粗，上面有一对自边黑心的环状斑
纹，像一副眼镜。毒性很人。吃小动物。生活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E眼看E yankan O 画马上：鸡叫了三遍，天～

就要亮了。＠圈昕凭（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或

发展）：天再旱，我们也不能～着庄稼千死。
E眼ft[] y凸nkuang 圈＠眼皮的边缘所构成的

框儿z ～里含着泪水。＠眼睛周围的部位．他
揉了揉～。｜｜也叫眼圈。

E眼泪l yanlei ~ f目液的通称。

E眼力】 y凸nli 圈＠视力z ～越来越差了。＠

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他的～不错，找到了一
个好帮手。

[G良力见JL] y凸nlijianr ＜方〉圆见机行事的能

力：这孩子真有～，看见我扫地，就把簸篓拿过
来了。

E眼帘E yanlian 圈指眼皮或眼内（多用于文学

作品）：垂下～l一片丰收的景色映入～。
[H民眉】 y凸nmei （方〉画眉毛。

E眼面前E yon· mianqian （～儿）〈方〉圈＠眼
前g跟前z ～几件事就够他忙的了 l他刚从我～

过去。＠指日常使用的；常见的：虽说他文化

低，～的一些字还认识。
E眼明手快E y凸nmi『ig-shoukuai Di力好，动作

快，形容反应敏捷。
E眼目l y凸nmu 圈。指眼睛：强烈的灯光炫

人～。＠指为人暗中察看情况并通风报信的

人：安插～O
E眼泡E yanpao c～儿）画上眼皮z 肉～儿 1 ～儿
哭肿了。

E眼皮】怕npi （～儿）圈眼险的通称。
E眼皮底下E yanpi di· xio 眼底下。也说眼皮子
底下。

E眼皮子】忡npi•zi ＜口〉圈＠眼皮z 困得～都

睁不开了。＠指眼界，见识：～高｜～浅。
E眼气】怕nqi （方〉圃眼红①：别人中奖，他～
得不得了。

E眼前.］ y凸nqian 圈＠眼睛前面；跟前：～是
一片金黄色的麦田。＠目前z 防汛抗涝是～

第一位的任务。
E眼前亏E y凸nqiankul ~指当时就会受到的损

害：好汉不吃～。
E眼浅E y凸nqian 圈见识浅；眼光短。

E眼球】 y凸nqiu 圈＠眼的主要组成部分，呈球
形，外部由角膜、巩膜、脉络膜、视网膜等薄膜
构成，内部有水状液、晶状体和玻璃体，中央有
一个圆形的睦孔。通称眼珠。＠借指注意
力：吸引～。

[G~圈E y凸nquan （～儿）圈眼眶。

E眼热】 yanre ~园看见好的事物而希望得到：

她见了这些首饰怪～的。

E眼色E vanse ~O 向人示意的目光z 使～｜

递了个～i看他的～行事。＠指见机行事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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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z 做推销工作要多长～［这人真没～，人家要

睡觉了，他还坐着不走。
E眼神E yanshen 圈＠眼睛的神态：人们都用

异样的～看着他。＠（～儿）〈方〉视力 E 我～儿

不好，天一黑就看不清了。

E眼生E yansheng 回看着不认识或不熟悉z

这人看着有点儿～｜几年不到这儿来，连从前常

走的路也～了。
(H良屎E yanshl ~割盼的俗称。

E眼熟E y凸nshu E国看着好像认识g见过而想不

起是在哪儿见过＝这人看着有点儿～。
E眼跳E yantiao ［量眼险的肌肉紧张而跳动，多
由眼睛疲劳或严重的沙眼所引起。

E眼窝E y凸nwo c～儿）［旬眼球所在的凹陷的部

分。

E眼下】 yanxia ~J 时间词。目前z ～秋收大

忙，农民天不亮就下地了。
E眼线】1 yanx ian [Bl 化妆时在上下眼皮边沿画

的线条（多为黑色）：描～。

E眼线T yanxian 圈暗中侦察情况、必要时担
任向导的人。

(H良压E vanva r吕眼内液体对眼球壁的压力。
正常眼压→般在 I. 3 2. 8 千帕（ 10一21 毫

米录柱）之间，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眼球功能。
(H良影l y凸nylng ~化妆时涂在眼皮上的一种

妆饰色，有蓝色、淡褐色、粉红色等z ～膏｜～

粉。
E眼晕l y凸nyun 画因视觉关系而发晕。

(H良罩JL] yanzhaor 圈。给牲畜戴的遮H畏的

东西。＠戴在眼病上起遮蔽或保护作用的东
西。旧时也指风镜。＠用于平搭在额前遮住
阳光叫打眼罩JL ：他打起～向远处眺望。

E眼睁睁］ yanzh岳ngzh岳ng （～的）~状态词。
睁着眼睛，多形容发呆、没有办法或无动于衷。

E眼中钉E v凸nzh6ngdlng [Bl 比喻心目中最痛
恨、最厌恶的人。

E眼珠E yanzhu c～儿）圆眼球的通称。
E眼珠子E y凸nzhu•zi ＜口〉圈＠眼珠。＠比

喻最珍爱的人或物品。

E眼拙E yanzhuo I!国客套话，表示没认出对方

是谁或记不清跟对方见过面没有z 恕我～，您

贵姓？

｛匮 yon ＜书〉＠仰面倒下放假tl: ~I?［.／～旗
息鼓。＠停止2 ～武修文。

（｛匿旗息、鼓E y凸nqi-xlgu 放倒军旗，停击战鼓。
指秘密行军，不暴露目标。现多指停止战斗或
停止批评、攻击等。

E僵武修文E y凸nwli-xiuwen

教。
停止武备，提倡文

玻 yon

梭 van

〈书〉一种玉。

古书上说的 种树，果实像奈。

畸 yon ＜书〉阴暗不明
另见 10 页 an“暗”。

湃 van 用于地名：双风～（在山西）。

庚 yon 见下。

[/j起彦E y凸nyi ＜书〉圈门l习。

巷 yon O ＜书〉捕鸟或捕鱼的网＠国覆
盖；敷：热～（热敷）｜拿湿布～在伤口上。

鸥… V凸n ＜书〉凤的另rj名。
（固自）

凸住空阀门。演变；演化z ～进。＠发挥z ～
1岁飞说 l～绎。＠依照程式（练习或计算） :~ 
算｜～武｜～兵场。＠画表演技艺；扮演：～奏｜
～剧｜她～过白毛女。 0 CY凸n）~姓。

E演变E yanbian 画发展变化（指历时较久的） :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

E演播E yanba [1;国（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表

演并播送（节目）：～室｜～厅｜～设施。
E演唱E y凸nchang 圃表演（歌曲、戏曲），～会｜

～京剧。
E演出E y凸nchu ［到把戏剧、音乐、舞蹈、曲艺、
杂技等演给观众欣赏。

E演化E y凸nhua ［到演变（多指自然界的变化） : 

～过程 l生物的～。

E演技】忡nji 圈表演的技巧，指演员运用各种
技术和手法创造形象的能力。

E演讲I 同时地ng 圈演说；讲演z 登台～。

E演进E y凸njin rnlll 演变进化。
E演练E y凸nlian E虱训练演习 s操练＝～场｜运动

员们正在～各种技巧动作。
E演示E y凸nshi 层面利用实验或实物、图表把事
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显示出来，使人有所认识或
理解。

E演说E y凸nshua O 睛就某个问题对听众说

明事理，发表见解：～词｜～了两个小时。＠
画就某个问题对昕众发表的见解：一篇精彩

的～。
E演算E y凸nsuan

～习题。

巨型按一定原理和公式计算z

E演武E y凸nw心画指练习武艺z ～厅。

E演习E y凸nxi rnJj] 实地练习（多指军事的）：海

军～！实弹～l消防～。
E演戏E y凸时刻画。表演戏剧，也泛指表演文
艺节目 2 登台～｜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很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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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故意做出虚假的姿态2 别再～了，你的
眼泪和谎言骗不了人！

E演义】帅nyi O ＜书〉圃敷陈义理而加以引
申：此剧是取书中若干章节加以编排贯串，～

而成。＠圈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

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
固体写成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

等。
[r寅艺E v凸nyi 圈＠戏剧、影视、歌舞、曲艺、杂

技等表演艺术：～界｜～人员。＠表演的技

艺2 他的精湛～受到人们的赞赏。

E演绎E y凸nyi I盈＠一种推理方法，由一般原
理推出关于特殊情况下的结论。三段论就
是演绎的一种形式（跟“归纳”相对）。＠铺

陈；发挥：一首民歌～出一段感人的爱情故
事。＠展现；表现．～时尚潮流！～不同的风

格。
E演员】帅nyu6n 圈参加戏剧、影视、歌舞、曲

艺、杂技等表演的人员。

E演奏】 y凸nzδu I噩用乐器表演：民乐～！～小
提琴。

绩（镇） y凸n 〈书〉延长。

魔－ van 圈＠发生梦魔：～住了
（魔） 8 （方〉说梦话。

虫医 van 古书上指蝉一类的昆虫。

牵司）. yan 

r、／‘

〈书〉长枪；长戈。

白献（蝙）
y凸n （书〉＠形状像曾！［ ( z自ng)

的山。 8 li.J峰；山顶：绝～（极高

的山顶）。

〈书〉黑色的痞。廉（靡） van 

觑 van 古代炊
具，中部有算

子，相当于现在的

蒸锅。

艘（耀） ，~n ~甫
乳动物，外形像鼠，
毛黑褐色，嘴尖，眼
小。前肢发达，脚掌
向外翻，有利爪，适

于掘士，后肢细小。

昼伏夜出，捕食昆

虫、直丘岛｜等，也吃农

作物的根。通称搬鼠。

E滕鼠E y凸nshu 圈眠的通称。

版

高部

yan ( 14) 

厌〕 yon O 满足：贪得无～们
（）献）因过多而不喜欢：看～了。＠憎

恶：～恶｜～弃｜讨～。

u天烦l yanfan 画因不耐烦而讨厌z 话说了一

遍又一遍，都叫人听～了。
E厌恨l yanhen 画厌恶痛恨。

E厌倦l vanjuan 画对某种活动失去兴趣而不

愿继续：下围棋，他早就～了。
E厌弃E yanqi i动］厌恶而嫌弃·遭人～｜对成绩

差的学生不要～而要热情帮助。
E厌食】 yanshi I甜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

症｜这种新药主治小儿～。

E厌世】 yanshi ［动i 悲观消极，厌弃人生：悲观

U犬恶】 yanwu E副（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

感：大家都～他｜这种无聊的生活令人～。
E厌学】 yanxue G副对仁学学习感到厌烦：孩

子～应给予正确引导。

E厌战l yanzhan ~厌恶战争：～情绪。
魁 van 虹口＜ Ya川，地名，在浙

（屉）址。
研 yon <45> IPJ"li~＂ o 

另见 1507 页 ya门。

Jtill van O 砚台 z 笔～｜端～。＠旧
句也（幌）日情有同学关系的（因同学常共笔
砚，同学也称“同砚”） ：～兄｜～友。

E砚池】 yanchi 圈砚台。

E砚滴】 yandi ~往砚台里滴水的文具。

E砚台】 yan•tai ~研墨的文具，多用石头制

成。

日跃i .. van 画使嘴里的食物或别的东
困「瞧）古通过咽头到食管里去z ～唾沫l
细嚼慢～｜狼吞虎～0话到嘴边，又～回去了。

另见 1502 页 yan;1531 页忡。

[P咽气】 yan;;qi p动l 指人死断气。

二三 van O ＜书〉指有才德的人。 8 CYan) 
~I鲁］姓。
艳 van O 圈色彩
（勤、长挝、瞥）时鲜明好看～

丽｜娇～！百花争～｜这布的花色大～了，有没有
素一点儿的？＠指关于情爱方面的；香艳z ～

情｜～闻｜～史。＠〈书〉羡慕z ～羡。。
c Yan＞~姓。

E艳福E yanfu ~指男子得到美女欢心的福分。
E艳丽】 yanli 恼鲜明美丽：色彩～｜～夺目 1 ～



艳晏唁蜒宴验谚堪雁 H彦焰｜ yon I 1513 」

的彩虹。
E艳情】 yanqing IE 指男女爱情：～小说！～故
事。

E艳诗l yanshl 圈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

E艳史l yanshT 圈指关于男女爱情的故事。

E艳俗E yansu I回艳丽而俗气：打扮～｜～的装
饰。

E艳羡l yanxian ＜书〉圈十分羡慕。

E艳阳E yanyang 圈＠明亮的太阳＝～高照。
＠明媚的风光，多指春天：～桃李节 l～夭。

E艳阳天】 yanyangtian 圆明媚的春天。
E艳遇E yanyu r萄指男子与异性（多指美女）交
往的机遇。

晏附＠迟；晚，~~。＠同‘7③。＠
CYanJ 函］姓。

E晏驾E yanjia ［~君主时代称帝王死。
n主 γan 对遭遇丧事者表示慰问：慰～｜吊～｜
F口～电。

E唁电E yandian 圈慰问死者家属的电报、电
传等。

E唁函E yanhan 圈慰问死者家属的信。

！正 van ＜书〉光炽盛的样子。
加之另见 1138 页 shan"

宴 ~ yan O 请人吃酒
（俯瞰、养盖在） 饭；聚会在一起吃酒

饭g ～客｜～饮｜欢～。＠酒席；宴会：设～｜赴

～l盛～ l 国～。＠〈书〉安乐；安闲z ～乐（安
乐）｜～安鹤毒。

E宴安鸽毒】 yon ’ an-zhendu 贪图享乐等于喝

毒酒自杀。
E宴尔】 van’岳r （书〉［画安乐。《诗经·~耶风·谷
风》有“宴尔新昏（婚）”的诗句。后来就用“宴
尔”指新婚2 ～之乐。后多作燕尔。

E宴会E yanhui 圈宾主在→起饮酒吃饭的聚

会（指比较隆重的）＇举行盛大～。
E宴请E yanqlng 圃设宴招待：～外宾。
E宴席E yanxi 圈请客的酒席z 承办～。

""flA ~A ,,,A yan O 圈察看；查考：
躯（』酸、桨，也）～货 i ～血｜查～｜考～｜试
～。＠产生预期的效果．灵～ l 应～｜屡试屡
～。＠预期的效果：效～。

E验查E yancha ［量检验核查z ～证件｜～存货。
E验钞机】 yanchaojl 圈用来检验钞票真伪的
仪器。

E验车E yan;;ch岳巨型车检。
E验秤E yan;;cheng 画＠用标准衡器等检验
秤是否符合标准。＠对称过重量的商品用标
准衡器核验是否够分量。

E验方l yanfang IE 临床经验证明有疗效的现

成的药方。
E验关E yan;;guan 圈人员出入境时，由海关检

验其证件及携带的物品等2 办理～手续 l在机

场等候～。
E验光】 yan;;guang E副检查眼球晶状体的屈

光度。
【验看l yankan r剥察看；检验：～指纹｜～护

E验尿E yan;;niao 画对尿液进行化验，以测定

其中的成分和性质等。
E验尸l yan;1shl I量（司法人员）检验人的尸体，

确定死亡的原因和过程。
【验叫史E yanshot』自由］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检验而

后收下z ～工作｜犬桥竣工～后才能交付使用。

E验算】 yansuan Q司算题算好以后，再用另外

的方法演算一遍，检验己得出的运算结果是否
正确。验算多用逆运算，如减法算题用加法，
除法算题用乘法。

E验血】 yan;;xi岳画对血液进行化验，以测定

其中的成分和性质等。

【验证l yanzheng I刻通过实验使得到证实3检

验证实：～数据。

E验资E yanzl I剥查验资金或资产：～机构｜～

报告。

二主E二 、、半 van 谚语：古～｜农～。
~（谚）’
E谚语E yanvu 圈在民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
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如“风后
暖，雪后寒”，“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堪回n 圈较低的挡水构筑物，作用是提高
上游水位，便利灌溉和航运。

E堪塞湖E vansehu 圈山体崩塌的大量岩石或
火IlJ熔岩流等堵塞山谷、挡住水流而形成的湖

泊。
雁 、n 圈鸟，外形略像鹅，颈和翼

了腐）较长，足和尾较短，羽毛淡紫褐
色。善于游泳和飞行。常见的有鸿雁、臼额雁
等。

E雁过拔毛E yanguo-b6m6o 比喻对经子的事

不放过任何机会牟取私利。
E雁行E yanhang 圈鸿雁飞时整齐的行列，借

指弟兄。
【雁阵E yanzhen FBI 雁高飞时排成的队形。

眩 yan ＜书〉＠粗鲁。＠同‘帘。
，已Y

品必r . . van 火苗z 火～0气～。
K臼「傲）
E焰火E yanhuo 圈烟火Cyan•h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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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焰口】 yon· koL』南佛教用语，饿鬼渴望饮食，

口吐火焰叫焰口。和尚做法事向饿鬼施食叫

放焰口。

护＜：.. van O ＜书〉火花；火焰。 8 CYan ）吝！
主主主三均f{ 姓。
孟三三三 ~l孟 、白. van O 淄濒堆c Yanyu DuD ，长

J把（酣）丘瞿塘峡口的巨石。1州年整
治航道时己炸平。＠见 813 页［激持自1 。

+-i:巨 van O ＜方〉圈两山之间的山地。＠旧
’:10\i 同“堪”。

另见 1504 页 ya门。r van 11121 （汁液）玩牌：这碗茶
（目最） ＊～了 i 墨磨得～～的。

靡一 van （书〉＠吃饱＠满足。
（摩）’

Ul霎足】 yanzu ＜书〉圆满足（多指私欲）。
t:t岳• ,,An 旧－，；－

娟（曼岛、 1娟） ,-… ~ 

E鹦雀E yanque 圈古书上说的命种小鸟。
品部I ,… van 〈书〉同“焰”。
”闯（烟）
2在b ~~· van ＜书〉审判定罪z 定～。
1肌（辙）
」』1 van 圈鸟，嘴短而扁，翅膀尖

♂点「莺）而－长，尾巴分开像剪7] 0 捕食
昆虫，对农作物有益。春天飞到北方，秋天飞

到南方，是候鸟。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家燕。
...u..... van 〈书〉＠同“宴”①②。＠同“宴”
;fiib ~ 
，．、、、ν

另见 1504 页 Yono

E寻捷尔l yon ＇品r 同“宴尔”。
E耳在偶，］ yanheng 圈鸟，外形像家燕而较大，两
翼大部灰褐色，颈的后部有半环形的棕色斑
纹，尾纯白色，稍分叉。吃虫皇虫等，对农作物有
益。

E燕麦】 yanma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
细长而尖，花绿色，小穗有细长的芒。籽实可
以吃。＠这种植物的籽实。

E燕雀E yanque 圈鸟，身体小，嘴圆锥形，喉和
胸褐色，雄的头和背黑色，雌的头和背暗褐色，
边缘浅黄色。吃昆虫和植物种子等。

E稳尾ma yanw岳ifu 圈男子西式晚礼服的一

种，黑色，前身较短，后身较长而下端分开像燕
子尾巴。

【礁窝E yanwo 圈金丝燕在海边岩洞峭壁间
筑的巢，是金丝燕吞下海藻等后吐出的胶状物
凝结而成的。是珍贵的食品。

U孩子E yan· zi 国家燕的通称。

展 van ＜书〉伪造的： ~J!,o 
（盾、肾）’

E腐本E yanb品n 圈假托名人手笔的书画等。

E腐币】 yanbi ＜书） [BJ 伪造的货币（多指硬
币） 0

E腐鼎E yandTng ＜书〉圈伪造的鼎，泛指质品。
E质品】 yanpTn rBJ 伪造的文物或艺术品。

嫌 yon ＜书〉美好。

E二二亟豆豆王三1

央1 yang 圈恳求：～求｜～人例。

央2 yang O 中心＝中～＂ 8 <Yang）圈
姓。

央3 yang ＜书〉终止；完结z 夜未～｜长乐未

【央告l yang·gao 圈央求。
E央行】 yanghang 圈中央银行的简称。

E央求】 yangqiu 圈恳求：再三～，他才答应。

E央托E yangtuo I到请托：～一位朋友代办。

映 yang ＜书〉应答声
另见 1519 页忡ngo

泱 yang 见下

E泱泱】 yangyang ＜书〉［颤。水面广阔 z 湖水

～。＠形容气魄宏大：～大国。

殃 yong O 祸害 z 灾～｜遭～。＠使受祸
害：祸国～民。

眼及池鱼E yongji毛hivu 见 169 页【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
鸯中。ng 见川页【鸳鸯］。

（焉）
秧 yong O 的L）函植物的幼苗： ;flt~；LI 

白菜～儿｜黄瓜～儿。＠圈特指水稻的幼

苗z ～田！插～。＠画某些植物的茎g 瓜～ i
豆～！白薯～。。某些饲养的幼小动物：鱼

～。＠〈方〉圈栽培s畜养＝～几棵树｜～了一
池鱼。 C!t c Yang）圈姓。

E秧歌l yong·ge 圈主要流行于北方广大农村
的→种民间舞蹈，用锣鼓伴奏，有的地区也表

演故事，跟小歌舞剧相似。跳这种舞叫扭秧歌
或闹秧歌。

E秧歌剧1] yong•geju l蜀由秧歌发展而成的歌

舞剧，演出简单，能迅速反映现实。如抗日战
争时期演的《兄妹开荒》就是秧歌剧。

E秧龄E yongling 圈水稻的幼苗在秧田中生长
的时期。

E秧苗］ yongmiao 圈农作物的幼苗，通常指水
稻的幼苗。



E秧田E yangtian 圈培植水稻秧苗的田。

E秧子E yang•zi 圈。秧①＝树～。＠秧③g
花生～。＠秧④：猪～。＠〈方〉用在某些词
语后面，借指某种人（多含贬义）：病～｜奴才

~ 。

革央 yang c旧读川古代用牛马拉车时
套在牛马脖子上的皮带。
另见 1520 页 yang"

,, 
γαng c I尤）

扬1 …血A →帅咱们
（据、＠帽、教）醉在上升2

～手！～机 l趾高气～｜～起鞭子。＠在空中飘
动z 飞～｜飘～。＠｛面往上撒：～场｜把种子

晒干～净。。传播出去：～言｜表～ i 颂～｜赞
～。＠指容貌好看z 其貌不～。

扬2 … Yang O 指江苏扬州1 ， ~,Wt
（揭） －~姓。
“厨”另见 1517 页“胞”。

E扬长l y6ngch6ng 国大模大样地离开的样

子：～过市｜～而去。
E扬长避短E y6ngch6ng biduan 发扬长处，避

开短处：知人善任，～。
E扬场E y6ng;;ch6ng 圈把打下来的谷物、豆
类等用机器、木锹等扬起，借风力吹掉壳和尘

土，分离出干净的籽粒。

E扬／主E vangchen O 圈扬起灰尘：建筑工地

要落实防止～措施。＠圈扬起的灰尘2 ～超

标。
E扬程l yangcheng 圈水泵向上扬水的高度。
E扬帆E yang;; fan 圈扯起帆（开船）：～远航。
E扬幡招魂l yangfan-zhaohun 挂幡招回死者

的魂灵（迷信），现多用于比喻。

E扬花E yanghua l温水稻、小麦、高粱等作物开
花时，花药裂开，花粉飞散。

E扬Jii!Jl yangju ~江苏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

行于扬州一带。
E扬厉E y6ngli ＜书〉圈发扬：铺张～。
E扬眉吐气】 yangmei拍qi 形容被压抑的心情

得到舒展而快活如意。

E扬名E yang;; ming 圈传播名声z ～天下。

E扬旗l y6ngqi 圈铁路信号的－种，设在车站

的两头，在立柱上装着活动的板，板横着时表
示不准火车进站，板向下斜时表示准许进站。

E扬弃E y6ngqi 圈＠哲学上指事物在新陈代
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

事物中的消极因素。＠抛弃。

秧革要扬羊 l yong yang I 1515 I 

E扬琴】（洋琴） yangqin 圈弦乐器，把许多根弦

安在一个梯形的扁木箱上，用竹制的富有弹性
的小槌击弦而发声。

E扬清激浊E y也『igqlng-jizhu6 见 606 页I激浊

扬清1。
E扬榷E yangque ＜书〉画略举大要；扼要论述：

～古今。
E扬沙E y6ngsha 自由大风扬起地面的尘沙，使空
气浑浊，水平能见度低的天气现象。

E扬升E yang sh岳ng 画（价格等）往上升g上涨2

泊价大幅～｜近日股票价格一路～。
E扬声器E y6ngsh昌ngqi ~］把电能变成声音的

电信装置，常见的→种是由磁铁、线圈、纸盆等
构成的，电流通过线圈时使纸盆做相应的振动
而发出声音。用在收音机、扩音机、电视机等
上面。

【扬水E y6ngshuT ~］用水泵把低处的水提升

到高处：～站。

E扬汤止沸】 y白ngtang-zhTfei 把锅里烧的沸水

百起来再倒回去，想叫它不沸腾，比喻办法不
对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扬威E y6ngw岳l 南显示威风：～海内。

E扬言E y6ngy6n 画有意传出要采取某种行动

的话（多含威胁意）：～要进行报复。

【扬扬E y也ngyang 回得意的样子z ～自得。

也作洋洋。
【扬州菜E y6ngzhoucai IEJ 江苏扬州风味的菜

肴。

【扬子跨l y6ngzT ’e~ 爬行动物，吻短，体长可

达 2米左右，背部、尾部有鳞甲。穴居江河岸
边，吃鱼、螺、蛙、小鸟和鼠类等，是我国特产的
动物，因生活在扬子江（长江）而得名。通称猪
婆龙，也叫髦。u6）龙。
羊回ng ~o 懈L动物，反鱼类，一般头上

有一对角，种类很多，如山羊、绵羊、玲羊、
黄羊、岩羊等。 8 CY6ng）姓。

〈古〉又同“祥川6ngo

【羊肠线l y6ngch6ngxian ~羊的肠子制成的

线，用于缝合体腔内的伤口或切口。
E羊肠小道E y6ngch6ng x的odao 曲折而极窄

的路（多指山路）。
【羊肚儿子rp] y6ngdur shou· jin 〈方〉毛巾。

【羊羔E y6nggao 圈＠小羊。＠古代汾州（在

今山西〉出产的名酒。

E羊羹］ y6ngg岳ng 圈用赤豆粉、琼脂、砂糖等

制成的一种点心。
【羊信E y6ngguan C～儿）圈专职放羊的人。

【羊毫E y6ngh6o 圈用羊毛做笔头的毛笔，比

较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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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羊角凤J y6ngji凸ofeng 圈癫痛的通称。
E羊毛］ y6ngm6o IEl 羊的毛，通常指用作纺织

原料的。
E羊毛出在羊身上】 y6ngm6o chu zai yang 

sh岳n•shang 比喻表面上用于某人或某些人

的钱物，其实还是取自某人或某些人自身。
E羊膜E y6ngm6 圈人和哺乳动物包裹胎儿的

膜，由外胚层和中胚层的一部分组成，呈囊状，
里面充满羊水。

E羊绒l y6ngr6ng IEl 指山羊毛根部生长的一

层绒毛，纤维细软，是高档的纺织原料z ～衫。

E羊水l y6ngshul 圈羊膜中的液体。羊水能

使胎儿不受外界的震荡，并能减少胎儿在子宫
内活动时对母体的剌激。

E羊桃E y6ngt6o 同“阳桃”。

E羊痛页1J y6ngxi6nf岳ng 圈癫痛的通称。

E羊揭子l y6ngxi岳•zi IEl 供食用的带肉的羊脊

椎骨，因形状像揭子，所以俗称羊揭子。
E兰在杂E y6ngz6 （～儿）圈羊的内脏做食物时叫
主宇杂。

阳 … yang O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存在
（隋）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的两大对

立面之一（跟“阴”相对，下②一⑦同）：阴～二

气。＠太阳；日光z ～光｜～历｜～坡 1朝～｜向
～。＠山的南面； Jj(的北面z 衡～（在衡山之
南） j 洛～（在洛河之北）。＠凸出的：～文。
＠外露的；表面的z ～沟｜～奉阴违。＠指属

于活人和人世的g ～宅｜～问｜～寿。＠带正

电的2 ～电｜～极。＠指男性生殖器。

0 <Yang）圈姓。
E阳春l y6ngchun 圈指春天z ～三月。

E阳春白雪E y6ngchun-b6 ixu岳战国时代楚国
的一种高雅的歌曲，后来泛指高深的、不通俗
的文学艺术（常跟“下里巴人”对举）。

E阳电E y6ngdian 圈正电的旧称。
E阳奉阴违E yangfeng听nwei 表面上遵从，暗

地里违抗。

E阳刚E y6nggang E国＠（男子性格、气质、体
魄）刚强（跟“阴柔”相对，下同）：～之气。＠

（文艺作品等的风格）强劲有力 g 他的书法作品

表现出～之美。
E阳沟E yanggou 圈明沟。
E阳关大道l y6ngguan dadao 阳关道。

E阳关道l yangguandao IEJ 0 原指古代经过
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通向西域的大道，后
来泛指通行便利的大路。＠比喻有光明前途
的道路2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独木桥。｜｜也
说阳关大道。

E阳光］ y6ngguang O 圈太阳发出的光z ～

灿烂｜～充足。 8~ 属性词。积极开朗、充满

青春活力的z ～女孩儿！～少年。 eu园属性
词。（事物、现象等）公开透明的：～采购｜～操

作。
E阳极】 y6ngj i ['8] 0 电池等直流电源中吸收

电子带正电的电极。干电池中间的炭精棒就
是阳极。也叫正极。＠电子器件中吸收电子
的…极。电子管和各种阴极射线管中都有阳
极，接受阴极放射的电子，这一极跟电源的阳
极相接。

E阳间】 yangjian 圈人世间（对“阴间”而言）。

E阳具】 yangju I量指男性生殖器。

E阳衷。E yangke 画在平面上雕刻出凸起的文
字、图案等（跟“阴刻”相对）。

E阳狂】 y6ngku6ng 同“佯狂”。

E阳离子E y6nglizl 固正离子。

E阳历E yang Ii 圈。历法的一类，以地球绕太
阳 1 周的时间（ 365. 242 19 天〉为 1 年，平年

365 天，问年 366 天，1 年分 12 个月。公历是

阳历的一种。也叫太阳历。＠见 451 页1公

历~o
E阳历年E y6nglini6n 圈公历元月一日，即元
日

Z阳面］ y6ngmian （～儿）圈（建筑物等）向阳的
一面。

E阳平E yang ping 圈普通话声调的第二声，主

要由古汉语平声字中的浊音声母字分化而成。
参看 1241 页1四声l 0 

E阳睦E yangqi 圈苗床的一种，设在向阳的地

方，四周用土培成框，北面或四周安上风障，夜
间或气温低时，在框仁盖席或塑料薄膜来保

温。
E阳伞】 yangs凸n IEl 遮阳光用的伞。有的地区

叫旱伞。
E阳伞效应l yangs凸n xiaoying 由于大气中微
粒的散射和云层的反射，到达地国的太阳辐射
减弱，这种效应好像是在地面上撑起巨大的阳

伞，所以叫阳伞效应。火山爆发、沙尘暴等造
成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增多及云量增多，都会
加强阳伞效应，使地面气温降低。

E阳世l yangshi 圈人世间。

［~日寿E yangshou 圈迷信的人指人活在阳世

的寿数。
E阳台l y6ngt6i 圈楼房凸出去的小平台，有栏

杆，可以乘凉、晒太阳或远望。
E阳桃E y6ngt6o 圈＠常绿乔木，羽状复叶，小
叶卵形，花瓣白色或淡紫色，等红紫色。浆果

椭圆形，绿色或绿黄色，有五条棱，可以吃。＠
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杨桃、羊桃。也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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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子。
E阳瘦E y6ngw岳i 圈成年男子性功能障碍的
病，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而不能性交。多

由前列腺炎症或神经功能障碍等引起。
E阳文J yangwen 圈印章或某些器物上所刻
或所铸的凸出的文字或花纹（跟“阴文”相对）。

E阳线E yangxian ~ 证券市场上指收盘价高
于开盘价的K 线（跟“阴线”相对）。

E阳性E y6ngxing 圈＠诊断疾病时对进行某

种试验或化验所得结果的表示方法。如果体
内有某种病原体存在或对某种药物有过敏反
应，则结果呈阳性。＠某些语言里名词（以及
代词、形容词）区别阴性、阳性或阴性、阳性、中
性。参看 1469 页“性”⑥。

E阳韵E yangyun 圈音韵学家根据古韵母的性

质，把字音分成三类＝韵尾是 b、 d 、 g 的叫入
声；韵尾是m、门、 ng 的叫阳韵g人声和阳韵以

外的叫阴韵。阳韵和阴韵的声调各有平声、上
声、去声三类。

E阳宅】 y6ngzh6 i IBl 迷信的人称住宅（对“阴
宅”而言）。

汤－ yang 古代的一种玉
（塌）另正150 页 chango

动•－~ yang 圈。杨树，落叶乔木，叶
（揭）子卵形或卵状披针形，种类很多，

有银白杨、毛自杨、小叶杨等。 e CY6ng）姓。
E杨辉三角E Yang Hui sonji凸o 二项式（α ＋ b) 
的 n (n = 0 、 1 、2 、3……）次方展开式的系数

依次可排列成一个三角形的数表＝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5101051 
这个数表见于我国南宋数学家杨辉的《详解九
章算法》，后来叫作杨辉三角。因《详解九章算
法对旨出北宋数学家贾宪己用这个数表开商次
方，所以也叫贾宪三角。

E杨树Pl yangli心圈＠杨树和柳树。＠指柳

树。
E杨梅E yangmei 圈。常绿乔木，叶子长倒卵
形，花褐色。果实近球形，表面有粒状突起，紫
红色或白色，味酸甜，可以吃。＠这种植物的

果实。＠（方〉指梅毒。
E杨梅疮E yangmeichuong ＜方〉圈梅毒。

E杨相tl y6ngt6o 向“阳桃”。

肠一帅ng （书〉＠日出。＠晴；
WJ（畴）天。

赂 ’ng 用于人名
（赌）“蝇”另见 1515 页“扬1 ”。
炀局 yang ＜书〉＠熔化金属0 • ;k 

（惕）旺且
锡~~ 怕ng （书〉马额上的装饰物。

（锺r)
佯 yang 假装＇ ~5EI～攻

[f羊动E yang dong 画军事上指为欺骗和迷惑

敌人采取某种作战行动，泛指为迷惑对方而采

取某种行动z 敌军～，企图牵制我主力部队。
E佯攻E y6ngg6ng 圃虚张声势地进攻。

E佯狂E y6ngku6ng （书〉圈假装疯癫。也作
阳狂。

(f羊言E y6ngy6n （书〉圈诈言；说假话。

E佯装E yangzhuong Ill国假装＝～不知。

殇－ van t书〉疮。＠溃烂2 溃
？勿（癌）～旦
士兰； yang ＜方〉田地（多用于地名）：翁～｜黄
I ～（都在浙江）。

祥 yang 见 148 页阳。

、、坚 yang O 盛大g丰富z ～溢。＠圈地球
11 表面上被水覆盖的广大地方，约占地球面

积的十分之七，分成四个部分，即太平洋、大西
洋、印度洋、北冰洋。＠指外国、外国的（多指
西洋、西洋的）：～人i～货 l～服 l～酒｜留～ l～
为中用。。回现代化的s现代的（区别于
“士”），～办法｜土～结合｜打扮得挺～。－~
洋钱s 银圆g 大～｜小～ l 罚～一百元。
0 CY6ng）圈姓。

E洋白菜E y6ngb6icai ~结球甘蓝的通称。
E洋布】 vangbu ~旧时指机器织的平纹布。
E洋财E y6ngc6i 圈。指跟外国做买卖得到的
财物。＠指意外得到的财物s 发～o

l＊芋插队l yangchodui IZlJj) 指我国留学生在国

外靠打工收入维持学习和生活，条件较艰苦
（含诙谐意〉。参看 134 页1插队l 0 

E洋场E yangchang 圈指旧时洋人较多的都
市，多指上海（含贬义） ：十里～。

E洋车E yang ch岳〈口〉圈人力车②。
【洋瓷E yangci ＜口〉圈搪瓷。

E洋葱E y6ngc6ng 画＠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植物，花茎细长，中空，花小，色白。鳞茎扁球
形，白色或带紫红色，是常见蔬菜。＠这种植
物的鳞茎。 II 也叫葱头。

E洋房E y6ngf6ng 圈指欧美式样的房屋z 花
园～。

E洋铺E yangg凸0 ~鹤嘴铺的通称。



I 1s仿 l yang y凸ng I 洋炸衅仰

E洋鬼子E y6nggui•zi 圈对侵略我国的外国人

（多指西洋人）的憎称。
E洋行E y6ngh6ng IBl 旧时指外国资本家在中
国开设的商行，也指中国人开的专跟外国商人

三E 做买卖的商行。
雪雪 E洋红E y6ngh6ng 0 IBl 粉红色的颜料。＠

圃较深的粉红色。
E洋化l y也nghua 画指思想意识、生活习俗、行

为方式等受西方影响而发生变化。
E洋槐E y6nghu6i IBl 刺槐。
E洋灰E y6nghul 圈水泥的旧称。
E洋火E y6nghuo 画火柴的旧称口

E洋货l y6nghuδ 圈指从外国进口的货物。
E洋节l y6ngjie 圈指外国的传统节日，如圣诞

节、感恩节、复活节等。
E洋垃圾E yangla· ji 圈俗称从国外输入的废

旧物品：严防～非法入境。
E洋流E y也ngliu 圈海洋中朝着一定方向流动

的水。旧称海流。
E洋楼E y6ngl6u 函指欧美式样的楼房：天津、

上海有不少旧时的小～。

E洋奴】 yangnu 圈称崇洋媚外、甘心供外国人

驱使的人。
E洋组 yangpen 画深度在 3 000 6 000 米
之间的海底盆地，是大洋底的主体部分。也叫

海盆。

E洋气E y6ng·qi 0 IBl 指西洋的式样、风格、习
俗等。＠圈带洋气的z 打扮得十分～o

E洋钱】 y6ngqi6n （口〉圈银圆。
E洋琴］ yangqin 见 1515 页【扬琴lo

E洋人E y6ngren IBl 外国人（多指西洋人）。
E洋嗓子l y6ngsang·zi 圈指用西洋发声方法
唱歌的嗓音。

E洋纱E y6ngsha 圈＠旧时称用机器纺的棉

纱。＠旧时称用细棉纱织成的一种平纹细
布，质地轻薄，多用米做手绢、蚊帐和夏季服装
等。

E洋铁E y6ngti岳圈镀锡铁或镀辛辛铁的旧称。

E洋娃娃E y6ngw。•wa 圈儿童玩具，模仿外国
小孩儿的相貌、服饰做成的小人儿。

E洋味JL] y也ngweir IBl 指有西方特点的风格、

习俗、样式等2 他这身打扮～十足。
E洋文E yang wen 圈指外国的语言文字（多指
欧美的）。

E洋务E y6ngwu 圈＠清末指关于外国的和关
于模仿外国的事务。＠旧时香港等地指以外
国人为对象的服务行业。

E洋相E y6ngxiang IBJ 见 192 页I出洋相lo
E洋洋E y6ngy6ng 0 圆形容众多或丰盛z ～

万言｜～大观。＠同“扬扬”。

E洋洋大观E y6ngy6ng-daguan 形容事物繁

多，丰富多彩。

E洋洋洒洒】 y6ngy6ngs凸so ~状态词。＠形

容文章或谈话内容丰富，连续不断。＠形容
规模或气势盛大。

E洋溢E y6ngyi ~且（情绪、气氛等）充分流露＝

热情～｜节目的校园～着欢乐的气氛。
E洋油】 y6ngy6u IBl l日时指从国外进口的煤

泊、汽油等。
E洋芋l y6ngyu ＜方〉函马铃薯。
E洋装】＇ y6ngzhuang 圈西服。

E洋装］2 y6ngzhuang E回属性词。西式的书籍

装订法，装订的线藏在书皮里面的：～书。

J~当~ yang ＜方） 151)] 熔化；溶化。
户I 另见 1520 页 ya门Qo

鲜回ng （~JL)(tJ）圈指米象→类的昆虫。
有的地区叫蝉子。

'I/ 

y凸ng c I尤）

仰 yang O 圆脸向上（跟‘阳对）：～视 i
～望｜～着脸看月亮。＠敬慕z ～慕｜敬～｜

信～。＠依靠p依赖：～仗｜～人鼻息。。旧
时公文用语。上行文中用在“请、祈、恳”等字
之前，表示恭敬；下行文中表示命令，如“仰即

遵照”。 8 CYang）圈姓。
E仰八叉】忡ng• bacha ＜方〉圈身体向后跌倒

的姿势，也指仰卧的姿势．摔了个～。也说仰
八脚儿、仰壳。

E仰八脚JL] y凸ng•baji凸or （方） IBl 仰八叉。

E仰承l yangcheng 151)] O ＜书〉依靠；依赖。＠
敬辞，遵从对方的意图：～意旨。

E仰给E y凸『igji （书）~仰仗别人供给＝～于
人。

E仰角E y凸ngji凸o

巨型视线在水平
线以上时，在视
线所在的垂直平

面内，视线与水

平线所成的角叫
作仰角。

E仰完E y凸ngk自

〈方〉圈仰八又。
E仰赖E y凸nglai 』

圈依赖：～他

人。

(a1 
仰角

盯印面E y凸ngmian 圆脸朝上：～滑倒。



E仰慕E y凸ngmu 圈敬仰思慕z ～已久。
盯印人鼻息E y凸ngrenbixl 比喻依赖人，看人的
脸色行事。

E仰韶文化E Y凸ngshao wenhua 我国黄河流
域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
褐池仰韶村而得名。遗存中常有带彩色花纹的
陶器，所以也曾称为彩陶文化。

E仰视】 y凸ngshi rnlll 抬起头向上看2 ～天空。

盯阳天E y凸ngtian ＜书〉［到仰望天空z ～长叹。

E仰望E y凸ngwang 圈＠抬着头向上看z ～蓝
夭。＠〈书〉敬仰而有所期望z 万众～。

盯印卧E y凸ngwo 圆脸朝上躺着。
E仰泳E y凸ngy凸ng 圈游泳的一种姿势，也是游
泳运动项目之一．身体仰卧在水面，两臂交替
划水，两腿打水。

盯阳仗］ y凸ngzhang 画依靠g依赖：此事还得
～诸位大力支持。

映 yang 虾。
另见 1514 页 ya吨。

E映咽E y凸ngye ＜书〉圈 Jj(流阻滞的样子。

养牛 yang O ~J 供给生活资料或生
（番）活费用：抚～｜瞻～｜～家。＠圈

饲养（动物）；培植（花草） ：～猪｜～蚕｜～花。＠
医国生育z 她～了一个儿子。。抚养的（非亲
生的）：～子｜～女 i ～父 l ～母。＠画培养z
他从小～成了爱劳动的习惯。＠画使身心得
到滋补或休息，以增进精力或恢复健康：保～｜
休～｜疗～｜营～｜～料｜～精蓄锐｜～好身体。＠
修养：教～1 学～有素。＠养护①：～路。＠
画（毛发）留长；蓄起不剪。⑩扶植s扶助z 以
农～牧，以牧促农。 CD CYang）圈姓。

E养兵E y凸ng;;blng 层面指供养和训练士兵：～

千日，用兵一时。
E养病E y凸ng;;bing 圈因患病而休养z 安心～。
E养地E y凸ng11di ［到采取施肥、轮作等措施提

高土地肥力。
E养分l yangfen 圈物质中所含的能供给机体
营养的成分。

E养父E y凸ngfu 圈有抚养关系的非生身父亲。
E养虎遗患］ y凸ngh凸－yihuan 比喻纵容恶人，给

自己留下后患。

E养护E yanghu 画＠保养维护2 ～公路｜加强
设备～工作｜精心～古树。＠调养护理2 经过
一段时间～，伤口就愈合了。

E养活E y凸ng•huo 画＠〈口〉供给生活资料或
生活费用2 他还要～老母亲。＠〈口〉饲养（动

物）：农场今年～了上千头猪，上万只鸡。＠
〈方〉生育。

E养家E y凸ng11 jia 圈供给家庭成员生活所需g

仰映养氧｜ Y凸门9 I 1s19 I 

挣钱～｜～糊口。

E养精蓄锐l y凸ngjlng剖：.rui 养足精神，积蓄力

量。

E养老E yang川凸o E到＠奉养老人＝～送终。

＠指年老闲居休养3 居家～。 三重三
E养老保险E y凸nglao b凸oxi凸n 社会保险的一三三三

种。劳动者因年老或病残而丧失劳动能力时，
由国家和社会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用。

E养老院E Y凸ngl凸oyuan 圈收养老人的机构。
也P4敬老院。

E养廉E V凸nglian ＜书） rnlll 培养廉洁的操守z 俭

以～。

E养料E yangliao !Bl 能供给机体营养的物质。

E养路E y凸ng;;lu 圈养护公路或铁路：～工｜～

费。
E养母E y凸ngm心固有抚养关系的非生身母

亲。
E养女】 y凸ngn画画领养的女儿。

E养气E y凸ngqi ＜书〉富国＠培养品德；增进涵养
功夫。＠古代道家的－种修炼方法。

E养人E y凸ngren B动］对人体有保养作用z 喝粥

~ 。
E养伤］ y凸ng;;shang 画因受伤而休养：养了

半个月伤。

E养神E yang;;shen 圈保持心理和身体的平
静状态，以消除疲劳z 静坐～ 1 虽然睡不着，闭

目养一养神也好。
E养生］ y凸ngsh岳ng 圈保养身体：～之道。

E养性］ y凸ngxing 圃陶冶本性；修养心性z 修

身～。
E养颜E y凸ngyan 固保养面部肌肤，使延缓衰

老z 护肤～。
E养眼E yangyan E园看了美丽的风景、容貌等
使人视觉愉悦z 绚丽的热带风光十分～。

E养痛成患E y凸ngyang-chenghuan 比喻姑息

坏人坏事，结果受到祸害。也说养痛遗患。
E养痛遗患E v凸ngyang-yihuan 养痛成患。

E养育】 y凸ngyu 画抚养和教育z ～子女｜～之

恩。
E养殖E yangzhi rnllJ 培育和繁殖z ～业｜～海

带。
E养子E y凸ngzl [El 领养的儿子。

E养尊处优E y凸ngzun-ch心you 生活在尊贵、优

裕的环境中（多含贬义）。

氧 yang IEl 0 气体元素，符号。 元色元
臭元昧，能助燃，化学性质很活泼。氧在

空气中约占 1/5 ，是人和动植物呼吸所必需的
气体，在工业上用途很广。＠指氧气z 输～ i
高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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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s20 I 帅ng- yao I 氧痒快样恙炸羡鞍漾么

E氧吧】 v凸ngba 圈备有输氧装置专供人吸取
氧气的营业性场所。

E氧化E y凸nghua 画指物质跟氧化合，也泛指
物质在化学反应中失去电子或电子对偏离。

如铁生锈、煤燃烧等。氧化和还原是伴同发生

的。
E氧化剂E y凸nghuaji 圈在氧化还原反应中得
到电子或电子对偏近的反应物。氧化剂能氧

化其他物质而自身被还原。
E氧气E y凸ngq）圈氧分子（0，）组成的气态物

质。

痒干 van口回＠皮肤或劲膜受到轻
（攘）制I激时引起的想挠的感觉。

＠想做某事的愿望强烈，难以抑制tl ：技～｜手

～｜见人打球，他心里直发～。
E痒痒E y凸ng•yang ＜口〉圈痒。

、

γang < I尤）

快叫 见下。

E’快然J yangran ＜书〉圃＠形容不高兴的样

子z ～不悦。＠形容自大的样子：～自足。
E快快J yangyang E园形容不满意或不高兴的

神情：～不乐｜～不得志。

样山 yang
Ct蒙）模～｜图～｜新～儿的ο ＠圈样

子②．两年没见，他还是那个～儿。＠圈样

子③：～品！～本｜货～｜榜～。 OIBI 样子④z
看～儿我们队今天要输。＠画表示事物的种
类：四～JL点心｜他的功课～～儿都好｜商店虽
小，各～货物俱全。

E样板E yangban IBl 0 板状的样品。＠用来
检验工件尺寸、形状等的板状工具。＠比喻
学习的榜样z 树立～｜～工程。

E样板房E yangbanfang 圈样板间。

E样板间J yangbanjian IBJ 作为户型或装修效
果的祥板，供购房者参观的房间（多指单元
房）：实景～。也叫样板房。

E样报】 vangbao 画作为样品的报纸。
E样本E yangb岳n 画＠商品图样的印本或剪

R占纸张、织物而成的本子。＠出版物的作为
样品的本子。

E样币E vangbi 圈作为样品的货币，不用于流
通z 第五套人民币～。

E样带E yangdai 圈＠生物学等学科指按一定

标准划定的作为研究、比照样本的地带z 建立
永久性监测～。＠作为样品的录音带、录像带

或电影胶片等z 选送歌曲～。

E样稿E yangg凸o 圈作为样品的部分书稿、图

祥等，用来征求意见或送有关的人审阅。

E样机E vangjl 圈试和j出来作为样品的机器、

飞机等。

E样刊】 yangkan IBJ 作为样品的刊物。

E样片JL) yangpianr ＜口） !Bl 样片。

E样片J yangpian 圈。摄制出来供审查、展

示、宣传等的影视片。＠作为样品的照片、录

像片段等，用来显示拍摄效果。

E样品E yangpTn 圈作为同类物品的标准或代
表的物品（多用于商品推销或材料试验） ：服

装～｜～测试。
E样式E yangshi IBl 式样；形式：～美观｜别墅

～新颖。

E样书E yangshu 画作为样品的书。

E样态E vangtai 圈样式形态：丰富文艺～。
E样张】 yangzhang 圈＠印刷出来作为样品

的单页、散页。＠指绘有服装样式的大张纸
样：衣服～。

E样子E yang·zi !Bl 0 形状：这件衣服～很好
看。＠人的模样或神情z 小姑娘的～真可爱！

高高兴兴的～。＠作为标准或代表，供人看或
模仿的事物：鞋～l就照这个～做。＠〈口〉形

势；情势＝天要下雨的～｜看～今天观众要超过
三千人。

E样子货E yang•zihuo 圈作为样品或制作标

准的货物，常借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z 这种鞋

是～，穿不了几天就开绽。

主主 yang ＜书〉病z 偶染微～0安然无～o
Jlli、

＇~活 yang 见 237 页I打烨~o
ftT 另见 1518 页 yang 。

蒙 yang ＜书〉水流很长的样子。

轶 yang 见 9叫牛酬。
另见 1515 页 ya吨。

注主 yang i;国＠水面微微动荡：荡～｜湖面
1刀、～着微波。＠液体太满而向外流z ～奶！

这碗汤盛得太满，都～出来了。脸上～出了笑
班，

士，. 0 

E漾奶E yang;;n凸l

一次吃得太多。

圈婴儿吃过奶后吐出，多因

γao 什么）

yao 同“么”。

另见 870 页 •mα ； 884 页 •me 。么



么 yao 0 画数目中的叫叫“么，，

单用’不能组成合成数词’也不能带量词，
旧时指色子和骨牌中的一点，现在说数字时在
某些场合也用来代替“1勺。＠〈方〉排行最小

的：～叔｜～妹。＠〈书〉细川、2 ～小｜～麽。

0 CYδO）圈姓。
E么娥子】 yao ’在• zi （方〉圈鬼点子；坏主意：
他就会出～戏弄人。

E么麽】 yaom6 ＜书〉圈微小z ～小丑（指微不

足道的坏人）。

夭1 _ vao 夭折：～亡1寿～（长寿与
了妖）对斤；寿命长短）。

夭2 闹。〈书〉形容草木茂盛～桃树。

E夭矫E yaoj的。 〈书〉圃屈曲而有气势2 ～婆

婆的古柏。
E夭亡l vaowang 圃夭折①。
E夭折E vaozhe 画＠未成年而死；早亡。＠

比喻事情中途失败。
吆 , vao 画大声喊＝～牲口｜～五

c~日么） 出六。
E吆喝E yao·he i;m 大声喊叫（多指叫卖东西、赶

牲口、呼唤等）：～牲口 l小贩一路～过来｜你去
～几个人来搬行李。

E吆五喝六E vaow心－heliu o 掷色子时喊叫色
子的点子数（五、六是色子上最大的两个点子
数，掷到者有望获胜），泛指赌博时大声地喧
哗。＠形容盛气凌人的样子z 整天～地抖威
风o

b乒舍 ,. vao ＜口〉画用秤称：～一斤肉 1
歹才（钓）二一～有多重。

另见 1616 页 YL觅。

妖 yao O 妖怪：除～ 1~1t1～精＠邪恶
而迷惑人的：～言｜～术卜’法！～道｜～人。

＠圈装束奇特，作风不正派（多指女性） :~ 
里～气。。〈书〉艳丽；抚媚z ～烧｜～冶。
胀风E yaofeng 圈神话中妖魔兴起的风，借
指邪恶的风气、潮流。

U天怪l yaoguai ~神话中形状奇怪可怕、有
妖术、会害人的精灵。

B天精E yao· jing ~ 0 妖怪。＠比喻以姿色
迷人的女子。

白天媚E yaomei 圈抚媚而不正派。
E妖魔E yaom6 圈妖怪。

U夭魔鬼怪l yaom6-guiguai 
喻各色各样的邪恶势力。

妖怪和魔鬼，比

白天魔化E yaom6hua i;m 指故意贬低、损害某
人或某事物的形象，将其丑化得像妖魔一样令

人恐惧、厌恶。

么夭吆约妖要埋嗖腰 yao 口些！
E妖孽l yaonie ＜书〉圈＠怪异不祥的事物。

＠指妖魔鬼怪。＠比喻专做坏事的人。
E妖烧E yaoroo ＜书〉圃娇艳美好；抚媚多姿。
B天物E vaowu 圈妖怪一类的东西。
E妖雾l vaowu ~神话中妖魔所放出的迷雾。

E妖言E yaoyan 圈指迷惑人的邪说z ～惑众。

E妖艳l vaoyan 圈艳丽而不庄重。

E妖冶l yaoy岳 llJ2l 艳丽而不正派。

要 yao O 求：～求＠强迫；威胁2 ～挟。
＠同“邀”。 O CYao）圈姓。
〈古〉又同“腰”。
另见 1525 页 yao"

E要功E yaogong 同“邀功”。

E要击E vaoji 同“邀击”。

E要买E vaom凸l 同“邀买”。

E要求E vaoqiu o 圈提出具体愿望或条件，希
望得到满足或实现z ～转学 1～进步｜严格～自

己。＠圈所提出的具体愿望或条件z 满足了

他的～｜符合规定的～。
E要挟】 vaoxie 画利用对方的弱点，强迫对方
答应自己的要求。

E要约l yaoyu岳圈指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表

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意向，一旦对方接受，
合同即告订立。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

埋 yao 用于地名 z 打石～刷肌

嗖 yao 见下。

E嗖嗖】 yaoyao ＜书〉匮塾虫叫的声音。

腰间o o~膀上胁下的部分耐体的中
部：～酸 i弯～｜两手又～。（图见 1159 页

“人的身体”） 8 ~裤腰z 这裤子～大肥。＠
圈指腰包或衣兜．我～里还有些钱，足够我们
零用的。＠事物的中间部分：山～ i 树～｜半
中～。＠中间狭小，像腰部的地势s 土～l 海
～。（！） CYδo）圈姓。

E腰板JLl yaobanr 圈。人的腰和背（就姿势

而言）＝挺着～。＠借指体格：他虽然八十多
岁了，～倒还挺硬朗的。

E腰包E yaobao 圈系在腰间的钱包，泛指钱

包z 掏～。
E腰缠万贯E yaochanwanguan 
铜钱，形容人极富有。

腰里缠着万贯

E腰带l vaodai ~束腰的带子；裤带。
E腰杆子l yaogan·zi 圈＠指腰部：挺着～。

＠借指可依靠的势力：～硬（有强有力的人或
集团支持）。＠借指说话做事的底气、态度等z
他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当然硬不起来。｜｜也
说腰杆儿。

主



I 1522 I yoo - y6o I 腰邀徽受尧侥肴主辐蜿姚琉陶姚窑谣

E腰鼓E yaogu ~ 0 打击乐器，短圆柱形，两
头略小，挂在腰间敲打。＠一种民间舞蹈，腰
间挂着腰鼓，一边跳舞，一边敲打。

E腰锅】 yfJogu6 圈云南景颇族、保傣族、白
族、彝族等使用的一种锅，用生铁铸成，形如
葫芦。

E腰果l yflogu凸 IBJO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倒卵形，花粉红色，果实肾脏形。果仁可以
吃，果壳可以榨油。原产南美。＠这种植物

的果实。
E腰花E yfJohufJ （～儿）圈用猪、羊等的腰子划
出交叉花纹后切成的小块儿，供做菜肴2 熠～儿。

E腰身E yfJost由1 圈指人体腰部的粗细，也指
长袍、上衣等腹部的尺寸。

E腰围l yaowei 画＠围绕腰部一周的长度。
＠束腰的宽带子。

E腰Hil ya ova n c～儿）圈＠腰后膀骨上面脊
椎骨两侧的部位。＠比喻要害z 您这一句话
算是点到～上了。

E腰斩l yaozhan 圈＠古代的酷刑，从腰部把

身体斩为两段。＠比喻把同一事物或相联系
的事物从中割断。

E腰肢E yflozhi ~指人的腰身，也泛指身段、体

态（多用于女性）：～柔软｜扭动～。
E腰椎E yaozhui ~腰部的椎骨，共有 5 块，较

胸椎大。（图见 468 页“人的骨髓勺

E腰子］ yfJo•zi ＜口〉圈肾①。
？自ft- yao O 画邀请z ～客｜特～代表｜应～出
，眨坠席。＠〈书〉求得2 ～准！谅～同意。＠拦
住：～击。

E邀宠E yaochong 〈书〉画面迎合对方，求得宠
爱。

E邀功E yfJog6ng 圈求取功劳，多指把别人的

功劳抢过来当作自己的z ～请赏。也作要
功。

E整击E yaoji 圈在敌人行进中途加以攻击。

也作要击。
E量生集E yfloji INlJ 把较多的人邀请到一起＝～

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
(:if!买E yfJom凸i 圈收买z ～人心。也作要买。
阳请l yfloqlng ~请人到自己的地方来或到

约定的地方去。

E邀请赛E yfJoqingsai 圈由一个或几个单位
联合发出邀请，有许多单位参加的体育比赛
等。
随赏l yfJosh凸ng 画求取赏赐z 争功～。
C鳖约E yaoyu岳圈邀请g 盛情～｜～友人。

徽 yao ＜书〉同惶咆z ～福。
另见657 页 l iao; 660 页 jiao 。

, 
yao 什么）

~ vao 圈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 ”为阳
J风、，交，“－”为阴交。

尧中 Yao o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
（亮）＠函姓。

E尧舜】 Yao-Shun 圈尧和舜，传说是上古的

贤明君主，后来泛指圣人。
E是天舜日】 yaotian-shunri 指太平盛世。

侥牛 vao 见 6叫做］。
（侥）另见 654 页 i iao" 

肴 … yao 鱼肉等荤菜：菜～｜酒～
（椿偌）

E肴馍l yaozhuan ＜书〉圈宴席上的或比较丰

盛的菜和饭。

主 yao ＜书〉山高。

辐（朝） yao ＜书〉醉。

E辐车l yaoche 圈古代一种轻便的小马车。

蜿（畴） yao ＜书〉形容隅。

姚 Yao 酬。

明t yao O 见叫页［i'.IllJ~ ］ o ＠古代指蚌、
蛤的甲壳，用作刀、弓等上的装饰物。

陶 vao 明CGooyao），上古人名。
另见 1277 页 tao 。

够k ~· yao O 古代的→种大锄。＠
（姚） CY6o）圈姓。 9酬，东汉人。
另见302 页 diao 。

窑 { ‘ yao O 圈烧制砖瓦陶
了霍、黑）瓷等的建筑物z 砖～！石

灰～。＠圈指土法生产的煤矿z 煤～。＠圈

窑洞。。〈方〉窑子：～姐儿。e cvao＞圈姓。

E窑变l yaobian ~指烧制陶瓷时，因坯体所
涂不同利浆互相渗透变化，袖面出现意外的特
异颜色和花样。

E窑洞l yaodong IEJ 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

土山的山崖挖成的洞，供人居住。
E窑姐儿l vaojier ＜方〉圈旧时称妓女。
E窑坑】 yaok岳ng 画为取土制砖瓦等而挖成的
坑。

E窑子E yao· zi ＜方〉画旧时指妓院。

、：~ yao O 歌谣＝民～ 1童～。＠谣
工程主（摇）言：～传l造～。 8 cvao）圈姓。
E谣传l y6ochu6n 0 画谣言传播z ～他出事



了。＠圈传播的谣言：听信～o
E谣言l yaoyan 画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散
布～｜不要轻信～。

E谣谚E yaoyan 函歌谣和谚语z 古～｜民间～o
E谣琢E yaozhu6 ＜书〉圈造谣诬蔑的话。

摇”。国摇摆；使物体来固地动：动～｜～
晃！～手｜～铃｜～梅｜～头晃脑。

E摇摆】 yaob凸i~ 向相反的方向来回地移动
或变动2 池塘里的荷叶迎风～0立场～。

E摇车l yaoche ＜方〉圈。（～儿）小孩儿用的
睡车；摇篮。＠旧式纺纱用的器具。

E摇唇鼓舌】 yaochun-gushe 指用言辞进行煽

动、游说或大发议论（含贬义）。
E摇荡E yaodang 圈摇摆动荡2 小船随波～。

E摇动E yaodang 理由 0 ( ／／一）摇东西使它动 2

摇得动｜摇不动！用力～木桩。＠摇摆：柳枝在
水面上～。＠动摇：人心～｜信念从未～。

E摇鹅毛扇】 yao emaoshan 旧小说戏曲描写

的军师、谋士多手拿羽毛扇。后来用“摇鹅毛
扇”指在背后出献tl策。

E摇滚乐】 yaog心nyue 圈西方流行的一种通
俗音乐，音响丰富，节奏强烈。

E摇撼l yao·han 圈摇动（树木、建筑物等）。

E摇号】 yao;;hao 圈用专用机械摇动带有号
码的圆球，以随机弹出的圆球来确定中选的号
码g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采用公开～方式进行。

E摇晃E yao·huang 圃＠摇摆＝烛光～｜摇摇
晃晃地走着。＠摇动①：～～奶瓶。

E摇惑l yaohuo 圈。动摇迷惑：人心～。＠

｛吏动摇迷惑：～人心 l～视听。
E摇奖J yao;; ji凸ng ［司用摇号方式确定获奖

者。
E摇篮1 yaolan 圈。供婴儿睡觉的家具，形状
略像篮子，多用竹或藤制成，可以左右摇动，使
婴儿容易入睡。＠比喻幼年或青年时代的生
活环境或文化、运动等的发源地z 井冈山是中

国革命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
E摇篮曲E yaolanqu 画催婴儿入睡时唱的短
小的歌曲，也指由此发展而成的形式简单的声
乐曲或器乐曲。→般曲调轻柔绵长。

E摇旗呐喊】 yaoqi-nahan O 古代打仗的时
候，后面的人摇着旗子呐喊，给前面作战的人
助威。＠泛指替别人助长声势。

E摇钱树l vaoqianshu ~神话中的一种宝树，
一摇晃就有许多钱落下来，后多用来比喻可借
以源源不断地获取钱财的人或物。

E摇身一变】 yaosh岳n-ylbian 神怪小说中描写

人物或妖怪一晃身就变成别的形体。多指坏
人改换面目出现。

雯雯雯雯」 y6o 巴些主J

E摇手l y6oshou O c-11－）圈子心向外左右摇
动，表示阻止或否定。＠圈机械上用于旋转
的、使轮子等转动的把JLCbar）。

E摇头l y6o;;t6u 画把头左右摇动，表示否定

或阻止。
E摇头摆尾】 y6ot6u-baiw副形容得意或轻狂

的样子。

【摇头晃脑E y6ot6u-huangn凸o 形容自得其乐
或自以为是的样子。

E摇头丸】 yaot6uw6n 画有机化合物，成分是

三亚甲基双氧苯丙胶，是冰毒的衍生物，有强
烈的兴奋作用，是一种毒品。服用后使人出现
幻觉，摇头狂舞，产生暴力倾向等。过量服用
会急J性中毒甚至死亡。

E摇尾乞怜】 y6ow岳i-qilian 狗对主人的姿态，

形容用滔媚姿态求取别人的欢心。
E摇摇欲坠l y6oy6o-yuzhui 形容非常危险，就

要掉下来或垮下来。

E摇曳E vaoye 画摇荡z ～的灯光｜垂柳～。

E摇椅E yaoyT 圈一种能够前后摇晃的椅子，构
造的特点是前腿儿和后腿儿连成弓形，弓背着
地，可供人半躺半坐。

~v;. • ·~ yao ＜书〉劳役。
f击（；：：侄）
E儒役l vaoyi 函古时统治者强制百姓承担的
元偿劳动。

二E y6o 0 遥远z ～望｜～指 i千里之～1路～
）.！；！；！..知马力。 8 CYao）圈姓。

E遥测E yaoce 圃运用现代化的电子、光学仪

器对远距离的事物进行测量。
E遥感l y6ogan 圈使用空间运载工具和现代

化的电子、光学仪器探测和识别远距离的研究
对象。

E圣寄E y6ojl 圈。向远方递送z 给指挥部发

电，～胜利喜讯。＠向远方寄托z ,If, 歌声～对
亲人的思念之情。
脏控E yaokong 画＠通过通信线路操纵、控

制－定距离以外的机器、仪器等。遥控广泛应
用在生产自动化和飞行器制导等方面。＠泛
指在一定距离以外指挥、控制。

E遥望E y6owang 圃往远处望z ～天边，红霞

烂漫。
E遥相呼应E y6oxi6nghuying 远远地互相照

应、配合。
E至想E y6oxi凸ng 圈想象（久远的将来h回想

（久远的过去） ：～未来｜～当年。

E遥遥E y6oy6o 圈。形容距离远z ～相对i～
领先。＠形容时间长久2 ～无期。

E遥远l yaoyu凸n Ifill 很远：路途～｜～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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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重祝，］ y6ozhu @JJ 向远方祝福z ～远征队友旗｜ 十分肯定z 一口～。
开得胜。 I ［咬耳朵E y凸o 岳r•duo ＜口〉凑近人耳边低声说

猖 yao 见 575 页【舰。 | 话，不使别人昕见2 两人咬了一阵耳朵。
I ［咬合E y凸ohe [l面彼此接触的物体，表面凸凹

娼”。〈书〉＠美好是艳。＠逍遥游乐。｜ 交错，相互卡住z 齿轮～紧密。
I E咬群l yaoqun ＜口〉画＠某个家畜常跟间类

瑶1 ”。〈书〉＠美玉：琼～｜～附有玉｜ 争斗。＠蛐某个人常跟周围的人闹纠纷。
饰的琴）。＠形容美好、珍贵z ～浆（美 I ［咬舌JL] y也osher O 鹰说话时舌尖常接触牙

酒）。 | 齿，因而发音不清。＠圈说话咬舌儿的人。

也叫咬舌子。
E咬文嚼字l y凸owe叫i6oz1 过分地斟酌字句，

多用来指死抠字眼儿，也用来指对文字的使用
反复推敲，十分讲究。

E咬牙E y也o;;y6 圈＠由于极端愤怒或忍住极

大的痛苦而咬紧牙齿g 恨得直～｜～忍痛。＠
熟睡时上下牙齿相磨发声，由消化不良等原因
引起。

E咬牙切齿E y创刊叩echi 形容极端愤恨或仇

视。

E咬字】忡。zi C～儿） rnill 按照正确的或传统的

音念出文章或唱出歌词、戏词中的字2 ～清楚。
E咬字眼 L] y也o ziy凸n「在措辞方面挑毛病（多

指对别人说的话）。

吕忡。画用瓢、勺等取东西（多指液体）：
～一瓢水。

E臼子l yao•zi 画画水、油等液体用的器具，底
平，口圆，有柄，多用铝或铁皮制成。也叫画儿。

育忡。〈书〉阳。

窃 V凸0 ＜书〉＠阳。＠昏暗。

E窃宛】 yaoti凸0 ＜书〉圈。（女子）文静而美

好；（妆饰、仪容）美好。＠（宫室、山水）幽深。

瑶2 Yao 瑶族：～语

E瑶池E Y6ochi 圈神话中称西王母所住的地

方。

E瑶族E Y6ozu 圈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广西、湖南、云南、广东和贵州。
飘 60 见川页酬（飘飘）。

（辄）

形
仇

圆
卧

二
董
，

”
＼
山
路
叫
叫
出
机

升
到
平
非
海

同
页
扁
或
帷

＠
Y
m体
滑
盏

’
o
m
身
光
当

唱
U
也
腼
立

同
，
归
圈L
M细

＠
页
丑
多

l
l
n
u

菱
种

扣
班
，wp或
：
。

旧
如
黔
啦

，

W
另
呻
w
u
m

踩
鳝
如

" γ凸0 什么）

杳忡。〈书〉耐看不见踪影：～然｜～无
音信！～无踪迹。

E杳砂l y凸omi凸o 同“杳渺”。

E杳渺E v凸omiao ＜书〉圃形容遥远或深远。
也作杳吵。

E杳然］ Y•凸or6n ＜书〉圆形容沉寂或不见踪影：
音信～o

E杳如黄鹤E y凸oruhuanghe 唐代崔颗《黄鹤
楼》诗z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后来用“杳如黄鹤”形容没有消息或下落不明。

咬 … ι V凸0 圈＠上下牙齿用
（酸、嚼）为对着（大多为了夹物体

或使物体的一部分从整体分离）：～紧牙关｜用
嘴～住绳子｜让蛇～了一口｜～了一口苹果。＠
钳子等夹住或齿轮、螺丝等互相卡住z 螺丝母
勋（ yi) 了，～不住。＠（狗）叫：鸡叫狗～。＠

受责难或审讯时牵扯别人（多指无辜的）：反

～一口。＠〈方〉油漆等使皮肤、衣物损伤z 碱
水把铝盆～坏了｜我最怕漆～。＠正确地念出

（字的音）；过分地计较（字句的意义）：～字｜～
字眼儿｜～文嚼字。＠追赶进逼p紧跟不放z 双

方比分～得很紧｜我军战机始终～住敌机不放。
E咬定E y凸oding 画面说了就不改口，指话说得

、

γao 什么）

疤 vao 删节时，只用于4在
（痞）子p，。
另见 965 页 n峙。

['IE子】 yao·zi ＜口〉圈茫疾：发～。

玄仨 4』 vao O ~药物：吃～｜中～｜～
纫（蔡）苦｜～费。＠某些有化学作用的
物质2 火～｜炸～｜焊～。＠〈书〉用药治疗3

不可救～。＠国用药毒死z ～老鼠｜～虫子。
8 CYao）圈姓。

Z药补E ya ob心画吃补药补养身体2 ～不如食

补。
E药材J yaoc6i 圈指中药的原料或饮片。



E药残E yaocan l每指蔬果、粮食等食物中的农

药残留 z ～检验。
E药草J yaoc凸o 圈用作药物的草本植物。

E药叉l yaocha ~I 夜叉。
E药到病除】 yaodao-bingchu O 一用药病就

好了，形容药物灵验或医术高明：对症下药方
能～。＠比喻处置得当，问题迅速得到解决z

仅靠收费治理交通拥堵恐难～。
E药典】 yaodian ［每国家法定的记载药物的名

称、性质、形状、成分、用量以及配制、贮藏方法

等的书籍。
E药店】 vaodian 圈出售药品的商店；药铺o

E药方E yaotang ＜～儿）［函。为治疗某种疾病
而组合起来的若干种药物的名称、剂量和用

法：开～。＠写着药方的纸。

E药房E yaotang 圈＠出售药品的商店。＠
医院或诊疗所里供应药物的部门。

E药膏E vaogao 圈膏状的外敷药。
E药罐子】 yaoguan·zi 圈＠熬中药用的罐子。

＠比喻经常生病吃药的人（含戏谑意）。
E药衡】悦。heng 圈英美质量制度，用于药物
（区别于“常衡、金衡”）。

E药剂E yaoji 函据药典或处方配成的制剂。

E药检E yaojian 圈＠对药品的质量进行化验

检查。＠对参加体育比赛的运动员进行是否
服用违禁药物的检测。

E药劲JL] yaojinr ＜口〉圈药力。
E药酒l yaojiu 圈用药材浸制的酒。

E药具E yaoj1；』圈药品和医疗器具，特指避孕药

品和避孕器具。

E药JllJ.l yaoli ~药物在机体内所起的变化、对

机体的影响及其防治疾病的原理。
E药力l yaoli 圈药物的效力。
E药疗J yaoliao I司用药物治疗：自我～ l～不

如食疗。
E药棉E yaomian ~医疗上用的消过毒的脱
脂棉。也叫药棉花。

E药棉花J yaomian· hua !Bl 药棉。

E药捻JLl yaonianr 圈。用来点燃火药、爆竹

的引线。＠带药的纸捻或纱布条，外科治疗
时用来放入伤口或疮口内。！｜也叫药捻子。

E药农E yaon6ng 圈以种植、采集药用植物或

以养殖、捕猎药用动物为主的农民。
E药片l vaopian c～儿）［苞片状的药。

E药品E vaopin 圈药物和化学试剂的统称。
E药铺E vaopu 画出售中药的商店，有的兼售
西药。

E药膳E yaoshan ［鱼配有中药的菜肴或食品，
如参茂鸡、虫草鸭等。

药要｜ yao I 1525 I 

E药石E yaoshi 圈古代指药和治病的眨苟，泛

指药物：～罔效。～之言（劝人改过的话）。
E药水l yaoshui 卜－JL）圈液态的药。

E药筒E yaotang ~枪弹或炮弹后部装火药的
圆筒，多用金属制成。通称弹壳。 重重

E药J;L] yaowan c～儿）圈制成丸状的药。 害雪

E药味】 yaowei 圈。中药方中的药（总称）。
＠（～儿）药的气味或味道。

E药物E yaowu 圈能防治疾病、病虫害等的物
汇1
日口。

E药榈 yaoxie 圈。农业、林业等施药用的器

械，如喷雾器、喷粉器等。＠指医疗器械。
E药性E yaoxing 圈药的性质z ～平和。
E药引子l yaoyin•zi 函中药药剂中另加的一

些药物，能加强药剂的效力。

E药用】 γd。”ng 圈做药物使用2 ～菌 l 菊花
可～O

E药浴E vaoyu 圈一种治疗方法，将药物煎煮

或浸泡后加水，通过对人体全身或局部进行浸
泡、熏洗，达到治疗的目的。

E药皂E yaozao 圈加入适量杀菌剂或防腐剂

的肥皂o
E药枕J yaozh岳n ~里面装有中草药的枕头。

要1 yao o 重要， ~1:!L I ～则｜～事｜主～｜紧
～｜险～。＠重要的内容z 纲～｜摘～｜提

～｜择～记录。

要2 yao 圈＠希望得到5希望保持z 他～
一台电脑！这本书我还～呢！＠因为希

望得到或收回而有所表示；索取z ～账 1小弟弟

跟姐姐～钢笔用。＠请求：她～我替她写信。
＠助动词。表示做某件事的意志z 他～学游
泳。＠助动词。须要；应该z 路很滑，大家～
小心！｜早点儿睡吧，明天还～起早呢！＠需
要z 我做件上衣～多少布？！这个柜子～四个
人才搬得动。＠助动词。将要z 我们～出国
旅游了 l～下雨了。＠助动词。表示估计，用
于比较2 夏天屋子里大热，树荫底下～凉快得
多。

要3 yao 圈。如果2 明天～下雨，我就不去
了。＠要么 z ～就去打球，～就去溜冰，

别再犹豫了。

另见 1521 页 yao 。

E要隘l vao ’ ai 圈险耍的关口＝扼守～。
E要案E vao'an 圈重要的案件。

E要不】 yaobu o 画不然s否则：从上海到武

汉，可以搭长江轮船，～坐火车也行。＠自量要

么：今天的会得去一个人，～你去，～我去。＠
圆难怪；，怪不得g ～他生气呢，原来你说着他

的痛处了。｜｜也说要不然。



I 1s26 I 忡。 ｜要钥

E要不得】 yao•bu•de 画表示人或事物不好，

不能同意或容忍 z 你这种想法～。
E要不然I yaoburan 圈要不。

E要不是】 yaobushi 画如果不是：～你提醒我，

主E 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雪三雪 E要冲E yaochong 圈某个地区重要道路会合

的地方z 兰州向来是西北交通的～。
E要道E yaodao 圈。重要的道路z 交通～。

＠〈书〉重要的道理、方法。

E要得E yaode ＜方〉画好；行（用来表示同意或

赞美）＝这个计划～，我们就这样办。
E要地E yaodi 圈。重要的地方（多指军事上

的）：徐州是历史上的军事～。＠〈书〉显耍的
地位g 身处～。

E要点E yaodian 圈＠讲话或文章等的主要内

容：摘录～｜抓住～。＠重要的据点：战略～。
E要端l yaoduan 圈重要的事项；要点①z 举

其～。
E要J!!l yaofan 圈重要的罪犯。

E要饭E yao;;fan 圈向人乞求饭食或财物z ~ 

的（乞丐〉。
E要害E yaohai 圈＠身体上能致命的部位：
一拳击中～。一句话点到～。＠比喻关键的

或重要的部分＝～部门。
E要好E yaohao 回＠指感情融洽；也指对人

表示好感，愿意亲近2 她们两人从小就很～。

＠努力求好；要求上进·这孩子很～，从来不
肯无故耽误功课。

E要好看E yao h凸okan 使出丑；使难堪·要我

当众表演，简直是要我的好看。
E要谎E yao;;huang 圈向顾客要价超过实价

叫要谎。

E要价E vao;;jia ＜～儿）圈。做买卖的人向顾
客说出货物的售价z 漫天～，就地还钱。＠比
喻谈判或接受某项任务时向对方提出条件。

E要件E yaojian 匾。重要的义件。＠重要的

条件；主要的条件。

E要津】 yaofln 哩。冲要的渡口，泛指水陆交
通要道。＠比喻显要的地位或官职2 位居～。

E要紧l yaojln O 圈重要z 这段河堤～得很，

一定要加强防护。 8~ 严重：他只受了点儿

轻伤，不～。＠〈方〉画急着（做某件事）＝我
～进城，来不及细说了。
E劲JLl yaojinr ＜口〉睛＠费力气，多形容艰
难z 下大雪赶路，真～。＠要紧①：要上梁了，

正是施工～的时候。
E要诀E yaoj晴圆重要的诀窍。

E要览l yaolan 圈对基本内容、状况的扼要介

绍（多用于书名）：《左传～》｜世界文化～｜本市

公共交通～o

E要领E yaoling 圈。要点①：不得～。＠体
育和军事操练中某项动作的基本要求z 掌握
~ 。

E要略E vaoloe 圈阐述要旨的概说；概要（多用

于书名） : 《中国文法～》。
E要么］（要末） yao• me ll! 表示两种情况或两

种意愿的选择关系：你赶快发个传真通知他，
～打个长途电话｜～他来，～我去，明天总得当
面谈一谈。

E要面子】 yao mian·zi 爱面子。

E要命E yao;;ming 圈。使丧失生命：一场重

病，差点儿要了命。＠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痒
得～｜高兴得～。＠给人造成严重困难（着急

或抱怨时说）：这人真～，火车都快开了，他还
不来。

E要目l yaomu 圈重要的条目或篇目 z 图书～ 1
本报今日～。

E要强E yaoqiang E画好胜心强，不肯落在别人
后面。

【要人】 yaoren 圈指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z 政

界～O
E要塞E yaosai 晴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有

巩固的防御设备的据点：边防～。
E要事】 yaoshi 圈重要的事情．有～相商。

E要是】 yao• shi E量如果；如果是目～你想参

力口，我可以当介绍人｜这事～他知道了，一定会
生气的｜～别人，事情恐怕就办不成了。

E要死】 yaosT I到表示程度达到极点z 疼得～ 1

怕得～｜高兴得～（这菜咸得～。

E要素l yaosu 圈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一般
说来，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个～。

E要闻l yaowen 圈重要的新闻：国际～｜一周
~ 。

E要务】 yaowu 圈重要的事务：～在身。
E要言不烦】 yaoyan-bufan 说话、行文简明扼

耍，不烦琐。

E要义】 yaoyi l'Bl 重要的内容或道理2 阐明～。

E要员】 yaoyuan 圈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 z 政

府～o
E要职l yaozhi IEl 重要的职位g 身居～。

E要旨E yaozhT ［望主要的意思。
E要子E yao•zi 圈＠用麦轩、稻草等临时拧成

的绳状物，用来捆麦子、稻子等。＠搁货物用

的或打包用的条状物z 铁～。

钥… yao 钥匙。
9 （铺）另见 1619 页 y晤。
E钥匙l yao·shi 画＠开锁或上锁的用具。＠

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门径z 别把金钱当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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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

褂 vao ＜书〉同“糊”。

蟆 vao 见－r 0 

E峡险E yaoxian ＜方＞ !Bl 两山之间像马鞍子的
地方（多用于地名），～乡｜白马～（都在陕西）。
勒 vao 川圈靴或袜子的配L: 4\it~JL I 

高～儿袜子。

鹊 ' vao IEl 鸟，种类较多。我国常见
（酶）的臼尾鹅生活在水边或沼泽地带，

是猛禽，捕食鼠类、小鸟等。
E码子E yao·zi 圈＠雀鹰的通称。＠〈方〉纸
鹅；风筝。
耀 yao ＜书〉＠日光。＠照耀。如、月、

星都叫耀，日、月和火
称七耀，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

耀日；是星期天，月耀日是星期一，其余依次类

推。
耀 vao O 光线强烈地照射＝

（＠＠耀） mi～｜光芒～眼。＠炫耀：
～武扬威。＠光芒；光辉z 光～。。光荣z 荣
～。 o <Yao）圈姓。

E耀斑E yaoban 圈太阳表面突然出现在太阳
黑子附近的发亮区域。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
几小时，它的出现跟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密切关
系，太阳上出现耀斑时，常引起磁暴现象。

盯在武扬威】 yaow心－vangw岳i 炫耀武力，显示

威风。
E耀D~l vaov凸n 圃光线强烈，使人眼花z 金光
闪闪，十分～。

C二豆气面二；二：1

耶 Y岳见下。
另见 1S27 页忡。

E耶和华E Y岳hehua 圈希伯来人信奉的犹太
教中最高的神。基督教《旧约》中用作上帝的
同义词。［希伯来 Y邑howah]

E耳目稣E Y岳su 圈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救世主，即
基督。

E耶稣教E Y岳sujiao 圈我国称基督教的新派。
耶稣教于 19 世纪初传入我国。参看 604 页

I基督教L
僻 Y岳阳页［{!JU啊。

掖 V岳圈塞进明或夹缝里），把书～在
怀里｜把纸条从门缝里～进去。

另见 1531 页忡。

椰 Y岳椰子。

E椰雕E y岳diao 圈在，椰子壳上雕刻形象、花纹

的艺术，也指用椰子壳雕刻成的工艺品。
E椰蓉E V岳r6ng 圈椰子的果肉晾干后制成的主E

碎屑，用来做食品的原料 z ～月饼。 毛三
E椰子） y岳· zi 圈。常绿乔木，树干直立，不分
校。叶子丛生在职古F，羽状复叶，小叶细长，肉
穗花序，花单性，雌雄同株。核果圆球形，外果
皮黄褐色，果肉白色多汁，含脂肪。果肉可以
吃，也可榨泊．果肉内的汁可做饮料。＠这种

植物的果实。

喝而〈书〉惜。

噎 V岳圈。食物堵住食管z 因～废食｜吃得
太快，～着了。＠因为迎风、烟呛等而呼

吸困难。＠〈方〉用言语顶撞人或使人受窘没

法儿接着说下去：他一句话就把人家给～回去

了。

,, 
ye c I廿）

邪 ve o 见 922 页【莫邪 lo e IPJ “耶”
<ye）。
另见 1449 页 xieo

。＜：：.＿ .,..,... ve o ＜方〉画父亲2 ～娘。＠

节（箭）圈祖父。＠圈对长一辈或年长
男子的尊称：大～＜ da ·ye川李～｜四～。。
旧时对官僚、财主等的称呼：老～｜太～。＠

民n司对神的称呼g 土地～1 阎王～。
E爷们】回·men ＜方〉圈。男人（可以用于单

数）：老～。＠丈夫。
E爷们JL) ye• menr 〈方〉圈。爷儿们。＠男
人之间的互称（含亲昵意）。

E爷JLl ver ＜口〉圈长辈男子和男女晚辈的合
称，如父亲和子女，叔父和侄子、侄女，祖父和

孙子、孙女（后面常带数量词）：～俩｜～几个在

院子里乘凉。

E爷；Lffll yer• men ＜口〉圆长辈男子和晚辈男
子的合称。

E爷爷E ve·ve ＜口〉圈＠祖父。＠称呼跟祖
父辈分相同或年纪相仿的男人。

耶回〈书〉圃表示疑问的语气：是～非～？
〈古〉又同“爷”。

另见 1527 页忡。

椰 ve 见Fo

E掷揄J vevu ＜书〉画嘲笑；讥讽：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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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1 y岳＠叫表示判断或解释的语气2
孔子，鲁人～｜非不能～，是不为～。＠

〈书〉圃表示疑问或反洁的语气：何～？！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书〉画表示句中的
停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地之相去～．千
有余里。。 CY昌）圈姓。

也2 y岳圆＠表示同样：叫以灌溉、发
电，～可以养鱼。＠单用或重复使用，强

调两事并列或对待2 他会英语，～会法语｜游客
里面～有坐车的，～有步行的。＠重复使用，
表示元论这样或那样，结果都相同2 你去我～
去，你不去我～去！他左想～不是，右想～不是。
＠用在转折或让步的句子里（常跟上文的“虽
然、即使”等呼应），隐含结果相同的意思：虽然
雨下得很大，他～来了｜即使你不说，我～知道
（你说了，我知道；你不说，我也同样知道）。＠
表示委婉z 你～得对人宽容点儿嘛｜这事儿～只
好如此了。＠表示强调（有时跟上文的“连”字
呼JW）： 七八岁的孩子～学会电脑了｜连爷爷～
乐得合不拢嘴。

E也罢】 y昌ba 函。表示容忍或只得如此，有

“算了”或“也就算了”的意思·这种事情不知道
～，知道了反倒难为情｜～，你一定要走，我送你
上车。＠两个或几个重复使用，表示在任何情
况下都是这样·你去～，不去～，反正我是不去。

E也好E y昌h凸o 圈也罢（语气较轻）：不去纠缠
～，何必为这点儿小事闹得满城风雨呢？｜领导
干部～，普通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E也许E y岳川圈表示不很肯定：你仔细找一
找，～能找到。

、三总1 忡。熔炼（金属）：～金！～铸。＠
1口 CY邑）南姓。
、42y品〈书〉形容女子装饰艳丽（含贬义） : 

1口妖～l～容。
E冶金l y岳阳圈冶炼金属：～工业。
E冶炼l y岳lion 画用焰烧、熔炼、电解、化学等
方法从矿石或其他原料中取得所需要的金属。

E冶容E yer6ng ＜书〉＠南打扮得很妖媚。＠
~妖媚的容貌。

E冶艳】忡忡n ＜书） IIDJ 妖艳。
E冶游＇l yey6u 画原指男女在春天或节日里外
出游玩，后来专指嫖妓。

忡。野

外：旷～｜～野co~0美堂、“赞）

地｜～火 l～战。＠界限：视～｜分～。＠指不
当政的地位（跟“朝”相对）：下～｜在～。＠回
属性词。不是人工饲养或培植的（跟“家”相

对） ：～兽 i～兔｜～菜｜～花｜～草｜～果。＠圃

蛮横不讲理；粗鲁没礼貌：～蛮｜粗～ 1 撒：～｜这
人说话太～。＠［形］不受约束z ～性｜放了几天

假，心都玩～了。 0 CY吕）［写姓。
E野菜】忡cai l苞 i 以做蔬菜的野生植物，如马

齿克、宦卖菜等。
E野餐E y邑can 0 圃带了食物到野外去吃。＠
圈带到野外去吃的食物。

E野炊E yechui I姐在野外烧火做饭。

E野地1 yedi ［萄野外的荒地z 荒山～。

E野鸽E Y句岳圈原鸽。
E野火】 y品huo 1'81 荒山野地燃烧的火。

E野鸡E veF o 圈难的通称。＠圈旧时指沿
街拉客的私娼。＠圈属性词。指不合法规

而经营的：～大学｜～汽车 1～公司。
E野景】 yejing ~野外的景致。

E野驴E y品1u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家驴而较大，

背中央有一条褐色细线，夏天毛深棕色，冬天
灰黄色，腹部毛白色。生活在荒漠或荒漠草原
地带，耐热、耐寒能力都很强。是一种珍稀动

物。

E野骆驼l y岳luo•tuo I绍未经驯化的骆驼，体形
瘦高，四肢细长，驼峰圆锥状，蹄下肉垫厚，毛

棕黄色。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沙漠地带。是
－种珍稀动物。

E野马】 y岳m凸［窑哺乳动物，外形像家马，毛浅
棕色，腹部毛色较浅，尾毛长而多。群栖于沙
漠、草原地带。原生活在我国。是一种珍稀动
物。

E野蛮】忡man 圈＠不文明；没有开化。＠

蛮横残暴，粗鲁z ～屠杀｜举止～。

E野猫】 y品moo ~o 无主的猫。＠〈方〉野
兔。

E野牛毛牛】 y岳maoniu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家牛毛

牛而大，角长，呈圆锥形，四肢粗短，毛长而密，

多为黑色。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 4 000 米以
上的高山上，性凶猛，耐寒，善于登高，常成群
活动。是一种珍稀动物。

E野牛E V岳niu ~哺乳动物，外形像家牛而大，

背部隆起，四肢粗短，毛深棕色。吃树皮、树叶
等。生活在我国云南和东南亚等地。是一种
珍稀动物。

E野气l y岳qi 圈。粗俗不讲理，没礼貌的样

子z 粗声～。＠淳朴自然的乡野气息：画风

～十足。
E野禽E y岳qin 圈家禽以外的鸟类。



E野趣E y岳qu 圈野外自然风光的情趣z 那里山

清水秀，古木参天，极富～。
E野人E y岳ren 圈＠古时指生活在乡间的人。
＠指未开化的人。＠指性情粗野的人。

E野生】 y副市19 ［归属性词。生物在自然环境 l
里生长而不是由人饲养或栽培的（跟“家养”相

对）：～植物。
E野食JL) y岳shir 圈＠禽兽在野外或户外找到
的食物。＠比喻本分以外所得的财物。

E野史】 y岳shi [BJ 指旧时私家著的史书z 禅官

~ 。

E野兽E y岳shou 圈家畜以外的兽类。

E野兔E y品tu 圈生活在野地里的兔类，身体－
般较家兔略大，耳长大，毛很密，多为茶褐色或
略带灰色。吃草、蔬菜等。有的地区叫野猫。

E野夕阳忡woi 圈离居民点较远的地方z 荒郊

～｜～作业。
E野外工作E y昌wai gongzuo 指科学技术工作

者在野外进行的调查、勘探、测量、发掘等工
作。旧称田野工作。

E野味E y岳wei [BJ 供做肉食的野生鸟兽，也指

用野生鸟兽做的菜肴。
E野心） y岳xin ［组对领土、权力或名利的大而非

分的欲望z ～家｜～勃勃｜狼子～。
E野性E v邑xlng 圈不驯顺的性情。

E野鸭） y品va f刽野生的鸭，外形像家鸭而小，

趾间有躁，善于游泳。生活在河湖地带，吃小
鱼、贝类及植物的种子等。也叫鬼。

E野营E yeying 圃到野外搭营帐住宿，是军事

或体育训练的一种项目 2 ～训练｜明天我们到

西山～去。
E野泳E 忡忡ng ［：司在没有防护设施的自然水

域游泳．湖区内禁止～。
E野战E Y岳zhan ［＇组在要塞和城市以外进行的

战斗。
E野战军l y岳zhanjun [BJ 适应广大区域机动作

饿的正规军。
E野种】 y岳zhong ~指私生子（骂人的话）。

E野猪E y昌zhu 圈哺乳动物，外形略像家猪，嘴

长，犬齿突出口外，耳和尾短小，毛粗硬，黑褐
色。性凶猛，常夜间掘食庄稼，对农业有害。

、

γe c I廿）

、 11.1 ve o 行业z 工～｜农～！林～｜且r c棠）白～l饮食～｜各行各～。＠
职业＝就～！转～｜～余！无～。＠学业：筹～ l
修～ l毕～ i结～。＠事业：功～｜创～｜～绩。

野业叶 I v邑－ y自 I 1s29 I 

＠产业；财产2 家～ l～主。＠〈书〉从事（某
种行业）：～农｜～商。 0 (Ye）圈姓。

、J[t2 .... ve 佛教徒称一切行为、言语、思
且卫（棠）想为业，分别叫作挝、口业、意
业，合称二.[II_，包括善恶两面，一般专指恶业。 噩噩

、 11. 3 叫 台已经：～已 l～经。 雪雪三
~（棠）－
E监大E vecta t萄业余大学的简称。

[illc海】 veh凸l 圈佛教指使人沉沦的无边的罪
恶ρ

[1Jlc户1 vehu r型经营工商业的集体或个人。

[illc绩1 veil 圈建立的功劳和完成的事业g成
就。

E业界l y岳J ie 圈指企业界，也指企业界中各行
业或某个行业。泛指某一行业。

ffi经E yejing 圈已经（多用于公文）：～呈报

在案。

ffi内】 venei 圈某种行业或业务范围以内＝
～人士 i这家老店在～有很大影响。

E监师E veshi ~称教过自己的老师。
ffi态E vetai 圈业务经营的形式、状态：京城
零售业在～上已形成新的格局。

[ill且外E vewai 1~ 某种行业或业务范围以外z
～人士。

E业务E y岳飞NU 圈个人的或某个机构的专业工

作：～能力｜～学习｜～范围 i发展～。
['1t己J vev1 圈已经（多用于公文）：～调查属

实｜～准备就绪。

ffi余E vevu ~属性词。＠工作日才间以外的：
～时间｜～学校。＠非专业的．～歌手 l ～剧
团！～文艺活动。

Lllc余大学E vevu daxue 利用学员的业余时间
实施高等教育的一种教学机构。简称业大O

ffi余教育E vevu iiaovu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的教育。

E业障】 yezhang r组＠佛教指妨碍修行的罪

恶。＠旧时长辈骂不肖子弟的话。
ffi者J vezh邑圈从事某种行业的人。
[1[1t_主E vezhu ~l 产业或企业的所有者。

口＋1 」~ ve o c～儿）圈植物的营养器
Tc粟）宫之一，通常由叶片和叶柄组
成。通称叶子。＠形状像叶子的z 百～窗 l 千
～莲。＠旧同“页”。＠刊的画姓。

日＋2 _._._. ve 较长时期的分段清朝末～｜
Tc栗） 20 世纪中～。

另见 1448 页 xieo

E叶柄J yebing 圈叶的组成部分之一，连接叶
片和茎，长条形。有的叶子没有叶柄，叶片直
接和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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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些巳 ye ｜叶页曳邮夜

E叶公好龙】 y岳gong-haol6ng 据说占代有个

叶公，非常喜爱龙，器物上画着龙，房屋上也刻
着龙。真龙知道了，就到叶公家来，把头探进
窗户。叶公一见，吓得面如土色，拔腿就跑（见
于汉代刘向《新序·杂事》）。比喻说是爱好某
事物，其实并不真爱好。

E叶猴l yeh6u 圈猴的一类，尾较长，吃树叶、

野果等。我国有臼头叶猴、黑叶猴、长尾叶猴、
菲氏叶猴、戴帽叶猴、白臀叶猴六种。

E叶绿素E yelusu 圈植物体中的绿色物质，是

一种复杂的有机酸。植物利用叶绿素进行光
合作用制造养料。

E叶绿体E ve1ut1 圈植物细胞质中的一种细胞
器，内含叶绿素、酶和脱氧核糖核酸，能自行分
裂，在遗传上有相对独立性。

E叶轮E yelun 圈涡轮机里带有叶片的轮，叶片
受流体冲击而转动，使轴旋转而产生动力。也
指水泵、鼓风机等机器里带有叶片的轮，转动

时使流体运动。
E叶落归根l yeluo-gulg副比喻事物总有→定
的归宿，多指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故乡。

也说溶叶归根。
E叶脉E v告mai 1B1 日十片上分布的细管状构造，
主要由细而长的细胞构成，分布到叶片的各
个部分，作用是输送水分、养料等。

E叶片l yepian 圈＠叶的组成部分之一，通
常是很薄的扁平体，有叶肉和叶脉，是植物进

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的主要部分。＠涡轮

机、水泵、鼓风机等机器中形状像叶子的零
件，许多叶片构成叶轮。

E叶销l yeqiδo 圈稻、麦、莎草等植物的叶子裹
在茎上的部分。

E叶肉E yer。u 函叶片表皮里面除去叶脉以外

所剩下的部分，主要由薄壁细胞构成。
E叶序l yexu 圈叶在茎上排列的形式，常见的
有互生、对生、轮生、簇生等。

E叶腋E veve 圈叶的基部和茎之间所夹锐角
的部位。

E叶校E yezhl 圈＠果树t只长叶子不结果实
的枝。＠棉花植株上只长叶子不长棉桃的
校。

E叶轴E yezh6u 圈羽状复叶叶柄的延长部分。
E叶子E ye·zi 匾。植物的叶的通称。＠〈方〉

纸牌。＠〈方〉指茶叶。

E叶子烟】 ye·ziyan 圈晒干或烤干而未进一步

加工的烟叶。

~ ve o 张（指纸）：册
贝（真ω喋） ~I活～。＠国旧时
指单面印刷的书本中的一张纸，现在一般指两
面印刷的书本中一张纸的一面，但作为印刷术

语时仍指→张。 8 <Ye）圈姓。

E页码l yem凸（～儿）国书刊每一页上标明次
序的数目字。

E页面】 yemian IBJ O 书刊、本册每一页的图
文设置或书写状况z ～整齐。＠指网页在屏

幕上所显示的内容。

E页心】 yexln 圈版心。

曳 … ve 拖；拉南 I ：摇～ l ～光弹！
c ：拙）弃甲～兵。

E曳光弹】 yeguangdan 画一种弹头尾部装有

能发光的化学药剂的炮弹或枪弹，发射后能发
光，用以显示弹道和指示目标。

邮… Ye 0 古地名，在今河北l帷
（郡）＠圈姓。

夜 ' . V岳阳］从天黑到天亮的→段
（祷植） 日才i司 <Ji'.且‘‘

班｜～袭｜白天黑～｜冬天昼短～长。＠量用于
计算夜2 三天三～i每日每～。 8 (Y台）圈姓。

E夜班E veoon c～儿）圈夜里工作的班次z 值

E夜半】 yeban 圈夜里一卡二点钟前后；半夜。

E夜不闭户E vebubihu 夜间不用关闭门户睡

觉，形容社会安定，风气良好。
E夜餐E y在can IBJ 夜间吃的饭。

E夜义E ye· cha 圈佛教指恶鬼，后用来比喻相
貌丑陋、凶恶的人。［梵 yak号a]

E夜长梦多E y岳chang-mengduo 比喻时间拖

长了，事情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
E夜场l yech凸ng 圈。晚场。＠指酒吧、夜总

会、迪厅等主要在晚间营业的娱乐场所z 泡～！

～演员。

E夜车E yech岳圈＠夜里开出、到达或经过的

火车。＠见 726 页1开夜车］。
[1'.交大E veda 圈夜大学的简称。

E夜大学】 yedaxue IBI 利用夜间上课的大学，
多为业余性的。简称夜大。

E夜饭】 yefan ＜方〉圈晚饭。

E夜二r:.1 yegong f:8l 夜间的活JL: l;故～｜打～。
E夜光表】 yeguangbi凸o 圈指针和标志时刻的

数字或符号能发荧光的表，在黑暗中也可以看
时间。

E夜壶1 vehu 画便壶（多指旧式的）。

E夜话】 yehua 圈夜晚叙谈的话语（多用于标
题）．《燕山～》。

E夜间E yejian 画时间词。夜里。
E夜景l yejing 画夜晚由灯光、景物等组成的

景色。
E夜空E yekang 圈夜晚的天空。

E夜来E velai ＜书〉圈＠昨天。＠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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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夜阑］ y白Ian ＜书〉回夜深．～人静。 ｜口U'; ..-iι V命〈书〉＠光。＠盛美。
E夜郎自大J yelang之ida 汉代西南邻国中，夜 I fl平（睡）
郎国（在今贵州西部）最大。夜郎国的国君问｜』~＋也 ve ＜书〉＠火光g 日光。
汉朝使臣道：“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 l 烨（焊、喔）＠光亮；明亮。
国大呢？”（见刊出己·西南夷列传》）后来用唯 l t市 ye 用于搀扶别人的胳膊，借指扶助或提三矗
郎自大”指妄自尊大。 I :fl儿拔g 扶～｜奖～。 三章

E夜里］ y白·Ii 圈时间词。从天黑到天亮的一段｜ 另见 1527 页忡。
时间。 l 守市 ve 液体＝汁～1血～｜溶～｜～态。

E夜盲E V白mang l81 病，主要由缺乏维生素 A I l t人
引起，症状是在夜间光线弱的地方视力很差 I l液化J yehua 匾。气体因温度降低或压力
或完全不能看见东西。有的地区叫雀盲眼｜ 增加而变成液体z ～石油气。＠机体的某些
Cqiao•ma门9忡川。 | 组织因发生病理变化而变成液体。

E夜猫子】 yemao·zi ＜口〉圈＠猫头鹰。＠称 l E液化气E vehuaqi IEl 指用作燃料的液化石油
喜欢晚睡的人（含戏谑意）。 | 气、煤气等。

E夜明珠】 V古mi
光的珍珠。 - I 不变的情况下变成液体时所放出的热量，叫作

E夜幕】四川圈在夜间，景物像被一幅大幕罩｜ 这种物质的液化热。
住「样，因此叫作夜幕 3 ～笼罩着大地。 ll液晶E yejjng IEJ 液态晶体，是具有液体的流

E夜儿个】怆咿〈方〉圈昨天。 I 动性和表面张力，又具有晶体的光学性质的物
E夜色E vese 函夜晚的景色z ～苍茫l～深沉 I I 体。可用作电子工业中的显示材料，也用于无

I 损探伤和医疗诊断等。朦胧的～。 | 
E夜生活J yesh岳哺u6 圈指夜里的交际应酬、 I ［液泡】间pao IEl 细胞质中泡状的结构，内含
文化娱乐等活动。 | 液体，周围有薄膜使液泡与细胞质分开。（图

I 见 1408 页“细胞勺
E夜市】 yeshi 圈夜间做买卖的市场。 | I l液态E vetai 圈物质的液体状态，是物质存在
E夜晚E yewan 圈时间词。夜里g晚上。 I 

| 的一种形态。
E夜宵］（夜消） yex1凸0 （～JL）圈夜里吃的酒｜I E液体1 yeti 画有一定的体积、没有一定的形
食、点心等。 I 

| 状、可以流动的物质。在常温下，汹、水、酒、11<
E夜校】 yexiao 圈夜间上课的学校，多是业余 l

| 银等都是液体。
学校。 | I l液压机E vevaF 圈利用液体传递压力的机

E夜以继日E yeyTjiri 日夜不停。也说日以继｜
| 器，包括水压机和油压机。

夜。 1 、自
I~ 日－＞..＝ ve ＜书〉渴见2 拜～｜进～｜～黄

E夜莺］ y的Tng 圈文学作品中指歌魄＜ qu）~ I 1匈（渴）帝陵。
类叫声清脆婉转的鸟。 | -, 

I l渴见】 yejian 画进见（地位或辈分高的人）。
E夜鹰J yeylng 圈鸟，头部扁平，嘴扁平呈三角｜协~

｜日常忡。圈腋窝。＠其他生物体上跟腋
形，边缘有很多刚毛，鼻通常呈管状，眼很大， i AW' I /Jl川平类似的部分z ～芽。
翅膀尖端长。昼伏夜出，捕食昆虫。种类很 I .… 

I （腋臭E yechou 圈腋窝狐臭。
多，是益鸟。 I I E腋毛E vemao 圈人J腋部生长的毛。

E夜游神E yey6ushen ［望传说中夜间巡行的｜ ’ I l腋窝E yewo 圈上肢和肩膀连接处靠底下的
神，借指喜欢深夜在外游荡的人（含戏谑或厌 l| 部分，呈窝状。
恶意）。 | I E腋芽】 veva 圈生在叶腋内的芽。

E夜叫作zhan 圈夜间作战，也指夜间加班工｜胁 性〈书〉往田野送饭。
作：挑灯～。 I 'I磕（锺）

E夜，总会】 V岳za

闲娱乐的营业性场所。 川面（磨）
E夜作E vezuo ＜口语中多读 yezuo）函见

237 页【打夜作］ o

拽同旧同“曳”
另见 1718 页 zhuoi ;1718 页 zhuar 0 

H跃i ye 声音受阻而低沉z 哽～！呜～。
K习另见 1502 页 yon;1s12 页 yon 。

乙二二土b 二丁

1 yl 0 理国最小的正整数。参看 1219 页

f数字1。＠画面表示同~，咱们是～家人！



1532 I y1 

你们～路走！这不是～码事。＠圈表示另一：
番茄～名西红柿。＠圈表示整个；全z ～冬！
～生｜～路平安｜～屋子人｜～身的汗。＠表示
专→：～心～意。＠圈表示动作是一次，或
表示动作是短暂的，或表示动作是试试的。 a)

用在重叠的动词（多为单音〉中间＝歇～歇 1 笑
～笑｜让我闻～闻。 b）用在动词之后，动量词

之前z 笑～声｜看～眼 l让我们商量～下。＠圈
用在动词或动量词前面，表示先做某个动作
（下文说明动作结果）：～跳跳了过去！～脚把
它踢开i他在旁边～站，再也不说什么。＠｛勤
与“就”配合，表示两个动作紧接着发生．～请
就来！～说就明白了。＠一旦P一经z ～失足
成千古恨。⑩〈书〉圃用在某些词前加强语

气z ～何速也｜为害之甚，～至于此！｜｜亟重’
‘一”字单用或在→词一句末尾念阴平，如“十
一、一一得一”，在去声字前念阳平，如“－半、
一共”，在阴平、阳平、上声字前念去声，如“一
天、一年、一点”。本词典为简便起见，条目中
的“一”字，都注阴平。

2 yl 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乐
-•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7”。
参看 448 页【工尺1。

E一把好手E yl b凸 haosh仙一把手②。

E一把手E ylbashou O 作为参加活动的一员 z
咱们搭伙干，你也算～。＠能干的人z 要说干
活儿，他可真是～。也说一把好子。＠指第→

把手。 ｜｜自主量，在口语中，①②中的“一”多念
去声，③中的“一”多念阴平。

E→把抓】 ylbazhua O 指对一切事都不放手，
都要自己管。＠指做事不分轻重缓急，一齐
下手。

E一百~1 v1baiyi ＜方〉形容好到极点，元可挑
剔g 他是～的好人l他侍候病人可说是～。

E一败涂地】 vibai-tudi 形容败得不可收拾。

E一般E ylban O 画一样；同样z 哥儿俩长得～
高｜火车飞～地向前驰去。＠数量词。一种：
别有～滋味。＠团团普通；通常z ～性｜～化｜～

情况！他一早出去，～要到天黑才回家｜～地说，
吃这种药是很见效的。

E一般法l yibanfa 圈指适用于平时、全国范
围、所有公民的法律（跟“特别法”相对）。

E一般见识l ylban jian·shi 同样的见识、修养。
不跟知识、修养较差的人争执，叫作不跟他一
般见识。

(-J;!JJ ylban 圈指豹身上的一块斑纹，比喻相

类似的许多事物中很小的一部分＝管中窥豹，
可见～。参看 483 页【管中窥豹1。

E一板一眼E yHX'ln听忡n 形容言语行为有条

理，合规矩，不马虎。参看 35 页I板眼lo

【－半】 ylban c～儿）圈二分之一z 把柴火分给
他们～儿，咱们有～儿也就够烧了。

E一…半…l yl··· ban…分别用在同义词或近
义词前面，表示不多或不久2 ～鳞～爪｜～年～

载｜～时～刻 l～星～点JL l ～知～解。
E一半天】 ylbantian ＜口〉数量词。一两天：过

～就给你送去。
E一包在内】 yi bao zai nei 一切都包括在里
面：车钱、店钱、饭钱，～，花了两百块钱。

E一辈子】 ylbei•zi ＜口〉画一生。
E一本万利l yib岳『1-wanli 形容本钱很小，利润

很大。
E→本正经E ylb品n-zhengjlng （口语中也读

yib吕n-zhengjTng）形容很规矩，很庄重。

E一鼻孔出气l yi bik凸ng chuqi 比喻持有同样

的态度和主张（含贬义）。
E一笔带过】 ylbi-daigu＜＇＞对事情只简单一提，
不着重叙说或描述。

E一笔勾销l ylbi-gouxiao 把账一笔抹掉，泛指

把一切完全取消（表示不再作数或不再计较）。
E→笔抹杀E ylbT-mosha 比喻轻率地把优点、
成绩等全部否定。

E一臂之力l ylbizhlli 指其中的→部分力量或
不大的力量z 助你～。

E一边E yibian c～儿）＠圈方位词。东西的一
面；事情的一方面·这块木料有～儿不光滑 i 两
方面争论，总有～儿理屈。＠圆方位词。旁

边：我们打球，他坐在～看书。＠画表示－个
动作跟另一个动作同时进行。 a）单用z 他慢
慢往前走，～儿唱着歌儿。 b）重复使用：他～儿

答应，～儿放下手里的书。。（方〉画同样：一
般①z 他俩～高｜天下乌鸦～黑。

E一边倒】 ylbiand凸o 指完全倾向于对立双方

中的－方。
E一表非fLl ylbi也o-f岳itan 形容人的仪表出众，
很不寻常。

E一表人才E yib险。－rencai 形容人相貌英俊，

风度潇洒。
E一并E yibing 圈表示合在一起：～办理｜～报

销。
E一波三折l ylbo-sanzhe 1京指写字笔画曲折

多姿，后形容文章结构曲折起伏，也形容事情

进行中阻碍、变化很多。

E一波未平，一波又起E yibo-weiping, ylbo
-v<'>uqi 比喻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个问
题又发生了。形容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波折
很多。

E一…不…E v&···bu··· o 分别用在两个动作前
面，表示动作或情况一经发生就不改变z ～定



～易（易：改变）！～去～返 l～獗～振。＠分别
用在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前面，表示强调或夸
张2 ～言～发｜～字～漏！～钱～值 1 ～毛～拔｜

～窍～通。
E一不做，二不休】 yT bu zuo, er bu xiu 事情

已经开始了，就索性干到底。
E一步到位.l yTbu-daowei 指一次就达到预定

的目标。
E一步登天】 yTbu-dengtian 比喻一下子达到
最高的境界或程度，也形容地位→下子升得非

常高。
E一步→个脚印E vT bu vT ge ii凸oyin 形容做事

踏实。
E一差二错】 yTcha-ercuo 可能发生的意外或
差错2 万一有个～，就麻烦了。

E一刹那l yTchana 画极短的时间。参看 138
1页【萃lj那1 。

E一是1J] yTchan 画＠〈方〉一概；全部z 家具～

都是新的。＠一味3总是（多见于早期白话） : 
～地残害忠良。

E→场空E yTch6ngk6ng 指希望和努力完全落
r斗币

2二 o

［~｛1吕百和】 yTcha『ig-baihe 一人首倡，百人附

和，形容附和的人极多。也作一p吕百和。
E一目吕百和E yTcha『lg-b凸ih岳＠同“一倡百－和”

＠一人H吕歌’百人应和，形容日向应的人很多。

E一唱一和】 yTchang-yThe 比喻E相配合，互相
呼应（多含贬义）。

E一朝天子一朝臣E yT chao tianzi yT chao 
ch en 比喻→个人上台，就另换一班人马。

E一尘不染l yTchen-buran O 佛家称色、声、

香、昧、触、法为六尘，修道的人不被六尘所沽
污，叫作一尘不染，泛指人品纯洁，丝毫没沾染
坏习气。＠形容环境非常清洁：屋子里窗明
儿净，～。

E一成不变l yTcheng-bubian 一经形成，永不

改变2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不是～的。

E一程子l yTcheng· zi ＜方〉数量词。一些日子z

我母亲来这里住了～，昨天刚走。
E一筹E yTch6u ［＇每计数的一根竹签，借指一着

Czhoo），略逊～｜略胜～！他的思维能力比一
般人高出～。

E一筹莫展E yTch6u-mozh仙一点儿计策也施
展不出；一点儿办法也想不出。

E一触即发E yTchu-jifa 形容形势非常紧张，马

上会发生严重的事情z 冲突～。
E→触即溃】 yTchu-jikui 一碰就崩溃，形容很容
易被打垮：敌军士气涣散，～。

［－锤定音］（一槌定音） yTchui-dingyTn 比喻
凭某个人的一句话做出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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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锤子买卖E yT chui· zi m凸i • mai 不考虑以
后怎样，只做一次的交易，多用于比喻。

E一次能源E yT cl nengyuan 指存在于自然界

的夭然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力、铀矿
等。M性E 向ixing 耐性词。只一次的；不幸
须或不做第二次的：发给～补助金｜对某些滞
销商品做～削价处理。

E→从E yTc6ng 固自从g ～别后，音信全无。

E→E就而就.l yTcu ’在rjiu 踏－步就成功，形容事

情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能完成。
E一搭两用JL] yT da Ii凸ng yongr ＜方〉一样东

西当两样用2 带件大衣，白天穿，晚上当被盖，～o
E一代E yTdai 圈。一个朝代。＠一个时代．

～天骄1～英豪。＠指同一辈分或同一时代的
人z 下～｜老～。

E一带】 yTdai 圈泛指某处及其附近地方z 北京

～｜江南～雨量充足。

E一带一路E vT dai vi 1u 指“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找国首倡，
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了新的
机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
义。

E一旦E yTdan O 画一天之间（形容时间短） : 
毁于～。＠圃指不确定的时间，表示有一夭。

a）用于已然，表示“忽然有一天气相处三年，～

离别，怎么能不想念呢？ b）用于未然，表示“要
是有一天气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巨

大的物质力量。
E一刀两断l yTdao-1的ngduan 比喻坚决断绝关

系。

E一刀切E yTdaoqi岳圃比喻不顾实际情况，用

同一方式处理问题。
E 一道E yTdao c～儿）圃一同g一起＝～走｜～工
作。

E一得之功E yTdezhTgong －点儿微小的成绩＝
不能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

【一得之愚E yTdezhTyu 谦辞，称自己对于某→

问题的见解z 这是我的～，供你参考。参看
1037 页【千虑－得1 。

E一点JL] yTdi凸nr 数量词。＠表示不定的较少

的数量：我信纸用完了，你先给我～吧。＠表

示很小或很少z 我以为有多大呢，原来只有这

么～！只有那么～，够用吗？｜几年过去了，他的
毛病～都没改。

E一丁点JL] yTdTngdi凸nr ＜口〉数量词。极少的
或极小的一点儿。

E一定】 yTding 0 [1f2J 属性词。规定的；确定的＝

要按～的程序进行操作。＠圃属性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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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必然的：文章的深浅跟篇幅的长短，并
没有～的关系。＠圆表示坚决或确定；必定：

～要努力工作｜这半天还不回来，～是没赶上
车。。圃属性词。特定的：～的文化是～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0~回属性词。某种
程度的：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的成绩｜这

篇论文具有～水平。
E一定之规l yldingzhlgul 一定的规则，也指已

经打定的主意：处理事务如没有～，就容易出

问题｜任你千变万化，我有～O

E一动l yldong c～JL）圃动不动2 ～就发脾气｜

～儿就哭。

E一度E yTdu o 数量词。一次z一阵：一年～
的春节又到了｜经过～紧张的战斗，洪水终于被

战胜了。＠画表示过去有段时间发生过；有

过一次z 他～休学 1 去年，老人～病得很厉害。
E一端E ylduan !Bl （事情的）一点或一个方面z

此其～O
E一多半E ylduaban c～JL）晦超过半数；多半

①z 小组成员～是年轻人。
E一…而…E yl ... er· ..分别用在两个动词前面，
表示前一个动作很快产生了结果z ～哄～散｜

～怒～去｜～望～知｜～扫～光｜～挥～就。
E一而再，再而三E yl er zai' zai er son 反复
多次；再三。

E一二E yl ’ er 画画一两个；少数z ～知己｜略知～
（自谦所知不多）。

E一…二…l yl···er··· 分别加在某些双音节形

容词的两个词素前面，表示强调z ～干～净｜～
清～楚｜～清～白。

［－＝·九运动E YI ’er-Ji心 Yundδng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发动的抗日救国运动。目标是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和国民政府
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
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为 1937 年开始的

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
E一发E ylfa 圃＠更加z 如果处理不当，就～

不可收拾了。＠一同；一并z 你先把这些急用
的材料领走，明天～登记。

E一发千钧E ylfa-qianjun 见 1037 页【千钧→

发］ o
E一帆风顶E ylfan-f岳ngshun 形容非常顺利，毫

元波折或挫折。

E一反常态l ylf凸n changtai 完全改变了平时

的态度。
E一风吹E ylf岳ngchul E面 －阵风全部吹捧，比

喻一笔勾销，全都不算数。

E一概E v19ai 画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2

过期～作废。
E一概而论】 v19ai ’在rlun 用同一标准来对待或

处理（多用于否定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

E一干】 ylgan 圈属性词。所有跟某件事（多指

案件〉有关的：～人｜～人犯。

E一竿子到底E yl gan·zi dao dT 比喻从上直接

贯彻到下或从开始贯彻到结束：这次农业补

贴～，直接发到农民手中。也说一竿子插到底。
E一个巴掌拍不响E yl ge ba·zhang poi bu 

xi凸ng 比喻矛盾和纠纷不是由单方面引起的。

E一个劲儿l yl•gejin「画表示不停地连续下去2

雨～地下！他～地直往前跑。
E一个萝卡一个坑JLl yl ge lu6· bo yl ge k岳ngr
比喻每人各有岗位，各有职责。

E一个心眼儿l yl ge xlnyanr O 指专心一意2

～为集体。＠指固执不知变通：这人～，别人
说什么也不听。

E一根筋】 ylgenjln 回指死板、固执z 他这人

～，你别想说服他。

E一共E ylgang 团表示合在→起z 三个小组～

是十七个人。
E一股劲JL] ylg心jinr 圆表示从始至终不松劲；

一口气z ～地干。
E一股脑JL］（一古脑JL) ylgun凸or （方〉画通通z

她兴奋得很，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
E一鼓作气l ylg心－zuoqi 《左传·庄公十年》z “夫
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意思
是打仗靠勇气，擂一通鼓，勇气振作起来了，两
通鼓，勇气就衰退了，三通鼓，勇气就没有了。
后来用“一鼓作气”指趁劲头大的时候抓紧做，

一下子把事情完成。
E一贯E ylguan 圈属性词。（思想、作风等）一

向如此，从未改变的2 谦虚、朴素是他～的作

风。

E一棍子打死E yl gun•zi do sT 比喻对人或事
物不加分析，全盘否定。

E一锅端E ylguoduan 圃＠比喻全部消灭或

清除z 把这伙贩毒分子来个～。＠比喻尽其

所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地全说了出来。
E一锅：除E ylguohui 睛一锅煮。

E一锅粥E ylguozhou [BJ 比喻混乱的现象：乱

成～O

E一锅煮】 ylguozh心［到比喻不区别情况，对不

同的事物做同样的处理。也说一锅：险、一勺
；险。

E一国两倍。E yl gu6 liang zhi 指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于 1978 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提出的完成国家统一的基本国策，即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
度，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
义制度。这项政策也适用于台湾。

E一国三公E ylgu6-song6ng 《左传·信公五

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俨’一个国家有三个
主持政事的人，我听从谁？后来泛指事权不统

。

E一呼百应E yihu-baiying 形容响应的人很多。

E一晃】 yihu凸ng ［量很快地一问：窗外有个人
影儿，～就不见了。

E→晃l yihuang 圈表示时间很快过去（有不

知不觉的意思）：～就是五年，孩子都长这么大

了。
E一会JLl yihuir C 口语中也读 yihuTr)O 数量
词。指很短的时间 z ～的工夫｜咱们歇～。＠
数量词。指在很短的时间之内2 ～厂里还要

开会｜你妈妈～就回来了｜～地上就积起了三四
寸厚的雪。＠画分别用在两个词或短语的前

面，表示两种情况交替z 天气～晴～阴｜～刮

风，～下雨｜他～出，～进，忙个不停。
E一级E yiji 0 圈属性词。第一等的：～品｜～
伤残｜～企业。＠圈某一个级别 z 省～｜县～｜

师～｜教授～。
E一己】 yijT IBl 自身；个人＝～之私。
E一技之长】 yijizhichang 指某一种技术特长。
E一家之言E yiji6zhiy6n 指有独特见解、自成

体系的学术论述，也泛指一个学派或个人的理

论、说法。
E一见如故l yij ian-rugu 初次见面就很相投，像

老朋友一样。
E一见钟情l yijian-zhongqing 男女间一见面

就产生了爱情。
E一箭双雕E yij ic'ln-shuangdiao 比喻做一件事
情，同时达到两个目的。

［－经E yijing 圃表示只要经过某个步骤或者

某种行为（就能产生相应的结果）：～批准，马
上可以动工。

E一径l yijing 圈。径直2 他没有跟别人打招
呼，～走进屋里。＠〈方〉→直s连续不断z 她

～在微笑｜他～是做教师的。
E一…就…E vi··· iiu··· 表示两事时间上前后紧
接。 a）同一主语的 z ～学～会｜～开～谢l～吃

～吐。 b）不同主语的＝～教～懂｜～请～到｜～
说～成｜～推～倒。

E一举E viiu o 圈一种举动；一次行动：多此
～｜成败在此～。＠圃表示经过一次行动就
（完成）；一下子g ～捣毁敌人的巢穴。

E一举两得l vTiu-liangde 做一件事情，得到两
种收获：荒山造林，既能生产木材，又能保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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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是～的事。
E一决雌雄E yiju岳-cixi6ng 决雌雄。

E一颇不振E yiju自－buzh在n 比喻一遭到挫折就

不能再振作起来。

E一卡因州tong 圈指具有多种功能、可以矗
在多行业多部门通用的磁卡、智能卡等2 校园三三

～｜公交～。
E一刻E vike 数量词。指短暂的时间；一会JL:
～千金｜他～也没有忘记全厂职工的嘱托。

E一刻千金E yike-qianjin 形容时光非常宝贵。

E一空E yik6ng lllil 一点儿不剩z 销售～｜抢劫

~ 。

E一孔之见】 yikongzhijian 从一个小窟窿里面

所看到的，比喻狭隘片面的见解（多用作谦
辞）。

E一口E yikou O 圆满口②z ～的北京话｜～的

新名词｜能说～流利的英语。＠团表示口气
坚决z ～否认｜～咬定。

E一口价E yik6uji6 圈标示或声明后不再改变

的价格s不二价Q
E一口气E yilφuqi C～JL）圃不间断地（做某件

事） ：～儿说完｜～跑到家。
E一→块JLl yikua i r O 圈间一个处所2 他俩过去

在～上学，现在又在～工作。＠圈一同 z 他们
～参军。

E一来二去E yilai-erqu 指互相交往、接触后渐

渐产生某种情况：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地
大人孩子也都熟了。

E一览E yilan o 圈看一眼·～无余。＠画放
眼观看z 登山临水，～江南春色。＠臣E 用图表

或简明的文字做成的关于概况的说明（多用于
书名） ：《北京名胜古迹～》。

E一览表E yil凸nbi凸o 圈说明概况的表格z 行车

时间～。
E一揽子E yilan·zi ~国属性词。对各种事物不加

区别或不加选择的；包揽一切的＝～计划（总的
计划）｜～建议（或者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的
建议）｜～解决办法。

E一劳永逸E yilao-vangyi 辛苦一次，把事情办
好，以后就不再费事了。

E一力E yili 国尽全力；竭力：～成全｜～主张 1

～承担。

E一例l yili 画一律；同等z ～看待。

E一连E yilian 画表示动作连续不断或情况连

续发生，强调数量多或时间长＝～下了三天雨 l
今天～参加了好几个会。

［－－连串l yilianchuan 圈属性词。（行动、事

情等〉一个紧接着一个的 z ～的胜利！～的打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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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连气JL] yllianqir ＜方〉圈一连：～唱了四
五支歌。

E一了百了E ylli凸o七旬I i凸o 由于主要的事情了

结了，其余的事情也跟着了结。
主主 E一鳞半爪E yllin-banzh凸o 比喻零星片段的事
三雪 物。也说东鳞西爪。

［－流E v11iu o 圈同一类；一类：他是属于新
派～人物。 8~ 属性词。第一等的：～作

E一溜风】 v11iut岳『lg 画形容跑得很快z 他～地

从山上跑下来。

E一溜JLl ylliur O 数量词。一排；一行z 这～

十间房是集体宿舍。＠圈附近一带z 反正就

是那～，具体在哪儿我就说不清了。

E一溜歪斜E yl·liu-waixie ＜方〉＠形容走路脚
步不稳，不能照直走z 他挑着一挑JL水，～地从

河边走上来。＠形容字写得不正或线条画得
不直：字～的，真难看。

E一溜烟l ylliuyan c～JL）圆形容跑得很’快：他

急忙骑上车，～地向东追去。

E一路E yll心＠圈整个行程中g沿路z ～平安 i
～顺风｜～上庄稼长势很好｜～上大家说说笑

笑，很热闹。 8~ 同一类：～人｜～货｜老王是
拘谨～，小张是旷达～。＠圆一起（来、去、

走）：咱们～走！我跟他～来的。＠画一个
劲儿；一直2 铝价～下跌。

E一律E vnu o 庄园一个样子；相同 z 千篇～1 强
求～。＠画适用于全体，元例外z 我国各民

族～平等。
E一落千丈E ylluo-qianzhang 形容地位、景况、

声誉等下降得很快。
E一马当先E ylm凸－dangxian 作战时策马冲锋
在前，形容领先或带头。

E一马平川］ ylm也－pingchuan 能够纵马疾驰的

平地z 翻过山冈，就是～了。
E一脉相承E yimoi-xiangcheng 一脉相传。

E一脉相传E ylmai-xiangchuan 由一个血统或

一个派别传下来。也说一脉相承。
E一毛不拔E ylmao-buba 《孟子·尽心上》：“杨

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形容非
常吝啬。

E→门心思E yimen-xin•si 一心一意；集中精

神g 他～搞技术革新｜老张～地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
E一米线E ylmlxian ~银行、机场等距营业窗
口或柜台前一米远的地面上画出的横线。正
在办理存取款、验证等业务的人站在窗口、柜
台前，其他等待办理的人站在线后。

E一面E yimian O C～儿）圈物体的几个面之

－，缎子～光～毛｜这房子朝北的～只开了一
个小窗。 8~一个方面：～倒｜～之词｜独当
～。＠圃表示一个动作跟另一个动作同时进
行。 a）单用·说着话，～朝窗户外面看。 b）重
复使用g ～走，～唱。＠〈书） mill 见过一次面z
～之识 l未尝～。

E一面倒】 ylmiand凸。一边倒。

E一面JL理l yimianrli 圈一方面的理由；片面
的道理。

E一面之词E ylmianzhici 争执双方的一方所说

的话。

E一面之交】 yimianzhljiao 只见过一次面的交

情。也说一面之雅、一面之识。
E一面之识a yimianzhishi 一面之交。

E 一面之雅E yimianzhiy凸一面之交。

E一鸣惊人】 yiming-jingren 《史记·滑稽列传》z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比喻平时没有特殊的表现，一干就有惊人
的成绩。

E一命鸣呼J yiming-wuhu 指死（含诙谐或讥讽

意）。

E一模一样E yimu-yiyang 形容完全相同，没有

什么两样。
E一亩三分地E yi mu son f岳n di 倍指个人的

牛活圈子或职责范围．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
～，集体的事情就好办了。

E一木难支】 yi『nu-nanzhi 独木难支2 众擎易

举，～。
E一目了然】 yimu-li凸0「an 一眼就能看清楚。

E一目十行l yimu-shihang →眼能看十行文

字，形容阅读的速度极快。
E一年到头】 yini6n-daot6L』（～儿）从年初到年

底；整年：～不得闲。
E一年生】 yiniansh岳ng E国属性词。（植物）在

当年之内完成全部生长周期（种子萌发，长出
根、茎、叶，开花，结果，植物体死亡）的，如大豆、
花生、玉米等植物都是一年生的。

E一一念之差E yinianzhicha 一个念头的差错（多

指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E一诺千金］ yinuo叩anjin 《史记·季布奕布列

传》．“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后来用“→

诺千金”形容说话算数，所许诺言信实可靠。
E一拍即合E yipai-iihe 一打拍子就合上了曲子
的节奏，比喻双方很容易一致。

E一盘棋E yipanqi 圈比喻整体或全局2 全国

～｜～观点。
E一盘散沙E yipan-siinsha 比喻分散的、不团

结的状态。

E一旁E yipang ~方位词。旁边z 站在～看热

闹。



E一炮打响l ylpao-d凸xiang 比喻第一次行动

就获得成功。
E一偏J ylpian 圈偏于一方面的＝～之见 l～之

论。
E一片冰心］ ylpian-blngxln 形容心地纯洁，不

羡慕荣华富贵（语出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诗z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勺。

E→瞥E yip！岳＠圈用眼一看，也指极短的时

间：就在这～之间，我已看出他那激动的心情。
＠画一眼看到的概况（多用于文章标题）：边

城市场～。
［－贫如洗E ylpin叫xi 形容穷得一无所有，就
像被水冲洗过一样。

E一品锅E ylplnguo 圈。一种类似火锅的用
具，用金属制成，上面是锅，下面是盛炭火的~
子。＠菜名，把鸡、甲鸟

一品锅里做成。
E一品红E ylplnh6ng 圈灌木，下部的叶子椭圆

形或披针形，绿色，顶端的叶片较狭小，多为鲜
红色，很像花瓣。花小，单性，没有花被。供观

赏。
E一曝十寒】 ylpu-shih6n 《孟子·告子上》：“虽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暴”同“曝勺，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比喻勤奋的时候少，
懈怠的时候多，没有恒心。

E一齐E ylqi 画表示同时z 各队～出发｜全场～
鼓掌｜人和行李～到了。

E一起E ylqi 0 画同一个处所z 坐在～。＠圃
－同 g 张大叔明天进城，你～去吧。＠〈方〉圈

→共z 这几件东西～多少钱？

E一气E ylqi 0 数量词。→阵（多含贬义）：瞎
闹～｜乱说～。＠圈声气相通；成为一伙（多

含贬义）：串通～｜他们通同～。＠（～儿）画

一口气，表示不间断地（做某件事）＝～儿跑了

五里地。
E→气呵成I ylqi h岳cheng 0 形容文章的气势

首尾贯通。＠形容完成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不
间断，不松懈．大家一连三周没休息，终于～地
完成了任务。

E一窍不通E ylq iao-butong 比喻一点儿也不
懂。

E一切E vTqie 四指示代词。＠全部；各种z 调
动～积极因素。＠全部的事物：人民的利益
高于～（夜深了，田野里的～都是那么静。

E一清早E ylqlngz凸0 （～JL）圈清晨。
E一穷二白E ylq1δng-erb6i 形容基础差，底子

薄（穷，指工农业不发达z 白，指文化科学水平
不高）。

E一丘之络l ylqiuzhlhe 同一个山丘上的籍，比

y1 I 1537 

喻彼此相同，没有差别的坏人。
E →人得道，鸡犬升天E ylren-dedao, jlquan

-shengtian 传说汉代淮南王刘安修炼成仙，全

家升天，连鸡狗吃了仙药也都升了天（见于《论
衡·道虚》）。后来用L人得道，鸡犬升天”比喻噩噩

一个人得势，他的亲戚朋友也跟着沾光。 三三三
E一任】 ylren ＜书〉圈昕凭；任从。

E一仍旧贯E ylreng-j iuguan 完全按照旧例。
E一日千里E ylri-qianli 形容进展极快。

E一日三秋】 ylri-sanqiu 《诗经·王风·采葛》2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天不见，就好像过了
三年，形容思念人的心情非常迫切。

E一日之雅E ylrizhly凸一天的交情，指交情不

深：无～。

E一如E v1ru rn国同（某种情况）完全一样：～所
见 i～所闻｜～所请。

E一如既往】 ylru-jiw凸ng 完全跟过去一样。

E一色E ylse 圈。颜色一样：水天～。＠属

性词。全部一样的g不混杂别的种类或式样
的：～的大瓦房卜，的景德镇瓷器。

E一霎】 ylsha ~一会JL ；短时间 z ～问｜就～工

夫 l就在那～，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E一勺绘E ylshaohui [?;ID 一锅煮。

E一身E yl钳制圈。全身；浑身2 ～是劲 l～是

胆。＠一个人z 独自～｜～二任。
[ －身是胆E ylsh岳n-shidan 形容胆量极大。

E二神教E ylshenjiao 圈只信奉一个神的宗

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区别于“多神教勺。
E→审l ylshen ~第一审的简称。
E一生E ylsheng 圈从生到死的全部时间。

E一失足成千古恨l yl shlzu cheng qiang凸 hen

一旦堕落或犯了严重错误，就成为终身的恨
事。

E一石二鸟l ylshi-erni凸o 投→块石子儿打到两

只鸟．比喻做一件事情，同时达到两个目的。
E一石激起千层浪E yl shi jl qi qian ceng lang 
比喻一句话或－个小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
E一时】 ylshi 0 ~一个时期：此～彼～｜盛极
～｜～无出其右。＠画短时间z ～半刻 l～还

用不着｜这是～的和表面的现象。＠圈临时g

偶然z ～想不起他是谁 i～高兴，写了两首诗。
＠［国重复使用，跟“时而”相同：高原上天气

变化大，～睛，～雨，～冷，～热。
E一时半会JLl ylshi-banhuir （口语中也读

ylshi-banhulr）指短时l曰：这场雨～停不了。

E一世E ylshi 圈＠）辈子z 他～没求过人。＠
一个时代：～之雄。

E一事E ylshi （方〉白白业务或组织上有关系的g



三三三三孟

1538 I yT 

→起的z 这家药铺和城里同仁堂药铺是～。
E一事无成］ yTshi-wucheng 连一样事情也没

做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E一视同仁E ylshi-t6ngren 同样看待，不分亲

疏厚薄。

E一是一，二是二E yl shi yT，岳r shi er 根据事
情本来的情况，应该怎样就怎样，多形容对事

情认真，一丝不苟。
E一手］ yTshou O c～JL）圈指一种技能或本

领：留～。＠（～儿）IEJ 指耍的手段g 你可不能

跟我来这～儿。＠圈指一个人单独地：～造
成！～包办。

E一手遮天】 ylsh凸u-zhetian 形容倚仗权势，玩
弄欺骗手法，蒙蔽众人耳目。

E一水JL] yTshuTr ＜方〉圃属性词。一色②z 屋
里～红木家具。

E→！！阪JL] yTshunr 画同一个方向或顺序：村里
新盖的房子，～都是朝南的瓦房。

E一瞬E yTshun 圈转眼之间，形容极短的时间：

火箭飞行，～千里。

E一丝E yTsT 数量词。形容极小或很少；一点儿2
脸上露出了～笑容。

E一丝不苟】 yTsT七ugou 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

马虎，形容办事认真。
E一丝不挂E yTsT-bugua 形容赤身裸体。

E一丝一毫E yTsT-yTh6o 丝毫。

E一似E ylsi ＜书〉画一如；好像o
E一塌刮子E yTtagua·zi ＜方〉圃＠通通。＠

总共加在一起。
E一塌糊涂】 vTtahutu 乱到不可收拾s糟到不可

收拾：闹得～｜烂得～。
E一潭死水E yTt6n-sTshuT 比喻没有生气或停滞

不前的沉闷局面。
E一体E yltT IEl 0 一个整体：融为～。＠全
体z ～周知｜～遵照。

E一体化，］ yTtThua 画使各自独立运作的个体
组成一个紧密衔接、相互配合的整体2 世界经
济～｜～服务。

E一天E yTtian O 数量词。一昼夜2 ～二十四
小时。＠数量词。一个白天s ～一夜。＠圈
泛指某一天g ～，他谈起当演员的经过 i 总有
～，你会后悔的。

E一天到晚E yTtian-daow创整天；成夭。

E一条龙］ yTti6oi6ng IEJ 0 比喻一个较长的行
列z 十几辆汽车排成～。＠比喻紧密联系和
配合的生产程序或工作环节：产运销～。

E一条心E yltiaoxTn 圈相同的意志9相同的心

意z 我们两个是～。

E一同］ yTt6ng 圃表示同时同地（做某件事） : 

～出发｜～欢度新年。
E一统】 yTtong 圈统→（国家）：～天下。

E一通E yTtong c～JL）数量词。→阵；一次z 胡

扯～｜他和我吵过～｜开了～玩笑。
E→头】 yTt6L』＠（～JL）圈一端z 扁担的～挑着

篮子，另～挂着水罐。＠圈一个方面g 事业和
家庭，哪～都不能放弃。＠（～儿）强同一个方

面；一伙z 昨天打桥牌，我和老王～，小张和小
李～。。画表示同时进行几件事；一面z 他
～走，～说。＠圃表示头部急速往前、往里或

往下的动作z 打开车门，他～钻了进去｜～扎进

水里｜～倒在床上。＠画突然；一下子z 刚进
门，～碰见了他。＠〈方〉圈一块儿＝他们是～

来的。
E一头JL铲L,] yTt6urchen ＜方〉＠圈书桌或办

公桌的一种构造形式，－头有柜子或抽屉，另
→头没有。也指这种形式的桌子。＠圈指
进行调解时偏袒→方。

E一头雾水】 yTt6L」－wushuT ＜方〉形容摸不着头
脑，糊里糊涂。

E一团和气E yTtu6n-heqi 原指和蔼可亲，现多

指态度温和而缺乏原则。
E一团漆黑】 yTtu6n-qThei 见 1022 页【漆黑一

团1。
E一团糟E yTtu6nzao ~形容异常混乱，不易

收拾。
E一退六二五E yT tui liu er w心本是一句珠算
斤两法口诀，十六除一是0. 062 5 ，借用作推
卸干净的意思。“退”是“推”的谐音，有时就说
成‘‘推”。

E一碗水端平E yT wan shui duan ping 比喻办

事公道，不偏袒任何一方。
E一网打尽E ylwang-dajin 比喻全部抓住或消

灭。
E一往情深E yTw凸『19-qingsh岳n 指对人或事物

有深厚的感情，十分向往留恋。
E一往无前E yTw凸ng-wuqi6n 指不怕困难，奋

勇前进。
E一望无际】 ylwang-wuji 一眼看不到边，形容

辽阔z 麦浪翻滚，～。

E一味】 ylwei l回单纯地z ～迁就！～推托。
E一文不名］ yTwen burning 见 110 页1不名一

文］ o
E一问三不知E yT wen son bu zhT 指对所问的
事情一无所知。

E一窝蜂E ylwof岳ng 圆形容许多人乱哄哄地
〈同时说话或行动）：～地往入口处挤。

E一无是处】 yTwushichu 一点儿对的地方也没

有z 不要把人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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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无所有］ yiwusu的凸u 什么都没有，多形容

非常贫穷。
[ －五一十】 yiw心 γishi 数数目时往往以五为

单位，一五，一卜，卡五，二卡……数下去，因此
用“一五一十”形容叙述时清楚有序而无遗漏。

E一物降一物］ yi wu xi6ng yl wu 某种事物

专门制伏另一种事物，或者某种事物专门有另

一种事物来制伏。
E一息尚存】 ylxi shangcun 还有一口气儿，表
示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只要～，决不懈怠。

E一席话］ yixihua 一番话z 你这～对我很有启

发。
E一席之地】 yixizhldi 指极小的一块地方或一

定的位置。
E一系列】忻州ie 圈属性词。许许多多有关联
的或一连串的（事物）：～问题｜引起了～变化｜
采取了～措施。

E一下E ylxia ＜～JL)0 数量词。用在动词后

面，表示做一次或试着做：看～儿｜打听～｜研究
～。＠圈表示短暂的时间：灯～儿又亮了｜这

天气，～冷，～热。 II 也说~r子。

E一线J' yixian 圈＠战争的最前线。＠第一
线：深入车间慰问～工人。

E一线Y yixian 数量词。形容极其细微g ～
阳光｜～光明｜～希望｜～生机。

E一相情愿I ylxiong-qingyuan 同“一厢情

愿”。

E一厢情愿】 ylxiong叫ingyuan 处理彼此有关

的事情时，只管自己愿意，不管对方愿意不愿
意；泛指办事时全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客

观条件。也作一相情愿。

E一向】 ylxiang O 圈过去的某一段时期：前
～雨水多（指较早的一段时期） I这～工程的进
度很快（指最近的一段时期）。＠圃 a）表示从

过去到现在：～俭朴｜～好客。 b）表示从上次
见面到现在2 你～好哇！

E一小JL) yixi凸or （方〉圈从小z 他～就喜欢画

画儿。

E一笑置之】 ylxiao-zhizhl 笑一笑就把它搁在
一旁，表示不拿它当回事。

Z一些】 ylxi岳数量词。＠表示不定的数量：这
些活儿你做不完，分～给我。＠（～儿）表示数

量少z 只有这～儿了，怕不够吧？＠表示不止
一种或一次＝他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
放在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后，表示略微

的意思＝好～｜当心～｜想开～。
E一泻千里】 ylxie qianlT 形容江河水流迅速，

也形容文笔奔放、流畅。
E一蟹不如一蟹】 yl xie buru yi xie 艾子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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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地方，看见→物扁而圆，有很多腿。他

不认识，就问当地居民，当地人告诉他那是一
种螃蟹。后来艾子又看到了好几种螃蟹，但一

种比一种小，艾子叹了口气说：“怎么一蟹不
如一蟹呢！”（见于托名苏轼的《艾子杂说》）后噩噩噩

来泛指一个比一个差。 三三
E一心E ylxln 0 国专心z全心全意：～为公｜
共产党～为人民。＠画齐心s同心＝万众～｜
上下～。

E一心一德E ylxln-ylde 思想统一，行动一致。
E一心一意E ylxl『1”.ylyi 心思、意念专一。

E一新E ylxln ~回完全变成新的·装修～。
E一星半点JL] ylxlng-bandi凸nr 形容极少z 为
大伙儿做过～的事情，不值得一提o

z一星JL] ylxlngr 数量词。极少的→点儿。

E一行E ylxing 画一群（指同行的人）：参观团
～十二人已于昨日启程。

E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yly6n-jict币， sima-n6nzhul
一句话说出了口，就是套四匹马的车也追不
回，形容话说出之后，无法再收回。强调说话
要算数，不能反悔。

E一言九鼎E ylyan-i iudT『19 一句话的分量像九
鼎那样重，形容所说的话分量很重，作用很大。

参看 697 页【九鼎1。
【－言难尽E yiy6n-n6njin 用－句话难以说清

楚，形容事情曲折复杂。

E一言堂】 yly6nt6ng [BJ 0 旧时商店挂的匾
额，上写“一言堂”三个字，表示不二价。＠指
领导缺乏民主作风，不能听取群众意见，特别
是不能听相反的意见（跟“群言堂”相对）。

E一言以蔽之E yi yon yT bi zhl 用一句话来概

括。
E一氧化阔 yiyanghuatan IBJ 无机化合物，化
学式 CC)o 元色无昧的气体，燃烧时发出蓝色
火焰，并放出大量的热。用作燃料，也是化工

原料。煤气中含有一氧化碳，过量吸入可使人
窒息死亡。

E一样E ylyang 圈同样s没有差别：哥儿俩相貌

～，脾气也～｜他们两个人打枪打得～准。
E一叶蔽目E yly&-bimu 《鹦冠子·天则》：“一叶

蔽目，不见太山。”比喻被局部的或暂时的现象
所迷惑，不能认清事物的全貌或问题的本质。
也说一叶障目。

E一叶障目J yiye-zhangmu 一叶蔽日。

E一叶知秋E ylye zhlqiu 看见一片落叶就知道
秋天的来临，比喻发现一点儿预兆就料到事物
发展的趋向。

[--> ylyl ［国一个一个地：临行时妈妈嘱咐
的话，他～记在心里。

E→…一…】 yl···yl··· 0 分别用在两个同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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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前面。 a）表示整个：～心～意｜～生～世

（人的一生）。 b）表示数量极少z ～针～线｜～
草～木｜～砖～瓦。＠分别用在不同类的名词

前面。 a）用相对的名词表明前后事物的对比：

～萦～藐（比喻好的和坏的有区别）。 b）用相关
的名词表示事物的关系z ～本～利（指本钱和

利息相等）。＠分别用在同类动词的前面，表

示动作是连续的 z ～瘸～拐｜～歪～扭。。分
别用在相对的动词前面，表示两方面的行动协

调配合或两种动作交替进行：～问～答！～唱

～和｜～起～落｜～张～弛。＠分别用在相反
的方位词、形容词等的前面，表示相反的方位

或情况z ～上～下｜～东～西｜～长～短。
E一衣带水E yTyTdaishui 像一条衣带那样窄的
水面，形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

E一以贯之J yTyiguanzhT 原指孔子的忠恕之道

贯穿在他的全部学说之中（语出《论语·里

仁》），后来泛指用一种思想理论贯穿于始终。
E一意孤行J yTyi-guxing 不昕劝告，固执地照

自己的意思行事。

E一应E yTyTng 圆指示代词。所有一切z ～俱

全｜～工具、材料都准备好了。

E一隅E yTyu ＜书） 0 lBl 一个角落z ～之地i偏

安～。＠圃偏于一方面的z ～之见。
E一隅三反J ylyu-sanfan 举一反兰。

E一语破的E vTvu-podi 一句话就说明关键（的z
箭靶，比喻关键）。

E一元化E yTyuanhua 圈。由多样向单一发

展；由分散向统一发展o ＠集中统一＝用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E一元论J yTyuanlun lBJ 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
原的哲学学说。认为物质是世界本原的是唯
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精神是世界本原的是

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E一再E ylzai E国表示一次又一次：～声明｜～
挽留｜～推脱。

E一…再…） yT··· zai··· 分别用在同一个动词前
面，表示该动作多次重复2 ～误～误｜～错～错｜

～拖～拖。

E一早E ylz凸0 （～JL）（口） lBl 清晨2 今天～他就

下乡去了。
E→站式E yTzhanshi 圈属性词。把相关部门

集中在一处，一次就可办妥所有手续的z ～办
公。

E→朝E yTzhao 圃一旦。

E一朝一夕】 yTzhao-yTxT 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
指非常短的时间z 提高写作水平，非～之功。

E一针见血E yTzh岳n-jianxi岳比喻话说得简短而

能切中要害。

E一枕黄梁l yTzh岳『1-hu6ngli6ng 见 574 页I黄

粱梦1。
E一阵J yTzhen （～JL）数量词。动作或状况持
续的一段时间z ～掌声｜～狂风 i说～笑～。也
说一阵子。

E一阵页IJ yTzhenf岳ng 0 画形容动作快2 战

士们～地冲了上去。＠圃比喻行动只持续极

短的一段时间：搞科学实验，不能～。
E一枝独秀J yTzhT-duxiu 形容在同类事物中最

为突出，最为优秀。
E一知半解】 yTzhT-banji岳知道得不全面，理解

得不透彻。

［~1!] yl;;hi 画＠表示顺着一个方向不变2

～走，不拐弯｜～往东，就到了。＠表示动作始
终不间断或状态始终不变z 雨～下了一天一
夜｜他干活儿～很卖力。＠强调所指的范围：

全村从老人～到小孩儿都非常热情。
E一纸空文E yTzhi-k6ngwen 指没有效用的文

书（一纸＝一张）。
E一致E yTzhi 0 ~没有分歧：看法～｜步调～。
＠［画一同；一齐z ～对外。

E一掷千金E yTzhi叫ianjTn 原指赌博时下一次
注就多达千金，后用来形容任意挥霍钱财。

E一准E yTzhu』n 圈一定；必定2 明天我～回来。
E一字长蛇阵J yTzi changshezhen 长蛇阵。

Z一字马J yTzim凸圈劈叉使两腿伸展呈现出
的像“一”字的姿势。

E一字千金J ylzi叩anjTn 秦相吕不韦叫门客编

著〈（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称有

能增减一字的，就赏给千金（见于《史记·吕不

韦列传》）。后来用“一字千金”称赞诗文精妙，
价值极高。

E一字一板E ylzi听b凸n 形容说话从容清楚。

E一总E yTzong 圃＠（～JL）合并（计算）：～要

二十个人才够分配｜钱请你再垫一不，过后～算
吧。＠全都2 这些工作～交给我们小组去完

成。
E一走了之） yTz凸u-li凸ozhT 以离开的方式逃避

所面临的责任、难题等s 惹了祸想～，没那么容

易。

E一族】 yTz白臣E 指某一类人2 有车～｜时尚～。

二戈 yT 同‘‘→

伊1 yT 0 （书〉圃用于词语的前面，力日强语
气或感情色彩z ～始｜～于胡底｜～谁之

力？ 8 (YD 圈姓。

占Jt.2 yT 圆人称代词。他或她。｛孟噩梦五四
ν － 运动前后有的文学作品中用“伊”专指女
性，后来改用“她”。



E伊甸园J yldianyuan ~犹太教、基督教《圣
经》中指人类祖先居住的乐园。 f伊甸，希伯来
岳d邑n〕

E伊妹JLl ylmeir 圈电子邮件的俗称。［英
E mail] 

E伊人E ylren ＜书） [EJ 那个人（多指女性）。

E伊始E ylshT ＜书〉画开始z 新春～！下车～。
E伊斯兰教J Ylsllanjiao ~世界主要宗教之
一，公元 7世纪初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盛
行于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唐代传入我国。在
我国也叫清真教、回教。［伊斯兰，阿拉伯
Islam] 

E伊斯兰教历E Ylsllanjiaoli 圈伊斯兰教的历
法，是阴历的一种。 1 年分为 12 个月，单月为

大月，每月 30 天，双月为小月，每月 29 夭。平
年 354 天，闰年 355 天。 30 年中有 11 个闰
年，不设置闰月。纪元以公元 622 年 7 月 16

日（即穆罕默德人麦地那的第二天）为元年元
旦。在我国也叫回历。

E伊于胡底J ylyuhudT ＜书〉到什么地步为止
（对不好的现象表示感叹〉。

衣 yl ＠衣服3 上～｜内～｜大～｜丰～足食
＠包在物体外面的一层东西＝笋～！糖

～。＠胞衣。。 CYD 圈姓。
另见 1552 页 yi 0 

E衣摆J ylbai 圈衣服的下摆。

E衣胞】 yl· boo 圈胎衣。
E衣钵E ylbo ~原指佛教中师父传授给徒弟的
架浆和钵，后泛指传授下来的思想、学术、技能

等＝继承～l～相传。
E衣不解带1 ylbuii品dai 形容日夜辛劳，不能安

稳休息。
E衣袋E vidai 圈衣兜。
E衣兜E yldou c～儿）圈衣服上的口袋。也叫

衣袋。
E衣服E yl•fu IBJ 穿在身上遮蔽身体和御寒的

东西。
E衣冠楚楚J ylguan-ch心chu 形容穿戴整齐、漂

亮。

E衣冠墓E ylguanmu 圈衣冠家。
E衣冠禽兽】 ylguan-qinshoL』穿戴着衣帽的禽

兽，指行为卑劣，如同禽兽的人。

E衣冠家E ylguanzh凸ng 圈只埋着死者的衣帽

等遗物的坟墓。也叫衣冠墓。
E衣架E vliia ~ o c～儿〉挂衣服的用具，用木

材、金属等制成。＠指人的身材2 他的～好，

穿上西服特别精神。 II 也说衣架子。
E衣襟JC农拎） yljln ［雪上衣、袍子前面的部分。
E衣锦还乡】 yljTn-huanxia『19 古时指做官以

更主些」 YI 巴些~

后，穿了锦绣的衣服，回到故乡向亲友夸耀
（衣．旧读 yi ，穿衣）。也说衣锦荣归。

E衣锦荣归E yljTn－「anggul 衣锦还乡。

E衣料J ylliao c～儿）圃做衣服用的棉布、绸缎、

呢绒等材料。 三矗
E衣帽间】 ylmaoj ion fEJ 公共场所或住宅中存三三

放、更换衣物的地方。
E衣衫】 ylshan 圈泛指衣服z ～不整｜～槛楼。

E衣裳E yl• shang ＜口〉圈衣服。
E衣食E ylshi IBJ 衣服和食物，泛指基本生活资
料z ～丰足｜～不周。

E衣食父母E ylshi-fum心 比喻赖以为生的人2

顾客是商家的～。
E衣食住行J yl-shi-zhu-xing 穿衣、吃饭、居住、

行路，指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E衣饰E ylshi 圈衣着和装饰g服饰：华丽的～。

E衣物E ylwu 圈指衣着和日常用品。

E衣鱼E vi vu 函昆虫，体长而扁，头小，触角鞭
状，无翅，有三条长尾毛。常躲在黑暗的地方，
蛙食衣服、书籍等。也叫蠢鱼。

E衣原体E ylyuantT 圈微生物的一类，球状或
链状，只能在细胞内繁殖，能引起人、鸟类及家
畜的多种疾病，如沙眼、性病等。

E衣装E ylzhuang 圈。衣服装束。＠衣服和

行李。
E衣着JC衣著） ylzhu6 圈指身上的穿戴，包括

衣服、鞋、袜、帽子等2 ～华丽｜从～看，他像个
商人。

医’4 1 医生z 军～｜牙～ l
（警、 1璧）延～诊治。 fi) fEl 医学2

中～｜西～卜，科｜他是学～的。－~副医治2 ～
术｜他把我的病～好了 l 头痛～头，脚痛～脚，不
是根本办法。 0 CYD 巨型姓。

E医案E yl ’ an 函中医治病时有关症状、诊断、
处方、用药等的记录，也用于书名，如清代华曲曲
云辑的《临证指南医案》等。

E医保E ylb凸0 fEl 医疗保险的简称。

E医道E yldao 圈治病的本领（多指中医） :~ 
高明。

E医德E ylde 圈医务人员应该具备的品德z ～

高尚。
E医凤J ylf岳ng ~量医务人员的作风。

E医改E yig凸i rnlil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进行～。

E医护J vihu 圈医治和护理2 ～工作｜～人员！

经精心～，病情大有好转。
E医，，＼！；＼） yihuan 圈医务人员和病人z ～纠纷。

E医家E yijia IBJ 指医生（多指中医）：收集各地

～祖传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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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医科E vike 圈教学上对有关医疗、药物、公共
卫生等方面的学科的统称。

E医理l ylll 圈医学上的道理或理论知识：深

通～。
三草草 E医疗l ylliao 画医治；治疗2 ～机构！～设备。
雪三言 E医疗保险E ylliao baoxi归社会保险的一种。

劳动者在患病时，由国家和社会给予一定的医

疗费用补偿。简称医保。
E医闹E ylnao 圈指纠缠闹事、严重妨碍医疗秩

序的行为。
E医生E ylsh岳ng I望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

的人。

E医师E yishl 圈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或具有同
等能力、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查合格的负主要医
疗责任的医务人员。

E医士E ylsh1 固受过中等医学教育或具有同
等能力、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查合格的负医疗责
任的医务人员。

E医书E ylshO 圈讲述医学的书籍（多指中医
的）。

E医术l ylshu 圈医疗技术：～高明。
E医务E ylwu ~医疗事务z ～工作者。
E医学E ylxue 圈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
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E医药E ylyao 圈医疗和药物：～费｜～常识｜～

卫生。
E医院E ylyuan [BJ 治疗和护理病人的机构，也

兼做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等工作。
E医治］ ylzhi E主］治疗：急性病应该赶快～。
E医嘱l ylzhu 圈医生根据病情和治疗的需要
对病人在饮食、用药、化验等方面的嘱咐。

依 yl 0 紧挨着2 ～偎！～山傍水。＠圃依
赖；依靠z 唇齿相～｜相～为命｜回乡～亲。

＠圈依从；同意z ～违两可｜劝他休息，他怎么
也不～。。 fill 按照z ～次｜～法｜～我看，这样
办可以。 0 CYI) 圈姓。

E依傍E ylbang 圈＠依靠z 无可～。＠模仿
（多指艺术、学问方面） ：～前人。

E依次l ylci 圃按照次序z ～入座｜～就诊。
E依从E ylcang 圈顺从z 万难～｜不得已～了
他。

E依存l ylcun ~ C互相）依附而存在z 矛盾双

方相互～。
E依法l ylf凸圈。按照成法z ～炮制。＠按
照法律：～惩办。

E依附E vifu 圈＠附着：凌霄花～在别的树木
上。＠依赖①g从属＝～权贵。

E依归E ylgul 0 画出发点和归宿z 以人民的
利益为～。＠画依托；依靠z 无所～。

E依旧】 v可iu o 圈照旧：风物～。＠［国仍
旧·别人都走了，他～坐在那里看书。

E依据E v1ju o 画作为论断前提或言行基础的
事物z 理论～｜判断要有～。＠圈以某种事

物为依据：你这样说～什么？＠团表示以某

种事物作为论断的前提或言行的基础＝～不
同情况分别处理 1～专家的鉴定，这是汉代的遗
物。

E依靠l ylkao O 圈指望（某种人或事物来达
到一定目的）：～群众 i～组织。 81BJ 可以依
靠的人或东西＝女儿是老人唯一的～。

E依赖】 vllai 圈。依靠某种人或事物而不能
自立或自给：～性｜不～别人。＠指各个事物
或现象互为条件而不可分离：工业和农业是
互相～、互相支援的两大国民经济部门。

E依恋E yllian 圃留恋s舍不得离开z ～故园 l

～之惰。
E依凭E ylping 0 圃依靠：孤身在外，无所～。
＠画指证据；凭证：所说都有～。

E依亲E ylqln 圈依附投靠亲属z 申请～签证 i

部分灾民迁到外地～。

E依然E ylran O 圈依旧①s 风景～。＠圃仍
然z ～如故｜时至今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E依然故我】 ylran-guwa 指人的思想、行为等

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多含贬义）。

E依山傍1j(J ylshon-bangshul 所处的位置靠
着山，挨近水，多形容环境优美。

E依旧 ylshun 画顺从：他说得有理，也就～了

他。

E依随E ylsui 17;画顺从：丈夫说什么她都～。

E依托】 yltu6 画。依靠2 无所～。＠为达到

一定目的而假借某种名义2 ～古人｜～鬼神，骗
人钱财。

E依偎E ylw岳l 圈亲热地靠着；紧挨着z 孩子～

在奶奶的怀里。
E依违E ylwei ＜书〉圈依从或违背，指态度含
糊、犹豫不决2 ～两可（～不决。

E依稀］ ylxl ~回模模糊糊：～可辨｜～记得l 远

处楼台，～可见。
E依循l yixun 圈依P,~ ；遵循z 处理这些问题要

严格～法律规定。
E依样葫芦】 ylyang-hu· lu 照葫芦的样子画葫

芦，比喻单纯模仿，不加改变。也说依样画葫芦。
E依依】 ylyl 匾。〈书〉形容树枝柔弱，随风摇

摆＝杨柳～。＠形容留恋，不忍分离g ～不合｜
～惜别｜～之感。

E依允，］ ylyun 圈依从；应允g 他点头～了孩子

的要求。
E依仗l ylzhang 圈倚仗。



依持咿？伊依依猜捐查椅敬要满鸳嘴紫黑多匾仪坦夷｜ yT yi I 1543 I 

E依照E yTzhao 0 ［司依从；听从z 我们报销差
旅费，向来～这个规定。＠阶l 以某事物为根
据照着进行；按照：～他说的去做 1 ～原样

复告1J 一件。

持 T （书〉美好（多用于人名）。
（禧）

咿（叩）训见下。
E咿唔E ylwu 岖塑形容读书的声音。

E咿呀E viva IJU，（词。形容某些物体摩擦时发

出的声音：芦苇荡里传出～的桨声｜隔壁传来
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形容小孩子学话的声

音：～学语。

、伊 YI 0 咿水水名，在湖南。＠古水名，
即今伊河，在？可南。

掖 yT 见 1544 页叫

依 yl IBl 金属元素，符号 Ir。银白
（鲸）包，质硬而脆，化学性质稳定。可用

来制科学仪器等。

注左 yT （书〉＠圈相当于啊”z 河水清且涟

(lllJ ～。＠（酣表示赞美2 ～软休哉。
据听。（书〉附于礼。 8 (YT)制。

E拇让］ ylrang ＜书〉画作据和谦让，是古代宾
主相见的礼节（让z举子与，已平）。

三星 yl 圈仁”的大写。参看 1219 页 I数

王王字lo
4戎t yl IBl 山桐子σ
T用另见 1550 页 yL
＊~ yT ＜书〉同“狗”②。
闯入另见 1022 页 qT 。
要听见F。

E要规E ylni ＜书〉画婴儿。
、、住 yl （书〉水波纹z ～澜！清～。

'IJ日l

E满澜l yllan ＜书〉圈 7）＜波。

莺 yl 古书上指鸥。
（窍）

皿单 vi rnru o ＜书〉表示悲痛或叹息。＠表
r,m. 示惊异：～，他今天怎么来了？

E瞻嘻］ ylxl ＜书〉［国表示悲痛或叹息。

絮 yl 〈书〉＠酣，~~独无？＠是。

黑多 YT 移县峭，在安徽

, 
YI ( l) 

匮 yi 古代酣时用来注水的器具。

匾

I＼、 1 ~ yi 0 人的外表·～表｜～容！威
？义（傣）～。＠礼节；仪式z 司～｜行礼如
～。＠礼物：贺～ l 谢～。＠〈书〉倾心g 向
往z 心～已久。 0 (Yi) 圈姓。

1、／ 2 ..,._,_ yi 仪器：～表｜地动～｜半圆～。
t义（儒）
E仪表］1 yibi凸o 圈人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

风度等，指好的）：～堂堂。

E仪表Y yibi凸o 圈测定温度、压力、电量等各
种物理量的仪器。

E仪程E yicheng 圈仪式的程序。

E仪器］ yiqi 圈用于实验、计量、观测、检验、绘
图等的比较精密的器具或装置。

E仪容E yir6ng 圈仪表＇（多就容貌而言）：～俊
秀，举止大方。

E仪式］ yishi 圈举行典礼的程序、形式z 授勋

～1～隆重。

E仪态1 vitai ＜书〉圃仪表＇（多就姿态而言） : 
～万方。

E仪态万方】 yitai-wanfang 姿态美丽多姿。

E仪仗］ yizhang IBJ 0 古代帝王、官员等外出
时护卫所持的旗帜、伞、扇、武器等。＠国家举
行大典或迎接外国贵宾时护卫所持的武器，也
指游行队伍前列举着的较大的旗帜、标语、图

表、模型等。

E仪仗队E yizhangdui IBl 0 由军队派出的执
行某种礼节任务的小部队，有时带有军乐队，

用于迎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也用于隆重
典礼。＠走在游行队伍前，由于持仪仗的人
员组成的队伍。

坦 yi （书〉桥。
夷1 yi （书〉＠平时安：山～。＠

破坏建筑物（便成为平地）：烧～弹 l～为

三三



巴些±」 yi ｜夷她沂泡 t台迄怡怡宜英格咦贻姨移 H台膜宦彦蛇移

平地。＠灭掉；杀尽z ～灭｜～族。

夷2 yi 0 我国古代称东方的鹏也泛称
周边的民族z 淮～｜四～。＠旧时泛指

外国或外国人：～情 i 华～杂处。 8 (Yi)~ 

三章三 姓。
三三三言阳也 yi 〈书〉移动；移o

町、（胞）异见旧4 页 yt
、、已 Yi 0 沂河，水名，发源于山东，流入江
VI 苏。 8~ 姓。

诲（施、 1池、 1言它） yi 见下。
[t毡泡E yiyi ＜书〉固自满自足的样子。
、三A yi ＜书〉同“贻气
Z口（言的 ’ 

造 i 见m页叫。
（！迪）另见 1549 页 yT 。

bb. yi f台糖：高粱～｜甘之如～。
L口（馀）’
[t台糖］ yit6ng 圈用米和麦芽为原料制成的

糖。主要成分是麦芽糖、葡萄糖和糊精。

＇~ yi 0 ＜书〉快乐；愉快z 心旷神～。＠
l口 CYf)~ 姓。
E怡然】 yir6n 圆形容喜悦z ～自得。

E怡人E yiren 圃使人舒适、愉快z 风景～o
E怡悦E yiyue Ifill 愉快；喜悦：心情～。

~石， yi 0 合适：相～｜适～｜权～之计！因地制
」:i.. ～。＠应当（多用于否定式）：事不～迟。

＠〈书〉当然g无怪：～其无往而不利。＠
CYf) 圈姓。

E宜居］ yijO 回适合居住：～城市｜把我们的生

J舌环境建设得更加～。

E宜人】 yiren 圃适合人的心意：风景～｜气候
~ 。

夷 yi ＜书〉除去田地里的野草2 支～
另见 1284 页 ti 。

拖 . . yi 古书上指→种像臼杨的树。
（＂＇！础）另见川页 d此“袍”另见

795 页 Ii o 

咦 yi 圃表示惊异： ~，1~什么时候回来的？ I 
～，这是怎么回事？

A , vi ＜书〉＠赠送z ～赠｜馈～。＠
、口（胎）遗留z ～害｜～患。
口自贝E vibei ~软体动物，壳很厚，三角形，黑
褐色。生活在浅海岩石上。也叫壳菜。

E贻害】 vihai 画画留下祸害z ～无穷。
E贻人口实E yi ren-koush i 给人以可利用的借
口 g让人当作话柄。也说予人口实。

四台误E yiwu ~错误遗留下去，使受到坏的影
p l司；耽误z ～后学｜～战机i～农时。

E贻笑大方】 yixiao-datang 让内行笑话。

咦 yi 0 圈姨母：二～i～父。＠妻子的姐
妹z 大～子｜小～子。＠称呼跟母亲辈分

相同、年纪差不多的元亲属关系的女性z 王～。
帧表］ yib1凸o 圈属性词。两家的母亲是姐妹
亲戚关系的（区别于“姑表勺：～亲｜～兄弟。

E姨夫］ yi•fu 圈姨父。
颐父E yi•fu 圈姨母的丈夫。
E姨姥姥】 yilao·lao 圈外祖母的姐妹。

E姨妈l yima ＜口〉圈姨母（指已婚的〉。
白夷母］ yim心圈母亲的姐妹。

眼奶奶】 yinai • nai 圈＠祖母的姐妹。＠姨
太太。

E姨娘］ yini6ng 圈＠旧时子女称父亲的妾。

＠〈方〉姨母。

U奏JL] yir （口〉画姨母g 三～。

E姨太太l yitai ·tai 圈妾。

U夷丈E yizhang 圈姨父。

移 yi 见下

E格依E yiyl 圈半常绿或落叶乔木，叶子椭圆

形或卵状披针形，花白色，果实卵形。树皮和

果实可入药。DA yi 附川yf) ，地名在江苏。
口
膜 yi 圈人和高等动物体内的腺体之→，人

的膜在胃的后下方，形状像牛舌。能分泌
膜液，帮助消化，又能分泌膜岛素，调节体内糖
的新陈代谢。也叫膜腺、膜脏。旧称脾（ cui) 

脏。
E膜岛素E yid凸osu ~膜腺分泌的激素，能促
进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调节体内血糖的含
量。膜岛素分泌量减少时会引起糖尿病。

E膜腺】 yixian 圈膜。（图见 1436 页“人的消

化系统”）
E膜液E vive 圈膜腺分泌的消化液，无色透明，
碱性，内含碳酸氢纳、膜蛋白酶、膜脂肪酶、膜
淀粉酶等。由膜腺分泌出来之后，经导管流入

小肠。
E膜脏E yizang ~膜。
E膜子E yi•zi ＜方〉圈。猪羊等的膜。＠肥
皂z 香～｜药～。
宦 yi 古时指屋子里的东北角。

彦 yi 见 1511 页愤剧。

匕 yi 见日57 页【委蛇1。
另见 1152 页 s怡。

移 ’归移动z 转～｜迁～ l（＠＠经） ；菊花～到花盆里去。＠



改变；变动 z ～风易俗｜贫贱不能～。 8 (Yi) 

圈姓。
E移调E yidiao 国转Czhu缸。调。

E移动】 yidong 圈改换原来的位置·冷空气正

向南～ Ii气笛响后，船身开始～了。
E移动办公E yidong bongong 一种办公方式，

通常指利用笔记本电脑、手机、网络等现代化
手段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事务。

E移动电话l yidong dianhua 不固定在一处，

可以变换地点使用的电话，如手机、对讲机、车

载电话等：～机。
E移动电源E yidong dianyuan 一种便携式充
电设备，先行充电后，可以随时给予机、平板计

算机等充电。通称充电宝。

E移动通信l yidong tongxin 不固定在→处，

可以变换地点进行通信的通信方式。
E移动硬盘】 yidong yingpan 不固定在计算机

上使用的硬盘，体积较小，便于携带。
E移防E yifang l温在某地驻防的军队移到另一

地驻防。
E移风易俗E yif岳ng-yisu 改变旧的风俗习惯。

E移花接木E yihua-ji岳mu 把带花的校条嫁接在

别的树木上，比喻使用手段，暗中更换人或事

物。

E移交l vii iao [lltil 0 把人或事物转移给有关方
面：把犯罪嫌疑人～法庭审讯｜工程竣工验收

后已～使用单位。＠原来负责经管的人离职

前把所管的事物交给接子的人2 新会计刚到，
账目还没有～。

E移解l yiji古怪国把犯人从原关押的地方押送到

另一个地方。
E移居】 viiu 画改变居住的地方；迁居2 ～外地。
E移录】 yil山〈书〉圈抄录；誉录。
E移民E yimin 0 C -//- ）圈居民由一地或一国

迁移到另一地或另一国落户：～海外｜～政策。
＠信｜迁移到外地或外国去落户的人z 安置

~ 。

E移情E yiqing 画＠改变情趣；转移情感z ～

别恋。＠把对某人的态度或情绪转移到另一
个人身上，或把自己的主观情感移到客观对象

上。
E移情别恋：1 yiqing-bielian 把对某人爱恋的感

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含贬义）。
E移山倒海］ yishan-daoh凸i 改变山和海的位
置，形容人的力量和气魄的伟大。

E移师E yishl 画移动军队z ～北上。获出线资

格的球队将～上海参加决赛。
E移送E yisong 画移交，多指把犯罪嫌疑人或

案件转交给司法机关或专门机构处理。

芝更主」 yi 巴些？」

E移位l vi11wei 圈移动位置：这次车祸导致他

椎骨～。
E移译E yiyi （书〉圈翻译。

E移易E yiyi 〈书〉画画改变g更改z 措辞精当，一

字不可～。 三豆

E移用】 vivong 画把用于某一方面的方法、物三三
资等拿到别的方面使用。

E移栽E yizai 圈移植①。

E移植E yizhi 巨型＠把播种在苗床或秧田里的
幼苗拔起或连土掘起种在田地里。近年来京剧
从各种地方戏曲～了不少优秀剧目。＠将机
体的→部分组织或器官补在同一机体或另一
机体的缺陷部分上，使它逐渐长好。如角膜、
皮肤、骨和血管等的移植。

E移槽就教l vizun-jiujiao 端着酒杯到别人跟前

一起饮酒，以便求教，泛指主动前去向人请教。

瘦 yi （书〉创伤z 疮～。

、l主、山 yi 0 遗失。＠遗失的东西：路
店主（遣）不拾～。＠遗漏： ~;ti 补～。＠
留下：～迹｜～憾｜不～余力。＠专指死者留
下的：～容｜～嘱！～著。＠排泄大小便或精
液（多指不自主的） ：～矢｜～尿｜～精。

另见 1369 页 w自 l 。

E遗案E yi ’an~ 遗留F来尚未处理的案件2 历
史～o

E遗产E yichan 圈。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
物、债权等。＠泛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
财富或物质财富z 文化～｜医学～o

E遗产税E yich凸nshui t8J 对遗产征收的税，通

常由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缴纳。
E遗臭万年】 yichou-wannian 坏名声流传下

去，永远被人唾骂。
E遗传E yichuan 巨型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
等由上代传给下代。

E遗传工程l vichuan gongcheng 一种遗传学

技术，借助生物化学的手段，将一种生物细胞
中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生物的细胞内，以
改变另一种生物的遗传性状或创造新的生物
品种。也叫基因工程。

E遗传学E yichuanxue 圈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生物体遗传和变异规律。

E遗存l yicun O 圈遗留 z 这些石刻～至今已

有千年。＠圈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史前文

化～。

E遗毒1 victu 圈遗留下来的有害的思想、风气

等：肃清～o
E遗仄lJ yif岳ng 圈某个时代留传下来的风气z

汉唐～｜～余韵。



巴些」 yi ｜遗颐

E遗腹子】 yituzi 圈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子女。
E遗稿］ yig凸0 IE] 死者牛牛前没有发表的文稿。

E遗孤E yigu l毡某人死后遗留下来的孤儿：烈

士～｜抚养～。
主主 E遗骨］ yig心圈人或动物死后留下来的尸骨：

三言 烈士～｜恐龙～化石。

E遗骸E yihai J主］遗体；尸骨：生物～｜迁葬烈士

E遗洒E visa rnJ] 散落；漏（多指液体）。

[i蛊撒E visa 圈丢弃，散落z 防止垃圾清运中～

渗漏。

E遗少】 yishao 画指改朝换代后仍然效忠前

一朝代的年轻人。
E遗失】 yishi 画由于疏忽而失掉（东西）：～证

件。
I ［遗矢］ yishi ＜书〉画］拉屎。

E遗憾E yihan O !El 遗恨＝一时失足成了他终 IC遗事］ yishi 圈前代或前人留下来的事迹z 前
生的～。 8 Ifill 不称心；大可惋惜（在外交方面｜ 朝～｜革命烈士的～。
常用来表示不满和抗议）：功亏一笋，令人～ I I C遗书E yishu 圈＠前人留下而由后人刊印的
对此事件，我们深感～。 | 著作（多用于书名）。＠死者临死时留下的书

E遗恨E yihen 圈到死还感到悔恨或不称心的｜ 信。＠〈书〉散失的书。
事情：死无～。 I c遗属】 yishu 圈死者的眷属。

E遗患E yihuan O 圈留下祸患z ～无穷｜养虎 l E遗孀】 yishuang 圈某人死后，他的妻子称为

～。＠圈遗留的祸患：清理火灾现场，消除｜ 某人的遗孀。
I E遗体】 yiti IE] 0 死者的尸体（多用于所尊敬

E遗祸J yihua l到留下祸患，使人受害。 | 的人）。＠动植物死后的残余物质。
E遗迹E yiji 圈古代或旧时代的事物遗留下来 I c遗忘E yiwang 画忘记z 那件事至今尚未～。
的痕迹2 历史～｜古代村落的～。 I c遗闻E yiwen 圈遗留下来的传闻：～轶事。

E遗教】 yijiao 圈死者遗留给后人的学说、主 I c遗物E yiwu !El 古代或死者留下来的东西。
张、著作等。 I c遗像E yixiang 固死者生前的相片或画像。

E遗精】 yi11 jing 圈未经性交而在无意中流出 I c遗训Ill yixun 圈死者生前所说的有教育意义
精液。男子在夜间有时遗精是正常的生理现｜ 的话。
象，但次数过多的遗精是病理现象。 I c遗言】 yiyan !El 死者死前留下来的话2 临终

E遗老］ yil凸o 圈＠指改朝换代后仍然效忠前｜ ～。
一朝代的老年人z 前朝～。＠〈书〉指经历世； E遗业】 vive 圈＠前人遗留下来的事业。＠
变的老人。 I 遗产。

E遗留】 viliu 画（以前的事物或现象）继续存 I c遗愿J yiyuan !El 死者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z

在以过去）留下来：解决～问题｜许多历史遗迹｜ 实现先烈的～。
一直～到现在。 I c遗赠E yizeng 画遗嘱中指明立遗嘱人死后把

E遗漏E yilou 画应该列入或提到的因疏忽而｜ 自己的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

没有列入或提到2 名册上把他的名字给～了！｜ 的人。
他回答完全，一点儿也没有～。 I c遗诏】 yizhao 圈皇帝临死时留下的诏书。

E遗民］ yimin 圈指改朝换代后仍然效忠前一 I c遗照】 yizhao !El 死者生前的相片。
朝代的人，也泛指大乱后遗留下来的人民。 I c遗址】 yizhi IE] 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

E遗墨E yimo 圈指死者遗留下来的亲笔书札、｜ 在的地方：圆明园～。

文稿、字画等。 I c遗忘】 yizhi IE] 死者生前没有实现的志愿2 继
E遗尿E yi11niao 画不自主地排尿。小儿夜间｜ 承先烈～。
遗尿是生理性的，5 岁以后的遗尿是一种不正 I c遗嘱E yizh凸圈人在生前或临死时对自己身
常的现象。 | 后事如何处理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所傲的嘱咐。

E遗篇E yipian 函前人遗留下来的诗文。 I E遗嘱继承E yizhu jicheng 按照被继承人生前
E遗弃E yiqi 画＠抛弃z 敌军～大批箱重。＠｜ 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而继承遗产。
对自己应该瞻养或抚养的亲属抛开不管z 她 I c遗著J yizhu 圈死者生前留下来的著作。

收养了两个被～的孤儿。 I c遗族E yizu 匾］死者的家族。
E遗缺］ yiqu岳 IE] 因原任人员死亡或去职而空 I c遗作E yizuo 圈死者生前留下来的作品：这
出来的职位。 | 位老画家的～最近在京展出。

E遗容E yir6ng 圈＠人死后的容貌：瞻仰～。｜目i'iil yi ＜书〉颊g腮2 支～（手托住
＠遗像。 ｜阻！足（颐）腮）｜解～（开颜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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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2 ·- yi （书〉保养：～神｜～养。 I （疑凶】 yixiong 画有行凶嫌疑的人。
（颐） I c疑义l yiyi 量可以怀疑的道理两疑之点。

E颐龄］ yiling ~指百岁高龄υ I ［疑云E vivun 画像浓云一样聚集的疑虑：驱

E颐养l yi帅ng ＜书〉圈保养＝～天年。 | 散～｜～难消。
E颐指气使E yizhT-qishT 不说话而用面部表情 I ［疑阵E yizhen 圈为了使对方迷惑而布置的阵重重
或口鼻出气发声来示意，形容有权势的人随意｜ 势或局面。 三三

支使人的傲慢神气。 ｜色导 yi 九疑CJiuyD ，山名，又地名，都在湖

榄… yi （书〉衣架 I~：南。也作九疑。
（施） l ；传 yi （书〉楼阁旁边的小屋（多用于书斋的

民z yi 0 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不能有肯定的｜疗费’名称）。
期ζ 意见；不f言：因不信而猜度；怀疑z ～惑｜～｜在去1 U 」 yi 
心｜～虑｜迟～［猜～｜半信半～。＠不能确定｜多罕（；彝）＠古
的；不能解决的：～问｜～案（～义。 | 代盛洒的器具，也泛

E疑案】 yi ’an ~o 真相不明，证据不足，～时！ 指祭器z ～器｜鼎～。
难以判决的案件。＠泛指情况了解不够、不｜ （见右图〉＠〈书〉

能确定的事件或情节。 | 法度；常规z ～准。
E疑兵］ yiblng IEl 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而｜ τ仨l;-2 M 』 Yi 
布置的军正。 ｜葬（；彝）彝

E疑点E yidian ~怀疑的地方；不太明了的地！ 族：～剧。
方2 听了他的解释我仍有许多～｜把书上的～ IU幸届tll viiu r寄彝族
画出来请教老师。 | 戏曲剧种，在彝族

E疑窦E vidol』〈书〉圈可疑之点z ～丛生。 | 歌舞艺术的基础上
E疑犯】 yifan 圈指犯罪嫌疑人。 | 发展而成。流行于
E疑惑】 vihuo O 圃怀疑困惑：～不解。＠圈 l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彝

怀疑困惑之处2 解开心中的～。 I c彝族l Yizu 画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
脱Z yiji 圃因怀疑而生猜忌z 遭人～。 | 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
E疑问巾圈疑虑而恐惧2 令人～o i 壁 yi 见下。
E疑虑】 vilu o 画因怀疑而顾虑：～重重 l ～ I .r同
不安。’＠圈因怀疑而产生的顾虑：消除～。 I ［墨雪雾】 yiyi （书〉圆形容兽角锐利。

E疑难E yin6n [lT;2] 属性词。有疑问而难于判断

或处理的g ～问题卜，杂症。
E疑难杂症J yin6n z6zheng 各种病理不明或

难治的病。
E疑神疑鬼J yishen-yiguT 形容人多疑z 人家没

议论你，别那么～的。

E疑似E yisi 画怀疑是而不确定：～怀孕｜～有
人作弊｜～之间｜～病例。

E疑团E yitu6n ~积聚的怀疑；一连串不能解
决的问题z 满腹～｜～难解。

E疑问E yiwen ［富有怀疑的问题；不能确定或
不能解释的事情：产生～。

E疑问句l yiwenju 圈提出问题的句子，如“谁

来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是去呢还是不

去？”“我们坐火车去吗γ’在书面上，疑问句末

尾用问号。

E疑心E yixln O ~怀疑的念头：人家是好意，
你别起～。＠画怀疑②：看着眼前一排排崭
新的楼房，我真～自己走错路了。

E疑心病l yixlnbing 圈指多疑的心理。

、，

yi c I) 

乙1 yT 圈。天干的第二位。据仙页
1干支1。＠画“乙”字形状的记号，从前

读书写字时常常用到，例如读书读到一个地方
暂时停止，在上面画个“L ”形的记号，或是写
字有颠倒、遗漏，用曲折的线勾过来或把补写
的字勾进去，都叫作“乙”。古书多无标点，到
一段终了而下元空格时，有时也画个“三”形记

号，表示第二行起是另一段。 8 CY））姓。
乙2 yT 圈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级，乐

谱上用作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的“7”。
参看 448 页I工尺］ o

E乙部】 yTbu 圈史部。
E乙醇E yTchun IEJ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sOHo 元色的可燃液体，有特殊气味。
是制造合成橡胶、塑料、染料等的原料，也用作
溶剂、消毒剂、防腐剂。通1司司商精。

E乙腿E yTmi t81 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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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些4」 yT ｜乙已以

C,H,OC,H号。无色液体，易挥发，有特殊气

味，极易燃烧。是用途很广的溶剂，医药上用
作麻醉剂。

Z乙：快E yTqu岳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o 

无色的可燃气体，有臭味。可由电石和水作用

生成。用来合成有机物质，也用于照明或焊

接、切割金属。也叫电石气。

E乙酸E yTsuan IBl 醋酸。

E乙烯l yTxl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C, H, o 元
色的可燃气体，有甜香的气味。可以从天然

气、石油、焦煤中取得。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也

用于焊接、切割金属或促使果类成熟。

已 yi 0 停止：争论不～｜有加无～。＠圃
已经（跟“未”相对）：～婚｜～故｜～知｜时间

～过｜此事～解决。＠〈书〉画后画来g 过了－

会JL ：～而｜～忽不见。。〈书〉圃太；过z 不为
～甚。 0 (YT) 圈姓。

〈古〉又同“以2 ”。

E已而E yi’自r ＜书） 0 ~割不久；继而z 突然雷电
大作，～大雨倾盆。＠圃罢了（ba·le）。

E已经l yijlng 圃表示动作、变化完成或达到某

种程度：任务～完成｜他～来了｜天～黑了，他
们还没有收工｜我今年～七十了。

E已决犯］ yijuefan 圈经法院判决定了罪的犯

人。
E已然E yir6n 0 画已经这样；已经成为事实：
与其补救于～，不如防止于未然。＠画已经：

事情～如此，还是想开些吧。
E己往E yiw凸ng 圈以前；从前z 今天的农村跟

～大不一样了。
E己知妇 yizhlshu 圈代数式或方程中，数值
已经知道的数，如 x+y=S 中， 5 是已知数。

υ 『 1 yi 0 因用；拿z ～少胜
~ （＠＠铃吕） 多 l 晓之～理｜赠～鲜花。
＠圆依；按照s ～次｜～音序排列。＠团因 z

何～知之？｜不～人废言。＠［温表示目的：特
公布于此，～广视听！养精蓄锐，～待时机。＠

〈书〉由于z 在（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书〉圈跟

“而”相同 g 城高～厚，地广～；策。 8 (Yi) 圈

姓。
H 『 2 ~ yi 用在单纯的方位词前，组成
kλf吕）合成的方位词或方位结构，表
示时间、方位、数量的界限：～前｜～上｜三日～
后 l县级～上｜长江～南｜五千～内｜二十岁～

下。
E以暴易暴l yibao-yibao 用凶暴的代替凶暴

的，指统治者改换了，可是暴虐的统治依然不

变。现也指用暴力对付暴力。

E以便】 yibian l量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

使下文所说的目的容易实现z 请在信封上写

清邮政编码，～迅速投递。

E以次】 yici O 圈依照次序：～入座。 81Bl

次序在某处以后的；以下：～各章，内容从略。
E以德报怨E yide-baoyuan 用恩惠回报别人的

怨恨。
E以毒攻毒E yidu-gongdu 用毒药来治疗毒疮

等疾病，比喻利用恶人来制恶人或利用不良事
物本身的矛盾来反对不良事物。

E以说传百t】 yi ’在－chu6n' e 把本来就不正确的

话又错误地传出去，结果越传越错。

E以后E yihou t萄方位词。现在或所说某时之

后的时期 z 从今～｜五年～｜毕业～！～我们还

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E以还】 yihu6n ＜书〉画过去某个时期以来z 隋

唐～，方兴科举。

E以及E yiji ［通连接并列的词或词组（“以及”前
面往往是主要的）：院子里种着大丽花、月季、

夹竹桃～其他的花木。
E以己度人】 yiji-du6ren 拿自己的心恩来衡量
或揣度别人。

E以假乱真l yiji凸－luanzh岳n 用假的东西冒充真

的或在真东西里面掺杂假的东西，使真假难
辨。

E以降】 yijiang ＜书） IBl 方位词。在某一时期

以后：自唐～ l 晚清～。
E以近l yijin IBl 指铁路、公路、航空等路线上比
某个车站或机场近的。例如从北京经过石家

庄、郑州到武汉，石家庄、郑州都是武汉以近的

地方。
E以做效尤l yijingxiaoy6u 用对一个坏人或一

件坏事的严肃处理来警告那些学做坏事的人。
E以来】 vilai IBl 方位词。表示从过去某时直到

现在的一段时期z 自古～｜长期～｜有生～｜改

革开放～。

E以泪洗面E yil岳i-ximian 用眼泪来洗脸，形容

因极度悲伤而泪流满面g 遭此大难，她终日～。

E以邻为整l yilin-weihe 拿邻国当作大水坑，

把本国洪水排泄到那里去，比喻把灾祸推给别

人。
E以卵击石E yiluan-jlshi 用蛋打石头，比喻不自

量力，自取灭亡。也说以卵投石。

E以卵投石E yiluan-t6ushi 以卵击石。

E以貌取人］ yimao-q心ren 只根据外表来判断

人的品质或能力。

E以免l yimian ~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
目的是使下文所说的情况不至于发生：加强

安全措施，～发生工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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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期】 yiqi I通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下

文是前半句所说希望达到的目的：再接再厉，

～全胜。
E以其昏昏，使人昭昭E yi qi hunhun' shi ren 

zhaozhao 用自己模糊的认识，想要使别人

明白（语出《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

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勺。
E以前l yiqian f8l 方位词。现在或所说某时之

前的时期z 毕业～｜三年～｜很久～｜～他在这

里工作过。
E以人废言】 yiren-feiyan 因为某人不好或不

喜欢某人而不管他的话是否有道理，概不听

取。
E以人为本】 yiren-w岳1ben 指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臼标，把人民的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切实保障其经济、
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E以柔克刚l yir6u-kegang 用温和的方法、子

段制伏强硬的对手。

E以上】 yishang 圈方位词。＠表示位置、次

序或数目等在某一点之t：半山～石级更陡
县级～子部。＠指前面的（话）：～所说的是

总的原则，下面讲具体做法。
E以身试法】 yish岳n-shif凸以自己的行为来试

法律的威力，指明知法律的规定而还要去做触
犯法律的事。

E以身作则］ yish岳n-zuδze 用自己的行动做出

榜样。
E以汤沃雪E yitang woxu岳把热水浇在雪上，
雪很快就融化，形容事情极容易解决。

E以外E yiwai 圈方位词。在→定的时间、处

所、数量、范围的界限之外＝十天～｜办公室～｜

五步～｜除此～，还有一点要注意。
E以往l yiwang [BJ 从前，以前．产品的质量比

～大有提高｜这地方～是一片荒野。
E以为l viwei I到认为：不～然｜这部电影我～
很有教育意义｜我～是谁呢，原来是你。

E以下】 yixia 圈方位词。＠表示位置、次序或

数目等在某一点之下：气温已降到零度～｜请
勿携带三岁～儿童入场。＠指下面的（话） : 
～就要谈谈具体办法。

以忆 m怡尾矣茵迄｜ yI ~549 j 

E以眼还眼，以牙还牙E yiyan-huany巾， vTva

-huanya 比喻用对方所使用的手段还击对

方。
E以→当十l ylyi-dangshi 一个人抵挡十个人，
形容勇敢善战，以少胜多。 三矗

E以逸待劳E yTyi-dailao 指作战的时候采取守主主

势，养精蓄锐，等待来攻的敌人疲劳后再出击。
E以远】 ylyuan 圈指铁路、公路、航空等路线上
比某个车站或机场远的。例如从北京经过济
南往南去上海或往东去青岛，上海和青岛都是
济南以远的地方。

E以怨报德l ylyuan-baode 用怨恨回报别人对
自己的恩惠。

E以至E yizhi 圈。直到。表杰在时间、数量、
程度
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无穷，而实践和认识
之每－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
程度。＠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由于上
文所说的动作、情况的程度很深而形成的结
果z 他非常专心地写生，～刮起大风来也不理
会｜形势的发展十分迅速，～使很多人感到惊
奇。｜｜也说以至于。

E以至于l yizhiyu ~望以至。
E以致E yTzhi B重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下

文是上述原因所形成的结果（多指不好的结
果）·他事先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做出了错误
的结论。

E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yTzTzhimao, g6ngzTzhi
dun 用你的矛来和l你的盾，比喻用对方的观
点、方法或言论等来反驳对方。参看 882 页
1矛盾lo
纪← yi 圈金属元素，符号 Y 是一

（纪）种稀土元素。银灰色。用来制合
金、特种玻璃、电子和光学器件等。-q yi 献。

[t;王米E yTmT 圈慧米。

［！＇.王仁l vTren IB1 慧米。

JL.与 yi ＜书〉＠痴呆。＠静止：～然不动。
-11口另见 178 页 chi 0 

尾 yT 叫回特指马尾巴上的毛z 马～
罗（底儿用马尾巴上的毛编成的罗）。＠特

指蟠赂等尾部的针状物z 三～JL（雌监号蝉）。
另见 1364 页’ w邑 i0

矣 yT ＜书〉圈＠用在句末且“了”相同 z 由
来久～｜悔之晚～。＠表示感叹z 大～哉。

吉川叫阿］o
、k- yT 固往；向（表示在某一方向上

摆c~迪）的延伸）：天安门～西是中山公



1550 I yi-yl i 迄蚁般酌倚康椅颜娥踌踌踹义一飞亿义

园，～东是劳动人民文化宫。

另见 1544 页 yi 0 

E造通E yili ＜书〉圈曲折连绵：队伍沿着山道

～而行。
重重量品、， • .,_ • vi 圈。昆虫，种类很

重重以（曦、喝）兰，一般体小，呈黑、褐、红
等色，触角丝状或棒状，腹部球状，腰部细。成
群穴居，分雌蚁、雄蚁、工蚁和兵蚁。雌蚁和雄
蚁都有单眼，有翅。工蚁和兵蚁都没有翅，生
殖器官不发达。 8 CYi) 姓。

E蚁蚕E yican 圈蚕蚁。

E蚁后l yihou 圈雌蚁。

E蚁醒E yiquan 圈甲靡。

E蚁族l yizu 函指受过高等教育、聚居在城乡

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在大城市就业打工的年轻

人。
l{f,,, yi ＜书〉使船靠岸。
她义（腾、叶靶’
酌训酌剂：芳香～。阳叫

E融弗lj] yiji 圈含有糖和挥发油或另含有主要

药物的酒精溶液的制剂。

t左 yi 0 I到靠着z ～马千言｜～着门框朝外
l用看。＠仗恃z ～势欺人｜～老卖老。＠
〈书〉偏；歪＝不偏不～。 0 <YD[B] 姓。

E倚傍l yibang 圃依傍。

E倚靠E yikao 圈＠依赖；依靠。＠身体靠在

物体上。
E倚赖J vilai ~盈依赖。
E倚老卖老l yil凸o-mail凸o 仗着年纪大，卖弄老

资格。
E倚马可待E yim凸－k品da』形容文思敏捷，写文

章快。参看 1550 页I倚马千言1。
E倚马千言E yim凸－qianyan 晋代桓温领兵北

征，命令袁虎速拟公文，袁虎靠着战马，一会儿
就写了七张纸，而且写得很好（见于《世说新语·
文学妙。形容文思敏捷，写文章快。

E倚仅:l yizhang 画靠别人的势力或有利条件；

依赖 z ～权势｜不要～力气大欺负小同学。
E倚重E yizhong 圈依靠，器重：～贤才。

康 yi 0 古代的一种屏风。 8 CYi)酣

岳兰三 yi 椅子z 藤～｜躺～｜～垫｜桌～板凳。
i口另见 1543 页 yT。

E椅子l yi•zi ［望有腿有靠背的坐具。
11目 yi ＜书〉安静（多用于人名）。
凯（摆）
娥 yi ＜书〉同‘‘蚁

另见 340 页邑o

忐争~ yi 见下。
』 J:i I 

U每旋E yini ＜书〉圄柔和美好：风光～0
日左 yi ＜书〉用力抵住。
E口l

由奇 yi （书〉咬s ～拢。
母（蜻）

E古奇古z:J vihe 〈书〉画＠咬；啃。＠忌恨；
倾轧。

飞

γI ( I ) 

义 yi ＜书〉治理；安定z ～安时无事）。

－飞 yi 0 （书〉用带有绳子的箭射鸟：～获 i
～鬼与雁。＠〈书〉用来射鸟的带有绳子

的箭。 8 CY)) ［雹姓。

E一飞获E yihuo 〈书〉函。射中（飞禽）。＠捕
获（逃犯、盗匪）。

E飞腔E yiqiang ~戈阳腔。
（－＇飞阳腔l yiyangqiang ［＇组戏曲声腔之→．起
源于江西戈阳，流行地区很广。由一人独唱，
众人帮腔，用打击乐器伴奏。也叫飞腔。

亿中 yi 0 现一力万。＠鹰古代指
丁 （健）十万。 8 CY））圈姓。
E亿万】 yiwan 圈泛指极大的数目·～民众。

E亿万斯年l yiwansinian 形容元限长远的年

代。

\°'I 」L yi 0 公正合宜的道理；正义z 道
儿（萎）～｜大～灭亲 i～不容辞。＠合乎
正义或公益的z ～举｜～演。＠情义：忘恩负
～｜情深～重。。意义：字～｜定～。＠因抚
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父｜～女。＠人工

制造的（人体的部分） ：～齿｜～肢。 0 CY］）圈
姓。

E义不容辞l yibur6ngci 道义上不允许推辞。

E义仓l yicang IBl 旧时地方上为防备荒年而
设置的公益粮仓O

E义齿l yichi IBl 假牙。

E义地】 yidi IBl 旧时埋葬穷人的公共墓地，也

指由私人或团体购置，专为埋葬一般同乡、团
体成员及其家属的墓地。

E义愤E yifen 圈对违反正义的事情所产生的

愤怒：满腔～J～填膺。
E义愤填膺E yifen-tianying 胸中充满义愤。

E义工E yigong ［萄＠自愿参加的无报酬的公
益性工作z 学生们在居委会干部指导下从事
～。＠从事义工的人．退休后他到福利院当



起了～。

E义和团J Yihetu6n 函 19 世纪末我国北方人
民自发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

E义举E yij凸圈为正义或公益的事情而采取的

行为。

E义捐E yijuan 圈为正义或公益的事情捐献钱

物z 开展救灾～活动。
E义军J yijun IBl 起义的或为正义而战的军队。

E义理J yili IBl 0 符合正义的行为准则和道
理z 遵从～。＠言论或文章的内容和道理z
剖析～。

E义卖J yimai I司为了给正义或公益的事情筹

款而出售物品，出售的物品往往是捐献的，售
价一般比市价高。

E义拍E yipai 阉为了给正义或公益事业筹款
而拍卖物品，拍卖的物品往往是捐献的。

E义旗J yiqi 圈义军的旗帜。
E义气】 yi•qi 0 圈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

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z 讲～｜～凛然。
－~固有这种气概或感情：你看他多么慷慨，
多么～。

E义赛E yisai 画为了给正义或公益事业筹款

而举行体育比赛。
E义师E yishl 圈义军。
E义士E yishi 理］勇于维护正义的人；侠义的

人。
E义无反顾］（义无返顾） yiwutangu 在道义上

只有勇往直前，绝对不能退缩回头。
E义务J viwu o 圈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
尽的责任，例如服兵役（跟“权利”相对）。＠函

道德上应尽的责任：我们有～帮助学习差的同

学。＠回到属性词。不要报酬的z ～劳动｜～
演出。

E义务兵E yiwublng 圈按义务兵役和l服役的

士兵。
E义务兵役制】 γiwu blngyizhi 国家关于公民
依照法律在一定年龄内有服一定期限兵役义
务的制度。通常包括服现役和服预备役。

E义务教育】 yiwu jiaoyu 国家在法律中规定

一定年龄的少年儿童必须受到的一定程度的

教育。
E义项E yixiang I萄字典、词典中间一个条目内
按意义分列的项目。

E义形于色l yixingyuse 义愤之气显露在脸

上。
E义学J yixue IBJ 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
益金创办的免费的学校。

E义演】忻州n I到为了给正义或公益的事情筹

款而举行演出。

主主」 y) 巴些1」

E义勇】 yiy凸ng ~因为正义事业而勇于斗争的 g

～军｜～之气。
E义勇军E yiyongjun 圈人民为了抗击侵略者

自愿组织起来的军队。特指我国抗日战争时
期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一种抗日武装。 主重

E义战】 yizhan 圈正义的战争。 三三三
E义诊E yizh岳n 画＠为了给正义或公益的事

情筹款而设门诊给人治病。＠医生元报酬地
给人治病。

E义正词严E yizheng-ciy6n 道理正当，措辞严

肃。也作义正辞严。
E义正辞严E yizheng-ciy6n 同“义正词严”。

E义肢E yizhl 圈假肢。
E义家E yizh凸ng ［萄旧时埋葬元主尸骨的坟

墓。

艺斗 i ＠技能技术：工～｜手～｜园
（霎）～！～高人胆大。＠艺术g 文～ i

曲～｜～人。＠〈书〉准则；限度＝贪贿无～。
0 CYi）~姓。

E艺德E yid岳［苞艺术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德。

E艺林E yilin 圈＠指图书典籍萎萃的地方。
＠指文艺界：驰誉～｜～盛事。

E艺龄E yiling 圈演员从事艺术活动的年数。

E艺名J yiming 画艺人为从艺起的另lj名。

E艺人J yir在n ~o 戏曲、曲艺、杂技、影视等演

员。＠某些手工艺工人。
E艺术】 yishu o 圈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

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
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
画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z 领导～。＠

陋形状或方式独特且具有美感z 这棵松树的

样子挺～。
E艺术家E yishujia 圈从事艺术创作或表演而
有一定成就的人。

E艺术品E yishupin 圈艺术作品，一般指造型

艺术的作品。
E艺术思维E yishu slwei 形象思维。

E艺术体操E yishu ticao 体操运动项目之一，

女运动员手持球、绳、国、棒、带等，在音乐伴奏
下做走、跑、跳、转体、平衡等各种动作，富于艺
术性。也叫韵律体操。

E艺术性E yishuxing ［包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
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感情所达到的准确、鲜
明、生动的程度以及形式、结构、表现技巧的完
美的程度。

E艺徒J vitu ＜方〉［吕学徒工。
E艺文志J yiw自nzhi 圈。我国纪传体史书和
政书、方志等记载的图书目录。＠指方志中
所辑录的诗文。



I 1552 I y1 ｜艺刘忆艾位议屹亦衣异

E艺员l ylyuan 圈港台地区指演员。

E艺苑】 ylyuan 圈文学艺术套萃的地方，泛指
文学艺术界：～奇施。

矗刘 yi ＜书〉割（草或谷类）：～麦｜～草。

三厄山 i 回想；记得：回～ l记～。
一－ Jr c’眩）

E忆想E yixiang 圈回想z ～往事。

艾 yi ＜书〉＠同“义”。＠惩治： ）！［＇，~ 0 

另见4 页凸 i 0 

i户 yi 见下。
l乙」另见 437 页 g岳。

[f乞f乞E yiyi ＜书〉圈。强壮勇敢。＠高大。
、1、I yi 0 意见；言论：提～｜建～｜异
议（撬）～。＠圈商议：～论｜～定｜自报
公～｜这件事大家先～一～。＠议论；评说：
非～｜热～。

E议案E yi’。n l1SJ 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
E议程】 yicheng 圈会议上议题或议案讨论的

程序。
E议定E yiding 圈商议决定：～书｜当面～价

款。
E议定书E yidingshu 画一种国际文件，是缔约

国关于个别问题所取得的协议，通常是正式条
约的修正或补充，附在正式条约的后面，也可
作为单独的文件。有时也把国际会议对某问
题达成协议并经签字的记录叫作议定书。

E议购】 yigou 国按买卖双方议定的价格收购。

E议和】 vihe 圈进行和平谈判；通过谈判，结束
战争。

E议会】 yihui 圈。某些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

一般由上、下两院组成。议会成员由选举产
生。也叫议院。＠某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机
关。｜｜也叫国会。

E议会制E yihuizhi 画一种政治制度。采取这
种制度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议会有立法和监

督政府的权力，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

责。也叫国会制、代议制。

E议价E viiia o c -11- ）［到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
议定货品价格。＠圈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

议定的货品价格。
E议决E yijue 画会议对议案经过讨论后做出

决定。
E议论E yilun O 巨型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
表示意见：～纷纷｜大家都在～这件事。＠函l
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所表示的意见z 大

发～。
E议论文E yilunwen 圈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文
章，通常要具备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

也叫论说文。

E议事】 yishi 圃商讨公事：～日程。

E议题】 yiti t8l 会议讨论的题目：确定～！中心
~ 。

E议席l yixi t8l 议会中议员的席位。

E议销E yixiao 画按买卖双方议定的价格销

售。

E议员E yiyuan tsJ 在议会中有正式代表资格，

享有表决权的成员。

E议院l yiyuan ~事议会①：上～｜下～。
E议长l yizh凸ng 圈议会的领导人。

E议政E yizheng ［虱议论政事g对政府的方针政

策和管理工作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参政～。

屹 yi ＜书〉山峰高耸的样子：～立。

E屹立】 yili 圈像山峰一样高耸而稳固地立着，

常用来形容坚定不可动摇z 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天安门广场上。

E屹然E yiran 圈屹立的样子z ～不动。

τ市→ ＠〈书〉圈也（表示同样）；也是 z 反之
／、～然｜人云～云。＠ CYl）圈姓。
E亦步亦趋】 vibu-viqu 《庄子·田子方》z “夫子

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意思是老师走学生也
走，老师跑学生也跑。比喻自己没有主张，或
为 f讨好，每件事都效仿或依从别人，跟着人
家行事。

E亦庄亦谐E yizhuang-yixie c讲话或文章的内

容）既庄重，又风趣：他的演讲～，很吸引听众。

衣 yi 南京衣服）；拿衣服给人穿z ～布
衣｜解衣～我。
另见 1541 页 yT。

异 … yi 0 有分别；不相同：～口同
了真）声｜大同小～｜日新月～｜求同存

～。＠奇异；特别：～香｜～闻。＠惊奇；奇

怪：惊～｜深以为～。＠另外的；别的：～日 i
～地。＠分开＝离～｜～樊（亲属分家〉。＠
CY））圈姓。

E异邦E yibang tsJ 外国。
E异彩E yicai tsJ 奇异的光彩，比喻突出的成就

或表现：大放～｜～纷呈。

E异常E yichang O 圈不同于寻常：神色～l情

况～｜～现象。＠圃非常；特别g ～激动 1～美
丽｜～反感。

E异词E yici 圈异言。

E异地E yidi 圈＠他乡；外地2 流落～｜～相逢。

＠不同的地方z ～重建。

E异动E yidong 圈＠异常行动：军事～。＠

异常变动z 股价～｜市场～。

E异读1 vidu 圈指一个字表示同→个意义时习



惯上具有的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读法，如“谁”字
读 sh自 l 又读 shui 。

E异端E yiduan 圈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

或教义：～邪说。

E异国】 yigu6 圈外国：～情调｜～他乡。
E异乎寻常】 yihC』－xunchang 不同于平常。

E异化E yihua 圈。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

得不相似或不相同。＠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
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
西。＠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
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

同。
E异化作用】 yihua zuoyor陌生物体在新陈代

i射过程中，自身的组成物质发生分解，同时放
出能量，这个过程叫作异化作用。

E异己） yijT !BJ 同一集体中在立场、政见或重大

问题上常跟自己有严重分歧甚至敌对的人：

～分子｜排除～。
E异腊E yijing l望短基和异氨基（ NC）的化

合物，元色液体，有剧毒，恶臭。旧称肘。
E异军突起】 yijun-tuqi 指新的派别或新的力量

突然兴起。
E异口同声】 yikou-t6ngsh岳ng 形容很多人说

同样的话。

E异类】 vi lei 圈。不同的种类。＠旧时称外
族。＠指鸟兽、草木、神鬼等（对“人类”而言） 0

E异曲同工】 yiqu-t6ngg6ng 不同的曲调演得
同样好，比喻不同的人的辞章或言论同样精

彩，或者不同的做法收到同样好的效果。也说
同工异曲。

E异趣E viqu ~o 不同的志趣、情趣。＠不同
于一般的趣味z 点画之间，多有～。

E异日E yiri （书〉圈＠将来5 日后．委之～｜留

待～再决。＠从前；往日·谈笑一如～。
E异数E yishu ~特殊的情况；例外的情形。
E异体E yiti 0 IEl 不同的形体：～字。＠圈
不同属一个身体或个体：～组织移植｜雌雄～。

E异体字） yitizi IEl 跟规定的正体字同音同义

而写法不同的字，如“致”是“考”的异体字，“院”

是“堤”的异体字。

E异同】 yit6ng 圈。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z 分

别～。＠〈书〉异议。

E异位娃振J yiwei r岳nshen 受精卵在子宫腔
外（如输卵管、卵巢等处）的娃振，常见的是输
卵管娃直辰，输卵管发炎便受精卵不能顺利进入
子宫腔内而附着在管壁 t，当破裂或流产后，

可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通称宫外

孕。

E异味J yiwei 圈＠不同寻常的美味；难得的

主塑」 yl 巴些？」

好吃的东西：～佳肴。＠（～儿）不正常的气
味：食物一旦有了～儿，就不能再吃了。

E异物E yiwu 圈。不应进入而进入或不应存

在而存在于身体内部的物体，通常多指非生物
体，例如进入眼内的沙子、掉进气管内的玻璃量重三
球等。＠〈书〉指死亡的人z 化为～。＠〈书〉三三三
奇异的物品。

E异乡J ylxiang 圈外乡；外地（就作客的人而

言）：客居～。

【异香】 yixiang 圈异乎寻常的香味：～扑鼻。
E异想天开】 ylxi凸ng-tiankai 形容想法离奇，不
切实际。

E异心E yixln 圈不忠实的念头：怀有～。

E异形词】 yixingci 圈书面语中音义相同、用

法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如“座位”和

“坐位”，“信口开河”和“信口开合”。
E异型E yixing E回属性词。通常指某些材料剖

面形状不同于常见的方形、圆形等形状的z ～
钢｜～砖。

E异性】 yixing 0 圃属性词。性别不同的；性

质不同的2 ～朋友｜～的电互相吸引，同性的电

互相排斥。＠圈指异性的人或事物：追求
~ 。

E异姓】 ylxing 圈属性词。不同姓的z ～兄弟。

E异言E yiyan E量表示不同意的话2 并无～。
E异样E yiyang 圈＠两样；不同：多年没见了，

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特殊：人
们都用～的眼光打量他。

E异议E yiyi 固不同的意见s 提出～。

E异域E vivu 圈。外国。＠他乡；外乡。
E异族E yizu 圈外族。

抑1 yi 0 向下按3压制， ~1M I ～郁1a~1～
强扶弱｜～恶扬善。 49 (Yi) 圈姓。

抑2 yl ＜书〉圈。表示选择，相当于“或是、
还是”：求之软，～与之坎？＠表示转折，

相当于“可是、但是、然而飞多则多矣，～君似
鼠。＠表示递进，相当于“而且飞非惟天时，
～亦人谋也。

E抑或】 yihuo ＜书） l!il 表示选择关系：不知诸

位是赞成，～是反对。
E抑扬J yiyang 画（声音）高低起伏。
E抑扬顿挫】 yiyang duncL』δ （声音）高低起伏
和停顿转折。

E抑郁1 vivu l1f2l 心有怨’愤，不能诉说而烦｜、；Ii) : 

心情～。
E抑郁症】 yiyuzheng 圈一种精神疾病，症状

是情绪低落、自我责难、焦虑不安或反应迟钝
等，严重时会自我伤害甚至自杀。也叫忧部

症。



王军三

口些 y1 抑刘代吃邑她供役译枪易峰钱 f待你泱悴诣驿

E抑止l yizhi 圈抑制②。
E抑制】 yizhi 富国＠大脑皮质的两种基本神经

活动过程之一，是在外部或内部刺激下产生
的，作用是阻止皮质的兴奋，减弱器官的活动。
睡眠就是大脑皮质全部处于抑制的现象。＠

压下去；控制l z 他～不住内心的喜悦。

•... • yi 同“刘”。
XU C ：；艾。）
毛 yi （书〉小木桩。

日艺（囔、语） yi 

E吃语】 yiy心圈梦话。

吃语：梦～。

邑 yi 0 （书〉城市：如｜通都大～。如
时县的别称：～境｜～宰（县令）。

, yi （书〉重叠3重复。H也（胞）另见叫页 yi。
侠 yi 失传；散失z ～名。

~Jl,. yi 0 需要出劳力的事：劳～｜摇～。＠
1，民兵役2 月民～｜现～｜退～｜预备～。＠役使：

奴～。 01日时指供使唤的人2 仆～｜衙～。＠

战争；战役：平型关之～o
E役畜E vichu 函力畜。
E役龄E yiling ~ 0 适合服兵役的年龄。＠
服兵役的年数。

E役使】 yishi 画使用（牲畜）；强迫使用（人力）：

～骤马｜～奴婷。

立3ζM” yi 0 ［翻翻译z 口～｜笔～｜直～｜
碎（嚣）～文｜～了一篇英文小说。8 (Yi) 

臣E 姓。
E译本E yib邑n ~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本子：
这部著作已有两种外文～。

E译笔】 yibi 圈指译文的质量或风格：～流畅。
E译介】 viiie 圈翻译介绍：～英美文学作品。
E译名l yiming 圈翻译出来的名称。

E译文E yiwen 圈翻译成的文字。

E译意凤J yiyif画ng 圈会场或电影院使用的一

种翻译装置。译员在隔音室里把讲演人或影
片里的对话随时翻译成各种语言，听的人可以
从座位上的接收器中挑选自己懂得的语言，并
通过耳机收听。 E英 earphone]

E译音】 yiyln 0 rnfil 把一种语言的话词用另一

种语言中跟它发音相同或近似的语音表示出
来，例如“ OOJJbWeBHK”译成“布尔什维克”，

“sofa”译成“沙发”。＠圈按译音法译成的
音。

E译员E yiyuan 圈翻译人员（多指口译的） 0

E译制E yizhi ［翻翻译制作（影视片等〉。

E译注l yizhu ［翻翻译并注解z ～古籍｜《孟子

E译著l yizhu O rnfil 翻译著述：毕生从事～工
作。 8~ 翻译著述的作品，也专指翻译的作

品·出版了多种学术～。
E译作l yizuo 圈翻译的作品。

枪口书上说的一种树。

易1 yi 0 fi脆来不费事的；容易（跟“难哺
对）：简～｜轻～｜～如反掌｜显而～见｜得

来不～。＠平和：平～近人。＠〈书〉轻视。

易2 yi 0 改变；她变～｜～名｜移风～俗｜
不～之论。＠交换z 贸～｜交～｜～货协

定｜以物～物。 0 (Yi)~ 姓。

E易拉罐l yilaguan 画一种装饮料或其他流质

食品的金属罐，封闭罐口的金属片容易拉开，

所以叫易拉罐。

E易容E yir6ng 圈通过化装、手术等改变容貌，

让人辨认不出 z 凶手～潜逃。
E易如反掌】 yiruf凸nzh凸ng 像翻一下手掌那样
容易，形容事情极容易办。

E易手E yish凸u 画（政权、财产等）更换占有者：

他家原先的住宅早已～他人。

E易位】 viwei 圈变换位置z 地震使山体～！由

职员进入管理层，发生了角色～。

E易于】 vivu 圈容易：这个办法～实行。
E易帜】 yizhi rnfil 国家或军队更换旗子，指政权

性质发生变化或投向敌方。
E易主】 yizhu 自由（政权、财产等）更换主人2 江

山～｜房产～。

峰（晖） ~i 峰山，山名，在山东。
b.h. yi 0 古代的一种方鼎。 8 CYi) 
节＼（武）圈姓。
借 yi 古代乐舞的行列。

你 yi

泱 yi

见 1452 页I解仿；］（ xi在yi〕。

〈书〉＠放纵。＠同“溢”。

悻（悻） yi 
〈书〉欢喜；高兴。

、 I--". yi （书〉＠到某人所在的地方g

z百（言旨）句某个地方去看人（多用于所尊敬
的人）：～烈士墓参渴。＠（学业、技术等）所

达到的程度：造～｜苦心孤～。

驿－ yi 驿站（今多用于地名）：龙泉～
CJ睫）（在四川） j 郑家～（在湖南）。

晖道E yidao 圈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等用的道



驿绎榄轶肤食狼弈奕疫教界把自邑益泡恒谊场勋逸翔翌赐隘｜ yi 巴些主」

路，沿途设有驿站。

E驿站l yizhan [=81 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及
往来官员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u

络 I ＜书〉抽出或理出事物的头绪
牛（徨）来：寻～｜演～｜扣。
槌. . yi 啪桨。

(ii拽）’
轶 iO 同6逸响。＠（叫

（轶）姓。
肤 yi 见下。

另见 303 页 dieo

E肤丽E yili （书〉睛容貌美丽。

食 yi 用于人名，邮食其（川川朝人。
另见 1187 页 shi; 1242 页 sL

独川825 刚刚。
$ yi 0 （书〉围棋。＠〈书〉下棋z 对～｜
71 ～棋。 8 CY））画姓。

奕 yi 0 （书〉盛大 8 CY））酬

E奕奕l yiyi 庄园精神饱满的样子z 神采～。

疫 yi 瘟疫2 鼠～｜时～ l 防～ l～情。

E疫病E yiblng IEl 流行性的传染病：～流行。
版苗E ylmiao 圈能使机体产生免疫力的病

毒、立克次体等的制剂，如牛症苗、麻彦疫苗
等。通常也包括能使机体产生免疫力的细菌
制剂、抗毒素、类毒素。

E疫情】 yiqing 圈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z 控

制～l～报告。
E交区E yiqu IBJ 疫病流行的地区。

教 i （书〉厌弃；厌倦。
（敦）另见324 页 duo

界 Yi 0 上古人名传说是夏代有穷国的君
主，善于射箭。＠圈姓。

在旦 yi ＜书〉＠画：～取｜～彼注兹（从那里回
~D 出来倒在这里头）。＠牵引；拉。

E抱取E yiq心〈书〉画画。

E担注J yizhu ＜书〉圈指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
来以补不足的地方。

H邑 yi ＜书〉同“l邑”。

益 γiO 增加＝增～｜延年～寿。如〉圈
更加＝多多～善｜精～求精。＠好处（跟

“害”相对），利～ l公～ 1权～ l 受～不浅。＠有

益的（跟“害”相对） ：～友 l～鸟。 0 CY））圈姓。

E益虫】 yich6ng 陷］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的
昆虫，如吐丝的蚕，酿蜜和传播花粉的蜜蜂，捕
食农业害虫的蜷郎、瓢虫、蜻蜓等。

E益处】 yichu 圈对人或事物有利的因素p好

处。
E益发E yifa 圈越发；更加z 白他病倒以后，家
里的日子～艰难了。

E益母草E yimucao 置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豆豆E
物，茎有四棱，基部的叶子有长柄，略呈圆形，茎三三
部的叶子掌状分裂，裂片狭长，花淡紫红色，坚

果有棱。全草人药。也叫芜蔚Cchi5ngw自1 ）。
E益鸟E yin1凸0 IEl 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的鸟

类，如捕食害虫的燕子、杜鹊等。
E益气l yiqi 画中医指治疗气虚，增强人体机
能和抵抗力：～活血｜人参～。通称补气。

E益友E yiyau l司对自己思想、工作、学习有帮
助的朋友：良师～。

E益智E yizhi i司有益于智力发展s增长智慧z
陶情～ i少儿～玩具。

Y邑 yi 〈书〉沾

恒 yi ＜书〉忧愁不安＝忧～｜郁～ i～～不乐o

、吆主r 山 yi 交情＝友～l情～｜深情厚～。

E且（谊）
场 yi ＜书〉＠田间的界限。＠边境：疆～。

勋叩 yi 0 （书〉劳苦。们器物的
（勘）棱角、锋芒等磨损·螺丝扣～了。

、l马 yi 0 安乐；安闲z 安～｜以～待劳 l 一劳
）ζ~ 永～。＠逃跑：奔～｜逃～。＠避世隐
居 z 隐～｜～民。。散失；失传：散～ 1～文｜～
书｜～事｜～｜清。＠超过一般：超～｜～群。

m,乐E vile 圈闲适安乐。

E逸民E yimin 圈古代称避世隐居不做官的人，
也指亡国后不在新朝代做官的人。

E逸事l yishi 函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

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这部书里记载

了很多名人～。
E逸闻E vi wen 咽世人不大知道的传说（多指

不见于正式记载的）。

m,豫E vivu 〈书〉田园安逸享乐2 ～亡身。
翔 yi （书〉辅佐；帮助， ~it I ~!/II' o 

E湖戴E yidai ＜书〉［翅辅佐拥戴。
E湖赞E yizan ＜书〉南辅助。
翌 yi ＜书〉次于今日今年的， ~a I ~.if I 

～晨（第二天早晨）。
E理日】 yiri （书） l组次日。

踢 yi （书〉太阳在云中忽隐忽现。

”县ιyi 〈书〉咽喉。
’立皿另见 6 页。i 0 



I 1臼6 I yi ｜鸦肆襄裔意

鹏 i ＜书〉同“鹤”。
（踌、号，皖）

。鸟鹏E yiyi ＜书〉睡~形容鹅叫的声音。

一－ 肆 yi 学习 z ～业｜～习时。

三三三雪眩幸业E vive 医国＠修业；学习（课程）。＠（学
生〉没有达到毕业年限或程度而离校停学 z ～

生｜高中～。
襄 yi ＜书〉书套

裔 γi 0 ＜书〉后代2 …～。如〉边
远的地方：四～。 0 (Yi) [BJ 姓。

ζ些1 yi 0 心愿；意向 2 任～｜满～｜本～ 1
,m, 来～。＠语言文字等的意义z 语～！词不

达～。＠意料；料想：～外｜出其不～。＠思
想；想法：立～｜创～。 0 (Yi) 圈姓。

主也2 Yi 圈指意大利。

JI.! 、

E意表E yibi凸o 圈意想之外z 出人～。
E意粉E yif岳n [BJ 意大利通心粉的简称。也泛

指通心粉。

E意符1 vitu 圈形旁。
E意会E yihui 画不经直接说明而了解（意思） : 
只可～，不可言传。

E意见l vi·jian 圈＠对事情的一定的看法或
想法z 谈谈你对工作的～｜咱们来交换交换～。
＠（对人、对事）认为不对因而不满意的想法：
我对于这种做法有～｜人家对他的～很多。

E意匠E yijiang 圈指诗文、绘画等的构思设计：

别具～。
E意境E yijing 圈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
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

E意料E yiliao 圃事先对情况、结果等进行估

计：～之中｜出乎～｜～不到的事。
E意念E yinian 圈念头；想法：这时每人脑子里
都只有一个～z “胜利！”

E意气E yiqi 固＠意志和气概z ～高昂｜～风

发。＠志趣和性格 z ～相投。＠由于主观和
偏激而产生的情绪z 闸～｜～用事。

E意气风发E yiqi-f岳ngf。形容精神振奋，气概

昂扬。
E意气用事E yiqi-yongshi 只凭感情办事，缺乏

理智。

E意趣E viqu rBJ 意味和兴趣2 ～盎然。
E意识E yi•shi 0 ［却觉察（常跟“到”连用），天
还冷，看见树枝发绿才～到已经是春天了。＠
圈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
觉J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
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存在决

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

E意识流】 vi·shiliu IBl 原是心理学概念，指人

类的思维活动如同流水，后成为现代文学创作
中一种广泛应用的文字表现技巧，采用自由联
想、内心独白等手法再现人的深层思想意识活

动和自然心理的流动。
E意识J彭态E yi·shi xingtai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

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
和见解，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
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
成部分，在阶级社会皇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
形态。

E意思】 yi· si 0 [BJ 语言文字等的意义；思想内
容：“节约”就是不浪费的～｜要正确地了解这

篇文章的中心～｜你这句话是什么～？＠圈意
见；愿望z 大家的～是一起去｜我想跟你合写一

篇文章，你是不是也有这个～？＠直到指礼品所
代表的心意z 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儿～，你就收下
吧！ 0 [;ID 指表示一点儿心意z 大家受累了，得

买些东西～一下。＠圈某种趋势或苗头g 天

有点儿要下雨的～｜天气渐渐暖了，树木有点儿

发绿的～了。＠圈情趣；趣味：这棵松树长得
像座宝塔，真有～｜那种聚会～不大，我不想去
参加。

E意图l vitu o 画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
主观～｜他的～很明显，是想要那本书。＠［刻

打算；想要z ～谋反｜～行骗。
E意外】 yiwai o 回意料之外的：感到～1～事

故。 81Bl 意外的不幸事件：严禁烟火，以免

发生～。
E意味E yiwei 圈＠含蓄的意思：话里含有讽
刺～。＠情调；情趣；趣味：～无穷｜富于文学
~ 。

E意味着E yiwei•zhe 圈含有某种意义：他这么

说～不想参加｜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节省。
(l意想E yixiang 画料想；想象：～不到｜比赛结

果在～之中。
E意向E yixiang 画意图s打算z ～不明 l该厂有

扩大生产规模的～。
E意向书E yix iangshu [BJ 在经济活动中签署的

表明双方意向的文书。

E意象l yixiang 圈意境：这首民歌～新颖。

E意兴E yixing IEJ 兴致z ～索然｜～勃勃。
E意义E yiyi 圈。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

的内容。＠价值；作用g 积极的～！探讨人生
的～｜一部富有教育～的影片。

E意译E yiyi ~·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
做逐字逐句的翻译（区别于“直译勺。＠根据
某种语言词语的意义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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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音译”）。

E意淫l yiyin 画意念上幻想、自己和异性发生
性行为。

E意犹未尽】 yiy6uweijin 0 还没有尽兴z 聚

餐之后大家觉得～，又去歌厅唱歌。＠意思、还

没有全部表达出来z 放下电话，他觉得～，又约

对方面谈一次。

E意愿E yiyuan 圈愿望；心愿z 尊重本人的～o
E意韵E vivun 画意境和韵味z 这首诗作别有
一番～。

【意蕴l yiyun ~内在的意义g含义：～丰富｜
反复琢磨，才能领会这首诗的～。

E意在言外］ yiz6iy6nw6i 言辞的真正用意是
暗含着的，没有明白说出。

E意旨E yizhT ~意图（多指应该遵从的）：秉承
~ 。

E意志］ yizhi 画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

心理状态，往往由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s ～薄
弱 1～坚强｜不屈不挠的～。

E意中人E yizhongren 圈心里爱慕的异性。
、、全 yi 0 ［司充满而流出来z 充～ i 洋～｜河
芷皿水四～｜锅里的牛奶～出来了。＠过分＝

～美。
〈古〉又同“锚”。

E溢洪道E yih6ngd6o 圈水库构筑物的防洪设
备，多筑在水坝、的一侧，像大槽子。当水库的
水位超过安全限度时，水就从溢洪道向下游流

出。
E溢价E viiia r到高于面值或原定的价格；高于
平价的价格z ～发行l～成交。

E溢美E yim岳i （书〉画过分夸赞g ～之词。
E溢于言表E vivuvanbi凸0 （感情）流露在言辞、
神情上：愤激之情，～。

b且L vi ＜书〉用绳子勒死z吊死＝自～。
组（锺）’
主玩 yi （书〉种植2 ～菊｜树～五谷。

赐 yi 见川剧酬。

~1 vi 0 圈鱼，体侧扁，红色或褐
贯旨（焦旨）色，有斑纹，口大，牙细而尖。多生
活在海洋中。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獗鱼、花筋、
石斑鱼等。＠古书上指锐。

真 yi （书〉恭敬。

座 yi （书〉掩埋；埋藏。
（瘁）’

、、田 yi 清澳河（QTngyi H白，水名，顿河的支

芳弩流，在河南。

品匡 yi （书〉性情和善可亲：婉～（和婉柔顺）。
J\le\ 
百 "-1 yi （书〉同“鹤”。

陪号（瞒）
锤 i 画古代重量单位，一锤合二十三主

（鳞）两（一说二十四肌黄金卜。 主主
h吐云 yi （书〉食物腐败变味儿。
L宣（锺）’
毅 yi 坚决2 ～力 i 刚～ IJ\3:~0

E毅力l yili ~坚强持久的意志：学习没有～是
不行的。

E毅然E yir6n 圃坚决地；毫不犹疑地z ～决然｜

～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

鹊 yi 古书上说的一种像莺的水鸟。
（益自）

熠 yi （书〉光耀；鲜明。

E熠熠l yiyi （书）~形容问光发亮：光彩～。

慧 yi 见下。

E惹米E yimT ~去了壳的惹读的籽实，白色，可
食用，也可人药。也叫慧仁米、政仁、政米。

E慧｛二米E yirenmT !Bl 慧米。
E王军政E yiyT I司草本植物，茎直在，叶子披针形，

颖果卵形，灰白色。果仁叫惹米。

建 yi （书〉＠死＠杀死。

瞌 yi ＜书〉夭阴沉。

隘 yi 圈无脊椎动物的一大类，雌雄异体，
身体呈圆筒状，不分节，有少数刚毛。生

活在海底泥沙中。也叫海肠子。

僚 yi 见 178 页I伯侥
另见 949 页「iT “拟”。tl yi 古代割掉鼻子的酷刑。

务类 γI 用于人名。

L主z i 古代鞋上装饰用的圆丝带。
每东德）
黯 yi 0 （书〉遮蔽z 荫～｜～蔽。

（＠养管）＠圆眼睛角膜病变后遗留下
来的癫痕。

臆 yi 0 胸2 胸～。＠主观地z ～
（！月乙） 测 i～造。

E臆i9l~l vice 圈主观地推测。
E臆断E yiduan 画凭臆测来断定z 主观～。

E臆度E yidu6 ＜书〉画臆测。



I 1sss I y 1 - y1n l 臆寐翼鹊镣燎藤因

E臆见l yijian IEJ 主观的见解。
E臆说】 γishuo 圈主观推测的说法。
E臆想E yix的ng mm 主观地想象。

E臆造E vizao 圈凭主观的想法编造：凭空～。
寐 yi （书〉同“吃”。

翼 yi 0 函鸟类的飞行器官，由前肢演化而
成，上面生有羽毛。有的鸟翼退化，不能飞

翔。通称翅膀。＠圈飞机或滑翔机等飞行

器两侧伸出的像鸟翼的部分，有支撑机身、产
生升力等作用。＠侧：两～阵地 i 由左～进

攻。＠二十八宿之一。＠〈书〉帮助；辅佐：
～助｜扶～。＠〈书〉同“翌”z ～日。 8 (Yi) 
圈姓。

E翼假~l yice 圈侧翼。
E翼翅E yichi 圈翅膀。

E翼翼E yiyi （书〉圈＠严肃谨慎z 小心～。＠

严整有秩序。＠繁盛；众多o

鹊牛 yi 爵草
（藤）

E鹊草E yicao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条形，
圆锥花序。嫩时可做饲料，轩可用来编织器

物。
丘主 • '- yi 圈金属元素，符号 Yb。是一
琼（鳝）古稀土元素。银白色，脚。用来
制特种合金和发光材料等。

痞 yi 见下。

E董病E yibing 圈燎症的旧称。
E嬉症E yizheng 圈精神病，多由精神受重大刺

激引起。发作时大叫大闹，哭笑无常，言语错
乱，或有痊孪、麻痹、失明、失语等现象。也叫
歇斯底里。旧称痞病。

宣惑 yi （书〉美好（多指德行）：～德 i～范｜嘉
言～行。

E愁旨】 yizhT IEl 指皇太后或皇后的命令。

C二；面豆豆；二：1

因 In 0 ＜书〉沿袭， ~illf I 
（＠＠快回）陈陈相～。＠〈书〉圃凭

借p根据z ～势利导｜～陋就简｜～地制宜！～人
成事。＠原因（跟“果”相对） ： ～由｜事出有～！
前～后果。 0 fill 因为①z ～病请假｜会议～故
改期。 8~画因为②2 ～治疗及时，所以很快就
痊愈了｜～水流大急，无法过江。 0 CYI「l) IEl 
姓。

E因变量E ylnbianliang 圈见 512 页【函数L
E因材施教E ylnc6i-shlj iao 针对学习的人的能

力

E因此】 yl『lei a亟因为这个z 他的话引得大家都

笑了，室内的气氛～轻松了很多｜我和他认识多
年，～很了解他的性格。

E因地带tlfil ylndi-zt】iyi 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

情况规定适宜的办法。
E因而】 yin ’在r a!] 表示结果z 下游河床狭窄，～

河水容易泛滥。

E因果l ylnguo 圈。原因和结果，合起来说，

指二者的关系 z ～关系！互为～。＠佛教指事
物的起因和结果，今生种什么因，来生结什么

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2 ～报应。
E因祸得福E ylnhuo-detu 因遭遇不幸反而得

到好处，指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
E因陋就简E ylnlou-jiujian 就着原来简陋的条

件：他们～，把旧仓库改建成教室。
E因纽特人E Vinni心teren I重北极地区的土著

人，主要分布在北美洲沿北极圈一带地区，另

有一小部分居住在俄罗斯东北部，主要以捕鱼
和猎取海兽为生。 l日称爱斯基摩人。［因纽
特，英 Inuit]

E因人成事E ylnren-chengshi 依赖别人的力

量办成事情。
E因人而异】 ylnr旬’在ryi 0 因为人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z 病症反应～｜兴趣爱好～。＠根据不

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思想工作要
~ 。

E因式】 ylnshi IEl 一个多项式能够被另一个整

式整除，后者就是前者的因式。如
a+b 和 a-b都是“2 - b＇ 的因式。也叫因

子。

E因式分解】 ylnshi f岳nji岳把－个多项式化为

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叫作把这个多项式因式
分解。如把 x' j 写成C.r+ y)(x- y）。

E因势利导】 ylnshi-lid凸o 顺着事情的发展趋势

加以引导。
E因数l ylnshu 圈约数2 0 也叫因子。

E因素E ylnsu 圈。构成事物本质的成分。＠

决定事物成败的原因或条件：学习先进经验
是提高生产的重要～之一。

E因特网E Ylntewang 圈目前全球最大的一

个汁算机互联网，是由美国的阿帕CARPA)

网发展演变而来的。仁英 Internet]

E因为】 yln•wei O 圆表示接在后面的部分是

原因：他～这件享受到了处分。 oa亘常跟“所

以”搭配使用，表示因果关系：～今天事情多，

所以没有去成。

E因袭E ylnxi 圈继续使用（过去的方法、制度、

法令等）；模仿（别人） ：～陈规。



E因小失大E ylnxi凸o-shlda 为了小的利益而造

成大的损失。
E因循］ ylnxun 圈＠沿袭：）旧习。＠迟延

拖拉：～误事。
E因循守旧E ylnxun-shouj iu 不求变革，rH-袭老

的一套。
E因噎废食】 ylnye-feishi 因为吃饭噎住过，索

性连饭也不吃了，比喻因为怕出问题，索性不

干。
E因应】 yl『iying ［础。适应（变动的情况） ; Ji~（ 
应2 ～变局 1 ～市场的需求。＠采取措施应

付：～挑战｜针对形势的变化而妥善～。
E因由】 ylny6u （～儿）〈口〉［萄原因 z 问明～。
E因缘］ ylnyuan 圈。佛教指产生结果的在接
原因和辅助促成结果的条件或力量。＠缘

分。
E因子】 ylnzi !Bl 0 因数。＠因式。
阴 阳。我国古代哲学认
可（险、提险）元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
物中的两大对立面之一（跟“阳”相对，下②⑤

⑦CB: ⑩＠同）。＠指太阴，即月亮：～历。＠

E回我国气象上，天空 80% 以上被云遮住时叫
作阴。泛指空中云层密布，不见阳光或偶见阳
光的天气。。不见阳光的地方：背～儿。＠
IlJ的北面z；水的南面z 华～（在华山之北）｜江～
（在长江之南）。＠背面：碑～。＠凹进的：

～文。＠隐藏的，不露在外面的z ～沟｜～私｜

阳奉～违。＠目回阴险；不光明：～谋｜这个人常
背地里使坏，真～。⑩指属于鬼神的；阴间的：
～司｜～曹｜～宅。＠带负电的z ～电｜～极。
＠生殖器，有时特指女性生殖器。 41! (Yin) 

圈姓。

E阴暗E yin ’ an 圈暗；阴沉·地下室里～而潮
湿！天色～0心理～i～的脸色。

E阴暗面E yl『i'an『nian 目旦1 指思、想、生活

气等不健康的方面＝揭露～。
E阴部E ylnbu 圈外生殖器（通常指人的） 0

E阴曹］ ylncao [BJ 阴间。
E阴差阳错E ylncha-yangcuo 见 1559 页【阴

错阳差1。
E阴沉】 ylnchen llliJ 天阴的样子：天色～0脸色

~ 。

E阴沉沉E ylnchenchen C～的）圃状态词。形

容天色或脸色等阴暗z 天空～的，像要下雨｜他
脸上～的，一点儿笑容也没有。

E阴错阳差E ylncuo-yangcha 指由于偶然因素

而造成差错。也说阴差阳错。
E阴丹士林］ ylndanshilin 圈＠一种有机染
料，有多种颜色，最常见的是蓝色。 i耐洗、耐

因阴｜ vin I 1559 I 
晒，能染棉、丝、毛等纤维和纺织品。＠指用阴

丹士林蓝染的布。［德 lndanthren]

E阴道E ylndao 闺女性和某些雌性动物生殖

器官的一部分，管状。人的阴道在子宫颈的F
方，膀脱和直肠的中问。 叠叠孟

E阴德E ylnde 圈暗中做的好事；迷信的人指在三三三

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录功德的好事。

E阴电】 ylndian 圈负电的旧称。

E阴毒】 ylndu 幽阴险毒辣．手段～。

E阴风】 ylnf岳ng 圈＠寒风。＠从阴暗处来的

归lO煽～，点鬼火。
E阴干】 ylngan ［司东西在通风而不见太阳的

地方慢慢地干。
E阴功E ylngong 圈阴德。

E阴沟E ylngou [BJ 暗沟。

E阴户E ylnhu 圈阴门。

E阴晦E ylnhui E回阴沉；昏暗＝天色～0～的脸

色。
E阴魂E ylnhun 圈迷信指人死后的灵魂，多用

于比喻：封建旧思想～不散。
E阴极E ylnji 画＠电池等直流电源中放出电

子带负电的电极。也叫负极。＠电子器件中

放射电子的一极。电子管和各种阴极射线管

中都有阴极，这一极跟电源的阴极相接。
E阴极射线E ylnji shexian 装着两个电极的真
空管，增加电压时，从阴极向阳极高速运动的
电子流，叫作阴极射线。一般情况下，按直线
前进，受磁力作用而偏转。能使荧光物质或磷
光物质发光。示波管、显像管、电子显微镜等
都是阴极射线的l:JZJ司。

E阴间】 ylnjian [BJ 迷信指人死后灵魂所在的

地方。也叫阴曹、阴司。

E阴茎E ylnjlng [BJ 男子和某些雄性哺乳动物
生殖器官的一部分，内有三根柱状的海绵体。
中间有尿道。

E阴刻tll' ylnke 晴在平面仁雕刻出凹下的文字、
图案等（跟“阳刻”相对）。

E阴刻tll' ylnke ＜书〉圈阴险刻毒：为人～狡诈。
E阴冷］ ylnl岳ng 圃＠阴暗而寒冷：天气～｜朝

北的房间～～的。＠（脸色）阴沉而冷酷。
E阴离子E ylnlizi [EJ 负离子。

E阴历E yin Ii 圈。历法的一类，以月亮的月相
周期，即朔望月（29 天 12 小时 44 分 2.8 秒）

为 1 个月，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12 个月为

1 年，1 年 354 天或 355 夭。伊斯兰教历是阴

历的一种。也叫太阴历。＠见 961 页【农

历l 0 

E阴历年E yinlinian 画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E阴凉】 yinliang O 圈太阳照不到i而凉爽z ～



1560 I yTn ｜阴茵荫

的大厅。＠（～儿）圈阴凉的地方·树底下有
～儿｜找个～.JL歇一歇。

E阴蕴】 yTnm6i 圈震的通称。

E阴门】 yTnmen 画阴道口。也叫阴户。
E阴面】 yTnmian c～儿） ~ （建筑物等）背阴的
→面z 石碑的～有字。

E阴谋E yTnm6u 0 画暗中策划（做坏事）：～
暴乱｜～陷害好人。＠画暗中做坏事的计谋z
耍～｜～诡计。

E阴囊E yTnn6ng 圈包藏辜丸、附辜和精索的
囊状物，垂在阴茎根部的后面。

E阴墨E yTnni G蜀中医指一种妇科病，症状是外
阴部瘦痒疼痛，白带增多等。

E阴平E yTnping 圈普通话声调的第－声，主要
由古汉语平声字中的清音声母字分化而成。
参看 1241 页f四声］ o

E阴燃E yTnr6n 画燃烧而不冒火焰z 明火扑灭

后，还有可能～。

E阴柔l yTnr6u 圈。（女子性格、气质）温柔；
（身材〉柔美（跟“阳刚”相对，下同）：性格～文

静。＠（文艺作品等的风格）柔美细腻：这幅
山水画表现出～之美。

E阴森l yins岳n 圈（环境、气氛、脸色等）阴沉可
怡 z ～的树林｜～的古庙。

E阴森森l yins岳ns岳n C～的）圈状态词。形容

环境、气氛、脸色等阴沉可怕 z 山洞深处～的。
E阴山背后E yTnshan beihau 指偏僻冷落的地

元。
E阴盛阳衰E yTnsheng-y6ngshuai 指在能力、
成就等方面女性比男性强。

E阴寿】 yTnshou 圈。旧俗为已故长辈逢十周
年生日祝寿，叫作阴寿。＠迷信的人指死去

的人在阴间的寿数。

E阴司l yTnsT 圈阴间。

E阴私】 yTnsT IBJ 不可告人的事（多指不好的）。
E阴损】 yins仙＠圈阴险尖刻，说话～。＠

[;JjJ 暗地里损害＝当面装笑脸，背后～人。

E阴文l yTnwen 圈印章或某些器物上所刻或
所铸的凹下的文字或花纹（跟“阳文”相对）。

E阴险E yTnxian ~回表面和善，暗地不存好心：
狡诈～｜～毒辣。

E阴线l yTnxian ~证券市场上指开盘价高于
收盘价的 K 线（跟“阳线”相对）。

E阴笑E yinxiao 圈阴险地笑：一脸～。
E阴性E yinxing 圈＠诊断疾病时对进行某种
试验或化验所得结果的表示方法。如果体内
没有一某种病原体存在或对某种药物没有过敏

反应，则结果呈阴性。＠某些语言里名词（以
及代词、形容词）区别阴性、阳性，或阴性、阳

性、中性。参看 1469 页“性”⑥。

E阴阳】 vTnvang 1'81 0 我国由代哲学指宇宙中
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古代指

日、月等天体运行规律的学问。＠指看星相、
占卡、相宅、相墓的方术。

E阴阳怪气l yTny6ng-guaiqi （～的〉（性格、言

行等）乖僻，跟一般的不同·他说话～的，没法儿

跟他打交道。天气老是这样～的，不晴也不雨。
E阴阳历】 yTny6ngli 圈历法的一类，以月亮的

月相周期，即朔望月为 1 个月，但设置闰月，使
一年的平均天数跟太阳年的天数相符，因此这
类历法与月相相符合，也与地球绕太阳的周年

运动相符合。农历是阴阳历的一种。
E阴阳人E yTny6ngren 圈两性人。

E阴阳生E yTny6ngsheng IBJ 旧时指以看星相、

占卡、相宅、相墓等为业的人。特指以办理丧
葬中相墓、选择吉日等事务为业的人。也叫阴
阳先生。

E阴阳水E yTny6ngshui 函中医指凉水和开水，
或井水和河水合在一起的水，调药或服药时

用。
E阴阳先生］ yTny6ng xian• sheng 阴阳生。

E阴弱】 yTnyi 同“荫辈革”。

E阴影】 yTnying （～儿）圈阴暗的影子：树木的

～｜肺部有～｜月球的表面有许多高山的～0新

的冲突使和谈蒙上了～。

E阴雨E yTny心圃天阴又下雨＝～连绵｜近日连

续～，气温较低。
E阴郁E yTnyu Ifill 0 c天气）阴晦沉闷．～的天

色。＠（气氛）不活跃2 笑声冲破了室内～的

空气。＠忧郁，不开朗z 心情～。

E阴云E yTnyun 晴天阴时的云z ～密布。战争

的～O

E阴韵l yTnyun ~见 1517 页【阳韵L

Z阴宅E yTnzh6i ［萄迷信的人称坟墓。
E阴招JL] yTnzhaor 啕暗中使用的阴险招数。

也作阴着儿。

［~着JL] yTnzhaor 同“阴招儿”。
E阴鸳】 yTnzhi ＜书〉圈阴险凶狠。

E阴莺］ yTnzhi ＜书〉＠［司暗中使安定：～下

民。＠圈阴德＝积～。
茵晶 Tn 0 垫子或褥子2 绿草如

（＠立榈） ～。 8 CYTn)IB] 姓o
荫斗 yin O 树荫z 绿树成～。＠

（窿） CYTn）［函姓。
另见 1568 页 yin 。

E荫蔽l yinbi 画＠（枝叶）遮蔽z 茅屋～在树

林中。＠隐蔽。
E荫赔E yTnyi 〈书〉＠圈荫蔽①z 柳树～的河



边。＠圈枝叶繁茂z 桃李～。｜｜也作阴弱。
二也 yin 0 圈声音；读音：～律｜～乐 i 口～ i

曰乐～｜杂～｜把这个字的～读准。＠消息
佳～l～信。＠指音节：单～词｜复～词。。
圈读（某音）：“区”字做姓时～欧。 0 C Yin) 
圈姓。

E音标】 ylnbio。因语音学上用来记录语音的
符号，如国际音标。

E音波E ylnbo ［＇萄声波。
E音叉】 ylncho lEJ 钢制的发声仪器，形状像又
子，用小木槌敲打发出声音。音叉的长短厚薄
不同，能产生各种音高的声音，可以用来调整
乐器，帮助歌唱者定出音高。

E音长E ylnch6ng ［吕声音的长短，是由发声体
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的。

E音程】 yincheng ~两个乐音之间的音高关

系。用“度”来表示。以简谱为例，从 1 到 1 或
从 2 到 2都是一度，从 1 到 3 或从 2 到 4都是

三度，从 1 到 5 是五度。

E音带】 yindai 圈录音磁带，多指盒式录音带。

E音调l ylndiao 圈＠声音的高低。＠说话、

读书的腔调：～铿锵。

E音读E yTndu l画（字的）念法；［卖音。

E音符E yinfu I童乐谱中表示音长或音高的符
号。五线谱上用空，心或实心的小椭圆形和特
定的附加符号。简谱上用七个阿拉伯数字
( 1 、 2,3 、4 、5 、6 、 7）和特定的附加符号。

E音高］ yingiio 圈声音的高低，是由发声体

振动频率的高低决定的。频率越高，声音越

高。

E音耗l yinhao ＜书〉回音信；消息：不通～｜杳
无～。

E音阶E yinji岳啤］以→定的调式为标准，按音高

次序向上或向下排列成的一组音。

E音节E yTnjie 1'8l 从昕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

最小的语音单位。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其
中包含－个比较响亮的中心。一句话里头，有
几个响亮的中心就是有几个音节。在汉语里，

一般地讲，一个汉字是→个音节，－个音节写

成一个汉字（儿化韵一个音节写成两个字，儿
不自成音节，是例外）。

E音节文字］ yinjie wenzi 一种拼音文字，它的

字母表示整个音节，例如梵文和日文的假名。

E音控l yinkong 圈属性词。声控z ～开关。
E音量l yinliang i画响度。

E音律E v1n1u 1盘指音乐上的律吕、宫调等。也
叫乐律。

E畜名E ylnming 圈。律吕的名称，如黄钟、大

吕等。＠西洋音乐中代表不同音高的七个基

音 yin 1561 

本音律的名称，即 C、D、E 、F、G 、A 、B。
E音频E yinpin !El 声频的旧称。

E音强l ylnqi6ng 圈声强的旧称。

E音区】 ylnqu l吕音域中按音高和音色特点划

分出的若干部分，一般分高音区、中音区、低音量重
区三种。 三三三

E音JL] yinr （方） l萄。（i!兑话的）声音：他急得

连说话的～都变了。＠话里边含着的意思：
听话听～。

E音容E yinr6ng 圈声音和容貌．～死在｜～笑

貌。
E音容宛在】 ylnr6ng wanzai 死者的声音和容

貌仿佛还在耳边和眼前，多形容对死者的怀
念

E音色】 yinse 圈声音的特色，是由发声物体、
发声条件、发声方法决定的。每个人的声音
以及钢琴、提琴、笛子等各种乐器所发出的声
音的区别，就是由音色不同造成的。也叫音
质。

E音素E yinsu 函语音中最小的单位，例如 m凸

是由除声调外的 m 和。两个音素组成的。
E音素文字】 ylnsu wenzi 一种拼音文字，它的

字母表示语言中的音素，如英文、俄文。
E音速l yi『isu 圈声速的旧称。

E音位】 ylnwei 圈一个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
的最简单的语音单位。参看 1562 页【音值lo

E音问l yinwen 目~］音信：不通～｜～断绝。

E音系］ ylnxi 函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
在汉语理主要指由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
系统构成的语音系统。

E音箱］ ylnxiiing 圈放置扬声器的箱状装置。

E音响】 ylnxi凸ng 圈。声音（多就声音所产生

的效果而言）：剧场～条件很好。＠录音机、

电唱机、收音机及扩音器等的统称·组合～。
E音像】 ylnxiang l'8l 录音和录像的合称z ～制

品！～教材。

E音信E ylnxin 圈往来的信件和消息z 互通～！

杳无～o

E音序】 yinxu 圈按照字母表先后次序排列的
字词等的顺序。

E音讯E ylnxun ［童音信。
E音义E ylnyi 圈。文字的读音和意义。＠旧

时关于文字音义方面的注解（多用于书名） : 
《毛诗～》o

E音译E ylnyi 画译音①（区别于“意译”）。

E音域E ylnyu ~指某一乐器或人声（歌唱）所
能发出的最低音到最高音之间的范围z ～宽。

E音乐l ylnyue ~用有组织的乐音来表达思想、
感情、反映现实生活的→种艺术。它最基本的



1562 I yT门 yin ｜音酒姻驷纲氨殷烟锢语埋暗｜到淫情歌激樱听

要素是节奏和旋律。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 J I 小屯村）后改用的称号。＠姓。
类。 | 另见 1502 页 ya门； 1566 页 yin 。

E音乐剧l yTnyueju 圈 19 世纪末起源于英国 I c殷富l yTnfu 圈殷实富足·家道～。
的一种歌剧体裁，包括音乐、歌曲、舞蹈和对自 IW鉴l yTnjian ~I 《诗经·大雅·荡》z “殷鉴不

三重三 等，富于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 I 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
三三雪 E音韵l yTnyun 圈＠指和谐的声音；诗文的音｜ 列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后用来泛指可

节韵律2 ～悠扬。＠指汉字字音的声、韵

～学。 I c殷切】 yinqie lWI 深厚而急切：～的期望。
E音韵学E yTnyunxue [=8]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i E殷勤］（恳憨） yTnqin E画热情而周到 z ～招待。
研究汉语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等。也叫声韵 I c殷实】 yTnshi [lli] 富裕：～人家｜家道～。
学。 I c殷墟】 YTnxu 圈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今

E音障l yTnzhang 圈声障的旧称。 I 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 1899 年在这个地
E音回内zhi 强指人们实际发出或听见的话｜ 方发现甲骨刻辞。
音，对音位而言。例如 dai ＜代）里的。跟 da I c殷殷E yinvTn ＜书〉圈＠殷切：～期盼 l～嘱
（大）里的 G，音值上有些不同，但在汉语普通｜ ” I 咐。＠（忧伤）深重g 忧心～。
话里是一个音位。 | I c殷忧E yTnyou ＜书） l~ 深深的忧虑s 内怀～。

E音质l yTnzhi 画＠音色。＠传声系统（如录｜ l.trt vln mτ 
音或广播）上所说的音质，不仅指音色的好坏，｜怔眈l ’…／LI 0 

l 户~另见 1503 页 yon 。
也兼指声音的清晰或逼真的程度。 i ’[I c烟姐E yTnyun 同“假篮”。

E音准E yinzh归国音乐上指音高的准确程度。｜ ．一
U『呻 l 去回 yTn 圈金属元素，符号 In0 银白、、内画液体落在纸或其他物体上向四外｜锢（锢）色，脚。用来制低熔合金、轴承
1巨~散开或渗透；浸②：这种纸写字容易～！用 l e <

寸’ I 和电子、光学元件等。
水把土～湿。 | I tRt" Tn 〈书〉恭敬。

姻（啸）注明白句：；＊：：i~： I~星（袒）
yTn （书〉＠土山。＠堵塞p填

寨。：~摆在：：；~：i：万岛与~：； 1 埋（幢）
It主t j」 yin 〈书〉＠嗓子哑，不能出声；
”百「痞）失音：～哑。＠缄默，不作声：等。

E姻亲E yTnqTn 圈由婚姻而结成的亲戚，如姑
父、姐夫、妻子的兄弟姐妹以及比这些更间接

的亲戚。
E姻亚E yinya 同“姻娅”。

E姻娅】 yinya ＜书）~亲家和连襟，泛指姻亲。
也作姻亚。

E姻缘E yinyu6n 圈指婚姻的缘分：结～｜美满
~ 。

驷 向 上指→种浅黑带白色的
CJ锢）马。

细（细） yTn 见下
E细组E yinyun 同“缸氢”。

缸 yTn 见下

E氨氢l yinyun ＜书〉圈形容烟或云气浓郁：云
烟～。也作组组、烟煌。
殷1 yTn （书〉＠丰盛；丰富： ~~1～富。＠

深厚：～切｜期望甚～。

殷2 yin 1叫殷勤1
（资恳）

民凡3 Yin 圈。朝代，公元前 1300~公元前
后又 1046 ，是商代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

万马齐～。

E暗哑】 yTny凸圄嗓子干涩发不出声音或发音

低而不清楚。

比rlt yTn 0 古代瓮城的门。＠〈书〉

l虫J （圄）堵塞。
、、而 yin 同“酒”。

1二匕另见 1504 页 yon 。

情 yin 见下。

E情情E yinyin ＜书〉圈安静无声；默默无言。

歌 yin 用于人名，九方歌，春秋时人，善相
l、马。

激 yin 激溜＜ Yinliu），地名，在天津。

、司Jt yin 0 古代祭天的祭名。＠〈书〉泛指

1：：主祭祀。

,, 
γIn (JI; ) 

听 yin ＜书〉同“垠”。
另见 1023 页 qi 0 



nA yin ＠画吟咏：～诗！＂字co-86哈）队长～。＠〈书〉呻吟；
叹息。＠古典诗歌的一种名称z 《秦妇～》｜

《白头～》。 0 (Yin）圈姓。
“啥”另见 683 页 jin o 

E吟唱E yinchang 圈吟咏歌唱：低声～｜～古
诗词。

E吟咽 yin’岳圈吟咏。
E吟风弄月】 yinf岳ng-nongyue 旧时有的诗人

作诗爱用风花雪月做题材，因此称这类题材的
写作为吟风弄月。也说吟风咏月。

E吟风咏月E yinf岳『ig-vongyue 吟风弄月。

E吟诵E yinsong 画吟咏诵读：～唐诗。
E吟味E yinwei 圈吟咏玩味E 反复～。

E吟咏E yinyδng E刻有节奏有韵调地诵读（诗
文） ：～古诗。

垠 yin （书〉界限；昕一望无～｜平沙无

琅 yin ＜书〉像玉的石头

)f去~ yin 见下。
n~ 

3口
(J言~］ yinyin ＜书〉阻雪狗叫的声音z ～狂吠。

闺（圄） γin 见下。

E闺阁］ yinyin ＜书〉陋形容辩论时态度好。
跟 yin 六耻于（ Li川口），脯，在广西。

室内见1(盯【据1。c :n住）’
银… yin 0 圈金属元素，符号 Ag

（银）白色，有册，质软，延展性强，导
电、导热性能好，化学性质稳定。用途很广。
通称银子或白银。＠指货币2 ～行 l ～根｜收
～台。＠像银子的颜色z ～灰 l～幕｜～耳。。

CYI的~姓。

E银白】 yinbai 圆白中略带银光的颜色z 一场
大雪把大地变成了～世界。

E银杯E yinb岳l 圈奖杯的一种，奖给第二名。
E银本位】 yinb岳nwei I画用白银做本位货币的
货币制度。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了
本位货币。

E银币］ yinbi 圈银制的货币。
E银弹E yindan 圈比喻腐蚀、拉拢人的钱财：

～攻势。
E银钝E yindlng ~ 0 C～JL）银元宝o ＠民间

指用锡？盲折成或糊成的假元宝，烧给死者或鬼
神用。＠铸成块状的臼银。

E银耳E yi『，，岳r 圈真菌的一种，白色，半透明，干

吟垠琅猪阁破釜银｜ vin I 1563 I 

燥后米黄色，富于胶质。生长在枯死或半枯死

的栓皮标等树上。用作滋养品。也叫白木耳。
E银发E vinfa ~白头发s 满头～。

E银粉l yinf品n ~铝粉的俗称。

E银根E ying岳n 圈指市场上货币周转流通的情主~

况。市场需要货币多而流通量小叫银根紧，市三三
场需要货币少而流通量大叫银根松。

E银汉E yinhan ＜书〉圈银河：～横空。
E银行］ yinhang 圈经营存款、贷款、汇兑、储蓄

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金融机构。
E银行卡l vinhangka 圈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

融机构发行的信用卡、借记卡等各种电子支付
凭证。

E银号E yinhao ~IR时指规模较大的钱庄。
参看 1043 页【钱庄l 0 

E银河】 vinhe 画晴天夜晚，天空呈现出一条明
亮的光带，夹杂着许多闪烁的小星，看起来像

一条银白色的河，叫作银河。银河由许许多多
的恒星构成。也叫天河。

E银河系E yinhexi 巨型宇宙中的一个大的恒星
系，由 1 （）（）（）亿颗以上的大小恒星和无数星
云、星团构成，形状像怀表，中心厚，直径为 8
万光年。太阳是银河系中的许多恒星之→，距
离银河中心约有 3 万光年。我们平常在夜晚
看到的天空的银河，就是银河系的密集部分在
天球上的投影。

E银红E yinhang 圃粉红而略带银光的颜色。

E银狐E yinhu 圈玄狐。

E银灰l yinhul F回浅灰而略带银光的颜色。

E银婚E yinhun 圈西方风俗称结婚二十五周

年为银婚。

E银奖E yinji凸ng ~指二等奖（多以银牌、银杯

等为奖品） 0

E银匠E yinj iang 1'81 制造金银饰物、器具的小

手工业者。

E银两l yinl的ng 圈旧时用银子为主要货币，

以两为单位，因此做货币用的银子称为银两

（总称）。

E银楼】 yinl6u i组制造和买卖金银首饰和器皿

的商店。
E银幕E yinmu 圈放映电影或幻灯时，用来显

示影像的臼色的幕。
E银牌l yinpai 圈奖牌的一种，奖给第二名。

E银屏E yinping 1'81 电视机的荧光屏，也借指电

视节目。

E银钱l yinqian 1'81 泛指钱财。

E银杉】 yinshan ~常绿乔木，树干通直，树冠
塔形，叶子条形，球果卵圆形。生长在广西、

湖南、贵州、重庆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树



I 1564 I yin - yT「i I 银淫寅断郭踉货瞟嚣霍尹引

种。

E银团l yintuan 画由多家银行组成，共同出资

开展业务、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金融组合＝～

•• 贷款协议i十五家中外银行组成～。
三重量 E银团贷款l yintuan daikuan 指多家银行共
三三雪 同出资、共同承担风险的信贷经营形式。

E银屑病l yinxiebing 圈慢性皮肤病，症状是
先出现丘珍，以后有容易脱落的薄鳞片，多生

在肘部、膝部，局部发痒，不传染。俗称牛皮

癖。
E银杏E yinxing 画＠落叶大乔木，高可达 40
米，雌雄异株，叶片扇形。种子椭圆形，外面有
橙黄色带臭味的种皮，果仁可以吃，也可以人
药。木材致密，可供雕刻等用。也叫公孙树。

＠这种植物的种子。 II 也叫白果。
E银洋E yinyang 圈银园。
E银样辙枪头E yinyang laqiangt6u 颜色如银

子的锡锻枪头，比喻表面看起来还不错，实际
上不中用的人或事物。

E银鹰E yinylng 圈比喻飞机（多指战斗机，含

亲昵意）：祖国的～在天空栩翔。
E银元E yinyu6n 同“银圆”。

E银圆】 yinyu6n 圈旧时使用的银质硬币，圆

形，每枚一圆。也作银元。
E银朱E yinzhu ~兀机化合物，鲜红色粉末，有
毒。用作颜料和药品等。

E银子E yin· zi ~银①的通称。
、气？ 、』血，f yin ＠过多或过甚z
在（艳、＠喔）～雨1 ～威。＠放纵：
骄奢～逸i乐而不～，哀而不伤。＠指不正当

的性关系＝奸～｜～乱。
E淫荡E yindang 圈淫乱放荡。

E淫妇E yinfu 圈淫荡的女人。
E淫棍E yingun 圈惯于玩弄、奸污女性的男人。

E淫秽l yinhui ~淫乱或猥亵g ～书刊。

E淫乐E yinle Ill且在声色方面纵欲作乐g ～无度。
E淫乱E yinluan O 圈在性行为上放纵，违反道
德准则。 8 l1lbl 发生淫乱行为2 聚众～。

E淫威E yinw岳l 圈滥用的威势z 横施～。

E淫猥E yinw岳i ~淫秽。

E淫窝E yinwo 圈指卖淫嫖娼等色情活动场
所：捣毁～。

E淫雨】（霍雨） yiny心圈连绵不停的过量的雨z

～成灾。
E淫何 yinyu ~指色欲。

寅 yin 圈眠的第三位。参看 4叮【干
支］ o

E寅吃卵粮l yinchlm凸oli6ng 寅年就吃了卵年

的口粮，比喻入不敷出，预先支用未来的收入。

也说寅支卵粮。
E寅时】 yinshi 圈旧式计时法指夜里三点钟到

五点钟的时间。

E寅支旦fl粮E yinzhlm6oli6ng 寅吃gp粮。

断… yin 0 ＜书〉同“跟，，（
（断）见下。 , 

E断断】 yinyin ＜书） ~暨形容争辩的样子。

郭 Yin 0 郭州M ( Yinz 
8~吕］姓。

跟 yln 稚。
（跟）异见M 页胁。

贪 yin ＜书〉＠敬畏： ~-l{o 如：～夜ο

E货夜E yinye ＜书〉圈深夜。
E货缘E yinyu6n ＜书〉画画攀附上升，比喻拉拢
关系，向上巴结。

踵 yin 古书上指础。

器 yin ＜书〉＠愚蠢而顽固。＠奸诈。

霆 yin 见下。

E霆雨E yiny心见 1564 页i淫雨］ o

v 
γIn < 117 ) 

尹 yin 0 旧时官名 z 府～｜道～｜京兆～
8 (Yin）~姓。

寻 I yin o朝I ；拉2 穿针～线。＠画引导2
～座｜～路｜～港。＠离开：～避（因避嫌

而辞官）｜～退。。〈书〉伸着z ～领｜～颈。＠

画面引起；使出现＝～燃 i 用纸～火！抛砖～玉。

＠画画惹③z 他这一句话，～得大家笑了起来。

＠圃用来做证据或理由污｜用z ～书 l ～证 1

文中～了他人的观点。＠旧俗出殡时牵引棺

材的白布2 发～。＠量长度单位，10 丈等于

1 号 1.15 引等于 1 里。 1 市引合33士米。⑩
(Yin）圈姓。

E寻｜爆E yinbao l租用发火装置使爆炸物爆炸2

～装置｜～了一颗炸弹。
E寻｜柴E yTnch6i 圈引火用的小木片、小竹片或
袜秸等。有的地区叫引火柴。

E寻i产E yTnchan 画指赶振后期用药物、针刺、

手术等方法引起子宫收缩，促使胎儿产出。
E引导E yind凸0 ［到＠带领①z 厂长～记者参

观了几个主要车间。＠指引 3诱导z 老师对学

生要善于～。



E引得】 yinde 圈索弓｜。［英 index]

E弓！动E yindong 圃引起g触动（多指心情）：一
席话～我思乡的情怀。

E寻｜逗E yindou Q到＠逗寻I ；招惹z 把小孩儿～

哭了。＠引诱z ～对方上钩。
E寻｜渡E vindu 画＠引导人渡过（水面h指引＝
～迷津。＠甲国应乙国的请求，把乙国逃到
甲国的犯罪的人拘捕，押解交给乙国。

E引而不发l yin ’ erbufa 射箭时拉开弓却不把
箭放出去，比喻善于引导或控制，也比喻做好
准备，待机行动。

E弓｜发】 yinfa O现引起；触发z 天象观测～了大
家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

E寻i港E ylng凸ng 0 画领港①曰＠圈领港②。
E引吭高歌l yinh6ng-gaog岳放开喉咙高声歌

唱。
E弓｜航］ yinh6ng 圈l 由熟悉航道的人员引导或
驾驶船舶进出港口或在内海、江河一定区域内
航行。｜日称引水。

E弓｜号E yinhao 圈标点符号（横行文字用“”、
‘’；竖行文字开始时用「、「，结束时用」、
」），表示文中直接引用的部分。有时也用来

表示需要着重论述的对象或具有特殊含义的
词语等。

E寻 If可E vinhe 圈＠为引水灌溉而开挖的河
道。＠减河。

E弓｜魂幡】 yinhunfan 圈幡儿。

[71火】 yin;;huo 圈把燃料点着，特指用燃烧
着的东西把燃料点着：用木柴～o

E引火柴E yinhu凸ch6i ＜方） IBl 引柴。
E引火烧身E yinhuo-shaosh曲。比喻自讨苦
吃或自取毁灭。也说惹火烧身。＠比喻主动
暴露自己的问题，争取批评帮助。

E弓｜见l yinjian 画引人相见，使彼此认识z 经

友人～，得以认识这位前辈。
E弓｜荐E yinjian 圃推荐（人） o
E引酵E yinjiao ＜方〉圈面肥。
E弓｜介E vTnjie 圈引进并介绍z ～外国作品。
E引进E yinjin 圈。从外地或外国引人（人员、

资金、技术、设备等）：～良种 1 ～人才｜～外资。
＠弓｜荐。

E引经据典E yinjl『ig-judian 引用经典中的语句

或故事。
E引颈E yinjfng ＜书〉圈伸长脖子z ～企待 i～

受戮。
E弓 l咎E yinjiu ~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自
责 l～辞职。

E引狼入室E yinl6ng-rushi 比喻把敌人或坏人

引人内部。

引 l vrn I 1描s I 
E引力E yin Ii 圈万有引力的简称。
[71伊tll yinli 0 （「严－）画在书、文章中引用例
证。＠画在书、文章中引用的例证。

[71领】 1 yinling ~引导p带领：由当地人～，穿二二

过密林。 三噩噩
E寻｜领Y yinling （书〉画面伸直脖子（远望），形雪三三
容盼望殷切。

E引流E vinliu 圈用外科手术把体内病灶的服
液等排出来。

Z寻｜路E yin;; lu 圈带路＝由向导～。

E寻｜论E yinlun l昌在论著的开头，概括介绍全
书或全文的主旨和内容，对阅读起引导作用的
论述，有时也指对某一学科做基本介绍的著
作。

E引起E yinqi 阐一种事情、现象、活动使另一

种事情、现象、活动出现z 他的反常举动～了大

家的注意。
E弓｜桥E yinqi6o 圈连接正桥和路堤的桥。
E引擎E yinqfng IBl 0 发动机，特指蒸汽机、内
燃机等热机。＠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

和发展的力量z 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啤 engine]

E引人入胜E yinr也n-rusheng 引人进入佳境（指

风景或作品等）。
E引蛇出洞E yinshe-chudong 比喻运用计谋诱

使坏人进行活动，使之暴露。
[71 申E yinsh副圈（字、词）由原义产生新义，

如“鉴”字本义为“镜子”，“可以作为警诫或弓l
为教训的事”是它的引申义。

E弓｜述E yinshu 画画引用（别人的话或文字〉叙
述：～专家的评论。

E引水】1 yinshui 国把水从一处调到另一处＝
～上山｜～灌溉。

E引水T yinshui E量引航的旧称。

自｜町 yinti 圈报刊等排在主标题上方的提

示性标题。也叫眉题。
E寻｜退E yintui 圈辞去官职。

E引文E yinwen 圈引自其他书籍、文章或文件

等的语句：～索引。也叫引语。
Z寻｜线E yinxian IBl 0 引信上的导线。＠做媒
介的人或东西。＠〈方〉缝衣针。

E寻｜信E yinxin IBl 引起炮弹、炸弹、地雷等爆炸

的一种接置。也叫信管。
E寻 l言E yiny也n 圈写在书或文章前面类似序

言或导言的短文。
E引用E vinyong ~O 用别人说过的话（包括
书面材料〉或做过的事作为根据z ～古书上的
话。＠任用z ～私人。

E弓l诱l yinyou 圈＠诱导，今多指引人做坏



主

15“| yin ｜引日~I 饮蚓殷隐

事：受坏人～走上邪路。＠诱惑：经不起金钱

的～。

E寻 If吾E yTny心巨型引文。

E弓｜玉之砖E yTnyuzhlzhuan 谦辞，比喻为了寻｜

出别人高明的意见而发表的粗浅的、不成熟的
意见。参看 980 页I抛砖引玉l 0 

E弓｜证E yTnzheng 画引用事实或言论、著作做

根据。
E弓｜致］ yTnzhi ［虱引起；导致：事故～多人伤

τ。

E弓｜智E yTnzhi 画从外部引进知识型的人才2

加大～扶贫的力度。

E引种E yinzhong 圈把别的地区的动植物优
良品种引人本地区，选择适于本地区条件的加
以繁殖推广。

E弓｜种E yinzhong E司把外地的优良品种引人

本地种植。

E引资E yinzi 圈引进资金z 招商～｜～一千万

元发展蔬菜生产。

E弓｜子E yin· zi IEl 0 南曲、北曲的套曲中的第
一支曲子。＠戏曲角色初上场时所念的一段
词句，有时唱和念相间。＠某些乐曲的开始
部分，有酝酿情绪、提示内容等作用。。比喻

引起正文的话或启发别人发言的话：这一段
话是下文的～｜我简单说几句做个～，希望大家

多发表意见。＠指药引子。n5r yin 见下。

E口号｜味】 yTndu凸［富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8 H,N。无色或1炎黄色片状晶体，存在于煤
焦油和腐败的蛋白质中。用来制香料、染料和
药物。［英 indole]

bb k• k• yin 0 喝，有时专指喝
以（傲、软）酒z ～料i～酒｜～食｜痛～｜
～水思源。～弹｜～恨｜～誉。＠可以喝的东

西：冷～｜热～。＠饮子：人参～｜香苏～。。
中医指稀痰。

另见 1568 页 yi门。

E饮茶l yin;;cha 圈。喝茶。＠〈方〉到酒楼、

茶楼喝茶、吃点心等，分早茶、午茶和下午茶，

是粤港一带流行的生活方式。
E饮弹］ yindan ＜书〉｛量身上中 Czhong）了子

弹＝～身亡。
E饮恨E yinhen ＜书〉圈抱恨含冤：～而终。
E饮料E yinliao 画经过加工制造供饮用的液

体，如酒、茶、汽水、果汁等。
[t大片E yinpian 圈供制煎剂的中药，多指经过

炮制的。

E饮品］ yinpTn 圈饮料。

E饮泣】 yinqi （书〉画泪流满面，流到嘴里去，

形容悲哀到了极点。
E饮食】 yinshi 圈。吃的和喝的东西：注意～

卫生。＠指吃东西和喝东西z ～起居。
E饮食男女】 yTnshi-nannu 指人对吃喝和性的
本能需要，也泛指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E饮水思源、E yinshui-siyuan 喝水的时候想到
水的来源，比喻人在幸福的时候不忘幸福的来
源。

E饮用水E yinyongshui 圈喝的和做饭用的水。

E饮誉E yinyu 圈享有盛名；受到称赞z ～全球｜

他的作品～文坛。
E饮妈止渴】 yinzhen-zhik岳用毒酒解渴，比喻

只求解决目前困难而不顾严重后果。
E饮子】 yin• zi 画不规定时间，可以冷着喝的

汤药。

蚓 yin 酬。

殷 yin ＜书〉酣形容雷声：～其雷o
f；，（.λ．另见 1502 页 yon; 1562 页 yin"

I贯主 … in ＠隐藏不露z ～蔽｜～身 l ～
山、（隐）士。＠潜伏的；藏在深处的z ～情｜
～患。＠指隐秘的事z 难言之～。

E隐蔽l yinbi 0 画］借旁的事物来遮掩2 游击
队～在高粱地里。＠圈被别的事物遮住不易

被发现：地形～｜手法～。

E隐避】 yinbi Ll到隐藏躲避：～在外。

E隐藏】 yincang 圈藏起来不让发现z ～在丛

林中。
E隐恶扬善E yin' e-yangshan 隐瞒人的坏处，而
表扬他的好处，这是占代提倡的一种为人处世
的态度。

E隐伏J yinfu 画隐藏；潜伏z ～在黑暗角落里 1

～着危机。
E隐含】 yinhan 画隐约含有；暗含：眼神里～

着失望｜话中～着深意。
E隐花植物l yinhua-zhiwu 不开花结实，靠

袍子、配子或细胞分裂繁殖的植物的统称，
如藻类、菌类、族类、苔葬类（区别于“显花植
物”）。

E隐患】 yinhuan 圈潜藏着的祸患z 消除～。

E隐讳E yinhui 画有所顾忌而隐瞒不说z 毫无

～ 1共产党人从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E隐晦l yinhui r1121 （意思）模糊，不明显：这些诗
写得十分～，不容易懂。

E隐疾】 yinji IEl 不便向别人脚媚，如出育之类。
E隐居E yin ju 圈由于对统治者不满或有出世
思想而住在偏僻地方，不出来做官。

E隐君子E yT叫。nzi IEl 原指隐居的人，后来借以



嘲讽吸烟或吸毒成瘾的人（隐、瘾谐音）。
E隐括】 yTnkuδ 同“奥括”。

E隐瞒l ylnman 画掩盖真相，不让人知道g ～

错误｜大家都知道了，他还想～。

E隐秘E yinmi 0 ［现隐蔽不外露：～不说。＠
[fill 隐、蔽的；秘密的 z 手法十分～｜地道的出口
开在～的地方。＠圈秘密的事：刺探～。

E隐没E yin『no 国隐蔽；渐渐看不见z 远去的航

船～在雨雾里。
E隐匿］ yTnni 圈＠隐瞒：～真情｜～不报。＠

隐藏；躲起来：～财物｜～国外。

E隐僻l yinpi 圈。偏僻2 ～的角落。＠隐晦

而罕见．用典～o
E隐情E ylnqing 画不愿让人知道的事实或原

因 2 无人知道其中的～｜事故背后还有重大～o
E隐忍E yinr品n 画把委屈、不满等藏在内心，勉

强忍耐：～不言。
E隐射E yinshe C祖暗射；影射。
E隐身E yinshen 画画把身体隐藏起来：～山林 l

～在门后。
E隐身技术E yTnsh岳n jishu 隐形技术。

E隐士】 yinshi 圈隐居的人。
E隐私】 yinsI 画不愿告诉人的或不愿公开的

个人的事。

E隐痛E ylntδng 固＠不愿告诉人的痛苦08

隐隐约约的疼痛感。
E隐现E yinxian C司时隐时现；不清晰地显现z
水天相接，小岛～o

E隐形E yT『1xing 圃属性词。把形体隐藏起来

的z ～飞机1～眼镜。
E隐形飞机】 yT『1xing f岳阳指用雷达、红外线或

其他探测系统难以发现的飞机。
E隐形技术E yT『1xing jishu 采取各种措施，减弱

霄达反射波、红外线辐射及噪声等，使飞机、导

弹、舰船等不易被探测设备发现的综合技术。
也叫隐身技术。

E隐形眼镜E yinxing y凸njing 接触镜的通称。
E隐性】 ylnxing 圈属性词。指性质或性状不

表现在外的（跟“显性”相对）：～遗传｜～语法

关系。
E隐姓埋名】 yTnxing-maiming 隐瞒自己的真

实姓名。
E隐逸E ylnyi ＜书〉＠画避世隐居。＠［望指
隐居的人．山林～。

E隐隐l yinyin E回隐约·～的雷声 l 青山～｜筋
骨～作痛。

E隐忧】 yTnyou [BJ 深藏的忧愁；潜藏的忧虑。
E隐语E yiny心 IBJO 不把要说的意思明说出

来，而借用别的话来表示，古代称作隐语，类似

隐朝I i隐奥瘾蟆缮印 I yin - yin I 1567 I 

后世的谜语。＠黑话；暗语。

E隐喻E yinyu 圈比喻的一种，不用“如、像、似、
好像”等比喻词，而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

等词，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
事物。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荷叶成

了一把把撑开的小伞”。也叫暗喻。
E隐约E ylny晴圆看起来或昕起来不很清楚；

感觉不很明显2 远处的峰峦～可见｜歌声隐隐

约约地从山头传来。
E隐衷E yinzhong g虽不愿告诉人的苦衷。

朝 yin ＜书〉引车前行的皮带。

主战 yin 〈书〉隐语；谜语。
H思（精）
集… yin 见下

（捷、 Z枭）
E奥梧E ylnkuo ＜书〉＠圈矫正木材弯曲的器
具。＠圈（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剪裁改写。｜｜
也作隐括。

瘾～ in 画＠由于神经中枢经常接
（瘾）受某种外界刺激而形成的习惯性

或依赖性：烟～｜他喝酒的～真大。＠泛指浓
厚的兴趣：戏～｜他看《红楼梦》看上～了。

E瘾君子E yinjunzi 圈指吸烟或吸毒成瘾的
人。

E瘾头E yint6u （～儿）画上瘾的程度z 你们下

棋的～儿可真不小。
由主 yin 〈书〉同“蚓”。

’苔，、

加在一 yin 〈方〉画纺（ h6nq)
结（德），。

、

yin c 117) 

印 yin 0 圈政府
尸机关的图章，泛

指图章：盖～ J 钢～。
＠（～儿）圈印子①z

烙～｜脚～儿｜纸上的
水干了，可还有个

～儿。8 rnJj] 留下痕 古代的印
迹，特指使文字或图

画等留在纸上或器物上z ～书 i排～｜～花儿布。
＠符合：～证｜心心相～。 tit CYin）圈姓。

E印把子E yinba·zi [BJ 指行政机关的印信的
把儿，借指政权2 ～掌握在人民手里。

E印本］ yinb岳n 圈印刷的书本（区别于“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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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助s I yin ｜印饮部荫

本勺。

E印归 yinci 画图书每一版印刷的次数。从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连续计算。

E印第安人］ Yindi ’anren 圈美洲最古老的居

民，皮肤红黑色，从前称为红种人。大部分住
在中南美各国。 t印第安，英 Indian]

E印度教】 Yindujiao 圈经过改革的婆罗门教，

现在流行于印度、尼泊尔等国。
E印发E yinfa 圈印刷散发；印刷分发z ～传单｜
把这份材料～给各科室。

E印痕l yinhen IBJ 痕迹。

E印花】1 yin;;hua c～儿）圈将有色花纹或图案

印到纺织品等上面。
E印花Y yinhua IBl 由政府有关部门发售，规定

贴在契约、凭证等上面，作为税款的一种特制
印刷品。全称印花税票。

E印花税】 yinhuashui IBl 国家税收的一种，各
项契约、凭证等须按税法贴政府有关部门发售

的印花。
E印记l yinji O 圈痕迹：公章一按，留下了鲜
红的～。他的每篇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

＠圈把印象深刻地保持着：他一直把那次约

会的情景～在脑海里。＠圈旧时指铃记。

E印迹E yinji IBl 痕迹。
E印鉴l yinjian 画为防假冒，在支付款项的机
关留供核对的印章底祥。支领款项时，所用的
印章要与所留的印章底样相符。

E印泥E yinni 圈盖图章用的颜料，一般用朱
砂、艾绒和油制成，印出来是红色。

E印纽E yinniu IBJ 古代印章上端雕刻成龟、虎、
狮等形象的部分，有孔，可以穿带子。也作印
钮。（图见 1567 页“古代的印”）

E印钮E yinni心同“印纽”。

E印谱E yinp心圈汇集古印或名家所刻印章，印
出底样，复制而成的书。

E印染E yin「凸n 画为纺织品印花和染色：～技

术。

E印色E yin•se 圈印泥。

E印绞】 yinshot』圈旧时称印信和系印的丝

带。
E印刷】 yinshua 画把文字、图画等做成版，涂

上油墨，印在纸张上。近现代印刷用各种印刷

机及计算机操作的照排系统。我国的手工印
刷，多用棕刷子蘸墨刷在印版上，然后放上纸，
再用干净的棕刷子在纸背上用力擦过，所以叫
作印刷。

E印刷品E yinshuapin 圈印刷成的各类物品，
如图书、报刊、图片、海报、广告、包装盒等。

E印刷体】 yinshuati 画文字或拼音字母的印

刷形式（区别于“手写体勺。参看 1204 页1子

写体t
E印台】 yintai 睛盖图章（主要是橡皮图章或

木戳）所用的印油盒。也叫打印台。

E印堂】 yintang 圈指额部两眉之间。

E印笠】 yinxT 圈印，特指帝王的印。

E印象】 yinxiang 画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留

下的迹象：深刻的～｜他给我的～很好。
E印信】 yinxin 圈政府机关的图章（总称）。

E印行E yinxing 国印刷并发行：～单行本｜那

本词典已～上百万册。

E印泊】 yiny6u 圈专供印台用的液体，有红、

蓝、紫等色。
E印张l yinzhang ［萄印刷书籍时每一本书所
用纸张数量的计算单位，以一整张平板纸（通
称新闻纸或报纸）为两个印张。

E印章l yinzhang IBl 印和章的合称。

E印证l yinzheng O 圈证明与事实相符：事
情的发展～了他的预见。＠圈用来印证的事

物。

E印制】 yinzhi ~印刷制作（书籍、图片等）；洗

印制作（影片等）：～邮票｜片子拍摄完毕，已进
入～阶段。

E印子】 yin•zi 固＠痕迹：车轮～｜地板上踩了

好多脚～。 f) fp子钱的简称z 放～ i 打～（借
印子钱）。

E印子钱E yin· ziqian IBl 旧时高利贷的→种，

把本钱和很高的利息加在一起，约定期限，由
债务人分期偿还，每还一期，在折子上盖印为
记。简称印子。

后必.，. E.• k-, . yin 圃给牲畜水喝：～
’以（傲、献）牲口｜马～过了。

另见 1566 页 yin 。

E饮场】 yin;;chang 画旧时戏曲演员在台上喝

水润嗓子。

苟 yin 画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ι凡 元
ι，1..1 色液体，化学性质活泼。用来制造合成树

脂，与其他液态短混合可做油漆的溶剂。［英
indene] 

荫 yin 0 ＜口咽没有
（窿、＠＠瘾） F日光；又凉又潮：南屋

太～，这边坐吧。＠〈书〉荫庇：封妻～子。＠
封建时代由于父祖有功而给予子孙入学或任
官的权利。

另见 1560 页 yTn 。

E荫庇E yinbi ＜书〉画大树校叶遮蔽阳光，宜于
人们休息，比喻尊长照顾晚辈或祖宗保佑子
孙。

E荫凉E yinliang E画因太阳晒不着而凉爽z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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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得很。

）青L yin ＜书〉后代；后嗣。
重 yin （书〉沉淀物；沉淀物的痕迹。

b.白， j yin 圈鱼，身体细长，近圆筒形，

！！！叩（娜）灰黑色，头和背部前端扁平，上有
→长椭圆形吸盘，鳞小而圆。生活在海洋中，
常用吸盘吸在其他大鱼身体下面或船底下。

害 yin 地寄子；地F室
另见 1492 页 xOn"

E警井】 ylnjlng 画上下水道或其他地下管线
工程中，为便于检查或疏通而设置的井状构筑

物。
皇岛 yin ＜书〉＠愿；宁愿。＠损伤；

~（怒）头缺。
E愁愁E yinyin ＜书＞ [IDJ 小心谨慎。

亡二子显豆豆豆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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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E yingqi ~英俊、豪迈的气概z ～勃勃。

E英石E yingshi 圈广东英德所产的一种石头，
常用来叠假山。

E英特纳雄耐尔E Yingtenaxiongnai ’岳r 画“国

际”（“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的音译，也译
作英特耐雄纳尔。在《国际歌》中指国际共
产主义的理想。［法 Internationale]

E英武E yTngw心回英俊威武。
~雄E yingxiong 0 圈本领高强、勇武过人
的人z ～好汉｜自古～出少年。＠巨富不怕困
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
敬的人：人民～｜劳动～｜民族～。＠圈属性

词。具有英雄品质的z ～的中国人民。
L英雄无用武之地l yTngxi6ng wu yongwu zhT 

di 比喻有本领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E英寻E yTngxun 画英美制计量水深的单位，1
英寻等于6 英尺，合 1.828 米。旧也作碍。

仨英勇E yTngyong ［噩勇敢出众z ～杀敌！～的

战士。
股市~］ yTngzhi IEl 单位制的一种，长度的主单
位是英尺，质量的主单位是磅，时间的主单位

是秒。盎司、码、英商、加仑等都是英制单位。
E英姿E yTngzT 圈英俊威武的风姿：～焕发｜枫
爽～。
碍 vTngxun 又 xun E英寻l日也作

（蹲）白了
达岳 γIng 圈鸟，身体小，多为

写（繁、需）褐色或暗绿色，嘴短而尖。
叫的声音清脆。吃昆虫，对农业和林业有益。

种类很多。

E莺歌燕舞E yTngg岳－yanw心黄莺歌唱，燕子飞

舞，形容大好春光或大好形势z 大地春回，～0
日两 yingl问又 Ii凸ng 国英两（盎
附（口雨）司）旧也作啊。

p yingli 又 11 画英里旧也作哩。
二t 另见 795 页 IT; 807 页· I i o 

荤圳ng ＜书〉同‘‘
（告革）

婴1 …问婴儿z 妇～｜溺～。
（婴） -

娶一问〈书〉触；缠绕z ～疾（得
（要）病）：

E婴儿E ying ’自r 圈不满一岁的小孩儿。
E婴孩】 yTnghai 圈婴儿。

姨问〈书〉妇女的美称。
瑛问〈书〉＠美玉。＠玉的光彩

瞰问mu Jl_ mu 画英亩旧也作嗽。

镇 问啪铃声
（缺）

樱 lttH 向g < » 0 锄虫刷B：～其锋｜
（摆）～怒。＠纠缠；扰乱。

要（要） yir 

E耍奠】 yingyu 圈落叶藤本植物，枝条细长有
棱角，叶子阔卵形，有 3-5 个深裂，圆锥花序，

浆果黑紫色。茎、叶可入药。

嗖（嗖）问
E嗖嗖E yingying lmEl 形容鸟叫、吸泣等的声

音。

器 问町、时肚的瓶
（瞿、兴瞿） 子。

E婴粟】 yingsu 睛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全株有白粉，叶子长圆形，边缘有缺刻，花红

色、粉色或白色，果实球形。果实未成熟时划
破表皮，流出的汁液可用来制取阿片。果壳可
入药。

artli! 归国 ying 0 古代帽子上系在额下的
玻（摆）带子，泛指带子。＠（叫L）~续
子①2 红～枪。＠（～儿）函缕子②z 芥菜
～儿。

E续子l ying• zi IEl 0 系在服装或器物上的穗
状饰物：帽～。＠像缕子的东西z 萝卡～。
理 -ng ＜书〉像玉的石头

（理） ~ 
E理珞】 yingluo 圈古代用珠玉穿成的戴在颈

项上的装饰品。

樱… yi咱们樱桃。如樱花。
（樱） -

E樱花E yinghua IEl 0 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
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球形，黑色。供观赏。
＠这种植物的花。

E樱桃】 ying•tao 圈。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子

长卵圆形，花白色略带红晕。果实近球形，红
色，味甜，可以吃。＠这种植物的果实。

寞问〈书〉雪花。

鹦（蹋） yi吨见下。
E鹦哥E ying•ge C～儿）〈口〉圈鹦鹉。

E鹦鹉】 yingwu IEl 鸟，头部圆，上嘴大，呈钩

状，下嘴短小，羽毛美丽，有白、赤、黄、绿等色。
生活在热带树林里，吃果实。能模仿人说话的
声音。

E鹦鹉螺E yingwulu6 圈软体动物，外形稍像

章鱼，后端带有蝶、壳，口旁有丝状触角，没有吸

盘，用鲤怦吸。生活在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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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鹦鹉学舌】 yTngwC』－xueshe 鹦鹉学人说话，

比喻别人怎样说，他也跟着怎样说（含贬义）。

膺1 ying （书〉胸 2 义忡

膺2 ying （书〉＠承受5承当：荣～勋章。
＠讨伐；打击．～惩。

E膺惩】 γingcheng ＜书〉［萄讨伐；打击。

E膺选E yingxu创〈书〉圈当选。

鹰年阀割叫呈钩状，颈短，脚
（膺）部有长毛，足趾有长而锐利的爪。

是猛禽，捕食小兽及其他鸟类。种类很多，如
苍鹰、雀鹰、老鹰等。

E鹰鼻鹤Dill yingbi-yaoy凸n 形容奸诈凶狠的

人的相貌。
E鹰派l yingpc'ii [El 指主张以激进、强硬的手段
处理政治、外交等问题的派别（跟“鸽派”相

对） ：～人物。
E鹰犬E yingquan IBl 打猎所用的鹰和狗，比喻
受驱使、做爪牙的人。

E鹰盖在E yingsun ＜书〉圈鹰和堡，都捕食小动
物和其他鸟类，比喻凶猛或勇猛的人。

E鹰洋】 yingy6ng !Bl 旧时曾在我国市面上流
通过的墨西哥银币，正面有凸起的鹰形。

膺向〈书〉同‘‘应，，（
另见 1577 页 yl「lQ 0 

y1ng <JL) 

~m ving 圃＠迎接：欢～｜～宾｜～国庆o
Aζι ＠对着；冲（ chon趴着：～面｜～风｜～上

去打招呼。
E迎春花l yingchunhua 圈落叶灌木，羽状复
叶，小叶卵形或长椭圆形，花黄色，早春开花。
供观赏，花、枝、叶都可入药。

E迎仄tJ ying;;f岳吨。自面对着风：这里坐着正
～，很凉快。 8 [j_Dj 随风2 红旗～招展。

E迎合】 vinghe 画有意使自己的言语或举动
适合别人的心意：～上司机观众。

E迎候E yinghou 圈到某个地方等候迎接（到
来的人）：提前半小时到车站～。

E迎击l yingji 画对着敌人来的方向攻击：奋
勇～｜～进犯之敌。

[if!!接l yingji岳圈。到某个地点去陪同客人

等一起来·前往机场～贵宾。＠做好准备期待
某事物或某情况到来：～劳动节｜～新的挑战。

E迎面l ying;; mian （～儿）［画对着脸：西北风
主～儿刮着［～走上去打招呼。

E迎亲l ying;;qin 圃结婚日才男家用花轿、轿车、

鼓乐等到女家迎接新娘。

E迎娶l yingq心圈＠娶。＠迎亲。

E迎刃而解E yingr曲’自rj i岳用刀劈竹子，劈开了

口儿，下面的一段就迎着刀口自己裂开（语出

《晋书·杜预传》）。比喻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其三矗

他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三三三
E迎头l ying;; t6u （～儿）画迎面；当头：～痛
击。

E迎头赶上】 yingt6u-g凸nshang 加紧追上最

前面的。
E且新l yingxin ®JI 欢迎新来的同事、同学等z

～晚会O
C旦进E yingya 〈书〉理由迎接。
E迎战E yingzhan ［到朝着敌人来的方向上前
去作战z ～敌军。我队在决赛中将～欧洲劲旅。

莹 .r...r... 向〈书〉坟地2 ～地l祖～。
（~） 

萦… 川菜经（Yingjing），地名，在
（柴）四川｜。
另见 1468 页 xi吨。

世主 .. .. ying ＜书〉＠光亮微弱的样子z
灾（焚）一灯～然。＠眼光迷乱；疑惑z ～
惑。

E荧光】 yingguang 圈某些物质受光或其他射

线照射时所发出的可见光。光和其他射线停
止照射，荧光随之消失。荧光灯和荧光屏都涂
有荧光物质。

E荧光棒l yingguangbang 圈能发出荧光的棒

状物。在大型演出现场，观众常挥舞荧光棒与

台上互动。
E荧光灯E yingguangd岳ng 圈灯的一种，在真

空玻璃管里充入水银，两端安装电极，管的内
壁涂有荧光物质。通电后水银蒸气放电，同时
产生紫外线，激发荧光物质而发光。常见的荧
光灯光和日光相似。俗称日光灯。

E荧光屏】 yingguangping 1:81 涂有荧光物质的

屏，X 射线、紫外线、阴极射线照射在荧光屏上

能发出可见光。如示波器和电视机上都装有
荧光屏，用来把阴极射线变为图像。

E荧惑E yinghuo 0 ＜书〉圈迷惑：～人心。＠
固我国古代指火星。

E荧幕E yingmu IBl 荧屏。

E荧屏E yingping 圈荧光屏。特指电视荧光

屏，也借指电视：这部连续剧下周即可在～上

和观众见面。

E荧荧E yingying 圆形容星光或灯烛光：明星
～｜一灯～。

盈向＠充满， Jt~I 丰～ l 车马～门｜恶
贯满～。＠多出来；多余．～余l～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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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画姓。

E盈亏） yingkul ~ 0 指月亮的困和缺。＠指
赚钱或赔本z 自负～。

E盈利E yingli ~扣除成本后获得的利润。也
主矗 作赢利。

三三言 E盈盈E yingying 圈＠形容清澈g 春水～｜荷

叶上露珠～。＠形容仪态美好：～顾盼。＠

形容情绪、气氛等充分流露：喜气～｜笑脸～。
＠形容动作轻盈z ～起舞。

E主余）（赢余） yingyu o 圈收入中除去开支
后剩余：～两千元。. IE.J 收入中除去开支后
剩余的财物3 有两千元的～。

莹 巾＠〈书〉光洁像玉的石头。
（莹） fj 克亮透明 g 晶～。

萤 ω ying 圈昆虫，身体黄褐色，触角
（登）生垛，腹部末端有发光的器官，能

发带绿色的光。白天伏在草丛里，夜晚飞出
来。种类很多。通称萤火虫。

E萤火虫l yinghuoch6ng 圈萤的通称。

营1 叩 ying 0 谋求～生｜～救。＠
（管）血管理： ~il\: I ～业｜国～｜民

～。 8 (Ying）圈姓。

营2 .. ~ ying 0 军队驻扎的地方：军
（管） :___,I主～。＠圈军队的编制单

位，隶属于团，F辖若干连。

的物质来维持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的作用。

＠养分＝水果富于～。
E营养素】 yingy凸ngsu 圈食物中具有营养的

物质，包括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无机盐
和水等。

E营业】 yingye l虱（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

等）经营业务z ～额｜开始～！扩充～。
E营业税l yingyeshui f画工商业部门按营业额
的大小向政府交纳的税款。

E营业员E yingyeyuan ［苞l 营业场所的售货员、

收购员等的统称。

E营运E yingyun 闹。（车船等）营业和运行；

运营：这条新船即将投入～。＠经营，一般指
经商（多见于早期白话）。

E营造】 yingzao 圈＠经营建筑z ～位宅。＠

有计划、有目的地造z ～防护林｜～气氛｜～优
雅的居住环境。

E营造尺E yingzaochl ~清代工部营造所用的
尺，合 0.32 米。为当时的标准长度单位。

E膏寨】 yingzhai ~旧时驻扎军队的地方；军

营z 偷袭～。
E营帐】 yingzhang

宿用的帐篷。

萦（萦） ~~g 
圈军队或野外工作者等住

〈书〉围绕z缠绕z 琐事～

E营办E yingban 圈操持办理；承办。 I c萦怀E yinghuai ~牵挂在心上：离思～｜国事
E营地E yingdi 圈部队等扎营的地方。 | 家事，梦寐～。

E营房E yingfang ~专供军队驻扎的房屋及 I c萦回】 yinghui 画回旋往复s曲折环绕g 当年
其周围划定的区域。 | 情景，～脑际 l青山环抱，绿水～。

E营火E yinghuo 圈夜间露营时燃起的火堆。 I c萦绕E yingrao 圈萦回 2 泉石～！云雾～。
E营火会l yinghuohui 圈一种露天晚会，多在 I c萦系E yingxi 圈记挂；牵挂z 思乡之念～心
野外，大家围着火堆谈笑歌舞。 | 头。

E营建l yingjian ~营造P建造2 ～住宅楼。 I c萦纤】 yingyu ＜书〉圈旋绕弯曲；索回。
E营救E yingjiu 圈设法援救z ～遇险船员。 | 立拉 ying 用于地名 2 ～湾（在湖南长
E营组问陆圈。军营和四周的围墙。＠｜深（涤）训。
阵营z 革命～。 l 站在手 ying 华釜（ Hu6ying），山名，在

阳和Jl 问Ii 画谋求利润。 ！莹莹（攀）四川东部和重庆西北部。
E营盟问pan 圈兵营的旧称。 1 函 ying 0 堂屋前部的柱子：斗。＠
E营区E 问qu 圈军队扎营的地区。 11 〈书〉［重房屋一间为一植＝园内有小舍三
E营生E yingsheng 圈谋生活z 船户们长年都 i ～。
在水上～。 !c植联l yinglian 画挂或贴在撞上的对联，泛

E营生l ying•sheng （～儿）〈方）~职业；工作， I 指对联。
找个正经～｜地里的～他都拿得起来。 : ~r..坠 ying ＜书〉清澈。

E制问sl 画谋求私和lj ：结党～｜～舞弊。 ｜涅（澄） "' 
E营私舞弊E yingsl-wubi 为谋求私利耍弄手 I -r盐 ying 用于人名。

段栅翩翩事情。 ｜埋（瑾）
E营销E yinaxiao 圈经营销售2 ～观念｜～人 I dr.!i! ，＿~ ying 圈苍蝇2 ～拍｜～蜗｜灭～。

员｜网立。 ｜明（蝇） Q 

E营养E yingy凸ng 圈。机体从外界吸取需要 I c蝇甩JLl yingshu副r ＜方）~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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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蝇头】 yingt6u 圈苍蝇的头，用于比喻，形容 l E颖异E yTngyi ＜书〉帽＠指聪明过人z 自幼

东西非常小：～小楷｜～微利。 | ～。＠新颖奇异：构思～。
E蝇营狗苟E yingying g6ug6u 像苍蝇那样飞 i 垦冬训吨。（～儿）圈影子①2 树～ l 阴～。

| 主主尺
来飞去，像狗那样苟且偷生，形容人不顾廉耻，｜刁辜／＠（～JL）圈影子②：倒～。＠（～儿）圈
到处钻营。也说狗苟蝇营。 | 影子③z 人～儿。＠照片：小～｜合～。＠旧主E

E蝇子E ying• zi ＜口〉［割苍蝇。 | 时指祖先的画像。＠指电影z ～评｜～院。＠毛主
部撑咄咿 ing 见下。 | 指皮影戏．漆州～。＠〈方〉阉隐藏；遮蔽z
保（襟） ! 一只野兔～在草丛里｜把棍子～在背后。时
E凉泪l yinghui ~J 水流回旋。 | 摹：～写 i～宋本。⑩＜ Ying) I组姓。
E凉绕］ yingr台。［到水流环绕z 清溪～。 I c影壁l yTngbi 圈＠大门内或屏门内做屏蔽
赢 Ying ~ ~i I 的墙壁。也有木制的，下有底座，可以移动，上

| 面像屋脊。＠照壁。＠指塑有各种形象的墙

赢~ ying 0 lZ\Dl Jl'ECJ!&"4ifoi";fH对）：叫壁
（赢）挝果，甲队～了 l这盘棋下和了， l E影城E ylngcheng [El 0 指糊较大的电影院

谁也没～。＠获利。 ! （多用于电影院名称）。＠影视城。
E赢得E yingde 闻博得；取得：～时间｜～信任 I c影帝E yTngdi 圈指获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称

与支持｜精彩的表演～全场喝彩。 | 号的人。
E赢家】 yingjia I到指赌博、比赛或竞争中获胜 l E影碟】 yTngdie ＜方〉圈视盘。
的→方。 ｜膨格JL] yingger ［雪小孩儿等初学毛笔字时放

E赢利】 yingll 0 ~I 获得利润：今年由亏损转｜ 在纸下模仿着写的字样子。
为～。＠同盟利”。 ｜膨后l ylnghou 函指获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E赢面】 yingmian 圈竞赛中战胜对于的概率 l 称号的人。
（多用于预测~） ：这场对抗赛主队的～要大些。 I c影制 yingji 圈用来存放照片的册子。

E赢余】 vingyu 见 1572 页I盈余1。 I c影剧院E yTngjuy叫n 圈供放映电影、演出戏
苟言 ying 0 ＜书〉大海＂ 8 (Ying ）函l 姓。 I 剧、歌舞、曲艺等的场所。
伽凡 I I彭楼E yTngl6u [:8] 主要从事人像艺术摄影的

[l赢海l yi咐咱i （书〉画大海。 | 照相馆（多是楼房建筑）。
E满寰E yinghuan ＜书〉圈指全世界。 ｜【影迷】 ylngmi 温喜欢看电影而入迷的人。
簇山 ying ＜书〉＠酬的ng）→类｜膨叫叫anr ＜口〉圈影片。

c ：氟）的器具。＠放筷子的笼子 I c影片l yingpian 圈＠用来放映电影的胶片。
( 16ng•zi ）。 | 参看 733 页【拷贝 1。＠放映的电影：故事～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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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E Ying 周朝时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荆
＇＂＂州。

t;t;;; Yin口额河，水名，发源于河南，流

泪足（原）至安徽入淮1nJ 。
~ ying 0 某些禾本科植物
录贝（颖、东真）（女品、麦）籽实的带芒的
外壳2 ～果。＠〈书〉指某些小而细长的东西

的尖端．短～羊毫（笔）。＠〈书〉聪明：聪～。
E颖果E yinggu6 道l 干果的 J种，种皮和果皮

合而为一，里面只有一粒种子。禾本科植物的

果实都是颖果，如稻、麦的果实。

E颖慧］ ylnghui ＜书〉圈聪明（多指少年）。
E颖悟E yingwu ＜书） [fill 聪明，悟性强（多指少

年）。

科学教育～。
E影评E yTngping 圈评论电影的文章。

E影射E ylngshe 圈借甲指乙；暗指（某人某

事） ：小说的主角～作者的一个同学。
E影视E yingshi 圈电影和电视：～圈 l～片｜～

明星。

E影视城l ylngshicheng 圈指专门建造的影

视拍摄基地，内有仿造的街巷、房屋等建筑。
E影视自申!Jl ylngshiju 圈电影和电视剧。

E影坛E ylngtan 睛指电影界。

E影｝咀 yTngxi t毯。皮影戏。＠〈方〉电影。

E影响E yingxiang O 圃对别人的思想或行动
起作用（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父母应该用
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孩子。＠［刽对人或事物

所起的作用＝这件事造成很大的～。＠〈书〉
圈传闻的；无根据的z 模糊～之谈。

E影像】（影象l yingxiang 昆主］＠肖像；画像。

＠形象：他的～时刻在我眼前浮现。＠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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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光学装置、电子装置等呈现出来的形状。

E影星l ylngxlng ~电影明星。
E影讯l yingx山［写电影院放映电影的信息：

一周～｜发布近期～。
主豆三院兰印l yingyin 画画用照相的方法制版印刷（多
重主 用于翻印书籍或图表）。

由王影绰绰E ylngylngchuochuδ （～的）圈状

态词。模模糊糊；不真切z 天刚亮，～地可以看

见墙外的槐树梢儿。

E影院l yingyuan ~电影院。
E影展l yingzhan 圈。摄影作品展览。＠同

类的电影以展览为目的集中在一段时间内放

映的活动。
E影子E ying•zi 函＠物体挡住光线后，映在地

面或其他物体上的形象：树～。＠镜中
等反映出来的物体的形象。＠模糊的形象：
那件事我连点儿～也记不得了。

E影子内阁l ylng•zi neige 某些国家的在野党
在其议会党团内部按照内阁形式组成的准备
上台执政的班子。始于英国。

瘦卢 ying ~O 仰瞅受病原剌激
（瘦）后的局部啦，通常为囊状物。＠

中医指生长在脖子上的一种囊状的瘤子，主要

指甲状腺肿大等病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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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子丁t ying ＠回答：答～｜呼～。＠画
旭LC靡）满足要求；允许；接受z 有求必～ i
～聘｜～主人的邀请前去做客。＠顺应；适应：

～时｜～景 11导心～手。。应付：～变｜～急｜～
接不暇。

另见 1569 页 yl吨。

E应变】1 yingbian 画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

随机～｜他的～能力很强。

E应变r yingbian 圈物体由于外因（受力、温
度变化等）或内在缺陷，它的形状尺寸所发生

的相对改变。

E应标】 ying;; biao ［到接受招标z ～承包｜没人

应这个标。
E应承E ying•cheng ［量答应付故）：满口～｜把
事情～下来。

E应城E Yingcheng ~地名，在湖北。
E应酬E ylng•chou O 圃交际往来；以礼相待z

～话｜不善～ l我去～一下，你们该忙什么还忙
什么。＠圈指宴会、聚会等社交活动z 今天

晚上有个～。
rnz从E yingc6ng 画答应并顺从g 他点头～了

大家的建议。
E应答】 yingd6 ［到回答：～如流。

E应敌】 yingdi E面应付敌人：～计划！现有兵力

不足以～。

E应对E yingdui 画＠答对：善于～｜～自如。

＠采取措施、对策以应付出现的情况：～措施 1

～严峻挑战。
E应付E ying•fu 圈＠对人对事采取措施、办

法2 ～局面！～事变｜事情太多，难于～。＠敷

衍了事·～事儿。＠将就；凑合：这件衣服今
年还可以～过去。

E应和E yinghe 圈（声音、语言、行动等）相呼

应：同声～O

E应激E yingjl \§ljJ 对刺激产生反应z 心理～｜～
状态。

E应急】 ying;; ji 南］应付迫切的需要：～措施｜
你先借我点儿钱应应急。

E应季］ yingji 圈属性词。适应当时季节的：

～水果l～销售。
E应接不暇】 yingji岳，buxi6 原指美景繁多，看

不过来。后形容来人或事情太多，接待应付不

过来：图书馆挤满了人，有还书的，有借书的，
工作人员～。

[Jjz景E yingjlng （～儿）圈 0 ( －／／一）为了适应
当前情况而勉强做某事：他本来不大会喝酒，

可是在宴会上也不得不应个景儿。＠适合当
时的节令z ～果品｜端午吃棕子是～儿。

E应举】 yingj凸画指参加科举考试，明清两代

指参加乡试。

E应考E yingkao 圈参加招考的考试：踊跃～｜

今年～人数超过往年。
E应力l yingli 圈物体由于外因或内在缺陷而

产生形变时，在它内部任一截面单位面积上两
方的相互作用力。

E应卵】 ying;;mao 画旧时官厅每天卵时（早

晨五点到七点）查点到班人员，点名时到班的
人应声叫应卵，现比喻到场应付→下：上班时
他应个卵就走了。

E应门l ying;;men 阉为敲门或叫门的人开门。

E应募E yingmu 圈接受招募z ～从军。

E应诺E yingnuo ［到答应；应承：慨然～。
E应拍E ying;;pai 圈拍卖物品时，拍卖师报价

后，竞买人对该价格表示接受，叫应拍：一万元
的起价叫出后，竞买人纷纷举牌～。

E应聘】 yingpin 画＠接受招聘：前来～公务

员的人很多。＠接受聘请：他～到广州教书。
E应山E Yingshan ~地名，在湖北。
E应声E yingsh岳ng 画随着声音：～而至 1 一枪

打去，匪首～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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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虫l yingsh岳ngch6ng 圈称随声附和的

人（含鄙视意） c

E应时】 yingshi 0 I勤属性词。适合时令的：
～小菜｜～货品。＠圃立刻； u, J:: ：车子一歪，

他～就摔了下来。
[1§7.市】 yingshi 阉（商品）适应市场需要上市

出售z 新产品即将～！大批水产品节前～。
E应试E yingshi 0 圈应考。＠圈属性词。
专为应对考试的z ～教育。

E应试教育】 yingshi jiooyu 以单纯培养学生

应对考试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教育。
E应诉E ying//SU 闻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给予答辩。

E应县E Ying Xian i＝割地名，在山西。

E应讯］ yingxun ［到接受讯问：出庭～。
E应验l yingyon 画（预言、预感）和后来发生的

事实相符：他的预测果然～了。

E应邀E yingyao ~西！接受邀请：～前往。
E应用E ylngyong O 画使用：～新技术｜这种
方法～得最为普遍。＠睡i 属性词。直接用于

生活或生产的：～文｜～科学。
E应用科学】 ylngyong k岳xue 跟人类生产、生
活直接联系的科学，如医学、农学。

E应用卫星E yingyong weixTng 供地面上实际
业务应用的人造地球卫星，如气象卫星、通信
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预警：Il＿星等。

E应用文l yingyongwen ~I 指日常生活或工

作中经常应用的文体，如公文、书信、广告、收；
据等。

E应援E yingyuan 圈（军队）接应。
E应运E yingy归国原指应天命（而降生），后泛
指Ji阪应时势2 ～而生。

E应运而生E yingyun ’自rsh岳ng 原指顺应天命

而降生，后泛指随着某种形势而产生z 随着电
脑的普及，网上教育～。

E应战E ying11zhon 函。跟进攻的敌人作战：
沉着～。＠接受对方提出的挑战条件：我坚

决～，保证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E应招E yingzhao 画接受招考、招募等。
E应召E yingzhoo 圈＠接受召唤或召见z ～

入宫。＠响应号召 z ～入伍。
E应诊】 yingzh岳n ［；国接受病人，给予治疗z ～

时间 l节假日照常～。
E应征E yingzh岳ng 画。适龄的公民响应征兵
号召 z ～入伍。＠泛指响应某种征求或征集z

～稿件。
E应和~］ yingzhi 画指奉皇帝的命令而写作诗

文z ～诗。

应映硬 l ying I 1515 I 

映 a … ying 0 圃因光线照射而显
cu~央）出物体的形象， ~Ml～象 l投

～｜倒～c. 放映电影或播放电视节目 z 上～｜

播～ 1首～式。
E映衬E yingchen O 阉映照；衬托z 红墙碧瓦，雪草

互相～。＠圈修辞方式，并列相反的事物，形三雪
成鲜明的对比。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
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
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E映带E vingdai ＜书〉国l 景物相互衬托2 湖光
山色，～左右。

E映期E yingqT 圈→部电影在影院上映的一段

时间 z 应观众要求延长～。
E映山红l yingshanh6ng ［翻杜鹊（植物〉。
E映射E vingshe 画照射z 阳光～在江面上。
E映现E yingxion [il自由光线照射而显现；呈现：

轮船驶向海岸，热带岛国的景色～在眼前l 当年
的情景再次在脑海中～。

E映象E ylngxiang 1旬因光线的反射作用而显

现的物象：岛上白塔的～随着湖水荡漾。

E映照E yingzhao 圈照射：霞光～。

硬问。圈物体内部的组织紧密，受外
力作用后不容易改变形状（跟“软’咽对，下

②⑤＠同）：坚～｜～木｜～煤。＠帽（性格）刚

强；（意志）坚定．强～｜～汉子 i话觉得～。＠
l固坚决或执拗地（做菜事）：不让他去，他～要

去。 0 [lllJ 勉强地（做某事） ：～撑 l他一发狼，

～爬上去了。＠回（能力）强；（质量）好＝～

手 l货色～。＠回硬性的：～指标｜～任务。
E硬邦邦E yingbangbang （～的）~状态词。
形容坚硬结实。

E硬棒E ying• bang （方〉圃硬；结实有力：有
了这根～的拐棍儿，上山就得力了｜老人的身体
还挺～。

E硬包装E yingbaozhuang ［每用镀锡铁、玻璃
瓶等质地较硬的包装材料做的密封包装。

E硬笔】 yingbi 圈指笔尖坚硬的笔，如钢笔、圆

珠笔等（对笔尖柔软的毛笔而言）：～书法。
E硬币E yingbi 圈金属的货币。

E硬菜E yingcai 圈指比较解馋、耐饿的菜肴，

也指 t档次、比较贵的菜：酒席上没有几道～。
E硬磁盘】 yingcipan 园里］最初指以铝合金为基

底的磁盘，通常固定在计算机内使用。简称硬
盘。

E硬道理E yingdooli 圈硬性的道理s元可争议

的道理z 发展是～。

E硬度l yingdu 圈。固体坚硬的程度，也就是
l剖体对磨损和外力所能引起的形变的抵抗能

力的大小。参看 922 页【莫氏硬度表1。＠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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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可溶性钙盐、镇盐等盐类的多少，叫作水

的硬度。
E硬腾】 γing’岳温l 腾的前部，是由骨和肌肉构
成的。（图见 543 页“人的喉”）

主主 E硬杠杠】 yinggang ·gang ['8] 指不容变通的硬

三三言 性标准：录取分数线是～，成绩低于分数线者

一律不得录取。
E硬弓E yinggong 圈拉起来费力大的弓。

E硬骨头E yinggu·tou 圈＠指坚强不屈的人。

＠比喻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技术革新中敢于
啃～。

E硬骨鱼E yingg的u 圈鱼的一大类，骨髓大部

坚硬，椎骨的主体常为两凹状，直E多为柿状，绪
有硬刺。供食用的鱼多属硬骨鱼类。

E硬广告】 ying凹凸nggao 圈指直接介绍商品、

服务内容等的传统形式的广告，通过报刊刊
登、设置广告牌、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等进行宣
传（对“软广告”而言）。 | 

西，比喻用强力对付强力，用强硬的态度对付

强硬的态度，也指无法蒙混或毫无回旋的余
地：～的功夫。

E硬片】 yingpian 圈干板（跟“软片”相对）。

E硬拼】 yingpln 画＠尽全力拼搏·子弹打光

了，就用刺刀跟敌人～。＠只凭力气或实力不
顾一切地于（多含贬义）：要顺势而为，不要～。

E硬气E ying•qi ＜方〉回＠刚强；有－骨气：为
人～。＠理直气壮：她觉得自己挣的钱用着
～｜我有证据，所以说话～。

E硬驱】 yingqu ~硬盘驱动器的简称。参看

214 页【磁盘驱动器lo
E硬任务】 ying「enwu 圈指在时间、数量、质量

等方面有明确要求，不能通融、改变的任务。

E硬伤E yingshang 圈＠身体等受到的明显的

损害：他的腿受过～，走路有点儿政。＠指明

显的错误或缺陷：出版物要消灭错别字之类的

E硬汉E yinghan I组坚强不屈的男子。也说硬 I c硬实力】 yingshili 南l 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
汉子。 | 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基本资源配置（包括士

E硬化E yinghua i划。（物体）由软变硬：生橡｜ 地面积、人口、自然条件）等方面所体现的综合
胶遇冷容易～，遇热容易软化 i血管～。＠比｜ 国力（对“软实｝J”而言）。

喻思想停止发展；僵化。 I c硬实） ying•shi （方＞ I归硬，结实。
E硬化纸J yinghuazhT I型钢纸。 I c硬是】 yingshi 圃＠〈方〉实在是；真的是。
E硬话J yinghua I量强硬的话，多指警告、威胁｜ ＠就是（无论如何也是）：他虽然身体不好，可

等措辞严厉的话：别拿～压人。 | ～不肯休息。
E硬环境E yinghuanjing r吕指交通、通信、水电 I c硬子） yingsh仙（～儿）圈能子才虽子：这人真
设施等物质环境（对“软环境”而言）．在抓好开｜ 是把～儿，干活儿又快又细致。
发区～建设的同时，也要努力改善软环境。 I c硬水E yingshuT 圈含有较多钙、缓、铁、锤等的

E硬件E yi『igjian 圈＠计算机系统的组成部｜ 可溶性盐类的水，味道不好，并容易形成水垢。
分，是构成计算机的各个元件、部件和装置的 E硬体】 yingtT O 圈属性词。机体组织较硬

统称。＠借指生产、科研、经营等过程中的机！ 的；质地较硬的z ～材料。＠圈台湾地区指
器设备、物质材料等。 | 硬件。

E硬结E yingjie O 画结成硬块；变硬。 8 I~］ I ［硬挺E yingtTng 画勉强支撑z 有了病不要～，

硬块：外痒在肚门周围形成～。 | 应该早点儿治。
［~更獗獗） yingju岳JU岳（～的）〈方〉圃状态词。 I c硬通货】 yingtonghuo 圈指在国际上能广泛
＠形容很硬（含厌恶意）．衣服浆得～的，穿着｜ 作为计价、支付、结算手段使用的货币。
不舒服。＠形容生硬z 他说话～的，让人接受 I c硬卧】 yingwo ~火车上的硬席卧铺。

不了。 I c硬武器】 yingw心qi 圈指用来直接杀伤敌人

E硬朗E ying· lang I潮＠〈口〉（老人）身体健｜ 或摧毁敌方军事目标的武器，如枪炮、地雷、导
壮．大爷身板还挺～。＠坚强有力．这几句｜ 弹等。

话，他说得十分～。 I c硬席】 yingxi 圈火车上设备比较简单的、硬
E硬煤E yingmei ＜方〉国无烟煤。 | 的座位或铺位。

E硬面E yingmian （～儿）［苞用少量水和成的面 I c硬性） yingxing 晴属性词。不能改变的；不

或在发酵的面中掺入干面和成的面：～馒头。 | 能通融的z ～规定。
E硬木J yingmu 圈坚实细致的木材，多指紫 I c硬玉E yingyu 白白矿物，成分是锁和铝的硅酸
檀、花梨木等。 | 盐，质地细密而硬。是薪翠中的主要矿物。

E硬盘E yingpan 圈硬磁盘的简称。 I c硬仗］ yingzhang 圈正面硬拼的战斗g艰苦

E硬碰硬E yingpengying 硬的东西碰硬的东｜ 激烈的战斗 2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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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硬着头皮】 ying·zhe toupi 不得已勉强做某

事2 为了找工作，他不得不～求人帮忙。
E硬挣E ying • zheng ＜方〉圈＠硬而有韧性＝
这种纸很～，可以做包装。＠坚强；强硬有力

的z 找个～的搭档。
E硬指标E yingzhlbiao IEJ 指在时间、数量、质
量等方面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不能通融、改
变的指标（对“软指标”而言）：每月生产两千辆
汽车，这是必须完成的～。

E硬着陆E yingzhuolu ~ 0 人造卫星、宇宙飞
船等不经减速控制而以高速度降落到地面或
其他星体表面上（对“软着陆”而言，下同）。＠
比喻采取过急、过猛的措施较生硬地解决某些
重大问题。

E硬座l yingzuo 圈火车上的硬席座位。

滕 ying ＜书〉＠陪送出嫁＠陪嫁的人。
＠妾。

膺 ying ＜书〉同协问。
另见 1571 页 yTngo

巳~Q~豆王二二］

育 vo 见 516 页阳。
另见 1603 页川。

”儿ι VO 唰事示轻微的惊异（有时带
l叼（时）玩笑的语气；：~～，你踩我脚了。

另见 1577 页 •y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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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属。＠〈书〉拥有：～兵百万。 0 <Y己ng)

温姓。
E拥抱l vongbao 画为表示亲近和爱意而互相

搂抱。
E拥戴】 yongdai I到拥护推戴2 深受群众～。 三E

E拥堵】 yongdu 圈由于车辆多、秩序乱或道路毛三

狭窄等造成车辆拥挤、道路堵塞；拥塞：采取措
施缓解市区交通～状况。

E拥王！l yongd心『1 （方〉圈指演员、运动员或运
动队等的支持者。

E拥护】 vonghu 圈对领袖、党派、政策、措施等

表示赞成并全力支持：～党的领导。
E拥挤E yongjl 0 圈（人或车船等）挤在一起z
按次序上车，不要～08 固地方相对地小而

人或车船等相对地多：星期天市场里特别～。
E拥军l yongjun I司拥护人民军队2 ～模范。

E拥军优属E yongjun-youshu 拥护人民军队，

优待革命军人家属。

E拥塞E yong回国拥挤的人马、车辆或船只等

把道路或河道堵塞z 车站入口处～得水泄不

通。

E拥吻E yongw品n 画拥抱亲吻：婚礼上，新郎

新娘甜蜜～。

E拥有】 y6ngy6u 圃领有P具有（大量的土地、

人口、财产等）：柴达木盆地～22万平方公里的

面积｜我国～丰富的水电资源。
E拥政爱民E yongzheng-aimin 军队拥护政

府，爱护人民。

痛 y6ng 圈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化服
？用（癫）性炎症，病原体是葡萄球菌，多发
生在背部或项部，症状是局部红肿，形成硬块，
表面有许多腺癌，有时形成许多小孔，呈筛状，
非常疼痛，常引起发热、寒战等，严重时并发败

血症。
E痛瘟E yongju 画毒疮。
t华 Yong 0 笆江，水名，在广西。＠圈广
E』西南宁的别称。
E毯剧E vongju 函广西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

行于广西说粤语的地区。

庸1 y6ng 0 平凡晴2 ～言～行（平平常
常的言行〉。＠不高明；没有作为z ～人 l

～医｜～～碌碌。 8 CYong）画姓。

庸2 而ng （书〉＠用（多用于否定式）：毋～
置疑｜毋～讳言。＠圆表示反l'i也岂z ～

有济乎？ I～可弃乎？
U甫才E yongcai 圈指能力平常或能力低的

人。
U甫夫E yongfu ~没有作为的人。
U育碌E vonglu 圃平庸没有志气，没有作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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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庸庸碌碌，随波逐流。

U育人E yongren 画平庸没有作为的人。
U育人自扰E vo『igren-zir凸o 《新唐书·陆象先

传》：“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今泛指
三噩噩 本来没有问题而自己瞎着急、或自找麻烦。
雪雪雪 U甫俗J vongsu 回平庸鄙俗；不高尚 z ～化｜作

风～ i趣味～O

U甫医J yongyl 圈医术低劣的医生。
U甫中佼佼J yongzhong-jiaojiao 指平常人中

比较突出的（佼佼．美好）。

晦（啸）而ng 见下。
E隆隆E y6ngy6ng （书〉醒自形容鸟叫声。

郎 Yong 周朝国名叫吁南新乡西南

雍 von口。〈书〉和谐8 ( 6ng) 了能）由此 ~ 
E雍容E y6ngr6ng 圈文雅大方，从容不迫：～

华贵｜态度～。
U董正E Yongzheng 圈清世宗（爱新觉罗·脱

祺）年号（公元 1723 1735 ）。

渔 Yong 泊湖棚名，在今湖南岳阳。

塘 ι vong ＜书〉城墙耐。
(i:隋）’】

情 yang ＜书〉困倦机～困｜～懒

E惰懒E yongl凸n （书〉圈懒散不振作：生性～。

铺… γong 古乐器，奏乐时表示节拍
（媚）的大钟。

塞 yang 0 堵塞～塞1~~0 8 [l;b] re± 
或肥料培在植物根上：～土｜～肥。

E窒塞E yongse 圈堵塞不通：泥沙～。

瘫 Yong 古水名，一在今山东部泽东北，另
一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朦 yang ＜书〉肿

E脆月中J yongzhong 圈＠过度肥胖或衣服穿
得过多过厚而显得肥胖，转动不灵z 身躯～，步
子缓慢。＠形容机构庞大，调度不灵2 人员过

多，机构～。
鱼唐一 y6ng 圈鳞鱼，问~扁，鳞细，头
叮网（踞）夭，在睛靠近头的下部，背部暗黑
色。生活在淡水中，是重要的食用鱼。也叫胖

头鱼。

套 y6ng （书〉熟食肩时专指早饭

E萎飨不继J yongsun-buji ＜书〉指吃了上顿没
有下顿（窑飨z 早饭和晚饭）。

,, 
γong C LlL) 

nm y6ng （书〉鱼口向上，露出水面。
俨划另见 1597 页 yuo

(0闰H国l y6ngy6ng ＜书〉圈形容众人景仰归向

的样子。

另见 1597 页忡忡。

回百 y6ng （书〉＠大。＠仰慕＝～
闭只（自真）望。口

" y凸『ig C LJL) 

永 y6ng 0 llll 永远；她～久l咄咄
』、～不忘记。 8 CY己门g）圈姓。

E永别】 vongbie l到永远分别，多指人死。
E永垂不朽） y凸ngchui-buxi心（姓名、事迹、精神

等）永远流传，不磨灭z 人民英雄～！｜～的杰
作。

[;.j(存】 vongcun 画永久存在；长存不灭z 友

谊～｜烈士的英名和业绩～。
(jj(恒E vo咱h自ng ［！彭］永远不变：～的友谊。
[;,j(嘉E Yongjia 圈霄’怀帝（司马炽）年号（公元

307 313 ）。

E永久】 yongji心回永远；长久。

(jj(诀】 vongjue ＜书） f动］永别：岂料京城一别，
竟成～O

(7j(乐E Yong le 咽明成祖（朱橡）年号（公元
1403 1424 ）。

[7j(O民J vongmian 画婉辞，指死亡。

E永生l yongsh岳『19 0 圃原为宗教用语，指人
死后灵魂永久不灭，现在一般用作哀悼死者的

话：为争取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圈
终生， 辈子z ～难忘 l真善美是他～的追求。

E永生永世E yang sh岳ng-yongshi 永远；一辈子
（含强调意）：您的教诲我将～铭记在心。

[7j(世l y凸ngshi 圃永远，也指终生：～长存 l

～不忘。

E永逝E yongshi 画＠永远消逝：青春～｜～的

韶光。＠指人死。
E永续E y6ngxu 圈长久持续地g长期不间断

地z 资源应当实现～利用。
[;,j(远E yongyuan O 圃表示时间长久，没有

终止z ～跟着共产党走｜先烈们的革命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圈指永久的未来z 相亲相
爱，直到～。

[;,j(驻E yongzhu ＜书〉画永远停留 z 春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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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南 Y凸ng 0 南江，水名，在浙江，流经宁波

入东海。＠圈浙江宁波的别称。

E南道】 vongdao 圈＠大的院落或墓地中间
对着厅堂、坟墓等主要建筑物的路，多用砖石

砌成。也叫南路。＠走廊；过道。
E雨路E y凸nglu 圈雨道①。

咏 凸ng 0 依着一定腔调缓慢地
j飞（宙（｝＜）诵读：歌～｜吟～。＠用诗词等
来叙述：～雪｜～梅｜～史。

E咏怀】 vonghuai 圈抒发情怀抱负 z ～诗｜借
物～。

E咏叹l yongtan rnID 歌咏；吟咏z 反复～。
E咏叹调E yongtandiao ~富于抒情的独唱歌
曲，用管弦乐器或键盘乐器伴奏，能集中表现
人物内d心情绪，通常是歌剧、清唱剧和大合唱
曲的组成部分。

泳 yang 协仰～｜蛙～｜～装

E泳程l yongcheng ~游泳的距离z 这次横

渡，～五千米。

E泳池】忡ngchi 圈游泳池。

E泳道l vongdao 圈游泳池中供游泳比赛的分
道，每道宽 2. 5 米。

E泳镜E yongjing 啤］游泳时戴的保护眼睛、便

于在水下看清东西的眼镜。
E泳坛l y凸ngtan 国指游泳界。

E泳衣E vongyl 圈泳装。
E泳装】 yongzhuang 圈游泳时所穿的专用服

装，女性穿的泳装，有文胸式、背心式、比基尼

式等。也叫泳衣。

株 V凸ng 1145上说的一种树。

俑 vong 古代殉葬的偶像：陶～｜兵马～。

勇而咱们勇敢： ~Ji\:. I ～毅｜奋～｜越战
越～｜智～双全。＠清朝称战争时期临时

招募，不在平时编制之内的兵z 散兵游～。＠
CY6ng）［组姓。

E勇敢l yongg凸n lll固不怕危险和困难；有胆量z

机智～｜～作战。
E勇悍】 vonghan I回勇猛强悍。

E勇决】 vongjue ＜书〉圈勇敢而有决断。
E勇力E yongli 圈勇气和力量g ～过人。
E勇猛l y凸ngm岳ng 回勇敢而气势强大：～冲

、ζ

刁之。

E勇气l yongqi ~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魄：
鼓起～。

E勇士E yongshi 画有胆量有力气的人。

E勇往直前E yongw凸ng zhiqian 勇敢地一直
向前进。

E勇武E y凸ngw心圃英勇威武。

E勇于l y凸ngyu 圈在困难面前不退缩g不推读

（后面跟动词）：～负责｜～承认错误。

埔 yong 埔桥CY6ngqi6o）础，在安徽。

部军〈、f yon口。圈水或云气冒出2
、 （凸祷涝）泪如泉～｜风起云～。＠圈从
水或云气中冒出：雨过天晴，海面上～出一轮
明月。脸上～起了笑容。＠圈波峰呈半圆形，

波长特别大、波速特别高的海浪。
另见 180 页 chongo

er雨 i朝l y凸ngchao 圈海潮涌进喇叭形河口时，

由于水位急骤升高而形成的陡立的水墙，如我
国的钱塘江涌潮。也叫暴涨潮或怒潮。

E涌动】 y凸ngdong 圈水向上翻滚流动s云气升

腾移动z 泉水～｜浪花～｜浓云～0人流～。
E涌流E vongliu 画急速地流淌2 江水～。

E涌现E yongxian E副（人或事物）大量出现：新

人新作不断～O

m on 见 1244 页【怂
恩（寸恿、恐） 恿1。
守南 vong ＠见 1579 页“涌” c yang ）。＠

1/J CY6ng）圈姓。

虫南 vong 画完全变态的昆虫由幼虫变为成
用虫的过渡形态。幼虫生长到一定时期就

不再吃东西，内部组织和外形发生变化，最后
变成蝠，一般为枣核形。蜗在条件适合的情况
下变为成虫。

踊… vong 往上跳：～跃。
（蹭）

E踊跃E v凸ngyue O 圈跳跃：欢呼～。＠圈

形容情绪热烈，争先恐后z ～参加｜座谈会上

发言非常～。

~i'h 飞ng 圈鱼，体扁平而长，黄褐
费由（露面） ~，一般头部扁而宽，有黑褐色斑
点，元镖。种类很多。生活在海中。

飞

γong ( LlL) 

用 vong O rnID 使用z ～力｜～脑｜～量｜～料i
公～｜大材小～。＠费用z ～项｜家～。＠

圈用处：功～ i 多少总会有点儿～。＠巨型需要
（多用于否定式），天还很亮，不～开灯！东西都

准备好了，您不～操心了。＠医国吃、喝（多含
恭敬意） ：～饭 i请～茶。＠因引进动作、行为

所凭借的工具、手段等z～笔写字 i～老眼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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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圈因此（多用于书信）：～特函
达。 flt (Yong）~姓。

E用兵J yang;; bing 圈指挥、调遣军队作战g

善于～｜～如神。

叠叠叠•c用材林.） yongcailin 圈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
三三三雪 的的森林。

E用餐E yang;; can Ill国用饭（多用于比较正式的

场合） ：～时间｜提倡科学～。
E用场E v＜＇＞们gch凸ng 圈用途：派～i有～。
E用处】 yongchu 圈用途z 水库的～很多。
E用典】 yang;;dian 圃引用典故；运用典故：

引诗～o
E用度】 yangdu ~J 费用（总括各种）：他家人口
多，～也大。

E用法】 yongf凸 IBl 使用的方法：虚词～｜健身
器的～可看说明书。

E用饭】 yong;;fon 圈敬辞，吃饭z 您请～。
E用费】 yangf岳l 圈某一件事上的费用2 日常
～ l会议～由我方负担。

E用工】 yonggong 画指招收工人或使用工人g

改革～制度。
E用功】 yonggong O < -11←）圃努力学习·他
正在图书馆里～。 8~ 用的工夫多；花的力

气大2 读书很～o
E用户】 yanghu 圈指某些设备、商品、服务的
使用者或消费者2 网络～｜竭诚为～服务。

E用户界面J yonghu jiemian 汁算机系统中实
现用户与计算机信息交换的软件、硬件部分。
软件部分包括用户与计算机信息交换的约定、
操作命令等处理软件，硬件部分包括输入装置
和输出装置。目前常用的是图形用户界面，它
采用多窗口系统，显示直观形象，操作简便。
也叫人机界面。简称界面。

E用劲】 yong;;jin （～儿）~用力z 一齐～｜多用
一把劲，就多一分成绩。

E用具】 yangju IBl 日常生活、生产等所使用的

器具z 炊事～O
E用力】 yong;;li 圈用力气g使劲：～喊叫 l～把
门推开。

E用命】 yongming ＜书〉画服从命令；效命：将
士～。

E用品】 yangpin 圈使用的物品：生活～｜办公

~ 。

E用人】 yong;;ren 画。选择与使用人员：～

不当｜善于～。＠需要人手·现在正是～的时

候。
E用人】 yong•ren ~仆人z 女～。
E用膳E yong;;shan ＜书〉圈用饭。
E用舍行藏】 yangsh岳－xingcang 《论语·述而》z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

用就退隐，是儒家对于出仕退隐的态度。也说
用行合藏。

E用事】 yongshi IZlJj] 0 ＜书〉当权：奸臣～。＠
行事：意气～ J感情～。＠〈书〉运用典故。

E用途J yongtu 圈应用的方面或范围：橡胶的

～很广！一套设备，多种～。

E用武E vδngw心 IZlJj] 使用武力；用兵。英雄无～

之地。
E用项】 yong•xiang 圈费用：今年厂里要更新

设备．～自然要增加一些。
E用心）1 yong;;xln 圃集中注意力；多用心力：

学习～｜～听讲｜你写字能不能用点儿心？

E用心r yongxln 圈怀着的某种念头2 ～良苦｜

险恶～｜别有～。
E用刑】 yang;; xing 圈动用刑具；施加刑法

( xing•fa ）。
E用行舍藏】 yongxing-shecang 见 1580 页

1用舍行藏lo
E用意E yongyi 圈用心；企图：我说这番话的

～，只是想劝劝他。

E用印E yong;;yin 圈盖图章（多用于庄重的场

合）。
E用语】 yongyu o 画措辞2 ～不当。＠圈某
一方面专用的词语：军事～｜外交～。

佣 yang 佣金。
另见 1577 页 y己吨。

E佣金E yongjln 圈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
E佣钱E yongqian ＜口） [El 佣金。

』P用 yong 圈热力学上的一个参数，用来反
h'Tl 映在实际状态变化过程中有用功的损失。

二二豆豆豆亡二1

/--1;!..1 • you O 圈优良；美好（跟“劣”
1JC （侵）扫J(;j") ：～美｜～等。＠〈书〉充
足；富裕：～渥｜～裕。＠优待2 拥军～属。＠
(Y阳）［每姓。

L扣‘2 ~ you 旧时称演戏的人z ～伶｜

v~ c侵）名～。
E优待E youdai l到给以好的待遇：～军烈属。

E优等E youd岳ng 圈优良的等级；上等z ～生｜

成绩～o

E优点】 youdian 画好处，长处（跟“缺点”相

对） ：勇于负责是他的～｜这个办法有很多～。
E优抚E youf心圈指对烈属、军属、残疾军人等

优待和抚恤：做好～工作。
E优厚E yo uhδu 圈（待遇等）好；丰厚2 月薪～。



E优弧l youhu IEJ 大于半圆的弧。
E优化E youhua 圈加以改变或选择使优良2
～组合i～设计 1～环境！～产业结构。

E优惠E youhui 圈较一般优厚z ～条件｜～贷
款｜价格～o

E优惠待遇】 youhui daiyu 在国际商务关系

中，一国对另一国给予比对其他国更优厚的
待遇，如放宽进口限额、减免关税等。

E优价E youjia IEJ 0 高价；好价钱z 优质～。
＠优惠的较便宜的价格：～转让二手电脑。

E优良】 youliang l1f2l （品种、质量、成绩、作风
等）十分好：～的传统。

E优劣l voulie lBJ 好的和坏的：鉴别质量的～。
E优伶E youling ［每旧时称戏曲演员。

E优美l youm岳l E回美好＝风景～｜姿态～｜～的
民间艺术。

E优ru youpan 圈闪盘。〔优，英文字母 U 的
音译］

E优容E your6ng ＜书〉圈宽待s宽容。

E优柔］ your6u 匾。〈书〉宽舒；从容：～不
迫。＠〈书〉平和；柔和。＠犹豫不决2 ～的
性格！～寡断。

E优柔寡断E your6u gu凸duan 办事迟疑，没有

决断。
E优生］ yoush岳ng 圈运用科学方法生育素质
优良的孩子2 提倡少生、～，控制人口数量，提
高人口素质。

E优胜E yousheng 圃成绩优秀，胜过别人z 他
在这次比赛中获得～奖。

Z优胜劣汰l yousheng-1 ietai 在竞争中强者胜
出，弱者被淘汰。

E优势】 youshi 圈能超过对方的有利形势：集
中～兵力｜这场比赛主队占～。

E优渥l youwo ＜书〉圃优厚z 待遇～。

E优先E youxiiin 画在待遇上占先z ～权｜～录

取。
E优秀E youxiu 圃（品行、学问、质量、成绩等〉

非常好：～作品！成绩～。
E优选E youxuan ［量选择出好的z 对各种方案

进行～，确定出最佳方案。
E优选法E youxuanf凸圈对生产和科学试验中
提出的问题，根据数学原理，通过尽可能少的
试验次数，迅速求得最佳方案的方法。

E优雅E youv凸匾。优美雅致2 唱词～｜演奏
～动听｜～宽敞的大厅。＠优美高雅z ～的姿

态！举止～。
E优异l youyi 圈（成绩、表现等）优秀，出色＝
成绩～。

E优游l youy6u ＜书〉＠圃生活悠闲z ～岁

优攸忧哟幽｜ you I 1581 I 

月 1～自得。＠医国悠闲游乐 z ～林下。
E优育E youyu 圈运用科学方法抚育婴幼儿z

优生～。

E优遇E youyu 画优待2 格外～｜以示～。

E优裕E youyu r暨富裕；丰足z 生活～。

E优越E youyue 圃优胜；优良z ～的条件｜地理

位置十分～。

E优越感E youyuegan 圈自以为比别人优越

的意识。
E优质E youzhi E国属性词。质量优良的z ～皮

鞋｜～服务。

改 you O ＜书〉圈所g 贵有～归｜利害～关｜
性命～关。 8 (You）圈姓。

E攸关E youguiin 回国关系到；涉及z ～民生｜～

人民的福祉。

忧－ you O 忧愁z ～闷｜～伤。＠使
（菱）人忧愁的事：～患｜高枕无～。＠

担心；忧虑z 中己人～天｜～国～民。＠〈书〉指

父母的丧事：丁～。 fit (You）圈姓。

E忧愁E y6uch6u [1f2l 因遭遇困难或不如意的事

而苦闷。

E忧烦】 youfan ~自忧愁烦恼。

E忧愤E youfen E画忧闷愤慨：～而死。

E忧患E youhuan ~困苦患难2 饱经～o

E优惧E vouju rnID 忧虑害怕 z ～不安。

E忧虑E voulu rnID 忧愁担心z 病情令人～。
E比闷E you men 圈忧愁烦闷z 心中～。
E优戚】 youql ＜书〉圈忧伤。

E忧伤E youshang E国忧愁悲伤z 神情～｜极度

的～摧残了他的健康。

E忧患ll yousl 0 圃忧虑思念2 日夜～。－~
忧愁的思绪。

E忧心E youxln 0 画面忧虑z担心＝大家都替他

的身体～。＠圈忧愁的心情：～忡忡。

E忧心忡忡E youxln-chongchong 形容忧愁不

安的样子。
E忧心如焚］ y6L』xln-rufen 忧愁得心里好像被

火烧一样。
［＇比恒E youyi ＜书〉圈忧愁不安。

E忧郁E vouvu 圃忧伤愁闷z 神情～。
E忧郁症E youyuzheng 圈抑郁症。

哟而u llll!I 表示惊异z ～！怎么你也来了？

E哟哟l youyou ＜书〉理雪形容鹿鸣声。

幽1 忡忡深远；僻静；昏暗： ~~1 ～谷。
＠隐蔽的；不公开的z ～居 1～会。＠沉

静z ～思。＠囚禁z ～囚！～禁。＠阴间：～

灵。



I 1ss2 I Y己u i 幽悠唐那梗

幽2 You O 古州名，大致在今河北北部和
辽宁南部。＠圈姓。

Z幽暗l you ’an 圈昏暗z 光线～ i～的角落。

E幽闭E v。ubi ~o 幽禁。＠深居家中不能
外出或不愿外出。

E幽愤l y。ufen 巨型郁结在心里的怨愤。
E幽浮E voufu 画不明飞行物。［英 UFO]
E幽谷E V。ug心圈幽深的山谷z 密林～。

E幽会E v。uhui 圆相爱的男女秘密相会。
E幽魂l y。uhun 圈迷信的人指人死后的灵魂。

E幽寂E youji 圈幽静寂寞：～的生活。
E幽禁l y。ujin 圈软禁；囚禁。
E幽静E youjing ~寂静z ～的环境｜树影婆婆，
夜晚分外～。

E幽灵E v。uling 圈幽魂。

E幽美E Y。um岳l lmJ 幽静美丽；幽雅2 景色～｜～
的庭院。

E幽门l youmen 圈胃与十二指肠相连的部
分，是胃下端的口儿，胃中的食物通过幽门进入
十二指肠。（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统”）

E幽砂l yi主um的0 （书〉圈精微2 义趣～。

E幽明l youming ＜书〉圈指阴间和阳问：～永
隔。

E幽冥E youming 0 圃幽暗。＠巨型指阴间。
E幽默E v。umo ~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言
辞～｜～画。［英 humour]

E幽期E Y。uql 圆幽会。
E幽情E yi主uqing [El 深远的感情：发思古之～o

E幽囚E youqiu rn!ll 囚禁。

E幽趣】 vouqu 圈幽雅的趣味。
E幽深l yoush岳n ~（山水、树林、宫室等）深而

幽静：～的峡谷 l 山林～。
E幽恩E yous! O 圈沉静地深思。＠固隐藏
在内，心的思想感情。

E幽邃］ y。usui （书〉［固幽深z ～的洞穴。
E幽宛：l youw凸n 同“幽婉”。
E幽婉］ yi主uwan E园（文学作品、声音、语调等）

含意深而曲折：～的诗篇｜～的歌声。也作幽
宛O

E幽微E youw岳I E回＠（声音、气味等）微弱：～
的呼唤｜～的花香。＠〈书〉深奥精微：含义
~ 。

E幽闲E youxian 0 同“幽娴”。＠同“悠闲”。

E幽娴E youxian 圃（女子）安详文雅z 气度～。
也作幽闲。

E幽香E youxiang 圈清淡的香气z 一缕～｜～
四溢。

E幽复E youxiong ＜书） lmJ 深远。

E幽雅E youy凸圈幽静而雅致z 景致～ i 环境

~ 。
E幽日因】 vouye ＜书〉圈。形容低微的哭声。

＠形容低微的流水声z 泉水～。
E幽忧】 vouyou ＜书〉圈忧伤。

E幽幽E vouvou E回＠形容声音、光线等微弱：
～吸泣｜～的灯光。＠〈书〉形容深远z ～南

山。
E幽远】 youyu凸n 回深远；远而幽静2 意境～｜

～的夜空。
E幽怨E youyt』an 圈隐藏在内心的怨恨（多指

女子的与爱情有关的）：深闺～。

，而拔了1 you ＠久；远z ～久｜～扬。＠闲适；闲

1~＇ 散2 ～闲｜～然。
J也是.，..2 you 〈口〉圈悠荡z 站在秋千上来回～｜

’已五 他抓住杠子，一～就上去了。

[fil.'<长】 youchang ［羽长；漫长2 ～的岁月 l～的
汽笛声。

[fil.'<荡】 youdang rn!ll 悬在空中摆动：坐在秋千
上来回～。

[fil.'<忽E youhu ＜书〉回形容悠闲懒散。
E悠久E you jiu 回年代久远z 历史～｜～的文化
传统。

[fil.'<谬E youmiu ＜书〉圃荒诞无稽。也作悠
缪。

[fil.'<缪l youmiu 同“悠谬”。

E悠然】 youran ~回悠闲的样子：～自得｜～神

往。
E悠闲】 vouxian 回闲适自得：神态～！他退休

后过着～的生活。也作幽闲。
E悠扬】 youyang 圆形容声音时离时低而和

谐2 琴声～｜～的歌声。

E悠悠E youyou ~O 形容长久．遥远·～长夜｜
～岁月｜～山 JIJ 。＠〈书〉形容众多z ～万事。
＠形容从容不迫，自在．乐～｜～自得。＠

〈书〉形容荒谬z ～之谈｜～之论。
[fil.'<游E youy6u O 圃从容移动z 小艇在荡漾
的春波中～。＠圈悠闲2 ～自在｜～从容的态

度。
[fil.'<远】 youyuan 圈＠离现在时间长z ～的青

铜时代。＠距离远：山 JI ［～。

E悠着l you· zhe ＜方〉圈控制着不使过度z ～
点儿劲儿，别干得太猛了。

唐 you 古书上指母鹿。

部 You 周朝圃，在今湖北襄阳北。

摄 you 0 古代的一种农具，用来弄碎士块，
平整田地。＠〈书〉播种后用寝翻士、盖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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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you O ＜书〉同“尤，，。 8 CY明姓
另见 1352 页 wongo

尤1 you O 特异的；突出的z 择～｜拔其～｜无
耻之～。＠圃更s尤其：～甚｜～妙｜此

地盛产水果，～以梨、桃著称。 o CY6u＞圈姓。

斗主~2 you O 过失 z 效～。＠怨恨；归咎：怨
./l.J 天～人。

[Jt其】 vouqi 圃表示更进一步：我喜欢国画，
～喜欢山水画。

U已甚E yous hen 圈尤其严重；尤其厉害g 他

腰腿经常疼痛，阴雨天～。

E尤为J youwei r副多用在双音节的形容词或
动词前，表示在全体中或跟其他事物比较时特
别突出 z ～奇妙｜～不满｜～引人注意｜在评价
一篇作品时，思想内容～重要。

E尤物】 youwu ＜书〉圈指优异的人或物品（多
指美女） 0

E尤异E vouyl ＜书〉圃优异；优秀z 政绩～。
由 you O 缘由 z 因～｜事～｜理～＠因

由于①：咎～自取｜～感冒引起了肺炎。

＠经过＝必～之路。＠啤表示经由·～南门
入场。＠圈顺随；昕从·事不～己｜～着性子。
＠因归（某人去做）＝准备工作～我负责｜队长
～你担任。＠团表示凭借：～此可知｜人体是
～各种细胞组成的。＠巨型表示起点：～表及

里｜～北京出发。。 CY6ul 圈姓。
E由不得E you•bu·de ＠画不能依从；不能
由……做主z 这件事～你。＠国不由自主
地z 相声的特点就是叫人～发笑。

E由于Tl y6uda ＜方〉因＠自从，从2 ～入冬以
来，这里没下过雪｜～家乡来。＠经由 z 黄河水
～这儿往北，再向东入海。

E由得E y6u•de 画能依从；能由……做主z 辛
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你这么糟蹋吗！

E由来E y6ul6i 圈。从发生到现在的一段时
间z ～已久。＠事物发生的原因s来源2 查清
这次火警的～。

E由头E y6u•tou （～儿）［司可作为借口的事z 找
~ 。

E由于J vouvu o 因表示原因或理由：～老师
傅的耐心教导，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E量表示原因，多与“所以、因此’·等配合2 ～他

工作成绩显著，因此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E由衷） y6uzh6ng rn!ll 出于本心z ～之言｜言不
～｜表示～的感激。

尤尤由邮｜ vou I 1ss3 I 

邮引向。画邮寄；邮汇z ～封信！
!) （部）上月给家里～去五百元。＠有关
邮务的z ～电｜～局｜～票。＠指邮品：集～｜
～展。 o CY6u）圈姓。

E邮包】 y6uboo C～儿）圈由邮局寄递的包裹。

E由E编J y6ubion [BJ 邮政编码的简称。 三三量

E邮差E y6uchoi [BJ 邮递员的旧称。

E邮车E y6uch岳圈专门运送邮件的车辆。
E邮船E y6uchu6n 圈海洋上定线、定期航行的

大型客运轮船。因过去水运邮件总是委托这
种大型快速客轮运载，所以叫邮船。也叫邮
轮。

E邮戳】 y6uchu6 （～儿）圈邮局盖在邮件上，注
销邮票并标明收发日期的戳子。

E邮袋】 youdai 圈邮政部门用来装邮件的袋
子，多用帆布做成。

E邮递E y6udl 圈由邮局递送（包裹、信件等）。
E邮递员） y6udiyu6n [BJ 邮局中负责投递邮件

和电报的人员。也叫投递员。
E邮电E y6udian 圈邮政和电信的合称。

E邮电局J youd ianju r苞办理邮政和电信业务

的机构。
E邮费J y6ufei 圈邮资。

E邮购E y6ugou 画通过邮递购买（售货部门接

到汇款后把货物邮寄给购货人）。

E邮花】 y6uhuo ＜方〉圈邮票。
E邮汇】 youhui 圈通过邮局汇款。
E邮集】 y6uji 圈用来收藏邮品的册子。

E邮寄】 y6uji 型通过邮局寄递。

[il!~f牛J y6ujian 匾。由邮局接收、运送、投递
的信件、包裹等的统称。＠指电子邮件。

E由E局E you ju 圈办理邮政业务的机构3

E由E路J y6ulu 函通邮的线路：海上～｜开辟山
区～O

E邮轮E y6ulun ［萄邮船。
E邮迷E y6umi 圈喜欢集邮而入迷的人。
E邮票】 y6upiao 函邮政部门发行的、用来贴
在邮件上表明己付邮资的凭证。

E邮品】 y6upTn 圈邮政部门发行的邮票、小型
张、明信片等的统称。

E邮市E y6ushi 圈。买卖邮品的市场。＠指

邮品的行市：～低迷。
E邮亭E y6uting 圈邮局在街道、广场等处设

立的收寄邮件的处所。有的形状像亭子：在

～寄了一封信。
E邮筒］ y6ut6ng IBl 信筒。

E邮箱E y6uxiong 圈。信箱①。＠指电子邮
箱。

Z邮展】 y6uzh凸『1 画集邮展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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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邮折】 y6uzhe 圈邮品的一种，比明信片大，
内附邮票，并印有图案和说明文字。

E邮政】 y6uzheng 圈专门经营寄递信件和包

裹、办理汇兑、发行报刊等业务的部门。
三三三E E邮政编码l y6uzheng bianm凸邮政部门为了
雪三三言 分拣、投递方便、迅速，按地区编成的号码。我

国邮政编码采用六位数。简称邮编。

E邮政局l y6uzhengju 圈邮局。
E邮资】 y6uzl 国邮局按照规定数额向寄邮件

的人收取的费用。

犹… y6u 0 叫日同虽死～生 l过
（猎）～不及。＠〈书〉画还；尚且：记

忆～新｜困兽～斗。 8 CY6u）圈姓。
E犹大l Y6uda ［吕据基督教《新约·马太福音》
的记载，犹大是收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老师
耶稣的叛徒，一般用作叛徒的代称。［希腊
气。也das]

E犹然】 y6ur6n 画仍然；照旧＝虽然时隔多年，
那事他～记得很清楚｜大家都离去了，只有她～

坐在那里不走。

E犹如l y。uru 圈如同：灯火辉煌，～白昼。

E犹太教E Y6utaijiao 圈主要在犹太人中间流
行的宗教，奉耶和华为唯一的神，基督教的《旧
约》原是它的经典。

E犹太人】 Y6utairen ~古代聚居在巴勒斯坦

的居民，曾建立以色列和犹太王国，后来为罗
马所灭，人口全部向外迁徙，散居在欧洲、美
洲、西亚和北非等地。 1948 年，有一部分犹太
人在地中海东南岸（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建立
了以色列国。［犹太，希伯来 Y巨hudhi]

E犹疑］ y。uyi E国犹豫。
E犹豫E y6uyu 圈拿不定主意z ～不定｜犹犹豫

豫。
E犹自】 y6uzi 圃尚旦；仍然z 现在提起那起车
祸，～叫人心惊肉跳。

占叶t y。u o~ 动植物体内所含的液态脂肪
1口l 或矿产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液体。通常
把固态的动物脂肪也叫泊。＠［到用桐泊、油

漆等涂抹：～窗户｜这扇门去年～过一次。＠

画被汹弄脏：衣服～了。。植油滑3 ～腔滑

调｜这个人～得很。 0 CY6u）圈姓。

E油泵】 v。ubeng 圈用来抽油或压油的泵，多
用于油类的输送以及在润滑和传动系统的管

道中产生压力。

(i由饼】I y。ubTng 圈油料作物的种子榨泊后

剩下的压成饼状的渣浮，如豆饼、花生饼等，多

用作饲料或肥料。

E油饼】2 y6ubTng （～儿）画一种油炸的面食，
扁而圆，多用作早点。

E油布】 y6ubu ~涂上桐油的布，用来防水防

湿。
E油彩l y6uc凸l f萄演员化装用的含有油质的
颜料（多用于舞台表演）。

E油菜】 y6ucai 南＠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互生，下部的叶有柄，上部的ntt主圆形
或披针形，花黄色，果实为角果，种子可榨泊，
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也叫芸墓。＠二年
生草本植物，白菜的一种，叶子浓绿色，叶柄淡
绿色，是常见蔬菜。

E油层】 y6uceng 圈积聚着石油的地层。

E油茶】＇ y6uch6 I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

椭圆形，花白色，果实内有黑褐色的种子。种
子榨的油叫茶泊。油茶是我国的特产，湖南、
江西、福建等地种模最多。

(1由；茶Y y6uch6 圈用油茶面儿冲成的糊状食
仨1
日口。

（：／由茶面JtJ y6uch6mianr 圈食品，面粉内掺

牛骨髓或牛油炒熟，加花生、核桃、芝麻等制
成。吃时用开水冲成糊状，叫油茶。

E油船l y6uchu6n 圈泊轮。

（：／邮Tl y6ud岳『lg 圈用植物汹做燃料的灯。

E油底子】 y6udi • zi f每指盛泊容器底部剩下的
较劲稠的泊。有的地区叫油脚。

E油坊E y6uf6ng 圈榨植物油的作坊。

E油橄榄】 γ6ug凸nlon ~o 常绿小乔木，叶子

长椭圆形，花白色，气味很香。果实椭圆形，成
熟后黑色，加工后可以吃，也可以榨泊。原产
地中海一带，西方把它的枝叶作为和平的象

征。＠这种植物的果实。 II 通称橄榄，也叫
齐墩果。

（：／由工E y6ugong 圈漆工。

E油垢】 y6ug6u 圈含泊的污垢；油泥：破旧的

机床上积满～。

Cr1由光】 y6uguang 回状态词。形容光亮润泽＝
～闪亮｜～碧绿的树叶。

E油鬼E y6uguT ＜方〉圈油炸鬼。
（：／由耗】 y6uhao 圈（车辆、机器等）机油、柴油、

汽油等的消耗量z 降低～O
E油乎乎＇l y6uhuhu c～的）幽状态词。形容物

体上泊很多的样子．～的糕点｜工作服～的。
E油葫芦l y6uhu • lu c有的地方读 y6u • hulu) 
国昆虫，外形像路蝉而大，黑褐色，有油光，触

角大，腹部肥大，有一对尾须，雌虫另有一个赤
褐色的产卵管，雄虫的翅能互相摩擦发声。昼
伏夜出，吃豆类、谷类、瓜类等。

E油花l y6uhua c～儿）~汤或带汤食物表面上

浮着的油滴。
E油滑E y6uhu6 圆圆滑世故，待人不诚恳z 为



人～｜说话～。
E油画］ y6uhua ~西洋画的一种，用含油质的
颜料在布或木板上绘成。

E油灰E y6uhul 圈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用来
填充器物上的缝隙。

E油煎火燎l y6ujian-hu61i凸o 形容非常焦急：

孩子病得很重，母亲急得～的。

E油脚E y6uji凸0 ＜方〉圈油底子。
(y由尽灯枯E y6ujin d岳ngkO 灯油熬干，灯火熄

灭，比喻生命衰竭或死亡。
E油井］ y6ujlng 圈开采石油时用钻机从地面
打到油层而成的井。

(y由矿E y6ukuang 圈＠蕴藏在地下的石油矿

床。＠开采石油的地方。

E油亮E y6uliang 回状态词。油光（多叠用） : 
刚下过雨，花草树木的叶子绿得～～的。

E油料作物l y6uliao zuowu 种子含有丰富油
脂的作物，如花生、油菜、大豆、蔑麻、芝麻、胡
麻、向日葵。

E油篓E y6ul归国口小腹大的篓子，用竹箴、荆
条等编成，里面糊纸，并涂上桐油和其他涂料，

用来盛油等。
E油路E y6ulu 圈＠汽车、机器设备等输泊的
管路z 清洗～｜这辆车～有些不畅。＠输送原

泊的通道＝开辟海上新～｜保护～安全。
E油绿E voulu l砌状态词。有光泽的深绿色：

雨后的麦苗～～的。
E泊轮E y6ulun ~设有装液体的货舱、专用于
运输散装泊类的轮船。也叫油船。

E泊麦E y6umai 同“被麦”。
E油麦菜E y6umaicai 同“夜麦菜”。

E油毛毡E y6um6ozhan 圈油毡。
E油门E y6umen （～儿）圈内燃机上调节燃料
供给量的装置，泊门开得越大，机器转动得越

快。
(y由苗E y6umi6o 圈地壳内的石油在地面上
的露头，是寻找石油资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E油墨E y6um6 I量印刷用的有色教性油质，是
用植物油、矿物油、合成树脂等加入各种颜料
调制而成的。

E泊泥E y6uni 圈含油的泥垢：弄了一手～。
E泊腻E y6uni 0 回（食物）含油过多的＝他不

爱吃～的东西。＠［重含油多的食物：忌食
。

(y由皮E y6upi （～儿）〈方〉圈＠皮肤的最外

层z 擦破一块～儿。＠豆腐皮①。
E油品E y6upin ~以石油为原料制成的各种
产品，如汽油

E油漆】 VOL』qi 0 臣E 人造漆的一类，种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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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调和漆、磁漆等。＠［到用油漆涂抹2 把门

窗～一下。
E油气E y6uqi ~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
E油气田l y。uqiti6n 圈既可开采石油又可开

采天然气的地带。
E油腔滑调E y6uq iang-huad iao 形容人说话
轻浮油滑。

E油然E y也ur6n 圈＠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

地产生z 敬慕之心，～而生。＠形容云气上
升z ～作云。

lr由石］ y6ushi 圈用磨料制成的各种形状的

研磨工具，质地细致，用来磨精致的刀具等，磨
时放上泊。

E油饰E y6ushi 圈用油漆涂饰门窗家具等＝门

窗～一新。
E油水E you· shui 圈＠指饭菜里所含的脂肪
质。＠比喻可以得到的好处（多指不正当的额

外收入） ： 捞～。

E油酥】 y也usu I归属性词。和面时加食油，烙

熟后发酥的．～烧饼。

E油田】 y6uti6n 圈可以开采的大面积的油层

分布地带。
E油田伴生气】怕utian bansh岳ngql 泊型气的

旧称。
E油田气E v。uti6nqi ~油型气的旧称。

E油条】 y。uti6o 圈＠一种油炸的面食，长条

形，多用作早点。＠讥称处事经验多而油滑
的人z 老～。

E油桐］ y。ut6ng 圈落叶小乔木，叶子卵形，花

大，白色带有黄红色斑点和条纹，果实近球形。

种子榨的油叫桐油。

E油头粉面l y6ut6u-f岳n『nian 形容人打扮过分

而显轻浮（多指男子）。
E油头滑脑E y6ut6u-hu6n凸o 形容人狡猾轻

浮。

E油汪汪］ y也uwangwang （～的）圃状态词。

＠形容汹多z ～的红烧肉。＠油光＝～的

脸。
E油污E y6uw0 圈汹垢：满身～。

E油香E Y。u•xio『19 ~每伊斯兰教徒的一种食物，
用温水和面，加盐，制成饼状，再用食油炸熟。

(I由箱】回uxiang 圈装油用的容器，特指飞

机、汽车上盛燃料汹用的。

E油型气］ y6uxingqi 圈伴随石油从泊井中出

来的天然气，主要成分是甲饶、乙饶，也含有相

当数量的丙皖、丁烧、戊皖等。用作燃料和化

工原料。旧称油田气、油田伴生气。
E油性】 y6uxing 圈物质因含油而产生的性

质：这种果仁～大。



I 1586 I y6L』 ｜油袖疵好夜藐铀澈蛐就游

E油烟E y6uyan 型油类没有完全燃烧所产生
的黑色物质，主要成分是碳，可以用来制墨、油
墨等。也叫油烟子。

E油盐酱醋E y6u-y6n-j iang叫cu 烹调用的各种

作料，借指日常生活的各种琐事。

E油印E y6uyin 圈一种简便的印刷方法。用
刻写或打字的蜡纸做版，用油墨印刷。

E油炸鬼］ y6uzh6gui 圈一种油炸的面食，有

长条、圆圈等形状。有的地区叫泊鬼。
[11由毡】 y6uzhan 圈用动物的毛或植物纤维

制成的毡或厚纸坯浸透沥青后所成的建筑材
料，有韧性，不透水，用来做屋顶、地下室墙壁、

地基等的防水、防潮层。也叫油毛毡o
E汹JJlil y6uzh I 圈油和脂肪的统称。
E油脂麻花E you· zhim6hua （～的）〈方〉圈状

态词。形容衣物上油垢很多的样子：看你的

衣服～的，也该洗洗了。
E油纸E y6uzhi ［苞涂上桐泊的纸，能防潮湿，常
用来包东西。

E油子］ y6u•zi ~I 0 某些稠而秸的东西，多为
黑色：膏药～｜烟袋～。＠指阅历多、熟悉情

况而油滑的人·老～。
［~由渍E y6uzi 圈粘在衣物等上的油垢：袖子

上有块～。
E油嘴】1 y6uzui 0 圃说话油滑，善于狡辩：

～滑舌。＠圈油嘴的人。

E泊嘴】2 y6uzui （～儿）［萄喷油的喷嘴。
E油嘴滑舌E y6uzui-hu6she C～的）形容说话

油滑。

袖 you 见下
另见 1593 页 you 。

E袖木】 y6umu ~落叶大乔木，叶子大，卵形

或椭圆形，花白色，核果近球形。木材暗褐色，

坚硬，耐腐蚀，用来造船、车或家具，也供建筑
用。

疵 … 6u 圈皮肤病翩体是军队
（主肮）状瘤病毒，常见的有扁平疵、寻常

疵等。扁平疵是针头至绿豆大小的丘掺，数目
较多；寻常疵是针头至黄豆大小的丘彦，表
面粗糙，数目较少。不痛不痒，多长在面部、
头部或手背等处。也叫赘疵。寻常疵通称娘

子。

好 vou ＜书〉＠施旗上面的时。＠同
“游”。

夜 y6u 见下。

E夜麦l y6umai 圈。→年生草本植物，是燕

麦的一个品种，小穗的花数较多，种子成熟后

容易与外壳脱离。生长期短，籽实可磨成面供

食用。＠这种植物的籽实。｜｜也作油麦。
E夜麦菜E voumaicai r:组离宣的变种，叶子长
披针形，茎部肉质，细而短，是常见蔬菜。也作
油麦菜。

藐斗 you o 圈落叶小灌木，叶子卵
（猜）形或披针形，花蓝色或白色带紫

斑，葫果成熟后裂成四个小坚果。供观赏。＠

古书上指一种有臭味的革z 素～不同器（比喻
好和坏不能共处）。

铀 u y6u 圈金属元素，符号 U。银
（铀）白色，有放射性。主要用于核工

业，做核燃料。

激 you O 见下。＠叫酬。

[7攸激E y6uy6t』〈书〉圈水流动的样子。

蛐 you O 见下。＠见叫页【蜒蝴］o

自由蜓】 y6u•y6n 圈节肢动物，像峡虫公而略小，
灰白色，触角和脚都很细。生活在阴湿的地
方。

就叫 you 见下。
（就）

E就鱼E y6uyu 圈枪乌贼的通称。

挝企 y6t』＠圈人或动物在水
游（＠＠进） ；行动s ～泳｜鱼在水里～。
＠圈各处从容地行走；闲逛z ～览｜～园｜～玩1
～人｜～遍大江南北。＠〈书〉交游；来往o @ 
不固定的；经常移动的＝～牧｜～民｜～击｜～
资。＠江河的一段z 上～ i 中～｜下～。＠
<You）圈姓。

E游伴E y6uban 圈游玩时的伴侣。

E游程］ y6ucheng [BJ 0 游泳的距离z 比赛的

～是一千米。＠游玩的路程；旅游的路程z 一
日～｜～三千里。＠旅游的日程g 时间有限，把
～排得紧一点儿。

E游船E y6uchu6n ~游览用的船。
E游荡E y6udang 闻＠闲游放荡，不务正业。

＠闲游；闲逛z 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漂浮
晃荡z 船在湖心随风～。

E游方】1 y6ufang lZl国云游四方：～和尚 i～郎

中。
E游方Y you fang 圈苗族男女青年的社交方
式，多在节日或农闲时进行。通常是男女对
歌，相邀谈话，互赠信物等。

E游航E y6uf凸ng 圈游船。

E游逛E y6uguang 圃游览；为消遣而闲走：出

外～｜到街上～。

E游击E y6ujl rnllJ 流动作战，分散而灵活地袭击

（敌人）。



E游击队E y6ujldui 圈执行游击作战任务的非

正规武装组织。
E游击战l y6ujTzhan (Bl 灵活、分散的小部队，

在敌后用袭击、伏击、破坏、扰乱等手段进行的
战斗。

E游记E y6uji 圈记述游览经历的文章或著
作。

E游街E y6u11 ji岳 @lj] 许多人在街上游行，多押着
犯罪分子以示惩戒，有时拥着英雄人物以示表

扬：～示众｜披红～。

E游客E y6uke IBl 游人。
E游览E y6ulan 圈从容行走观看（名胜、风景） : 

～黄山。
E游廊E y6ul6门g 圈连接两个或几个独立建筑

物的走廊。

E游乐E y6ul自画面游玩嬉戏：～场 i 青年们在森
林公园尽情～。

E游离l y6uli 圈＠→种物质不和其他物质化

合而单独存在，或物质从化合物中分离出来，
叫作游离。＠比喻离开集体或依附的事物而
存在s ～分子 l～状态。

E游离基】 y6uliji 啕自由基。

E游离态】 y6ulitai 圈元素以单质存在的形态。

E游历E y6uli 画到远地游览2 ～名山大）II 。
E游轮E y6ulun 圈载客游览的轮船。

E游民】 y6umin I写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无业

~ 。

E游牧l y6umu 画不在一个地方定居，随着水

革情况的变化而变换地点放牧牲畜：四处～｜
～民族。

E游主，（（］ y6uqi 画l 游玩和休息。
E游禽l y6uqin 圈鸟的一类，这类乌会游泳，通
常在水上生活，趾间有蹊，嘴宽而扁平，吃鱼虾
等。如雁、鸳鸯、野鸭。

E游人］ y6uren 圈游览的人2 ～如织。
E游刃有余E y6uren-y6uyu 厨师把整个的牛分
割成块，技术熟练，刀子在牛的骨头缝里自由
移动着，没有一点儿阻碍（见于《庄子·养生
主》）。形容做事熟练，轻而易举。

E游山逛水】 y6ushan-guangshui 游山玩水。

E游山玩水l y6ushan-w6nshui 游览玩赏自然

风景。也说游山逛水。
E游手好闲l y6ush凸u-haoxi6n 游荡成性，不

好劳动。

E游水E y6u;;shui 画在水里游；游泳。

E游说E y6ushui f到原指古代叫作“说客”的

政客，奔走各国，凭着口才劝说君主采纳他的
主张。后泛指劝说别人接受某种意见或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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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游丝E y6usl 圈。蜘蛛等所吐的飘荡在空中
的丝。＠装在仪表指针的转轴上或钟表等的
摆轮轴上的弹簧，用金属线卷成，能控制转轴
或摆轮做往复运动。

E游艇E y6uting 圈游船。

E游玩E y6uw6n 圈＠玩耍。＠游逛。

E游戏E y6uxi 0 (Bl 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

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项目的体育活动如康

乐球等也叫游戏。＠圈玩耍2 几个孩子正在

大树底下～。
E游戏规则】 y6uxi gulze 借指在带有竞争性

的活动中普遍遵守的准则。
E游戏机】 y6uxijT 圈用来玩电子游戏的装置。
E游侠E y6uxi6 圈古代称好交游、轻生死、重

信义、能救人于急难的人。
E游仙诗l y6uxianshl 画古代借描述仙境以

寄托个人思想感情的诗歌。

E游乡】 y6u;;xiang 画＠旧时指许多人在乡

村中游行，多押着有罪的人以示惩戒。＠在
乡村中流动着兜揽生意。

E游行l y6uxing ['l!JJ 0 行踪无定，到处漫游s

～四方。＠广大群众为了庆祝、纪念、示威等

在街上结队而行：～示威！上午十时～开始。
E游兴E y6uxing l每游逛的兴致z ～大发。

E游学E y6ux回国指离开本乡到外地或外国

求学。
E游医】 y6uyl ［割没有固定诊所，流动行医的医

生（现多指无从业执照的）。

E游移l y6uyi 圈＠来回移动＝浮云在空中～。

＠（态度、办法、方针等）摇摆不定：～不决。
E游飞】 y6uyi 圈＠（舰艇等）巡逻。＠泛指在

水中游动：几只野鸭在湖心～。

E游艺】 y6uyi 圈游戏娱乐活动2 ～室｜～节目。

E游艺会E y6uyihui 圈以文艺表演、游戏等为

内容的集会。
E游泳E y6u;;y6ng 圈。人或动物在水里游

动。＠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人在水里用各种
不同的姿势划水前进或进行表演。

E游泳池E y6uy6ngchi 圈人工建造的供游泳

用的水池子，分室内、室外两种。
E游园】 y6uyu6n 圈在公园或花园中游览、观

赏 s ～活动。

E游园会］ y6uyu6nhui 图在公园或花园里举

行的联欢会，规模较大的游园会有各种文艺表
演。

E游资】 y6uzl 圈。以追求利率差额收益或汇
率变动收益为目的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快速
流动的投机性短期资金。也叫热钱。＠从生
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的



I 1588 I y6u - you I 游桶辅锄献血峙蜡踩圈友有

资金。
E游子l y6uzi ＜书〉圈离家在外或久居外乡的

人z 海外～o
E游子】 y也u• zi 同“圈子”。

E游走】 y6uz凸u 圈＠游逛；游荡：～四方。＠

游移而不固定：～性关节痛。

梢 you 古书上指一种翩翩的树木。

辅…忡忡古代一种剧的车。＠
（瞄）〈书〉轻。

费由 u 同u 圈鱼，体侧扁，头部有许多
（）棘状突起，口大，生活在近海岩礁

间。种类很多。
献 you 啪计划耐~ : irlb～（大计划〉。

赚回u 见 403 则问。

蜡回u 见下。
另见 1075 页 qiu 。

E蜡蝉l y6um6L』圄梭子蟹。

宙万 γ6u ＜书〉同“由”⑦③。
liii.守、另见 1524 页 y6o; 1706 页 zhou,

圈”u 见下。

E圈子l y6u•zi 圈用已捉到的鸟把同类的鸟

引来，这种起引诱作用的鸟叫圈子。也作游

子。

v 
y凸LI (I又）

友协u 0 朋友：好～｜战～。＠相M
近z ～爱｜～好。＠有友好关系的z ～人 l

～邦｜～军。 O CYou）画姓。

E友爱】 y仙’ai 圈友好亲爱z 兄弟～｜团结～。
E友邦】 youbang [1SJ 友好的国家。

E友好E y凸uh凸0 0 画好朋友z 生前～。＠圈

亲近和睦z 团结～｜～邻邦。
E友~y凸ujun 圈与本部队协同作战的部队。

E友邻E vδulin 0 圈友好的邻居或邻邦z 团结
～。＠圈属性词。友好而又相邻的z ～部队｜

～国家。
E友情】 γouqing [1SJ 朋友的感情；友谊z 深厚的

~ 。

E友人】 youren 圈朋友：国际～。

E友善】 youshan 圈朋友之间亲近和睦z 对人
～｜素相～ l～相处。

E友谊】 y凸uyi 画朋友间的交情：增进～l真挚

的～。

E友谊赛l y凸uyisai [1SJ 为了增进友谊、交流经
验、提高技术而举行的体育比赛。

有 Y凸u 0 圃表示领有（跟‘6
CZ:③同） ：我～《鲁迅全集》｜～热情，～朝

气， 8 圈表示存在z 屋里～十来个人。＠圈
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某种程度g 水～三米

多深｜他～他哥哥那么高了。。区国表示发生

或出现2 他～病了｜形势～了新发展！他在大家
的帮助下～了很大的进步。＠画表示所领有

的某种事物（常为抽象的）多或大2 ～学问｜～
经验卜，了年纪。＠圈泛指，跟“某”的作用相

近2 ～一天他来了 1～人这么说，我可没看见。
＠画用在“人、时候、地方”前面，表示一部分：

～人性子急，～人性子慢！这里～时候也能热到

三十八九度 J这场雨～地方下到了，～地方没下
到。＠用在某些动诵的前面组成套语，表示
客气：～劳｜～请。＠〈书〉前缀，用在某些朝

代名称的前面z ～夏｜～周｜～宋一代。⑩
CY己u）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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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碍】 y凸u’。l 圈有所妨碍z ～观瞻（看了印
象不好）｜街头小广告～市容。

E有板有眼l y凸ubon-youyon 形容言语行动有

条不紊，富有节奏或章法。
E有备无患E youbei-wuhuan 事先有准备就可

以避免祸患·有了水库，雨天可以蓄水，早天可
以灌溉，可说是～了。

E有鼻子有眼JL] y凸u bi •zi y凸u 同时形容把虚

构的事物说得很逼真，活灵活现z 听他说得～
的，也就信了。

E有差E youcha ＜书） rnfj] 有区别；不同 2 赏罚

~ 。
E有偿E y凸uch6ng E昆属性词。有代价的g有报

酬的z ～服务。
E有偿新闻l y凸uch6ng xlnwen 指新闻媒体或

其中某些人在得到报酬后才予以刊登或播放

的新闻报道。

E有成E youcheng 画成功；有成就2 三年～｜学

业～｜双方意见已渐接近，谈判可望～。

E有待】 y凸udai 圈要等待2 这个问题～进一步
研究。

E有得】 yaude 画有心得；有所领会：学习～｜
读书～。

E有的E y凸u•de 圆指示代词。人或事物中的一

部分（多重复使用）：～人记性真好｜十个指头，

～长，～短。
E有的是E you·deshi 强调有很多（有时含不怕

没有意）：立功的机会～！我们老家那里～煤
炭。



E有底E y凸u;;dl 画知道底细，因而有把握：心

里～。

E有的放矢l youdi-fangshl 对准靶子射箭，比

喻言论、行动目标明确。

E有点JL] y凸udi凸nr ~到表示程度不高，稍微（多

用于不如意的事情）：今天他～不高兴｜这句话

说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注重，“有点儿”有时
是动词和量词的组合，如“锅里还有点儿剩饭”、

“看来有点儿希望”。

E有方】 y凸ufiing I刻得法（跟“无方”相对）：领

导～｜计划周详，指挥～。

E有感】 y凸ugan 画有所感触；有感想（多用于

诗文标题）·南游～｜《读史～》。
E有关l youguan O 圈句关系：～方面 i ～部

门｜这些问题都跟哲学～。 812ll 涉及：他研究

了历代～水利问题的著作。

E有轨电车l y凸ugul-dianch岳电车的一种，可以

挂接车厢，在轨道上行驶。
E有过之无不及l you guo zhi WU bu ji （相比
起来）只有超过的，没有不如的（多用于消极的

方面）。

E有恒E youheng 圃有恒心，能坚持下去。
E有会子E y凸uhui•zi （口语中也读y己u hul•zi) 

〈口〉表示时间已经不短：他出去可～啦！也
说有会儿。

E有机l y凸uji E回属性词。＠原来指跟生物体

有关的或从生物体来的（化合物），现在指除碳
酸盐和碳的氧化物等简单的含碳化合物之外，

含碳原子的（化合物）：～酸｜～化学。＠指事
物构成的各部分互相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

的统一性，就像一个生物体那样z ～地结合起
来 l这三个部分是一个～的整体。

E有机玻璃E youji bo· Ii 高分子化合物，由甲基
丙烯酸甲酣聚合而成，透明性好，质轻，不易破

碎，有热塑性。可用作玻璃的代用品，制航空
窗玻璃、仪表盘等，也用来制日用品。

E有机肥料l y凸uji feiliao 含有机物质的肥料，

如既肥、堆肥、绿肥等。

E有机化合物E y凸uji huδhewu 指｜徐碳酸盐和
碳的氧化物等简单的含碳化合物之外的含有
碳元素的化合物。有机物中除碳元素以外，通
常还含有氢、氧、氮、硫、磷、卤素等。简称有机

物。
E有机化学E youji huaxue 化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来源、结构、性质、制备、用

途等。
E有机可乘l youjik岳cheng 有空子可以利用。

也说有隙可乘。
E有机农业E y凸uji n6ngye 一种农业生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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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使用化肥和植物激素而施用有机肥料，
不使用农药而采用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用洁
净水灌溉。有机农业利于保护土壤资源，实现
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E有机食品】怕uji shipin 指来自有机农业生

产体系，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过程中无污
染的食品。

E有机体l y6ujiti l甸机体。
E有机物E y凸ujiwu ［量有机化合物的简称。
E有机质】 y凸ujizhi 画一般指植物体和动物的
遗体、粪便等腐烂后变成的物质，里面含有植
物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料。肥沃的土壤含有
机质较多。有机质经过微生物的作用转化生
成腐殖质。

E有价无市E y6ujia-wushi c商品）有价格但市

场上没有实际交易：近期楼市很不景气，陷入
～的状态。

E有价证券E youjia zhengquan 表示对货币、

资本、商品或其他资产等有价物具有一定权利
的凭证，如股票、债券、各种票据、提单、仓库营

业者出具的存货校单等。
E有教无类l youj iao-wulei 对各类人平等看

待，都施以教育（语出《论语·卫灵公》）。
E有劲】 y凸u;;jln 0 C～儿）圈有力气：这人真

～，能挑起二百斤重的担子。＠［塑指兴致浓；
有趣z 儿杯酒 F肚，大家聊得更～了｜今天的球

赛真精彩，越看越～。
E有｜日l youjiu ＜书〉函l 过去曾互相交好；有老
交惰。

E有救】 y凸U// jiu 画有可能挽救或补救：有了
这药，病就～了！

E有口皆碑E youk凸u-jieb岳l 形容人人称赞。
E有口难辩E y凸ukδu-nanbian 形容很难分辩。
也说有口难分。

E有口难分］ y6uk6u-n6nf岳n 有口难辩。

E有口无心l vouk凸u wuxin 嘴上爱说，心里不
存什么υ 多指话虽不好听，却并无恶意。

E有赖】 youlai 圈表示一件事要依赖另一件事
的帮助促成（后面常接“于”字）：任务提前完
成，～于大家的努力。

E有劳l y6ul6o 圈客套话，用于拜托或答谢别

人代自己f故事：这件事～您了｜～您代我买
本书。

E有丰Ll voull l暨有礼貌：文明～。
E有理l y凸u Ii l1!?J 有道理；符合道理z 言之～｜～
走遍天下。

E有理式E youlishi [BJ 没有开方运算，或有

开方运算但被开方数不含字母的代数式。如

a' + b, __fl°__二 n
工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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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理数J youllshu 圈整数（正整数、负整数和

零）和分数（正分数、负分数）的统称。
E有力E V创Ii ~固有力量g分量重：动作～｜领导
～｜～的回击！这篇文章写得简短～。

E有利】 y创 Ii ~固有好处g有帮助：地势十分～｜
购买国库券既～于国家建设，又～于个人。

E有两下子E y凸u I i凸ngxia·zi ＜口〉有些本领z

他千活儿又快又好，真～。
E有零J y凸uling 画用在整数后，表示附有零

数；挂零z 一千～。
E有门JL) you;; menr （口〉固有希望2 听他的
口气，这事大概～。

E有名E you;; ming E冒名字为大家所熟知；出

名 g 他是～的登山运动健将。
E有名无实E youming-wush i 空有名义或名声
而没有实际。

E有模有样J youmu-v凸uyang 0 模样长得不

错：新来的女孩儿长得～的，很讨人喜欢。＠
像模像样：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干起活儿来可是

~ 。
E有目共睹E youmu-gongd心凡是有眼睛的人

都能看见，形容事实极其明显。
E有目共赏】 youmu-gongshang 看见的人都

赞赏。
E有奶便是娘E yot』『1ai bian sh) niang 比喻贪

利忘义，谁给好处就投靠谁。

E有年E vounian ＜书〉国已经有许多年：习艺
～，渐臻纯熟。

E有盼JLl you;; pan r ＜口〉画有希望z 孩子快

大学毕业了，您总算～了。
E有i普JL) vou11 pur ＜口〉＠圆心中有数；有一
定的计划：做这样的事你心里～没有？ 8 Ifill 
靠谱JL ：他说话～，靠得住。

E有期徒刑） y凸uql tuxing 有期限的徒刑，在刑

期内剥夺犯人的自由并强制其劳动。
E有气无力E vouqi-wuli 形容没有气力，元精打
采的样子。

E有顷J y凸uqing ＜书〉函→会儿；片刻。
E有请J yδuqing 圈客套话，表示主人请客人

相见。
E有求必应） y凸uqiu拍lying 只要有人请求就一

定应允。
E有趣E vouqu c～儿）圈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

喜爱：～的故事 l这孩子活泼～。
E有染E you的n ＜书〉圈＠（和某些坏人或坏

事）有关系 z 与黑社会～。＠指男女间有不正
当关系。

E有日子） y凸u r) • zi 0 指有好些天g 咱们～没

见面了！＠有确定的日期z 你们结婚～了没

有？
E有如E vouru ~就像；好像：他壮健的身躯～
一座铁塔。

E有色金属】 vouse jln耐心工业上黑色金属
（铁、锤、锡）以外的所有金属的统称，如金、银、
铜、锡、录、铸、锡等。

E有色人种】 youse renzhong 指白种人以外的

人种。
E有色眼镜E vouse v凸njlng 比喻妨碍得出正

确看法的成见或偏见。
E有身子E y凸u sh岳n· zi 指妇女怀孕。

E有神论E vδushenlun ~承认神的存在的学
说。认为神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能操纵自然
变化和干预人的生活。有神论是宗教信仰的

根据。
E有生力量】忡usheng-111iang O 指军队中的

兵员和马匹。＠泛指军队。＠指充满活力的

人或集体。
E有生以来】 yoush岳ngyilai 从出生到现在2 这

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E有生之年E you sh岳ngzhinian 指人还活在世
上的岁月。

E有声片JL) y凸ush岳ngpianr ＜口〉固有声片。
E有声片） y凸ush岳ngpian ~既有形象又有声
音的影片。

E有声有色】而ush岳ng-y凸u畸形容表现得十

分生动。
E有时】 youshi 画有时候：那里的天气，～冷，

～热。
E有识之士E youshizhishl 有见识的人s有眼光

的人。
E有始无终】 youshiwuzhong 指做事不能坚

持到底。
E有始有终E y6ushi-y6uzh6ng 指做事能坚持

到底。

E有恃无恐】忡ushi-wulφng 因有所倚仗而不

害怕。
E有数】 youshu c～儿）0 ( -// ）圈知道数目，
指了解情况，有把握z 两个人心里都～儿。＠圃
表示数目不多z 只剩下～的几天了，得加把劲儿。

E有司】 yousi ＜书〉圈指官吏。
E有损】 yousun 圈给某事物造成损害：～声
誉｜吸烟～健康。

E有条不紊J youtiao-buw岳n 有条理，有次序，

→点儿不乱。
E有头无尾】 yout6u-wuw岳l 只有开头，没有结

尾，指｛故事不能坚持到底。
E有头有脸E y6ut6u-yc主ulian c～儿）形容有名

誉，有威信·他在村里是个～的，说话很有分

量。



E有头有尾l y凸ut6u-youw岳i 既有开头，又有

结尾，指｛故事能坚持到底。
E有望l youwang 画有希望：丰收～。

E有为E y凸uwei I动l 有作为：奋发～｜～的青年。
E有…元…l vou… WU ．．．＠表示只有前者而

没有后者：～行＜ hang）～市（有货价却无成

交）｜～己～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别

人）｜～口～心 i～利～弊｜～名～实｜～始～终｜

～头～尾 i～眼～珠！～益～损 i～勇～谋。＠

表示有前者没有后者（强调的说法）：～过之～

不及｜～加～巳｜～增～减。＠表示有了前者
就可以没有后者：～备～患｜～恃～恐。＠表

示似有似无z ～意～意。
(1司喜E you;; xi < 1-1 ＞画指妇女怀孕。

E有戏】 y凸u;;xi （方〉［司有指望；有希望。

E有隙可乘】忡uxik岳cheng 有机可乘。

E有限E youxian I黝＠属性词。有一定限度

的：～性｜～责任。＠数量不多；程度不高z 为
数～｜我的文化水平～。

E有限公司E yiiuxian gongs！有限责任公司。
E有限责任公司】 yiiuxian zeren gongs！企业

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

股东共同组成。每个股东以他所认缴的出资

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
其债务承担责任。也叫有限公司。

E有线E youxian 隔属性词。有导线连接的．

～广播！～通信。

E有线电l youxiandian 圈用导线传送电信号
的技术。

E有线电视E y凸uxian dianshi 靠电缆或光缆

传送的电视，用公共天线将电视台的节目接收
下来，再由电缆或光缆传送到各个用户。

E有线广播E youxian guangbo 靠导线传送的
广播，把声音通过放大器放大，由导线送到装

在各处的扬声器发送出去。

E有线通信］ youxian tongxin 种通信方式，

利用导线传输电信号，电信号可以代表声音、

文字、图像等。按照传输内容不同可分为有线

电话、有线电报、有线传真等。一般受干扰较

小，可靠性、保密性强。

E有效E youxiao 圈能实现预期目的g有效果＝

～措施｜这个方法果然～。

E有效期E y凸uxiaoql 圈＠条约、合同、证件等
有效的期限。＠化学物品、医药用品以及某

些特殊器材在规定的使用与保管的条件下，其
性能不变而有效的期限。

E有效射程l youxiao shecheng 指弹头射出

后能获得可靠射击效果的距离。
E有些l y凸uxi岳＠团指示代词。有一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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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来参观的人～是从外地来的 i 列车上
～人在看书，～人在谈天。＠国表示略微，稍

微：心里～着急。直重P“有些”有时是动词和
量i司的组合，如“我有些书想捐给图书馆”。

E有心E y凸uxln 0 画有某种心意或想法·～
人｜一个～，一个有意，俩人终于结为夫妻。＠
E画有心眼儿； •L、计多 2 这孩子特～。＠圆故

意2 ～捣鬼。
E有心人E youxlnren 画有某种志愿，肯动脑

筋的人：世上无难事，只怕～。

E有形】 youxing E国属性词。感官能感觉到

的z ～资产。
E有形损耗E y凸uxing sunhao 指厂房、机器、设

备等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自然力作用（生锈、
腐烂）而引起的损耗（对“无形损耗”而言）。也
叫物质损耗。

E有形资产】忡uxing zlch创指有实物形态的

资产，如机器、厂房、设备等（跟“无形资产”相
对）。

E有幸】 youxing 圈很幸运；有运气：我～见到

了海市昼楼的奇妙景象。
E有性生殖】 youxing-sh岳ngzhi 经过雌雄两性

生殖细胞的结合而形成新个体的生殖方式。
是生物界中最普遍的生殖方式。也叫两性生
殖。

E有序E y凸uxu ~有秩序：～上车｜整齐～。
E有血有肉】 y凸uxue』y凸urou 形容文艺作品描

写生动，内容充实z 这篇报道写得生动具体，
~ 。

E有言在先E y凸uyanzaixian 已经有话讲在头

里，指事前打了招呼。

E有眼不识泰山E y凸u yon bu shi Tai Shan 比
喻认不出地位高或本领大的人。

E有眼无珠E youyan-wuzhu 比喻没有识别能
力。

E有氧运动E y凸uy凸ng-yundong 在较低强度的

运动中，运动的耗氧量低于人体所摄人的氧，
这类运动叫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打太极
拳等。

E有→搭没一搭E you ylda mei ylda 0 表示
没有话找话说。＠表示可有可无，无足轻
重。！｜也说有一搭无一搭。

E有一搭无一搭E y凸u yTda wu yTda 有一搭没
一搭。

E有益E y凸uyi E固有帮助：有好处z 运动对健康
~ 。

E有意E y凸uyl 0 画有做某事的愿望2 我～到

海滨游泳，但是事情忙，去不了。＠圈指男女

间有爱慕之心：小王对小李～，可一直没有机



I 1s92 I y占u- you I 有西自美秀销桶脯黝义右

会表白。＠圈故意．他这是～跟我作对。
E有意识E youyi· shi 画主观上意识到的g有日

的有计划的z 他这样做完全是～的。
E有意思】 you vi· si 。有意义，耐人寻味：他
的讲话虽然简短，可是非常～。＠有趣：今天

的晚会很～。＠指男女间有爱慕之心z 她对
你～，你没看出来？

E有用功】 youyi旨ngg6ng 圈机械克服有用阻

力（如起重机提起重物的重量）所做的功。

横向〈书〉聚积木柴以备燃烧。

脯 you 啪窗户。

黝 Y凸U 见下。

E黝暗l you ’an 同“黝黯”。

E黝黯l you ’an E回没有光亮；黑暗2 ～的墙角。

也作黝暗。

E有…有…l you…忡u…＠分别用在意思相 I c黝黑E y凸uh副陌状态词。＠黑z 胳膊晒得～
反或相对的两个词前面，表示既有这个又有那｜ ～的。＠黑暗①z 入夜，原野上一片～｜山洞里
个，两方面兼而有之z ～利～弊｜～头～尾 l～
赏～罚 l～多～少。＠分别用在意思相同戎相
近的两个词（或一个双音词的两个词素）前面，

表示强调：～板～眼｜～鼻子～眼儿｜～棱～角｜

～情～义｜～声～色｜～说～笑｜～凭～据 i～条

～理 1～血～肉。
E有余】 y凸uyu 圈。有剩余z超过足够的程度z

绰绰～。＠有零：他比我大十岁～。

E有缘】 youyuan 圈有缘分。

E有朝→日E yot』zhoo-ylri 将来有一天。

E有着】 you·zhe 圈存在着；具有 z 五四运动～

伟大的历史意义 J他～别人所没有的胆识。
E有枝添口十E youzhl-tianye 添枝加叶。

E有志者事竟成E you zhi zh岳 sh i jing cheng 
有决d心有毅力的人，做事终究会成功。

E有致】 y凸uzhi 圈富有情趣：错落～。

E有种】 youzhong 圈指有胆量，有骨气。

E有罪推定E y喝uzui tulding 在审判机关对被

控告的人判决有罪以前，就将其当作犯人的
原则。是封建制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诉
讼原则（跟“无罪推定”相对）。

西向跚地支的第十位。据421 页
1干支1。 8 CY凸u）姓。

E西时】 voushi 圈旧式计时法指下午五点钟
到七点钟的时间。

自向古代酬的椒，
口小腹大。

美向美里叫，古地
名，在今河南汤阴一带。

秀仰。圈狗尾草
＠〈书〉比喻品质坏的z

良～不齐。

销 u y凸u 圈金属
（筒）埠，符号 Euo

是一种稀土元素。铁灰色。
在核反应堆中做中子吸收

剂，也用来做电视屏幕的荧

光粉。

自

～～的。

、

you (I又）

又 you 圆＠表示重复或继续z 他拿着这
封信看了～看｜生物的进化，是一步～一步

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表示几种性质或情

况同时存在（多重复使用）：～好～快｜～香～
脆｜温柔～大方｜她～想去，～不想去，拿不定主

意。＠表示补充，追加：孔子是教育家，～是
思想家｜冬季日短，～是阴天，夜色早已笼罩了

整个市镇｜生活费之外，～给五十块钱做零用。
＠表示整数之外再加零数：一～二分之一。

＠说明另一方面的情况2 心里有千言万语，可
嘴里～说不出｜刚才有个事儿要问你，这会儿～想

不起来了。＠用在否定句或反问句里，加强语
气：我～不是客人，你就不用客气了 l这点儿小事
～费得了多大工夫？

E又及】 youji lllllJ 附带再提一下。信写完并已
署名后又添上几句，往往在这几句话下面注明

“又及”或“某某又及”。

右 γδu 0 圈方位词。面向南时靠西的一
边（跟“左”相对，下②⑤同）：～方 l～手 l 靠

～走。＠圈方位词。西s 山～（太行山以西的
地方，过去也专指山西省）。＠较高的位置或
等级（古人以右为尊）：无出其～。。〈书〉崇

尚 z ～文。＠圈保守的s反动的＝～派 l～倾。

＠〈书〉同“佑”。 ft CY凸U）圈姓。

E右边E you· bian c～儿）圈方位词。靠右的一
边。

E右面E youmian c～儿）圈方位词。右边。

E右派】 voupai 圈在阶级、政党、集团内，政治

上保守或反动的一派。也指属于这一派的人。
E右｛顷l yδuqlng 圃思想保守的3向反动势力
妥协或投降的。

E右倾机会主义E youqlng fihui zhuyi 见 599

页1机会主义］ o



右幼有［佑俯狄袖固有花诱｜ you 

E右手】 youshou O 圈右边的于。＠同“右
首”。

E右首］ yδushou i每］右边（多指座位） ＇那天他
就坐在我的～。也作右手。

E右翼E v<'>uvi 圈。作战时在正面部队右侧的
部队。＠政党或阶级、集团中在政治思想上

倾向保守或反动的一部分。

幼 you O c年纪川、未长成（跟‘四对） ' 
～年｜～儿｜～苗｜～虫。＠小孩儿z扶老携

～。 8 CYou）圈姓。

E幼虫E youch6ng IEl 昆虫的胚胎在卵内发育
完成后，从卵内孵化出来的幼小生物体。如手
1二是蚊子的幼虫，姐是苍蝇的幼虫。也指某些

寄生虫的幼体。
E幼儿J you’在r 圈幼小的儿童。一般指学龄
前的儿童。

E幼儿教育】 you ’在r jiaoyu 对幼儿进行的教

育，包括品德、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
工、音乐、计算等。简称幼教。

E幼儿园J you ’eryuan 圈实施幼儿教育的机
构。

E幼功J yougong 圈戏曲演员、杂技演员等童
年练成的功夫。

E幼教E youjiao 圈幼儿教育的简称2 ～事业｜
～工作。

E幼林E youlin 圈由小树形成的树林。
E幼苗】 youmiao IEJ 种子发芽后生长初期的

幼小植物体。
E幼年E younian IEJ 指人三岁左右到f岁左右
的阶段。

E幼体J youti 圈在母体内或脱离母体不久的

小生物。

E幼小E youx1凸o E回未成年；未长成3 年纪～l
～的心灵｜～的果树。

E幼稚E youzhi lffiJ 0 年纪小。＠形容头脑简
单或缺乏经验：～的想法。

E幼稚病E youzhibing IEl 看问题或处理问题

简单化的毛病，多指政治上不成熟的思想表

现。
E幼稚园E youzhiyuan IEJ 幼儿园的旧称。

E幼株E youzhu ［＇割初生的植物体（通常指种子
植物）。

E幼子E VOL』zi 圈最小的儿子；幼小的儿子z 弱

妻～。

有 Vδu ＜书〉同‘γ
另见 1588 页 y凸LJ0

佑 Yδu 0 保佑 O CYou 

俯 you ＜书〉劝人叫）：～食 l～筋（
钞：酒）。

劝人

狄 you 古书上说的一种猴。

袖 vδu IEl 0 常绿乔木叶子大而阔，脚，
花白色，很香，果实大，冬季成熟，球形或扁

圆形，果皮淡黄色，果肉白色或粉红色，是常见主主三
水果。生长在我国南部地区。＠这种植物的王三三三
果实。｜｜通称袖子，有的地区叫文旦。

另见 1586 页 y6L」。

E袖子E you· zi 圈袖的通称。

圄 you ＜书〉＠围起来的养动物的园林z
鹿～｜园～。＠局限；拘泥2 ～于成见。

有 you ＜书〉刷品谅＝原～｜宽～｜尚希见

拈阳。同“佑”①。＠用于地名：吉～
（在广东）。 8 CYou）圈姓。

、）毛＿.＿~ you ＠诱导2 循循善～。＠使
V军（蔬）用手段引人随从自己的意愿：引
～｜～使｜～敌深入。

E诱变E youbian 圈用人工方法引起生物发生

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

E诱捕】 v<'>ubu 圈引诱捕捉：用灯光～害虫。

E诱导】 youd凸o 圈＠劝诱教导污｜导z 对学生

要多用启发和～的方法｜这些故事的结局很能
～观众进行思索。＠物理学上指感应。＠大
脑皮质中兴奋过程引起抑制过程的加强，或者
抑制过程引起兴奋过程的加强。

E诱饵E you毛r 函捕捉动物时用来引诱它的

食物。用金钱做～拖人下水。

E诱发】 v<'>uta 画＠诱导启发2 ～人的联想。

＠导致发生（多指疾病）：吃了不清洁的食物
会～肠炎。

E诱供】 yougong 圈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

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按侦查、审判人员的主观

意图或推断进行陈述。
E诱拐E youguiii 画用诱骗的方法把人弄走z

～妇女｜～儿童。
E诱惑】 youhuo 画＠使用手段，使人认识模

糊而做坏事：不为金钱和女色所～。＠吸引；
招引：窗外的景色很～人。

E诱奸J youjian 圈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人跟自
己发生性行为。

E诱骗E voupian 画面诱惑欺骗。
E诱人E youren O 画诱导人z ～向善｜～犯罪。

＠［画吸引人的2 ～的前景｜景色十分～。

E诱杀】 yousha 国引诱出来杀死：用灯光～棉

铃虫。

E诱降】 youxiang 画引诱敌人投降。

E诱胁l youxie l到利诱威胁。

E诱掖E v<'>uve ＜书〉画诱导扶植z ～青年。



I 1594 I you - yu I 诱拗利勋迂吁纤於淤疲于

E诱因l youyln ［苞导致某种事情发生的原因。 | 〈方〉画液体沸腾溢出 z 米汤～了一锅台。

E诱致】 youzhi 画导致，招致（不好的结果）。 I c淤灌】 yuguan 圈用含有大量泥沙的水流灌

蝴阳缘虫、血吸虫等动物的幼体， Jt~I I 附带来的泥沙和养分淤积在田地里，以改

一一一一 毛～。 I 善土壤的性质，增加土壤的肥力。多在洪水期

三章袖”u 酬子。 ｜进行。
'I＇田 I c淤积E vuF 画（水里的泥沙等）沉积。忧愁～
E袖质】忡uzhi 圈牙冠表面的一层硬组织，主｜ 在心头。

要成分是磷酸钙和碳酸钙，此外还含有氟和一 I c淤泥】 yuni 巨型河流、湖沼、水库、池塘中沉积
些有机质。有保护牙齿免受磨损的作用。｜日 l 的泥沙，所含有机物多，常呈灰黑色。
称法琅质。（图见 1499 页“人的牙”） I c淤塞E vuse 画〈水道）被沉积的泥沙堵塞：河

E袖子E you·zi 圈以石英、长石、棚砂、秸士等｜ 床～。

为原料，磨成粉末，加水调制而成的物质，用来 I c淤血］ yuxue O < -11- ＞圈因静脉血液回流受
涂在陶瓷半成品的表面，烧制后发出玻璃光｜ 阻，机体的器官或组织内血液淤积。＠圈淤
泽，并能增加陶瓷的机械强度和绝缘’性能。 | 积的血液z 清除颅内～。
自由 you 圈哺乳动物，身体细长，四胶制， I c阳回zhi 0 rnllJ CJ]<道）因泥沙沉积而不能
圳~头狭长耳一般短而圆，唇有须，脏门附近｜ 畅通z 疏通～的河道。＠同“脚”。
大多有臭腺，可以驱敌自卫。毛有黄褐、棕、灰｜』~

｜年此回国（血液）不流通：～血。
棕等色。种类很多，如黄融、紫绍。 ｜守而b

E刷猿l youhuan 圈哺乳动物，像猫而小，尾巴巾，， ’ 

长，毛棕灰色，腹部白色。生活在树林中或岩
E破血E yuxue O < 11 ) [;ti］中医指跌打损伤、

寒凝气滞、痰热内结等引起血液痕滞。＠［蜀

中医指体内血液痕滞的病变，也指所燎滞的血
液。

石问。也叫猖子。

仁一－~~m＝一二1
主二巳 vu o 曲折；绕弯儿2 ～回｜～道往访。＠
λ斗，圈迂腐z ～论｜这人～得很。

E迂夫子】 yufuzi 圈迂腐的读书人。
E主腐E yuf心圈（言谈、行事）拘泥于陈旧的准

则，不适应新时代z ～之谈。
E迂缓l yuhuan 回（行动）迟缓；不直截。

E迂回】 yuhui O 圈回旋；环绕＝～曲折。＠
画绕到敌人侧面或后面（进攻敌人）＝～包抄 l

～战术。

E迂阔E yukuo 画不切合实际：～之论。

U主曲E vuqu 圈迂回曲折z 山路～难行。

E迂技＼］ yuzhi E回迂腐固执：生性～。
E迂拙l yuzhu6 ~迂阔笨拙。

吁 vu 圃吆喝牲口的声音。
另见 1477 页 XO; 1603 页 yuo

b·吁气 , vu ＜书〉＠弯曲；曲折：萦～O
~re好） 8 系；结：～金佩紫（指地位显贵）0
E纤回】 yuhui ＜书〉同“迂回”①。

E纤徐E vuxu ＜书〉圄从容缓慢的样子。
亡人 Yu 圈姓。

耳之；另见 1380 页 w0;1597 页 yu 。
品是A vu o rnlll 淤积＝大雨过后，院子里～了一
w大层泥。＠淤积起来的·～泥｜～地。＠淤

积的泥沙；淤泥z 河～｜沟～。。同“癫”。＠

E据资源】 yuzhi 圈中医指经络血脉等阻塞不通。

也作淤滞。

, 
yu （口）

于1 vu o 而叫她生～1949 年｜来信
已～日前收到｜黄河发源～青海。 b）向 2

问道～盲｜告慰～知己｜求救～人。 c）给z 嫁祸

～人｜献身～科学事业。 d）对z对于z 忠～祖国 l

有益～人民 1形势～我们有利。 e）自；从2 青出

～蓝｜出～自愿。 f）表示比较：大～｜少～｜
高～｜低～0 g）表示被动2 见笑～大方之家。

＠后缀。 a）动词后缀2 合～ i 属～｜在～｜至
～。 b）形容词后缀：勇～负责｜善～调度｜易～

了解｜难～实行。

于2 Yu 酬。
E于今E yujln O 圃到现在z 故乡一别，～十载。

＠圈如今z 这城市建设得非常快，～已看不出

原来的面貌。
E于思ll yusai ＜书〉圆形容胡须很多（多叠用） 0

E于是E yushi ll!l 表示后一事紧接着前一事，后

一事往往是由前一事引起的z 大家一鼓励，我

～恢复了信心。也说于是乎。

E于是乎E vushihu lli 于是。



ι~ -·. vu （书〉同“坎”。
习（舆）另见 1599 页向1602 页 yu 。
予 vu o ＜书〉圆人称代词我。 8 (Yul 

IBl 姓。
另见 1599 页忡。

E予取予求l yuqC』－vuqiu 原指我只取我所要求

的（语出《左传·信公七年训，后用来指任意索
取。

于F Yu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沁阳西北。

于 γ0 见 667 页I健fJ' lo 

开 vu ＜书〉像玉的美石。

玛 。〈书〉美玉。
（琪）

占干桌， ~－· vu 〈书〉圈。表示疑问或反问，
抓（欺）且“吗”或“陀’相同：子非三间大夫
～？｜呜呼，是谁之咎～？＠表示感叹，跟“啊”

相同 z 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
a.1 vu o ＜书〉圆人称代词。我。 8 CYul 
刁飞 ［重姓。

A.._2 A ~A yu 0 画剩下：～粮｜～钱｜
宋（ι馀）不遗～力｜收支相抵，尚～一百
元。＠圈（用在数词或数量词后）表示大数后
面有零头：五百～斤 l 一丈～。＠指某种事

情

高歌一曲o
“馀”另见 1597 页“馀”。

E余波l vubo 1直指事件结束以后留下的影响z
纠纷的～｜～未平。

白毛存l yucun 圈（收入和支出相抵后）剩余；
结存：核对销售数量和～数量。

E余党E vud凸ng 圈未消灭尽的党羽。

E余地E vudi 圈指言语或行动中留下的可回旋
的地步z 不留～ i有充分考虑的～。

E余毒】 vudu 圈残留的毒素或祸害z 肃清～。
目可额E y白’6 圈＠名额中余下的空额。＠账
目上剩余的金额。

E余风1 vuf岳ng ~遗留下来的风气。
E余害。l yug岳圈见 1122 页【三角函数lo
E余光E yuguang 圈。夕阳的光芒，残余的

光z 落日的～把人影儿拉得长长的。＠眼角的
干见线：他用～扫了一下两旁的人。

U毛晖］（余辉l yuhul G萄傍晚的阳光：太阳落

山了，只剩下一抹～。
E余悸l y白ji 圈事后还感到的恐惧：心有～。
E余角1 vui1凸o 圈平面上两个角的和等于一个
直角（90勺，这两个角就互为余角。

与予于目仔开玛拔余｜ yu I 1595 I 

E余烬E yujin 圈＠燃烧后剩下的灰和没烧尽

的东西．纸烟～。＠比喻战乱或灾难后残存
的东西．劫后～。

口号力l vun 圈剩余的力量；多余的精力 z 不遗

～｜没有～顾及此事。
E余沥l vull ＜书＞ ［苞剩余的酒，比喻分到的→
点JL小和lj ：分沾～o

E余粮】 yuliang IBl 吃用之外余下的粮食。

E余脉】 yumai IBl 从主要山脉延伸下来，高度

较低的山脉。
E余年E yunian 圈晚年．安度～。

［余孽E yunie 圈指残余的坏人或恶势力z 封

建～｜铲除～。
［余切E vuqi岳圈见 1122 页［三角函数lo

E余缺l yuqu岳圈富余和缺欠z 互通有无，调剂

~ 。
E余热E vure IBJ O 生产过程中剩余的热量2

利用～取暖。＠比喻离休、退休以后的老年人
的精力和作用：老专家要发挥～，为社会多做
贡献。

E余色l vuse 圈补色。
日寄生E yusheng IBJ O 指晚年：安度～。＠
（遭到灾难后）侥幸保全的生命2 劫后～｜虎口

~ 。
E余剩l vusheng 圃剩余2 把～的粮食卖给国

家。
E余数E yushu ~l 整数除法中，被除数未被除

数整除所剩的大于（）而小于除数的部分。如

2776=4……3，即不完全商是 4，余数是 3 。

E余外E yuwai ＜方＞ llil 除此之外：冬天的荒野

里只见几棵枯树，～什么也看不到。
口号威】 yuw岳l 圈剩余的威力：～犹存｜傍晚，

地面仍发散着烈日的～。

E余味】 vuwei 圈留下的耐人回想的味道〈〉歌
声美妙，～无穷。

E余暇E vuxia 圈工作或学习之外的空闲时间。
口号下l vuxia 画剩下：一共一千元，用去六百
元，还～四百元。

E余弦E yuxian 圈见 1122 页1三角函数l 0 

E余兴】 yuxing IBl 0 未尽的兴致z 犹有～。＠

会议或宴会之后附带举行的文娱活动z 会议
到此结束，～节目现在开始。

E余音l yuyln 圈指歌唱或演奏后好像还留在
耳边的声音：～缭绕。

除音绕梁l yuyln叫oliang 歌唱停止后，余音

好像还在绕着屋梁回旋，形容歌声或音乐优

美，耐人回味。

口号勇可贾E vuv凸ng-k句心还有剩余力量可以

使出来。



口些土上 yu ｜余好孟央！

日专裕】 vuvu 圈富裕；充裕 2 ～的时间｜～的精
力。

白号韵J vuvun 圈遗留下来的韵致：饶有～。
E余震】 yuzhen IBJ 大地震之后紧跟着发生的

小地震。较大的余震也能造成破坏。

好 vu 见 667 页脚。

孟 vu 川圈盛液体的敞口器具：水～｜
痰～｜漱口～儿。

E孟兰盆会J vulanpenhui 国农历七月十五日
佛教徒为超度祖先亡灵所举行的仪式，有斋
僧、拜’忏、放焰口等活动。［孟兰盆，梵 ullam
bana] 

央 vu 见 1477

三左． ~ vu ［苞＠脊椎动物的一大类，生
盟（焦）古在水中，体温随外界温度而变
化，一般身体侧扁，有鳞和绪，用鲸呼吸。种类

极多，包括软骨鱼和硬骨鱼两类。大部分可供
食用。 0 (Yu）姓。

E鱼臼E vubai 圈。鱼的精液。＠〈方〉镖①o

E鱼自Y vubai IBl 鱼肚白：东方一线～，黎明已

经到来。
E鱼擦】 yubiao 圈镖①。
E鱼翅】 yuchi ~盗鱼的鳝经过加工之后，其软

骨条叫作鱼翅，是珍贵的食品。也叫翅或翅
子。

E鱼虫】 vuch6『19 （～儿）圈水蚤。
E鱼唇】 vuchun 圈海味，用草草鱼的唇加工而

成。

E鱼刺】 yuci IBl 鱼的细而尖的骨头。
E鱼肚I vuctu 画食品，用某些鱼类的镖制成。
E鱼肚臼】 vuctubai 画像鱼肚子的颜色，自里

略带青，多指黎明时东方天空的颜色g 天边现

出了～。
E鱼饵I vu ＇岳r 画钓鱼用的鱼食。

E鱼粉】 vuf岳n 圈鱼类或鱼类加工后剩下的
头、尾、内脏等经过蒸干、压榨、粉碎等工序而
制成的产品，含有丰富的蛋臼质，是良好的饲
料。

E鱼肝油l yugany。u 圈从渲鱼、健鱼等的肝脏
中提炼出来的脂肪，黄色，有腥味，主要含有维
生素 A 和维生素 D。常用于防治夜盲、何偿

病等。
E鱼鼓1 vugu 同“渔鼓”。

E鱼鼓道情】 vug心 daoqing 同“渔鼓道情”。
E鱼贯E yuguan 画像游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

接连着（走） ：～而行卜’而入。
E鱼花E yuhua 画鱼苗。

E鱼胶】 yujiiio 圈＠用鱼镖或用鱼鳞、鱼骨熬

成的胶，溶化后秸性强，用作站合剂，也用来制
电影胶片。＠〈方〉鱼的镖，特指黄鱼的镖。

E鱼具E vuiu 见 1597 页【渔具］ o

E鱼雷】 vu1自i 画一种能在水中自行推进、自行
控制方向和深度的炸弹。略呈圆筒形，由舰艇
发射或飞机投掷，用来攻击敌方的舰艇等。

E鱼雷快艇1 vu1岳l kuaitTng 鱼雷艇。

E鱼雷艇】 vu1岳1tTng 圈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小

型舰艇，能迅速而灵活地逼近敌舰，发射鱼雷。

也叫鱼雷快艇。
E鱼鳞E yulin 181 鱼身上的鳞片，可以制鱼胶。

E鱼鳞坑J yulinkeng 画为蓄水或种树而在山

坡上挖的坑，交错排列像鱼鳞。
E鱼龙混杂】 yul6ng-hunz6 比喻坏人和好人混

在→起。

E鱼米之乡E yumizhlxiiing 指盛产鱼和大米的

富庶的地方。
E鱼苗】 yumiao c～儿）圈由鱼子孵化出来供

养殖用的小鱼。
E鱼日混珠l vumu-hunzhu 拿鱼眼睛冒充珍

珠，比喻拿假的东西冒充真的东西。
E鱼漂E yupiao c～儿）圆钓鱼时拴在线上的能

漂浮的东西，作用是使鱼钩不致沉底。鱼漂下

沉，就知道鱼巳上钩。

E鱼肉】 yurou 画《史记·项羽本纪》：“人为刀

姐，我为鱼肉。”（刀姐指宰割的器具，借指宰割
者，鱼肉借指受宰割者）后用“鱼肉”指以暴力

欺凌，残害：土豪横行乡里，～百姓。

E鱼肉松】 yurousong 圈鱼松。

E鱼石鲸】 yushiyu6n 圈古两栖动物，有四肢

和粗大的尾巴，腹部有残余的鳞片。一般认为
它是鱼类进化到两栖动物的中间类型，出现于
泥盆纪晚期。

E鱼水】 yushui 圈鱼和水，多用于比喻亲密不

可分离的关系：～情深。
E鱼水情】 yushuiqing 圈像鱼和水不能分离一

样的亲密情谊。
E鱼死网破E vusi-w凸ngpo 比喻斗争双方同归

于尽：拼个～。
E鱼松E yusong ~用鱼类的肉加工制成的绒
状或碎末状的食品。也叫鱼肉松。

E鱼网E yuwang 见 1597 页【渔网］ 0 

E鱼尾纹E vuw岳1wen 圈人的眼角与鬓角之间
的像鱼尾的皱纹。

E鱼鲜E yuxiiin 圈指鱼虾等水产食物。

E鱼腥草l yuxingc凸0 ~葳（ ji）菜。

E鱼汛E yuxun 函某些鱼类由于越冬等原因在

－定时期内高度集中在一定水域，适于捕捞的



时期。也作渔汛o

鱼於禹竿界俞B与徐馀诀娱英零渔隅揄唱｜

削、欺压海民的恶霸。

yu 

E鱼雁J vuvan ＜书〉圈借指书信（古时有借鱼
腹和雁足传信的说法）＝频通～｜～往还。

E鱼秧子】 yuyang·zi 圈比鱼苗稍大的小鱼。
E鱼鹰E yuylng 圈。骋的通称。＠鸪码的通
称。

E鱼游釜中J yuy6ufuzhong 比喻处境危险，快

要灭亡。

E鱼子E vuzi 圈鱼的卵z ～酱。
亡人 vu ＜书〉同“于1 ”。

耳之；另见 1380 页 w0;1594 页 YO 。
禹 vu o 古书上说的一种猴。 8 (Yu) 

姓。

学 vu 古乐器·形状像现在脏。

异 vu ＜方〉圈共同用手抬：～水

,,4.、 vu 0 （书〉圃表示允许。 8 (Yu）圈
目IJ 姓。

另见 1218 页 shuo

E俞允E vuvun ＜书〉圈允许。
主味？ 、 L vu 古代一种军旗。

I→（旗）
Xb. vu 见 1073 页【仇涂1。
:J/J、

bA .. Yu 圈姓。
保（馀）“霄’另见 1595 页“会”。
、川:l:t vu ＜书〉滔媚；奉承：阿（邑）～！～

识（缺）异。
E诀词l vuci 同“诀辞”。

E谈辞E vuci ＜书） ~J 阿诀奉承的话。也作诀
词。

在i:t vu o 快乐．欢～｜耳目之～。＠使快
另穷二乐 2 聊以自～。
E娱记E yuji I宣称专门采访、报道有关大众娱

乐或演艺界新闻的记者。
E娱乐1 vu1岳＠圈使人快乐；消遣z ～场所 i 到
歌舞厅去～～。 8 ［~］ 快乐有趣的活动·下棋
是他最爱好的一种～。

E娱乐圈】 yulequon IE 指演艺界。

U吴悦E vuv回国使快乐：～观众！～身心。

英 vu 见 1叮阳
号~vu 古代求雨的祭礼。
-=:r 
、，t. vu 0 捕鱼z ～船1～翁！在丑（泊、＠嗷）二业｜竭泽而～。＠谋取
（不应得的东西） ：～利。

E渔霸】 vuba IE 占有渔船、渔网等或开鱼行剥

E渔产l y白chan 圈渔业产品＝沿海～丰富。
E渔场E vu ch凸ng 圈集中捕鱼的水域，一般为

鱼群密集的地方。
E渔船】 yuchu6n IE 捕鱼用的船。

E渔村E vucon IE 渔民聚居的村庄。
E渔夫E yufO 圈以捕鱼为业的男子。

E渔港E vug凸ng 圈停泊渔船的港湾。

E渔歌】 vug岳圈渔民所唱的、反映渔民生活的
歌曲。

E渔鼓l vug心圈。打击乐器，在长竹筒的一头
蒙上薄皮，用手敲打。是演唱道情的主要伴

奏乐器。＠指道情，因用渔鼓伴奏而得名。｜｜
也作鱼鼓。

E渔鼓道情】 vug心 daoqing 道惰。也作鱼鼓道

情。
E渔火】 yuhu凸［画渔船上的灯火z 入夜，江上～

点点。
阻家1 vuiia 圈以捕鱼为业的人家。
E鱼具］（鱼具） vuiu 圈捕鱼或钓鱼的器具。

E渔捞】 yulao 圆大规模的捕鱼工作。

E渔和111 vu11 ＠圈趁机会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从中～。＠圈渔人之利的略语：坐收～。参
看 1607 页【鹊蚌相争，渔人得利l 0 

E渔猎E vu lie 圈＠捕鱼打猎。＠〈书〉掠夺z

～百姓。＠〈书〉贪求并追逐z ～女色。
E渔轮】 vulun 圈捕鱼用的轮船。

E渔民】 yumin 圈以捕鱼为业的人。
E渔人之利E yurenzhlli 借指第三方利用另外

两方的矛盾冲突而取得的利益g 坐收～。参

看 1607 页【鹊蚌相争，渔人得利1。
E渔网】（鱼网） yuwang ~捕鱼用的网。
E渔翁l vuw岳ng 圈称年老的渔夫。
E渔汛E yuxun 同“鱼汛”。

E渔业E vuve 画水产业。
E渔政E vuzheng IE 渔业生产、经营的行政管
理工作。

E渔舟】 vuzhou ＜书〉圈渔船。

隅 vu o 角落：墙～｜城～ 1 向～｜一～之地。
＠靠边沿的地方：海～。

揄 vu ＜书〉牵蛐起。

E揄扬】 vuvang ＜书〉圈。赞扬z 极口～。＠

宣扬：～大义。

腮 vu ＜书〉幢酬的声音。
同另见 1578 页 y6ng 。

E喃喃E vuvu ＜书〉＠圈随声附和。＠匮理
形容说话的声音（多用于小声说话）：～私语。

另见 1578 页 y6ngy6ngo



I 1s9a I yu I n哺育号舍逾腆渝愉瑜榆虞恳除

曲同 vu

裔 vu

＠山弯儿。＠〈书〉同“隅”

昆裔c KOnyu），山名，在山东。

三三三矗 t也 vu ＜书〉开垦过两年的田地。
王三言’田另见 1152 页 sheo

~ _ vu o 超过；越过z ～期 l～限｜
理豆（＠养揄）～额｜年～六十。＠〈书〉圆
更加：～甚。

脏常I vuchang 圈超过寻常z 欣喜～O
E盒分】 vufen 〈书〉回过分2 ～的要求。

随矩】 vuiu ＜书〉翩越轨（多用于否定式）：行

不～。

E逾期】 vu11q1 圈超过所规定的期限：～未归｜

～三天。

E盒越】 vuvue 画超越z ～常规｜难以～的障

碍。

腆 yu 0 CA）胖z 丰～。＠肥沃z 膏～。

也~1 vu 改变（多指态度或感情）：始终不～ l

泪U 坚贞不～。
渝2 Yu 哩。重庆的别称。＠姓

愉 vu 愉快：～悦 1面有不～之色。

E愉快】 vukuai ~快意；舒畅2 ～地交谈｜心1飞青

～｜生活过得很～。
E愉悦】 vuvue 圃喜悦z 怀着十分～的心情。

瑜 vu o ＜书〉班。＠〈书〉玉的光彩，比
’切U 喻优点z 瑕不掩～l瑕～互见。 8 (Yu）圈

姓。
E瑜伽】 vuiia 圈印度的一种传统健身法。“瑜
伽”意为“结合”，指修行。强调呼吸规则和静

坐，以解除精神紧张，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也作瑜现。［梵 Yoga]

E瑜咖E Y白jia 同“瑜伽”

也A导 vu 圈＠榆树’落叶乔木，叶子卵形，花
目q 有短梗。翅果倒卵形，叫榆钱。木材可供
建筑或制器具用。 8 (Yu）姓。

E榆芙E vujia 圈榆树的果实。
E榆木疙瘩l yumu g岳·da 比喻思想、顽固不化
或脑子不开窍的人。

E榆钱】 yuqian c~ JL) （口〉圈榆菜，形状周而

小，像小铜钱。
E榆叶梅】 vuvem副驾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
子椭圆形或倒卵形，像榆树叶，花粉红色，核果
球形，红色。供观赏u
虞1 vu o 猜测s预料：不～。＠忧虑：兴

修水利，水旱无～ i无冻馁之～。＠欺骗z

尔～我诈。

虞2 Yu 0 圈传说叫代名，舜所建＠
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平陆东北。＠（组

姓。
E虞美人E yum岳iren 圈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植物，茎细长，叶子羽状分裂，花瓣略呈圆形，
有紫红、洋红、粉红等颜色，葫果球形。供观
赏。

E旦 vu 0 愚笨；傻：～人｜～不可及 1 大智若
;c;飞～。＠愚弄：为人所～。＠谦辞，用于自

称：～兄 l～见 l～以为不可。。（Yu）圈姓。
E愚笨】 yuben 圆头脑迟钝，不灵活。

E，愚不可及E vubuk句i 原指人为了应付不利局
面假装愚痴，以免祸患，为常人所不及（Jil.,于

《论语·公冶长》）。后用来形容人极端愚蠢。
(J愚痴E vuchl 圃愚笨痴呆。

E愚蠢E yuchun ~国愚笨；不聪明：～透顶｜这种
做法太～。

E愚钝】 yudun E园愚笨；不伶俐2 天资～。
E愚公移山E yugong-yishan 传说古代有一位

老人名叫北山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住了
路，他下决心要把山平掉，另一个老人河曲智
吏笑他太傻，认为不可能。愚公回答说：“我死
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
有穷尽的。这两座山可不会再增高了，凿去一
点儿就少一点儿，终有一天要凿平的。”（见于〈（列
子·汤问》）借指做事有毅力，有恒心，不怕困
难。

Z，愚见I yG』jian 圈谦辞，称自己的意见或见解。

也说愚意。
E愚陋E vulou 圃愚昧鄙陋z ～之见。

E，愚鲁E vuiu u国愚笨迟钝z 自愧～｜生性～。
E愚昧E vumei 田园缺乏知识g愚蠢而不明事理z

～无知。

E愚氓】 vume咱〈书〉圈愚蠢的人。

E愚蒙E yumeng 圈愚昧。

E，愚民政策l yumin zhengce 统治者为了便于
统治而实行的愚弄人民，使人民处于愚昧无知
和闭塞状态的政策。

E愚弄E yunong 圈蒙蔽玩弄3 被人～。

E愚懦l yunuo U国愚昧怯懦：生性～。

E愚顽l yuwan E回愚昧而顽固。

E愚妄E yuwang 圈愚昧而狂妄：～可笑。

E唐、意E vuvi 圈愚见。

E愚忠、】 yuzhong 圈愚昧而盲目的忠心2 一片

～｜对皇帝效～。
E愚拙l yuzhu6 C周恩笨。

血b. vu 见下。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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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除煌J yuhuang 

舰（制） vu 

圈古时一种木船。 I 天生z 工作能力不是～的，要靠后天培养。
见 618 页【规制1。 I l与时俱进E yushi-jujin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

~k vu ＜书〉＠歌唱。＠歌曲；歌谣。＠同
目队喻”。
陆::t 1 啤」 vu ＜书〉＠车＝～马｜舍～登
多鸟（舆）井。＠车上可以载人载物的部
分。（图见 156 页“上古的车”）＠指轿g 肩～｜

彩～。＠地z ～地｜～图。
世~:t 2 vu 众多；众人的g ～论｜～情。
舆（舆）’
E舆论J vulun ~公众的言论＝社会～1 国际～｜
～哗然。

E舆情E yuqing 圈公众的意见和态度s 体察～｜

～激昂。
E舆图】 vutu ＜书〉圈地图（多指疆域图）。

饵夫r vu ＜书〉从墙上爬过去z 穿～。
俞（揄）’
榆 vu

揄 vu

偶 vu

见 141 页I檐榆lo

见 767 页［蜡瑜lo

函中医指肩的前部。

\I 

yu C LI) 

卡→ ι－ Y凸＠给z 赠～｜～人方便｜信件
习（舆）出～本人。＠交往z 相～ 1～国
（友邦）。＠赞许；赞助z ～人为善。＠〈书〉
等待z 岁不我～（时光不等人）。 8 ITII ft畏g 向：

～虎谋皮｜～困难做斗争。 01l! 和 z 工业～农
业！批评～自我批评。 0 CYu）~姓。

另见 1595 页 yu;1602 页 yu 。

E与共E y心gδng 圈在一起z 生死～｜朝夕～｜荣
辱～o

E与虎谋皮E yuhu-m6upi 跟老虎商量取下它

的皮来，比喻所商量的事跟对方（多指坏人）利

害冲突，绝对办不到。

E与其E y凸qi Ill 比较两件事而决定取舍的时
候，“与其”用在放弃的一面（后面常用“毋宁、

不如”等呼应）：～跪着生，毋宁站着死｜～扬汤

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E与人为善E v心r旬，weishan 原指赞助人学好，

现多指善意帮助别人。
E与日俱增E yuri-juzeng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

断增长。

E与生俱来】 vush岳n肘。16i 从一生下来就有；

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理论品质。
E与世长辞】 yushi-changci 指人去世（多用于

敬仰的人）。

予川给z 授～奖状｜免～处分！请～批准。
另见 1595 页 yu 。

E予人口实E y心地n-k凸ushi 贻人口实。

E予以E v的I 圈给以2 ～支持｜～警告｜～表扬｜

～批评。

屿山心 Cl胁
(rt舆）

抠’巳 心时（背）；弯（腰） ：～着背｜
（｛匾）～下腰。

E但倭E y心1u ＜书〉圈腰背弯曲。

宇忡。房檐，借指房屋：屋～｜栋～ i 庙
～0眉～。＠上下四方，所有的空间g世

界z ～宙 i～内｜寰～。＠圈地层系统分类单
位的第→级，分为太古字、元古宇和显生字，宇
以下为界。跟宁相应的地质年代分期叫作宙。

＠风度s气质2 神～｜器～。 8 CYu）圈姓。

E宇航E y心hang 圈宇宙航行，指人造地球卫

星、宇宙飞船等在太阳系内外空间航行。也说
航宇。

E宇航技术E y凸hang jishu 空间技术。

E宇航员E v心h6ngyu6n 圈航天员。

E字文】 Y心wen 圈姓。

E宇宙E y心zhδu 圈。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

体的无限空间。＠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
总体（“宇”指无限空间，“宙”指无限时间）。哲
学上也叫世界。参看 744 页【空间1 、1184 页
1时间1 、1191 页1世界lo

E宇宙尘E vuzhδuchen 圈散在宇宙空间的微
粒状物质，密集像云雾，常做剧烈的回旋运动。

E宇宙飞船］ y心zhou f岳1chu6n 用多级火箭做

运载工具，从地球上发射出去能在宇宙宇间航
行的飞行器。

E宇宙观E vuzhδuguan 圈世界观。

E宇宙火箭l yuzhou huojian 可以脱离地心引

力，发射到其他星球或星际空间的火箭。
E宇宙空间l yuzhou kongjian 指地球大气层
以外的空间。也叫外层空间。

E宇宙射线E yuzhou shexian 来自宇宙空间的

射线。能量极大，穿透力比 X 射线和 Y 射线
更强。

E宇宙速度］ yuzhou sudu 物体能够克服地心

引力的作用离开地球进入星际空间的速度。
宇宙速度分为四级，即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
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四宇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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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宇宙探测器E yuzhou tanceqi 空间探测器。

司司1 y心。羽毛①。＠鸟类或昆虫的翅膀：
... .J~.J 振～。＠直用于鸟类z 一～信鸽。＠

(Yu) ［直姓。

亏m2v心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简谱的“6"
... r.J 参看 1389 页i五音］。

E羽缎l yuduan 圈光滑像缎子的棉织品，常用
来做外衣和大衣的里子。也叫羽毛缎。

E羽冠E v心guan I苞鸟类头顶上的竖立的长羽
毛，例如孔雀就有羽冠。

E羽化】 yuhua 圈＠昆虫由蜗变为成虫。＠
古人认为仙人能飞升变化，因此把成仙叫作羽
化。＠婉辞，道教徒称人死。

E习习毛l y心moo 圈＠鸟类身体表面所长的毛，

有保护身体、保持体温、帮助飞翔等作用。＠

鸟类的羽和兽类的毛，借指人的名誉2 爱惜～。

E羽毛缎】川maoduan 圈羽缎。

E羽毛球】川maoqiu 圈＠球类运动项目之
一，规则和用具大体上像网球。＠羽毛球运
动使用的球，用软木包羊皮装上羽毛制成。也

有用塑料制的。

E羽毛未丰E y心mao-weif岳ng 比喻还没有成

熟，还没有成长壮大。
E羽绒l y心r白ng 圈禽类腹部和背部的绒毛，特

指经过加工处理的鸭、鹅等的羽毛：～服｜～制

品。

E羽纱】 vu』sha [BJ 一种薄的纺织品，用棉跟毛
或丝等混合织成，多用来做衣服里子。

E羽扇E yushan [BJ 用鸟翅膀上的长羽毛制成

的扇子。

E羽坛l y心tan [BJ 指羽毛球界。

E羽翼】 vuvi [BJ 翅膀，比喻辅佐的人或力量（多
含贬义） ： ～已成。

E币 v心圈＠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
l、阳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气中

时，就落下成为丽。 0 <Yu）姓。
另见 1603 页 yu,

E雨布E y心bu 圈指可以遮雨用的布，如油布、

胶布、塑料布等。
E雨点E yudian ＜～儿）［组形成雨的小水滴。
E雨刮器l y心guaqi [BJ 刮去汽车等挡风玻璃上

雨水的装置。也叫雨刷。

E雨后春笋E yuhou-chunsun 春天下雨后竹笋
长得很多很快，比喻新事物大量出现。

E雨花石E y心huashi 画一种光洁的小卵石，有

美丽的色彩和花纹，因出产在南京雨花台一带
而得名。

E雨季l y心ji 圈雨水多的季节。

E雨脚E y心j I凸o 圈指像线一样一串串密密连接

着的雨点。

E雨具】 y心Ju I望防雨的用具，如雨伞、雨衣、雨
鞋等。

E雨量l vuliang 圈下雨形成的降水量。

E雨林】 vulin 圈热带或亚热带暖热湿润地区
的一种森林类型，由高大常绿阔叶树构成繁密
林冠，多层结构，并包含丰富的木质藤本和附

生高等植物。包括热带雨林、亚热带雨林、山
地雨林等。

E雨露】 y心lu I每雨和露，比喻恩惠 z ～之恩。

E盯幕】 y心mu 函］雨点密密麻麻，像罩住景物的

幕一样，因此叫作雨幕。

E雨披l y心pT 圈防雨的斗篷。
E雨前l yuqian 圈绿茶的一种，用谷雨前采摘

的细嫩芽尖制成。
【雨情】 yuqing 圈某个地区降雨的情况。

E雨伞】 y心san 圈防雨的伞，用油纸、油布、锦

纶或塑料布等制成。
E雨刷E y心shu画画雨刮器。

E雨水E yushui 圈。由降雨而来的水z ～调

和｜～足，庄稼长得好。＠二十四节气之一，在
2 月 18 、 19 或 20 日。参看 664 页【节气1 、

348 页1二十四节气］。

E雨丝】 y心sT 画像一条条丝的细雨z 空中飘着
~ 。

E雨再世E yusong 圈雨落在 0°C 以下的地表或

地面物体上，或过冷的水滴和物体（如电线、树
枝、飞机翼面等）互相接触而形成的冰层。通
称冰挂。

E雨蛙】 y心wa 圈蛙的一类，体长 3 厘米左右，
趾上有吸盘，可以爬到较高的地方。吃昆虫
等。种类很多。

E雨雾］ y心WU 画像雾一样的细雨z ～茫茫｜～

笼罩了江面。

E雨鞋l yuxie 圈下雨天穿的不透水的鞋。
E雨靴E yuxu岳画防水的靴子，用橡胶、塑料等

制成。
E雨衣E y心yT [BJ 用油布、胶布或塑料等制成的
防雨外衣。

[ffi意l y凸yi 圈要下雨的征兆：阴云密布，～正

浓 1天空万里无云，没有一丝～。

侯川见下。

E侯侯】忡忡〈书〉圃身材高犬。

禹刊＠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传说曾治服
洪水。＠［组姓。

、平主 y心。 i;f!i ，～言｜～音 l汉～l 外～｜

下台（语）成～｜千言万～。＠说：细～ Ii民
～l不言不～1默默不～。＠谚语；成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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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代替语言表示意思

的动作或方式：手～｜旗～｜灯～。 0 (Yu）函

姓。
另见 1603 页 yu 。

[i吾病E y心bing 圈措辞上的毛病（多指不通顺、
有歧义或容易引起误会的）。

[i吾词】 y心ci 圈指词、词组一类的语言成分。
E语调E yudiao 圈说话的腔调，就是一句话里

语音高低轻重快慢的配置，表示一定的语气和

情感。
E语段】 yuduan IBJ 文章或话语中由若干句子
组成的、根据内容划分成的部分。也叫句群。

E语法E y心f凸函＠语言的结构方式，包括词的
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指语法

研究：描写～｜历史～｜比较～。
E语法学E yufaxue IBl 语言学的 d个分支，研

究语法结构规律。

[j;吾感E yugan 画言语交流中指人对词语表达

的直觉判断或感受。
E语汇E y凸hui 圈一种语言的或一个人所用的

词和固定词组的总和：汉语的～是极其丰富的｜

～贫乏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E语境E y心jing 圈使用语言的环境。内部语境

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
系，外部语境指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的

社会环境。
[i吾句l y凸iu 圈词句，泛指成句的话z ～简短。

[i吾料l y凸liao 圈语言材料，是编写字典、词典

和进行语言研究的依据。
[i吾料库】 y心liaoku IBl 汇集并保存语料的地

方，特指基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存储语料的数据

库。
E语录E v心1u IBl 某人言论的记录或摘录。
E语气E y心qi 圈。说话的口气2 听他的～，这

事大概有点儿不妙。＠表示陈述、疑问、祈使、
感叹等分别的语法范畴。

E语气词E y心qici I事汉语和另外一些语言中专
门表示各种语气的助词，一般位于句子的末尾

或句中停顿的地方。也叫语气助词、语助词。

E语气助词E v心qi zhuci 语气词。

[j;吾塞J yuse 圃由于激动、气愤或理亏等原因

而一时说不出话2 悲愤之下，一时～。
E语素E yusu [;SJ 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也有一些是

多音节的，如“人、子、究、吗、疙瘩、逍遥、巧克
力、奥林匹克”。有的语素能够单用’是成词i吾
素，如
不成t司i吾素，虫日“翔、历、｛门］、履，，。在分析词的

内部结构时，有的语法书把语素叫作词素。

[j;吾速E yusu IBl 说话的速度：～适中。

【语体】 γuti 圈语言为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

（内容、目的、对象、场合、方式等）而形成的具
有不同风格特点的表达形式。通常分为口语
语体和书面语体。

E语体文】 y心tiwen IBJ 白话文。

E语文】 y心wen 圈。语言和文字z ～规范｜～

程度（指阅读、写作等能力）。＠语言和文学：

中学～课本。
E语无伦灿灿wulunci 话讲得很乱，没有条理

层次。

【语系】 yuxi 强有共同来源的→些语言的总

称，如汉藏语系、印欧语系。同一语系又可以
根据关系疏密分成一些语族，如印欧语系可以

分成印度一伊朗、斯拉夫、日耳曼、罗马等语
族。

E语序E yuxu IBl 语言单位（指词或短语）按照
一定规则组成的先后顺序。在汉语里，语序是
一种主要语法手段。语序的变动能使词组或
句子具有不同的意义，如“不完全懂”和“完全
不懂”，“我看他”和“他看我”。也叫词序。

E语焉不详E v心yan『buxiang 说到了，但说得不

详细，不清楚。
E语言E y的an 圈。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

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种特殊的社会现
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语
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

举时只指口语。＠话i吾2 ～乏味｜由于文化水

平和职业的差异，他们之间缺少共同～。
E语言学E y凸yanxue 圈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
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E语义E y心yi IBl 词语、句子等的意义。

E语义学】 y的ixue 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词语的意义及其演变。

E语意E y心yi IBl 语言所包含的意义：～深长。

E语音E y凸yin 圈语言的声音，就是人说话的声

音。
E语音学E yuylnxue 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的对象是语音。

E语用学E y心yongxue 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语言的使用及其规律。

[i吾种l yuzhang 圈语言按语音、词汇和语法

特征、性质的不同而划分的种类。
E语重心长E y心zhong-xlnchang 言辞诚恳，情

意深长。
E语助】 yuzhu 圈语助词②。

E语助词J yuzhuci 圈＠语气词。＠传统语

言学泛指某些用于句首、句中、句尾的没有实

义的助词，如“举步维艰”的“维”、“高山仰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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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等。也叫语助。

E语族l vuzu 圈见 1601 页［语系］ o

圄怕见四页恻。

敌 vu 古乐器，都将终耐使演奏停止。

圄 V心〈书〉祠的地方：～人（掌管养马的
人）。

偶 v心〈书〉形容独行。

郡 Y心周朝国名，在今山东临沂

庚忡。书〉露天的谷仓。 8 CYu）圈
姓O

I!+: vu 见 706 页【组锯］ 0 

李白（铝）另见 1387 页 WU0
渝 vu 见 1502 页酬。

c ：~俞）
璃 v心〈书〉像玉的石头。

痰 vu 见下。

U奠死E y心si 画古代指犯人在监狱中因饥寒而

死，后来也泛指在监狱中病死。

I仨百 y心见 706 页【阻据］ o

茵茵（酷）
赢 vu 啪（事物）恶劣g坏2 ～败｜～劣｜良

～（优劣）。

E航败E y心bai ＜书〉圃破败；衰败o

E航惰E yuduo ＜书〉圈懒惰。

E顽劣E vulie ＜书〉回粗劣；恶劣．器具～。

、

yu <LI) 

•- .. vu 参与～会
习（舆）另见lS；~页~6;1599 页 yu 。
E与会】（预会） yuhui 墨画参加会议g ～国！～人

员。

E与闯京预闰） yuwen 圈参与并且得知（内

情） ：～其事。
寸寸 vu o 圈硬玉和软玉的统称，质地细腻，
」~光泽温润，可用来制造装饰品或做雕刻的
材料。也叫玉石。＠用于比喻，形容洁臼或美

丽z ～颜｜亭亭～立。＠敬辞，用于称对方身
体、行动等：～音｜～照｜～成。 0 (Yu）圈姓。

E玉吊E vub6 圈古时国与国间交际时用作礼
物的玉器和丝织品：化干戈为～。

E玉成E yucheng 圃敬辞，成全z 深望～此事。

Z玉带】 vudai 圈古代官员所用的玉饰腰带。

E玉帝】 Yudi 圈玉皇大帝。

E玉雕E yudiao 圈在玉上雕刻形象、花纹的艺
术，也指用玉雕刻成的工艺品。

E玉皇大帝E Yuhu6ng Dadi 道教称天上最高

的神。也叫玉帝。
E玉菱l yujiao ＜方） [BJ 玉米。也叫玉交子。

E玉洁冰清E yuj ie-bingqing 见 92 页1冰清玉

洁］ o
E玉兰l yul6n 圈＠落叶乔木，叶子倒卵形，花
大，多为白色或紫色，有香气，花瓣长倒卵形，
果实圆筒形。供观赏。＠这种植物的花。

E玉兰片E yu16npian 圈晒干了的臼色嫩笋片，
供食用。

E玉麦】 yumai ＜方〉圈玉米。

E玉米】 yumi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粗壮，
叶子长而大，花单性，雌雄同株，籽实比黄豆稍

大。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这种
植物的籽实。｜！也叫玉蜀泰，在不同地区有老

玉米、王菱、玉麦、苞谷、苞米、粟米、棒子、珍珠

米等名称。
E玉米面E yumimian ［萄玉米磨成的面。
E玉佩1 yupei 圈用玉石制成的装饰品，古时多

系在衣带上。

E玉器】 vuqi 圈用玉石雕琢成的各种器物。多

为工艺美术品。

E玉搔头】 yusaot6u 圈玉军事①。
E玉色l yu· shai ＜方〉画淡青色。
E玉石E yushi 圈玉①z 这座人像是～的。

E玉石俱焚】 yushi-iufen 美玉和石头一齐烧毁

了，比喻好的和坏的一同毁掉。
E玉蜀泰E yushushu IBl 玉米。

E玉碎】 yusui 圈比喻为保持气节而牺牲（常与

“瓦全”对举） ：宁为～，不为瓦全。

E玉体E vu ti 圈＠敬辞，称别人的身体g ～欠
安。＠指女子肌肤细润的身体。

E玉兔1 vutu ＜书〉圈传说中月宫里的白兔，也
借指月亮：～东升。

E玉笠l yuxi ~君主的玉印。
E玉音l yuyin 函敬辞，称对方的书信、言辞（多

用于书信）：伫侯～。
E玉宇E vuvu ~o 传说中神仙住的华丽的宫
殿：琼楼～。＠指天空，也指宇宙2 ～澄清。

E玉替E yuzan 圈＠用玉做成的替子。也叫

玉搔头。＠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有长柄，
叶片卵形或心脏形，总状花序，花洁白如玉，未
开时如替头，有芳香，萧果长形。供观赏。＠

这种植物的花。
E玉照l yuzhao 函敬辞，称别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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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Tt vu o 驾驭2 ～车 i ～马｜～手。
弓义（居叉）。〈书〉统率；控制～下无方。
E驭手】（御于l vush凸u l吕使役牲畜的士兵，也
泛指驾驭车马的人。

芋 vu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椭圆形
或卵形，叶子略呈卵形，有长柄，花黄绿

色。块茎含淀粉多，供食用。＠这种植物的
块茎。 II 通称芋头，也叫芋窍。＠泛指马铃

薯、甘薯等植物：洋～｜山～。
E芋芳】 vunai ~芋①②。
E芋头】 vu· tou 圈＠芋①②的通称。＠〈方〉
甘馨。

吁吁 vu 为某种要求而呼喊2 呼～｜～
（籁）击｜～求。
另见 1477 页 x0;1594 页忡。

E吁请E yuqing 画呼吁并请求：～有关部门采

取有效措施。
E吁求】 vuqiu 圃呼吁并恳求：～各界人士捐
款救灾。
幸川〈书〉圈用在句首或句中，起顺时

用。

/A、 vu 见 1328 页【吐谷浑］。
1二r 另见 466 页 gu 。

Z何－： ·-vu ＜书〉饱。
’仄（嵌）’
女区） vu ＜书〉年老的女人：老～i 翁

（如高） ~ o 

E币 vu ＜书〉下（雨、雪等）：～雪。
”可另见 1600 页忡。

郁1 vu o 香气浓厚：竣～｜～烈 8 <Y心）
道E 姓。

郁2 u 0 ＜草木）茂
（曹雪、管、嚼）感z 葱～。＠（忧

愁、气愤等）在心里积聚z 忧～｜抑～｜～闷。

E郁愤E vu fen 圈忧愤z ～之情｜～难抒。
E郁积1 vuF 画郁结z 哀怨～｜发泄心中～的愤
怒

E郁结E vuiie 日到积聚不得发泄2 ～在心头的烦

闷。
E郁金香】 yujinxiiing IEJ 0 多年生草本植物，
叶子阔披针形，有白粉，花有多种颜色，花心黑
紫色，花瓣倒卵形，结葫果。供观赏，根和花可

入药。＠这种植物的花。

E郁闷】 yum岳n ［用烦闷；不舒畅：～不乐｜排解

胸中的～。

E部热E vure I硕闷热2 盛暑～。

E有时邑J vuvi 〈书〉［回忧l；可；一岳闷：心境～。
E郁郁】1 vuvu 〈书） lltil 0 文采E王若 2 文采～。
＠香气浓厚。

E郁郁r vuvu ＜书〉圈。（草木）茂密：～葱
葱。＠心里苦闷：～不乐！～寡欢。

E郁郁苍苍E yuyuciingciing I黝状态词。郁郁

葱葱。

E郁郁葱葱J yuyucongcong 圃状态词。形容
草木苍翠茂盛。也说郁郁苍苍。
育 vu o 生育z 节～。＠养活： ~!fl～儿｜

～苗｜封山～林。＠教育z 德～｜智～｜体

～。 o <Yul r组姓。
另见 1577 页忡。

E育才E vucai rnID 培养人才。
E育雏J vuchu 画喂养幼小的鸟类。
E育肥】 vutei 圈在宰杀之前的一段时期使猪、
鸡等家畜、家禽很快地长肥。通常是喂给大量

的精饲料。也叫肥育、催肥。

E育林E yulin E司培植森林z 封山～。

E育龄E vu ling 圈适合生育的年龄：～夫妇。

E育苗E vu;; m iao Ill且在苗圃、温床或温室里培

育幼苗，以备移到地里去栽种。

E育秧E vu11vang 圈培育秧苗z 温室～。
E育种E yu;; zhong Ill国用人工方法培育动植物

的新品种。

垦 vu 〈书〉＠日光。＠照耀

注h vu o IEl 监狱：牢～｜入～。＠
3仄（狱）官司；罪案z 冤～｜文字～。
E狱霸E vuba 圈在监狱里称霸，欺压其他在押
人员的囚犯。

E狱警】 yujing 睛看管监狱的警察。

E狱卒E vuzu 圈旧时称监狱看守人。

、=h. vu ＜书〉告诉z 不以～人。

1苟（捂）另见 1600 页忡。
E是 vu ＜书〉有文采。

＇·枪 vu 山谷（多用于地名） ：马兰～（在河北）｜
μ’口嘉～关（在甘肃）。
&I u ＜书〉珍宝。
宦住（缸）
『W u 书〉形容鸟飞得快。
功＼CJ歇）
浴 vu 洗澡＝沐～｜淋～｜～室｜海水～0 日光

E浴场E yuch凸ng 圈露天游泳场所z 海滨～。

E浴池J yuchi 圈。供许多人同时洗澡的设
备，形状像池塘，用石头或混凝土筑成。＠指
澡堂（多用于澡堂的名称）。

E浴缸】 yugang 阁大澡盆，多为长方形，用陶

瓷或塑料等制成。

E浴1t1J yujin 圈洗澡用的长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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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浴帽E yumao IEJ 洗澡时为防止把头发弄湿
而戴的塑料帽子。

E浴盆E yupen IEl 澡盆。

E浴室E yushi IEl O 有洗澡设备的房间。＠
指澡堂。

E浴血E yuxue 画全身浸在血中，形容战斗惨

烈z ～奋战｜～沙场。
E浴液1 vuve 圈洗澡用的液体去污用品。
E浴衣E vuv1 圈专供洗澡前后穿的衣服。
E浴罩】 γuzhao 圈洗澡时悬挂起来罩住澡盆
起保温作用的用具，多用塑料薄膜制成。

预1 _ vu o 预先；事先z ～测｜～报｜
（贾）～祝｜～付｜～留｜～设。 8 (Yu) 

国姓。

预2 （贾） vu 旧同“与”c yu ＞。

E预案l vu’。n 圈为应付某种情况的发生而事
先制订的处置方案。

E预报E yubao o 圈预先报告（多用于天文、
气象等方面）：及时准确地～天气变化。 8 IEl 
预先的报告2 发布天气～。

E预备］（豫备＞ vubei 画准备＝～功课｜春节你
～到哪儿去玩儿？

E预备役1 vubeivi IEl 公民随时准备根据国家
需要应征入伍的兵役。服满现役退伍的军人

和依法应服兵役而未入伍的公民，按规定编人
预备役。也叫后备役。

E预川 yubu [;lj] 预先断定：前途未可～。

E预测E yuce 圈预先推测或测定2 市场～｜～

明年的服装流行款式。
E预产期E yuchanql 圈预计的胎儿出生的日

期。预产期的计算方法一般从最后一次月经
的第一日后推九个月零七天。

E预订E yuding l量预先订购s ～报纸｜～酒席。
E预定l yuding [;lj] 预先规定或约定z ～计划｜
～时间｜这项工程～在明年完成。

E预断E yuduan 圃预先断定2 发展前景还很难
~ 。

E预防l yufang ［盈事先防备2 ～传染病｜～旱

涝灾害。
E预付E vutu r>iID 预先付给（款项），～三个月租

金。
E预付款E yufukuan IEJ 订购商品等预付的款

项。也叫订金。

E预感E vug凸『iO 圈事先感觉z 天气异常闷

热，大家都～到将要下一场大雨。＠圈事先
的感觉z 不祥的～。

Z预告E yugao o 圃事先通告。这场大雪～了
来年小麦的丰收。＠圈事先的通告（多用于

戏剧演出、图书出版等）：新书～｜电视节目～o

E预购】 yugou 圈预先购买;i,J购：～农产品 l
～返程机票。

E预后E vuhou 圈对于某种疾病发展过程和最

后结果的估计：～不良。
E预会E yuhui 见 1602 页【与会］ o

E预计E vuii [;lj] 预先计算、计划或推测：～十天

之内就可以完工。
E预检E yujian 圃事先检查：产品～合格。
E预见】 yujian O 画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

先料到将来z 可以～，我厂的生产水平几年内

将有很大的提高。＠函能预先料到将来的见
识2 科学的～o

E预警E yujing 圈预先告警：～卫星｜～雷达｜

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提示。
E预警机】 yujingF 圈军用飞机的一种，装有远
程雷达，用来搜索和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
挥、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机上还装有
数据处理、通信、导航等设备，易于探测和监控
低空或超低空目标，续航力强。

E预考E yuk凸o 圈正式考试之前进行的考试，

通过者可以取得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落

选。
E预科1 vuke 圈为高等学校培养新生的机构，
附设在高等学校里，也有单独设立的。

E预亏】 yukul [;lj] 股份公司在正式公布年报或

半年报以前预告亏损 g ～公告。

E预料E yuliao o 圃事先推测：～这个地区秋
收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圈事先的推测：
果然不出他的～。

E预谋】 vum6u l1lbJ 做坏事之前有所谋划，特指
做犯法的事之前有所谋划。

E预步tll yupan [;lj] 预先判断：～未来经济走向。

E预期E vuq1 f到预先期待z ～能够获得好收成 1

达到～的目的。
E预热】 vure 圈预行加热，也用于比喻2 发动
机～｜空调市场～o

E预赛E vusai [;lj] 体育等竞赛中复赛或决赛之
前进行的比赛。在预赛中选拔参加复赛或决

赛的选手或集体。
E预审E yush岳n 圃＠侦查阶段对刑事案件中
的被告人进行讯问，目的在于查明案情、获取
证据，为决定是否对其起诉做准备。＠泛指

预先审查或审定：项目已通过～。
E预示l yushi 圃预先显示：灿烂的晚霞～明

天又是好天气。
E预收l yushou 圈预先收取（款项）：～定金。

E预售l yushou E面预先出售z ～火车票 1 商品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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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预算E yusuan O 圈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
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

计划g 财政～。＠南做预算＝经过～，需要投

资三千万元。

E预算赤字l yusuan chizi 财政赤字。
E预闻】 vuwen 见 1602 页I与闻l 0 

E预习】 vuxi 画预先自学将要听讲的功课。

E预先】 yuxian 画在事情发生或进行之前：～

声明｜～通知 i～布置。
E预想、l yux1凸ng 0 ［副事先料想；事前推想2

～不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圈事先的推
测tl ：结果与人们的～大致相同。

E预行E yuxing E型预先施行：～警报。
E预选E yuxuan E司在正式选举前，为确定候选

人而进行选举。
E预选赛E yuxuansai i鲁在正式比赛前，为选

拔参赛者而进行的比赛．奥运会～。
E预言l vuvan o I到预先说出（将来要发生的
事情）：科学家～人类在探索宇宙方面将有新
的突破。＠圈预先说出的关于将来要发生什

么事情的话：科学家的～已经变成了现实。
E预演】 vuvan 画在正式演出前试演。

E预约E vuvt』岳圈事先约定（服务时Ii町、购货权

利等） ：～挂号。
E预展E vuzhan 画在展览会正式开幕前先行
展览，请人参观，以便听取意见，加以改进，然

后再正式展出。

E预兆E vuzhao O 圈预先显露出来的迹象：
不祥的～。＠圈（某种迹象）预示将要发生某

种事情2 瑞雪～来年丰收。

E预支E vuzhl 圈预先支付或领取（款项） :~ 

一个月的工资。
E预知】 vuzhl 圈预先知道：云能够帮助我们
～天气变化。

E预制构件】 vuzhi goujian 按照设计规格在工

厂或现场预先制成的钢、木或混凝土构件。
E预祝】 vuzhu 型预先祝愿：～成功。

域 Y心。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疆域：区～｜
气列异～i～外！绝～。＠泛指某种范围：境～｜
音～。

E域名E yuming 圈企业或机构等在互联网上
注册的名称，是互联网上识别企业或机构的网

络地址。

埔 vu 带肥沃的土地。

苑 vu ＜书〉茂盛
另见 1349 页 w凸门。

4全p vu ＜书〉＠喜悦。＠舒适。
JCS、

公b vu o 欲望·食～｜求知～。
；依（＠您）＠想要；希望z ～言又止 1随心
所～。＠〈书〉需要＝胆～大而心～细。＠圃

将要z 摇摇～坠 i 山雨～来风满楼。
【欲罢不能l yuba-buneng 想停止却不能停

止。
E欲盖弥彰】 yugai-mizhang 想要掩盖事实的

真相（指坏事），结果反而更加显露出来。
【欲整难填E yuhe-nantian 欲望像山沟一样难

以填满，形容贪欲太大，很难满足。
【欲火E yuhu凸圈指强烈的欲望（多指情欲）。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E yujiazhlzui, hehuan
-wuci 想要给人加上罪名，何愁找不到借口。

指以种种借口诬陷人。

E欲念E vunian 圈欲望。
E欲擒故纵J yuqin-guzong 为了要捉住他，故
意先放开他，使他放松戒备，泛指为了更好地
控制，故意先放松一步。

E欲速则不达E yu SU zebu da 过于性急反而

不能达到目的。

【欲望 vuwang IBJ 想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达到

某种目的的要求：求知的～。

在国－－ vu ＜书〉门槛儿，泛指界限或范
例（阔）围z 视～｜听～。
清 Yu 酬，水名棚南。
~川 vu 告诉；吩咐（用于上级对下级
商们揄）或长辈对晚辈）：～知｜面～｜手～i
上～（旧时称皇帝的命令）。

〈古〉又同“喻”。

E谕旨E vuzhl 固皇帝对臣子下的命令、指示。

B-f. vu 见下。
刷、3 另见 1369 页 we1 。

【尉迟】 Yuchi 圈姓。

E尉犁E Yuli 圈地名，在新疆。

械 vu 古书上说的→种植物。

主里 vu o 圈相逢；遭遇z 相～｜～雨 i ～险I
Aζ立不期而～。＠对待；款待＝待～｜优～ l冷

～。＠机会z 机～｜际～。。＜ Yu）圈姓。
E遇和Ul vuci 画被暗杀z ～身亡。

E遇害1 vu11hai ~被杀害z 不幸～。

E遇合E vuhe ~o ＜书〉相遇而彼此投合。＠
遇见；碰到。

E遇见E vu;;jian ~碰到：半路上～了老王。
E遇救E yu;; jiu 画得到援救＝～脱险。

E遇难E vu11nan 圈＠遭受迫害或遇到意外而
死亡g 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遭遇危难z
～成祥。

一



I 1606 I vu ｜遇喻御鸽寓裕粥葡藏或愈煌濒誉蔚峨

E遇难成祥E yunan-chengx iang 遭遇危难而

化为吉祥。
E遇人不淑E yuren」：：＞ushu 本指女子所嫁的人

不好，也泛指所结交的人不好。
E遇事生归1J yushi-sh岳ngf岳ng →有机会就搬

弄是非。

E遇险E yu;;xiiin 圃遭遇危险＝船在海上～σ

n左马 vu o 说明；告知 2 晓～｜～之以理｜不可
fflJU 理～。＠明白F了解2 家～户晓｜不言而
～。＠比方：比～。 0 (Y心）圈姓。

E喻示E yushi I§国表明；显示 z 挺拔的青松～着

旺盛的生机。
E喻世E yushi l§lj] 告诫世人，使明白道理。

E喻义E vuvi 圈比喻的意义。
4bf1 vu o 驾驭车马；赶车＝～者。＠封建
1呵』 社会指上级对下级的管理或支配2 ～下 l
～众。＠封建丰士会指与皇帝有关的g ～赐｜～

前｜～花园 l告～状。
4bf2 vu 抵挡：防～｜～寒l～敌。

f即（集）
E御笔E vubr 函指皇帝亲笔写的字或画的画。
E御敌E vudi l§lj] 抵御敌人。

E御寒E vuhan 画抵御寒冷：～用品。

E御驾E vuiia IEl 皇帝的马车z ～亲征（皇帝亲
自带兵出征）。

E御林军E yulinjun IEJ 禁军。

E御手E yushou 见 1603 页【驭手］。

E御侮l vuwu 圈抵抗外侮。
E御用E vuvang o 圈皇帝使用z 乾隆～。＠
回属’性词。被统治者利用而为他们效劳的：

～文人 i～学者。
E御苑E yuyuan 圈皇家畜养禽兽的园林。

E御和ill yuzhi 画指皇帝创作或制作：～诗画｜
康熙～0

4、1 二二中 vu 见 1078 页i锵鸽1。
但弓（铺）’
寓中 vu o 居住＝～居｜～所。＠住

了属）的地方z 客～｜公～｜赵～饨的
所）。＠寄托z ～意。 0 (Yu）圈姓。

E寓邸E vudr IEJ 高级官员的住所。
E寓公E vugong 圈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
族，后泛指失势寄居他乡的官僚、绅士等。

E寓教于乐E vuiiaoyule 把教育跟娱乐融合为

一体，使人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E寓居E vuiu 国居住（多指不是本地人）：他晚
年～上海。

E寓口E vumu ＜书〉［到过目＝室内展品我已大
致～。

E寓所E yusuo 圈寓居的地方；住所。

E寓言l vuvan 圈。有所寄托的话。＠用假

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子法来说明某个道
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
质。

E寓意】 vuvi 画寄托或隐含的意思：～深长。
E寓于E vu vu 圃包含在（其中）：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头~vu o 丰富；宽绰z 富～｜宽～｜充～｜余
. r1-1 ～。＠〈书〉使富足：富国～民。 8 (Y心）

圈姓。
E裕回族E Y1泪。zu IBl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甘肃。

E裕如E vuru 圃＠形容从容不费力 2 应付～。
＠形容丰足z 生活～。

革 ;;r vu ＜书〉＠生养。＠同“蕾”。
JlrJ 另见 1705 页 zh凸u 。

青 vu ＜书〉象征祥瑞的彩云。

葫斗 vu 见 1川剧。
（蔬）

章是 vu 啪捕捉小鱼的酬。

愈 J 0 （病）好2 痊
1 (O＊痛、＠养燎） ~I病～。＠较好；

胜过·彼～于J]f, 0 

4会，，..2 vu o 画自重复使用，跟“越……越……”
J(i真 相同：山路～走～陡，而风景～来～奇｜～

是情况紧急，～是需要沉着冷静。 8 <Yu）圈
姓。

E愈合1 vuhe 圃（伤口）长好z 等伤口～了才能
出院。

E愈加】 vujia 圆越发＝由于他的插手，事情变
得～复杂了。

E愈演愈烈E vuvan-vul ie ＜事情、情况）变得越
来越严重。

E愈益】 vuvi 圃愈加：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
今天．学科分类～细密了。

煌 vu ＜书〉照耀。

在醋 。见 1514 页“将”下“淄濒堆”。
ID1 C濒）
誉 。。名誉z 荣～｜～满全国。＠

（春）称赞g 毁～｜～不绝口。 8 CYu) 
圈姓。

E誉称l yucheng O 国称赞；赞美：泰山被～
为天下第一山。＠圈美称：昆明向有春城的～。

2古 Yu 0 蔚县，地名，在河北。＠圈姓。
局变j 另见 13(>9 页 wei 。

虫或 vu 传说中在水里暗中害人的
巩（；；魁）怪物z 鬼～。



毓懊奠漏叹道豫E舆焕孀鹊营莺绍智鸳冤渊 l yu Y~企？！

在主 vu o ＜书〉生育；养育z 钟灵～秀。＠

l!JJIL cYu)I望姓。
陕 γ心中雕弯曲的地方

另见 14 页 000

莫 vu 见 1570 页撞剧。
另见 15 页 00 。

漏 vu ＜书〉水涌流
居.t vu 见下。
之开＜.另见 1625 页 yuno

E贺帖E vuti岳圃＠（用字、用词）贝占tJJ ；妥帖。

＠心里平静：这一番坦诚的谈话，说得他心里
十分～。＠〈方〉舒服：他身上不～，要回家躺

一会儿。。〈方〉（事情）完全妥当：这事不办
～，我不能走。

道 vu ＜书〉遵循

豫1 vu ＜书〉＠欢喜；快乐面有不～之色。
＠安适．逸～亡身。

, , ① 豫2 vu 旧阳i 。

豫3 Yu 圈 t响的别胁称

E豫备E vub自l 见 1604 页【预备1。
E豫剧E vuiu IEl 河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
于河南全省和陕西、山西等地。也叫洲南梆子。

蟆 vu ＜书〉阳”

焕仙〈书〉暖；热～热｜寒～失时

E焕热E vure ＜书〉圈闷热：天气～。

烯 vu ＜书〉火光。

鹊→L vu 啕鸟，体色暗淡，嘴细长，腿
（前）芋，由t间没有睽。常在浅水边或水

田中吃小鱼、贝类、昆虫等，自员鸟。种类较多。
E鹊蚌相争，渔人得利E yubang-xiangzh岳吨，

yuren-deli 蚌张开壳晒太阳，鹊去啄它，被蚌

壳钳住了嘴，两方面都不肯相让。渔翁来了，
把两个都捉住了（见于《战国策·燕策二》）。比

喻双方争持不下，让第三方得了好处。
E鹊驼E yutu6 IEJ 无翼鸟。

警 vu ＜书〉卖～画｜～文性卖叫。

二豆豆豆豆2二二l

莺（高） yuan ~ :l5鹰 z ～飞献。

怨 yuan 见 3叫酬。

智 yuan ＜书〉＠眼H町下陷＠枯竭2
～井（干枯的井）。

~,a ，.~ yuan 指鸳鸯0～侣（比喻夫妻）。
笃（建）
E鸳鸯E yuan· yang IEl 鸟，外形像野鸭而较小，

嘴扁，颈长，趾间有膜，善于游泳，翅膀长，能
飞。雄鸟有彩色羽毛，头后有铜赤、紫、绿等色
的长冠毛，嘴红色。雌鸟羽毛苍褐色，嘴灰黑
色。雌雄多成对生活在水边。文学作品中常
用来比喻夫妻。

去Z ._,_ A • yuan O 圈冤枉；冤

冗（冤、宽）屈2 ～情｜鸣～｜申～ l含
～负屈。＠冤仇：～家｜结～。＠厦上当；吃

亏z 花～钱｜白跑一趟，真～！＠〈方〉圈欺
骗z 你别～人！

【冤案】 yuan ’an 圈误判的让人受冤屈的案

件；被人诬陷，妄加罪名的案件：平反～。

E冤仇E yuanch6u 南］受人侵害或侮辱而产生
的仇恨。

【冤大头E yuandat6u 圈枉费钱财的人（含讥
讽意），

E冤魂E yuanhun IEJ 称死得冤枉的人的魂灵

（迷信）。
【冤家】 yuan· jia 圈＠仇人＝～对头。＠称

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舍不得的人
（旧时戏曲或民歌中多用来称情人）。

E冤家路窄J yuanjia-luzhai 仇人或不愿意相见

的人偏偏容易相逢，无可回避。
【冤孽】 yuannie 圈冤仇罪孽。

【冤情E yuanqing 圈受冤枉的情况：～大白｜

申诉～。
【冤屈】 yuanqu O 帽冤枉①。＠画冤枉②。

＠［画不公平的待遇；不应受的损害z 一肚子

的～不知从何说起。
【冤头E yuant6u 圈仇人。

E冤枉E yuan•wang O 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 g ～官司｜把这过错加在
我头上，真是～。＠圈使无罪者有罪；没有事

实根据，给人加上恶名：别～好人。＠圈不
值得：吃亏2 这个钱花得真～！

【冤枉路】 yuan· wang Ju 圈指本来不必走而
多走的路。

【冤枉钱J yuan· wangq ian [BJ 指本来不必花

而花的钱。

【冤狱E yuanyu ~冤屈的案件·平反～。

渊… uan O 1*叫：深～｜鱼跃于
（渊）～！天～之别。＠深＇~＊ I ～博。



巴吨巳~uan-yu6n l 渊洗痛蚓锵笼元

O CYuon）圈姓。
E渊博E yuanb6 ~回（学识）深而且广：知识～｜
～的学者。

E渊海E yuanh凸l 圈深渊和大海，比喻内容深

而广的事物：笔墨～｜《十三经》为儒学之～。

E渊深E yuansh岳n 庄园（学问、计谋等）很深·学

识～。

E渊薇E yuansou IEJ 比喻人或事物聚集的地方
（渊z深水，鱼所聚处；亵z水边草地，兽所聚处） : 
罪恶的～。

E渊源E yuany山n 圈＠比喻事物的本源：历

史～。＠指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家学～0
3由 yuan 洗市CYuonshi) ，地名，在湖北。

17巳另见 1378 页 WO 。

痛 yuan ＜书〉＠酸痛。＠忧郁

蜗 yuan ＜书〉怀。

E娟蜗E yuanyuan ＜书〉圈形容虫子爬行的样

子。

锵… vu an 见下(!)’ 
脱鸽J yuanchu ~亘古书上说的凤凰一类的

鸟0

多爸 yuan 见下。

E宛宪J yuandou ＜方〉强先笑。
E究宾E yuanjl ＜方〉圈竹箴等编成的盛东西

的器具。也叫乡音笼。

, 
yuan C Ll4) 

二三1 yuan O 开始的；第一：～始l～旦｜～月 l
,JU ～年｜纪～。＠为首的；居首的：～首｜～
老！～帅｜～勋！～凶｜状～。＠主要；根本：～

素｜～音。。元素＝一～论l 二～论。＠构成

一个整体的·单～。
二二2 yuan O 置我国的本位货币单位，1 元
,JU 等于 10 角或 100 分。也作圆。＠同

“圆”⑦。

二二3 Yuan 圈。朝代。蒙古字儿只斤·铁
,JU 木真于1206 年建立。 1271 年忽必烈定

国号为元。 1279 年灭宋。定都大都（今北

京）。＠姓。
E元宝J yuanb凸o 圈旧时较大的金银链，两头

翘起中间凹下，银元宝般重五十两，金元宝
重五两或十两。

E元宝械J yuanb凸oqi 圈落叶乔木，叶子多五

裂，秋天变红，花黄绿色，果实两旁有张开的
翅，像元宝，可栽培做行道树。

U己旦】 Yuandan IEJ 公历新年的第一夭。
L元恶】 yuan＇岳〈书〉圈首恶。

E元件E yuanjian ~构成仪器、仪表等的单
个儿制件，可以在同类装置中调换使用，如电
阻、电容、晶体管等。

E元来l yu6nl6i 见 1610 页l原来1。
E元老J yu6nl凸o 圈称某一领域年辈长资历高

的人：三朝～｜金融界～。
E元煤J yuanmei 见 1610 页【原煤］ o

E元谋人E Yu6nm6uren IEJ 考古学上指元谋猿

人。
E元谋猿人E Yu6nm6u yuanren 中国猿人的

一种，大约生活在 170 万年以前，化石在 1965
年发现于云南元谋。也叫元谋人。

E元年］ yu6nni6n 圈＠帝王或诸侯即位的第
一年或帝王改元的第一年，如隐公元年，贞观
元年。＠指纪年的第→年，如公元元年，伊斯

兰教历元年。＠指政体改变或政府组织上的
大改变的第一年，如周代共和元年。

L毛配】 yuanpei 同“原配”。

E元气E yuanqi 圈指人或国家、组织的生命力：

～旺盛｜不伤～｜恢复～。
E元器件J yu6nqijian 温元件和器件的合称。
E元曲】 yu6nq心圈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
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参看
1626 页1杂尉tl l 、1125 页1散曲1。

E元日E yu6nri 圈二年的第一天（旧时指农历
正月初二→）。

E元戎】 yu6nr6ng （书〉画主将。
E元首】 yu6nshou 圈＠〈书〉君主。＠国家

的最高领导人：国家～。
E元帅J yu6nshuai 圈。某些国家的军衔，高

于将官。＠古时称统率全军的主帅。
E元素】 yuansu 圈。要素。＠在代数学中组
成联合的各个部分，如 723 和 312 中的 7 、2 、

3 、 1 。在几何学中构成图形的各个部分，如构

成三角形的边和角。＠化学上指具有相同核
电荷数（即相同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
如氧元素、铁元素。

L毛素符号】 yuansu fuhao 用来表示元素的化

学符号。通常用元素的拉丁文名称的第一个

字母（大写）来表示，如第一个字母与其他元素
相同，就附加后面的一个字母（小写）来区别。
如氧的元素符号是0，铁的元素符号是 Feo

E元宵J yu6nxiao 圈。农历正月十五日夜
晚。因为这一天叫上元节，所以晚上叫元宵。
＠用糯米粉等做成的球形食品，有馅儿，多煮
着吃，是元宵节的应时食品。



元芫园员玩虫元垣爱袁原｜ yuan I 1609 

E元宵节】 Yuanx iao J ie 固我国传统节日，在 l E员额】 yuan'e 圈人员的定额2 缩减～。
农历正月十五日。从唐代起，在这一天夜晚说｜【员工l yuangong 圈职员和工人g 铁路～。
有观灯的风俗。也叫灯节或上元节。 I l员司E yuansl 圈旧时指政府机关的中下级人

E元凶l yuanxiong f萄祸首。 | 员。

E元勋】 yuanxun 圈立大功的人（多指开创性 I l员外】 yuanw。i 圈。古时官职（全称为“员三重三

事业中的）：开国～。 ! 外郎”，是在郎官的定员之外设置的）。＠对地三三三
U己夜l yuanye ＜书＞ I割元宵①。 | 主豪绅的称呼（多见于早期白话）。
E元音l yuanyin 圈声带颤动，气流在口腔的｜号手 Yuan O 玩江，水名，发源于贵州，流至
通路上不受到阻碍而发出的声音，如普通话语 I vu 湖南入洞庭湖。＠圈姓。
音的。、e 、 o 、 l 、 u 、 U 等。发元音时鼻腔不通
气，要是鼻腔也通气，发的元音就叫鼻化元音。
普通话语音中 ng 尾韵儿化时元音变成鼻化

元音。也叫母音。
E元鱼l yuanvu 同“重鱼”。

E元元本本E yuanyuanb岳nb岳n 见 1611 页【原

原本本］。
E元月E yuanyue IEJ 指农历正月。也指公历一
月。

王宝· yuan 见下。

7口另见 1505 页 y6no
E芫花l yuanhua [81 落叶灌木，叶子长圆形，花

淡紫色，结核果。供观赏，花蕾可入药。
E至1 一一 vu an 圈。（～儿）种蔬菜、花果、
四（圆）柯木的地方：花～川果～｜～艺。
＠供人游览娱乐的地方：公～｜动物～！～中
游人很多。 8 (Yuan）姓。

E园地】 yuandl 圈。菜园、花园、果园等的统
称：农业～。＠借指开展某种活动的地方，也

用于报刊等栏目的名称：文化～｜艺术～o
E园丁E yuanding 圈。从事园艺工作的工人。
＠比喻教师。

E园林E yuan I in 圈种植花草树木供人游赏休
息的风景区z ～艺术。

E园圃E yuanpu i苞种蔬菜、花果、树木的场所。
E园区E yuanqu 圈指集中发展某种事业的地

区．高科技～。
E园田】 γuantian ［望种菜的田地：耕作～化

（精耕细作）。
E园艺】 yuanyl I苞种植蔬菜、花果、树木等的技

术2 ～师。
E园固E yuanyou ＜书〉圈供游玩的花园或动

物园。

E园子E yuan· zi 圈＠园①：菜～。＠指戏园

子。

… uan 0 指工作或学习的人z 教
贝（具）～｜学～｜演～｜职～ i 炊事～｜指挥
～｜～工。＠指团体或组织中的成员：党～！

团～｜会～｜队～。 8 llll 用于武将：一～大将。
另见 1622 页 yun, 1624 页 Yun 。

在二 yuan 用于人名。
凡Ju 另见 1351 页 wano

i平习t yuan O ＜书〉墙＝城～｜颓～断壁。＠
在仨！.. ＜书〉城z 省～（省城）。 8 (Yuan）画姓。

爱 yuan O ＜书〉时间代词何处g哪
里z ～其适归？＠〈书〉庄重于是z ～书其

事以告。 8 <Yuan）圈姓。

袁 vu6n 酬
rts"1 yuan O 最初的；开始的z ～始｜～人 l

M扒 ～生动物。＠圈属性词。原来；本来z
～地！～作者｜～班人马｜～有人数。＠没加工

的：～棉｜～煤｜～油。。（ Yuan）圈姓。
ft!主2 yuan 原谅：～有｜情有可～。
1λ』、

rts"3 yuan O 宽广平坦的地方：平～｜高～｜
J/J、草～｜～野。＠同“掠”。

E原版】 yu6nb凸n I直＠书籍、电影、音像制品

等原来的版本（对“翻版”而言）。＠未经翻译

的书籍、电影、音像制品等．国外～教材。

E原保险】 yu6nbaoxiiin I童保险人因保险事故

对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害而承担的直接赔偿责

任的保险。
E原本I yu6nb品n ~o 底本；原稿（对“传抄

本”而言）。＠初刻本（对“重刻本”而言）。＠

翻译所根据的原书。
E原本r yu6nb画n 圆原来；本来：他～是学医
的，后来改行搞戏剧。

E原材料】 yuanc6iliao ［苞原料和材料的合称。

E原唱E yu6nchang O 圈某首歌曲曲某个歌
子最早公开演唱（对“翻唱”而言）：～者。＠

圈指原唱的歌手：这首歌的～是谁？

E原虫l yu6nch6ng 圈病原虫。

E原初l yu6nchu 圈起初J g原先．她～不像现在

这样爱说爱笑。
E原创E yu6nchuang rnID 最早创作g首创z ～歌

曲｜～精神。

E原创性】 yu6nchuangxlng [81 作品等具有的

首先创作或创造而非抄袭或模仿的性质。

E原电池E yu6ndianchi IEJ 使用后不能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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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的电池。
E原动机l yuandongjl 圈利用热能、水力、风力
等产生动力的机械。

E原动力】 yuandongli 圈产生动力的力，如水

力发电的水力。信心是战胜困难的～。
E京封E yuanfeng c～儿）两属性词。没有开封

的，泛指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点儿不加变动的z
～烧酒｜～不动｜～退回。

E京稿】 yuang凸o ~o 写成后没有经过他人

修改增删的稿子。＠出版部门据以印刷出版
的稿子。

E原告E yuangao 函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

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及行政机关（跟“被

告”相对）。

E原告人E yuangaor白n ~刑事诉讼中向法院
提起诉讼的人。

E原鸽】 yuang岳圈鸽子的一种，身体的上部灰

色，颈部有绿紫色的光泽，腹部淡灰色，善于飞
行。吃谷物及其他植物的种子。也叫野鸽。

E原故E yuangu 见 1613 页I缘故1。
U反核生物】 yuanhe-sh岳ngwu 生物中的一大

类。由原核细胞（没有真正的细胞核的细胞）

构成的生物，如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螺旋体
等。

E原鸡E yuanjT 圈鸟，外形像家鸡而小，是家鸡

的远祖。雄鸡羽毛颜色美丽，上部多红色，下
部黑褐色。雌鸡上部暗褐色，尾短。生活在云
南、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等山区密林中。

E原籍E yuanji 圈原先的籍贯（区别于“寄籍、
客籍”） ＇～浙江，寄籍北京。

E原价】 yuanj ia ['81 原来的价格（区别于“现

价”）：按～打八折出售。
E原件E yuanjian [BJ O 未经改动或变动的文

f牛或物件：修改稿比～精练多了。＠翻印文
件、制作复制品所依据的原来的文件或物件：
复印后将～退回。

E原矿E yuankuang ［翻开采后未经加工的矿

石。
E京来】（元来） yu6nl6i 0 圈开始的时候：从

前z 现在的日子比～好多了。－~回属性词。

起初的；没有经过改变的z 按～的计划执行｜他

还住在～的地方。＠厦l 表示发现真实情况z
～是你｜我说夜里怎么这么冷，～是下雪了。

E原理】 yuan IT 圈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
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的道理。
E原粮E yu6nli6ng 固没有经过加工的粮食，如

没有碾成米的稻谷，没有磨成面粉的小麦。

E原谅E yuanliang 画对人的疏忽、过失或错误

宽恕谅解，不加责备或惩罚。

E原料】 yuanliao 圈没有经过加工制造的材
料，如用来冶金的矿砂，用来纺织的棉花。

E原麻E yu6nm6 ~纺织上指用作原料的麻类

植物的纤维。
E原毛】 yu6nm6o 画纺织上指未经加工的兽

毛，如兔毛、羊毛等。

E原貌E yuan ma。因原来的面貌3本来的样

子z 保持～o
E原煤】（元煤） yuanmei 南i 开采出来，没有经

过筛、选等加工程序的煤。
E原蜜】 yuanmi 圈没有经过加工的蜂蜜。

E原棉】 yu6nmi6n ［吾纺织上指用作原料的皮

棉。
E原木E yuanmu IEJ 采伐后未经加工的木料。

E原因己E yuanpei r包指第一次娶的妻子。也作

元配。

E原人E yuanren ［~指猿人。

U反色】 yuanse 圈能配合成各种颜色的基本

颜色。颜料中的原色是红、黄、蓝，蓝和黄可以
配合成绿，红和蓝可以配合成紫3 色光中的原
色是红、绿、蓝，红和绿可以配合成黄，红和蓝
可以配合成紫。也叫基色。

E原审l yuansh阳回后→审法院对案件进行

第二次审判时，称前一审法院的审判为原审。
E原生动物E yuansheng-dongwu 最原始最简

单的动物，生活在水中或其他生物体内，大都

是单细胞动物，有的由多数个体组成群体生
活。

E原生林】 yuansh岳nglin 圈原始林。

E原生态】 YL』d「】sh岳ngtai r吝］没有经过加：王

饰、雕琢的原始状态2 ～艺术。

E原生质E yuan sh岳ngzhi 圈细胞中有生活力

的组成部分，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由蛋白质、核
酸、脂肪、糖类、元机盐

E原声带】 YL』6『ish岳ngdai 圈原版录音磁带o

E原始l yuanshi 圈属性词。＠最初的；第一

手的：～记录｜～资料。＠最古老的：未开发

的；未开化的 z ～动物 l～森林｜～社会。
E原始公社E yuanshi gongshe 人类社会历史

仁最早阶段的社会组织，延续了数十万年。包

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参看 1611 页I原始社会lo

E原始积累】 yuanshi jll岳I 指在资本主义大生

产方式建立以前，剥削阶级通过对农民、小生

产者和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而进行的资本
积累。现也泛指企业经营者最初的资金、资产

积累。

E原始林E yuanshilin IEJ 从来未经人工采伐和



培育的天然森林。也叫原生林。
E原始群】 yuanshTqun 圈原始社会初期，人类
为了共同劳动和抵御敌人，由有血统关系的人
自然形成的群体。当时生产能力极低，以采集
野生植物和狞猎为生，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
后来原始群发展成氏族。

E原始社会】 yuanshT shehui 人类历史上最早
的社会，从原始群的形成开始，经过母系氏族
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直至原始公社的解体。原
始社会生产力极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共同
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后被奴
隶社会所取代。

E原始宗教］ yuan sh T zongj iao 指原始社会的
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
祖先崇拜等。

E原诉E yuansu 圈原告方起诉后又追加其他
的诉讼请求，称原起诉的诉讼请求为原诉（区
别于“新诉勺。

E原索动物］ yuansuo-dongwu 脊索动物的一

个类群。背部有柔软的脊索，以支持身体。如

文昌鱼等。
E原汤】 yu6ntang 圈指煮熟某种食物后的汤

汁。
m、回】 yu6nti6n （方〉圈高原上的田地。
E原委E yu6nw岳l 圈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本

末z 细说～。
E原文】 yu6nwen 圈＠翻译时所根据的词句

或文章：译笔能表达出～精神。＠征引或转
写所依据的文字：引用～要加引号｜抄完之后
要J!!l～校对一下。

E原先.］ yu6nxian 圈从前；起初：照～的计划

做｜他～是个文盲，现在已经成了业余作家。
E原形E yu6nxing 圈原来的形状；本来面目

（含贬义） ：现～！～毕露。
E原形毕露】 yu6nxing bilu 本来的面目完全暴

露（含贬义） 0 

E原型E yu6nxing 圈原来的类型或模型，特指
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
实生活中的人。

E房、盐］ yu6ny6n 圈只经过初步晒制或熬制的
食盐，一般含杂质较多，多用作工业原料。

【原样】 yu6nyang （～儿）圈原来的样子；老样

子：照实物～复制｜几年没见，你还是～儿，一点儿

不见老。
E原野E yu6ny岳画平原旷野：辽阔的～！山下

是肥沃的～O

E原意E yu6nyi [EJ 原来的意思或意图2 有背～｜

不要曲解～。

E原因E yu6nyln [EJ 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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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发生的条件：成功的～｜检查生病的～。

E原由E yu6ny6L』见 1613 页【缘由 lo
E原油E yu6ny6u 圈开采出来未经提炼的石

泊。
E原有】 yu6nyaL」〈书〉圈原谅z 敬希～。 三重三三

E厉原本本】（源源本本、元元本本） yu6nyu6n－毛主量

b岳nb昌n 圆照原样从头到尾地（叙述）：我把

这件事～讲给他们听。
E原则】 yu6nze 圈＠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

则或标准2 ～性｜～问题｜坚持～｜基本～。＠

指总的方面：大体上z 他～上赞成这个方案，只
在细节上提了些意见。

E原汁原味］ yu6nzhl-yu6nwei 食物原有的汤

汁和味道，比喻事物本来的、没有受到外来影

响的风格、特性等。
E原职E yu6nzhi [EJ 原来的职务＝官复～。

E原址E yu6nzhT 圈原来的地址g 该公司已迁

回～。

E原纸） yu6nzhT 圈用来制造各种加工纸的原

料纸。质地根据加工要求而不同，如钢纸原纸
要求结构松软，吸收液体性能好；誉写蜡纸原
纸要求纸质柔韧，纤维细长。

E原种E yu6nzhong IEJ 原来的品种s保持原来

的特性、没有变异的品种：～肉鸡｜大豆～繁育
基地。

E原主］ yu6nzh心（～儿）圈原来的所有者：物

归～G

E原住民】 yu6nzhumin 圈某个地方较早定居

的族群；世代居住某地的人：美洲～。也叫土
著。

E原著E yu6nzhu 圈著作的原本（对译本、缩写

本、删节本、改编本而言）：翻译作品要忠实于

~ 。

E原装E yu6nzhuang 圈属性词。＠原来装配

好的：～彩电。＠原来包装好的．～名酒。

E原状E yu6nzhuang 圈原来的样子z 保持～｜

恢复～。

E原子】 yu6nzT 圈组成单质和化合物分子的基

本单位，是物质在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由带
正电的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组成。

E原子弹E yu6nzTdan 圈核武器的一种，利用

铀、坏等原子核分裂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进行杀
伤和破坏。爆炸时产生冲击波、光辐射、贯穿
辐射和放射性沾染。

E原子核J yu6nzThe 圈原子的核心部分，由质

子和中子组成。原子核只占原子体积的极小部

分，而I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原子核上。

E原子量E yu6nzTliang ['81 相对原子质量的通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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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原子能l yu6nzTneng 画核能。

E原子团】 yu6nzTtu6n 圈几个不同种的原子
结合成的集团，在许多化学反应中作为一个整

体参加，如氢氧根 C)H 、硫酸根 SC）：、甲
基 CH3 等。

E原子武器】 yu6nzT wuqi 核武器。

E原子序数］ yu6nzT xushu 元素周期表中，元

素按原子的核电荷数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号
码，同时也是原子核的质子数。

E原子质量单位】 yu6nzT zhiliang donwei t十

量原子质量的单位，符号 U。它的数值相
当于碳 12 原子质量的 1/12 ，约等于

1. 660 5 X 10 ＂千克。
E原子钟】 yu6nzizh6ng 回国利用绝、伽等原子

的稳定振荡频率制成的极精密的计时器，计时
误差每天可小于百万分之一秒。
m罪E yu6nzui 圈基督教指人类始祖亚当和

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上帝禁吃的智慧之果而
犯下的罪。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一切罪恶和灾
祸的根源。

E原作E yu6nzuo 匾。诗文唱和的最初的一

篇。＠译作或改写本所根据的原文2 译作一

定要忠实于～。

圆… 叫n 0 圈圆周所围成的平面。
（国）＠圈圆周的简称。＠圆形状像

圆圈或球的：～桌｜滚～｜滴溜JL～ l 圈儿画得很

～。＠圆圆满；周全：这话说得不～｜这人做
事很～，各方面都能照顾到。＠使圆满；使周

全：～场｜～谎｜自～其说。＠同“元2”①。＠

圆形的货币 2 银～｜铜～。也作元。＠
CYu6n）圈姓。

E圆白菜E yu6nb6icai 圈结球甘蓝的通称。

E圆柏】 yu6nbai 圈常绿乔木，幼树的叶子像
针，大树的叶子像鳞片，雄花鲜黄色，果实球
形，种子三棱形。也叫栓Cgui) 。

E圆场E yuan;; ch凸ng E量为打开僵局而从中解

说或提出折中办法：这事最好由你出面说几句

话圆圆场。

E圆成E yu6ncheng 画成全2 ～好事。
E圆泛E yu6n•fan （方〉圆圆满；周全；没有漏

洞 s 话说得～些。
E圆房l yuan;; fang [5!iJ 旧时指童养媳和未婚夫

开始垃夫妻生活。

E困钢l yuangang 圈见 1468 页【型钢l 0 

E圆鼓鼓】 yuang心g心（～的）圃状态词。形容

因而凸起的样子：挺着～的肚子｜～的豆粒儿。

E圆规E yuangul 圈绘图仪器，轴上固定有两
个可以开合的脚，一脚是尖针，另一脚可以装
上铅笔芯或鸭嘴笔头，用来画圆或弧。

E圆滚滚】 yu6ngungun c～的）圃状态词。形

容非常圆：～的脸蛋儿｜～的小肥猪。
E因号l vuanha。因管乐器，管身盘成圆形，号

嘴的形状像漏斗，装有活塞。音色沉静、柔和。

E圆滑l yuanhu6 F回形容人善于敷衍讨好，不

讲原则z 八面玲珑，处事～。
E圆谎E yuan;; huang 画弥补谎话中的漏洞z

他想圆上谎，可越说漏洞越多。
E圆浑】 yuanhun 圈。（声音）婉转而圆润自

然：语调～！这段唱腔流畅而～0 8 （诗文）意
味浓厚，没有雕琢的痕迹。

E圆寂】 yuan!i 剧佛教用语，称僧尼死亡。
E圆溜溜l yuanliuliu c～的）圈状态词。形容
非常圆：～的大眼睛。

E困笼】 yuan16ng 画放饭菜或送饭菜用的圆

形大提盒。
E圆颅方趾E yu6nlu-fangzhT 《淮南子·精神

切｜｜》：“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后来

用“圆颅方趾”指人类。

E圆满】 yuanman 圈没有缺欠、漏洞，使人满

意：～的答复｜会议～结束｜结局非常～。
E圆梦】 yuan;;meng 巨型＠解说梦的吉凶（迷

信）。＠实现梦想或理想：他终于圆了奥运会
冠军梦。

E圆盘祀l yu6np6nba [BJ 碎土、平地用的一种

农具，也可用来除去残留的根、茎，由一个个边

缘锋利的钢制圆盘组成，用拖拉机或畜力牵引。
E圆圈】 yuanquan C～儿）圈圈子①z 围成一个

～JL做游戏。
E圆全E yuan•quan ＜口〉圈圆满s周全2 想得

～｜事情办得挺～。
E圆融E yu6nr6ng 5国圆通：处世～。

E圆润E yuan run E圈。饱满而润泽z ～的歌

喉。＠（书、画技法）圆熟流利z 他的书法～有

力。
E困实］ yu6n·shi （口〉圆圆而结实z 西瓜长得

又大又～ l莲子饱满～。

E圆熟】 yu6nshu 圈＠熟练；纯熟z 笔体～ i j寅

技日臻～。＠精明练达；灵活变通：处事极～。
E圆台E yu6nt6i 圈圈锥
的底面和平行于底面的
一个截面间的部分，叫

作圆台。
E圆通】 yuan tong 团军（为

人、｛故事）灵活变通，不
固执己见。

E圆舞曲］ yu6nw问心国

一种每节三拍的舞曲， 圆台
起源于奥地利民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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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行很广。 | 笔无偿～o
E圆心E yuanxin 圆圆的中心；跟圆周上各点 I l援例l yuan;;li 自由引用成例：～处理 l我们不
距离都相等的一点。 | 能援这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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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心角圆周角

E圆周】 yu6nzh6u IBl 
平面上一动点以一定点为中心，一定长为距离
运动一周的轨迹。简称圆。

E圆周角】 yu6nzh6uji凸o 圈顶点在圆周上，两

条边都与圆相交的角。
E圆周率l yu6nzh6ulu l吕圆周长度与圆的直
径长度的比，圆周率的值是
3. 141 592 653 589 793 238 46……，通常用

“π”表示。计算中常取 3. 141 6 为它的近似

值。
E圆珠笔】 yu6nzhubT 圈用油墨书写的一种

笔，笔芯里装有油墨，笔尖是个小钢珠，油墨由
钢珠四周渗下。

E圆柱E yuanzhu IBl 以矩形的一边为轴使矩形
旋转一周所围成的立体。

E圆锥E yuanzhui 圈以直角三角形的一直角

边为轴旋转一周所围成的立体。
E圆桌E yu6nzhu6 圈桌面是圆形的桌子。
E圆桌会议l yu6nzhu6 huiyi 一种会议形式，

与会者环圆桌而坐或把席位排成圆圈，以表示

与会各方席次不分上下，一律平等。
E圆子】 yuan• zi 圈。食品，用糯米粉等做成，
大多有馅儿。＠〈方〉丸子。

玉壶 _ yuan I望草鱼。

电（疆）
E毫鱼l yuanyu l1氢爬行动物，外形像鳖，吻短，

背甲暗绿色，近圆形，长有许多小疙瘩。生活在

水中。也作元鱼。也叫癫头毒。

援 yuan O IV.手制｜：攀～。＠寻｜用 z ～
用｜～例。＠援助·支～｜增～｜～军｜孤立

无～。

E援兵E yuanbing 圈援军；救兵o

E援建E yuanjian 画援助建设：这条铁路是由

我国～的。

E援救E yuanjiu 圈帮助别人使脱离痛苦或危

险g ～遇险船员。
E援军E yuan jun 圈增援的军队。

E援款E yuankL必n IBl 援助的款项z 教育～｜一

E援手l yuansh创＠〈书〉［副救助（语本《孟二二~

子·离委上》：“嫂溺，援之以子”）：国际社会对主主

受灾国纷纷～。＠圈救援之予：伸出～（指在三三三

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救助）。

E援外E yuanwai ［到（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支

援外国：～物资。
E援引】 yuanyTn 圈＠引用：～例证 i～法律条

文。＠提拔污｜荐：～贤能。

E援用l yuanyong 圈＠弓｜用：～成例。＠引

荐任用：～亲信。

E援助E yuanzhu ~文援；帮助z 国际～！经济

～｜～受难者。

了爱 yuan 见 142 页【酬。

援 γuan 见 141 页慨
另见 1616 页 yuan 。

缘叩 yuan O 缘故：～由｜无～无故
（嫁）＠〈书〉圆因为①；为了z ～何到

此？＠缘分：人～｜姻～｜有～｜不解之～。。

〈书〉因沿着；顺着：～溪而行。＠〈书） ll! 因

为②z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身在此山中。＠

边·边～。
E缘分l yuan·f岳n 圈民间认为人与人之间命

中注定的遇合的机会；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

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z 咱们俩又在一起了，

真是有～｜烟、酒跟我没有～。

E缘故】（原故） yuangu 圈原因：他到这时候还

没来，不知什么～o

E缘何】 yuanh自〈书〉圆为什么；因和rT：～避而

不见？

E缘木求鱼l yuanmu-qiuyu 《孟子·梁惠王
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用那样的办法来追求那样的目的，就像爬到树

上去找鱼一样。比喻方向、方法不对，一定达
不到j 目的。

E缘起E yuanqT 函＠事情的起因。＠说明发

起某件事情的缘故的文字：成立学会的～。

E缘石】 yuanshi IBl 砌在车行道与人行道交界

线上的长条形砖或混凝土块，通常略高出车行
道的路面。也叫牙石。

E缘由】（原由） yu6ny6u 圈原因：他这样做不

是没有～的。

ι~yuan 圈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

-'J/.,j、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

峭，顶上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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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v~6n 圈哺乳动物，外｜掰 yuan 啦。
（援、暖）拉像猴而大，没有颊囊和｜ ' 

尾巳，有的特征跟人类很相似。生活在森林 I ［源羊】 yu6ny6ng 圈北山羊。
中。种类很多，如猩猩和长臂猿。

孟孟矗二三 E猿猴E yu6nh6u E猿和猴。
三三三言 E猿人］ yu6nren 圈最原始的人类。猿人还保

留猿类的某些特征，但已能直立行走，并产生
了简单的语言，能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知道
用火熟食等。
源 yuan O 水流起头的地方：河～｜泉～｜

发～｜～远流长｜饮水思～。＠来源：货～｜
资～｜病～。＠） CYu6门）圈姓。

E源代码E yu6ndaima 圈指软件开发阶段使
用的原始程序语言，体现计算机程序的原始状

态。保护源代码有助于防止计算机黑客的入
侵。

E源流E yu6nliu 圈水源和水流，比喻事物的起

源和发展z 七言诗的～。
E源泉E yu6nqu6n 圈＠泉水的源头，也泛指

水源。＠比喻力量、知识、感情等的来源或产
生的原因 3 生命的～｜智慧的～｜力量的～。 II
也说泉源。

E源头E yu6nt6u 圈水发源的地方：黄河～。

民歌是文学的一个～。
E源源E yu6nyu6n 圃继续不断的样子τ ～不

绝｜～不断｜～不竭｜～而来。
E源源本本E yu6nyu6nb岳nb邑『1 见 1611 页i原

原本本］ o
E源远流长E yu6nyuan-liuch6ng O 源头很远，

流程很长：长江是一条～的大河。＠形容历
史悠久：中华文化～。
嫖 yuan 用于人名，捕，传说是周朝祖先

后破的母亲。
百『民 u6n ＜书〉腹部白色、其他部位

却原（朦）红色的马。
较斗 yuan O 函车前部用于驾牲畜

（辗）的两根直木 z 一匹马轩，一匹马
拉套。＠指辗门，借指衙署：行～。＠

CYuan）圈姓。

E较骤E yu6nlu6 IBl 驾银的骤子。
E较马E yu6nm凸圈驾较的马。
E较门J yu6nmen 圈古时军营的门或官署的

外门。
E较子E yu6n•zi ＜口〉圈辗①：车～。

橡… vu6n 见 705 页1椭JL 14叫
（橡）｛香酬。

『fttl:i yuan 见 1107 页【蛛版lo
...，仰、

圄 yuan ＜书〉同“圆”。
另见 569 页 hu6n 。

v 
yu凸n c Llz:t) 

远（速）
yuan O 晴空间或时间的距离

长（跟“近”相对，下②同） ：～处 i～

途｜～望｜～游｜～古｜～期｜久～｜广州离北京很
～｜眼光要看得～。＠圈疏远：关系不密切g

～亲｜～房｜血缘关系比较～。－~芭（差别）程
度大：差得～｜～～超过。＠不接近z 敬而～
之。 0 CYu凸n〕圈姓。

E远程E yuanche『19 圃属性词。路程远的；距

离远的：～运输卜，航行｜～导弹。
E远程导弹E yuancheng d凸odan 射程在

5 000 8 000千米的导弹。
E远程教育J yuancheng j iaoyu 指利用通信手

段开展的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以现代化网

络技术为依托，利用数字多媒体通信网，特别
是计算机网络开展交互式教学的教育方式。

E远大】 yuanda [fill 长远而广阔，不限于目前：

前途～｜眼光～｜～的理想。
E远j茸J yu凸ndao 圈遥远的路程·～而来。

E远地点E yuandidian 圈月球或人造地球卫

星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上离地球最远的点。

E远东】 Yt』凸ndong 圈欧洲人指亚洲东部地区。

E远方E yuanfang IBl 距离远的地方z ～来的客

人。
E远房E yuanf6ng 画属性词。血统疏远的（宗

族成员）：～叔父｜～兄弟。
E远古J yuang心圈遥远的古代2 “女娟补天”是

从～流传下来的神话。

E远海J yu凸nh凸i 圈远离陆地的海域z ～航行。
E远航E yuanh6ng [§!l] 远程航行z 扬帆～。

E远见E yu凸njian 圈远大的眼光2 有～！～卓
t气。

E远交近攻】 yu凸njiao-jingong 联络距离远的

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本来是战国时秦国采
用的一种外交策略，秦国用它达到了统一六

国、建立统一王朝的目的。后来也指待人、处
世的一种手段。

E远郊） yu凸njiao 圈离城区较远的郊区。
E远近E yuanjin 圈＠远近的程度：这两条路

的～差不多。＠远处和近处＝～闻名。
E远景J yu凸njTng 国＠远距离的景物z 眺望～！
用色彩的浓淡来表示画面前景和～的分别。＠

将来的景象：～规划。



E远客E yuanke 圈远方来的客人。

E远虑E Yl』凸nlu !Bl 长远的考虑：深谋～｜人无
～，必有近忧。

E远门E yu凸nmen 0 （～儿）圈离家到很远的
地方去叫出远门。＠画属性词。远房z ～兄

弟。
E远谋E yuanm6u 圈深远的谋划；长远的打

算2 胸无～。

E远亲E yuanqln 圈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较远
的亲戚，也指住处相隔很远的亲戚g ～不如近

邻。
[jl!; 日点l yuanridian 圈行星或彗星绕太阳公

转的轨道上离太阳最远的点。

E远视E yui'mshi ~昆＠视力缺陷的一种，能看
清远处的东西，看不清近处的东西。远视是由
于眼球的晶状体和视网膜间的距离过短或品

状体屈光力过弱，便进入眼球中的影像不能落
在视网膜上而落在视网膜的后面造成的。＠
比喻眼光远大z 她在生活中保持了平和～的乐

观态度。
E远水解不了近渴E yuanshui ji岳 bu Ii也o jink岳

比喻缓慢的解决办法不能满足急迫的需要。
也说远水不解近渴。

E远水救不了近火E yuanshu i jiu bu 11凸o
jinhu凸比喻缓慢的解决办法不能满足急迫
的需要。也说远水不救近火。

E远眺E vuantiao 圈向远处看3 登高～o
E远行E yuanxing 圈出远门。
E远扬E yuanyang 圈（名声等）传播很远：臭
名～l声威～。

E远洋E yuanyang !Bl 距离大陆远的海洋：～
轮船｜～捕鱼｜～航行。

E远因E yuanyin 画不是直接造成结果的原因
（区别于“近因勺。

E远征E yuanzheng p现远道出征或长途行军＝

～军 l 出师～。
E远志】1 yuanzhi 圈远大的志向：胸怀～。

E远志r yuanzhi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细，叶
子条形，花绿臼色，萌果卵圆形。根可入药。

E远走高飞E yuanzou gaofei 远远地离开，到

别的地方。

E远足E yuanzu 画比较远的徒步旅行。

E远祖E yuanzu』圈许多代以前的祖先。

飞

yuan C Ll4) 

苑 yuan O ＜书〉养禽兽种林木的地方（多
7~ 指帝王的花园）·鹿～｜御～。＠〈书〉（学

远苑怨院 I yuan - yuan I 1615 I 

术、文艺）芸萃的地方z 文～｜艺～。＠
(Yuan）圈姓。

bo. yuan O 怨恨 s 抱～｜结～。. [§jjJ 责怪2
IG\ 任劳任～｜事情没办好只能～我自己。

E怨不得E yuan•bu•de 0 画怪不得①。＠圃
怪不得②O

E怨敌l yuandi 圈仇敌。

E怨毒l yuandu ＜书〉圈仇恨。

E怨忍E yuandui ＜书＞ [ilJ] 怨恨。

E怨愤l yuanf台n 0 圃怨恨愤怒z 众人十分

～。＠啕指怨愤的情绪：满腔～。

E怨府】 yuanf心〈书＞ IBl 大家怨恨的对象。

E怨恨】 yuanhen O 画对人或事物强烈地不

满或仇恨2 我对谁也不～，只恨自己不争气。

＠圈强烈的不满或仇恨＝一腔～o

E怨偶】 yuan'ou ＜书〉画不和睦的夫妻。

E怨气E yuanqi 画怨恨的神色或情绪2 ～冲天｜

一肚子～。
E怨声载道E yuansheng-zaidao 怨恨的声音充

满道路，形容民众普遍不满。
E怨天尤人E yuantianc作U「en 埋怨上天，怪罪

别人。形容对不如意的事情一味归咎于客观。

E怨望E yuanwang ＜书〉圈怨恨。

E怨言l yuδnyan !Bl 抱怨的话：毫无～。

E怨艾l yuanyi ＜书〉圈怨恨：深自～。

院 yuan !Bl 0 ＜～叫子：场～｜～墙 l 四
合～儿｜～里种了许多花。＠某些机关和

公共场所的名称2 法～｜国务～｜科学～｜博物

～｜电影～。＠指学院．高等～校。＠指医
院＝住～｜出～。 8 <Yuan）姓。

E院本E yuanb岳n 圈金、元时代行院（ hang

yuan）演唱用的戏曲脚本，明清泛指杂剧、传

奇。
E院画l yuanhua 圈院体画的简称。

E院落】 yuanluo 画院子。
E院士E yuanshi 圈科学院和工程院各学部的

组成人员。参看 1488 页I学部 l 0 

E院体画E yuantlhua 圈指我国封建时代宫廷

画家的作品，题材多以花鸟、LU水或宗教内容

为主。简称院画。

E院线】 yuanxian IBl 电影发行放映的一种机

制，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成，实行统
一排片，统一管理。是英语 theater chain 的
直译。

E院校l yuanxiao 圈学院、学校（多指高等教

育的）的合称2 大专～｜艺术～。

E院子E yuan· zi 圈房屋前后用墙或栅栏围起

来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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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yuan ＜方〉境子：堤～｜～叫湖边淤积
的地方做成的好田）。

E院子】 yuan•zi 圈长江中游地区，在沿江、湖

地带围绕房屋、田地等修建的像堤坝的防水构

三三矗三 筑物。
主雪衍 yuan 见 516 页i例。

橡 yuan ＜书〉献。

援 yuan ＜书〉美女。
另见 1613 页 yuan 。

玻 yuan ＜书〉大孔的璧

愿1 yuan ＜书〉老实谨慎谨～｜诚～。

『官司「2 yuan O 愿望：心～ l 如～｜平

思（顾）汪之～。＠圈助动词。愿意＝
情～｜我～参加篮球比赛。＠画祝愿．～你早
日康复。。愿心：许～｜还～。

E愿景E yuanjTng rE 所向往的前景z 和平发展

的共同～o
E愿望l yuanwang 圈希望将来能达到某种目

的的想法：主观～｜他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o
E愿心l yuanxln rE 0 迷信的人对神佛有所祈
求时许下的酬谢。＠泛指愿望、志向 g 他从小

就有做一番事业的～。
E愿意E yuanyi 圈。助动词。认为符合自己
心愿而同意（做某事）：他～去吗？｜我不～做
太剧烈的运动。＠希望（发生某种情况）：他

们～你留在这里。

亡二二豆豆画工二二］

曰 yu岳。如说其谁～不然。＠〈书〉
叫作：有山～凤凰岭。 8 (Yu邑）圈姓。

b!-t 川 yu岳。 [fi!j] 提出或商量（须要共
Y~C的）同遵守的事）：预～｜～定｜～期｜～
好五点钟见面。＠南邀请z 特～｜～请｜～他
来。＠约定的事；共同订立、须要共同遵守的
条文z 践～｜条～｜和～｜有～在先。＠限制使
不越出范围；拘束＝～束｜奇IJ~o 0 俭省：节～｜
俭～。＠简单；简要：由博返～。＠大概②z
大～｜～数。＠画大概③z ～计 1年～十七八｜

～有五十人。。画约分： _2_ 可以～成工
10 

另见 1521 页 yao 。

E约定E yu岳ding 圃经过商量而确定z 大家～
明天在公园会面。

E约定俗成】 yu岳ding-sucheng 指某种事物的

名称或社会习惯是由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
定或形成的。

E约法】 yu岳f凸 rE 暂行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

件。如我国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
E约法三章】 yu岳伯国nzhang 《史记·高祖本

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
盗抵罪。”指订立法律，与人民相约遵守。后来
泛指订立简单的共同遵守的条款。

E约i:Jj] yu岳f凸ng 圈预约访问z 电话～。

E约分E yu岳；； f岳n 圈用分子和分母的公约数同

时除分子和分母，使分子、分母都比原来小而

分数值不变。女日1生约分成土。
64 

E约稿E yu岳119凸o 画报刊编辑部、出版社等邀

请人写稿：～函｜向名家～。

E约会E yu岳•hui O 圈预先约定相会2 大伙儿

～好在这儿碰头。 8rE 预先约定的会晤z 订

个～ l我今天晚上有个～。
E约集E yu岳＇］ i ［边请人到一起；邀集2 ～有关人

员开会。
E约计】 Yl」岳Ji 圈约略计算：～有百十来人。

E约见E yu岳jian 圆约定时间会见（多用于外交

场合）：～该国驻华大使。
E约据E yu岳ju IBl 合同、契约等的统称。

E约略E Yl』岳IOe 画＠大致s大概：他的近况我

～知道一些。＠依稀；仿佛＝～听得见窗外的

雨点声。
E约摸l yu岳•mo 同“约莫”。

Z约莫l yu岳•mo 0 圃估计：我～着他这会儿

该到家了。＠圆大概＝我们等了～有一个小
时的光景。｜｜也作约摸。

E约期】 yu岳qi 0 圈l 约定日期：～会谈。＠圈

约定的日子：误了～。＠圈契约的期限z ～

未满。
E约请E yueqing E面激请：～几位老同学到家

里聚一聚。

E约束l yu岳shu ［虱限制使不越出范围z 受纪律

的～［这种口头协议～不了他们。

E约数】I Yl』岳shu （～儿）画大约的数目。

E约数Y yu岳shu I写一个数能够整除另一数，
这个数就是另－数的约数。如 2、3 、4 、 6 都能
整除 12 ，因此 2 、 3 、 4 、 6 都是 12 的约数。也
叫因数。

E约谈E yuetan 圃相约商谈；约请谈话：多次

～之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i纪检部门～了有关

人员。

E约同】 yuetong 圃邀请一起（做某事）：～前

往。



E约言l yu岳yan 圈约定的话：履行～｜遵守～｜

违背～。

矮 yu岳〈书〉尺度

藉 yu岳〈书〉＠尺度＠用秤称
（裴）（今口语说 yao ，写作“约”）。

II 

γue ( lJ廿）

日罗中附＠幢呕吐时嘴里发出的
夕（喊）声音：～的一声，吐 c tu ）了。＠
〈口〉画呕吐z 干～｜刚吃完药，都～出来了。

另见 585 页 hui"

、

yue c lJ廿）
月 yue O 圈月球；月亮z ～食｜～光 i卜。

＠吕E it时的单位，公历 1 年分为 12 个
月。＠圈每月的z ～干I] I ～产量。。形状像
月亮的；圆的：～琴｜～饼。 8 (Yu的圈姓。

E月自E yueba i lllil 淡蓝色：～小褂儿。
E月半E yueban 圈一个月的第十五天。
E月报E yuebao 圈＠每月出版一次的报刊
〈多用于刊物名）：《新华～》。＠按月所做的

汇报：工作～。

E月饼E yue· bing 圆圆形有馅儿的点心，是中

秋节应时的食品。
E月城l yuecheng ＜书〉圈瓮城。
E月初E yuechu IEJ 一个月的开头几天。
E月底l yuedT !Bl 一个月的最后几天。

E月洞门E yuedongmen ［重月亮门儿。
E月度E vuedu 画作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月 2 ～

计划｜最高～运输量。
E月份E vuefen c～儿）圈指某一个月 2 七～的
产量比六～提高百分之十。

E月份牌l yuefenpai c~ JL) （口〉圈旧式的彩
画单张年历，现在也指日历。

E月工l yuegong 圈论月雇用的工人。
E月供E YL』句。ng i盘指贷款人每月向银行交纳
的分期付款的钱。

E月宫l yuegong 但］传说中月亮里的宫殿，也

用作月亮的代称。
E月光E yueguong I苞月亮的光线，是由太阳光

照到月亮上反射出来的z 银色的～o
E月光族l yueguongzu 圈戏称每个月把收入

都花光的一类人·现在年轻人中有不少～。
E月桂l yu岳gui 南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形或

约矮菠哆月 I vu岳→ yue I 1617 I 

披针形，花小，黄色，浆果卵形，暗紫色。供观
赏，叶子可做香料，果实可入药。

E月黑天】 vueh岳1tian 圈指没有月光的漆黑的

夜晚。也说月黑夜。

E月黑夜E vueheiye 圈月黑天。 三重三

E月华】 yuehua I每＠〈书〉月光z ～如水。＠三三三

月光通过云层中的小水滴或冰粒时，经衍射而
成的光的现象。在月亮周围形成的彩色光环，
内紫外红。

E月季】 vueji 圈。常绿或半常绿小灌木，茎有

刺，羽状复叶，小叶阔卵形，花红色、粉红或近
白色。供观赏。＠这种植物的花。

E月经E yuejlng IEl 0 生殖细胞发育成熟的女
子每 28-30 天有一次周期性子宫出血，出血
时间持续 3 5 天，这种生理现象叫作月经。

＠月经期间流出的血。
E月经带E yuejlngdai 圈妇女经期所使用的带

子。

E月均E yuejun 圈按月平均计算·～收入两千

}t;o 

E月 flJl yuekan 圈每月出版一次的刊物。

E月老】 yuel凸o 圈月下老人。

E月历】 yueli 圈一月一页的印有日期、星期、
节气等的印刷品。

E月利E yu告Ii 圈月息。

E月例E yueli 圈＠月钱·～银子。＠婉辞，指

月经O

E月亮】 yue· liang IEJ 月球的通称。

E月亮门JLl yue• liangmenr 圈院子里的墙上

的圆形的门。

E月令E yueling 圈农历某个月的气候和物候。

E月轮E yuelun 圈指圆月。

E月抄l yuem的0 （书〉圈月底。

E月末E vuemo 圈月底。

E月偏食l yuepiansh i 圈见 1618 页1月食1。

E月票E yuepiao 圈按月购买的乘公共汽车、

电车或游览公园等使用的票。

E月钱E yueqian 圈按月付给家庭成员、学徒

等的零用钱。
E月琴l yueqin IEJ 弦乐器，用木头制成，琴身为

扁圆形或八角形，有四根弦或三根弦。

E月球】 yueqiu IEl 地球的卫星，表面凹凸不平，

本身不发光，只能反射太阳光，直径约为地球直
径的 1/4 ，号｜力相当于地球的1/60 通称月亮。

（图见 1265 页“太阳系”）

E月球车E yueqiuch岳［望在月球的表面上行

驶，用来考察月球并收集样品的专用车辆。分
为元人驾驶和有人驾驶两类。

E月球站E yueqiuzhan ~在月球表面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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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科学考察基地。

E月全食】 yuequanshi 圈见 1618 页1月食］，
E月嫂E yues凸o 圈在产妇坐月子时受雇帮助

护理母婴的己婚妇女。
E月色】 yuese 圈月光z 荷塘～｜～溶溶。

E月食）（月蚀） yueshi 圈地球运行到月球和太

阳的中间时，太阳光正好被地球挡住，不能射
到月球上去，月球上就出现黑影，这种现象叫
月食。太阳光全部被地球挡住时叫月全食；部
分被挡住时叫月偏食。月食都发生在农历十
五日或十五日以后一两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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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

月
球

E月台J vuetai 函。旧时为赏月而筑的台。
＠正殿前方突出的台，三面有台阶。＠站台。

E月头JL) yu岳tour ＜口〉圈＠满一个月的时候

（多用于财物按月的支付）：到～了，该交水电
费了。＠月初。

E月息E yuexi 圈按月计算的利息。

E月下老JLJ yuexial凸or 圈月下老人。

E月下老人J yuexia I凸oren 传说唐代韦固月夜

里经过宋城，遇见一个老人坐着翻检书本。向

老人询问后，才知道老人是专管人间婚姻的神
仙，翻检的书是婚姻簿子（见于《续幽怪录·定

婚店》）。后来因此称媒人为月下老人。也说
月下老儿或月老。

E月相J yuexiang 圈指人们所看到的月亮表

面发亮部分的形状。主要有朔、上弦、望、下弦

四种。

E月薪E yuexin 圈按月计算的工资。

E月牙JL】（月芽JL) vueya「〈口〉圈新月①。

E月夜J vueve IBl 有月光的夜晚。
E月晕J yueyun 圈月光通过云层中的冰品时，
经折射而成的光的现象。在月亮周围形成彩

色光环，内红外紫。月晕常被看作是天气变化

的预兆。通称风圈。

E月氏E Yuezhi 圈汉朝西域国名。

E月中J yuezhong 画一个月的中间几天。

E月终E yuezhong [BJ 月底。

E月子E yue• zi 圈＠妇女生育后的第一个月 1

坐～ i她还没出～。＠分娩的时期：她的～是
二月初。

E月子病】 yue•zibing 圈产褥感染的通称。

rr •L• yue O 音乐z 奏～｜～器。＠
刁飞（架）（阳的国姓（与 Le 不同姓）。

另见 786 页 loo; 787 页险。

E乐池E yuechi 圈舞台前面乐队伴奏的地方，
－般位置较低，有矮墙跟观众席隔开。

E乐队J yuedui 圈演奏不同乐器的许多人组

成的集体。
E乐府】 yuef心圈原是汉代朝廷的音乐官署，

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各地民间诗歌和乐曲。
后世把这类民歌或文人模拟的作品也叫作乐

府。

E乐感E yu句凸n 圈对音乐的音高、旋律、节奏

等的感情昕辨能力：～强｜～差。
E乐歌E vueg岳圈＠音乐与歌曲。＠有音乐

伴奏的歌曲。

E乐理】 vuen 圈音乐的一般基础理论。
E乐律】 yu岳1u 型音律。

E乐评】 yueping 圈音乐评论。

E乐谱E yuep心 l童歌谱或器乐演奏用的谱子，

有简谱、五线谱等。
E乐器】 vueqi IBJ 可以发出乐音，供演奏音乐使

用的器具，如钢琴、胡琴、笛子、板鼓等。
E乐清E Yueqing [BJ 地名，在浙江。

E乐曲E yueq凸 [BJ 音乐作品。

E乐师E yueshi 圈指从事音乐演奏的人。

E乐坛E yuetan IBJ 指音乐界＝他以独特的演唱
风格誉满～。

E乐团】 yuetuan 圈演出音乐的团体2 广播～｜

交响～O

E乐舞E yuewu 圈有音乐伴奏的舞蹈。

E乐音E yueyin 固有一定频率，昕起来比较和

谐悦耳的声音，是由发音体有规律的振动而产

生的（区别于“噪音勺。

E乐章J yuezhang 画成套的乐曲中具有一定

主题的独立组成部分，一部交响曲一般分为四
个乐章。

E乐正E Yuezheng 圈姓。

月U ~~ vue 古代砍掉脚的酷刑
~ c ：朋）
扫 yue O ＜书〉动摇。＠〈方〉画折；折断z

～根树权儿｜把棍子～断了。

9[ i M 古代车辘辘木相连接的关
（兀）键。

现 vue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珠

岳 a … yu岳。高大的山＝五～。＠
（盼j鼓）称妻子的父母及伯父、叔父．

～父 1～母｜叔～。 0 (Yu的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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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岳父】 vuetu ~妻子的父亲。也叫岳丈。

E岳家】 vuejia 1雹妻子的娘家。
E岳母E vu emu 咽妻子的母亲。

E岳丈J yuezhang I名］岳父。

娥 vue ＜叫扬。

..f.rl' vue 烁阳 c Yuey6ng ），地名，在

罚之（棵）白。
另见 806 页 11 0 

调… vue 钥匙：北门锁～时重镇）。
（鳝）另见 1526 页 y凸Oo

、~M 、、， vue ＜书〉同“悦”。
l.JlC就）另见 1凹页们」1; 1232 页

shu6o 

锁（饿、 1戊） vue 古代兵器，青铜或铁
制成，形状像板斧而较大。

钱

阅 … 阳。时（文字）：州～报
用（阔）丰兰｜此件已～。＠检阅：～兵。＠
经历；经过z ～历｜试行已～三月。 0 CYu自）

圈姓。

E阅兵E yue11blng 圈检阅军队：～式。
E阅读E yuedu 圈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
～报刊｜～文件。

E阅卷E yue11juan 圈评阅试卷。

E阅览】 γuelan 圈看（书报等）：～图书。
E阅历J vueli O 圈亲身见过、听过或做过；经
历：～过很多事｜他应该出去～一番。＠圈由
经历得来的知识：～浅。

E阅批E yuepT rnbl 审阅并批示：～申请报告。
E阅世E yueshl ＜书〉画经历世事：～渐深。, γue 0 高兴g愉快z 喜～｜不～｜和颜～
IJL 色。＠使愉快：～耳 l～目。 8 (Yu自）圈

姓。

［·悦耳】 YL后’岳r I虽好昕：歌声婉转～。

E悦服】 yu自tu 画从心里佩服：他的高超见解
令人～。

E悦目】 yuemu llliJ 看着愉快；好看：赏心～｜天
空一抹晚霞，鲜明～。

跃 阳。［到跳跳～｜飞～｜一～
(ffl) Wtlo @-CYue）圈姓。

【跃层E yueceng ［吕指在一套单元式住宅内分

为主下两个楼层的建筑形式：～式住宅。
【跃进】 vuejln 日益＇10 跳着前进2 避开火力，向

左侧～。＠比喻极快地前进：从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 三尊重

E跃居J vueju 自由1 跳跃式地上升到lj（某个位置、三三三
名次等） ：～榜首。

【跃迁l yueqiiin 国原子、分子等由某一种状

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如一个能级较高的原子

发射一个光子而跃迁到能级较低的原子。

E跃然E yu岳的n 圃形容逼真而生动地出现的

样子：～纸上｜其情其景，～如见。
【跃然纸上E yuer6n-zh Tshang 形容描写或刻

画得十分生动逼真2 义愤之情～。

【跃升E yuesheng 圈跳跃式地上升：从去年

联赛的第十名～至今年的第三名。
【跃跃欲试E vuev回－vushl 形容心里急切地想

试试。

【跃增E yuez岳ng 圈跳跃式地增长；大幅度地

增长2 年利润由三千万元～到八千万元。

越1 yue O 跨出阻碍〉；跳过＇ ~:111t I 翻山～
岭。＠不按照一般的次序；超出（范围） : 

～级｜～权。＠（声音、情感）昂扬z 激～｜清～。
＠〈书〉抢夺z 杀人～货。

越2 川圃重复使用，表示程度随着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跟“愈……愈……”相同） : 

脑子～用～灵｜争论～认真，是非也就～清楚。

厦疆，“越来越·…··”表示程度随着时间发展，
如 z天气越来越热了。

越3 Yue O 周朝国名，原在今浙江东部，后
扩展到江苏、山东。＠指浙江东部。＠

IE 姓。
【越冬E yuediing 画过冬（多指植物、昆虫、病

菌）：～作物｜有些昆虫潜伏在土内～｜每年有
几十万只候鸟飞往都阳湖～。

【越冬作物l yuedong zuowu 秋季播种，幼苗

经过冬季， :Jjlj第二年春季或夏季收割的农作

物，如冬小麦。
【越发E yuefa 国＠表示与过去相比，程度加

深·近两年来，他～显得瘦了｜过了中秋，天气
～凉快了。＠跟上文的“越”或“越是”呼应，作

用跟“越·…··越…···”相同（用于两个或更多的

分句前后呼应的场合）·观众越多，他们演得～
卖力气｜越是性急，～容易出差错。

【越轨E vue矿gui ［到指行为超出公共道德或规

章制度所允许的范围2 ～行为。
【越过J yue;;guo ［司经过中间的界限、障碍物
等由一边到另一边·～高山｜～一片草地。

【越级E vue11 ji I塾］；不按照正常的次序，越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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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上一级到更高的一级＝～上诉。
【越力ol yuejia 圆越发；更加z 受到表彰后，他
～努力了。

E越界】 vuejie 画超越界限或边界。
E越境】 yue11jing 画非法入境或出境（多指国

境）。
E越国1J] vueju 画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起源
于l

浙、上海一带o
E越丰Llγu岳IT 画与规定的礼节不合；不守礼

法：～行为。
E越权E yue11 quan IMJ （行为）超出权限。
E越｛主l vue坤vei 匾。超越自己的职位或地
位2 倍权～（指超越职权和地位行事）。＠在足

球赛中，攻方的队员踢球，同队的另一队员如
果在对方半场内，并在球的前方或攻方队员与
对方端线（球场两端的界线）之间、对方队员少
于二人，都是越位。此外，冰球、橄榄球、曲棍
球赛中也有判越位的规定。

E越野】 yuev画画在野地、山地里行进：～车｜

～赛跑。
E越野车E yuey岳ch岳圈适于在野地、山地行进
的机动车，通常为四轮驱动，轮胎上有特殊的
花纹。

E越野赛E yuev岳sai 画自行车、汽车、摩托车运
动比赛项目之一。在有天然障碍的复杂地形
中进行比赛。

E越野赛跑］ yueye saip凸。在运动场以外进行
的中长距离赛跑。通常在野外或公路上举行。

E越狱】 vue11vu 圈（犯人）从监狱里逃走z ～

潜逃。
E越组代胆E yuezu-dδipao 厨子不做饭，掌管
祭祀神主的人不能越过自己的职守，放下祭器
去代替厨子做饭（见于《庄子·逍遥游》）。→般
用来比喻超过自己的职务范围，去处理别人所
管的事情。
粤 Yue 圈。指广东、广西z 两～。＠广

东的别称：～剧｜～语。

E粤菜l yuecai IEJ 广东风味的菜肴。

E粤剧E vueju 圈广东地方戏曲剧种之－，用广
州话演唱，主要流行于说粤语的地区。也叫广
东戏C

E粤绣E vuexiu 圈广绣。
E粤语E yu的心圈汉语方言之一，分布在广东
中西部、广西东南部和港澳地区。
第 yu岳〈书〉同“篷，，。

鸯～ vu岳见下
（雷）’

E莺莺E yuezhu6 !BJ 古书上说的－种水鸟。

槌附〈书〉树荫。

命1 yue IJll 古代容量单位，一衡等于半合

命2 yue 古代一种乐器，形状俯

黑宽 yu岳〈书〉黄黑色

也命 vue ＜书〉＠煮z ～若（烹茶）。＠疏通
1日司 （河道）。

：榆 vue ＜书〉火光
筒 vue 同嗡2,,

篡 \ 附〈〉篡子，他、纱线等
(tj重）的工具。 = 讪

［二；二豆~i二孟；二二〕

晕巳 vun O 圈义同壁’Cyun）①，用
（量）于“头晕、晕头晕脑、晕头转向”等。

＠画昏迷·～倒｜～厥｜他～过去了。
另见 1624 页 yun 。

E晕菜l yun11cai ＜口〉南因出现某种意外情况
而头脑反应不过来；发蒙z 新手面对一大堆
事儿，难免～。

E晕厥］ yunjue 圈昏厥。

E晕头晕脑】 yunt6u明nn凸o 昏头昏脑。

E晕头转向】 yunt6u-zhuanxiang 形容头脑昏

乱，迷失方向：风浪很大，船把我摇晃得～。这
道题真难，把我搞得～。

L口二 γun 见 1562 页【细组lo
至匾（组）另见 1624 页 yu门。
氧回n 见 15问I嗣1

J曰 yun ＜书〉微火；尤焰的火。
／直且i 另见 1625 页 yun"

额－ yun ＜书〉头大的样子
（摄）

赞… yun ＜书〉美好。
（蔷）

在且 yun ＜书〉乱的

, 
yun < Lllr) 

二三1 vun 〈书〉＠说：人～亦～｜不知所～。
ιλ ＠圃表示强调2 岁～暮矣。 e CYun) 



E 姓。
~ 2 . yun 圈在空中悬浮的由水滴、

五（霎）冰晶聚集形成的物体。
~3 Yun 圈。指云南：～腿（云南

五（霎） 宣威一带出产的火腿）。＠姓。
E云板】 vunban 圈旧时打击乐器，用长铁片做
成，两端为云头儿形，官署和权贵之家多用作报
时报事的器具。也作云版。

E云版E vunb凸n 同“云板”。

E云豹E yunbao 圈豹的一种，身体比金钱豹
小，毛焦黄带灰色，头部有黑斑，体侧黑纹像云
朵。捕食鸟、兔、松鼠等。生活在热带或亚热

带丛林。也叫猫豹O
E云鬓l yunbin ＜书〉函妇女多而美的鬓发。
E云彩l yun· coi ＜口） ['8] 云：蓝天上飘着～。

E云层】 yunceng [BJ 成层的云z 许多山峰高出
～｜灰色的～低低地压在森林上面。

E云豆E yundau 见 1622 页［芸豆］。

E云端】 yunduan 圈云里：飞机从～飞来。
E云朵】 yundu凸 [Bi 呈块状的云。

E云海E vunhai 圈从高处下望时，平铺在下面

像海一样的云：～苍茫。

E云汉】 yunhan ＜书川组＠指银河。＠指高

空z 冉冉入～。
E云集E yunji rnID 像天空的云一样从各处聚集
在一起z 各地代表～首都。

E云计算E yunjisuan 圈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
算方式，通过互联网使大量的计算机形成一个
计算能力极强的系统，统→管理和调度资源，
将任务分布在各个计算机上，安全可靠地进行
超大规模计算，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

务。
E云锦E yunjin [BJ 我国一种历史悠久的高级提
花丝织、物，色彩鲜艳，花纹瑰丽如彩云。

E云涌波诡l vunjue』Jogul 汉代扬雄《甘泉赋》z

“于是大厦云涌波诡。”形容房屋建筑形式就像
云彩和波浪那样千姿百态。后多用来形容事
态或文笔变幻莫测。也说波语云诡。

E云里雾里】 yunli wuli 好像身处云雾之中，形

容迷惑不解的样子g 他这番话我听得～的，始

终也不清楚什么意思。

E云量E yunliang ~天空被云遮蔽的程度，用
。至 10 来表示。碧空无云，云量为 0；→半被
云遮住，云量为 5 ；全部被云遮住，云量为 10 。

E云锣E yunlu6 ~打击乐器，用十个小锣编排
而成，第一排一个，以下三排各三个，装置在小
木架上。各个锣的大小相同而厚薄不同，所以
发出的声音不同。最上面的－个不常用，因此

也叫九音锣。现在云锣有所发展，已不止有十

Z王 yun 1621 

个小锣。

E云母】 yunm心 [Bi 矿物，主要成分是铝硅酸盐，

臼色、黑色或金黄色，带有深浅不同的褐色或
绿色。耐高温，不导电，能分成透明的可以弯
曲的薄片，在电力和电子工业中是重要的绝缘噩噩三
材料。 三三

E云泥之别l vunnizhlbie 相差像天空的云和地
下的泥，形容极大的差别。

E云片糕l vunpiangao 圈用米粉加糖和核桃

仁等制成的糕，切作长方形薄片。

E云气l yunqi IBi 稀薄游动的云：～缭绕。

E云雀l vunque 南鸟，羽毛亦褐色，有黑色斑
纹，嘴小而尖，翅膀大，飞得高，叫的声音好
昕。

E云散l yunsan 画像天空的云那样四处散开E

旧友～｜烟消～。
E云散风流】 yunsan-f岳ngliu 见 390 页【风流云

散lo
E云山雾罩E yunshan-wuzhao O 形容云雾弥
漫。＠形容说话漫无边际，使人困惑不解。

E云杉】 yunshan 圈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45

米，树皮灰褐色，叶子针形，略弯曲，球果长椭

圆形，褐色。木材黄白色，质坚而致密，供建筑

和制器具等用。
E云梯】 yuntl 圈攻城或救火时用的长梯。

E云天】 yuntian [BJ 商空；云霄：响彻～｜高耸～｜

高峰直插～。

E云头E yunt6u [BJ 看起来成团成堆的云：看这

～像有雨的样子。
E云头JLl yunt6ur 圈云状的图案花纹。

E云图E vuntu 圈云的图片，记录着某时某地
云的情况和形状，是气象研究和预报的参考资
料。

E云雾E vunwu t富云和雾，也比喻遮蔽或障碍
的东西＝拨开～见青天。

E云霞E yunxia ~彩云。
E云消雾散E yunxiao-wusan O 天气由云雾笼
罩转为晴朗。＠烟消云散。

E云霄】 yunxiao 函极高的天空z 响彻～｜直上
~ 。

E云兴霞蔚】 yunxlng-xiawei 云蒸霞蔚。

E云崖E vunya I重高耸入云的山崖。

E云烟】 vunyan 画云雾和烟气．～缭绕｜～过
眼（比喻事物很快就消失了）。

E云雪景E vunyi 圈＠阴暗的云z 清澄的蓝天上

没有一点儿～0脸上罩上了忧郁的～。＠眼球
角膜发生病变后遗留下来的癫痕组织，影响视
力。

E云游E yuny6u 圈到处邀游，行踪元定（多指



I 1622 I yun yun I 云匀芸员运坛纭向购郎耘泯绢货主宰允

僧尼、道士） ：～四海。 I c芸芸众生l yunyun zho吨sh岳ng 佛教指一切

E云雨l yuny心［到宋玉《高唐赋》叙宋玉对楚襄｜ 有生命的东西，一般也用来指众多的平常
王问，说楚怀王曾游高唐，梦与巫山神女相会，｜ 人。
神女临去说自己“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世 i E主 [ γun 用于人名，伍员（即伍子霄），

三盖 因以指男女合欢（多见于旧小说）。 ｜贝（具）春秋时人。
三差雪 E云云l yunyun ＜书〉国如此；这样（引用文句｜ 另见 1609 页 yuan: 1624 页 Yun"

或谈话时，表示结束或有所省略）：他来信说读｜祖二1 yun 见 1622 页【坛坛l 0 

了不少新书，很有心得～。 I 1ιA 
E云蒸霞蔚E vunzh岳阳－xi6wei 云气升腾，彩霞｜、、二2 yun 〈书〉大波浪。
弥漫，形容景物灿烂绚丽。也说云兴翻。 ｜沼（法）
的 yun O 圈均匀z 颜色涂得不～。＠圈

’3 使均匀：把粉～～｜这两份多少不均，再～
一～吧。＠圈抽出一部分给别人或做别用·
～出一部分粮食支援灾区 l工作大忙，～不出时

间照顾家里。

E匀称l yun•chen E 均匀；比例和谐z 穗子又
多又～｜字写得很～｜身段～。

E匀兑l yun•dui ＜口〉圈匀出来g抽出一部分

让给别人z 给他～出一间屋子住。

E匀乎l yun·hu （～儿〉〈口〉＠圈匀和①。＠
画匀和②。

E匀和】 yun•huo （～儿）〈口〉＠回均匀z 刚才

还在喘气，现在呼吸才～了。＠圈使均匀2 这

些苹果有大有小，得～～再分。｜｜也说匀乎。
E匀净E yun· jing 回粗细或深浅一致g均匀：这

块布染得很～｜线纺得非常～。
E匀脸E yun;;lian 圈化妆时用于擦、抹，使脸上

脂粉匀净。
E匀溜l yun• liu （～儿）〈口〉圆大小、粗细或疏
密等适中。

E匀实E yun· shi ［勤均匀 z 瞧这布多细密多～i

麦苗出得很～。
E匀速运动J yunsu」11undong 物体在单位时间

内所通过的距离相等的运动。

E匀停E yun·ting 〈方〉圈分量适中；均匀·吃
东西要～｜～淡雅的色彩。

E匀整E yun·zh邑ng E回均匀整齐z 砖码放得挺
～｜～的脚步。

-fr1 yun ＠芸香。 8 <Yun）圈姓。

A 
→←2 」~ vun 见 1622 页I芸墓J。
云（套）
E芸豆）（云豆） yundou 圈菜豆的通称。

E芸茎E yuntai 圈油菜①。

E芸香E yunxiang IEl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
立，叶子羽状分裂，裂片长圆形，花黄色，结葫
果。全草有香气，可入药。

E芸芸E yunyun ＜书〉帽形容众多：万物～｜～

众生。

［￥~￥云E vunvun ＜书） [fill 形容水流动。

坛 Yun 酬。

纭（纭） yun 见下。

E纭纭】 yunyun ＜书〉圆形容多而乱。

陶 vun 〈书〉日光。

晌 yun 见下。

E闹闹E yunyun ＜书〉圆形容田地整齐。

员F Yun O 郎县，地名，在湖北。＠
PC郎）圈姓。
工 yun 在田里除草：～田｜春耕夏～，秋收

什立马冬藏。

E耘锄J yunchu 圈除草和松土用的锄头。

E耘梢l yuntong 画耘稻和梢稻，指在水稻分

冀期间进行中耕除草。
~.口 Yun E司水，水名，在湖北。
｛贝（潢）
布世 yun 〈书〉＠竹子的青皮。＠借指竹子。
卫哥另见 718 页 jO「10

第（簧） yun 见下。
E贺笃】 yundang ＜书〉圈生长在水边的大竹

子。

主宰 yun （在人名中也读 jun) ＜书〉金子。

v I/ 

γun < Ll17 ) 

允1 yun O 允许：～诺 i 应～ l 不～＠
(Yun）圈姓。

允2 yun 公平；适当 z ～当｜公～｜平～。

E允当E yundang r顶得当s适当＝繁简～O

C己诺】川nnuo 圃应许z 欣然～。

E己许】 y心nx心圈许可：得到～，方可入内。



E允准】 γ心nzhun 画允许；准许：～开业。

犹 yun 见 14叫叫

17口 < yun 陨落2 ～石。

R贝（陨）’
E陨落】仙nluδ 圈（星体或其他在高空运行的
物体）从高空掉下。

E陨灭E v心nmie 画。（物体）从高空掉下而毁
灭。＠丧命。也作硕灭。

E陨石】川nshi IEl 含石质较多或全部是石质的

陨星。

E陨铁E y心nti岳圈含铁质较多或全部是铁质的
陨星。

E陨星］ y心nxlng 圈流思体经过地球大气层

时，没有完全烧毁而落在地面上的部分叫作陨
星，有纯铁质的、纯石质的和铁质石质混合的。

-ca _ vun ＜书〉丧失（生命）；死亡z ～

变贝（殡）去｜～命。
（~员灭E yunmie 同“陨灭”②。
(J员命E y心nming ＜书〉圈丧命。
(J员身］ y凸nshen 〈书〉面1] 1丧命；死亡。

飞

yun < Lllr) 

孕 T了。怀胎：～育。～穗 ＠身孕：有

E孕畜】 yunchu 圈怀孕的牲畜。
E孕妇】 vunfu 画l 怀孕的妇女。
E孕期E yunql I苞妇女从受孕到产出胎儿的一
段时间，通常为 266 天，自末次月经的第一天

算起约为 280 天。

E孕穗E yunsui 画指水稻、小麦、王米等作物的
穗在叶鞠内形成l而尚未抽出来。

E孕吐E vuntu 画孕妇在娃振初期食欲异常、
恶心、呕吐。

E孕育E vunvu l盈怀胎生育，比喻既存的事物
中酝酿着新事物z 海洋是～原始生命的温床。

、，气？－ vun ＠运动①：～行。＠圈搬
应（违）牛运输： ~11t1 ～抵｜客～｜水～｜
这批货～到哪儿去？＠运用z ～笔 l ～思。＠
运气Cyun·qi ），幸～｜好～。 0 CYun）［组姓。

E运笔E yunbT 画运用笔（写或画）；动笔z 时而
搁笔沉思，时而～如飞。

U孟程］＇ yuncheng 圈运输的路程。
E运程T yuncheng 圈指命运的发展变化。
E运筹］ yunch6u ［司制定策略g筹划。
E豆豆筹帷喔］ yunch6u-weiwo 《汉书·高帝纪》：
“夫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允犹陨琐孕运 I yun - yun I 1623 I 

（张良）。”后因以称在后方决定作战策略，泛指

筹划决策。
E运筹学E yunch6uxue 圈数学的一个分支，利

用现代数学，特别是统计数学的方法，研究人

力物力的运用和筹划，使能发挥最大效率。 三重三三
E运单E yundan IEJ 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填写毛三三

的单据，是运输部门承运货物的依据。

【运道］ yun•dao ＜方〉［萄运气cyun·qi ），交上

了好～。
【运动E yundong O 画物体的位置不断变化
的现象。通常指一个物体和其他物体之间相
对位置的变化，说某物体运动常是对另一物体

而言。＠画指宇宙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

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动到复杂的人类思维，

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圈体育活动z ～健

将｜田径～。 o~动］从事体育活动：咱们出去～

～。＠圈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

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五四～｜技术

革新～。

【运动E yun·dong 画为求达到某种目的而奔

走钻营：～官府。
【运动场l yundongch凸ng 圈供体育锻炼和比

赛的场地。
【运动负荷E yundong fuhe 运动量。

E运动会E vundonghui 回多项体育运动的竞
赛会。

E运动健将】 yundong i ianj iang 我国对符合技
术等级标准的运动员授予的最高称号。

【运动量】 yundongliang l写指体育运动所给

予人体的生理负荷量。由强度、密度、时间、数
量及运动项目的特点等因素构成。也叫运动
负荷。

【运动神经E yundong shenjlng 传出神经。

【运动员E yundongyuan 圈参加体育运动竞
赛的人。

【运动战E yundongzhan 圈主要指正规兵团

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范围内调动兵力，从事

于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形式。
【运费】 vunfei IEl 运载货物时支付的费用。

E运河1 vunhe 圈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河O

C豆豆斤成风】 yunjln-<:hengf岳ng 楚国邹人在鼻

尖抹了一层白粉，让一个名叫石的巧匠用斤
（古代伐木的工具）把粉削去，石便挥动斤呼呼

生风，削掉了白粉，邹人的鼻子却毫元损伤（见

于《庄子·徐无鬼》）。后来用“运斤成风”形容

手法熟练，技艺高超。
E运力】 yunli 圈运输人员或物资的力量z 提高
～｜安排～，抢运救灾物资。

E运量l yunliang 圈运送人员或物资的数量z



I 1624 I yun ｜运员郡悔晕酝惺组回韵

加大～以满足需求。

E运盲目 yunneng 固运输能力：～不足。

E豆豆气E vun;;qi 画把力气贯注到身体某一部
二二二 位＝他一～，把大石块搬了起来。

享享享主 E运气J vu『i•qi 0 I写命运2 ～不佳。＠圈幸
－三雪 运：你真～，中了头等奖。

E运输J vunshu rn!ll 用交通工具把人员或物资
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E运输机】 vunshujl 圈专门用来载运人员或物
资的飞机。

【运输舰J vunshuj ion 圈专门担负军事运输任
务的军舰。

E运数】 vunshu IBJ 命运；气数z 秦王朝～极短，

传到二世就亡了。

E运思ll yunsl 圈运用心思（多指诗文写作）：

～精巧｜执笔～。

E运送E yunsong 画把人员或物资运到别处：

～返乡民工｜～救灾物资。
E运算J yunsuan 画依照数学法则，求出算题
或算式的结果。

E运算器E yunsuanqi 圈计算机中用来进行算
术运算或逻辑运算的部件。

E运销J yunxiao 圈把货物运到别处销售2 ～

全国｜～水果。
E运行E yunxing 圆周而复始地运转（多指星

球、车船等沁人造卫星的～轨道｜列车～示意

图｜缩短列车的～时间。

E运营E yunying rn!JJ O C车船等）运行和营业：

地铁开始正式～。＠比喻机构有组织、地进行
工作z 改善一些工矿企业低效率～的状况。

E运用E vunyong 圃根据事物的特性加以利

用z ～自如｜灵活～。

E运载】 yunzai 巨型装载和运送：～工具｜～货

物｜增加货车的～量o
E运载火箭E yunzai hu凸jian 把人造E星戎字
宙飞船等运送到预定轨道的火箭。

E运转J yunzhuan 画＠沿着一定的轨道行

动：行星绕着太阳～。＠指机器转动：发电机

～正常。＠比喻组织、机构等进行工作z 这家

公司前不久宣告成立，开始～o
E运作J yunzuo 画（组织、机构等）进行工作；
开展活动：改变现行的～方式｜公司资金不足，

技术革新小组难以～。

_ • • Yun IBJ 姓。

贝（具、立鱼）另见 1609 页川门；
1622 页 yun 。

郡 Yun o 军F城 CY山门C
（草~）名，在山东。＠圈姓。

悻（悻） Yun 圈姓。

晕… vun 0 圆头脑发昏，周围物体
（晕）好像在旋转，有姿跌倒的感觉：～

船 I iR～ l他一坐汽车就～。＠圈日光或月光
通过云层中的冰品时经折射而形成的光圈。
参看 1105 页1 日晕1 、 1618 页1月晕lo 8 圈

光影、色彩四周模糊的部分：墨～｜红～ l灯光

黄而有～。
另见 1620 页 yun 。

E晕场】 yun;;chang 圈考生在考试或演员在

演出时由于过度紧张或其他原因而头晕，影响
考试或演出的正常进行。

E晕车J yun;;ch岳画坐车时头晕、呕吐。

E晕池E yun;;chi 画（到池汤中洗澡的人）因温

度过高、湿度过大、体质较弱等原因而昏厥。
也说晕堂。

E晕船】 yun;;chuan 圆坐船时头晕、呕吐。

E晕高JLl yun;;goor ＜方〉［盈登高时头晕、心跳

加快。
E晕机】 yun11 ii 圈坐飞机时头晕、呕吐。

E晕堂】 vun11 tang rn!JJ 晕池。

E晕血】 yun;;xi岳圈看见出血就头晕、心悸、日区

吐甚至昏迷。
E晕针E yun;;zh岳n 圃针刺后病人面色苍白，头

晕，目眩，心烦欲H区等。

酝 un （书〉们也～酿｜春～夏
（阻）成。＠指酒z 佳～。

E酝酿J yunniang l塑造酒的发酵过程，比喻做
准备工作，如事先考虑、商量、相互协调等2 ～

候选人名单｜大家先～一下，好充分发表意见。

恤川〈书〉怒2 微～｜～色。

E恒怒】 yunnu 圈生气；恼怒＝这种颠倒是非的
辩词，使他极为～。

['[J虽色E yunse ＜书〉圈恼怒的脸色：面有～。
九口 yun 〈书〉＠碎麻。＠新旧混合
主匾（姐）的丝绵絮z ～袍。

另见 1620 页 yOn0

士口 ι vun 〈书〉包含；蕴藏。
咂匾（辑）
主世t 告口 yun ＠好听的声音：琴～悠扬 l
罔（葫）松声竹～。 8 ［苞韵母z 押～｜叠
～ l ～文。＠情趣：风～｜～味｜～致。＠
CYun）圈姓。

E韵白】 vunbai 圈。京剧中指按照传统念法
念出的道白，有的宁音和北京音略有不同。＠

戏曲中句子整齐押韵的道白。

E韵调J vundiao 圈音调z ～优美l～悠扬。



E韵腹E yunfu 圈指韵母中的主要元音。参看

1625 页［韵母］。

E韵脚E vunj的。堕l 指韵文句末押韵的字。
E韵律E vunlu 圈。指诗词中的平仄格式和押
韵规则。＠指语言或物体运动的节奏规律：

朗诵散文要掌握句子的～。

E韵律体操l yunlu ticao 艺术体操。
E韵母l yunm凸鹰］汉语字音中声母、声调以外

的部分。韵母又可以分成韵头（介音）、韵腹
（主要元音）、韵尾三部分。如“娘”ni6ng 的韵

母是 iang ，其中 i 是韵头，。是韵腹，咱是韵

尾。每个韵母一定有韵腹，但不→定有韵头和
韵尾。如“大”曲的韵母是 a.a 是韵腹，没有

韵头、韵尾；“Jll.”。ua 的韵母是 ua ，其中 u 是
韵头，。是韵腹，没有韵尾；“刀”dao 的韵母是

ao，其中。是韵腹，o 是韵尾，没有韵头。参
看 1172 页【声母1。

E韵目E yun『nu ［~韵书把同韵的字归为一部，
每韵用一个字标目，按次序排列，如通用的诗

韵上平声分为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叫作
韵目。

E韵事E yunshi 画风雅的事：诗坛～｜风流～。

E韵书】 yunshu 画为写作韵文押韵用的同韵、
同音字典，如《广韵》、《集韵》、《中原音韵》等。

E韵头E yunt6u 圈介音。参看 1625 页【韵母］ o
E韵尾E yunw岳i 圈指韵母中韵腹之后的部分，
例如韵母。l、凹的 1 ，韵母。。的 0，韵母 OU

的 u，韵母 an、凹的 n，韵母。ng 、 eng 的

吨。参看 1625 页1韵母1。
E韵味l vunwei 圈。声韵所体现的意味：他
的唱腔很有～。＠情趣；趣味z 这首诗～很浓i
古塔古树相互映衬，平添了古朴的～。

E韵文E vunwen 画有节奏韵律的文学体裁，

韵姐蕴贺｜ yun I 16屿｜

也指用这种体裁写成的文章，包括诗、词、歌、
赋等（区别于“散文勺。

E韵语］ yuny心画押韵的语言，指诗、词和唱

词、歌诀等。 牛二

E韵致E yunzhi 圈风度韵味p情致z 水仙别有三辈雪

一种淡雅的～。 穹圭三

姐 yun ＜书〉同‘‘樊
另见 1620 页 yOn 。

蕴 un 0 （书〉包含；蓄积2 ～藏。
（麓）＠〈书〉事理深奥的地方z 底～。

8 <Yun) IEJ 姓。

E蕴藏］ yunc6ng 画蓄积而未显露或未发掘z

这片沙漠下面～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心中
～着极大的爱国热情。

E蕴含E yunhan E司l 包含：这段文字不长，却～

着丰富的内容。也作蕴涵。
E蕴涵E yunhan 0 画判断中前后两个命题问
存在的某一种条件关系叫作蕴涵，表现形式是
“如果·…··则…···”。例如“如果温度增高则寒

暑表的水银柱上升”。＠同“蕴含”。

E蕴藉】 yunjie ＜书） ~ （言语、文字、神情等）含

蓄而不显露：意味～｜～的微笑。
【蕴蓄l yunxu 圈积蓄或包含在里面而未表露

出来：青年人身上～着旺盛的活力。
E蕴意E vunyi ~包含的意义z 文化～｜～深远。

目击 vun 画贸烫：～衣服。
..£／＇ι 另见 1607 页 yuo

E费斗l vundou ~形状像斗，用来烫平衣物的
金属器具。旧式赞斗中间烧木炭，新式贺斗用
电发热。

E贺烫】 vunta『19 圈用烙铁或贺斗烫平＝蒸汽

～｜～西服。



三主E

巴丝丝」 za za 扎匣咂 i'$ ＂赞杂

z 
E二 za CP丫） ~ 

于 1 们捆；J;l:!: ：～彩｜Le絮、絮）三裤脚｜腰里～着一条皮
带。＠〈方〉量用于捆起来的东西．一～干草。

另见＿1640 页 zh句 1641 页 zh6o

[:fL染】丽的n 0 ［：副一种染花布的工艺，染色
前先用线绳按一定的方式把织物扎起来，染色
后就会形成各种花纹，有单色和多色两类。＠

圈指扎染制品。

匣 i书〉＠［肌圈JL: t}t树三
了币）～，无枝可依。＠环绕：清渠～

庭堂。＠遍；满：～地｜～月（满一个月）。
E阻道l zadao 南］立交桥或高架路上下两条道
路相连接的路段，也指高速公路与邻近的辅路

相连接的路段。

E阻地E zadi 〈书〉巨型遍地；布满各处：柳荫～O

Pr币 za 圈。用嘴唇吸：～了一口酒。＠咂
旦旦嘴。＠仔细辨别（滋味）：他美美地～着
话梅的滋味。

E咂摸E za•mo （方〉圈仔细辨别（滋味、意思、

等）·～着酒的香味｜你再～～他这话是什么意
思。

[n匮JLl zar ＜口〉圈乳房。

E咂舌】 za;;she I到 Pli!i嘴：这里的发展速度之快
令人～。

[P厘嘴E za;; zuT （～儿）圈舌尖抵住上腾的前部
发出吸气音，表示稍攒、羡慕、惊讶、为难、惋惜等。

掺 za ＜书〉逼迫i～
另见 1631 页 zano

攒… za 见 1 页｛脆贼！
（腊）

, 
za （？丫）

杂（雄、糕、嗓） ~rn? ;it~~写
～草｜～技｜他看的书很～，哪方面的都有。＠

正项以外的s正式的以外的：～费｜～项｜～牌儿。

＠［司混合在一起；掺杂z 夹～！他～在人群中
混进了城｜草丛中还～有粉红色的野花。

E杂拌JL] zabanr 圈。掺杂在→起的各种干

果、果脯等。＠比喻杂凑而成的事物z 这个集

子是个大～，有诗，有杂文，有游记，还有短篇小

说。
E杂陈E zachen 圈错杂陈列或呈现z 五味～｜

书报纸稿～于几案。
E杂处】 zachu 圈来自各地的人在一个地区居

住z 五方～o

E杂凑l zacou 
起。

匮且不同的人或事物勉强合在一

E杂费l zafei 圈＠主要开支以外的零碎费
用．节约开支，减少～。＠学校向学生收取的
用于杂项开支的费用。

E杂感】 zag伯国＠多方面的零星的感想。＠

写这种感想的一种文体。

E杂：除】 zahui 圈。用多种菜合在一起始成的
菜。＠比喻杂凑而成的事物。

E杂活JL] z6hu6r ［寄零碎的工作；各种各样的
力气活儿。

E杂和菜E za•huocai 南把多种剩菜掺和在一
起的菜。

E杂和面JL] za• huomianr 圈掺少量豆类磨成
的玉米面儿。

E杂货】 zahuo

店｜～铺。

画各种零星的生活日用品2 ～

E杂记】 zaji 圈。零碎的笔记（多用于书名或

文章标题）＝学习～｜旅途～。＠记载风景、琐
事、感想等的一种文体。

E杂技】 zaji 强各种技艺表演（如车技、口技、顶
碗、走钢丝、狮子舞、魔术等）的统称。

E杂家】 zajia 圈。（ Z6Jia）先秦时期融会各

家学说而成一家之言的学派。＠指知识面
广，什么都懂一点儿的人。

E杂交E z6jiao 画不同种、属或品种的动物或

植物进行交配或结合。可分为天然杂交和人
工杂交、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远缘杂交和种

内杂交等。

E杂交种l z6jiaozhong 圈杂种①。

E杂居l z6ju 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在一

个地区居住。

E杂剧E z6ju 圈宋代以滑稽调笑为特点的→种
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

为主，有时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模子。每折用同

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
的《窦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
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每折也



不限用北曲。
E杂粮E zaliang IEl 稻谷、小麦以外的粮食，如
玉米、高梁、甘薯、豆类等。

E杂乱】 zaluan 圄多而乱，没有秩序或条理2
院子里～地堆着木料、砖瓦。

E杂乱无章】 zaluan-wuzhang 又多又乱，没有

条理。
E杂面E zamian IEl 用绿豆、小豆等磨成的粉或
用这种粉制成的面条儿。

E杂念】 zanian 画不纯正的念头，多指为个人
打算的念头．摒除～｜私心～。

E杂牌】 zapai （～儿）［固属性词。非正规的；非

正牌的z ～军｜～货。
E杂品】 zapln IEl 商业上指各种日用的零星物

仨3
口口。

E杂七杂八l zaqi-zaba 形容多而杂。
E杂探E zarou ［到指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

古今～。
E杂色l zase 圈＠正色以外的颜色。＠混杂
的多种颜色2 ～玻璃 i～卷毛犬。

E杂食】 zashi 0 圈属性词。以各种动物植物
为食物的．～动物。＠圈指多种类型的食

物：吃～有益健康。
E杂事l zashi （～儿）圈琐碎的事；杂七杂八的
事。

E杂书】 zashu 圈。科举时代指与科举考试无
直接关系的书籍。＠指与本人所学的功课或
专业元直接关系的书籍。

E杂耍E zashu凸（～儿）圈指曲艺、杂技等。
E杂税】 zashui 圈指在正税以外征收的各种各
样的税z 苛捐～o

E杂说】 zashuo 匾。各种各样的说法。＠
〈书〉零碎的论说文章。＠〈书〉正统学说以
外的各种学说。

E杂碎E za•sui 圈煮熟切碎供食用的牛羊等的
内脏z 牛～｜羊～。

E杂沓）（杂迷） zata 圃杂乱：门外传来～的脚
步声。

E杂谈E zatan [E.］内容广泛、不拘形式的谈话

或议论（多用于书名或文章标题）：百家～｜创
作～。

E杂文】 zawen IEl 一种散文体裁，不拘泥于某
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E杂务l zawu 圈专门业务以外的琐碎事务。
E杂物E zawu 函各种零星的物品。
E杂项E zaxiang 圈正项以外的项曰：～开支。

E杂忆l zayi 固不拘内容、形式的回忆（多用于

文章标题）：童年～！《报人生活～》。
E杂役】 zayi IEl 0 各种琐碎的差事或事务：干

杂咱砸昨灾 I za zai I 1627 I 

～｜靠在餐厅做～维持生活。＠从事杂役的圣王三
人：客店～｜在衙门卜。 雪主

E杂音E zayin 圈人和动物的心、肺等或机器装

置等因发生障碍或受到干扰而发出的不正常

的声音。

E杂院JL) zayuanr IEJ 有许多户人家居住的院

子。也说大杂院儿。

E杂症E zazheng 圈中医指内科的多种疾病，

也泛指各种疾病2 妇科～｜疑难～。
E杂志E zazhi 圈＠期刊：～社！报章～。＠
杂记①。

【杂质E zazhi IEl 某种物质中所夹杂的不纯的

成分。

E杂种E zazhong 匮JO 杂交而产生的新品种，
具有上一代品种的特征。也叫杂交种。＠骂
人的话。

E杂字E zazi 圈汇集在一起的各类日常用字

（多用于书名）：《农村四言～》。

口自 za 见下。
日（噜、恪） 另见 1631 页 z6n; 1632 
页 •zαn 。

【咱家】 zajia 四人称代词。我（多见于早期白
话）。

砸 za 圈＠用沉重的东西对准物体撞击；
沉重的东西落在物体上：～核桃｜～地基！

搬石头不小心，～了脚了。＠打破z 碗～了。
＠〈口〉（事情）失败z 事儿办～了｜戏演～了。

E砸饭碗E za fanwan 比喻使失去职业。
【砸锅E za;;guo ＜口〉圃比喻办事失败2 让他

去办这件事儿，准～。
【砸锅卖铁】 zaguo-maiti岳比喻把自己所有的
财物都拿出来。

【砸牌子E za pai•zi 指产品（多指名牌产品）由

于质量下降等原因而使品牌信誉受损。
E砸钱E za;;qian ＜口〉画不惜代价地大量投钱。

v za C-P丫）

咋 z凸〈方〉阴疑问代词怎g怎
(i:Q~、）么 z ～样 l～办｜你～不去？
另见 1637 页 ze; 1640 页 zhao

C二二豆豆｝－＝：C岳王二τ3

灾 面l 圈。灾害z 旱～｜
(*Jj二、我）水～1 防～｜救～｜～区！～

年｜这一带去年遭了～。＠个人遭遇的不幸z
招～惹祸｜没病没～。



I 162a I zδi- zai I 灾面哉栽仔载宰崽再

重矗 E灾变E zaibian 圈灾难和变故；灾害2 提高应

三三季 付各种～的能力。
E灾害E zaihai IEl 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对人和
动植物以及生存环境造成的一定规模的祸害，
如早、涝、虫、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战争、瘟
疫等。

E灾J患l zaihuan 圈灾害；灾难。
E灾荒］ zaihuang 圈因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
土地荒芜、物品严重缺乏等状况。

E灾祸E zaihuo 画自然的或人为的祸害。
E灾民】 zaimin 函遭受灾害的人。
E灾难】 zainan 固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重损

害和痛苦z ～深重｜遭受～。
E灾情l zaiqing IEl 受灾的情况2 ～严重。

E灾区l zaiqu IEJ 受灾的地区 z 支援～。
E灾归 zaiyang 圈灾难；祸殃。
E灾异E zaiyi 圈指自然灾害和某些特异的自
然现象，如水灾、地震、日食等。

简 zai !El 筒类化合物，类固醇的旧称。

哉 zai ＜书＞ l!W 0 表示感叹的语气：呜呼
哀～！｜快～此风！＠跟疑问词合用，表

示疑问或反语的语气：其故何～？｜如此而已，
岂有他～！

栽丽。画栽种＝～树｜～花。＠刷
上：～绒｜～刷子。＠圈硬给安上z ～赃｜

～上了罪名。＠（～儿）函栽子：桃～儿。＠
国摔倒；跌倒 z ～了一跤。＠〈方〉圃比喻失
败或出丑z 生意～了｜～了面子。

E栽跟头E zai g岳n•tou O 摔跤①；跌倒。＠比
喻失败或出丑。

E栽面l zaimian （～儿）〈方〉［到丢面子。
白我培E zaipei 圈＠种植，培养z ～水稻 i～果

树。＠比喻培养、造就人才z 感谢老师的～。
＠官场中比喻照顾、提拔。

E栽级］ zair6ng IEl 一种织物，把绒线织入以后

割断，再剪平，绒都立着。
E栽赃E zai;; zang 圈把赃物或违禁物品暗放

在别人处，诬告他犯法·～陷害。
E栽植E zaizhi ~把植物的幼苗种在土壤中．
～葡萄。

E栽种E zaizhong 圈种植（花草树木等）：～苹

果。
E栽子l zai •zi 圈供移植的植物幼苗：树～。

v 
z凸 i ( l7另）

仔汹＠同“崽”。＠〈方〉男青年2 月巴～
.J （体胖的男孩子）｜打工～。

另见 1731 页 zT;1734 页 zl 0 

载1 斗 Z凸i 年 2 一年半～ l 三年五～｜千
（载）～难逢。

载2 』 拍l 画记载；刊登：登～｜干I] ～｜
（载）转～1 ～入史册｜～于该刊第五

期。
另见 1630 页 zδIo

宰1 zai 0 主管；主持z 主～＠古代官
名．县～｜邑～。 8 CZ凸 i) IEl 姓。

宰2 z凸i 画。杀（牲畜家禽等）：屠～｜杀猪
～羊。＠〈方〉比喻向买东西或接受服

务的人索取高价：挨（ 6i ）～｜～人。

E宰割E zaig岳圈比喻侵略、压迫、剥削：不能

任人～。

E宰客】 z凸i11 ke ~副指欺骗、敲诈乘客、顾客等．
有的导游和商家串通起来～。

E宰人】 z凸i;; ren 画比喻向买东西或接受服务

的人索取高价z 卖得这么贵？太～了！
E宰杀】 zaisha p司］杀（牲畜、家禽等） ：禁止随意

～耕牛。
E宰牲节】 Z凸ish岳ng Jie 圈古尔邦节。

E宰相】 z凸ixiang 画我国古代辅助君主掌管国

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
E宰相肚里能撑船E z凸ixiang du 11 neng ch岳ng

chuan 形容人心胸宽广，能容忍、原谅别人。

也说宰相肚里好撑船。

E宰和tll zaizhi ＜书〉画统辖支配。
仨H zai ＜方〉圈。儿子。＠（～儿）幼小的

lill＇ 动物z 猪～儿。
E崽子E z凸i•zi IEJ 崽②（多用作骂人的话）。

、．

za1 
飞

( p9j) 

再 0 llID a）表示又→
（铃再、奖再）次（有时专指第二次）：

～版｜～接～厉｜一而～，～而三｜学习，学习，～

学习。［注重’表示已经重复的动作用“又”，表示
将要重复的动作用“再气如＝这部书前几天我
又读了一遍，以后有时间我还要再读一遍。 b)
表示更加：高点儿，～高点儿｜～多一点儿就好

了。 c）表示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怎样：学习～

不努力，就得留级了 1 离开车只剩半个钟头了，

～不走可赶不上了。，d）表示即使继续下去也
不会怎样：你～解释，他也不会同意的。 e）表
示一个动作发生在另一个动作结束之后2 咱
们看完了这个节目～走｜你把材料整理好～动

笔。 f）表示另外有所补充2 ～则｜～不然｜院子
里种着迎春、牡丹、海棠、石榴，～就是玫瑰和月



季。＠〈书〉再继续；再出现：青春不～｜良机
难～。 8 CZδ！）圈姓。

E再版E zoiban 圈（书刊）第二次出版。有时也

指第二次印刷。
E再保险】 zaib凸axion ［量保险人把原保险所
承担的保险业务的部分或全部再分给其他保
险人承保，以分担原保险的风险和责任。也叫

分保。
E再不】 zoi •bu ＜口〉庄重要不然z 我打算让老吴
去一趟，～让小王也去，俩人好商量。

E再次l zaici 圈第二次；又一次：～获奖 l～当

选会长。
E再度】 zaidu 圃第二次；又一次z 机构～调整｜
谈判～破裂。

E再犯E zaifan 0 ［司再次犯罪或犯错误＝如若
～，定当严惩。＠ [BJ 犯罪经判刑后又犯罪的

同一人。
E再会E zaihui 圈再见。

E再婚E zaihun 画离婚或配偶死后再结婚。
E再嫁E zaijia 画（妇女）再婚。
E再见】 zaijian 画画客套话，用于分子时，表示希
望以后再见面。

E再酿E zaijiao 巨型旧时称寡妇再嫁。
E再接再厉】（再接再硕） zoij i岳－zaili 一次又…
次地继续努力。

E再就业E zaijiuye 圃指下岗人员重新走上工

作岗位g 创造～机会。
E再三E zaisan 圃用在动词前或后，表示一次

又一次：～再四｜言之～｜考虑～｜～挽留｜～表
示谢意。

E再审l zaish岳n 圈。重新审查。＠法院发
现己经审理终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确有
错误时，依法重新审判。

E再生l zaish岳ng 圈＠死而复生。＠机体的
某一部分丧失或受到损伤后，重新生长。如创
口愈合，水媳被切成两段后长成两个水熄等。
＠对某种废品加工，使恢复原有性能，成为新

的产品 2 ～纸｜～橡胶｜～材料。
E再生产E zoish岳ngch凸n 圈指生产过程不断
重复和经常更新。有两种形式，即按原规模重
复的简单再生产和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的扩
大再生产。

E再生父母】 zaish岳ng furn心比喻对自己有重
大恩情的人，多指救命的恩人。也说重生父
母。

E再生水l zaish岳ngshui 函中水。

E再世E zaishi 0 圈来世。＠〈书〉［到再次在
世上出现p再生①z 华伦～。

E再衰三竭l zaishua卜sanjie 《左传·庄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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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形容士气逐主矗三
渐低落，不能再振作。 三壁三

E再说】 zaishu6 0 画表示留待以后办理或考

虑：这事先搁一搁，过两天～。＠画表示推进
一层：去约他，已经来不及了，～他也不一定有
工夫。

E再现】 zaixian 画（过去的事情）再次出现。

E再造】 zaizao 圈重新给予生命（多用来表示

对于重大恩惠的感激）：恩同～。
E再则E zaize 庄重表示更进一层或另外列举原

因、理由：兴修水利可灌溉农田，～还能发电
他学习成绩差，原因是不刻苦，～学习方法也不

对头。
E再者E zaizh岳画再则。

【再植】 zaizhi 圃通过手术，将机体上断离的

组织、器官等接合到机体上z 断指～ l残肝～。

在 zai 0 ~存在；生存：精神永～｜留得青
山～，不怕没柴烧！父母都～。＠画面表示

人或事物的位置z 我今天晚上不～厂里｜你的
钢笔～桌子上呢。＠画留在z ～职 i～位。＠

圈参加（某团体）；属于（某团体）：～党！～组

织。＠巨型在于；决定于·事～人为｜学习好，主
要～自己努力。＠“在”和“所”连用，表示强
调，后面多跟“不”：～所不辞｜～所不惜 l～所

不计｜～所难免。＠圆表示时间、处所、范围、

条件等．事情发生～去年 l～礼堂开会｜这件事
～方式上还可以研究｜～他的帮助下，我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圈正在：风～刮，雨～下｜姐
姐～做功课。

E在案】 zai' an 圈公文用语，表示某事在档案

中已经有记录，可以查考z 记录～。

【在编】 zaibian 圈（人员）在编制之内：～人员｜

他已退休，不～了。
【在册E zaice 圈（登记）在名册内 z 登记～l～

职工。

【在场E zaich凸ng 圃亲身在事情发生、进行的

地方z 事故发生时他不～｜当时～的人都可以
做证。

【在朝l zaichao 圈原指担任朝廷官职，后也

借指当政掌权2 向～者进言。
E在读l zaidu 圈正在学校或科研机构学习 z

～硕士研究生。
E在岗E zaig凸ng 画在工作岗位上g ～人员。

E在行l zaihang 圈（对某事、某行业）了解底

细，富有经验；内行①z 修电器他十分～｜做生
意我可不～。

E在乎】 zai• hu 画＠在于z 东西不～好看，而
～实用。＠在意s介意（多用于否定式），满不
～｜只要能学会，多学几天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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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E在即】 zaiji ［面（某种情况）在最近期间就要发

主主主 生z 毕业～｜大赛～。
E在家E zaijia 圈。在家里；在工作或住宿的
地方s没有出门。＠对僧尼、道士等“出家”而
言，一般人都算在家 2 ～人。

E在建E zaijian 圈（工程等〉在建设中 2 ～项

目。

E在教l zaijiao （口〉圈＠信仰某一宗教。＠
特指信仰伊斯兰教O

Z在劫难逃E zaijie-n6nt6o 命中注定要遭受祸
害，逃也逃不脱。现在借指坏事情一定要发
生，要避免也避免不了。

Z在理E zaill 圈合乎道理；有理z 老王这话说得
~ 。

E在内l zainei 圈在某一范围之内：我们所有
的同志，连我～，都要参加植树活动。

E在聘l zaipin 圈（人员）在聘用中 z ～期间，享
受单位规定的各项待遇。

E在谱JL] zaipur [!12] （说话）符合实际或公认的

准则：你看我说的～不～？

E在世l zaishi Q却活在世上2 当年的老人～的

不多了。

E在逃l zait6o [1Jj] （犯人或犯罪嫌疑人）逃走，

没有被捉到：～犯 i罪犯越狱～。
E在天之灵】 zaitianzhlling 尊称死者的心灵、

精神。
E在望E zaiwang 画＠远处的东西在视线以
内，可以望见：大雁塔隐隐～。＠（盼望的好事

情）即将到来，就在眼前：丰收～。

E在位E zaiwei 画＠屑于君主的地位；做君
主。＠居于官位，现多指居于某个领导岗位。

E在握l zaiwδ 画有把握；在手中 z 全局在胸，
胜利～。

E在下l zaixia ［萄谦称自己（多见于早期白
话）：先生过奖，～实不敢当。

E在先E zaixian 0 mill 时间或顺序在前：有言
～｜进攻队员犯规～，进球无效。＠圃从前g早

先：～我年纪小，什么事也不明白。＠圈』预
先：事先：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准备。

E在线l zaixian 画科学技术上指在某种系统

的控制过程中；计算机系统上指在互联网上。
E在心E zai;;xln 画留心；放在心上2 你说什么，

他都不～。

E在押E zaiya 圈（犯人或犯罪嫌疑人）在羁押

监禁中 z ～犯。

E在野l zaiy岳画原指不担任朝廷官职，后也借
指不当政z ～党。

E在业l zaiye 圈指已经参加工作；就业：～人

口｜～工人。

E在意E zai;;yi 画放在心上；留意〔多用于否定

式）·这些小事，他是不大～的。

E在于】 zaiyu 圈。指出事物的本质所在，或

指出事物以什么为内容：先进人物的特点～他

们总是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决

定于：去不去～你自己。
E在在】 zaizai （书〉圃处处2 ～皆是。

E在llRl zaizhi ［虱担任着职务z ～干部。
E在制品】 zaizhipln [BJ 正在加工，还没有完成

的产品。

E在座E zaizuo 画在聚会、宴会等的座位上，泛

指出席聚会或宴会。

载1 ~·－ zai 0 圃装载： ~~1～货｜汽
（载）车上～满了乘客。～誉归来。＠

运输工具所装的东西：卸～ l过～。＠充满

（道路）：风雪～途｜怨声～道。。 CZδi ）圈姓。

载2 ~－ zai ＜书〉又品～歌～舞。
（赣）另见 1628 页出。

E载波】 zaib6 圈在有线电和元线电技术中，把

不直接发射的低频信号加在高频电波上，以便
发出去，这种方法叫作载：皮。

E载畜量】 zaichuliang 圈指放牧期间，一定面

积牧地所担负放牧牲畜的头数。
E载歌载舞】 zaig岳－ zaiw心又唱歌，又跳舞，形

容尽情欢乐。

E载荷l zaihe 圈指作用在建筑物或构件上的

各种重量和外力。也叫荷载、荷重。

E载客l zaike 圈运载乘客：货运三轮车禁止

~ 。

E载送】 zaisong 国运载，运送2 ～旅客｜～货

物。

E载体】 zaitl ［每＠科学技术上指某些能传递
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如工业上用来
传递热能的介质，为增加催化剂有效表面，使

催化剂附着的浮石、硅胶等都是载体。＠泛
指能够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语言文字是信
息的～。

E载誉E zaiyu 圆满载荣誉：运动健儿～归来。

E载运】 zaiyun ［到运载：～量｜～货物。

E载重】 zaizhong 画（交通工具）负担重量：～

量｜～汽车｜一节车皮～多少吨？
俄山 zai 0 同载1 ”Czai)@o 8 ＜方〉

（载）置一只船装运的货物叫一傲。

篓（篓） ~~ 1（~）：；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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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zan 见下。

E精把E zan·b口圈青裸麦炒熟后磨成的面。吃

时用酥油茶或青裸酒拌和，捏成小团。是藏族

人的主食。

替中副＠由子：扁～｜玉～
（替）＠南］插在头发上：头上～了一

枝绒花。
E替子E zan•zi IBl 别住发害的条状物，用金属、

骨头、玉石等制成。

, 
zan Cl74) 

口自 zan 四人称代词。＠
日（噜、恪）咱们哥哥，～回家吧｜运
动员为～国家争了光。＠〈方〉我：～不懂他

的话。
另见 1627 页 ZO; 1632 页 •zan 。

E咱们E zan•men 同人称代词。＠总称己方
（我或我们）和对方（你或你们） ：～是一家人｜

你来得正好，～商量一下。［主静包括谈话的对
方用“咱们”，不包括谈话的对方用“我们气如·

我们明天参加义务劳动，你要是没事，咱们一
块儿去。不过在某些场合说“我们”也可以包括

谈话的对方。＠借指我或你：～是个直性子，
说话不会曲里拐弯（指我）｜～别哭，妈妈出去一
会儿就回来（对小孩儿说，指你）。

" zan ( l74) 

~（立移）另见黑页 43 : zan 斥

[-t多指E zanzhi 画用移子夹手指，是旧时的一

种酷刑。

Ct多子E zan•zi i组旧时夹手指的刑具。

咎 Z创制

塞却又i ie ＜书〉迅速辙。

嗜 zan （书〉＠附衔。＠町

攒 刷刷积聚币储蓄：积～｜
（攒、喷）盯在来的钱～起来。
另见223 页 cuano

越 刷刷（路）；快走（多见于早
（道）期臼话）：紧～了一程。

飞

zan ( l74) 

暂一～ zan 0 时间短（跟“久”相
（暂、长霆）对）：短～。＠［国暂时z

～停｜～住｜～行条例｜～不答复｜工作～告一段
落。

【暂缓E zanhuan 国暂且延缓z ～执行｜～一

时。
【暂且】 zanqi岳圈暂时；姑且：～如此｜这是后

话，～不提。

【暂时】 zanshi E回属性词。短时间的：～借
用｜～的困难｜因翻修马路，车辆～停止通行υ

【暂停】 zanting 画＠暂时停止z ～施工｜会议

～。＠某些球类比赛中指暂时停止比赛。
【暂星】 zanxing IBl 我国古代指客星。

【暂行】 zanxing IMl 属性词。暂时实行的（法

令规章） ：～条例。

整一 zan 0 画在砖石上凿；在金银
（罄）上刻： ~;Jtl ～字｜～金。＠签子；

窒JJ 。
【签刀E zandao IBl 雕刻金银用的小刀。

E辈子E za『i•zi 圈凿石头或金属的小凿子z 石

～｜油槽～。

结拖 J 山L ＿，中 山、 zan 0 帮助2
7巨Pr线先 养去去＠＠养当先飞
」尺飞：日、~~、 爵王J ～助。＠圈称

赞2 ～许｜～扬｜～一个｜～不绝口。＠旧时的

一种文体，内容是称赞人或物的：像～。
【赞不绝口l zanbujuelφu 赞美的话说个不停，

形容对人或事物十分赞赏。
【赞成］ zancheng 圈。同意（别人的主张或

行为）：～这项提议的请举手｜他的意见我不
～。＠〈书〉帮助使完成·～其行。

【赞歌E zang岳［萄赞美人或事物的歌曲或诗

文：唱～｜英雄～。
【赞丰Ll zanli O r功］旧时举行婚丧、祭祀仪式时

在旁宣读仪式项目。＠圈赞礼的人。
【赞美l zanm品i ［温称赞；颂扬：～金色的秋景｜

助人为乐的精神受到人们的～。
【赞美歌】 zanm岳ige 圈赞美诗。

【赞美诗l zanm岳ishi 圈基督教徒赞美上帝或

颂扬教义的诗歌。也叫赞美歌。

【赞何IJ zanpei 画称赞佩服：由衷～。
【赞赏E zanshang 圈赞美赏识：我十分～他那

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赞颂l zansong ［到称赞颂扬：～祖国的大好
河山。

E赞叹E zantan 画l 称赞z 演员高超的演技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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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E赞同】 zant6ng 南赞成；同意：全厂职工一致
～这项改革。

E赞许】 zanxu 画认为好而加以称赞：他的见
义勇为行动受到人们的～。

E赞扬】 zanyang 画称赞表扬：～好人好事｜孩

子们爱护公共财物的事迹受到了人们的～。
E赞语】 zany心圈称赞的话。
E赞誉l zanyu 画称赞g 交口～。
E赞助l zanzhu [1l!j] 帮助；支持（现多指拿出财

物帮助）：这笔奖金全部用来～农村教育事业。

哪 怕古地名，在今湖北老河口一
（鄙）带。
另见 223 页 Cu6n:228 页 Cu6 。

攒叫 zan （方〉画溅～了一身水
（潜）

1站住 zan 古代祭祀时用的玉勺子。
攒（璜）

·zan 

口自（噜、恪）
的合音。

(. f'l手）

• zan （方〉用在“这咱、
那咱、多咱”里，是“早晚”

另见 1627 页 z6: 1631 页 z6n 。

C二Z画i:f_ii::二」

Iii!+ m口赃款或赃物：贼
贝住（贼、 2期或）～I~，＿＿＇. I 退～｜贪～枉法。
盯庄车】 zangch岳圈通过贪污、受贿或抢劫、盗
窃等非法手段得来的车辆：追缴～。

盯庄官E zangguan 圈贪污、受贿的官吏。
U庄款】 zangkuan 圈通过贪污、受贿或抢劫、
盗窃等非法手段得来的钱：追回～。

似庄物J zangwu 圈通过贪污、受贿或抢劫、盗
窃等非法手段得来的物品。

脏 ι zan口固有尘士、汗渍污垢等；
（静）不干净～衣服。～话。
另见 1632 页 zango

U庄病l zangbing 圈性病的俗称。
U庄弹】 zangdan 圈贫铀弹。因其中放射性物
质会长期污染环境，损害人的健康，所以叫脏弹。

U庄话】 zanghua 圈下流的话：不说～。
U庄土l zangt心圈尘土、垃圾等。
口庄兮兮E zangxTxT （～的）〈方〉圈状态词。
肮脏、污浊的样子。

U庄字】 zangzi （～儿）圈粗俗下流的字眼JL:

说话别带～儿。

胖 zang ＜书〉母羊。

E样涧J Zanglφ 圈古代郡名，在今贵州境内o

U制丰】 zangzang （书〉圈草木茂盛的样子：
其叶～。
喊 zang O ＜书〉韧。＠（叫圈姓

〈古〉又同“藏”c6ngo

E减否E zangpi ＜书〉圃褒贬；评论：～人物。

v 
zang ( F'尤）

姐（阻）
z凸ng ＜书〉壮马，骏马。

[!J且偿】 zangkuai （书〉圈马匹交易的经纪人，

泛指经纪人。

、

zang ( F'尤）

脏一 zang 内脏：心～｜肾～｜五～六
（脯）腑。 u
另见 1632 页 zδngo

U庄腑E zangf心圈中医对人体内部器官的总

称。

U庄器】 zangqi IEl 医学上指胃、肠、肝、脾等内

脏器官。
类 zang 0 （书〉壮大。用于人名，虫日唐

和尚玄类0 8 （方〉圈说话粗鲁，态度生
硬2 他说话可～了，动不动就发脾气。

另见 1725 页 zhu凸ng 。

葬斗 zang 0 圈掩埋死者
（费、雪）遗体埋～｜安～｜他的亲

人就～在这里。＠泛指依照风俗习惯用其他
方法处理死者遗体：火～｜海～。

E葬礼】 zangli 函殡葬仪式：举行～。
E葬埋l zangmai 画埋葬。
E葬身】 zangsh岳n i到埋葬尸体：死无～之地。

～鱼腹｜敌机～海底。
E葬式】 zangshi 圈处理死者遗体的方式，如士
葬、火葬、海葬等。

E葬送E zangsong 圈断送z 封建的婚姻制度不
知～了多少青年的幸福。

藏1 zang 0 储存大量东西的地方z 宝～
＠佛教或道教等的经典的总称：道～｜

大～经。
〈古〉又同“脏（脯）”。

藏2 Zang o 圈指西藏2 ～香 l 青～铁路。
＠藏族z ～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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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藏传佛教l Zangchuar卜 F6jiao 流行在我国西
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的佛教。是公元 7 世
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后，结合当地固有的

宗教成分和人文地理环境~渐形成的，又经藏
族地区传播到蒙古、不丹等地。俗称喇嘛教。

E藏红花E zangh6nghua 圈＠多年生草本植

物，叶子细长，鳞茎球状。花淡紫色，可入药。
原产欧洲。由西藏传入内地，所以叫藏红花。

＠这种植物的花。
E藏蓝E zangl6n 睛蓝中略带红的颜色。
E藏历】 Zang Ii 圈藏族的传统历法，是唐代从

内地传过去的。基本上跟农历相同，但为了使
十五那天一定是月圆以及宗教上的理由，往往
把某一天重复一次，或把某一天减掉，例如有
时有两个初五而没有初六等，即所谓“重日”和

“缺日”。藏历用五行和十二生肖纪年，如火鸡

年、土狗年。

E藏历年】 zanglini6n IBl 藏历正月初一，是藏

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其间举行赛马、射箭、赛
牛毛牛、跳锅庄舞、演藏戏等娱乐活动。

E藏玲】 zangling 圈哺乳动物，体长约 1. 2 米，

尾短而尖，雄的有角，长而侧扁，很直。毛浅红
棕色，厚而密，腹部白色，四肢浅灰白色。生活
在青藏高原，常成群活动。通称藏玲羊。

E藏玲羊l zanglingy6ng IBl 藏玲的通称。

E藏青E zangqing Ifill 蓝中略带黑的颜色。

E藏青果】 zangqinggu凸 IBl i可子ChezD 。

E藏戏E zangxi IBl 藏族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

西藏地区。
E藏香l zangxiang 圈西藏一带所产的一种线
香，用檀香、芸香、艾等原料制成，颜色有黑、黄
两种，藏族用来敬佛。

E藏药E zangyao 函藏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

为最多。

E藏医E zangyi I事。藏族的传统医学。＠用

藏族传统医学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

E藏原玲E za「igyu6nling 圈哺乳动物，体长约

1. 1 米，尾很短，雄的有角，向上向后弯曲，末端
又向上，有横梭，毛灰褐色。生活在高原和荒

漠、草原上。
E藏族E Zang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

西藏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

〔＿？_?l_QiJ~垒］」

、重lrl zoo ［到遇到（事情，多指不幸或不利

』主主的）：～难 1～殃｜～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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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信2 zoo （～儿）［雪＠回；次：一～生，两～熟｜量主三三
Aξ主 一个人出远门，我还是第一～。＠周；圈JL：王三三
用绳子绕两～｜跑了一～儿。

E遭逢】 zaofeng I动l 碰上；遇到u：～盛世｜～不

幸。
E遭际l zaoji ＜书〉＠圈境遇；经历o ＠圈遭

遇①z ～艰危。
Z遭劫E zao;;jie 画遇到j灾难。

E遭难E zao11nan 画遭遇灾难；遇难。

E遭受E zaoshou 圈受到（不幸或损害）：～打

击｜～失败 1 身体～摧残。

E遭殃E zao;;y。ng 画遭受灾殃。

E遭遇】 zaoyu O 圈碰上；遇到（敌人、不幸的
或不顺利的事等）：我军先头部队和敌人～了｜
工作中～了不少困难。＠圈遇到的事情（多

指不幸的）．悲惨的～｜童年的～。

E遭遇战E zaoyuzhan IBJ 敌对双方在行动中不

期而遇发生的战斗。
E遭罪】 zao;;zui 圈受罪。

糟 zoo 缸棚剩下的醋。＠圈用酒
或糟脂制食物：～肉｜～鱼。＠圈腐烂g

腐朽：木头～了。。圈指事情或情况坏：事
情搞～了｜他身体很～，老生病。

E糟改E zao•g凸 i （方〉画讽刺挖苦；戏弄。
E糟糕E zaogao ＜口〉圈指事情、情况坏得很z

真～，把钥匙锁在屋里，进不去了。
E糟害E zao·hai ＜方〉圃糟蹋损害，多指禽兽糟
蹋庄稼等。

E糟践】 zao·jian 擅自糟蹋：别～粮食｜说话可不

要随便～人。

E糟糠】 zaokang 圈酒糟、米糠等粗劣食物，旧

时穷人用来充饥z ～之妻。
E糟糠之妻】 zaokangzhiqi 指贫穷时共患难的
妻子。

E糟柏】 zaopo IBl 酒糟、豆渣之类的东西，比喻

粗劣而没有价值的东西＝弃其～，取其精华。
E糟踏E zao·ta 同“糟蹋”。

E糟蹋l zao·ta 画＠浪费或损坏：这阵大风～

了不少果子 i 小心剪裁，别把料子～了。＠蹂
躏，特指奸污。｜｜也作糟踏。

E糟心】 zaoxl"n 圃因事情或情况坏而心烦z 偏

偏这个时候车又坏了，真～。

, 
zoo ( -p么）

凿1 z6o 0 凿子：扁～！圆～＠
（墨） 圈打于L；挖掘 z ～井｜～一个窟

窿。＠（旧读 ZUO）（书〉卵眼·方丰1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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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2 … zoo 峨山〈书〉明确4
（罄）实：确～o

E凿壁偷光E zaobi touguang 西汉匡衡家中贫

穷没钱买灯烛，他在墙壁上凿个洞借邻居家的
烛光读书（见于《西京杂记》）。后用来形容学
习勤奋刻苦。

E凿空l zaokong （旧读 zuokong) （书〉圈穿

凿z ～之论。
E凿梢E zaorui C旧读 zuorui)（书〉圈。凿是

卵眼，树是棒头，凿梢相应，比喻彼此相合。＠
圆凿方梢的略语，比喻格格不入。｜｜也说构
凿。

E凿岩机l zaoyanjl 圈在岩石中凿孔用的风动

工具，利用压缩空气等做动力使活塞往复运

动，冲击针子。多用于打炮眼。用压缩空气做

动力的凿岩机也叫风钻。
E凿凿】 zaozao Cl日读 zuozu凸）〈书〉圃确切；

确实：言之～ i～有据。
E凿子E zao•zi 圈子工工具，长条形，前端有刃，
使用时用重物砸后端。用来挖槽、打孔或加工
石料。

" zao （？么）

早 z凸0 0 IEl 早晨2 清～ l～饭 i 从～到晚。
＠圃时间在先的z ～期｜～稻。＠圃比

一定的时间靠前：～熟｜～婚｜你～点儿来｜忙什
么，离开演还～呢。＠圈问候的话，用于早晨

见面时互相打招呼2 老师～！＠圃表示事情

的发生离现在已有一段时间；早已 z 他～走了｜
这件事我们～商量好了。 0 CZ凸o）圈姓。

E早安E zao'an 圈问候的话，用于早晨第一次
见面时（多见于翻译作品）。

E早班】 z凸oban c～儿）圈早晨工作的班次z 上
~ 。

E早半Bi句JL] zaobanshang r （方〉圈早半天儿。
E早半天JLl zaobantianr ＜方〉圈中午以前止
午。也说早半晌儿。

E早餐E zaocan 圈早饭。

E早操E zaocao 圈早晨做的体操。
E早茶l zaocha 圈早晨吃的茶点：粤式～。
E早产E z凸och凸n 画怀孕 28 周后，胎儿尚未足
月就产出。多由孕妇子宫口松弛、胎膜早破或
患严重疾病等引起。

E早场】 z凸och凸ng 圈戏剧、电影等在上午演出

的场次。
E早车E zaoche IEJ 早晨开出或到达的火车。
E早晨E z凸o• chen 圈时间词。从天将亮到八

九点钟的一段时间。
E早出晚归E zaochu-wanguT 出去得很早，因

来得很晚，形容辛勤劳作。

E早春】 z凸ochun 圈春季的早期；初春。

E早稻E zaodao IEl 插秧期比较早或生长期比
较短、成熟期比较早的稻子。

E早点l zaodian IEl 早晨吃的点心s早饭。

【早饭E z凸ofan 圈早晨吃的饭。

E早慧E zaohui 圈（少年儿童）智力提前发育z

～儿童。

E早婚E zaohun 圃身体未发育成熟或未达到

法定结婚年龄而结婚。
E早恋E zao/ian 画过早地谈恋爱。

E早年E zaonian 圈＠多年以前；从前g ～这

里不通火车。＠指人年轻的时期．～丧父。
E早期］ zaoqT iEJ 一个时代、一个过程或一个人

一生的最初阶段．清代～｜注意～病人的治疗｜

他～的作品，大多描写农村生活。

E早期白话’ z凸oqT baihua 指唐宋至五四运动

前口语的书面形式。

E早秋】 zaoqiu 圈秋季的早期号初秋。

E早日E zaori 0 圃早早儿；时间提早＝～完工 i
祝你～恢复健康。＠圈从前；先前z 他人老
了，也失去了～的那种威严了。

E早上E z凸o•shang 圈时间词。早晨。

E早市E zaoshi IEJ 0 早晨做买卖的市场z 逛

～。＠早晨的营业：一个～有三千元的营业
额。

E早熟E z凸oshu E回＠农作物生长期短，成熟

较快：～品种。＠指人的生理、心理成熟较
早。＠生理学上指由于脑上体退化过早，引

起生殖腺过早发育，从而使生长加速，长骨和
骨能Chou）提早融合。早熟儿童常比同龄儿

童长得高，但到成年时，长得反而比常人矮。
E早衰】 zaoshuai E荫（生物体）过早衰老。
E早霜E z凸oshuang 强晚秋霜期开始阶段出现

的霜。
E早退E zaotui 圃（工作、学习或参加会议）未
到规定时间提前离开＝上班不得随意迟到～。

E早晚E z凸OW徊。圈早晨和晚上·他每天～
都练太极拳。＠国或早或晚z 这事瞒不了人，

～大家都会知道的。＠〈方〉圈时候2 多～
（多咱）｜他一清早就走了，这～多半已经到家
了。＠〈方〉圈指将来某个时候z 你～上城里

来，请到我家里来玩儿。

E早霞l zaoxia 圈朝霞。

E早先E z凸oxian 圈以前；从前2 看你写的字，

比～好多了。
E早已】 z凸oyl 0 圈很早已经F早就z 你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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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我～给你准备好了。＠〈方〉圈早先；以｜ ～。

前·现在大家用钢笔写字，～都用毛笔。 IC皂白E zaobai !El 黑白，比喻是非 z ～不分。
E早育E zaoyu 画过早地生育。 I ,J..-t. zoo o 圆周砖、坯、金属等制成
E早早E z凸ozao （口语中多儿化，读 zaozoor）门应（窜）的生火做饭的设备2 炉～｜煤气～｜
圈＠很早：今天开学，孩子～就起床了。＠｜ 用石头垒了一个～。＠借指厨房2 下～。＠

早点JL;赶快z 要来，明天～来｜决定办就～办，别 l 指灶神 2 祭～｜送～。
拖着。 I e;吐火） zoo• huo ＜方〉画＠厨房。＠灶①z

E早造】 z凸ozao 回收获期较早的作物。 I ～上蒸了一锅饭。
于封－」 zoo 圈＠枣树，落叶乔木，幼校 I e;址具E zoo ju 圈做饭菜的炉灶及相关器具3
号子（襄）上有成对的刺，叶子卵形或椭圆｜ 检修～。
形，花黄绿色。结核果，暗红色，卵形、椭圆形 I e;吐君E Z冶ojun 圈灶神。
或球形，昧甜，可以吃，也可入药。＠（～儿）这 I e;吐神E Zδoshen 圈民间在锅灶附近供的神，

种植物的果实。 8 CZ凸O）姓。 | 认为他掌管一家的祸福财气。也叫灶君、灶王
E枣红E z凸oh6ng ［霸像红枣儿的颜色o | 爷。参看 619 页【祭灶］ o

E枣泥E z凸oni iBl 把枣儿煮熟后去皮去核儿捣烂 I rn:台E zaotai 圈。锅台。＠泛指灶z 围着

制成的泥状物，做馅儿用：～月饼。 | ～转（指做饭）。
E枣子】 z凸o•zi ＜方〉圈枣②。 I e;检膛E zoo tang 圈灶内烧火的地方。

蚤 zoo 跳蚤 ｜阻】 za…〈方〉圈剧。
〈古〉又同“早”。 I e;吐王爷E Zao·wangye 圈灶神。

也且 z凸o 洗（身体） ：洗～｜擦～｜～盆。 I e;吐犀E zaowu ＜方〉圈厨房。
~ I L白 zoo ＜方〉山拗（多用于地名）：竹山～｜新
E澡盆） zaopen !El 洗澡用的盆。 ｜户口屋～（都在湖南）。
E澡堂E z凸otang 圈供人洗澡的地方（多俨营｜口白 zoo 见 861 页！ 11!罗吨l 0 

业性的）。也在翩。也叫澡堂子。 曰 1~宅（啤）
[l呆塘］ zaot6ng 0 画浴池①。＠同“澡堂”。 ｜二些主1 zoo 0 周l 做；制作2 创～｜建～｜～船｜
澡 z凸0 剖问前下垂的装饰品用彩色｜且～纸！～预算｜～名册归假编5捏造z

丝线穿起来的成串的玉石。 | ～谣。＠〈方〉画元节制地吃喝或花用（钱
藻 z凸0 町藻类植物：水～l海～町｜ 物）：就这么几个钱，早让他～完了＠

泛指生长在水中的绿色植物，也包括某些｜ czao）画姓。
水生的高等植物，如金鱼藻、狸藻等。＠华丽 I~丘二2 zoo 0 ＜书〉前往；到：～访 l登峰～极。
的文辞·辞～。 o czaoll每姓。 睛旦＠〈书〉（学业、技艺等）达到的程度；成

E藻花E z凸ohuo !El 水华。 | 就：～诣。＠〈书〉培养：深～｜可～之才。＠
E藻井） zaojf吨 IBl 宫殿、厅堂的天花板上的装 l 〈方〉农作物的收成：早～ l 晚～。＠〈方〉画
饰，为方形、圆形或多边形，向上凹进呈井状，｜ 农作物收成的次数＝一年三～皆丰收。
有彩色雕刻或图案。 ｜二些二3 zoo 指相对两方面的人，法院里专用于

E藻类植物E zaolei zhiwu 植物的一大类，由单｜ λ.！；；；！.. 诉讼的两方z 两～｜甲～。
细胞或多细胞组成，通过细胞分裂、子包子或两 I l造册】 zaoce 画编制名册、表册＝登记～。
个配子体相结合进行繁殖。植物体没有根、 I l造成E zaocheng ®］引起；形成（多指不好的
茎、叶的分化，绝大多数是水生的，极少数可以｜ 结果）：地震～严重损失 l 乱收费～的影响很
生活在陆地的阴湿地方。主要有红藻、褐藻、｜ 坏。
绿藻、蓝藻等。 I l造次E zaoci ＜书〉圈。匆忙3仓促 2 ～之间。

E藻饰E zaoshi （书〉画修饰（多指文章）：词句｜ ＠鲁莽：轻率：～行事｜不可～。
朴实无华，不重～。 I l造反】 zao;;f凸n 圈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

、

zao （？么）

皂（年） ：；，~也；：；立 1:

E造访E zaofang ＜书〉圃拜访＝登门～。
E造福】 zaofu 富国给人带来幸福：～后代！为人
民～。

E造化E zaohua ＜书〉＠固自然界的创造者，
也指自然。 8 ll;Di 创造，化育。

E造化E zao•hua 圈福气；运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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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造假】 zaoji凸圈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摧毁～

窝点。
E造价l zaojia 圈房屋、铁路、公路等修建的费

用或汽车、轮船、机器等制造的费用＝降低～｜
～低廉。

E造就E zaojiu 0 圈培养使有成就：～人才。

＠臣E 造诣；成就（多指青年人的）：在技术上

很有～。
险句E zao11 ju 画把词组织成句子。

脏林】 zao;;lin E司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种植树

苗，培育成为森林。
险孽】 zao11nie 画佛教用语，做坏事（将来要

受报应）。也说作孽。
E造神l zao;;shen 圈人为地把某人或某物当

作神来看待：邪教通过～欺骗信众。
险市】 zaoshi 圈人为地制造市场氛围以吸

引顾客、资金等z 在销售淡季，商家以打折促销

~ 。
E造势E zaoshi 圈制造声势2 利用广告为新产

口
口口’v 。

E造物l zaowu 圈古人认为有一个创造万物

的神力，叫作造物。

E造物主E zaowuzh心圈基督教徒认为上帝创
造万物，因此称上帝为造物主。

E造像E zaoxiang IEl 用泥、石膏等塑成或用石

头、木头、金属等雕成的形象。
E造形l zaoxing 同“造型”①②。

脆型E zaoxing 0 国创造物体形象：～艺

术。＠函创造出来的物体的形象：这些玩具
～简单，生动有趣。｜｜也作造形。＠圈制造
砂型。

E造型艺术l zaoxing yishu 占有一定空间、构
成有美感的形象、使人通过视觉来欣赏的艺
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也叫美术。

E造血E zaoxue [Z;lj] 0 机体自身制造血液。＠

比喻部门、单位、组织等从内部挖掘潜力，增强
自身实力＝增收节支，强化企业的～机能。

E造谣E zao;;y6o 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

造消息，迷惑群众：～生事｜～中伤。
E造诣E zaoyi 圈学问、艺术等所达到的程度2

～很高。
E造影E zaoying 圈通过口服或注射某些 X射

线不能透过的药物，使某些器官在X射线下显
示出来，以便检查疾病z 幸贝餐～。

脆作E zoo. zuo Ifill 做作z 矫揉～。

叼吐 zao 见下。
11口

E髓健E zaozao （书〉圈忠厚诚恳的样子。

U.I. .... zao o ＜书〉虫或鸟叫：如｜
呆得 操）鹊～｜群鸦乱～。＠大声叫嚷：
1吉～。＠〈书〉（名声）广为传扬．名～一时｜声

名大～。
E噪声】 zaosheng 圈＠在一定环境中不应有

而有的声音，泛指嘈杂、刺耳的声音。旧称噪
音。＠电路或通信系统中除有用信号以外所
有干扰的总称。

【噪声污染】 zaosheng wuran 干扰人们休息、

学习和工作的声音所造成的污染，多由机械振

动或流体运动引起。安静环境中，约 30 分贝
的声音就是噪声，超过 50 分贝，会影响睡眠和

休息，90 分贝以上，会损伤人的听觉，影响工
作效率，严重的可致耳聋或诱发其他疾病。

E噪音】 zaoyTn IEl 0 音高和音强变化混乱、听
起来不和谐的声音。是由发音体不规则的振
动而产生的（区别于“乐音勺。＠噪声①的旧

称。

篷 zoo （书〉副的；附属的 z ～时妾）。

，~ifl, zoo 圆缺少水分厅燥：～热｜山高地～｜
／咧℃天气大～。

E燥热E zaore Ifill （天气）干燥炎热．这里冬季
干冷，夏季～。

碾 zao 用于地名：～口｜～里｜～下（都在江
西）。

果 za。因性急；不冷静z 烦～｜急～ i 不骄
不～｜性子～。

E躁动】 zaodong 圈。因急躁而活动＝一听这

话，心中顿时～起来，坐立不安。＠不停地跳
动z 胎儿～。

, 
ze < l7古）

田 ri I ze o 规范＝准～ i 以身作～。
则（别）＠规则：总～｜细～｜法～。＠
〈书〉效法。＠画用于分项或自成段落的文

字的条数．试题三～｜新闻两～｜寓言四～。＠
CZe）圈姓。

mrr2 ze （书〉＠圈 a）表示两事在
贝~ （别）时间上相承g 每一巨弹堕地，～
火光迸裂。 b）表示因果关系：物体热～胀，冷

～缩。 c）表示转折关系：欲速～不达。 d）表

示对比2 这篇文章太长，另一篇文章～又过短。

ω用在相同的两个词之间表示让步：好～好，只
是太贵。＠圃用在“ 、二（再〉、三”等后面，列

举原因或理由：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
一～力乏，二～脚痛，三～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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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肚子饿，四～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 l E择期】 zeql ［到选择日期＝～完婚。 主矗重
忙。＠是；乃是：此～余之过也。 ｜【择善而从E ze曲巾’自rc6ng 《论语·述而》：“三三三三

E则声E zesheng ［副作声2 不敢～。 |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责干 ze 0 责任：职～ l 负～ j尽～｜专！ 制改之。，，后来用择善而从”指采纳正确的

（责）～｜保卫祖国，人人有～。＠要求 l 意见或选择好的方法加以实行。
做成某件事或行事达到一定标准：～成 l求全 I c择校】 Z缸iao 阉（学生）选择学校入学。
～备l～人从宽，～己从严。＠访问；质问：～｜【择业】 zeye 圈选择职业：自主～。
问｜～难。＠责备：斥～。 I E择优E zey归国选择优秀的．～录取。

〈古〉又同“债” zhoi 。 ｜阿仨 ze ＜书〉咬住。
E责备】 zebei 画 ·i'tt评指摘：受了一通～｜～他｜口 r 另见 1627 页 z句 1640 页 zha 。
几句就算了。 ｜【咋舌l zeshe （书〉圈咬着舌头，形容吃惊、害

E责编E zebian 圈责任编辑的简称。 | 怕，说不出话：闻者～。
E责成E zeche咱自剥指定（专人或机构）负责办、：Ji:: ze O ＜书〉狭窄：～狭。 8 (Ze）圈姓。
好某件事·～公安部门迅速破案。 ｜产J.....

~；；:r, ；~~ ，：：；~；m打。 （泽（潭）艾山吃~：j(:1~ 'il'lill ~~ I ：~ 
E责怪】 zegl启l 画责备；埋怨2 是我没说清楚，｜ 属、珠玉等的光：光～｜色～。＠恩惠恩～｜
不能～他。 I ～及枯骨（施恩惠及于死者）。 0 (Ze）圈姓。

｜【泽国E z岳阳。〈书〉圈＠河流、湖泊多的地区：E责令】 zeling 画命令（某人或某机构）负责做｜ 日
| 水乡～。＠受水淹的地区z 沦为～。

成某事：～有关部门查清案情。 | 
' ［泽兰l zel6n ~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圆

E责骂l zema WJJ 用严厉的话责备z 父亲～了

他一顿。
E责难】 zenan 圃指摘非难：备受～。

E责任l zeren 圈。分内应做的事：尽～。＠
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

形，边缘像锯齿，花白色或带紫色，有香气。茎
叶可提帘j芳香油。

啧→ ze 0 （书〉争辩。＠回形容
（啧）咂嘴声。

E啧有烦言E zey凸uf6ny白n 很多人说不满意的

E责任编辑E zer白n bian· ji 出版部门负责对某｜ 话。I l啧啧】 zeze 阻费。形容咂嘴或说话声：～称

失：～人i～状｜追究～。

一稿件进行审读、整理、加工等工作的编辑人｜
I 羡 l人言～。＠〈书〉形容鸟叫的声音：雀声～。

员。简称责编。
E责任感E zerengiin 画自觉地把分内的事做

好的心情。也说责任心。
E责任事故】 zeren shigu 由于工作上没有尽到
责任而造成的事故。

E责任心E zerenxln 函责任感。

E责任制l zerenzhi 圈各项工作由专人负责，
并明确规定责任范围的管理制度。

E责问E zewen 画用责备的口气问：厉声～。
E责无旁贷】 zewup6ngdai 自己的责任，不能
推卸给别人（贷：推卸）。

E责有攸归】 zey凸uyougul 责任各有归属（推卸

不了）。

择｝叫挑选：选～｜～善而从 l 饥
（撵）不～食｜两制～其一。 8 (Ze) 

~姓。
另见 1643 页 zh61 。

E择吉E zeji 圈指为办喜事或办丧事挑选好日

子：～迎娶。

E择交E zejiiio ~面选择朋友t 慎重～。

E择偶E ze ’ω 圆选择配偶。

愤 ι ze 古代的一种头巾。
（帽）

窄 Ze 圈姓。
另见 1755 页 zu6 。

昨 Z岳见下。

E舵直孟l zem昌ng 〈书〉圈小船。

簧中 Z在〈书〉床席。
（营）

鱼 j ze 用于地名 z ～鱼涌（在香港）。
-,A.IC侧）另见 1638 页 z岳 i0
颐卢 ze ＜书〉翩翩t 帐棚。

（踵）
.d:耸 ze （书〉咬。
茵茵（醋、：由非）

飞

ze c l7古）

仄1 叫狭窄z 逼～＠咀不安2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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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仄2 ze 指仄声。

, 

E仄声】 zest恰ng 固指古汉语四声中的上‘去、

人兰声（对“平声”而言）。

反 ze ＜书〉太阳偏西。

侧（侧） ~见＜~~ ~“~；·； 642 页劝

, 
zei ( l7飞）

贼→ Z在iO 圄偷东西的人＠做大
（跋）坏事的人（多指危害国家和人民的

人）：工～｜卖国～。＠邪的s不正派的z ～心 l

～眉鼠NKI～头～脑。 o~圈狡猾z 老鼠真～。

＠〈方〉圃很；非常．～冷｜～亮 l ～好。。

〈书〉伤害．成～。

E贼风J zeif岳ng 圈指从檐下或门窗缝隙中钻

进的风。

E贼喊捉贼l zeihanzhuozei 自己是贼还喊叫

捉贼，比喻为了逃脱罪责，故意混淆视听，转移

目标。

E贼寇E zeikou ［望强盗，也指入侵的敌人。

E贼溜溜E zeiliuliu （～的）圃状态词。形容眼

睛东张西望，行为鬼祟的样子。

E贼眉鼠眼E zeimei sh凸van 形容神情鬼鬼祟

祟。

E贼去关门】 zeiqu-guanmen 贼走关门。

E贼人E zeiren [BJ 0 偷东西的人。＠干坏事

的人。

E贼死E zeisT ＜方〉［司用作补语，表示程度极

深，使人难于忍受z 累得～｜气了个～。

E贼头贼脑E zeit6u-zein凸o 形容举动鬼鬼祟
目主
2可飞。

E贼心E zeixln [BJ 做坏事的念头；邪心＝～不

死。

E贼星E zeixlng 圈流星①的俗称。
E贼眼l zeiyan [BJ 神情鬼祟、不正派的眼睛。

E贼赃E z岳1zang 圈盗贼偷到或抢到的财物：

搜出～o

E贼子E zeizT ＜书〉圈危害国家、残害百姓的坏

人z 乱臣～。

E贼走关门E zeizou-guanmen 比喻出了事故

才采取防范措施。也说贼去关门。

It. lrl zei 见 1380 页【乌侧lo

眼四（侧）另见 1637 页元

、4

zen ( -Plr ) 

户口 zen 〈口〉圆疑问代词。怎么：你～不早
J~＼ 说呀？｜任务完不成，我～能不着急呢？

E怎地E z岳n•di 同“怎的”。

E怎的E z岳『1 •di ＜方〉困疑问代词。怎么；怎么
样：大哥～不见？｜我偏不去，看你能把我～？
也作怎地。

E怎么E zen•me 困疑问代词。＠询问性质、

状况、方式、原因等2 这是～回事？｜这个问题
该～解决？｜他～还不回来？＠泛指性质、状
况或方式：你愿意～办就～办。＠虚指性质、

状况或方式2 不知道～一来就滑倒了。。有
一定程度（多用于否定式）：这出戏他刚学，还
不～会唱（＝不大会唱）。

E怎么样E z品n·meyang 回疑问代词。＠怎样。

＠代替某种不说出来的动作或情况（多用于
否定式或反问句，比1i说委婉）：他画得也并不
～（＝并不好）｜那是他一时的糊涂，也不好～他
（＝责罚他）｜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又能～？

E怎么着E z岳n• me• zhe I翘疑问代词。＠询问

动作或情况：你想～？｜我们都报名参加了，你
打算～？｜她半天不作声，是生气了还是～？＠
泛指动作或情况：一个人不能想～就～。

E怎奈l z品nnai E量无奈（多见于早期臼话）。

E怎样E z品nyang 圆疑问代词。＠询问性质、

状况、方式等z 那是～的一篇小说？｜你们的话
剧排得～了？｜这两项工作～衔接？＠泛指性

质、状况或方式：要经常进行回忆对比，想想从
前～，再看看现在～｜人家～说，你就～做。｜｜
也说怎么样。

、

zen ( -Plr ) 

潜（捂） zen 〈书〉诬陷；中伤2 ～言。

曲
目

仁二蚕豆豆~

Z岳ng 0 指中间隔两代的亲属关系z ～

祖｜～孙。 8 CZ邑ng）圈姓。

〈古〉又同“增”。

另见 133 页 c岳吨。

E曾孙E z岳ngsun I望孙子的儿子。

E曾孙女E zengsun. nu （～儿）圈孙子的女儿。
E曾祖E z岳ngzu 圈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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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曾祖父E zengzufu ~祖父的父亲。
E曾祖母】 zengzum凸［割祖父的母亲。

曾R Zeng 周朝国名，在今山东兰陵县u

ι市先 z岳ng 0 画增加；增长z ～高｜～强｜～兵｜
，，，，..曰有～无减｜产量猛～。 8 CZ邑ng）圈姓。
E增补l zengbu』画加上所缺的或漏掉的（人
员、内容等）；增添补充：～本｜～人员。

E增仓E z岳ng;;ciing 画指投资者增加仓位：适
量～。

E增产l z岳ng11 chan I到＠增加产量2 一亩地
～ 60 公斤麦子。＠增加生产：努力～｜～节
约。

E增持E z岳ngchi ［量投资者增加股票、债券等的
持有量：～股份。

E增大E zengda 画使由小变大；:!Jo大g 涨幅～｜

～扶贫力度。
E增订E zengding INll 增补手j]修订（书籍内容） : 

～本。
E增多l z岳ngduo 画数量比原来增加2 轻工业
产品日益～。

E增幅E zengfu 圈增长的幅度z 产值～不大。
E增高l zenggiio 圈。增加1高度：身量～｜水
位～。＠提高z ～地温。

E增光E z岳ng11guiing G动l 增添光彩：为国～o
E增辉l z岳nghui 圈增添光彩z ～生色。
E增加E zengj iii ［动j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多＝～
品种｜～抵抗力｜在校学生已由八百～到一千。

E增进E z岳ngjin 画增加并促进：～友谊｜～健
康｜～食欲。

E增刊l z岳ngkiin 圈报刊逢纪念日或有某种需

要时增加的篇幅或另出的册子2 新年～｜国庆
~ 。

E增强l z岳ngqiang 画l 增进： :!Jo强 z ～体质｜～
信心｜实力大大～。

E增容E Z岳ngr6ng 圈增大容纳的数量z 电力～！
～扩产。

E增色E z岳ngse 画士曾添光彩
假山为公园～不少。

E增删E zengshiin [ll!)] 增补和删削：新版本的文

字略有～。
E增设E z岳ngshe 晴在原有的以外再设置：～

门市部｜～选修课。
E增生E z岳ngsheng 画生物体某一部分组织的
细胞数目增加，体积扩大，例如皮肤经常受摩
擦，上皮和结缔组织变厚。也叫增殖。

E增收l zengshou 画增加收入：～节支。
E增速E zengsu 擅自增加速度 z ～趋缓｜企业的

发展在逐渐～。

E增添】 z岳ngtiiin 画添加；:!Jo多：～人口｜～设

备｜～麻烦。
E增益l zengyi 画增加；增添。

E增盈E Z岳ngying 画增加盈余：扭亏～ 1 全行
业比去年同期～近亿元。

【增援E z岳ngyuan 画增加人力、物力来支援
（多用于军事）：火速～｜～部队。

E增长E z岳ngzhang lll!ll 增加；提高：～点｜～才

干｜产值比去年约～百分之十。
E增值】 z岳ngzhi 画资产或商品价值增加z 商
品房～。

E增值税E zengzhishui IBl 国家对在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和进口货物价
值所征收的税。

E增殖E z岳ngzhi l甜。增生。＠繁殖z ～率｜

～耕牛。
必幽药咱厌恶恨：～恶｜爱～分明［面目可
l曰～
E憎称E Z岳ngcheng 圈表示憎恨、厌恶的称呼，

如鬼子。

E憎恨E z岳nghen 画厌恶痛恨：热爱人民，～敌

入。

E憎恶】 z岳『1gwu B目憎恨；庆恶：令人～｜崇尚
廉洁，～腐败。

b拍 拍m 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
辅（始）另正1639 页由也
雷 Z岳ng ＜方〉睛一种瞅瞅竹竿做支架

的方形渔网。
糟 zeng 古代鹏用的拴着峭的箭。

曾拥向〈书〉高飞。

、

zeng c l7L) 

h与 zen （旧i卖 z凸ng）［司织布机上

匀亏（综）使经线交错着上下分开以便梭子
通过的装置。

另见 1743 页 zongo

程 、 器物经擦或磨后，闪光耀
（鲤）眼2 ～光！～亮。

E铠光E zengguiing （口〉圈状态词。程亮：～
发亮！～的黑色小皮包。

E铿光瓦亮】 zengguiing-w凸liang 形容非常光

亮z 铜火锅擦得～的。
E银亮E zengliang 〈口〉庄园状态词。形容反光
发亮：通明～｜皮鞋擦得～～的。

b市告 ，、， zeng （方〉圈绑；孔z 竹竿儿裂

E自（缩）了，元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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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另见 1639 页 z邑ngo

三孟主~ rrr，航 _., zeng ［边赠送z 捐～ 1～阅｜～言｜
一一赠（腊）～款l互～纪念品。

E赠别】 zengbie （书〉圈离别时把物品或所做

的诗文赠送给分别的亲友。

U曾答E zengda E画互相赠送、酬答。

(IJ!曾丰Ll zengli 圈礼物：接受～。
(J!曾票】 zengpiao 0 ( －／／－）巨型赠送入场券：
这场义演，观众一律自费，演职人员不得～。

＠国赠送的入场券．许多观众是持～入场

的。
B曾品】 zengpln 圈赠送的物品。

U曾送】 zengsong 圈无代价地把东西送给别

人：～生日礼物。

E赠言】 zengyan 圈分别时说的或写的勉励的

话：临别～。
E赠与】 zengy心同“赠予”。

U曾予l zengy心国赠送；送给。也作赠与。

U曾！涌E zengyue 圈编辑或出版机构把自己出

的书刊赠送给人阅读。

rFi zeng 0 古代炊具，底部有许多小孔，放
在高（ Ii) 上蒸食物。（图见 1512 页“航”）

＠航子。＠蒸馆或使物体分解用的器皿：曲

颈～o

E舰子】 zeng•zi 圈蒸米饭等的用具，略像木桶，

有屉子而无底。

巳丁j国工岳王二1

于 zha 圈。刺2 ～Le•絮、＠絮）手｜～针。＠〈口〉钻
（进去）：～猛子｜扑通一声，他就～进水里去了｜

～到人群里。＠驻扎．～营。
另见 1626 页 za; 1641 页 zh6 。

ltL堆E zha;;dul （～儿）圃（人）凑集到一处＝～
聊天儿。

E扎耳朵l zha 岳r• duo ＜口〉（声音或话）听着令
人不舒服；刺耳E 电锯的声音真～｜这些泄气的

话，我一听就～o
E扎根E zha;;g岳n 圈。植物的根向土壤里生

长。＠比喻深入到人群或事物中去，打下基

础z ～基层｜他在农村扎了根。
ltL花l zha11hua c～儿）〈方〉圈刺绣。
E扎猛子E zha meng· zi （方〉游泳时头朝下钻
到水里。

E于L啤E zhapi 画一种桶装的鲜啤酒，常用特制
的大酒杯盛装饮用。［扎，英 draft]

E扎煞E zha•sha 同“挖掌”。

E扎实】 zha· shi 圈＠结实2 把行李捆～了。
＠（工作、学问等）实在；踏实2 功底～1 干活儿
～｜没有听到确实的消息，心里总不～。

E中L子】 zhash凸u 圆形容事情难办；棘手。
E扎眼】 zhayan 圈刺眼②：这块布的花色大
～｜她这身穿戴实在～。

l:fL营】 zha;;ying 圈军队安营驻扎。
l:fL辛ll zha;; zhen [il!j] 用特制的针刺入穴位治

疗疾病。参看 1661 页【针灸］ o

吨 zha O 用于神话中人名，如筑、析、
哪仙台）吨。＠用于地名：～祖村（在广

西）。

另见 1642 页 zha“陀”。

昨 zha 见下。
另见 1627 页边； 1637 页 zeo

E昨日于】 zha·hu 〈方〉画＠吆喝：你喀～什么？

＠炫耀；张扬。｜｜也作咋唬。
E昨晚】 zha·hu 同“昨呼”。

挖 zha 见下。

E挖学E zha·sha 〈方〉巨型（子、头发、树校等）张
开；伸开o 也作扎煞。

查十 zha O 见 1137 川剧（山
？查）查）。 8 CZha）圈姓。
另见 136 页 ch60

爹 Zha 拙，山名，又响，都在湖北
另见 1642 页 zha 。

晰 zha 见阳页1酬。

撞 zha ＜方〉圈。用手指
c~植、湖）撮东西。＠把手指伸张

开z ～开五指。

喳 zha O 圃！日时仆役对主人的应诺声。
＠哩雪形容鸟叫等声音：喜鹊～～地叫。
另见 135 页 chao

占术 zha 圈＠（～JL）渣淳①z 油～儿！豆腐
1.E王～。＠（～JL）碎屑 g 面包～儿。$ CZha) 
姓。

E渣子E zha·zi ＜口）~渣淳；碎屑：廿族～｜点
心～。

E渣浮l zha· zl 画＠物品提出精华后剩下的
东西。＠比喻品质恶劣、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的
人，如盗贼、骗子、流氓：社会～。

植… zha 见 916 页I椭1 、1137 页
（！檐） ［山剧。
另见 137 页 cha 。

精 zha 旧同“:fL”Czha）①③。

’口U 另见 1641 页 zh6; 1641 页 zha“札”a

瞌 ~· zha 鼻子上的红斑，就是酒惮
（嗷）的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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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6 （虫丫）

扎 zha 0 见下o 8 CZhal 圈姓。
另见 1626 页 za; 1640 页 zhao

E扎挣l zha•zheng ＜方〉圈勉强支持z 病人～
着坐了起来。

丰 zh6 0 古代写字Le•~嘲？剖）用的小而薄的木
片。＠信件：书～｜信～｜手～。＠札子。

“答d”另见 1640 页 zha; 1641 页 zh6 。

E札记】（割记） zhaji 圈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和
，心得＇ o

E札子E zha·zi 噶古代一种公文，多用于上奏，

后来也用于下行o

车 川d 画压唰）：～钢ol」（丰l」） ~见川页 g6;1501 页帅
E辛L钢E zh6』gang 医E 把钢坯压帘j成一定形状
和规格的钢材。

E轧辘E zhag心n IEl 轧机上的主要装置，是一对
转动方向相反的银子，两个棍子之间形成一定

形状的缝或孔，钢坯由缝或孔中通过，就轧成
钢材。

E轧机E zhajj 圈轧钢用的机器。主要由几组
轧辐构成，钢坯通过转动的轧辘就轧成一定形
状的钢材。I ha o 圈水闸：开～放回（阔、恬）；。＠圈把水截住：水
流得太猛，～不住。＠〈口〉圈制动器：踩～。

＠画电闸：拉～限电。

E闸盒l zhahe （～儿）画电路中装有保险丝的
小盒。

E闸机E zhajj 圈设置在出入口，用特制的闸来
控制出人的机器，多指自动检票闸机，所持的

电子票据验证合格后即开闸放行z 进站～。
E闸口E zhakou 睛闸门开时水流过的孔道。

E闸门E zhamen IEl 水闸或管道上调节流量的

门。

炸 … zh6 [;!j] 0 烹调方法，瞅瞅
（！煤）在沸油里弄熟： ~－＆ 1 ～丸子｜～

油条。＠〈方〉；悼CchδO) ：把菠菜放在开水里

～一下。
另见 1642 页 zhao

榈 树。侧刀。＠画用侧刀切z
明白（镇。）～草。
E侧刀E zhadao 圈切草或切其他东西的工具，

在底槽上安刀，刀的一头固定，一头有把儿，可

以上下活动。

喋 zh6 见 113 睽喋） o
另见 303 页 dieo

割 zh6 见附页I酬。
另见 1640 页 zha; 1641 页 zh6“札”。

I/ 

zh凸 （监丫）

作 … zh凸＠画张开大拇指和中指
（！探）（或小指）耀眼z 用手～了～

桌面。＠国E 表示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或小

指）两端间的距离：这块布有三～宽。

若 zh凸见下。

E窄草E zhacao IEJ 指金鱼藻等水生植物。

眨 zh凸圈 CH~H叫上立刻又睁开2 ～眼！
眼睛也不～一～。

E眨巴E zh凸•ba ＜方〉画眨z 孩子的眼睛直～，

想是困了。

E眨眼E zh岛怕n 画＠眼睛快速地一闭一睁z

～示意。＠形容时间极短g瞬间 t ～的工夫｜
小燕儿在空中飞过，一～就不见了。

字 Z怕叫刷子z 道～！焦～i炉灰～JL 。

[l1下子E zh凸 •zi IEl 小的石块、煤块等。

.fl.k L ’- zh凸＠〈书〉！掩制的鱼。＠用米
贾PC徘）粉、面粉等加盐和其他作料拌制的
切碎的菜，可以贮存z 茄子～｜扁豆～。

E鲜肉E zh凸rou ＜方） IEl 米粉肉。

碴 zh凸见 270页阳
另见 135 页 ch6;137 页 chao

主主呈」A zh凸＠同“鲜”。＠向“仨气蓬
歪（煮）草滩CZhac凸otan ），地名，在四
川。

zha （虫丫）

乍 zha 0 [ID] 刚刚棚2 ～暖还寒｜初来～
到 i分别多年，～一见都不认识了。＠圈

忽然5突然z ～冷～热｜山风～起。＠同“爹”
Czha）。 0 CZha）圈姓。

E乍猛的E zham岳ng•de ＜方〉圃突然；猛然z 他

～问我，倒想不起来了。
、伫 zha 0 画欺骗z 欺～｜～财｜～
-ri=: （前）取i兵不厌～。＠假装， ~llt I~ 
死。＠巨型用假话试探，使对方吐露真情z 他
是拿话～我，我一听就知道。

E诈唬E zha·hu ＜口〉画画蒙哄吓唬z 他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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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理他。 | 翅基部黑褐色，斑纹外侧呈截断状。夏天鸣声

E诈骗】 zhapian 圃 t化诈骗取g ～钱财。 I 大，幼虫蜕的壳可入药。通称知了。
E诈尸E zha11 sh! 圈。指停放的尸体忽然起 I c炸蝠E zhameng f苞昆虫，外形像煌虫，常生
来。＠〈方〉指突然叫嚷或做出像发狂似的动 l 活在一个地区，不向外地迁移。危害农作物
作（骂人的话）。 | 等。

E诈降l zhaxiang 圃假投降。

样 zha 排水（叫uD ，地名，在陕西
另见 1759 页 zuo 。

栅 ~ zha 栅栏：铁～｜木～｜～门（栅
了栅）栏门）。
另见 1137 页 shon 。

E栅栏E zha·lan （～儿）［苞用铁条、木条等做成
的类似篱笆而较坚固的东西2 ～门｜工地四周

围着～儿。

E栅子E zha•zi ＜方〉圈用竹子、芦苇等围成的
栅栏，有的带顶，多用来圈住家禽。

爹 zha （方〉时开＇ ~~I～着头发 1这衣
服下摆太～了。
另见 1640 页 Zho 。

E爹着胆子］ zha·zhe dan·zi ＜方〉勉强鼓着勇

气：他～走过了独木桥。

陀 z d 见 177 页阳。
（＂＇吨）“吨”另见 1640 页 zho 。

JI份工 zha 日到＠（物体）突然破裂z 爆～ 1这瓶
户「子一灌开水就～了。＠用炸药爆破g用炸

弹轰炸z ～确堡。＠〈口〉因愤怒而激烈发

作z 他一听就气～了。＠〈口〉因受惊而四处

乱逃z ～市 i～窝。
另见 1641 页 zh6"

E炸弹E zhadan 圈一种爆炸性武器，通常外壳
用铁制成，里面装有炸药，触动引信就爆炸。

一般用飞机投掷。
E炸雷E zhalei （方〉哩！声音响亮的雷。

E炸群l zha;;qun l7l国成群的骤、马等由于受惊而

四处乱跑z 马～了！
E炸市l zha;;shi I现集市上的人因受惊而四处

乱跑。
[;t'F窝】 zha;;wo 圈。鸟或蜂群受惊扰从巢

里向四处乱飞。＠比喻许多人由于受惊而乱
成一团。

［·炸药E zhayao 圈受热或撞击后发生爆炸，并

产生大量的能和高温气体的物质，如黄色炸
药、黑色火药等。

瘁 zha 见下
U斗三腮E zha• sai 函中医指流行性腮腺炎。

蚌 zha 见下。

E炸蝉E zhachan 圈身体最大的一种蝉，前、后

蛇 zha （方〉圈醋。

注 Zha 注水梢，在湖北。

击键苦血 二 z a or到压出物体里的1十
f窄（＠嗨）液＝～油 1～甘蕉。＠压出物
体里汁液的器具z 油～｜酒～。 8 (Zha ）函］

姓。

E榨菜】 zhacai 冒雪用青菜头的肉质茎脆制的咸

菜。因脑制后要榨出其中的汁液，所以叫榨
菜。

E榨取】 zhaqu 匾。压榨而取得：～汁液。＠

比喻残酷剥削或搜刮：～民财。
古兰s: zha 大水磅＜ Doshulzho ），地名，在甘

11梦肃。
血士k * " zha 古代一种年终祭祀。
虫百（？曰）另见 771 页恼。
εf? Zha 害溪， 7｝（名，在浙江。现在叫东苔
自溪。

西装 zh6 同呐。

馈（髓）

·zha （·监丫）

·zha 见437 页［t各位主lo
另见 135 页 cho"

C一一＿_?_ti＇！卫些L＿」

俱j zhai 圳顷斜侧Uc侧）另见川页吟 1638 页 d
E侧棱】 zhai ·Ieng ＜方〉僵且向－边牵斗2 ～着耳朵
听｜～着身子睡。

E侧歪】 zhai•wai ＜方〉画倾斜z 车在山坡上～

着开｜帽子～在一边儿。

斋1 干 时i ·9 斋戒。＠信仰佛教
（萧）道教等宗教的人所吃的素食：

吃～。＠舍饭给僧人、道人：～僧。＠
(Zhai）圈姓。

斋2 ～ 州屋子，常用于书房础的
（萧）名称，学校宿舍也有叫斋的z 书

～｜新～ i荣宝～！第三～。
E斋饭］ zhaifan 圈＠僧尼向人化缘得来的



饭。＠寺庙里素的饭食。
E斋果E zhaiguo （方〉圈供品。
E斋酿｝ zhaijiao 阉道教设坛向神祈祷，求福
免灾。

E斋戒E zhaijie ［现＠旧时祭祀鬼神时，穿整洁
衣服，戒除嗜欲（如不喝酒、不吃荤等），以表示
虔诚。＠封斋①o

E斋月E zhaiyue 画伊斯兰教封斋的二个月，即

伊斯兰教历的九月。伊斯兰教认为该月是一
年中最吉祥、高贵的月份，应封斋。

t商制抽取（植物的花果叶或戴着
挂着的东西）：～梨 l ～一朵花｜～帽子｜把

灯泡～下来。＠选取：～要1～录！从全文中～
了 段。＠摘借z ～了几个钱救急。

E摘报J zhaibao 回到摘录卜来上报或报道（多

用于书名或文章标题）：提案～1舆情～。
E摘编E zhaibian 圃摘录下来加以编辑（多用

于书名或文章标题） ： 将资料～成书 l关于体制
改革的论述～。

E摘抄】 zhaichao i副选取一部分内容抄录下

来（多用于书名或文章标题）：格言～l论文～O

E摘除】 zhaichu I司l t商去；除去（机体的某些部
分）：白内障～｜长了虫的果子应该尽早～。

E摘挡J zhaipd凸ng ［.司把汽车、拖拉机等的操
纵杆从挂着挡的位置扳到空挡的位置。

Ct商登E zhaideng ~摘要登载s ～一周要闻。
E摘发】 zhaifa l到摘要发表z ～部分观众来信。

E摘记】 zhaiji 圈。摘要记录·报告很长，我只
～了几个要点。＠摘录。

E摘借｝ zhaijie ［量i 有急用时临时向人借钱。
E摘录｝ zhailu ［司从书刊、文件等里头选取一
部分写下来z 这篇文章很好，我特地～了几段。

盯商牌】 zhai;;pai IEPJ 0 指某些单位被撤销或
停止营业。＠指终止某只股票在证券市场的
交易资格。＠某一职业体育组织吸收挂牌的
其他职业体育组织人员叫摘牌。

E摘要】 zhaiyao 0 ［.司摘录要点：～发表。＠
圈摘录下来的要点：谈话～！社论～。

E摘译J zhaiyi I量从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选取
‘一部分翻译出来；摘要翻译z ～国外论文要点。

E摘寻IJ zhaiyin ~到摘录引用：～别人的文章要
注明出处。

E摘由J zhai11y6u E主］摘录公文的主要内容以
便查阅（因为公文的主要内容叫事由）。

,, 
zhai （虫97)

c兰， zhai O 住所；住宅＝家～ 1深～大院。＠

-u ［司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

斋摘宅择霍窄量只 I zhai 一 zh凸 i I 1643 I 

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男 l～女！你也出主主
去走走，别总是～在家里。 三重重

E宅邸E zhaidl （书〉圈宅第：名人～。
E宅第E zhaidi ＜书〉［每住宅（多指较大的） 0
E宅基E zhaijl 函住宅的地基：～地。

E宅基地｝ zhaijldi 圈我国公民个人依法取得

农村集体所有的用于建造房屋并有居住使用
权的士J也。

E宅急送J zhaijisong lEJ →种快递业务，可提

供递送邮件、货物等服务。〔日宅急便］
E宅门E zhaimen 圈＠深宅大院的大门。＠

（～儿）借指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家。
E宅男｝ zh6in6n ~J 指整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
的男子，多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
动。

E宅女E zhainu r每指整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的
女子，多沉迷于1二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
动。

E宅院E zh6iyuan 圈带院子的宅子，泛指住宅。

E宅子E zh6i·zi ＜口〉函住宅：一所～。
择 m zhai i]p] 0 义同将＂Cze ），～

（撵）菜。＠主湘并理清（混乱的线、绳
等） ： 费了半天劲，才把那团乱毛线～开。

另见 1637 页 z岳。

E择不开E zhai·bukai I~ 比喻摆脱不开；抽不
出身：一点儿工夫也～。

E择菜E zh6i11cai E虱把蔬菜中不宜吃的部分剔
除，留下可以吃的部分。

E择席E zhaixi I到在某个地方睡惯了，换个地
方就睡不安稳，叫择席。

霍川鹰j姓
另见 280 页 di 。

" zhai （虫另）

窄 zh凸iO 圃横的距离小（跟‘宽”相对） : 
狭～［路～ i～胡同。＠［揭（心胸）不开朗；

（气量）小 z 心 OR儿～。＠膨］（生活）不宽裕z 他
家的日子过得挺～。 0 CZhai)IEJ 姓。

E窄巴｝ zh凸i • ba ＜方〉晤。窄小。＠（生活）
不宽裕。

E窄带E zh凸』da』函数字通信中指传输速率低

于 64 千比特／秒的带宽。

E窄幅E zh凸ifu o 晴属性词。幅面窄的g ~ 
布。＠画幅度窄地z 大盘～波动。

E窄小E zh凸阳的O E 又窄又小；狭小2 房屋～l

～的过道。
li:n zh凸i （～儿）（ jj）圈残缺损伤的痕迹（指

μ炉、某些器皿、衣服、水果上的）·碗上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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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l没～儿的苹果o

、

zhai （虫另）

2牙州冠芳山CGu
在福建连城。
另见 1688 页 zhl o 

／：.幸苟 且A zhai 圈欠别人的钱s 借～l欠～i

19lC债）还～l放～l公～！～户！～主（）JfrL~o
［｛：责户E zhaihu i写借别人钱财付给利息的人；

借债的人。
E债款E zhaiku凸n ['8] 债z 还清～。
E债权E zhaiquan i百依法要求债务人偿还钱

财和履行一定行为的权利。
E债权人E zhaiquanren 圈根据法律或合同的
规定，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人。

E债券E zhaiquan 圈＠公债券。＠企业、银
行或股份公司发行的债权人领取本息的凭
证。

［｛：责市】 zhaish1 ~ O 买卖国债和企业债券的

市场。＠指债券的行市。
E债台高筑l zhaitai-gaozhu 战国时代周郝

<nan）王欠了债，无法偿还，被债主逼得逃
到座宫殿的高台上。后人称此台为“逃
债之台”（见于《汉书·诸侯王表序》及颜师

亩引服虔注）。后来用“债台高筑”形容欠债

极多。

E债务E zhaiwu ~债户所负还债的义务，也指
所欠的债z 偿还～。

E债务人】 zhaiwuren 圈根据法律或合同的规
定，对债权人承担义务的入。

E债主E zhaizhu 固借给别人钱财收取利息的

人；放债的人。
碧削iO 见 16叫“黑白削〉圈

姓。

农飞r Zhai ~姓。
万丈另见 619 页 j1 。
句￥ _,. zhai O 防守用的栅栏：
秦co 06祷告）山～。＠旧时驻兵的地
方3 营～！安营扎～。＠强盗聚居的地方； Lil 
寨z ～主。 Ol量寨子②z 本村本～。＠
CZhai）圈姓。

E寨子E zhai·zi 圈＠四周的栅栏或围墙。＠四

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子。

届豆 zhai ＜书〉病。

＂＂－－＇、
隶主 z.hai ＜；！！； 圃把衣服上附加的物件缝

I 4fulA I 7hi'.n - 7hC,n I 匡芷垄坦革量日在哥拉重蟹像』工

－寸

_J zhan ＜监号）

占 zhan O 圈占卡：～封＠（川）圈
姓。

另见 1646 页 zhan 。

E占卡E zhanbu r>:国古代用龟、普等，后世用钢

钱、牙牌等推断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迷
信）。

E占圭明 zhan11gua 画打卦；算卦。

E占谍E zhan;;ke 圈起课。

E占梦】 zhan;;meng 圆圆梦①。

E占星E zhan;; xlng 圈观察星象来推断吉凶

（迷信） ：～术。

、ιa zhan 画10 浸湿2 泪流～
、自（＠＠养范）襟。＠因为接触而被东西
附着上z ～水。＠稍微碰上或挨上3 ～边儿！
脚不～地。。因有某种关系而得到（好处）．

～光！利益均～。＠〈方〉行；虫子；可以 z 不～

（不行，不成）。
E沾边E zhan;; bian C～儿）＠［到略有接触z 这

项工作他还没～儿。＠画接近事实或事物应

有的样子：你讲的一点儿也沾不上边儿！他唱的
这几句还～儿。

E沾光E zhan;;guang 圈凭借某种关系而得到

好处。
[{1占亲E zhan;;qln 画有亲戚关系（多指关系较

远的）：～带故 i我跟他沾点儿亲。
E沾亲带故E zhanqln-daigu 有亲戚或朋友的

关系。
E沾染E zhanr凸n 圈。因接触而被不好的东西
附着上 z 创口～了细菌。＠因接触而受到不

良的影响：不要～坏习气。
[ii占子E zhan;;shou 画！＠屑于接触＝雪花一
～就化了。＠比喻参与某事z 这事一～就甩

不掉。
E沾沾自喜J zhanzhan-zixi 形容自以为很好而
得意的样子。

毡户~ zhan O 毡子： ~~1 ～ 
（盟、赞道） 靴［拚～。 8 <Z陆n) [j3] 

姓。
E毡房E zhanf6ng ~牧区人民居住的圆顶帐
篷，用毡子蒙在木架上做成。

E毡子J zhan咄~用羊毛等碾轧成的像厚呢
子或粗毯子似的东西。

梅机见下。

’中且· . - •• 同“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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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1 向〈书〉同“毡，，。

旗2 时n （书〉圃呀’的合音＝勉～！

E腕檀E zhant6n 圈古书上指檀香。也作柄
檀。〔梵 candana]

粘巾圈。瀚的东西附着在物体上或者
互相连接z 麦芽糖～在一块儿了。＠用勃

的东西使物件连接起来：～信封。
另见953 页「ii an 。

E粘连E zhanli6n rnw 0 身体内的勃膜或浆膜，
由于炎症病变而粘在一起，例如腹膜发炎时，
腹膜和肠管的浆膜粘在一起。＠（物体与物

体〉粘在一起z 把由于潮湿而～的纸张一层一
层仔细地揭开。＠比喻联系；牵连2 这件事跟
他们没什么～。

E粘贴】 zhanti岳画用胶水、糊糊等使纸张或其
他东西附着在另一种东西上：～标语。

4乡去 Zhan E 姓。

／仨=t

~~型计 … zhan 〈书〉说胡话：～语。

ν言（檐）
E资妄】 zhanwang 圈由高热、中毒以及其他
疾患而引起意识模糊、短时间内精神错乱的症
状，如说胡话、不认识熟人等。

E语语E zhany心〈书〉＠圈说胡话。＠圈胡
话。

h由 … zhan ＜书〉稠粥。
t直（筐、：箭）
遭向见1728 ]If［~遭］ o

瞻巾。往前或往上看2 观～｜高～远
嘱。＠ (Zhan）圈姓。

E瞻自咀 zhangu 〈书〉圈。向前看，又向后看g
思前想、后 z 徘徊～。＠照应；看顾。

E瞻丰Ll zhanll 0 圈天主教徒称宗教节日。＠
圈天主教徒称星期日为主日，一星期中除主
日以外的六天顺序称为“瞻礼二”至“瞻礼七”。

＠〈书〉画瞻仰礼拜（神佛等）。
E瞻念】 zhannian 画瞻望并思考z ～前途。
E瞻前顾后l zhanqi6n-guhou 看看前面再看

看后面，形容做事以前考虑周密谨慎，也形容
顾虑过多，犹豫不决。

E瞻望E zhanwang 121国往远处看；往将来看z 抬
头～｜～前途。

E瞻仰E zhanyang 圈恭敬地看（多用于与逝者

有关的事物）：～遗容 l～人民英雄纪念碑。
由白 z an 古书上指→种猛禽。

fl~ （茵）

牟由 z an 古书上指饲一类的鱼。
费置（嬉）

v 
zh凸n （虫弓）

斩… 州＠画砍z ～草除根｜披荆
（斩）～棘｜～断侵略者的魔爪。＠〈方〉

画面比喻敲竹扛rr化诈。 8 (Zh凸n）圈姓。

E斩仓E zh凸ncang 画指在市场行情下跌时，以

低于买入价的价格卖出证券、期货等。
E斩草除根E zh凸nc凸o-chug副比喻彻底除掉

祸根，不留后患。

【斩钉截铁E zhiindlng-j iet i岳形容说话办事哩’
决果断，毫不犹豫。

【斩获E zh凸nhuo 画原指战争中斩首与俘获，

现泛指收获（多用于体育竞赛中获得奖牌、进
球得分等方面）：下半场比赛，双方俱无～。

E斩尽杀绝E zhanjin-shajue 全部杀掉，彻底除

掉，比喻做事不留余地。
【斩首E zhanshou 圈。杀头＝～示众。＠捉

拿或杀死敌方首领：～行动。
E斩新E zh凸nxln 见 1646 页【崭新］ o

盹 zhan ＜书〉风吹使颤动
（盹）

盏 巾＠小杯
（盏、鸭、＠我）子：酒～。＠量

用于灯z 一～电灯。

展拍n 0 张开；放开＝舒～｜伸～｜开～｜愁
眉不～。＠施展；显示：一筹莫～｜一～身

手 l大～歌喉。＠展缓z ～期｜～限（宽限）。＠
展览z ～出｜预～｜画～。 8 (Z怕的圈姓。

E展板E zhanban !El 在展览中用于陈列展品或

上面有图画、图表、文字说明等的板子s 布置

~ 。
E展播E zhanbo l通以展览为目的而播放（广播

或电视节目）＝电视台举办迎春又艺节目～。
E展翅l zhanchi ~画张开翅膀z ～高飞。

E展出E zhanchu 画画展览出来给人观看z 他的
美术作品即将～。

E展点l zhandian 圈展览或展销的地点。

E展馆E zhanguan 圈＠大型展览会中按展出

单位或展品类别划分的组成部分z 农业展览
会设有五个～。＠展览馆。

E展柜E zh凸ngui 圈用来陈列展品的柜子或柜

台。
E展缓E zhanhuan 圈推迟（日期）；放宽（限

期） ：行期一再～｜限期不得～。
E展会E zh凸nhui 圈指展览会或展销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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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矗矗 E展开l zh凸n11 kai 圈。张开；铺开z ～画卷。
三重重重 ＠大规模地进行z ～竞赛i～辩论。

E展宽】 zhankuan [1面扩展加宽（道路、河床

等）：～马路。
E展况E zhankuang 画展会的情况（指参展规

模、展品设置、参观人数、公众反响等）。
E展览E zhanlan 画陈列出来供人观看：～馆 l
～会｜摄影～O

E展览馆E zhanlanguan [EJ 专门用来举办展览

的建筑物。

E展露E zhanlu 圈展现；显露：～才华。

E展卖E zhanmai 画展销＝新款羽绒服正在～o

E展品E zh凸npin IEl 展览的物品。

E展评E zhanping 画展览评比；展销评议·影
视作品～。

E展期］1 zhanql l到把预定的日期往后推迟或

延长：报名工作～至五月底结束。
E展期T zhanql 画展览的时期；展览的期限：

～为十五天。

E展区】 zhanqu IEl 展览馆、展销会等按内容、

地区等分设的区域z 电脑～｜北京～。
E展商E zh凸nshang 圈参加展览会或展销会的

商家或生产企业。
E展神组 zhanshenjlng 圈第六对脑神经，从

脑桥发出，分布在眼球的肌肉中，主管眼球内

外侧旋转的运动。也叫外展神经。

E展示E zhanshl 圃清楚地摆出来；明显地表现

出来2 ～图纸｜作品～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E展事】 zh凸nshi IEl 展览或展销活动2 节日期
问～频繁。

E展室E zh凸nshi l=81 陈列展品的房间；展览室2

汉代文物～。

E展台E zhantai l苞用来陈列展品的台子。
E展厅E zhanting 圈陈列展品的大厅。

E展团E zhantu6n 圈参加展览会或展销会并
提供展品的代表团。

E展望E zhanwang 画＠往远处看z 他爬上山
顶，向四周～。＠对事物发展前途进行观察与

预测 z ～未来 l～世界局势。

E展位E zhanwei 画展览馆、展销会等分设的

陈列展品的地方z 科技馆有二百个～。

E展现E zhanxian 画显现出；展示：走进大门，
～在眼前的是一个宽广的庭院。

E展限E zhanxian 画放宽限期．借款到期不再

~ 。

E展销E zhanx iao [Zifil 以展览的方式销售（多在

规定的日期和地点h ～会｜服装～。

E展性l zhanxing 画物体可以压成片状而不

断裂的性质。金属多具有展性。

E展演】 zhanyan ~主｜以展览为目的而演出（文

艺节目等）：华东地区优秀剧目～。
E展业】 zhanye 圈开展业务，特指保险公司的

业务人员开展保险业务：广泛运用直销、营销、

代办三种～手段。
E展映E zhanying 画以展览为目的而放映（影

视片）．新片～。
E展转l zhanzhu凸n 见 1646 页【辗转ll 0 

崭 z an 0 （书〉高峻；高
（崭、嘶） 出。＠〈方〉田园优异；好：

滋味真～。
E崭露头角l zhiinlu-t6uj i凸o 比喻突出地显露

出才能和本领（多指青少年）。
E崭然E zhiinr6n ＜书〉圃形容高出一般的样
子。

E崭新】（斩新） zh凸nxin 回状态词。极新；簇

新：～的大楼 l～的衣服｜～的时代。

报州画（用松软干燥的东西）轻轻擦抹
或按压，吸去湿处的液体．～布！纸上落了

一滴墨，拿吸墨纸来～一～。
E报布E zhan•bu IEl 擦器皿用的布；抹Cma)

布。

晰…州（方〉刷版时；眨眼。
（晰）
辗〕巾见F

（辗）另见 953 页 niiino
E辗转】（展转） zh凸nzhuiin 圈。（身体）翻来覆

去：～反侧｜～不眠。＠经过许多人的手或经

过许多地方z ～流传 l ～于北京、上海、广东等
地。

E辗转反侧E zhanzhuiin-fance 躺在床上翻来
覆去地不能入睡，形容心中有事。
回缸 zhiin （方〉画沾染弄脏g 墨水把纸～了 l
两吕黑布禁（ jln）～。

、

zhan （虫与）

占 hon 刊占据：霸～ l 强～｜
（才占）攻～ i～座位。＠处在某一种地

位或属于某）种情形：～优势｜～上风｜赞成的
～多数。

另见 1644 页 zhono

E占比E zhanbi 幽（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提

高企业公有资金的～。
E占据E zhanju ［面用强力取得或保持（地域、场
所等）．～地盘。

E占领E zhanling 圈。用武装力量取得（阵地
或领土）。＠占有2 ～市场｜开拓和～新的科



技领域。
E占便宜】 zhan pion. yi 0 用不正当的方法，
取得额外的利益。＠指比别人有优越的条
件：你个子高，打篮球～。

E占先E zhan;;xian I动！占优先地位：这个月的
竞赛，他们小组～了。

E占线】 zhan;;xian I司指电话线路被占用，电

话打不进去：一连拨了几次，他家的电话都～o
E占用E zhanyong ［司占有并使用：不能随便
～耕地｜～一点儿时间，开个小会。

E占优】 zhanyou E副占据优势z 甲队在实力上

明显～。
E占有E zhany讪［司＠占据。＠处在（某种地
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掌
握：科学研究必须～大量材料。

E占有权E zhanyouquan 画依法对特定的财

物具有支配、管理、领有的权利。,.n hon ＜书〉缝补O

me但）
找… zhan O 养牲畜的竹木栅栏：

（楼）马～｜羊～。＠校道。＠楼房：
货～｜客～。

卧龙道E zhandao l组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支架木

桩，铺上木板而成的窄路。
E找房E zhanfang 圈。存放货物的地方；仓
库。＠〈方〉旅馆；客店。

E楼桥】 zhanqiao I名］火车站、港口、矿山或工
厂的一种构筑物，形状略像桥，用于装卸货物，

港口上的钱桥也用于上下旅客。
负1 ~~·－ zhan O 战争；战斗宣～｜停
（鞍）～｜揪斗商～。＠进行战争

或战斗 2 ～胜｜百～百胜｜愈～愈勇。＠
CZha门）圈姓。

战2 一巾发抖z 寒～l打～｜胆～心
丸（鞍）惊。

E战败E zhanbai 画］＠打败仗；在战争中失败：
～国｜铁扇公主～了。＠战胜（敌人）；打败（敌

人）：孙行者～了铁扇公主｜孙行者把铁扇公主

～了。
E战报E zhanbao I组战时由司令部或其他有关
方面发表的关于战争情况的报道，也用于比

喻：工地～。
E战备】 zhanbei ［型对战争的准备：加强～。
E战表E zhanbiao I量向敌方宣战或挑战的文

书（多见于旧小说、戏曲）：下～0市篮球队已
经递来了～。

E战场E zhanchang ［重两军交战的地方，也用
于比喻＝开赴～｜抗洪～。

E战车E zhanche 圈作战用的车辆。

占组梭战｜ zhan I 1641 

E战船E zhanchuan 画作战用的船只。
E战刀】 zhandao 画指马刀。

E战地J zhandi i萄两军交战的地区，也用于比

喻：～医院｜参赛队已大半抵达～。
E战抖l zhandol』圈发抖；哆嗦：浑身～。

E战斗】 zhandou O 圈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武

装冲突，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主耍手段：一场激
烈的～。＠阉同敌方作战：～力｜～英雄｜同

敌人～到底。＠［到泛指斗争：～性｜～在抗洪

救灾的第一线。
【战斗机】 zhandoujl I萄歼击机。

【战斗力】 zhandouli I割军队作战的能力：科

技强军，提高部队的～。这支年轻的球队有很
强的～｜课题组成员个个都很有～。

【战斗员E zhandouyuan 圈武装部队中参加

战斗的人员，多指直接参加战斗的士兵。

【战犯J zhanfan IEJ 发动非正义战争或在战争

中犯严重罪行的人。
E战俘l zhanfu l函战争中捉住的敌方人员；俘

虏②：遣返～。
【战歌】 zhange IEl 鼓舞士气的歌曲。

【战功】 zhangong I组战斗中所立的功劳z 屡

立～｜～显赫。
【战鼓E zhang心 1亘古代作战时为鼓舞士气或
指挥战斗而击打的鼓，现多用于比喻。

E战国E Zhangu6 IEl 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

【战果】 zhanguo 圈＠战斗中获得的成果。

＠泛指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辉煌。
【战壤E zhanhao 画作战时为掩护而挖的嚎

沟。

E战火l zhanhu凸圈指战争（就其破坏作用和

带来的祸害而言）．～纷飞。

E战祸】 zhanhuo 1:81 战争带来的祸害g ～连年。
【战机】1 zhanji 圈＠适于战斗的时机z 抓住

～。＠战事的机密：泄露～。
【战机T zhanji 画作战用的飞机2 出动～拦

截。
E战绩J zhanji IEl 战争中获得的成绩，也用于

比喻z 以全胜～夺冠。

E战舰】 zhanjian f写作战舰艇。

E战局】 zhanju 圈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战争

局势z 扭转～。

【战具l zhanju 国指武器装备．～精良。

【战况E zhankuang 喧l 作战的情况。

E战力l zhanli 圈军队的作战能力，战斗力·海
军～｜增强～。

E战利品E zhanlipln I萄作战时从敌方缴获的

武器、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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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战例E zhanli [Bl 战争、战役或战斗的事例：光

辉～1混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
~ 。

E战栗】（颤栗） zhanli 圈战抖。

E战列舰l zhanliejian 画一种装备大口径火炮
和厚装甲的大型军舰，主要用于远洋战斗活动，
因炮战时排成单纵队的战列线而得名。 20 世

纪初期曾是海战的主力。
E战乱E zhanluan 圈指战争时期的混乱状况。

E战略E zhanlue [Bl O 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

策略2 ～部署｜～防御。＠泛指决定全局的策

略＝革命～｜全球～o
E战略导弹E zhanlue d凸odan 用于攻击敌方政
治经济中心和军事基地、交通枢纽等战略目标
的导弹。射程在1 （）（）（）千米以上，携带核弹头。

E战略物资E zhanlue wuzl 与战争有关的重要

物资，如粮食、钢铁、石油、橡胶、稀有金属等。
E战马E zhanm凸圈经过特殊训练，用于作战

的马C

E战旗E zhanqi 圈军队的旗帜；作战时打的旗
帜z ～飘扬。

E战勤】 zhanqin [Bl 直接支援军队作战的各种

勤务，如运送物资、伤员，带路送信，站岗放哨，
维护交通，押送俘虏等。

E战区E zhanqu 圈为便于执行战略任务而划

分的作战区域。
E战胜E zhansheng 画在战争或比赛中取得胜

利＝～顽敌｜甲队～乙队。～困难。
E战时E zhanshi 国战争时期。

E战士l zhanshi 圈。军队最基层的成员：解

放军～ l新入伍的～。＠泛指从事某种正义事
业或参加某种正义斗争的人：白衣～｜无产阶
级～。

E战事E zhanshi 固有关战争的各种活动，泛指

战争z ～频繁。
E战书l zhanshu 圈向敌方或对于宣战或挑战

的文书：下～。
E战术l zhanshu 圈＠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
法。＠泛指解决局部问题的方法。

E战术导弹l zhanshu d凸odan 用于支援部队
战斗行动或直接打击敌方战术目标的导弹。

E战线l zhanx ion [Bl 敌对双方军队作战时的

接触线z 缩短～0农业～｜思想～。
E战役E zhanyi 圈为实现－定的战略目的，按

照统→的作战L忧~，在一定的方向上和一定的
时间内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渡江～O

E战鹰E zhanylng E亘指作战的飞机（含喜爱
意）：只见四只～直冲云霄。

E战友l zhanyou 画在一起战斗或一起服兵役

的人·老～｜亲密～。
E战云】 zhanyun i盘指战争的气氛z ～密布。
E战战兢兢l zhanzhanjlngjlng E 状态词。＠
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形容小心
谨慎的样子。

E战争E zhanzh岳ng 圈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

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
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

E战争贩子］ zhanzheng fan·zi 积极鼓吹、制造
战争，企图从中取利的人。

站1 巾＠圃直着身体，两脚着地或踏在
H 物体上z 请大家坐着，不要～起来！交通警
～在十字路口指挥来往车辆。～稳立场。＠
c Zhan）圈姓。

Y,.);2 zhan O 画在行进中停下来；停留z 不
川H 怕慢，只怕～｜车还没～稳，请别着急下车。
＠［垂］为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而设的停车的

地方＝火车～｜汽车～｜北京～｜车到～了。＠
［量为某种业务而设立的机构：粮～｜供应～｜
保健～｜气象～。

E站点】 zhandi凸n IBJO 为上下乘客、装卸货物

而设的停车站或停车点。＠指专门设置的工
作点z 维修～｜水文～。＠计算机网络上指网
站。

E站队E zhan;; dui 画站成行列＝请大家站好
队。

E站岗】 zhan;;g凸咱 WJJ 站在岗位上，执行守卫、

警戒等任务。
E站柜台E zhan guitai 指营业员站在柜台跟前
接待顾客。

E站立】 zhanli E副主占1 ：他默默地～在烈士墓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起来
了。

E站牌l zhanpai t旬在车站设立的标明运行路

线、站名等的牌子。
E站票】 zhanpiao 圈（剧院、火车站等）出售的

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的票：打～o
E站台I zhantai 函车站上下乘客或装卸货物

的高于路面的平台。也叫月台。
E站台T zhan;;tai 画台湾地区指知名人士出

席政治、商业、娱乐等集会，为主办方或候选人
捧场、造势z 明星大腕儿纷纷赶来为新秀～｜为
候选人～助选。

E站住】 zhan;;zhu 国＠（人马车辆等）停止行

动z 听到有人喊他，他连忙～了。＠站稳（多
就能不能而言，下同）：他病刚好，腿很软，站不

住。＠在某个地方待下去。＠（理由等）成
立2 这个论点实在站不住。＠〈方〉（颜色、油
漆等）附着而不掉z 墙面太光，抹的灰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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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站住脚E zhan;; zhu j i凸0 0 停止行走：他跑

得太快，一下子站不住脚。＠停在某个地方
（多就能不能而言，下同）：忙得站不住脚。＠

在某个地方待下去 2 这个店由于经营得好，在
这里～了。。（理由等）成立·那篇文章的论
点是能～的。

但巾〈书〉整齐

"6 . , zhan ［到裂开·破～｜开～｜皮开

三足（徒）肉～0脸上～出了微笑。
E绽放E zhanfang 画（花朵）开放．桃花～｜粉

红色的蓓营即将～O

E绽露】 zhanlu 画呈现；显露：～笑容。
凸r甘 zhan 0 深＝精～。＠清澈：清～。＠
1~豆＜ Zhan）画姓。

E湛蓝］ zhanlan ~归状态词。深蓝色（多形容天

空、湖海等） 0 

E湛清E zhanqTng i顾清澈：河水～见底。
往措百午一 zhan 发抖。
里贝（颤）另见 144 页 chan"
E颤栗E zhanli 见 1648 l夜1战栗］。
垂在 zhan 画在液体、粉末或糊状的东西里

~ ＇（，占一下就拿出来：～水钢笔｜～糖吃｜大葱
～酱。

E蘸火］ zhan;;hu凸 〈口〉理I ~卒火。
E蘸水钢笔］ zhanshui gangbi 南钢笔的一
种，笔杆儿内没有贮存墨水的装置，用笔尖蘸墨

水写字。

了二虽因；画一二：j

侬（候） zhang 见F

(t的皇E zhanghuang ＜书〉圈。干的怡糖。＠

一种面食。S z ang O 酬合拢的东西分开长（强）或使是缩的东西放开：～嘴｜～翅
膀儿｜～弓射箭｜一～一弛。＠陈设；铺排·～
灯结彩 l大～笼席。＠扩大；夸张：虚～声势。
＠看；望：东～西望。＠商店开业z 新～｜开

～。 0 llll a）用于纸、皮子等：一～纸 l 两～

画｜十～皮子｜三～铁板。 b）用于床、桌子等：
一～床｜四～桌子｜七～犁。 c）用于嘴、脸z 两

～嘴 l 一～脸。 d）用于弓＝一～弓。＠二二卜八

宿之一。 fl) <Zhong> IE 姓。
（~长榜】 zhang;;b凸ng 圈贴出文告：～公布｜～

招贤。

E张本］ zhangb曲。［型］为事态的发展预先做

出安排：此举无非是为他日兴师～。＠圈为三矗三

事态的发展预先做的安排。＠圈作为伏笔雪壁三
而预先说在前面的话。

E张大】 zhangda （书〉圈扩大；夸大z ～其事！

～其词。
E张灯结彩E zhangd岳『ig-j i自c凸l 张挂彩灯、彩带

等，形容场面喜庆、热闹。
E张挂E zhanggua Ll划（字画、帐子等）展开挂

起：～地图｜～蚊帐。
【张冠李戴】 zhangguan-lidai 姓张的帽子戴到

姓李的头上，比喻弄错了对象或弄错了事实。
【张皇】 zhanghuang ＜书） Ifill 惊慌；慌张：神色

～｜～失措。
【张皇失措］ zhanghuang-shTcuo 慌慌张张，不

知所措。

【张口E zhang;;kou 圈张嘴。

E张口结舌E zhangkou-jieshe 张着嘴说不出话

来，形容:flll.｝茧或害怕。也说张嘴结舌。

【张狂】 zhangkuang lli回嚣张；轻狂：举止～。

【张力E zhangli ［组受到拉力作用时，物体内部

任一截面两侧存在的相互牵引力。她的歌声高
亢、激越，很有～。

【张罗】 zhang• luo 5项＠料理：要带的东西早

点儿收拾好，不要临时～。＠筹划：～一笔钱｜

他们正～着婚事。＠应酬，接待z 顾客很多，一
个售货员～不过来。

【张目l zhangmu 画。睁大眼睛：～注视。
＠助长某人的声势叫为某人张目。

E张三李四］ zhangsan-lisi 泛指某人或某些

人。
盯制占】 zhangti岳圈贴（布告、广告、标语等） : 

～告示。

【张望】 zhangwang rn国从小孔或缝隙里看；向

四周或远处看：探头～｜四处～。
【张牙舞爪】 zhangy6-w心zh凸o 形容猖狂凶恶

的样子。
【张扬E zhangy6ng 画把隐秘的或不必让众人

知道的事情声张出去；宣扬．四处～。
【张嘴E zhang;;zui 圃＠把嘴张开，多指说话：

你一～，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指向人借贷
或有F用青求．向人～，怪难为情的。

【张嘴结舌】 zhangzui-jieshe 张口结舌。

章1 叫＠歌曲诗文的段落：乐～｜～
节。＠量用于分章节的诗文：全书共分

六～。＠条曰：约法三～。＠条理：杂乱无
～。＠章程＝党～｜团～｜简～｜规～。＠奏
章。 O <Zhong）圈姓。

ζ岳2 才iang 0 画图章z 印～｜盖～。＠佩

上p 戴在身上的标志：领～｜臂～｜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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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章草】 zhangc凸o 圈草书的一种，笔画保存一
些隶书的笔势，相传为汉元帝时史游所作，以
其用于奏章，所以叫作章草。

E章程E zhangcheng 圈书面写定的组织规程

或办事条例。
E章程E zhang•cheng ＜方） [El 指亦法：心里还

没个准～。
E章法】 zhangf凸画］＠文章的组织结构。＠
比喻办事的程序和规则·他虽然很老练，这时
候也有点儿乱了～。

E章回体l zhanghuitl 南］长篇小说的一种体
裁，全书分成若干凹，每回有标题，概括全回的

故事内容。
E章节E zhangjie r组文章的组成部分，通常一

本书分为若干章，一章又分为若干节。

E章句E zhangju 圈。古书的章节和句读。＠
指对古书章句的分析解释：～之学。

E章鱼l zhangyu l组软体动物，有八条长的腕
足，腕足内侧有很多吸盘，有的体内有墨囊。
生活在海底，吃鱼类和甲壳类等。也叫虫肖
Cshao ）。

E章则E zhangze 画章程规则：违反～。
E章子E zhang•zi ＜方〉画图章：刻～ l盖～。
郭 Zhang 周朝时，在今山东东平东。

不主 ~ zhang !Bl 猿子。
早（兴璧） ~ 

E猎头鼠目】 zhangt6u-sh心mu 猿子的头小而

尖，老鼠的眼睛小而圆，形容相貌丑陋猥琐而
神情狡猾。

E猿子l zhang·zi 圈哺乳动物，外形像鹿而较
小，毛较粗，黄褐色，腹部白色，没有角。雄的
上犬齿发达，外露。也叫牙猎、河鹿。
主~ zhang O 明显；显著：昭～！欲盖弥～｜
与予／相得益～。＠表彰；显扬z ～善痒恶。＠

CZhδ咱）圈姓。
E彰明较著l zhangming-jiaozhu 非常明显，容

易看清（较z明显）。
E彰善痒恶E zhangshan-dan’自表扬好的，憎恨

坏的。
E彰示】 zhangshi 圆明显地表示；明白地显示目

～今后发展的宏图。
E彰显E zhangx的n 0 圆明显；显著：名声～。

8 [l;!j] 鲜明地显示：英雄们的壮举，～了中国

人民威武不屈的崇高品格。
、、主 Zhang O 漳河，水名，发源于山西，流至

1王严河北入卫河。＠漳江，水名，在福建。＠
[El 姓3

嬉叫〈书〉丈夫的父亲： it~ （时
公公）。

璋 zhang 古代的一种玉器，形状像半个圭

章叫时树，常绿乔木，高可达到）
米，叶子椭圆形或卵形，花臼色略带绿色，

浆果暗紫色。全株有香气，可以防虫姓。木材
致密，适于制家具和手工艺品，枝叶可以提制
棒脑。也叫香棒。

E障脑E zhangn凸o 固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w H 16 Cl。无色晶体，味道辛辣，有清凉的香
气，容易升华。通常用棒树枝叶提制而成。日

常用来防虫姓，也用来制炸药、香料等，医药上

用作强」心药。

E棒脑丸E zhangn凸ow6n ＜方〉直用模脑制成
的丸状物，用来防腐或防虫蛙等。

障 z叫〈书〉明亮。

蜂叫见下。

E虫草踉~］ zhangl6ng ［毡昆虫，身体扁平，黑褐色，

能发出臭味。常咬坏衣物，污染食物，并能传
染伤寒、霍乱等疾病，是害虫。种类很多。也

叫蛮嫌。

v 
zhang （虫尤）

长 E zhang O 也～锈｜山上～满
（畏）了青翠的树木。＠圈生长；成长

杨树～得快l这孩子～得真胖。＠｝［甜增进；增

加2 ～见识｜～力气 l吃一莹，～一智。。圆年

纪较大2 年～｜他比我～两岁。＠排行最大·

～兄｜～子。＠圃辈分离z ～亲｜叔叔比侄子
～一辈。＠年龄大或辈分高的人：兄～｜师

～。＠领导人z 部～｜校～｜乡～｜首～。
另见 145 页 ch6ng 。

E长辈E zh凸ngbei [El 辈分高的人n

E长瞟】 zhang;; biao c～儿）［到上睬。

E长房］ zh凸ngf6ng 圈家族中长子的一支。

E长官】 zh凸ngguan 圈指行政单位或军队的高

级官吏O

E长机】 zh伯国国编队飞行中，率领和指挥机

群或僚机执行任务的飞机或直升机。
E长进］ zh凸ng ji n [l;!j] 在学问或品行等方面有进

步：技艺大有～o
E长老】 zh凸ngl凸o 圈。〈书〉年纪大的人。＠

对年长德高的和尚的尊称。＠犹太教、基督
教等指本教在地方上的领袖。

E长脸E zhang矿 I i凸n 画增加体面$使脸上增添

光彩：这部片子获得大奖，真为咱们制片厂～。



E长门l zhiingmen 圈长房。

E长亲l zhiingqln 圈辈分高的亲戚。
E长上E zhiingshang 圈＠长辈＂ O 上司。
E长势E zhiingshi 函（植物）生长的状况2 小麦
～喜人。

E长列J zh凸ngsun 圈＠长子的长子，现在也
指封t行最大的孙子。 0 CZh凸ngsOn）姓。

E长相l zhiingx iang C～JL)（口〉圈相貌：从他

们的～上看，好像兄弟俩。
【长者】 zhiingzh岳圈。年纪大、辈分高的人。

＠年高有德的人。
E长子E zhiingzi 圈。排行最大的儿子。＠

CZh凸ngzi)地名，在山西。

饥川日酬。
; zh凸n~ 圈。（水位）升高：水～张（派）船高｜河水暴～。＠（物价）提高2
价格上～c

另见 1652 页 zha 「lQ 0 

E涨潮l zhiing;; chao E边l 潮水升高。
E涨风E zhiingfeng ~l C价格等）上涨的情势。
E涨幅】 zhiingfu ［每（水位、价格等）上涨的幅
度：入汛水位～明显｜物价～不大。

E涨价E zhang;; jia rnlll 提高价格。
E涨落l zh凸ngluo 圈（水位、价格等）上升和下
降：潮水～ l股价～0人气～。

E涨势l zhiingshi L'81 C水位、价格等）上涨的趋
势：洪水～趋缓 i股价～强劲。

E涨停板】 zhangtingban r名］证券交易机构为
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采取措施对股票价格的
涨跌进行限制，使每只股票，当天价格只能在一
定幅度内波动。对涨幅进行的限制叫涨停板，
对跌幅进行的限制叫跌停饭。

掌 zhiing 阻碍鼓～｜机～｜摩拳
擦～。＠画用手掌打z ～嘴。＠画］掌

管s控制z ～舵 l～印卜，大权。。［画某些动物
的脚掌2 熊～｜鸭～。＠［名］马蹄铁·这匹马该
钉～了。＠（～儿）圈钉或缝在鞋底前部、后部
的皮子等：前～儿｜后～儿｜钉一块～儿。＠〈方〉

画画钉补鞋底：～鞋。＠〈方〉［动｜加上（油盐

等）：～点儿酱油。。〈方〉困把2 ～门关上。
(fj) (Zh凸ng）［~姓。

E掌厨l zhiing;; chu I到主持烹调。
E掌灯E zh凸ng;; d岳ng l动1] 0 手里举着灯。＠
点灯（指油灯）：天黑了，该～了。

E掌舵l zhiingduo 0 C 户〉型］行船时掌握船
上的舵。＠（一卅）［司比喻掌握方向。＠［皇
掌舵的人。

E掌骨E zhangg心使自构成手掌的骨头，每个子

长饥涨掌E掌丈 I zh凸ng zhang I 1651 I 

掌有 5 块。（图见 468 页“人的骨悟”）

E掌故E zh凸nggu 圈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

沿革等2 文坛～。

E掌管l zhiingguiin 圈负责管理；主持：各项
事务都有专人～。

E掌柜E zhiinggui f驾＠旧时称商店老板或负
责管理商店的人。＠〈方〉旧时徊户称地主。
＠〈方〉指丈夫。 II 也叫掌柜的。

【掌柜的E zh凸nggui• de 圈掌柜。

【掌控l zhangkong ~掌握控制z 公司的人事
任免权～在总经理手中。

【掌门l zh凸ngmen ~掌门人。
E掌门人l zh凸ngmenren IEJ 武林中执掌某一
门派的人，戏称某一部门或团体的主要负责
人。也说掌门σ

E掌权】 zhang;;quan I司掌握权力。

【掌上电脑l zhangshang diann凸0 个人数字

助理的俗称。
【掌上明珠l zhangshang mingzhO 比喻极受
父母宠爱的儿女，也比喻为人所珍爱的物品。
也说掌珠、掌上珠、掌中珠。

【掌上珠E zh凸ngshangzhO ［组掌上明珠。

【掌勺JLl zhang;; sh6or 圈主持烹调．我在家
偶尔也掌掌勺儿｜～的（饭馆、食堂中主持烹调的

厨师）。
E掌声】 zhangsh岳ng ［割鼓掌的声音z ～雷动。

【掌握】 zh凸ngwo 画＠了解事物，因而能充分
支配或运用：～技术 l～理论｜～原则 1～规律。
～自己的命运。＠主持；控制：～会议｜～政权。

【掌，L'l zhangxln 圈子心。
【掌印E zhang;;yln 匾。掌管印信。＠借指

主持事务或掌握政权。
【掌灶E zh凸ng;; zoo （～儿）圈在饭馆、食堂或
办酒席的人家主持烹调：张师傅在大饭店～｜
～儿的（掌灶的厨师）。

E掌中珠l zhangzhongzhO 圈掌上明珠。

E掌珠l zhangzhO 圈掌上明珠。

E掌子】 zhiing • zi 圈采矿或隧道工程中掘进的
工作面。也作碟子。

E掌嘴】 zhang;; zu1 I司用于掌打嘴巴。

撑叫见下。

[li掌子l zh凸ng•zi 同“掌子”。

·、

zhang （虫尤）

丈1 zhang 0 圈长度单位， 10 尺于 1

丈，1 （）丈等于 1 弓｜。 1 市丈合 3了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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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丈量（土地）：清～｜春耕前要把地～完。

丈2 叫＠古自悄年男子的尊称2 老
～。＠丈夫（用于某些亲戚的尊称）：姑

～（姑夫）｜姐～（姐夫）。

E丈夫E zhangfu [El 成年男子：伟～｜～气。
E丈夫E zhang•fu 圈男女两人结婚后，男子是

女子的丈夫。

E丈量】 zhangliang E到用步弓、皮尺等量土地

面积或距离：～地亩。
E丈母］ zhang· mu ＜方〉函丈母娘。
E丈母娘E zhang • muniang [El 岳母。有的地区

叫丈母。
E丈人E zhangren 圈古时对老年男子的尊称。
E丈人】 zhang• ren 圈岳父。

仗叫＠兵器的总称：仪～｜明火执～。
＠〈书〉拿着（兵器）．～剑。＠圈凭借；

倚仗：狗～人势｜他～着自己老子的势力欺负
人。。圈指战争或战斗z 胜～｜败～｜这一～

打得真漂亮。打好春耕生产这一～。
E仗胆E zhang;;d凸n （～儿〉圈壮胆。

E仗势］ zhang 11 shi ~画倚仗某种权势（做坏
事）：～欺人。

E仗恃J zhangshi ~倚仗；依靠z ～豪门。

E仗义l zhangyi ＠〈书〉屋副主持正义·～执
言。－~讲义气：为人～。

E仗义疏财E zhangyi毛hucai 讲义气，轻钱财，
多指拿出钱来帮助有困难的人。也说疏财仗

义。

E仗义执言E zhangyi-zhiyan 为了正义说公道

话。

杖叫＠拐杖；手杖：扶～而行。＠泛
指棍棒2 拼面～｜拿刀动～。

E杖子E zhang·zi 圈障子（多用于地名）：大～
（在河北）｜宋～（在辽宁）。

帐… 叫。用布、纱棚子等做成
（眼）的遮蔽用的东西z 蚊～｜营～1~:1!

0青纱～。＠旧同“账”。
E帐幕E zhangmu 圈帐篷（多指较大的）。

Z帐篷E zhang • peng [El 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
光的东西，多用帆布、尼龙布等做成。

E帐子E zhang• zi 圈用布、纱或绸子等做成的
张挂在床上或屋子里的东西。

账一叫圈。关于货币、货物出
（膜）入的白：记～｜查～。＠指账

簿z 一本～。＠债z 欠～｜还～｜放～。
E账本J zhangb邑n C～儿）圈账簿。

四挺簿E zhangbu ~记载货币、货物出人事项
的本子。

E账册E zhangce 圈账簿。

E账单】 zhangdan 圈记载货币、货物出入事项

的单子。
E账房E zhangfang c～儿）圈。旧时企业或有

钱人家中管理银钱货物出入的处所。＠在账
房管理银钱货物出入的人。

口长号E zhanghao 圈单位或个人跟银行建立

经济关系后，银行在账上给该单位或个人编的
号码。

[li!j;;户】 zhanghu [El O 会计上指账簿中对各

种资金运用、来源和周转过程等设置的分类。
＠户头：银行～｜设立～o

E账面】 zhangmian c～儿）画指账目（对实物

而言）：先把～弄清，再去核对库存。
E账目E zhangmu 圈账仨记载的项目：清

理～ l定期公布～。
[li!j;;务E zhangwu [El 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关于

财物出入记载、核算等的事务2 库房～管理。

胀… 叫＠圈膨胀：热～冷缩
（胶）＠圈身体内壁受到压迫而产生

不舒服的感觉z 肚子发～。

[Ill\:库】 zhangku rniil 仓库库存饱和：猪肉～。

涨… 叫 M固体吸收液体后体
陈（撮）积增吴g 豆子泡～了。＠（头部）
充血：头昏脑～｜他的脸～得通红。＠多出；
超出（用于度量衡或货币的数目）：钱花～了

（超过收入或预计）｜把布一量，～出了半尺。
另见 1651 页 zhango

障巾。阻隔s遮挡： ~~1～蔽。＠用
来遮挡、阻碍的东西：屏～｜路～o

E障碍E zhang ’ ai o 画挡住道路，使不能顺利
通过；阻碍：～物。＠圈阻挡前进的东西2 排

除～l扫清～o

E障蔽E zhangbi 画遮蔽3遮挡2 ～视线。

E障眼法］ zhangyanf凸圈遮蔽或转移人的目

光使看不清真相的手法。也说遮眼法、掩眼
法。

E障子】 zhang·zi 圈用芦苇、袜秸等编成的或

利用成行的树木做成的屏障：树～ l 篱笆～。

幢叫赔子＇ 1fr\' ~ I寿～｜喜～怖。

E幢子E zhang • z i [El 题上词句的整幅绸布，用

作祝贺或吊唁的礼物。

幢叫直立像屏障的山峰z 层峦叠～

痒叫痒气z ～纺

E痒房E zhangli 圈指热带或亚热带潮湿地区

流行的恶性在疾等传染病。

E痒气E zhangqi [El 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



热空气，从前认为是痒病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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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 时0 0 （书〉勉励（多用于人
（剑）名）。 8 (Zhool 圈姓。

招1 劫。。＠胖子上下挥动z ～手｜～之
即来。＠［租用广告或通知的方式使人

来：～领 l～考｜～留学生。 81司引来（不好的
事物）：～灾 l～苍蝇。。~惹②；招惹：这孩
子爱哭，别～他。＠［司惹①：这孩子真～人喜
欢。＠〈方〉圈传染·这病～人，要注意预防。
O CZhoo)f雹姓。
招2 ~~o 圈承认罪行：～供｜～认｜不打自

招3 削0 0 同“着”（ zhoo l CD。＠川
E借指计策或手段：我没～儿了｜这一

～儿厉害。
E招安l zhao ’ an 画旧时指统治者用笼络的手
腕使武装反抗者或盗匪投降归Ji顷。

E招标E zhao;; biao I刻兴建工程或进行大宗商
品交易时．公布标准和条件，招人承包或承买，
叫作招标。

E招兵】 zhao;;bTng 圈招募人来当兵。
E招兵买马】 zhaobTng m凸ima 组织或扩充武
装力量，也泛指扩大组织或扩充人员。

E招待E zhaodai 圈对宾客或顾客表示欢迎并
给以应有的待遇 z ～客人｜记者～会。

E招待所】 zhaodaisu凸圈机关、厂矿等所设的
接待宾客或所属单位来往的人住宿的处所。

E招页1J zhao;; f岳ng [Zl自指惹人注意而生出是

非。
E招抚E zhaof心画招安。
E招工E zhao;;gong 圈招收新职工．～启事。
E招供l zhao;;gδng 画供出犯罪事实：从实

~ 。

[:f召股】 zhao;;g心画企业采用公司组织形式

募集股金。
E招呼E zhao•hu 圈。呼唤：远处有人～你。

＠用语言或动作表示问候：乡亲们都围上来，
我不知～谁好。＠吩咐；关照．～他赶快做好
了送来。。照料：医院里对病人～得很周到。
＠〈方〉留神．路上有冰，～滑倒了。

E招魂E zhao;; hun 圈＠招回死者的魂（迷

信）：扬幡～。＠比喻为复活消亡的事物进行

宣传、鼓吹。
E招集l zhaoji I到招呼人们聚集；召集。

E招架E zhaojia E面l 抵挡：～不住｜来势凶猛，难

钊招 l zhoo I 16日｜
于～。

【招考】 zhaok凸o I噩用公告的方式叫人来应
考：～新生｜～学徒工。

【招f来】 zhao16i ［到招揽z ～顾客。

【招揽】 zhaol归自动］招引到自己方面来：～生

意
E招4页］ zhaolTng 画用公告的方式叫丢失物品

的人来领取2 ～失物。
【招录】 zhaolu 画招收录用2 公开～干部。

【招募】 zhaomu 圈募集（人员）：～新兵。
【招女婿］ zhao nu• XU 招亲①。
【招牌l zhao• pai 画挂在商店门前写明商店

名称或经销的货物的牌子，作为商店的标志。
也比喻某种名义或称号。

【招牌菜】 zhaop6icai 圈指某人或某餐馆等

最拿手的菜肴。因可以作为招牌，所以叫招牌

菜。
【招盘］ zhaop6n I司工商业主因亏损或其他原

因，把企业的货物、器具、房屋、地基等作价，招
人承购，继续经营。

E招聘】 zhaopin [1'J] 用公告的方式聘请z ～技

术人员。
【招亲l zhao;;qTn 画＠招人到自己家里做女

婿。＠到人家里做女婿，入赘。
E招惹】 zhao险制＠（言语、行动）引起（是非、

麻烦等）：～是非。＠（用言语、行动）触动；逗
号｜（多用于否定式）：别～他｜这个人～不得。

E招认】 zhaoren 圈（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事

实。

【招商】 zhaoshang E重用广告、展览等方式吸

引商家（投资、经营） ：～引资。

【招生】 zhao;;sh岳ng 圈招收新学生：～简章。

【招式】 zhaoshi l组武术或戏曲表演等的动作、

姿势。也作招势。
【招势l zhaoshi 同“招式”。

【招事E zhao;;shi 圈惹是非z 他爱多嘴，好～O
E刑立l zhaoshou ［租用考试或其他方式接收

（学员、学徒、工作人员等）。
[:fi召子E zhao;;sh归国举起手来上下摇动，表

示叫人来或跟人打招呼：～示意。

【招数】 zhaoshu O 函武术的动作。＠圈借
指手段或计策。｜｜也作着数。＠同“着数”①。

【招贴】 zhaoti岳［氨贴在街头或公共场所，以达

到宣传目的的文字、图画。
【招贴画】 zhaot iehua IJSl 宣传画。

【招贤】 zhaoxi6n ［割招纳有才德的人：张榜～1

～纳士。
E招降l zhao;;xi6ng 圈号召敌人来投降。

E招降纳叛】 zhaoxi6ng-napan 招收接纳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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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I zhao - zh6o I 招昭锦明着朝嘲着

投降、叛变过来的人。现多指网罗坏人，结党
营私。

E招笑JLl zhaoxiaor ＜方〉圈引人发笑。
E招选E zhaoxuan Ill国招聘选拔：～主持人。
E招眼E zhaoyan I到惹人注意：大红的外衣很

。

E招摇E zhaoy6o ~故意张大声势，引人注意：

～过市｜这样做，大～了。
E招摇过市E zhaoy6o-guashi 故意在公众场

合张大声势，引人注意。
E招摇撞骗l zhaoy6o-zhuangpian 假借名义，

到处炫耀，进行诈骗。
E招寻｜】 zhaoyin ［司＠用动作、声响或色、香、
味等特点吸引 z ～顾客。＠招人；引进·～人

才｜～外资。
E招灾】 zhao;;zai 画引来灾祸：～惹祸。
E招展E zhaozhan ［面飘动p摇动（弓｜人注意），
红旗迎风～｜花枝～。

E招致］ zhaozhi 圈。招收；搜罗（人才）。＠

引起（后果）：～意外的损失。

E招赘E zhaozhui ~主］招女婿。
E招子】＇ zhao•zi 匾。招贴。＠挂在商店门
口写明商店名称的旗子或其他招揽顾客的标
τt 
’＂，、。

(1召子E zhao·zi ~办法、汁策或手段。

E招租］ zhaozu E主i 招人租赁（房屋） ：～启事。
口刀 zhao O 明显；显著2 ～彰｜～著。＠
口〈书〉表明；显示：以～信守。 8 CZhao) 

圈姓。

E昭然】 zhaor6n 圈很明显的样子：天理～｜～

若揭。
E昭然若揭E zhaor6n-ruoji岳指真相大白。

E昭示】 zhaoshi 画明臼地表示或宣布：～后

世｜～国人。
E昭雪E zhaoxu邑［到洗清（冤枉）：平反～O

E昭彰E zhaozhang 圆明显；显著：罪恶～。

E昭昭E zhaozhao ＜书〉［用＠明亮 2 日月～。
＠明白 2 以其昏昏，使人～。

E昭著E zhaozhu 圆明显：恶名～l罪行～0

多 川〈书〉镰刀。召（绍） z a 
pmf zhao 见下。
j叮另见 1705 页 zh己U0
E喇晰l zhaozha ＜书〉圆形容声音繁杂细碎。
也作嘲咐。

着拍0 0 川圈下棋时下一子或走一
步叫一着z 高～儿｜支～儿。＠同“招3 ”②。

＠〈方〉画放；搁进去·～点儿盐。＠〈方〉圈

用于应答，表示同意：这话～哇！！～，咱们就

这么办！
另见 1654 页 zh6o; 1661 页 •zhe;

1730 页 zhu60

E着数】 zhaoshu O 画下棋的步子。也作招
数。＠同“招数”①②。

朝削0 0 早晨2 ～阳｜一～二夕｜～令夕改。
＠日；天：今～｜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另见 154 页 chao 。

E朝不保夕l zhaobubaoxi 保得住早上，不一定
保得住晚上，形容情况危急。也说朝不虑夕。

E朝不虑夕】 zhaobuluxi 朝不保夕。
E朝发夕至E zhaofa-xizhi 早晨出发晚上就能

到达，形容路程不远或交通便利。
E朝日芋E zhaohui 函早晨的阳光。

【朝令夕改】 zhaoling xig凸l 早晨发布了命令，

晚上义改变了，形容主张或办法经常改变，－

"°'JL→个样儿。
E朝露】 zhaolu ＜书〉圈早晨的露水，比喻存在
时间非常短促的事物。

E朝气】 zhaoqi ~精神振作，力求进取的气概

（跟“暮气味目对）：～蓬勃｜富有～。

E朝乾夕惕】 zhaoqi6n-xiti 形容一天到晚很勤

奋，很谨慎（乾：勉力）。
E朝秦暮楚】 zhaoqin muchu 一时倾向秦l司，
一时又依附楚国，指人反复无常。

E朝日】 zhaori ~早晨的太阳2 ～初升。
E朝三暮四】 zhaosan musi 有个玩猴子的人

拿橡实喂猴子，他跟猴子说，早t~合每个猴子
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所有的猴子昕了都急
了；后来他又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所
有的猴子就都高兴了（见于《庄子·齐物论悦。

原比喻聪明人善于使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
辨别事情，后来形容反复无常。

E朝思暮想E zhaosi-muxi凸ng 形容时刻想念。

E朝夕】 zhaoxi O ［国天天；时时．～相处。＠
［每指非常短的时问：～不保｜只争～o

E朝霞E zhaoxi6 ~ l=l 出时出现的云霞。

E朝阳l zhaoy6ng 0 圈早晨的太阳迎着～。
＠圈属性词。新兴的、富有竞争力而有发展

前途的：～产业。
另见 154 页 ch6oy6ngo

嘲 zhao 见下。
另见 154 页 ch6oo

(P胡晰l zhaozha 同“明晰”。

着

,, 
zh6o （虫么）

zh6o l垫。接触；挨上z 上不～天，下不

～地。＠感受；受到ij ：～风｜～凉。＠燃



烧，也指灯发光（跟“灭”相对）：炉子～得很旺｜
天黑了，路灯都～了。。用在动词后，表示已

经达到臼的或有了结果2 睡～了｜打～了｜猜～
了。＠〈口〉入睡：一上床就～了。
另见 1654 页 zhoo; 1661 页 •zhe;

1730 页 zh凶。

E着调】 zhaodiao ＜口〉帽指言行合乎常理（多

用于否定式）：喝了点儿酒，说话都不～了。

E着慌l zh6011huang 画着急；慌张：大家都急

得什么似的，可他一点儿也不～。

E着火E zh6o矿huo I到失火。
E着火点E zhaoh呻dian 固燃点2 0 

E着急、＼］ zhao矿 ii rira 急躁不安：别～，有问题商
量着解决｜时间还早，着什么急？

E着凉】 zhao11 liang I到受凉：外面挺冷，当心
～｜我夜间着了一点儿凉。

E着忙l zh6011m6ng O 国民感到时间紧迫而
加快动作：事先收拾好行李，免得！胳上车～｜时
间还早着呢，你着的什么忙？＠闹着急s慌张：
别～，等我说完了你再说！听说孩子病了，她心

里有点儿～。
E着迷E zh6011mi 圈对人或事物产生难以舍
弃的爱好；入迷2 老爷爷讲的故事真动人，孩子

们听得都～了。
E着魔］ zh6o;;m6 I动］入魔。

E着三不着两E zhao san bu zhao liang 指说
话或行事考虑不周，轻重失宜。

II 

zh凸o （虫么）

爪 zhao 圈＠动物的趾甲：乌龟趾间有
膜，趾端有～。＠鸟兽的脚：前～｜鹰～｜

张牙舞～。 0 (Zh凸o）姓。

另见 1718 页 zh怕。

UR牙E zh凸oy6 I萄爪和牙是猛禽、猛兽的武
器，比喻坏人的党羽。

找1 州时了要见到或得到所需求的
人或事物而努力：～人｜～材料｜～出路 l

钢笔丢了，到处～不着。

戈2 zh凸o 画把超过应收的部分退还却不
足的部分补上z ～钱｜～齐。

E找病E zh凸o;;bing E盈＠白找生病：这么冷的
天穿一件单衣，不是～吗？＠比喻自寻苦恼。

E找补E zh凸o•bu 国把不足的补上：不够再～
点儿｜话没说完，还得～几句。

E找不着:ft.] zh凸o•buzhao b品iO 指辨别不清
方向 2 商场实在太大，一进去就～了。＠形容
忘乎所以或没有头绪z 高兴得～了｜股市变幻

着爪找沼召 I zh6o zhao 

莫测，很多投资者～。
【找茬儿E zh凸011ch6r 同“找碴JL”。

1655 

[t1己酌L] zh凸o;;char I动］故意挑毛病：～打架。

也作找茬儿。

E找零E zh凸011 ling ＜～儿）［现找零钱：商场硬币
准备不足，～成了难题。

【找麻烦E zh凸0 ma•fan （给自己或别人）添麻
烦。

【找平E zh凸o;;ping 圈！（瓦工砌墙、木工刨木料

等）使高低凹凸的表面变平：右手边儿还差两
层砖，先～了再一起往上砌。

E找齐］ zh凸o;;qi 国＠使高低、长短相差不多：

篱笆编成了，顶上还要～。＠补足：今儿先给
你一部分，差多少明儿～。

E找钱E zh凸o;;qian ~功！收到币值较大、超过应

收数目的钞票或硬币，把超过的部分用币值小
的钞票或硬币退还。

【找事】 zh凸0//Shi （～儿）画。寻找职业：你替

他找个事干干。＠故意挑毛病，引起争吵；寻

衅z 他是故意来～的，别理他。
E找赎E zh凸oshu ＜为〉圈找钱：自备零钞，恕

不～。

【找71:] zh凸osT 圆白找死亡（多用于责骂人不

j颇危险或自取死亡）。

E找头E zh凸o•tou （～儿）〈门〉圈付钱时找回

的钱。
E找寻E zh凸oxun 圈寻找。

【找辙E zh凸0// zhe （方〉画］＠想办法；找门路2

厂里停工待料，领导都忙着～呢。＠找借口：
我实在坐不住了，找了个辙走了。

J刀 zh凸0 天然的水池子：池～｜～泽o
f口
E沼气E zh凸oqi I重池沼污泥中埋藏的植物体
腐烂发酵生成的气体，也可用粪便、植物茎叶

发酵制得。主要成分是甲烧。用作燃料或化

工原料。
E沼泽E zh凸oze [El 水草茂密的泥泞地带。

飞

zhao （虫么）

召 1 zhao O [il!JJ 召唤： ~Jtl 他已被上级～
回北京。 8 CZhao）函姓。

召2 zhao 寺庙（多用于地名）：乌审～｜罗布
～（都在内蒙古）。［蒙］
另见 1151 页 Shaoo

【召唤E zhaohuan ［量叫人来（多用于抽象事
物）：新的生活在～着我们。

E召回E zhaohui l司＠把派遣出去的人员召唤

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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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 I zhao ｜召兆诏赵然掉腕照

回来（多用于外交场合）：～驻外全权代表。＠
生产商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固有质量问题

的产品：这款汽车因刹车踏板易出故障而被紧

急～。
E召集l zhaoji 圈通知人们聚集起来：～人｜队

长～全体队员开会。
E召见】 zhao j ian [1lll] O 上级叫下级来见面。

＠外交部通知外国驻本国使节前来谈有关事

宜。

E召开】 zhaokai 圃召集人们开会；举行（会

议）。
、lv1 zhao 0 预兆①：征～｜不吉之～。＠
/U 预示 z 瑞雪～丰年。 8 (Zhao）圈姓。
、lv2 zhao 圈＠一百万。＠古代指一万

/U 亿。
E兆头］ zhao•tou 圈预兆①z 好～｜坏～｜暴风

雨的～。
、刀 zhao O ＜书〉告诉；告诫。＠诏
Z径（韶）书2 下～。
E诏书l zhaoshu 圈皇帝颁发的命令。

赵… Zhao O 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北
（趟）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

指河北南部。＠圈姓。

E赵体E zhaotl 圈元代赵孟频＜ fu）所写的字
体，圆润清秀，结构谨严。

夕夜 zhao 见下。

E依篱E zhao·li [Bl 用金属丝、竹箴或柳条等制
成的能漏水的用具，有长柄，用来捞东西。

掉… ιzhao ＜方〉＠圈桨
（耀、 1牌）＠圈划（船）。

腕 zhao 古代一种旗子。

日:a ....~ zhao O 圃照射2 日～｜阳光
照（”呢）～在窗台上1用手电筒～一～。
＠画对着镜子或其他反光的东西看自己的
影子；有反光作用的东西把人或物的形象反映

出来：～镜子｜湖面如镜，把岸上的树木～得清

清楚楚。. rnlll 拍摄（相片）＝这张相片～得很
好。＠相片s 小～｜玉～。＠圈执照；政府所
发的凭证：车～｜护～｜牌～！取缔无～摊贩。

＠照料2 ～管｜～应。＠通知：关～！～会。＠
比照：查～！对～。＠知晓；明白：心～不宣。

⑩因对着；向着2 ～这个方向走。＠圆依

照；按照z ～章办事｜～这个样子做。＠表示
按原件或某种标准（做）：～发｜～搬。＠
(Zhao）圈姓。

E照嗣 zhaoban 画照原样不动地搬用（现成

的方法、经验、教材等）：学习先进经验要因地

制宜，不能盲目～。

E照办】 zhao;;ban 圃依照勿理：碍难～｜您吩

咐的事都一一～了。
E照本宣科l zhaoben讯Janiφ 死板地照现成

文章或稿子宣读，指不能灵活运用。
E照壁l zhaobi [Bl 大门内外对着大门做屏蔽

用的墙壁。也叫照墙、影壁或照壁墙。
E照壁墙】 zhaobiqiang 圈照壁。

[P.\~常】 zhaochang O 画跟平常一样2 一切

～。＠圈表示情况继续不变：～工作｜节假

日～营业。
E照抄］ zhaochao 画＠照原来的文字抄写或

引用：按原稿～一份。＠照搬。
E照登］ zhaod岳ng 圈文稿、信件等不加修改地

刊载：来函～。
E照度E zhaodu [Bl 光照度的简称。

E照发E zhaofa 圈。照这样发出（公文、电报

等），多用于批语。＠照常发给：带职学习，工
资～。

E照拂】 zhaofu 圈照料ι照顾。

E照顾】 zhaogu 画＠考虑（到）；注意（到） :~ 
全局｜～各个部门。＠照料g 我去买票，你来～

行李。＠特别注意，加以优待：安排就业，要
适当～转业军人｜老幼乘车，～座位。。商店
或服务行业等管顾客前来购买东西或要求服
务叫照顾。

E照管】 zhaoguan 画照料管理：～孩子｜～器

材｜这件事由他～。
E照葫芦画瓢E zhao hu • lu hua pico 比喻照着
样子模仿。

cm~护E zhaohu rnlll 照料护理（伤员、病人等） : 
～老人｜细心～O

E照会】 zhaohui 0 圈一国政府把自己对于彼

此有关的某一事件的意见通知另一国政府。
＠画上述性质的外交文件。

[Jll~旧】 zhaojiu O 圈跟原来一样z 这本书再
版时，体例可以～，资料必须补充。＠圃仍旧
②g 我们休息了一下，～往前走。

E照看】 zhaokan 圃照料（人或东西）：～孩子｜

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有我～。

［，~ll理l zhaoll 圃按理z ～他现在该来了。

E照例E zhaoli 团按照惯例g按照常情z 春节～
放假三天｜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E照料］ zhaol iao rnllJ 关心料理z ～病人。

E照l临E zhaolin rnllJ （日、月、星的光）照射到：曙
光～大地。

E照猫画虎E zhaomao-huah心比喻照着样子

模仿。
［~ll面JL] zhaomianr O 圈面对面地相遇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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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儿。 8 ( // ）［到露面； l)l面（多用于否定｜【罩棚E zhaopeng IE 用芦苇、竹子等搭在门前三三三

式）：始终没有～｜互不～。 | 或院子哩的棚子。 三量三三! 言三三三

（！！注明E zhaoming l动！用灯光照亮室内、场地！【罩衫l zhaoshan ＜方〉圈罩衣。

等：～灯｜～设备｜舞台～。 I c罩袖E zhaoxiu ＜方〉圈套袖。
E照明弹l zhaomingdan 画一种特制的炸弹｜【罩衣】 zhaoyi 圈穿在短袄或长袍外面的单
或炮弹，弹体内装有发光药剂，有的有小降落｜ 褂。也叫罩褂儿。

伞，能在空中发出强光。用于夜间观察或指示 I c罩子E zhao•zi I萄遮盖在物体外面的东西。

攻击目标。 I A,r~ zhao l旬鱼，种类很多，全身元
Z照明 zhaopai 画用计算机照相排版：～机 I I I咣（跳）鳞，头部扁平，有的种类胸部前方
激光～。 | 有吸盘。生活在溪水中。

[j照片JLl zhaopianr ＜口〉回照片。 ｜更应 内h zhao O 发生ι｜起·～事｜～
E照片】 zhaopian 圈把感光纸放在照相底片 I ：幸c ：肇）祸。＠〈书〉开始：～始 i ～端。
下曝光后经显影、定影而成的人或物的图片。 I 8 CZhaol~ 姓。

E照墙l zhaoqiang 圈照壁。 I c肇端】 zhaoduan ＜书〉［型发端；开端。
E照射E zhaoshe 阑光线射在物体上：阳光～｜【肇祸】 zhaohuo 画闯祸。
在大地上。 ｜【肇始】 zhaoshT ＜书〉圈开始。

(J照实E zhaoshi ［副按照实情：你做了什么，～｜【肇事】 zhaoshi 画引起事故；闹事：追查～
说好了。 | 者。

E照说l zhao圳。圃按说z 他补习了几个月， I c肇因】 zhaoyin 温起因。
～这试题应该能做出来。 ｜朋 zhao 同喃”。唐代女皇帝武则天为自

E照相】 zhao;;xiang 画画摄影①的通称．～馆 11 ~主己名字选用的新造字。
～簿（相册） 0 

E照相机l zhaoxiangji IE 照相的器械，光学照

相机由镜头、暗箱、快门以及测距、取景、iV!~光
等装置构成。还有数字照相机等。 i日称摄影

机。
E照相纸E zhaoxiangzhT 圈印相纸和放大纸

的统称。
E照样E zhaoyang c～儿JO c ;; ）［割依照某
个样式（做某事）：～画一张 l 照这个样儿做。＠
画照旧：天气尽管很冷，工地上～热火朝天。

E照妖镜】 zhaoy白ojlng l组传说巾的一种宝
镜，能照出妖魔原形，现在也用于比喻。

(J照耀l zha口yao I盈（强烈的光线）照射阳光

～着大地。
（！！自应E zhaoving 画配合；呼应：互相～｜前后

~ 。

E照应E zhao·ying ~击。照料．一路上乘务员对
旅客～得很好。

E照直l zhaozhi 画＠沿着直线（前进）：～走 i
～往东，就是菜市。＠（说话）直截了当：有话
就～说，不要吞吞吐吐的。

罩 zhao O ~植树套在外面：笼～｜
天空阴沉沉地～满了乌云｜棉袄外面～着一

件蓝布褂儿。＠（～儿）圈罩子z 灯～儿！口～儿。
＠（～儿）外罩；罩衣．袍～儿。＠圈养鸡用的
笼子。＠圈捕鱼用的竹器，圆筒形，上小下
大，无顶无底。 0 (Zhao）圈姓。

E罩褂儿】 zhaoguar 圈罩衣。

l ~h－~ ＼业主） 丁

折 zh岳〈口〉圈。翻转： ~ ~~头＠倒
Cdao）过来倒过去2 水太热，用两个碗～

一～就凉了。
另见 1152 页 she; 1658 页 zheo

【折箩l zhelua ＜方〉｛名l 指酒席吃过后倒在→

起的剩菜。

E折腾】 zh画 •teng 圈。翻过来倒过去．凑合着

睡一会儿，别来回～了。＠反复做（某事）：他
把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了好几回。＠

折磨z 慢性病～人。。乱花费；挥霍：家底都

叫他～光了。

革•h- zh岳［罚。蜂、揭子等用毒刺刺人或动

主民物。＠某些物质刺激皮肤或站膜使发生
微痛：切洋葱～眼睛｜这种药水擦在伤口上～

得慌。
另见 1659 页 zh岳。

”也 zh岳 见 157 页1日丰瞧~o
... h＂＇ 另见 1661 页 zhe 。
主扉 zh岳［现＠一物体处在另一物体的某一
足~方位，使后者不显露：山高～不住太阳。

＠阻拦：横～竖拦。＠掩盖：～丑｜～人耳目 i

～不住内心的喜悦。

E遮蔽】 zh岳bi [ilDJ 遮①2 ～风雨｜树林～了我们

的视线，看不到远处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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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主主脏藏］ zh岳c6ng ［到遮蔽；掩藏。
雪王军雪 E遮丑E zh岳／！ Ch凸u ［甜用言语或行动遮掩缺点、

错误或不足。
E遮挡E zh岳dang O ［面遮蔽拦挡2 ～寒风 l 窗
户用布帘～起来。＠圈可以用来遮蔽拦挡的

东西：草原上没有什么～O

E遮盖E zh岳gai 圈＠从主面遮住z 路让大雪～

住了。＠隐藏；隐瞒：错误是～不住的。
E遮拦E zh岳Ian 圃遮挡；阻挡．防风林可以～

大风C

E遮羞E zhe11 xiu [@] O 把身体仁不好让人看
见的部分遮住。＠遮丑：～解嘲。

E遮羞布］ zh岳xiubu 圈。系在腰间遮盖下身

的布。＠借指用来掩盖羞耻的事物。

E庭掩E zh岳van I型］＠遮蔽；遮盖①：远山被雨
雾～，变得朦胧了。＠掩饰：～错误｜极力～内

心的不安。
E遮目民法E zh岳yanfa t8J 障眼法。

E庭阳E zh岳yang O 画遮挡阳光z ～帽｜～篷｜
撑起伞来～。＠画i 指帽檐或形状像帽檐那样
可以遮阳光的东西。

[ijg阳镜E zh岳y6ngjing 圈太阳镜。
[ijg阳帽E zh的6ngmao 圈用来遮挡阳光的帽

子，一般帽檐较宽。

E庭阳伞］ zh的。ngsan 图用来遮挡阳光的伞
（一般指伞面较大，固定在某处使用的）。

E遮阴E zh的In ［＠］遮蔽阳光，使阴凉：院子里

有几棵～的树。

, 
zhe （虫古）

折1 zh自＠圈断；弄断：…树叫
了。＠损失：损兵～将。＠弯；弯曲z

曲～ 1百～不挠。。自由回转；转变方向 z 转～｜
刚走出大门又～了回来。＠折服：心～。＠

折合；抵换z ～价 l～账 1～变。＠圈买卖货物
时，照标价减去一个数目，减到原标价的十分

之几叫作儿折或几扣，例如标价一元的减到九
角叫作九折或九扣，减到七角五分叫作七五折
或七五扣z 对～｜打九～。＠（量元杂剧j每→
个剧本分为四折，一折相当于后来的一场。。
圈汉字中有曲折的笔画，形状有“， L L 乙”

等。~ (Zh在）圈姓。

t巳2 A … zhe 0 ［到折叠2 ～扇｜～尺 l
好T C"'t、）她把信～好，装在信封里。＠
（～儿）！司折子：奏～ l存～JL o 

另见 1152 页仙台； 1657 页 zhe"

E折半】 zheban 圈减半g打对折z 处理品按定

价～出售。
E折变E zhebian [i;!j] 变卖 2 ～家产。

【折尺］ zhechi r毡］可以折叠起米的木尺，长度
多为 1 米。

E折冲】 zhechong ＜书〉圈击退敌人的战车，

借指制敌取胜：～御侮｜～千里之外。
E折冲搏声且］ zhechong-zunz心在酒席宴会问制

敌取胜，指进行外交谈判（搏组2古时盛酒食的

器具）。

E折抵】 zhedi I动］折合抵偿或抵换：违约金不

能～赔偿金。

E折叠］ zhedi自画把物体的一部分翻转和另一
部分紧挨在 4起z ～床｜～衣服｜把被褥～得整

整齐齐。
[:Jfi兑】 zhedui Q到兑换金银时按成色、分重折

算。

E折返】 zhefan ［副返回 z 飞机因机械故障，起
飞不久即～原机场。

E折ij~］ zhefu 圈。说Hfi；使屈服2 强词夺理不

能～人｜艰难困苦～不了我们。＠信服z 令人

～｜大为～。
E折福】 zhe;;fu 画指过分享用或不合情理地

承受财物而减少福分。

E折干］ zhe11gan ＜～儿）［到指赠送礼品时用钱
来代替。

E折光E zheguang O 面I ＜物质）使通过的光线
发生折射。＠画指折射出来的光，比喻被间

接反映出来的事物的本质特征2 时代的～｜现
实生活的～。

E折桂】 zhegui ［量科举时代指考取进士，现多

｛昔指竞赛或考试获第一名．省队联赛～。
E折合E zhehe 函。在实物和实物间、货币和

货币间、实物和货币间按照比价计算z 把实物

～成现钱。＠同一实物换用另一种单位来计
算：水泥每包五十公斤，～市斤，刚好一百斤。

E折阳E zhehui i司返回。

E折价E zhe;;jia 圈。把实物折合成钱z 损坏

公物要～赔偿。＠商品打折降价2 过季服装
～甩卖。

E折旧E zhejiu 画补偿固定资产所损花的价

值3 ～率｜～费。
E折扣E zhekou ~ 0 在标价的基础k按成数
降价的出售方式，参看“折1 ”⑦z 明码标价，不

打～。＠见 237 页【打折扣］②。
E折磨】 zhe • m6 [§!j] 使肉体仁、精神上受痛苦：
受～｜这病真～人。

E折扇E zheshan 圈用竹、木等做骨架，上面蒙

上纸或绢制成的可以折叠的扇子。
E折射E zheshe 画＠光线、元线电波、声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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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发生
偏折。也指在同种介质中，由于介质本身不均
匀而使光线、无线电波、声波等的传播方向发
生改变。＠比喻把事物的表象或实质间接反
映出来z 家庭的变化～出社会的发展。

E折实】 zheshi 画。打了折扣，合成实在数
目。＠把金额折合成某种实物价格计A算。

E折寿】 zhe;;shou 圈指因享受或受到的礼遇
过分而减损寿命。

E折受E zhe•shou ＜方〉［司因过分尊敬或优待
而使人承受不起。

E折算E zhesuan ［到折合；换算。
E折损J zhesun 圈损失．激战过后，敌人兵力

～过半。
E折头E zhe·tou ＜方〉圈折扣：打～。
E折线J zhexian 画不在同一直线上而顺次首
尾相连的若干线段组成的图形。

E折腰】 zheyao ＜书〉国］弯腰行礼。也指屈身

事人。
E折账E zhe闯hang 圈用实物抵偿债款。
E折纸E zhezhl R到儿童子工的一种，用纸折叠

成物体的形状。
E折中】（折衷） zhezhong l司对几种不同的意

见进行调和·～方案｜～的办法。
E折中主义J zhezhong zh心yi 一种形而上学思

想方法，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无原
则地

E折皱E zh告zhοu t8l 皱纹．满脸～。
E折子】 zhe·zi 圈。用纸折叠而成的册子，多
用来记账。＠指银行存折。

E折子戏E zhe·zixi 圈只表演全本中吁以独立
演出的一段情节的戏曲（区别于“本戏”）。例
如演整本《牡丹亭》是本戏，只演其中的《春香
闹学》或《游园惊梦》是折子戏。

哲 zhe 0 有智慧～人。如
（句古古）智慧的人z 先～。

E哲理】 zheli 圈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原理：人生

～｜富有～的诗句。
E哲人】 zheren ＜书〉［旬智慧卓越的人。
E哲学J zhexue 圈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学
说。是在具体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反思性、普遍性的特点。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
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
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两大对立派别。

哲… zhe 啪明亮
（祷晰）

辄（辄、哪）
zhe ＜书〉圆总是；就：
动～得咎l浅尝～止。

士士 zhe

口口
＠见 1659 页“哲”。＠用于人名。

垫I _,.,__ zhe 垫伏：惊～｜～如冬蛇｜久～
（童基） 乡间。

E垫伏】 zhefu ［司。动物冬眠，潜伏起来不食

不动。＠借指垫居。
E垫居E zheju ＜书） ［动l 像动物冬眠→样长期躲

在一个地方，不出头露面：～山村。

奎～ zhe ＜书〉惧怕 2 ～服（慑月~J I 
（曹）惧（恐惧）。

才＇ff zhe 见 509 页｛海茧］ o
S毫另见 1657 页 zh画。
第 zhe 见下。

E挤子E zhe·zi ＜方〉画一种粗的竹席。
2式~ zhe （书〉＠封建时代把
3同（捕、兴盖面） 高级官吏降职并调到边远
地方做官：贬～｜～居。＠指神仙受了处罚，

降到人间．有人把李白称为～仙。＠责备g指

摘·众人交～。
E滴居E zheju f割被贬诵后住在某个地方z 苏

东坡曾～黄州。
擂 zhe 见 1创页“折”“擂”简化方抓

但在二字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擂”。
7为止1 zh自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

修怵
7为企2 zhe 〈书〉汉字的笔画，即捺（ no）。

修IC
辙… zhe c～儿）圈＠车轮轧出的痕

（瞰）迹；车辙．覆～｜如出一～｜前头有
车，后头有～。＠行车规定的路线方向：上下

～｜顺～儿｜俄C qiangl ～儿。＠杂曲、戏曲、歌

词所押的韵z 十三～｜合～。＠〈方〉办法s主

意：想～｜找～｜有～｜你来得正好，我正没～呢！

E辙口】 zhekou ［组辙③：这一段词儿换换～就

容易唱了。

zh运
y 

（虫古）

者1 zh品。圈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形容词
性词组、动词性词组后面，表示有此属性

或做此动作的人或事物：强～ l老～｜作～！读
～ J胜利～｜未渡～！卖柑～｜符合标准～。＠回
用在某某工作、某某主义后面，表示从事某项

r:作或信仰某个主义的人z 文艺工作～｜共产
主义～。＠〈书〉［且用在“二、三”等数词和

“前、后”等方位词后面，指上文所说的事物2 前

～｜后～｜二～必居其一｜两～缺一不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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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圄用在词、词组、分句后面表示停顿：风

～，空气流动而成。＠圃用在句尾表示希望

或命令的语气（多见于早期臼话）：路上小心在

意～！ 0 CZh吕）［事姓。

者2 zh岳阳示代词。义同“这”（纠正于早
期白话）＝～番｜～边。

睹 z~岳见下。
E睹陋】 zhe•li f组从天然海藻或某些动物皮骨

中提炼制作的胶性物质，可以作为糖果、点心
和某些化妆品的原料。［英 jellyJ 
错… zh岳圈金属元素，符号 Ge0 银

（绪）灰色．质脆，有单向导电性，自然界
分布极少。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

精拍红褐色： ~:fl 0 

E茄石E zh岳shi IE 矿物，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

铁。通常呈暗棕色，也有土黄色或红色的，主
要用作颜料。

裙 甘 zh昌卜儿）圈裙子：百～裙｜裤
（！褐）子上有一道～儿。

E福当皮E zhezhδu 圈＠由于地完运动，岩层受
到压力而形成的连续弯曲的构造形式。＠皱
纹：满脸～。

E榴子l zh岳. z i 圈。（衣服上）经折叠而缝成的

纹z 裙子上的～。＠（衣服、布匹、纸张等上
面）经折叠而留下的痕迹：用荧斗把～烙平。
＠皮肤上的皱纹。

、

zhe （虫古）

、主· 、 zhe 四指示代词。＠指示比较

1总（逗）近的人或事物。 a）后面跟量词或
数词加量词，或直接跟名词：～本杂志｜～几匹
马｜～孩子｜～地方｜～时候。 b）单用：～叫什

么？卜，是我们厂的新产品。重重’在口语里，
“这”单用或者后面直接跟名词时，说 zh句

“这”后面跟量词或数词加量词时，常常说

zhei 。以下1这程子］、 1这个1 、 I这会JL ］、 1这
些1 、1这样1、［这阵JL］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
zhei－。＠跟“那”对举，表示众多事物，不确指

某人或某事物z 怕～怕那｜～也想买，那也想

买。＠这时候：我～就走｜他～才知道运动的

好处。
E主程子E zhecheng·zi ＜方〉圆指示代词。这
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

E这个E zhe·ge 圆指示代词。＠这一个：～孩

子真懂事｜～比那个沉，我们两个人抬。＠这

东西；这事情：你问～吗？这叫哈密瓜｜他为了
～忙了好几天。＠用在动i司、形容词之前，表
示夸张2 大家～乐啊！

E这会JLl zhehu i r c 口语中也读 zh自huir）团指

示代词。这时候：～雪下得更大了 i你～又上
哪儿去呀？也说这会子。

E这里】 zhe·li 圆指示代词。指示比较近的处

所：～没有姓洪的，你走错了吧？｜我们～一年

种两季稻子。

E这么】（这末l zhe·me 团指示代词。指示件质、

状态、方式、程度等z 有～回事｜大家都～说｜～

好的庄稼。岳重’在口语里常常说 z自•me ，以
下1这么点JL J 'I（这么些Ji 、 1这么样lJ这么着1四
条中的“这么”同。

( 这么点JLl zhe·medionr I~ 指示代词。指示数
量小：～水，怕不够喝！～路一会儿就走到了。

E这么些】 zhe•mexi岳［因指示代词。指示一定

的数量（强调多或少）：～人坐得开吗？｜就～
了，你要都拿去。

E这么样】 zhe·meyang 团指示代词。这样。
E这么着】 zhe•me·zhe 圆指示代词。指示动

作或情况：～好｜瞄准的姿势要～，才打得准。
E这JL] zher ＜口） IE] 指示代词。＠这里。＠

这时候（只用在“打、从、由”后面）：打～起我每
天坚持锻炼。

E这山望着那山高】 zhe shan wang. zhe na 
shan goo 比喻不满意自己的环境、工作，老
觉得别的环境、别的工作好。

E这些E zhexi岳 IE] 指示代词。指示较近的两个

以上的人或事物3 ～就是我们的意见｜～日子

老下雨。也说这些个。
E这样】 zheyang （～儿）圆指示代词。指示性

质、状态、方式、程度等z 他就是～一个大公无

私的人｜他的认识和态度就是～转变的｜担负～
重大的责任，够难为他的｜～，就可以引起同学

们爬山的兴趣。也说这么样。［孟噩’“这（么）
样”可以用作定语或状语，也可以用作补语或

谓语。“这么”只能用作定语或状语。

( 这阵JL] zhezhenr ＜口〉圈指示代词。指最
近的一段时间；现在2 ～天气特别冷｜他～正在

回家的路上。也说这阵子。

拓 zhe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皮灰褐
色，有长刺，叶子卵形，头状花序，果实球

形。叶子可以喂蚕，根皮可入药。 8 CZh的

姓。

占也主 • , Zhe 0 浙江，古水名，就是现在
Wf（祷涮）的钱糖江，在今浙江省。＠圈
指浙江省。＠圈姓。

E浙菜E zhecai 圈浙江风味的菜肴。



τ比 zhe 甘煎：～糖 1～田｜～农0

/JI 、、

E煎农E zhen6ng 函以种植甘蔚为主的农民。
[J,l军糖l zhet6ng 圈。有机化合物，化学式

C,, H,, (),, ＂白色晶体，有甜味，甘康和甜
菜中含量特别丰富。日常食用的白糖或
红糖中主要成分是荒糖。＠用甘庶榨汁

熬成的糖。

『1世 zhe 圃旧时仆役对主人或宾客的应诺
呗队声。

另见 1657 页 zhe 。

由Er i ，今 zhe 见下。
J陌（麟）
E鸥鸪l zhegu 喝鸟，背部和腹部黑白两色相
杂，头顶棕色，脚黄色。生活在有灌木丛的低
矮山地，吃昆虫、贩蚓、植物的种子等。

座 zh~ 见下
E座虫】 zhech6ng 圈地鳖。

•Zhe （·虫古）

著 •zhe 旧同节”（·拙。
另见 1716 页 zhu; 1730 页 zhu60

着加＠圈表示动作的持续： fttr～红
旗在前面走 i他们正谈～话呢。＠圈表示

状态的持续：大门敞～｜茶几上放～一瓶花。
＠画用在动词或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后面，加
强命令或嘱咐的语气：你听～｜步子大～点儿｜
快～点儿写｜手可要轻～点儿。。加在某些词
后面，构成介词：顺～｜沿～ l朝～｜照～｜为～。

另见 1654 页 zhao; 1654 页 zh6的

1730 页 zhu6o

E着哩】 •zhe•li ＜方〉画着呢。
E着呢】· zhe• ne ＜口〉［国表示程度深，有时带
有说服对方的意味2 他聪明～（可别以为他笨＞ I

街上热闹～！这种瓜好吃～ l他画得可像～。

zhei （虫飞）

这（逗）
zhei “这”Czhe）的口语音。参看

1660 页“这”条［注意’。

c= _zfi，句型2L == 
..I::' 1 z 岳n 0 忠于自己所信守的原

贝（桌）则；坚定不变z 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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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丽的回姓。

」－：：；－ 2 . . zh岳n ＜书〉占卡。

JJ..!. （桌）
E贞操l zh岳ncao 圈贞节2 保持～。
E贞观E Zhenguan E旦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公
元 627←649 ）。

E贞节E zh岳njie 圈＠坚贞的节操。＠封建礼
教所提倡的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

【贞洁】 zh岳njie G檀指妇女在节操上没有污点。

【贞烈E zh岳nlie lllil 封建礼教中指妇女坚守贞

操，宁死不屈。

针 h岳n 0川酬衣物
（封、编）用的工具，细长而小， 头

尖锐，一头有孔或钩，可以引线，多用金属制

成z 绣花～｜缝纫机～。＠细长像针的东西2

松～｜指南～｜表上有时～、分～和秒～。－~
针剂：防疫～｜打～。＠圈中医刺穴位用的

特制的金属针：银～｜毫～。＠中医用特制的
金属针按穴位刺人体内医治疾病：～灸。＠
(Zh邑n）圈姓。

【辛十鼻JL] zh岳nbir 圈针上引线的孔。

E针泛E zh岳nbian 圈眨是古代用来治病的石

针或石片。“针眨”比喻发现或指出错误，以求

改正．痛下～｜～时弊。

【针刺麻醉】 zh岳nci-m6zui 一种麻醉技术，用

毫针扎在病人的某些穴位上，达到镇痛目的，
使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手术。简称针麻。

【针对】 zh岳ndui E面对准z ～儿童的心理特点

进行教育｜这些话不是～某个人的。
E针锋相对E zhenfeng-x iangdu i 针尖对针尖，

比喻双方策略、论点等尖锐地对立。

在十箍】 zh岳ngu c～儿）〈方〉圈顶针儿。

E针管E zh岳ngu凸n ［画注射器上盛药水的管子，
有亥rj度，用玻璃等制成。也叫针筒。

【针弗rj] zh岳nji 圈注射剂。

E针尖儿对麦芒JL] zh岳njianr dui maim6ngr 指

争执时针锋相对·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越吵越厉害。

E针脚l zh岳n • j i凸o 圈＠衣物上针线的痕迹z
棉袄上面有一道一道的～！顺着线头找～（比喻

寻找事情的线索）。＠缝纫时前后两针之间的
距离：～太大了｜她纳的鞋底～又密又匀。

E针灸E zh岳njiu 圈针法和灸法的合称。针法
是把毫针按→定穴位和l入患者体内，用捻、提
等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
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
病。

E针麻E zh岳nm6 圈针刺麻醉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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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针筒E zh岳ntong 圈针管。
E针头线脑］ zh岳nt6u-xiann凸口（～JL）缝纫用的

针线等物，多比喻零碎细小的东西。
E针线】 zh岳n·xian 圈缝纫刺绣等工作的总称：
～活儿！学～o

E针眼E zhenyan !El 0 针鼻儿。＠（～儿）被钊
扎过之后所留下的小孔。

E针眼】 zhen·yiin 圈险腺炎的通称。

E针叶树】 zh岳ny岳shu ［：苞叶子形状像针或鳞片
的树木，如松、柏、杉（区别于“阔叶树勺。

E针织品］ zhenzhTpTn 函用针编织的物品，如

线袜子、线手套、线围巾等。
E针前E zh岳nzhT （书〉圈针线。
占， L 、 L zh岳n 暗中察看；调查z

1贝（债、官）～探｜～查。
E侦办E zh岳nban 圈侦查并办理（案件）。

E侦查】 zhencha 画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和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为了确定犯罪事实

和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有罪而进行调
查及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 g ～案情｜立案～o

E侦察E zh岳ncha 画为了弄清敌情、地形及其
他有关作战的情况而进行活动．～兵｜～员｜火

力～1～飞行。
E侦察机E zh岳nchajT 圈专门用来在空中进行
侦察的飞机，通常装有航空照相机、电视、雷达
等仪器设备。

E侦获E zh岳nhuo ~面侦查破获；侦破。

E侦缉】 zhenjT E面侦查缉捕：～队｜～盗匪。

E侦结E zh岳njie 圃侦查终结．这一特大经济案
件经检察院～后向法院提起公诉。

E侦控E zh岳nkong 画侦查监控：公安局对涉案
人员严密～。

E侦破E zh岳npo [§!jJ 侦查并破获z ～案件。
E侦探］ zh岳ntan O 画暗中探寻机密或案情：

～敌情。 8~ 做侦探工作的人；间谍。
E侦探小说l zh岳ntan xi凸oshuo 描写刑事案件

的发生和破案经过的小说。

E侦讯】 zh岳nxun E司侦查并审讯：～笔录｜接受

警方～。

主A 一 zh岳n 0 宝贵的东西z 奇～异
哆了弥）宝山～海味｜如数家～。＠宝贵
的；贵重的z ～本 1～品｜～禽。＠看重2 ～视 l
～重｜～惜。。 CZ阔的［望姓。

E珍爱E zh曲’ ai I到重视爱护2 孩子深受祖父
的～｜他～这幅字，不轻易示人。

E珍宝】 zhenb凸o 圆珠玉宝石的总称，比喻有
价值的东西z 如获～ i勘探队正在寻找地下～o

E珍本］ zh岳nb岳n 圈珍贵而不易获得的书籍。

E珍藏E zhencang O 画认为有价值而妥善地

收藏·～多年，完好无损。＠且写指收藏的珍
贵物品 z 把家中的～捐赠给博物馆。

E珍贵E zh岳ngui ［理价值大；意义深刻；宝贵：

～的参考资料l～的纪念品。

E珍品E zhenpTn ［；岳］珍贵的物品．艺术～。

E珍奇】 zhenqi 隅珍贵而奇异．大熊猫是～的
动物。

E珍禽E zhenqin I每珍奇的鸟类2 ～异兽。
E珍摄E zh岳nshe ＜书〉圈书信套语，指保重（身

体） 0

E珍视E zh岳nshi 圈珍惜重视z ～友谊 l教育年
轻人～今天的美好生活。

E珍玩】 zh岳nwan IEl 珍贵的供玩赏的东西。
E珍闯】 zh岳nwen IEl 珍奇的见闻（多指有趣的

小事）：世界～O

E珍惜］ zh岳nxT [§!jJ 珍重爱情：～时间。

E珍稀］ zh岳nxT 晴珍贵而稀有：大熊猫、金丝

猴、野牛毛牛是我国的～动物。

E珍羞E zh岳nxiu 间“珍馁”。

E珍锺】 zh岳nxiu ＜书〉圈珍奇贵重的食物z ～

美味。也作珍羞。
E珍异】 zh岳nyi 圃珍奇。

E珍重E zh岳nzhong l司＠爱情；珍爱（重要或

难得的事物）：～人才｜～友情。＠保重（身
体）：两人紧紧握手，互道～。

E珍珠E zh岳nzhu IEl 某些软体动物（如蚌）的贝
壳内产生的圆形颗粒，多为乳白色或略带黄
色，有光泽，是这类动物体内发生病变或外界
沙粒和微生物等进入贝壳而形成的。多用作
装饰品。也作真珠。

E珍珠贝】 zh岳nzhubei 圈能产珍珠的贝类，如

珠母贝、珠蚌等。

E珍珠米］ zh岳『1zhumT ＜方〉圈玉米。

rfr..l:t l 』 zhen C旧读 zhengl 画幅（用于

~~（帧）字画等）。
~ zhen C～儿）鸟类的胃．鸡～儿｜鸭～儿。
'J'.7 
总t亨 、 L Zh岳n 祯水，水名，在广东。

初~（滇）
真向阳真实（跟“假、伪”相对）：～心

诚意｜千～万确｜去伪存～｜这幅宋人的水
墨画是～的。＠圆的确；实在：时间过得～

快！｜“人勤地不懒”这话～不假。＠厦！清楚确
实z 字音咬得～｜黑板上的字你看得～吗？＠

指真书：～草隶篆。＠人的肖像；事物的形
象：写～｜传～。＠〈书〉本性；本原：返瑛归
～。＠ (Zh邑nJ 圈姓。

E真诚E zh岳ncheng 画真实诚恳；没有一点儿虚

假：～的心意｜～的帮助。



E真传E zhenchuan 圈指在技艺、学术方面得

到的某人或某一派传授的精髓。
E真谛l zhe「1di 画真实的意义或道理＝探索人
生的～。

E真格的】 zh岳nge·de ＜口〉实在的：动～（指认

真行动）｜～，你到底去不去？｜你别再装着玩儿
啦，说～吧！

E真个】 zh臼ge ＜方〉（盲目的确；实在：这地方～

是变了。
E真果l zh岳门gu凸［名］果实的一类，果实的果肉
是由子房壁发育而成的，如桃、杏。

E真核生物E zh岳n怡，sh岳ngwu 由真核细胞（有

细胞核的细胞）构成的生物。除原核生物外的
所有生物都是真核生物。

E真迹l zhenji 画出于书法家或画家本人之手
的作品（区别于临摹的或伪造的）·这一幅画是
宋人的～。

E真金臼银E zh岳njln-baiyin 指钱财或资金，泛

指见得着的实惠：让农民的口袋里装进更多的
~ 。

E真金不怕火炼】 zh岳njln bu pa huo lian 比喻

坚强或正直的人经得住考验。
E真菌】 zhenjun 圈生物的一大类，商体为单细
胞或由菌丝组成，有细胞核，主要靠菌丝体吸
收外界现成的营养物质来维持生活。通常寄
生在其他物体上，自然界中分布很广，例如酵

母菌、青霉菌及蘑菇、木耳等。

E真空］ zh岳nk6ng 1'81 0 没有空气或只有极少
空气的状态。＠真空的空间。

E真王国 zh岳『i IT 圈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

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参看 713
页【绝对真理1 、 1428 页【相对真理1。

E真皮E zhenpi l名，JO 人和动物身体表皮下面
的结缔组织，比表皮厚，含有弹性纤维等。（图
见 992 页“人的皮肤”）＠指皮革（对“人造革”
而言’）。

E真品E zh岳npin 圈真正由于某个时代、某地或

某人之子的物品（对仿制的或伪造的物品而

E真凭实据】 zh岳nping-shiju 真实可靠的凭据。

E真切E zh岳nqie 画＠清楚确实；－点儿不模

糊：看不～｜听得～。＠真诚恳切；真挚2 情意
~ 。

E真情E zh岳nqing 阁。真实的情况＝～实况l
了解～。＠真诚的心情或感情：～实感 i～流

露。
E真确］ zh白que IIDl 0 真实＝～的消息。＠
真切①z 看得～！记不～。

E真人l zhenren l萄＠道教所说修行得道的

真祯在占 l zh邑n I 1“ 3 I 
人，多用作称号，如“太乙真人”、“玉鼎真人”。

＠真实的非虚构的人物2 ～真事。
E真实E zh岳nshi 回跟客观事实相符合；不假2

～情况｜～的感情。
E真是】 zh臼· shi i割实在是（表示不满意的情

绪）：雨下了两天还不住，～！｜你们俩也～，戏
票都买好了，你们又不去了。

E真书E zh岳『1shu 圈楷书。

E真数E zh岳nshu E 见 331 页【对数L
E真旦在E zh岳nshuai I理真诚直率；不做作。

E真丝E zh岳nsi 圈指蚕丝（对“人造丝”而言）。

E真伪E zh岳nw岳I I琶真的和假的：～莫辨。

E真相】 zhenxiang 圈事情的真实情况（区别
于表面的或假造的情况）：～大白｜弄清问题的
~ 。

E真心】 zhenxin i量真实的心意：～话｜～实

意。
E真性l zh岳nxing 0 I葡属性词。真的（区别于

“假性”）：～霍乱｜～近视｜～耳聋。＠〈书〉圈

本性。
E真［＇（J] zh岳阳i6ng 圈凶杀案件中的真正凶

子。
E真正l zhenzheng O 回属性词。实质跟名

义完全相符的 z 群众是～的英雄｜～的野生吉
林人参。＠［固的确；确实＝这东西～好吃。

E真知l zh岳nzhi ［名］正确的认识·～灼见 i 一切

～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E真知灼见】 zhenzhi-zhu6j ion 正确而透彻的

见解。

E真挚E zh岳nzhi l形］真诚恳切（多指感情）：～

的友谊。
E真珠】 zh岳nzhu 同“珍珠”。

E真主E Zh岳nzhu ［重我国说汉语的穆斯林对安

拉的尊称。

也坛 , , . zh剧。古时筑墙时所立的柱
你！（槟）子。 8 CZher1）圈姓。
E帧干E zhengan ＜书〉［芭比喻能担当重任的

人才：国家～。

石占 zh岳n 捶或砸东商时垫在底下
白（嗯）的器具，有铁的很阳占铁）、石头的
（即硝石）、木头的（即陆板）。

E石占板E zhenban IEl 切菜时垫在底F的木板。
U占木E zh岳nmu 圈嫁接植物时把接穗接在另
一个植物体上，这个植物体叫耐木，例如把梨

树枝接在杜梨树上，梨树枝是接穗，杜梨树是

陆木。
E否占有］ zh岳nshi 圈洗涤捶打衣物时垫在底下

的石头。

E础铁】 zh岳nti岳 IEl 打铁时垫在底下的钢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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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 I 活在近海中，有的也进入淡水。种类很多。

E础子E zh岳n·zi （口〉圈耐。

斗，坛 、 L zhen 〈书〉吉祥。

但凡（虞）
葳 zh白啪”马蓝。＠酸浆。

秦 zhen 见下。

E秦毒是l zh岳nzh岳n （书〉匾。草木茂盛的样

子。＠荆棘丛生的样子。

斟 zhen [1lJj] ti:杯子或碗里倒（酒、如：自～
T 自饮 l～了满满一杯酒。

E斟酌E zhenzhu6 国考虑事情、文字等是否可

行或是否适当：再三～1～字句｜这件事请你～

着办吧。

梧州〈书〉同W’
另见 1165 页 sh阳。

颤巾＠〈书〉审查鉴定（优劣翩） :~ 
选l～录。 8 CZh邑n ）~］姓。

E现别】 zh岳nbie 圈＠审查辨别（优劣、真伪）。

＠考核鉴定（能力、品质等）。

[fi审E zhenshen 画瓢别审查。

E堕瓦选E zh岳nxuan 圈审查选定z ～展品！～出
国人员。

X兰兰 zh岳n 见下。

'/I、

E猿狂】 zh岳npl 同“揍狂”。

注色 Zh岳n 古水名在今河南。
在有＇另见 1059 页 qi「1 。

臻 Z咖啡）种玉。

擦巾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圆
形或倒卵形，雄花黄褐色，雌花鲜红色，坚

果球形。果仁可以吃，也可榨泊。＠这种植
物的果实。｜｜通称棒子。

E捺莽E zhenmang ＜书〉画丛生的草木。
E擦狂E zh岳npl （书〉回狂猿。也作猿狂。

E擦擦】 zh岳nzh岳n ＜书〉圆形容草木丛杂。
E棒子E zh岳n•zi IEl 棒的通称。

祺 zh岳n 带吉祥（多用于人名）。

箴 zhen O ＜书〉劝告；劝诫～言＠古
代的一种文体，以规劝告诫为主0

6轰言l zh岳ny6n 〈书） IEl 劝诫的话。

臻 zh岳n 0 ＜书〉达到（美好的境地）：渐～
佳境｜交通工具日～便利。＠〈书〉来到目

百福并～。 0 CZh岳n）圈姓。

鳞… 巾圈鱼，身体圆柱形，下颁很
（籁）长，呈针状，鳞圆形，尾鳝恨。生

v 
zhen ＜虫i, ) 

zh岳n 诊察2 ～断 l 门～｜出～l会

诊（珍）～
E诊察E zh岳nch6 ~功］为了了解病情而进行检

查。
E诊断】 zh岳nduan 画在给病人做检查之后判

定病人的病症及其发展情况：～书。

E诊检E zhenjian 圈诊察。
E诊疗E zh岳nliao 画诊断和治疗z ～室｜～器械 l

医务人员为敬老院的老人免费～。
E诊脉】 zh品n;;mai 画医生用于按在病人腕部

的挠动脉（沿前臂靠挠骨的一侧）上，根据脉搏

的变化来诊断病情。也说号脉、把脉、切脉、按

脉。
E诊视E zhenshi 画诊察。

E诊室l zh品nshi 圈医生为病人看病的房间。

E诊所】 zh岳nsuo IEl 0 个人开业的医生给病
人治病的地方。＠规模比医院小的医疗机
构。

E诊治E zhenzhi 画诊疗z 有病应及早～υ

枕 zh岳n 0 枕头z ～套｜凉～。＠圃躺着
的时候把头放在枕头上或其他东西上z

～戈待旦｜他～着胳膊睡着了。 0 CZ怕的圈
姓。

E枕边风l zh品nbianf岳ng 圈指夫妻中的一方

利用夫妻亲情对另一方（多为妻子对丈夫）为

施加某种影响私下说的话。也说枕头风。

E枕戈待旦l zh品ngιdaidan 枕着兵器等待天
亮，形容时刻警惕敌人，准备作战。

E枕骨E zh品ng心圈构成颅腔底部与后部的骨

头，在头部后面正下方，底部有一孔，是脑与脊

髓连接的地方，孔外有两块卵圆形突起，与第
一颈椎构成关节，使头部可以俯仰活动。

E枕藉E zh画njie （书〉［剥（很多人）交错地倒或
躺在一起。

E枕巾】 zh前jln ［组铺在枕头上面的用品，多为

毛巾一类的针织品。
E枕木】 zh岳nmu 圈木质的轨枕，有时也泛指

其他材料制成的轨枕。
E枕套E zh品ntao 圈套在枕芯外面的套子，多

用布或绸子做成。也叫枕头套。

E枕头】 zh岳n•tou 圈躺着的时候，垫在头下使

头略高的东西。

E枕头仄\l zh曲•touf岳ng 圈枕边风。

E枕头芯JL] zh曲• touxinr IEl 枕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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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枕席］ zh昌nxi ~ 0 ＜书〉指床榻。＠（～儿）
铺在枕头上的凉席。也叫枕头席儿。

E枕芯E zh昌nxin 圈枕套中间的囊状物，里面装

着木棉、蒲绒或养麦皮等松软的东西。也叫枕

头芯儿。
J,h., z en （书〉扭；转O

F乡（纱）
去论、1 z 曲。〈书〉车后横木，借指
移（毕生）车。＠二十八宿之一。
去·b-2 尸 zh岳n （书〉悲痛·～悼｜～怀。

移（斡）
E幸生念E zh岳nnian ＜书〉圈悲痛地怀念；深切地

思念。

珍 zhen ＜书〉明亮

mA zh品n ＜书〉＠田地里的小路。＠界限；

山乡疆界．～域。
[II!生域E zhenyu ＜书〉［：割界限：不分～。
、『大 zh昌n ~病人皮肤上起的很多的小疙

艾乡瘩，通常是红色的，小的像针尖，大的像豆
粒，如丘莎、痛珍等。

E莎子E zh岳n•zi ＜口〉圈麻殇。
二坠入 zh岳n 〈书〉＠单衣。＠华美z ～衣。

丁罗
缤中 zh岳n 细致： ~－ 'ill' 0 

（镇）
E续密E zh岳nmi 圆周密g细致（多指思想、）：文
思～！～的分析 l事先经过了～的研究。

1主！； zh品n ＜书〉同“缤”。

·v 、

置一 zh岳n （书〉头发密而黑
c~黯）

、

zhen c 监Lr ) 

:!1 zen ＜方〉圈田边的水沟。｜｜（嘀｜｜）
阵1 z en 0 古代战术用语，指作

（阵）战队伍的行列或组合方式：严
～以待｜一字长蛇～。＠阵地：上～。＠
CZhen）~姓。

阵2 z en （～ IL）圈＠一段时间z
（阵）这～儿 1另I~~儿 l他病了一～儿。＠

表示事情或动作经过的段落$几～雨｜一～风｜

一～剧痛 1 一～热烈的掌声。
E阵地E zhendi i量军队为了进行战斗而占据的

地方，通常修有工事：～战｜占领敌军～0文艺

～i 思想～。

E阵风】 zhenf岳ng 圈指短时间内风向变动不三主主

定，风速剧烈变化，开始和停止都很突然的风。雪主孟
通常指风速突然增强的风。

E阵脚E zhenji凸0 ~指所摆的阵的最前方，现

多用于比喻·稳住～｜～大乱。
E阵容】 zhenr6ng ~O 作战队伍的整体面貌。

＠队伍所显示的力量，多指人力的配备：～整

齐｜～强大。

E阵势E zhen•shi r萄＠军队作战的布置。＠情

势；场面：面对这种～，他惊得目瞪口呆。

E阵痛】 zhentong 圈＠分娩时因子宫一阵一
阵地收缩而引起的疼痛的感觉。＠比喻新事

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E阵亡E zhenwang 画在作战中牺牲。

E阵线l zhenxian 圈战线，多用于比喻z 革命

～｜民族统一～。
E阵雪E zhenxue I萄指降雪时间较短，雪的强
度变化很大，开始和停止都很突然的雪。

E阵营E zhenying ~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集团。

E阵雨】 zheny心~指降雨时间较短，雨的强度
变化很大，开始和停止都很突然的雨。有时伴
有闪电和雷声，多发生在夏天。

E阵子E zhen·zi ＜方〉圈阵2 。

b司I zhen ＜方〉圈拴牲口的绳。也
到｜（刽｜）叫到｜子。
妈山 zhen O 传说中的
（煽、”毗）一种有毒的鸟，用它

的羽毛泡的酒，喝了能毒死人。＠毒酒z 饮～

止渴。＠〈书〉用毒酒害人。
E妈毒E zhendu ＜书〉圈毒酒：宴安～。

书写 zhen 0 摇动；挥动：～翅｜～笔疾书。＠

；』凡凡振动：共～｜谐～｜～幅。＠圃奋起；振

作：～奋｜～起精神来｜听说比赛开始，观众精

神一～。 o (Zhen）圈姓。

E振拔E zhenba ＜书〉圈从陷入的境地中摆脱
出来，振奋自立z 及早～｜不自～。

E振臂E zhenbi 画挥动胳膊，表示奋发或激昂 z
～高呼卜’一呼，应者云集。

E振荡E zhendang 圈＠振动。＠电流的周期
性变化。

E振动】 zhendong 画物体通过一个中心位置，
不断做往复运动。摆的运动就是振动。也叫
振荡。

E振奋】 zhenfen O 圃（精神）振作奋发 2 人人

～，个个当先。＠［理使振奋：～人心。
E振幅E zhenfu 函振动过程中，振动物体离开

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
E振聋发鞍E zhenl6ng-fakui 发出很大的声响，



三三三

16“| zhen ｜振联赈摇琪震镇

使耳聋的人也能听见，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
涂的人。也说发聋振耳贵。

E振兴E zhenxlng 南大力发展，使兴盛起来：
～工业！～中华。

E振振有词】 zhenzhen-youci 形容理由似乎很

充分，说个不休。也作振振有辞。
E振振有辞l zhenzhen-y凸uci 同“振振有词”。

E振作］ zhenzuo O l赠精神旺盛，情绪高涨；奋

发：士气～。＠圈使振作：～精神。

联1 z帕西人称代词。秦以前指“我的”或
“我”，自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的自称。

联2 zhen ＜书〉先兆耐： ~）~o 

E肤兆l zhenzhao ＜书〉圈兆头；预兆。

m~ -- zhen 赈济～灾｜以工代～｜开仓
贝版（辰）～饥。
四辰济l zhenji 圃用钱或衣服、粮食等救济（灾

民或贫困的人）。

口辰灾】 zhenzai 圃赈济灾民：开仓～。

摆 zhen ＜书〉用刀剑等刺。

琪 zhen 见下。
另见 1297 页 tia门。

E填圭］ zhengul IEl 古代帝王上朝时手执的一

种圭。

震 zhen O lll!!l 震动：地～｜～耳欲聋。威～
四方。＠圈特指地震g ～源｜防～棚｜又

连着～了几次。＠情绪过分激动：～惊｜～
怒。。回八卦之一，卦形是“二”，代表雷。参

看 16 页1八卦1。 8 (Zh自n）圈姓。

E震颤E zhenchan 阉颤动；使颤动z 浑身～ l 噩

耗～着人们的心。

E震颤麻痹】 zhenchon mabi 帕金森病。

E震荡】 zhendang ［；量震动；动荡：社会～｜回声

～，山鸣谷应。
E震动l zhendong 圃＠颤动；使颤动：火车～
了一下，开走了｜春雷～着山谷。＠（重大的事
情、消息等）使人心不平静：～全国。

E震耳欲聋E zhen ’岳叫。long 耳朵都快震聋了，

形容声音很大。
【震感】 zhengan 圈对地震产生的感觉：～强

烈。
E震古烁今】 zhengu』－shuojln 震动古人，显耀当

世，形容事业或功绩伟大。
E震撼l zhent由1 圃震动；摇撼z ～人心｜滚滚

春雷，～大地。
E震级E zhenji 圈划分震源放出的能量大小的

等级。释放能量越大，地震震级也越大。地震

震级分为 9级。一般小于2.5级的地震人无感

觉，2.5级以上人有感觉，5 级以上的地震就会

造成破坏。

E震惊］ zhenjlng 0 回大吃一惊：大为～｜感

到十分～。＠阉使大吃 A惊：～世界。

E震怒］ zhennu 0剥异常愤怒；大怒。

E震情E zhenqing 国与地震有关的情况。

E震区］ zhenqu ~发生地震的地区：援助～重
建。

E震慑】 zhenshe ~司震动使害怕 z ～敌人。
E震惊】 zhens凸ng ＜书〉明因恐惧而颤动；震

惊。
E震源】 zhenyuan 圈地球内部发生地震的地
方；地震的发源地υ

E震灾l zhenzai ~地震造成的灾害。
E震中E zhenzhong 罔震源正上方的地面叫作

震中。地震时震中所受破坏最大。

镇1 匹 Z愉＠画压；抑制：～纸｜～
（镇）痛｜他一说话，就把大家给～住

了。＠安定：～静｜～定。＠用武力维持安
定：～守｜坐～。＠镇守的地方：军事重～。
＠圈行政区划单位，一般由县一级领导。。

［吕较大的集市或市镇。＠圈把食物、饮料等

同冰块放在一块儿或放在冷水里、冰箱里使凉：
冰～｜把西瓜放在冷水里～一～。 tit (Zh自门）

IEl 姓。

镇2ι zhen O 圃时常（多见于早期
（镇）白话， F同）：十年～相随。＠

表示整个的一段时间 2 ～日（整天）。
E镇尺】 zhenchi l~ 直尺状的镇纸，多用金属制
成。

E镇定】 zhending 0 I黝遇到紧急的情况不慌

不乱：神色～｜～自若。＠画使镇定：～人心l
竭力～自己。

E镇静E zhenjing 0 圈情绪稳定或平静：故作

～ i他遇事不慌不忙，非常～。＠画］使镇静：
～剂｜尽力～自己。

E镇静药E zhenjingyoo 罔对大脑皮质有抑制

作用的药物，如澳化钢、苯巴比妥等。
E镇守】 zhensh归国指军队驻扎在军事上重

要的地方防守·～边关。
E镇星】 zhenxing 固我国古代指土屋。

E镇压】 zhenya ［到＠用强力压制，不许进行活

动（多用于政治）：～叛乱。＠〈口〉指处决z
这个恶霸解放初期被～了。＠压紧播种后的
垄或植株行间的松士，目的是使种子或植株容
易吸收水分和养分。

E镇纸E zh岳nzhi l毡］写字画画儿时压，纸的东西，

用铜、铁或玉石等制成。
E镇子E zhen·zi 圈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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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叫见下。
另见304 页 ding 。

E丁丁】 zh岳ngzheng ＜书〉［取向形容伐木、下

棋、弹琴等的声音·伐木～。
正 zh问正月 2 新～。

另见 1670 页 zheng"

E正旦l zhengdan ＜书〉［每农历正月初一日。
另见 1671 页 zh自ngdan"

[iE月E zh画ngyue !Bl 农历一一年的第一个月。

争1 叫画＠力求得到或达到5争夺2
～冠军 l力～上游 l分秒必～｜大家～着发

言。＠争执；争论：～吵｜～端｜意气之～｜意见
已经一致，不必再～了。
争2 叫附疑问代词。怎么（多见于诗、

词、曲） ：～知｜～奈｜～忍。

E争霸E zh岳ngba 画争夺霸权或霸主地位·诸

侯～0乒坛～。
E争辩】 zh画ngbian 圈争论；辩论·据理～。
E争吵】 zhengch凸o 圈因意见不合大声争辩，

互不相让·无谓的～｜～不休。
E争持E zh岳ngchi 画争执1(1］相持不下：为了一
件小事双方～了半天。

E争宠l zh画ngchong 画使用手段争着取得别
人对自己的宠爱。

E争创】 zhengchuang E到争取创选出（业绩、荣
誉等）：～佳绩。

E争斗】 zh岳ngdou 圈＠打架。＠泛指对立
的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斗争。

E争端】 zhengduan ［~引起争执的事由：国际

～｜消除～U

E争夺E zhengdu6 ［到争着夺取2 ～市场｜～阵

地｜～出线权。
E争分夺秒】 zhengf岳n-du6mi凸。不放过一分

一秒，形容对时间抓得很紧。
E争风吃醋】 zh岳ngfeng-chlcu 指因追求同一

异性而互相忌妒争斗。
E争冠l zh岳ngguan I司争夺冠军。

E争光E zh岳ng;;guang [il副争取光荣＝为国～。

E争衡E zhengh自ng （书〉［动］较量高低。
E争脸E zh岳ng11 lion E副争取荣誉，使脸上有光
彩z 把书念好，给家长～。也说争面子。

E争论l zh岳ngtun l司各执己见，互相辩论：～

不休。
E争面子E zh岳ng mian•zi 争脸。

E争鸣】 zhengming 0司比喻在学术上进行争

丁正争征 l zh邑n9 I 1661 I 

辩：百家～。 三矗雪
E争拗E zhengniu 画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王三

相让：～不休。
E争奇斗艳E zhengqi-douyan 竞相展示形貌、

色彩的奇异、艳丽，以比高下：百花盛开，～｜各

式时装～。
E争气l zh岳ng;;qi 圈发愤图强，不甘落后或示

弱 z 孩子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E争强E zheng;;qiang ［.司力求比别人强z ～好

胜｜～斗勇。
E争抢】 zh岳ngqi凸ng 圈争着抢夺$争夺2 ～生

意｜～头球。
E争取】 zh岳ngq凸［动。力求获得：～时间 1 ～

主动 I －彻底的胜利。＠力求实现：～提前完

成计划。
E争权夺利E zh岳ngqu6n-du61i 争夺权柄和利

益。

E争胜E zh岳ngsheng 画（在竞赛中）争取优胜2
好Chao）强～。

E争先E zh岳ngxian 圈争着赶到别人前头2 个

个奋勇～l大家～发言。
E争先恐后E zh岳ngxian konghou 争着向前，唯

恐落后。
E争相】 zh岳ngxiang 圆互相争着（做） ：～捐款｜

～传阅。

E争雄l zh岳ngxi6ng 画争霸；争当第一：七国

～｜两队～o

E争议l zh岳ngyi I到争论2 这件事情在会上引

起了～。
E争战E zh岳ngzhan 画打仗：两军～。

E争技t.l zh岳ngzhi 圈争论中固执己见，不肯相

让2 ～不下｜双方在看法上发生～。
E争嘴E zh岳ng;; zuT ＜方〉画＠在吃东西上争
多论少或占别人的份儿。＠吵嘴。

征1 叫＠走远路（多指军队）＝～途1长
～。＠征讨z 出～｜南～北战n

征2 川 zheng 画。政府召集人民
（＂＂徽）服务；~＊ I 应～入伍。＠征

收z ～税。＠征用：～地。。征求：～稿｜～

文。

征3 … zheng 0 证明；证验：文献
（＂＂徽）足～ 1~1言而有～！有实物可～。

＠表露出来的迹象；现象：～候｜象～！特～。
“微”另见 1687 页 zhT 0 

E征兵E zheng;; bing 固政府召集公民服兵役。

［：（止兰l'l zh岳ngchen 圈在远行的路途中身上沾

染的尘土（象征征途的劳累）＝洗尽～。

E征程E zh岳ngcheng ~冒征途2 万里～o

E征符】 zhengda 画征求答案．有奖～。



I 1“ s I zh岳ng I 征怔挣睁狰征症桑睁铮筝

三矗呈 E征地l zh岳ng;;di 圈政府部门为了建设某项
三军雪 工程而征用土地。

E征调l zhengdiao 圈政府征集和调用人员、

物资z ～医务人员支援灾区。
E征订E zh岳ngding 圈征求订购z ～单｜～报

刊。
E征发l zhengfa ［盈旧时指政府征集民间的人
力和物资。

E征士咀 zh岳ngf6 ［司讨伐z ～叛逆。

E征帆E zh岳ngfan ＜书） t8l 远行的船。
E征服】 zh岳ngfu [§lj] 0 用武力使（别的国家、民
族）屈服。～洪水。＠（意志、感染力等）使人
信服或折服z 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了观众。

E征稿E zh岳ngg凸0 ［§国征求投稿z ～启事。
E征购E zh岳nggou 画国家向生产者或所有者
购买（农产品、土地等）。

E征管E zh岳ngguan [§lJ] 征收管理（税款等）：加

强税收～工作。

E征候E zh岳nghou 圈发生某种情况的迹象2
病人已有好转的～。

E征婚E zh岳ng;;hun 圈公开征求结婚对象：～

启事。
E征稽E zh岳ngji F事］征收、稽查（税款等）。
E征集E zh岳ngji 圃＠用公告或口头询问的方
式收集：～文史资料。＠征募z ～新兵。

E征缴l zh岳ngji凸o 圈征收应缴纳的税费：～

个人所得税。
E征募l zh岳ngmu ［到招募（兵士）。

E征聘E zh岳ngpin r司招聘2 ～科技人员。
E征求E zh岳ngqiu 画用书面或口头询问的方

式访求：～意见。
E征收E zhengshoL』画政府依法向个人或单位
收取（税款等）：～营业税。

E征讨l zh岳ngt凸o 画出兵讨伐。
E征途E zhengtu 圈远行的路途z行程z 踏上
～｜艰难的～。

E征文E zh岳ngw岳n 0 画报纸杂志等为某一主

题而公开征集诗文稿件。＠圈在上述活动
中征集到的诗文稿件2 ～选登。

E征象E zh岳ngxiang 圈征候：煤气中毒的～是

头痛、恶心和心跳加速等。
E征信l zhengxin 画。〈书〉证实取｛言：道听

途说，不足～08 由专业的
构为个人或集体采集、记录信用方面的信息，建
立信用档案并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E征询E zh岳ngxun [§lj] 征求询问（意见） 0
E征弓 11 zhengyin 圈引用耐证。

E征用E zh岳ngyong 圈政府依法使用个人或集
体的土地、房产等。

E征战l zh岳ngzhan 画出征作战。

E征招］ zh岳ngzhao 圃＠招募a招收＝～技工｜

～志愿者。＠征求：～代理商。
E征召E zh岳ngzhao 圈。征（兵）：～入伍｜呐

应～。＠〈书〉授官职；调用。

E征兆E zhengzhao 圈征候；先兆：不祥的～o

，~x zheng 见下。
µL. 另见 1674 页 zheng"

E怔忡l zh岳ngchong ＜书〉圈心悸。

E怔营】 zh岳ngying （书）~惶恐不安。

E怔·ti~l zh岳ngzhong ＜书〉晴惊恐。

挣叫见下。
另见 1675 页 zheng"

E挣扎】 zh岳ngzha 画用力支撑z 垂死～｜他～

着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睁 zheng 见下

[d净睐E zh岳ngr6ng 回＠高峻z 山势～｜怪石

～｜殿字～。＠形容才气、品格等超越寻常月二

平凡z 头角～｜～岁月。

狰叫见下。

E狰狞E zhengning ［回（面目）凶恶：～可畏。

缸 叫古代行军时用的打击乐
（篮）器，有柄，形状像钟，但比钟狭而

长，多用铜制成。

症中叫中医指腹腔内结块的病
（癫）另见 1仍页 zhe吨。

E主结E zhengjie 圈中医指腹腔内结块的病。

比喻事情弄坏或不能解决的关键。

茶 zheng 啡〉众多z ～~（j/(tJ;; ；百姓）。

睁 zheng 脚开（眼睛）：～眼｜风沙打得
眼睛～不开。

E蹄眼瞎E zh岳ngy凸nxia 函比喻不识字的人；
文盲。也说睁眼瞎子。

E睁只眼，闭只眼E zh岳ng zhi V凸n,bi zhi y凸n
看见装作没看见，比喻对出现的问题容忍迁
就，不加干预。也说睁←只眼，闭一只眼。

铮 ι 叫见下
（铮）另见 1675 页 zh坷。

E铮纵E zhengcong ＜书〉题11"]形容金属撞击的

声音。
E铮铮E zhengzh岳ng 0 胆固形容金属撞击

所发出的响亮声音z ～悦耳｜铁中～（比喻胜过

一般人的人）。＠圆形容坚贞、刚强2 ～铁

骨。

筝叫见3叫风筝1 、 466 页隅。



基机。蒸发①2 ～气。＠圃利用水
川、、蒸气的热力使食物变熟、变热＝～锅｜～馒
头｜把剩饭～一～。

【蒸饼】 zh画ngblng ~一种用发面蒸的饼，叠

成很多层，夹油、芝麻酱等。
E蒸发】 zhengfa 画＠液体表面缓慢地转化成
气体。＠比喻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消失＝中
介公司一夜间卷款～｜此次股市大跌后流通市
值～近 500 亿｜人间～（比喻人或事物突然消

失，不知去向）。

E蒸饺】 zh画ngji凸0 （～儿）~蒸熟了吃的饺子。

E蒸馆】 zh画ngliu 画把液体混合物加热沸腾，
使其中沸点较低的组分首先变成蒸气，再冷
凝成液体，以与其他组分分离或除去所含杂

质。
E蒸馆酒】 zh岳ngliujiu 圈酿造后经过蒸馆而得

到的酒精浓度较高的酒，一般需要贮存、勾兑
后才能饮用，如白酒、白兰地、威士忌等。

E蒸馆水l zh岳ngliushul ~用蒸馆方法取得的
水，清洁而不含杂质，多用于医药和化学工业。

E蒸笼l zh岳ngl6ng ~用竹箴、木片等制成的

蒸食物用的器具。

E蒸气E zh岳ngqi 圈液体或固体（如水、录、苯、

腆）因蒸发、沸腾或升华而变成的气体：水～。
E蒸汽E zh岳ngqi 圈水蒸气z ～浴｜～发动机。
E蒸汽锤】 zhengqichui 圈利用水蒸气产生动
力的锻锤。简称汽锤。

E蒸汽机E zhengqijl 筐里利用水蒸气产生动力

的发动机，由供应水蒸气的装置、汽缸和传动
机构组成。多用作机车的发动机。

E蒸食E zh岳ng•shi 圈馒头、包子、花卷等蒸熟

了吃的面食的统称。
E蒸腾l zhengteng 画画＠（气体）上升z 热气
～。＠植物体内的水分以气态形式通过叶子

等器官散布到空气中去。
E蒸蒸日上l zhengzheng rishang 形容事业天
天向上发展，十分兴旺。

军叫见下。

E零零】 zh岳ngning ＜书〉圈头发蓬松。
h主，，－ zh岳ng ＜书〉鱼跟肉合在一起的
F胃（精）菜。“

另见 1067 页 qTng"

v 
zheng （监L)

拯叫救：～救｜～民于水火之中。

蒸零鳝拯整 I zh邑ng- zh邑n9 I 1“ 9 I 

E拯救E zh曲创iu 圈救z ～被压迫的人民。 噩噩三

整叫＠圃全部在内，没有剩余或残重
缺；完整（跟“零”相对） ：～天 1～套1一年～｜

十二点～｜化～为零。＠圃整齐：～洁｜～然

有序｜仪容不～。＠画画整理；整顿 z ～风｜～装

待发。＠自由修理：～修｜～旧如新。＠圈使
吃苦头：他被～得好苦！＠〈方〉画搞；弄2

绳子～断了｜这东西我看见人～过，并不难。
E整备E zh岳ngbei 画整顿配备（武装力量） :~ 
兵力。

E整编E zh品ngbian 圈整顿改编（军队等组织） : 
～机构｜～起义部队。

E整伤E zh岳ngchi （书〉＠圈使有条理；整顿z

～纪律｜～阵容。＠圃整齐；有条理g 服装～ 1

治家～。
E整除E zh岳ngchu E面两个整数相除，所得的商
是整数，叫作整除。

E整地E zheng;;di 圈播种前，进行耕地、祀地、

平地等工作。有时也包括开沟、做旺。

E整点］＇ zh品ngdi凸n 圈整理和清点：～人马 l

家具用品都已～清楚。
E整点Y zh岳ngd1凸n 圈以小时为单位表示整

数的钟点z ～报时［～新闻。
E整队E zh岳ng;; dui 圃整顿队伍使排列有次

序＝～入场。
E整顿E zh品：ngdun ［到使紊乱的变为整齐；使不

健全的健全起来（多指组织、纪律、作风等） :~ 
队形｜～文风！～基层组织。

E整奴ll zh岳ng;;f岳ng 圈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

作风z ～运动。

E整改E zhengg凸l 圈整顿并改进；整顿并改革＝

～措施｜经过～，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E整个E zh品ngge （～儿）［固属性词。全部的z

～上午｜～会场｜～社会。

E整固E zh岳『i99u l量调整巩固：大盘进入～阶
段！人民币汇率继续在高位～。

E整合E zh品nghe ~茵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
～人力资源｜该校通过～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

E整权Ll zh岳ngjl 巨型组装好的机器（跟“散件”相

茸茸） ：～评测。

E整1吉E zh岳ngjie 晴整齐清洁z 衣着～｜房间收
拾得很～o

E整理l zh岳ngll rnJJJ 使有条理有秩序～行装｜

～房间｜～账目｜～文化遗产。
E整料］ zh岳ngliao 圈合乎 4定尺寸，可以单独

用来制造一个物件或其中的一个完整部分的
材料。

E整流E zh岳ngliu 圈利用一定的装置把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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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是 变成直流电。
孟主E E整流器】 zh品ngliuqi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的装置，由具有单向导电性的电子元件和有关

电路元件组成。
E整齐E zh岳ngqi 0 ［砌有秩序g有条理；不凌

乱2 ～划一 l服装～ l 步伐～。＠［量使整齐：
～步调。＠圈外形规则、完整；大小、长短、高

低等相差不多：山下有一排～的瓦房｜出苗～｜
字写得清楚～｜个头儿～。。 E回程度、水平等

相差不多：这个队人员的技术水平比较～。＠
冒冒齐全z 报到那天，人来得很～。

E整JL) zhengr ＜方〉画整数②z 把钱凑个～存

起来。
E整容J zh岳ng;;r6ng 毒面修饰容貌，特指给有缺

陷的西部施行手术，使变得美观：～手术。

E整式E zh昌ngsh）圈没有除法运算，或有除法
运算但除式中不含字母的有理式。如 x' + 

2x 4,xy-j5y2 ＋号， Sao

E整数E zh岳ngshu 圈。正整数（ 1 、 2 、 3 、 4 、

5……）、负整数（ 1 、－ 2 、 3、一 4、 5……) 
和零的统称。＠没有零头的数目，如十、二
百、三千、四万。

E整肃E zh邑ngsu ＜书〉＠［国严肃z 军容～｜法
纪～。 81盈整顿s整理：～衣冠。

E整套E zh岳ngtao 圃属性词。完整的或成系

统的一套：～设备。
E整体E zhengti ~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

全部（对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而言）：～规划｜

～利益。

E整托E zh岳ngtuo ［盈全托。

E整形l zh岳ng;;xing 圈通过外科手术使人体

上先天的缺陷（如唇裂、愕裂）或后天的异常
（如癫痕、眼险下垂）恢复正常外形和生理机
能。

E整修E zh岳ngxiu ［疆整治修理（多用于工程）．

～水利工程｜～梯田 J～底片。
E整训IJ zhengx归国整顿和训练z ～干部。

E整整E zh品ngzh昌ng 圆达到一个整数的：～

忙活了一天 IJ~北京已经～三年了。
E整校E zh岳ng;; zhT R面l 修剪植物的枝叶，使能

更好地生长。

E整治J zh邑ngzhi 圈。整顿；治理：～旧货市

场｜～环境污染｜～河道。＠管束、惩罚、打击，
使吃苦头：～坏人 l 这匹马真调皮，你替我好

好儿～～它。＠进行某项工作d＼高；做：～庄稼
（做田间管理工作〉。

E整装】1 zh岳ng;;zhuang 国整理衣装；整理行

装2 ～前往｜～待发。

E整装r zh岳ngzhuang ［霸属性词。整体装配

好的：～车（直接进口或出口的整辆汽车）｜～
电脑。

E整装待发】 zh岳ngzhuang daifa 整理行装，等

待出发。

、

zheng c 虫L>

正叫＠回垂直或符合标准方向（跟
“歪、偏”相对） ：～南｜～前方｜前后对～｜这

幅画挂得不～。＠位置在中间（跟“侧、偏”相
对）：～房｜～院儿。＠用于时间，指正在那一

点上或在那一段的正中：～午。＠正面（跟
“反”相对）：这张纸～反都很光洁。＠晴正

直2 ～派）公～｜方～｜心术不～。。［画正当
Czhengda门g）：～路｜～理｜钱的来路不～。

o rm c色、味）纯正：～红｜～黄｜颜色不～｜味

道不～。＠合乎法度；端正．～楷｜～体。＠
［砌属性词。基本的；主要的（跟“副”相对）：～

文｜～编｜～本｜～副主任。 41> lll2l 属性词。图
形的各个边的长度和各个角的大小都相等的 z

～方形｜～六边形。＠圈属性词。大于零的
（跟“负”相对）：～数｜～号｜负乘负得～。＠圈
属性词。指失去电子的（跟“负”相对）：～电

～极｜～离子。＠画使位置正；使不歪斜：～

一～帽子。＠使端正·～人先～己。＠改
正；fLj正（错误）：～误｜～音。＠国恰好2 ～

中下怀｜时钟～打十二点。 ID ［~由加强肯定的
语气2 问题～在这里｜～是为了你，我才这样做

的。＠［副表示动作的进行、状态的持续z ～

下着雨呢。© (Zheng）圈姓。
另见 1667 页 zh邑ngo

E正版】 zhengb凸n F寄出版单位正式出版的版

本（对“盗版”而言） ：～书｜～光盘。
E正本l zhengb岳n ［苞＠备有副本的图书，别
于副本称为正本。＠文书或文件的正式的一
份。

E正本清源】 zhengb昌r卜qTngyu6n 从根源、上进

行改革：～的措施。

E正比】 zhengbT 圈＠两个事物或一事物的两

个方面，一方发生变化，其另一方随之起相应
的变化，如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也逐渐
增长，就是正比。＠一个数对另→个数的比，
如9 :3 0 参看 360 页1反比）］ 0 

E正比例E zhengbTll 圈两个量（α 和份，如果其

中的一个量（a）扩大到若干倍，另一个量（b)

也随着扩大到若干倍，或一个重（a）缩小到原
来的若干分之一，另一个量（ b）也随着缩小到



原来的若干分之一，这两个量的变化关系叫作

正比例。
[IE步E zhengbu 圈队伍行迸的 4种步法，上

身保持立正姿势，两腿绷直，两脚着地时适当

用力，两臂摆动较高。通常用于检阅。
E正餐E zhengcan 圈指正常的饭食，如午餐、
晚餐等（对“小吃、早点、夜宵”等而言）。

E正常l zhengchang E回符合·般规律或情况：
精神～｜生活～｜～进行。

E正出E zhengchu 圈旧时指正妻所生（区别于

“庶出勺。

E正词法】 zhengcif凸圈阅的书写或拼写规则。

E正大E zh由igda r颤（言行） il:：：当，不行：私心：光

明～｜～的理由。
E正大光明E zhengda-guangming 见 4白6 页

1光明正大llo
E正旦E zhengdan IEJ 戏曲角色行当，青衣的旧
称，有些地方剧种里还用这个名称。

另见 1667 页 zh邑ngd归。

E正当E zhengdang 闯］正处在（某个时期或阶

段）：～春耕之时。
另见 1671 页 zh自「igdango

E正当年E zhengdangnian 正在身强力壮的年
龄3 十七十八力不全，二十七八～。

E正当时E zhengdangshi 正在合适的时令：白

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

E正当中】 zhengdangzhong 函方位词。正

中＝院子的～有一个花坛。
E正当E zhengdang 圈＠合理合法的：～行

为｜～的要求。＠（人品）端正。
另见 1671 页 zhengdδ吨。

E正当防卫】 zhengdang fangwei 为使国家、
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
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
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

伤害的一般不负刑事责任。
E正道E zhengdao 函＠（～儿）正路。＠正确

的道理。
E正德E Zhengd自［量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公

7已 1506 1521 ）。

E正点E zhengdian O ［动］（车、船、飞机开出、运
行或到达）符合规定时间：～起飞｜～到达｜

列车运行安全～。＠喧i 整点＇ ：～新闻。
E正电E zhengdian IEJ 质子所带的电，物体失
去电子时带正电。旧称阳电。

E正殿E zhengdian i皇宫殿或庙宇里位置在中

间的主要的殿。
E正多边形】 zhengduobianxing 月到各边相等，
各内角也相等的多边形。

正 I zh自n9 I 1611 I 

E正JL八经】 zheng•er-bajlng c 口语中也读圣矗量

zh自ng•巳「 bojTng)C～的）〈口〉很正经2 他是三壁三

个～的庄稼人｜咱们～地请他来吃顿饭。

E正法E zhengf凸固执行死刑z 就地～。

E正反应】 zhengfanying IEJ 在可逆反应中向

生成物方r~J进行的化学反应。

E正1~1 zhengfan ［亘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E正方】＇ zhengfang 咽属性词。呈正方形或

立方体的：～盒子。
E正方F zhengfang I直指辩论中对某一论断
待赞成意见的一方（跟“反方”相对）。

E正方体E zhengfangt l IEJ 立方体。

E正方形］ zhengfangxing ［＇苟四边相等，四个
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正方形是矩形和菱形

的特殊形式。

E正房E zhengfang 哩。四合院里位置在正

面的房屋，通常是坐北朝南的。也叫上房。＠
旧时指正妻。

Z正风E zhengf岳ng ［苞正派的作风；好的风气：

树～，刹歪风。

E正高】 zhen四∞［苞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如教授、研究员、编审

E正告】 zhenggδo I司严正地告诉：～一切侵

略者，玩火者必自焚。
[IE割E zhengg岳圈见 1122 页【丁角际i数l 0 

E正宫E zhenggong 圈皇后居住的宫室，也指

皇后O

E正骨E zhengg心［动l 中医指用推、拽、按、捺等

手法治疗骨折、脱臼等疾病。
E正规E zhenggul ~符合正式规定的或一般

公认的标准的：～军｜～方法｜不太～。

E正规军E zhengguljun 圈按照统一的编制组

成，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纪律和
统一的训练的军队。

E正轨E zhenggul 函i 正常的发展道路z 纳入

～｜走上～。
E正果E zhenggu凸圈佛教把修行得道叫作成

正果。

E正好E zhenghao O 回正合适（指时间、位置
不前不后，体积不大不小，数量不多不少，程度
不高不低等）：你来得～｜这双鞋我穿～｜那笔

钱～买台电脑。＠画恰好；同j巧：这次见到王
老师，～当面向他请教｜皮球～掉到井里。

E正号l zhenghao （～儿）［重数学上表示正数的
符号（ +) 0 

E正极】 zhengji !El 阳极①。

E正教】 Zhengjiao l童基督教的一派。公元 4

世纪，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及其后罗马

帝国的分裂，基督教分为东西两部，11 世纪双



主

1612 I zh自ng I 正

方正式决裂。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命为“正统教会飞所以叫
正教或东正教。

E正襟危坐】 zhengjln w岳izuo 理好衣襟端端

正正地坐着，形容严肃或拘谨的样子。
E正经E zhengjlng 幅 I 13时指十三经：～正史。
参看 1181 页【十三经｝。

E正经E zheng· jing ＜口语中也读 zhengjTng)

。 Ifill 端庄正派：～人。＠画正当的：～事儿｜

我们的钱必须用在～地方。＠圃正式的；合

乎一定标准的z ～货。＠圃严肃而认真：他
很～地和我谈这件事。＠〈方〉鹰ill 确实；实在：

黄瓜长得～不错呢！
E正经八百］（正经八摆） zhengjlng-babiii （口

语中也读 zh自ngjTng bob凸 i) ＜口〉正儿八

经。
E正剧E zhengju 啤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兼有

悲剧与喜剧的因素。以表现严肃的冲突为内
容，剧中矛盾复杂，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

E正楷J zhengkiii 圈楷书。
E正离子】 zh自nglizl 圈带正电荷的离子，如何

离子 K＋、钱离子NHt 等。也叫阳离子。

E正理J zhengll [BJ 正确的道理。

E正梁J zhengliang 圈脊擦。
E正路E zhenglu l盘比喻正当的生活道路或途

径：走～。
E正论E zhenglun [BJ 正确合理的言论。
E正门】 zhengmen ＜～儿）阕整个建筑物（如房

屋、院子、公园）正面的主要的门。

E正面E zhengmian O 圈人体前部那一面；建
筑物临广场或临街、装饰比较讲究的一面；前
进的方向（跟“背面、反面、侧面”相对）：～图｜

大楼的～有八根大理石的柱子｜一连从～进攻，
二连、三连侧面包抄。＠固片状物主要使用

的一面或跟外界接触的一面（跟“背面、反面”

相对）．牛皮纸的～比较光滑。. Ir国属性词。

好的、积极的（跟“反面、负面”相对）：～人物 l
～教育。＠圈事情、问题等直接显示的一面z

不但要看问题的～，还要看问题的反面。＠圈
属性词。直接．避免～交锋｜有问题～提出来，

别绕弯子。
E正面人物E zhengmian renwu 指文学艺术作

品中被肯定的人物。
E正名］ zheng;;ming 圈辨正名称或名分·为

网络经济～o
E正能量】 zhengnengliang ［萄积极健康、起正

面作用的能量：弘扬真善美，传播～。

E正牌E zhengp6i ＜～儿）圈属性词。正规的；
非冒牌的z ～货。

E正派】 zhengpai F回（品行、作风）规矩严肃，光

明正大：～人｜为人～｜作风～。

[IE片JLl zhengpianr ＜口〉但正片③。

E正片］ zhengpian l望。经过晒印带有图像的

照相纸。＠拷贝①。＠电影放映时的主要影
片（区别于加映的短片）。

E正品】 zhengpln [BJ 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
p 
口口。

E正妻E zhengql 圈宗法制度下处于正统地位

的妻子（对“妾”而言）。
E正气l zhengqi 圈。光明正大的作风或风

气：～上升，邪气下降。＠刚正的气节z ～凛

然。＠中医指人体的抗病能力。
E正桥E zhengqiao 圆大型桥梁的主要部

分，横跨在江河、山谷等上面，两端与引桥相

连。
E正巧】 zhe『1凹陷。＠国刚巧2 事情发生的时

候，我～在场。＠［暨正好；十分凑巧z 你来得
～，我们就要出发了。

E正切E zhengq地圈见 1122 页I三角函数1。

E正取E zhengqu 唰正式录取（对“备取”而言）：

～生。
Z正确E zhengqu岳晴符合事实、道理或某种公

认的标准z 答案～｜～的意见｜实践证明这种方
法是～的。

E正人君子】 zhengren-junzl 指品行端正的人，

有时也用来讥讽假装正经的人。

E正日J zhengri 固正式举行某种仪式的一天。

也叫正日子。

E正色】1 zhengse ＜书〉圈纯正的颜色，指青、
黄、赤、臼、黑等色。

E正色T zhengse I副态度严肃；神色严厉2 ～

拒绝 l～直言。
E正身】 zhengsh臼圈指确是本人（并非冒名

顶替的人）：验明～。
E正史E zhengshT 圈指《史记》、《汉书》等纪传

体史书（对“野史”而言）。
E正式E zh岳ngshi I霸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的，

合乎一定手续的：～比赛l～工作人员｜～会谈｜
他穿得很～。

E正事】 zhengshi 圈正经的事z 大家不要闲扯

了，谈～吧。

E正视】 zhengshi 画＠用正眼看；正眼对着

看：我心里发慌，不敢～她的眼睛。＠用严肃
认真的态度对待，不躲避，不敷衍．～现实 l～
自己的缺点。

E正室E zhengshi 圈。正妻。＠〈书〉摘民

子。
E正手E zhengshou 圈＠正常放置的手的姿



势（对“反子”而言）．～击球。＠通常指右手。
E正书E zhengshu 巨型指楷书。
E正数E zhengshu 画大于零的数，如＋ 3, 

+ o. 25 。

E正税】 zhengshui t旬＠税法规定的常规的正

式税（对“附加税”而言）。＠旧时指田赋、丁税
等主要税收。

E正题l zhengti 圈。说话或写文章的主要题

目；中心内容．转入～｜离开～。＠主标题。
E正体】 zhengti IEl 0 规范的汉字字形。＠楷
书。＠拼音文字的印刷体。

E正体字】 zhengtTzi ［童形体合于规范的字。
一般对异体字而言，如“堤”是正体字，“院”是

异体字。

E正厅】 zhengtlng ~ 0 正中的大厅。＠剧
场中楼下正对舞台的部分。

[IE统I zhengtong O 圈旧时指封建王朝先
后相承的系统。 8~ 指党派、学派等从创建
以来一脉相传的摘派。＠圃符合正统的2 他
的思想很～。

E正统T Zhengtong ［吕明英宗（朱祁镇）年号
（公元 1436一1449 ）。

E正途E zhengtu 圈正路2 依法经营才是～。
E正文E zhengwen 圈著作的本文（对“注解、附
录”等而言）。

E正午E zhengw心圈时间词。中午十二点。
E正误E zhengwu O 函］正确和错误：判断～。
＠画勘正错误：～表。

E正弦l zhengxian IEl 见 1122 页【三角函数L
E正项E zhengx iang [El 正式的项目；正规的项

目。
E正效应l zhengxiaoying IEl 指积极的影响或

效果z 反腐倡廉产生～。
E正凶E zhengxiong f8J 凶杀案件中的主要凶

子。
E正颜厉色】 zhengy6n-lise 态度严肃，神色严
厉z 父亲～地训斥了他。

E正眼l zhengyiin I重端正的眼神，是一种重视

或尊重的表情z 他从不拿～看我。
E正业】 zhengye 圈正当的耳P＆：不务～。
E正义】1 zhengyi O 圈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

道理：伸张～｜主持～。 8 l1f2l 属性词。公正
的、有利于人民的：～感｜～的事业｜～的战争。

E正义Y zhengyi IEJ （语言文字 f：）正当的或正
确的意义，也用于书名，女时史记正义》。

E正音E zhengyln O ( 11 ）毒面矫正语音，使符

合语音规范。＠［写标准音。
E正在E zhengzai l;JJJ 表不动作在进行或状态

在持续中：～开会｜温度～慢慢上升。

E正直E zhengzhi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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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正坦率阳坦白’主

E正J!Hl zhengzhi 圈。正的职位这些干部有

担任～的，也有担任副职的。＠主要的JU!&o
E正中l zhengzhong 圈方位词。中心点。也

说正当中。
E正中下怀l zhengzhong-xiahuai 正好符合自

己的心愿。

E正传E zhengzhuan ~指章回小说、评书等的

正文，也指所要叙述的正题：闲话少说，言归
~ 。

E正装E zhengzhuiing 圈在正式场合穿的服装

（区别于“休闲装”）。
E正字E zhengzi O ( -11一）圃矫正字形．使符

合书写或拼写规范。＠圈指正体，即标准字

形。＠圈楷书。
E正字法E zhengzif凸~］文字的书写或拼写规

则。

E正宗E zhengzong 0 圈原指佛教各派的创

建者所传下来的摘派，后泛指正统派。＠回
属性词。正统的；真正的2 ～Ji ［菜。

E正座l zhengzuo （～儿）［组剧场中正对舞台的

座位。
、士r zheng O 证明：～人｜～书｜～实｜

11.tC搓）论～o<> 8 圈证据g证件：工作～ i
出入～｜以此为～。

E证词l zhengci 圈对某个案件或某种事情提

供证明的话。

E证婚E zhenghun 画在结婚仪式上为结婚人

做证明：～人。
E证件】 zhengj ian lEl 证明身份、经历等的文

件，如学生证、工作证、毕业证书等。
E证据】 zhengju I萄能够证明某事物的真实性
的有关事实或材料＝～确凿｜缺乏～o

E证明E zhengming 0 画用可靠的材料来表
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人｜～书｜～信！
事实～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割证明书或证

明信：开个～o
E证券E zhengquan 固有价证券：～市场｜～

交易所。
E证券交易所l zhengquan j iiioyisL必股票、债
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有组织地进行集中交
易的场所。

E证人E zheng·ren 圈。法律上指除当事人外
能对案件提供证据的人。＠对某种事情提供
证明的人。

[tiE实E zhengshi 圃证明其确实z 通过实践而
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真理。

E证书E zhengshu 圈由机关、学校、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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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证明资格或权利等的文件g 结婚～｜毕业

~ 。

E证物】 zhengwu 圈能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

物品或物质痕迹。
E证言E zhengy6n 圈证人依法就所知道的与
案件有关的事实、情节所做的陈述。

E证验E zhengyan O 画通过试验使得到证

实：实习可以～课堂学习的知识。 81名］实际
的效验。

[iiE章E zhengzhang 画学校、机关、团体发给
本单位或本系统人员证明身份的标志，多用金

属制成，佩在胸前。
E证照】 zhengzhao [81 证件：执照z 取缔无～

的非法经营活动。

郑且H Zheng O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新
版那）郑一带。＠圈姓。

E郑重】 zhengzhong 圈严肃认真z ～其事｜～
声明｜话说得很～O

E郑重其事】 zhengzhong-qishi 形容对待事情
非常严肃认真。

，~-;t zheng ＜方〉圈发愣；发呆：我一看诊断
1-lL 书，顿时～住了，不敢对他明说。

另见 1668 页 zh邑吨。

E怔怔E zhengzheng ＜方〉圆形容发愣的样

子：～地站着。
巳住 、 t zheni:i ＜书〉直爽地劝告：～友｜
即（静）～言：
[i争谏】 zhengjian ＜书〉［司直爽地说出人的过

错，劝人改lEo

［）！争言】 zhengy6n ＜书〉啕直爽地规劝人改正

过错的话。
[t争友】 zhengyou ＜书〉［每能宣言规劝的朋

友。

政叫＠政治；政权z ～党｜～府｜～策｜
～务｜当～｜执～。＠国家某一部门主管

的业务：财～｜民～｜邮～。＠指家庭或团体
的事务z 家～｜校～。 0 CZh自ng) ［：百姓。

E政变E zhengbion ~副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
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造成国家政权突然变更2

发动～｜宫廷～o
E政柄E zhengbTng ＜书〉画政权。
E政采】 zhengcai 圈政府采购的简称。
E政策】 zhengce 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

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民族～｜按

～办事。
E政党】 zhengd凸ng ［雪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
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

E政敌］ zhengdi E到指在政治上跟自己处于敌

对地位的人。

E政法E zheng伯国政治和法律的合称。

E政风E zhengf岳ng l萄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
E政府E zhengfu [81 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

关，目II国家行政机关，例如我国的国务院（中央

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政府采购E zhengf凸 ciiigou 指各级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依法在规定范围内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王程和服务的行
为。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简称政采。

E政纲E zhenggang f鲁政治纲领，它说明一个
政党的政治任务和要求。

E政工l zhenggong 圈政治工作·～人员。
E政纪E zhengji 圈国家行政机关所制定的为
行政机关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

E政绩E zhengji l名l 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业绩。

E政绩工程】 zhengji gongcheng 指不顾实际

需要，只为显示政绩而建设的工程或举行的活
动。

E政见】 zhengjian ［望政治主张；政治见解。

E政界】 zhengjie ［到指政治界。

E政局］ zh自ngju 圈政治局势z ～稳定。

E政客E zhengke [81 指从事政治投机，玩弄权

术，谋取私利的人。

E政令E zhengling ~］政府公布的法令。
E政论E zhenglun 温l 针对当时政治问题发表

的评论：～家｜～文章。

E政派E zhengpai ［甸政治｝二的派别。

E政区E zhengqu 圈行政区为tl ：中国～图。
Z政权E zhengqu6n 圈＠政治上的统治权力，

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指政权机关。

E政权机关E zhengqu6n j丽uan 国家机关①o

E政审】 zhengsh岳n 画面政治审查z 干部～｜～合

格。
E政声】 zhengsh岳ng ［割官员的政治声誉（多指

好的）：有～｜～不佳！～远播。
E政事E zhengshi 堕｜政府的事务。

E政坛E zhengt6n l割政界z ～风波。
E政体E zhengti 圈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政

体和国体是相适应的，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

E政通人和l zhengtong-renhe 政事！｜顶遂，人民

和乐。形容国泰民安。
E政委E zhengw岳i 圈政治委员的简称。

E政务E zhengwu 圈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务，也

指国家的管理工作。
E政务院E zhengwuyuan 圈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4 年 9 月 15 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国国家政
务的最高执行机关。



E政协J zhengxie ~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

E政要】 zhengyao 圈政界耍一人。
E政？台E z「1岳r】gzhi l苞政府、政党

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o 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
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任
何阶级的政治都是以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

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为目的。
E政治避难】 zhengzhi binan 一国公民因政治
原因边亡到别国，取得那个国家给予的居留权

后，住在那里。

E政治犯E zhengzhifan ~由于从事某种政治
活动被政府认为犯罪的人。

E政治家J zhengzhijia 强有政治见识和政治
才能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多指国家的领导人
物。

E政治教导员】 zhengzhi i iaod凸oyuan 中国人

民解放军营二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营长同为
营的首长。通称教导员。

E政治经济学】 zhengzhi-jlngjixue 经济学的重
要分支，研究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即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分
配、交换及消费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具有强烈

的阶级性和党性。

E政治面目J zhengzhi mianmu 指一个人的政
治立场、政治活动以及和政治有关的各种社会

关系。
E政治权利J zhengzhi quanli 公民依法在政治
上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
仰及游行、示威等自由。

E政治生态】 zhengzhi shengtai 指社会政治生

活的宏观环境’是党风、政风

反映。
E政治委员】 zhengzhi w岳iyuan 中国人民解放
军团以上部队或某些独立营的政治工作人员，
通常是党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和军事指挥员

同为该部队首长。简称政委。

E政治文明】 zhengzhi wenming 人类在社会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
的政治成果，包括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国体、政
体、法律和行政体系等）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

度，及与该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等。

E政治协理员】 zhengzhi xieliyuan 中国人民
解放军团以上机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根据需要设立的政治工作人员。通称协理
员。

E政治协商会议】 zhengzhi xi自shang huiyi 我

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全国性的组织

政挣阁症铮之 I zheng zhT I 1675 I 

是叩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地方也有地方主矗
性的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 主三

E政治学E zhengzhixue ~研究各种社会政治

现象、政治思想、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
科。

E政治指导员J zhengzhi zhid凸oyuan 中国人
民解放军连→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连长同为
连的首长。通称指导员。

E政治制度】 zhengzhi zhidu 政体。

挣1 叫画用力使自己摆脱束缚～脱
材口锁｜把捆绑的绳子～开了。

挣2 叫酬劳动换取： ，.：，＃，。
另见 1668 页 zh邑吨。

E挣揣E zhengchuai 〈书〉毒面挣扎（ zh邑『lQ

zha）。也作阁阁。

E挣命E zhengming l量＠为保全生命而挣扎。

＠〈口〉指拼命工作： 1::_ 了年纪，别再～了。

阁… zheng 见下。
刊（圄）

E阁闺】 zhengchuai 同“挣揣”。

症 叫疾病：病～ l 急～｜不治
（嗤）之～｜对～下药。
另见 1668 页 zh岳吨。

E候J zhenghou 圈。疾病。＠症状。
E症候群E zh自nghouqun 圈综合征。
E症状】 zhengzhuang 圈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

现出米的异常感觉和状态，如咳嗽、盗汗、下午
发热等是人患肺结核的症状。

铮 Aι 叫〈方〉（栩栩）光明
（铮）眼：玻璃擦得～亮。
另见 1668 页 zh邑ngo

[ … 垣t且L一一一一］
之1 zhT （叫：由叫君将何～？

之2 zhT ＜书〉圈。人称代词。代替人或事
物（限于做宾语）：求～不得｜取～不尽｜操

～过急｜言～成理 l取而代～ l有过～无不及｜反
其道而行～。＠人称代词。虚用，无所指z 久
而久～｜不觉手之舞～，足之蹈～。＠指示代
词。这；,lj~ ：～二虫｜～子子钓。
，与 3 zhT （书〉［朗。用在定语和中心词之
，、圃， 间，组成偏正词组。 a）表示领属关系 z 赤

子～心｜钟鼓～声｜以子～矛，攻子～盾。 b）表
示－般的修饰关系 z 光荣～家｜无价～宝｜缓兵
～计｜千里～外｜意料～中｜十分～九。＠用在
主谓结构之间，取消它的独立性，使变成偏正

结构：战斗～激烈，简直难以形容！大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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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天下为公｜如因势利导，则如水～就下，极为

自然。
E之后J zhThou 圈方位词。＠表示在某个时

间或处所的后面：三天～我们又分手了｜游行

时文艺大队走在煤矿工人队伍～。直最多指
时间，少指处所。＠单独用在句子开头，表示
在上文所说的事情以后z ～，他们又提出了具

体的计划。
E之乎者也】 zhT-h。”zh岳－Y岳“之、乎、者、也”是常
用的文言虚词，常用来形容半文不白的话或文

章。
E之前】 zhTqi6n 圈方位词。＠表示在某个时

间或处所的前面z 吃饭～要洗手｜一个月～我

还遇到过他｜他们站在队旗～举手宣誓。［孟章’
多指时间，少指处所。＠单独用在句子开头，表

示在上文所说的事情以前2 ～，我并不认识他。
E之所以】 zhTsuoyT B望所以①b（主i吾有时省

略） ：～来晚了，是因为路上堵车。

支1 zhT 0 鹏～帐篷｜把苇帘子～起来！
他用两手～着头正在想什么。＠画伸

出；竖起：两只虎牙朝两边～着｜～着耳朵听。

＠圈支持：～援｜～应｜体力不～！乐不可～｜

疼得实在～不住。＠圈调度；指使：～配｜～

使｜把人～走。＠圈付出或领取（款项）：～出｜
～取｜～了一笔钱。 0 CZhT) 圈姓。

支2 zhT 0 分支；支派z ～流｜咄咄｜～
店。 8 19J a）用于队伍等：一～军队 l 一

～文化队伍。 b）用于歌曲或乐曲 z 两～新的乐

曲。 c）供掘细程度的英制单位，用单位质量
（重量〉的长度来表示，如 1 磅重的纱线长度中
有几个 840 码，就叫几支（纱）。纱会是越细，支数

越大。 d）用于杆状的东西：一～枪｜三～钢笔｜
一～蜡烛。

支3 zhT 地支参看的因而。

E支边l zhT;;bian 圈支援边疆：科技～。

E支部） zhTbu 圈＠某些党派、团体的基层组
织。＠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E支差J zhl§chai 画旧时指支应差役。

E支撑E zhlch岳ng 画。抵抗住压力使东西不

倒塌：坑道里用柱子～着。＠勉强维持2 他～

着坐起来，头还在发晕｜一家的生活由他一人
~ 。

E支承E zhlcheng 画支撑，承载。

E支持E zhlchi 圈＠勉强维持；支撑z 累得～

不住了。＠给以鼓励或赞助z 互相～｜～合理

化建议。

E支出E zhTchu O 圈付出去；支付。＠圈支
付的款项z 尽量控制非生产性的～。

E支绚l zhlchu 圃（款项）不够支配z 经费～。

参看 1756 页［左支右绚1 。
E支点l zhldian 圈。杠杆上起支撑作用，绕
着转动的固定点。＠指事物的中心或关键：
战略～。

E支队】 zhldui 圈。军队中相当于团或师的

一级组织，如独立支队、游击支队等。＠作战
时的临时编组，如先遣支队。

E支付】 zhlfu 圈付出（款项）：～现金。

E支架l zhljia 0 IEl 支持物体用的架子。＠

画支撑；架起：～屋梁｜～锅灶。－~到招架；
抵挡2 寡不敌众，～不住。

【支教E zhl11jiao ［到支援边远落后地区的教育
事业，特指在一段时间内到那里当教师2 到青
海牧区～。

E支解E zhTji岳见 1679 页1肢解1。

E支棱】 zhl•leng ＜方〉画竖起；翘起：～着耳朵

听。

E支离】 zhlli O 画分散；残缺z ～破碎。＠圈

（语言文字）烦琐而凌乱z ～错乱，不成文理。
E支离破碎E zhlli-pδsui 形容事物零散破碎，不
成整体。

E支流E zhlliu 圈＠流入干Cgan）流的河流。

＠比喻伴随主要事物而出现的次要事物。
E支炉JLl zhllur l组烙饼的苦苦具，用沙土制成，

面上有许多小孔，用时扣在火炉上。
E支脉E zhlmai ~山脉的分支z 伏牛山是秦岭
的～o

E支派】1 zhipc]i 圈分出来的派别；分支。

E支派T zhlpai 画支使s调动：～人。

E支配】 zhlpei mill 0 安排：合理～时问｜～劳
动力 l不听～。＠对人或事物起引导和控制的
作用．思想～行动。

E支票】 zhlpiao 画向银行支取或划拨存款的

票据。
E支气管E zhiqlgu凸n 圈气管的分支，主要分布

在肺脏内。（图见 379 页“人的肺”）

E支前】 zhlqi6n ［到支援前线：～模范。

E支渠】 zhlqu 亟l 从干 c gan）渠引水到斗

Cd吕u）渠的渠道。

E支取l zhlqu 画领取（款项）：～工资｜～存款。

E支使］ zhi •shi 国命令人做事z ～人｜把他～

走。

E支书E zhlshu ~J 支部书记，是党团支部的主

要负责人。

E支委E zhlw岳l 圈支部委员，支部委员会的成
员。

E支吾］ zhl•wu 圃说话含混躲闪p用含混的话

搪塞z ～其词｜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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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支线E zhlxian 画交通线、电线、输送管（水管、
输油管之类）等的分支路线（跟“干线”相对）。

E支应E zhlylng 函。应付： 个人～不开。

＠供应z ～粮草。＠守候；昕候使唤：～门户｜
今天晚上我来～，你们去睡好了。

E支原体E zhiyuant i [BJ 微生物的一类，有细胞

膜，没有细胞壁，呈不规则球形或丝状，共生、
腐生或寄生生活，寄生型支原体能引起动植物
病害和人类疾病。

E支援】 zhiyuan 画用人力、物力、财力或其他

实际行动去支持和援助：～灾区｜互相～。
E支招JLl zhl;;zhaor 同“支着儿”。

E支着JL] zhi;; zhaor 国从旁给人出主意（多用
子看下棋）。也作支招儿。

E支柱l zhlzhu 圈。起支撑作用的柱子。＠

比喻中坚力量：～行业｜国家的～。
E支柱产业】 zhizhu chanye 在国民经济中支
撑经济发展、起中坚作用的产业。

E支子】 zhl•zi 啤＠支撑物体的东西：车～。
＠一种铁制的架在火上烤肉的用具，像算子
而带腿儿。

E支嘴JL] zhl;; zuir ＜方〉圈从旁给人出主意z

他爱看人家下棋，可从来不～｜咱们别～，让他

自己多动动脑筋。
氏 zhl 见 1504 Ft［阙氏1 、 1618 页1月氏1。

另见 1190 页 shl"
M .. zhl 0 单独的 z ～身｜～字不提｜
只（复）片纸～字｜独具～眼。 8 III a ＞用
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两～耳朵｜两～
手｜一～袜子一～鞋。 b）用于动物（多指飞禽、
走兽） ：一～鸡｜两～兔子。 c）用于某些器具·
一～箱子。 d）用于船只：一～小船。

另见 1684 页 zhL

E只身E zhlsh岳n E到单独一个人：～一人｜～独

往｜～在外C
E只言片语l zhlyan-piany心个别的词句；片段
的话语。也说片言只语。
E主 zhi

JBC＊后）古
代盛酒的器皿：

玉～｜漏～。
、、L zhi （～儿）

1 I 圈含有某
种物质的液体z
乳～｜胆～ l 桶子
～ i 墨～儿。

[;'f7J<] zhi·shui 
〈方〉圈汁儿：西 后

瓜的～很多。

E汁液l zhiye 圈汁儿＝植物～。 主主雪
→士 zhi 0 古书上指灵芝。＠古书上指白雪主雪
，〈一芷。 8 ( Zhi）圈姓。
E芝兰］ zhilan 遣l 芝和兰是两种香草，古时比

喻高尚的德行或美好的友情、环境等：～之室。
E芝麻】（脂麻） zhi•ma 圈。一年生草本植物，

茎直立，叶子上有毛，花臼色，葫果有棱。种子

小而扁平，有白、黑、黄、褐等不同颜色，可以

吃，也可榨泊。是重要的油料作物。＠这种

植物的种子。

E芝麻官E zhi·maguan （～儿）南l指职位低、权

力小的官（含iJL讽意），小小～ i七品～。

E芝麻酱】 zhi•majiang L~ 把芝麻炒熟、磨碎而

制成的酱，有香味，用作调料。也叫麻酱。

E芝麻油】 zhi•may6u [°8］用芝麻榨的油，有特

殊的香味，是常见的食用油。也叫香油、麻油。

吱 zhi 阴阳某些尖细的声音：嘎～l咯
～｜车～的一声停住了。
另见 1731 页 zi。

营者 zhi 用于地名 z ～亥梁（在内蒙古）0

r 、

枝 zhi 0 c~儿）时子： tit~i;!YP~JL, 8 
理E a）用于带校子的花朵z 一～梅花。 b)

同“支2”② d。 8 (Zhi) IBJ 姓。
E枝权E zhlcha 圈植物上分权的小枝子。

E校干E zhigan 固树木的枝子和主干z ～道

劲。
E枝节】 zhiji古国＠比喻有关的但是次要的事

情2 ～问题随后再解决｜不要过多地注意那些

枝枝节节。＠比喻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
发生的麻烦g 横生～o

E枝解E zhlji岳见 1679 页【肢解l 0 

E校蔓l zhiman 0 圈枝条和藤蔓，比喻事物
中烦琐纷杂的次要部分2 删除～。＠圆形容

烦琐纷杂：文字～，不得要领。

E枝条】 zhitiao 圈枝子。
E枝捂l zhiwu 同“枝梧”。

E枝梧E zhiwu ＜书〉同“支吾”。也作枝括。
E枝丫］（校梗） zhlya 圈枝权。

E枝叶E zhlye 圈枝子和叶子，也比喻琐碎的情

节或话语。
E校子l zhi •zi 圈由植物的主干上分出来的较
细的茎。

知 zhl O 圈知道：～无不言！～其一不～
其二｜这话不～是谁说的。＠使知道z 通

～卜，会 1～单。＠知识z 求～｜无～。。〈书〉

知己：新～｜～友。＠旧时指主管z ～县｜～
客。

〈古〉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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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量 E知宾E zhlbln ＜方〉圈知客①。
三三重重 E知单E zhldan ~旧时常用的请客通知单，上

边开列被邀请的人的名字，由专人持单依次通
知，被邀请的人如果能到，一般在自己名下写
“知”字，表示已经知道。如果不能到，一般在
自己名下写“谢”字，表示谢绝。

E知道】 zhT· dao 画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

懂得：他～的事情很多 i 虽然他没明说，我也～
他的意思。

E知底E zhT;;dT 画知道根底或内情·知根～｜这

事我也不～。
E知法犯法E zhlf凸－fanf凸懂得某项法令、规章

而故意违犯。

E知府E zhlf心圈明清两代称一府的长官。

E知根知底E zhlg岳n-zhTdT 知道根底或内情：我

们是老朋友啦，彼此都～。
E知会E zhl•hui （口〉圃通知z告诉：你先去～

他一声，让他早一点儿准备o
E知己E zhTjT 0 圈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谊深切：

～话｜～的朋友。＠圈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谊

深切的人．海内存～，天涯若比邻。
E知己知彼】 zhTjT-zhTbT 《孙子·1某攻》：“知彼知

己，百战不殆。”一般都说“知己知彼”，指对自

己的情况和对方的情况都有透彻的了解。

E知交】 zhljiao 鹰知己的朋友：他是我中学时

代的～。
E知觉l zhTjue 圈。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形

象和表面联系的心理过程。知觉是在感觉的
基础上形成的，比感觉复杂、完整。＠感觉

①z 失去了～。
E知客E zhlke ~ 0 旧时帮助办喜事或丧事的

人家招待宾客的人。有的地区叫知宾。＠寺
院、道观中主管接待宾客的人员。

E知冷知热】 zhTI岳ng-zt可1re 形容对人非常关心

体贴（多用于夫妻之间）：小两口儿～的，十分恩

爱。
E知了E zhlli凸o 圈蚌蝉的通称，因叫的声音像

“知了”而得名。

E知名E zhlming Ll韧著名；有名（多用于人）：海
内～｜～人士｜～作家。

E知名度E zhlmingdu 圈指某人或某事物被社

会、公众知道熟悉的程度z 他年纪不大，但在业

内～很高。

E知命】 zhlming ＜书〉＠［割了解天命；认识、命
运2 乐天～。＠南《论语·为政》：“豆卡而知天

命。”指年至五十，能了解上天的意志和人的命
运。后来用“知命”指人五卡岁：～之年。

E知青E zhlqlng 圈知识青年。
E知情】 zhlqing ~副知道事件的情节（多用于

有关犯罪事件）：～人｜～权｜～不报。

E知情r zh T II qi ng ffilj] 对别人善意行动表示的

情谊心怀感激：对于你的热情帮助，我很～｜你

为他操心，他会知你的惰的。
E知情达理】 zhlqing d61T 通人惰，懂事理。

E知趣l zhlqu 圈知道进退，不惹人讨厌：人家

拒绝了，他还一再去纠缠，真不～。
E知人善任】 zhTren-shan ren 了解人（多指下

属）的长处，并善于根据其长处予以任用：领

导要～，发挥下属的长处。
E知人之明E zhTrenzhTming 能认识人的品行
和才能的眼力。

E知识E zhT•shi l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

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指学术、文化或

学问 z 有～卜’面｜～界｜～分子。

E知识产权E zhT •shi chiinqu6n 在科学技术、文

化艺术等领域中，发明者、创作者对自己的创
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包括工业
产权和著作权。

E知识产业】 zhT •shi chiinye 指传播知识、提供

知识的产业，如教育部门、科研部门、信息服务

部门等。也叫智力产业。
E知识分子】 zhT ·shi fenzT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
生、记者

E知识经济】 zhT•shi jlngji 一种以现代科技知

识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经济类型。
E知识青年E zhT咄ii qlngni6n 指受过学校教育，

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人，特指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到农村或边疆参加农业生产的城市
知识青年。

E知事】 zhlshi 11Sl 民国初年称一县的长宫。也

叫县知事。
E知书达礼E zhlshu-d61T 有知识，懂礼貌。也
说知书识礼。

E知书达理ll zhTshO-dall 有知识，通事理。指

人有文化教养。

E知书识丰Ll zhTshO-shilT 知书达礼。
E知疼着热l zhTteng zh6o畸形容对人非常关
心爱护（多用于夫妻之间）。

E知悉】 zhTxT 画知道：详情～｜无从～。

E知县】 zhTxian [El 宋代多用中央机关的官做

县官，称“知某县事气后简称为知县，明清两代
用作一县长官的正式名称。

E知晓E zhTxi凸o l到知道，晓得2 ～内情。

E知心E zhTxTn 圈知己①·～话｜～朋友。

E知’性E zhTxing 圈指内在的文化修养表现出

的外在气质：～美｜～女人。

E知音l zhTyTn 圈指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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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页i高LlJ流水~o l 争cC. zhl ＜书〉恭敬：～仰（敬仰） I～候光临。
E知友E zhl怕也』圈相互了解的朋友。 I 'I灿
E知遇E zhlyu 圈指得到赏识或重用z ～之恩。｜日U zhl 0 动植物所含的油质：～肪！松～o
E知照】 zhlzhao 画通知；关照：你去～他一 I /l日＠烟脂：～粉。
声，说我已经回来了。 I (JJ旨肪E zhTfang IE 有机化合物，白云个脂肪酸

E知外IJ zhlzh6u ［＇组宋代多用中央机关的官做｜ 分子和一个甘油分子化合而成，存在于人体和
州宫，称“权知某军州事”，后简称为知州。明｜ 动物的皮下组织以及植物体中。脂肪是生物
清两代用作一州长官的正式名称。 I 体内储存能量的物质。

E知足E zhlzu t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指生活、 I (JJ旨肪肝J zhlfanggan IE] 肝组织的脂肪含量

愿望等） ： ～常乐｛～无求。 | 超过正常值（肝湿重的 5%）的病理现象。多因
肢 zhi 人的胳膊品某些动物的胞～体l I 肥胖或营养不良、长期饮酒、病毒性肝炎糊

上～｜下～。 | 病、药物中毒等引起。
E肢解JC支解、枝解） zhij i岳圈。古代割去四 I (JJ旨肪酸】 zhifangsuan J富有机化合物的一
肢的酷刑。＠分解动物或人的身体（多指尸｜ 类，低级的脂肪酸是无色液体．有「刺激气味，高
体）。＠比喻把完整的事物分割成几部分：领 l 级的脂肪酸是蜡状固体。天然油脂中含量很
土被～。 | 多。

E肢势E zhishi 画家畜四肢站立时的姿势，是 I (JJ旨粉】 zhlf品n IE 脑脂和粉，旧时借指妇女：～
评定家畜役便能力的重要依据。 I 气。

E肢体J zhiti 国四肢，也指四肢和躯干。 ｜盯旨膏E zhigao f组＠脂肪。＠借指人民的血
E肢体语言E zhiti y的。n 指代替语言来表情达 i 汗和劳动果实。
意的身体动作、面部表情。 ｜副旨麻J zhi•ma 见1677 页I芝麻1 。

E肢障J zhizhang f雹肢体障碍，指肢体残疾。 I u旨油E zhiy6u ＜方〉圈板油．香～ 1～饼。
守口二 Zhi 抵河，水名，在河北。 I -lk-n zhi 槟榈（ 8TnzhT），越南地名。今作槟

1均｜’””知。
会 … zhi O 国使纱或线交叉穿过，制 I !a耳刮见998 页i拼踩l 0 

4、（缄）成绸、布、呢子等z 纺～｜～布｜棉～｜肌
物｜丝～物 1毛～物。＠自由l 用针使纱或线互相｜ 古 zhi ＜方〉阳庄稼种得早些或熟得早些：
套住，制成毛衣、袜子、花边、网子等r 编～｜～｜ l；且～庄稼（种得早的庄稼）｜～谷子（种得早的
渔网｜针～品。 0 (ZhDf割姓。 | 谷子＞ I 白玉米～（熟得早）。

E织补】 zhibu ~用纱或线仿照织布的方式把｜书曰 zhi ＜书〉＠安宁。＠福。
衣物t破的地方补好。 ｜’协ζ

E织锦E zhijin 圆＠织有彩色花纹的缎子；锦 l 圭盏 zhi ＜书〉＠柱下的木础或石础。＠支
缎。＠一种织有图雨，像和j绣似的丝织品，有 I 'I 曰撑。
彩色的，也有单色的。是杭州等地的特产。

E织女E zhinu 圈＠旧时指织布、织绸的女子。

＠指织女星。
E织女星】 zhinuxing 圈天琴座中最亮的一颗

星，是零等星，隔银河与牵牛星相对。
E织品E zhipin 南指纺织品。

E织物E zhiwu 圈用棉、麻、丝等织成的衣物的

总称。

E织造E zhizao 圈用机器织成织物。
岳~ . _ zhi 见下。

11巳（呢）
E搅子E zhi·zi ~O 常绿灌木，叶子长椭圆形，

有光泽，花大，白色，有强烈的香气，果实倒卵
形。花供观赏，果实可做黄色染料，也可入药。
＠这种植物的果实。
服 zhi 见 998 页｛脱脱］ o

蜘 zhi 见下。

E蜘蛛】 zhizhu 圈节股动物，身体圆形或长圆
形，分头胸和腹两部，有触须，雄的触须内有精
囊，有脚四对。 JlI门尖端的突起能分泌秸液，

教液在空气中凝成细丝，用来结网捕食昆虫。

生活在屋檐和草木间。
E蜘蛛人】 zhizhuren 圈。指悬在高楼外墙或
窗外进行i高空作业的工人。＠指徒手攀爬高
楼或山岩的人。

,, 
zhi c 虫）

执 z i 盯住～笔l手～红旗
（孰）＠执掌： ~JE!cl～教。＠坚持z ～

意 1各～一词。。执行；施行＝～法。＠〈书〉

重重



三三

口些生」 zhi 业亘
捉住z 战败被～。＠凭单＝回～｜收～。＠
〈书〉执友 g 父～＂ 0 (Zhi）函姓。

E执棒l zhibang 圈指担任乐队的指挥：音乐
会由四位指挥家轮流～。

E执笔E zhibl 画用笔写，指写文章，特指动笔

拟订集体名义的文稿。

E执鞭】 zhibian 圈指从事教学、教练等工作：

～授课｜～青年男篮。

E执导E zhid凸o I塾l 担任导演；从事导演工作：

他～过不少优秀影片｜在戏剧界～多年。

E执罚E zhif6 圈执行处罚 z 对违规厂商按照规
定～。

E执法E zhi伯温执行法令、法律－～如山（如

山 z 形容坚定不动摇）｜～必严。
E执绑E zhifu 圈原指送葬时帮助牵引灵枢，后

泛指送殡o
E执纪l zhiji 圈执行纪律z 从严～。

E执教E zhijiao 圈担任教学任务；当教练：他

在大学里～多年｜他们曾携手～中国女排。
E执迷不悟E zhimi-buwu 坚持错误而不觉悟。

E执泥E zhini 画固执；拘泥z 不可～一说。

E执牛耳】 zhi niu毛r 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每

人尝一，点儿牲血，主盟的人亲手割牛耳取血，所

以用“执牛耳”指做盟主。后来指在某一方面

居领导地位。
E执拗E zhiniu 圃固执任性，不听从别人的意

见：脾气～。

E执勤E zhi;;qin 
E执事】 zhi • shi 
种～。

E执委E zhiw岳i

员。

画执行勤务：～民警。

国 l日时俗称仪仗z 打～的｜各

圈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的成

E执行E zhixing 0 ［动J 实施；实行（政策、法律、

计划、命令、判决中规定的事项）＝严格～｜～任

务｜～计划｜～命令。 8 Ifill 属性词。实际主持
工作的z ～主席｜～主编。

E执行主席E zhixing zh心xi 开大会时由主席团
中推举的轮流主持会议的人。

E技ill] zhiye 巨型（律师、医生、会计和某些中介

服务机构的人员等）进行业务活动．～律师｜房
地产估价师必须先取得～资格。

E执意E zhiyi 固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坚决：

～要去 l～不肯。
E执友E zhiyou ＜书〉圈志同道合的朋友。
E执掌】 zhizh凸ng 画掌管；掌握（职权）：～大

权。
E执照E zhizhao 画由主管机关发给的准许做

某项事情的凭证：施工～｜驾驶～。
E执政E zhi;;zheng 画掌握政权：～党。

E执著E zhizhu6 间“执着”。

Z执着】 zh i zhu6 Ifill 原为佛教用语，指对某一事
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后来指固执或拘泥，

也指坚持不懈：性情古板～｜不要～于生活琐
事｜～地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也作执著。

直 zhi 0 圈成直线的叫”相对）：笔
～｜马路又平又～｜你把铁丝拉～。＠圃

跟地面垂直的（跟“横”相对）：～升机｜把标杆

立～。－~国从上到下的3从前到后的（跟“横”
相对）：～行的文字｜屋子很大，～里有两丈，横

里有四丈。 01到挺直；使笔直：～起腰来。＠

公正的；正义的：正～｜理～气壮。＠圃直爽；

直截＝～性子｜心～口快｜～呼其名 l他嘴～．藏

不住话。＠［萄汉字的笔画，即“蜜”④。＠画

一直；径直；直接·～达 i ～到｜～哭了一天｜～
朝村口走去。＠画一个劲儿；不断地z 他看着

我～笑｜我冷得～哆嗦。⑩遭到简直2 痛得～

像针扎一样难受。 0> CZhi) 圈姓。
E直臼E zhib6i 圃直率坦臼 g直截明白：话说得

很～O
E直笔E zhibl （书〉画直书。
E直拨】 zhibo 圃电话不经过总机可直接拨通

外线或长途线路z ～电话｜很多城市之间的电

话可以～通话。

E直播l' zhibo 画不经过育苗，直接把种子播
种到田地里。

E直播E zhibo 圃广播电台不经过录音或电视

台不经过录像而直接播送：电视台将～大会实
况。

E直肠］ zhich6ng I望大肠的最末段，上端与乙

状结肠相连，下端与虹门相连，作用是吸收水
分。（图见 1436 页“人的消化系统”）

E直肠子】 zhich6ng•zi （口〉＠圈性子直。＠

IBl 指性子直的人。
E直达】 zhid6 画不必在中途换车换船而直接
到达2 ～车｜从北京坐火车～广州。

E直达快车E zhida kuaiche 指停站少（一般不

停小站）、行车时间少于普通列车的旅客列车。
简称直快。

E直待E zhidai 画一直等到（某个时间、阶段

等）＝～天黑才回家。
E直至Lll zhidao 画一直到（多指时间）：这事～

今天我才知道。
E直瞪瞪】 zhidengdeng （口语中也读 zhi

d岳门gdeng) c～的）画状态词。形容两眼直

视发怔z 他～地望着地面，神情木然。
E直辍E zhiduo l=8J 僧道穿的大领长书包。

E直飞E zhif岳i 圈。两地的飞机不经过第三地

而直接通航z 两岸～。＠飞机直接飞抵（目的



地） ：从北京～台北。
E直感，］ zhigan 圈直接的感受；直觉：分析问
题不能只凭～o

E直根E zhigen 圈比较发达的粗而长的主根。
一般双子叶植物如棉花、白菜都有直根。

E直供E zhigong 画不经过中间环节而直接供

应（原东｝、产品等）：蔬菜～基地｜三峡电力～上

海。
E直贡昵】 zhigongni ［画一种精致、光滑的斜纹
毛织品或棉织品，质地厚实，多用来做大衣和
鞋的面子。

E直勾勾】 zhigougou C～的）回状态词。形容
目光紧盯着（看）：他～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E直观E zhiguan 圈用感官直接接受的；直接

观察的：～教具｜～教学。
E直航】 zhihang ［到两地的飞机、船只等不经过

第三地而直接通航。
E直击E zhijl 圈在现场亲眼看到，多指新闻媒

体在现场进行直接报道：庭审～｜～赛场盛况。
E直角E zhijiao 圈两条直线或两个平面垂直
相交所成的角。直角为 90° 0 

E直接】 zhij ie 圈属性词。不经过中间事物发
生关系的（跟“间接”相对）：～关系｜～领导｜～

阅读外文书籍。
E直接经验E zhij i岳 jlngyan 亲自从实践中取得

的经验（区别于“间接经验勺。

E直接税】 zhiji岳shui 圈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
税，如所得税、土地税、房产税等。

E直接推理E zhiji岳 tuTIT 由一个前提推出结论

的推理。
E直接选举l zhiji岳 xuanju 选民直接参加选举

代表或领导成员，不经过复选手续的选举（区
别于“间接选举”） 0 简称直选。

E直截】（直捷） zhijie 圈直截了当z ～表明了态

度。
E直截了当l zhijie-li凸odang C言语、行动等）简

单爽快。
E直径】 zhijing 圈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
周上的线段叫作圆的直径；通过球，L、并且两端

都在球面上的线段叫作球的直径。
E直獗獗l zhiju岳ju岳（～的）〈方〉［里状态词。

形容挺直。
E直觉】 zhijue ~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感性认
识。直觉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
为依据的，而不是像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
是不依靠实践、不依靠意识的逻辑活动的一种

天赋的认识能力。
E直快l zhikuai ［直直达快车的简称。
E直来直去】 zhiloi-zhiqu 0 径直去径直回：这

直 I zhi I 16&1 I 

次去广州是～，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形容王三
性情直爽，说话不绕弯子：他是个～的人，想到主主三
什么就说什么。

E直愣愣E zhilengleng c 口语中也读 zhil 邑「lQ

｜邑ngl C～的）［固状态词。形容眼神发直、表情

呆滞的样子z 两眼～地望着窗外。

E直立】 zh i Ii [lijj] 笔直地站着或竖着。

E直立茎E zhilijlng 擅自直立向上生长的茎。大
多数植物的茎都是直立茎，如松、柏、甘庶的
茎。

【直溜E zhi·liu （～儿）圆形容笔直：你看这棵
小树，长得多～儿。

E直溜溜】 zhiliOliO C～的）晴状态词。形容笔
直的样，子：～的大马路。

E直流电E zhiliudian 圈方向不随时间而改变

的电流。
E直露E zhilu 回直截了当g不含蓄委婉：～地

表白｜感情～。
E直眉瞪眼l zhimei-dengyan O 形容发脾气。

＠形容发呆：他～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
E直面】 zhimian 画面对；正视：～人生。

E直升机E zhishengjl ~能直升直落及在空中
停留的航空器，螺旋桨装在机身的上部，做水
平方向旋转，可在小面积场地起落。

E直视E zhishi 画目不旁视，一直向前方看＝上
课时，他两眼～着老师或黑板。

E直书E zhishO ＜书〉画据实写：秉笔～。

E直抒E zhishO 画直率地抒发：～己见｜～胸

臆。
E直属】 zhishu O [§fi] 直接隶属 z 这个机构是～

文化部的。＠圈属性词。直接统属的：～部

队1 国务院～机关。
E直率E zhishuai 圈直爽＝生性～。
E直爽E zhishL』凸ng 圈心地坦白，言语、行动没

有顾忌：性情～｜他是个～人，心里怎么想，嘴
上就怎么说ω

E直梯】 zhitl 圈指垂直升降的电梯（对斜向运
行的自动扶梯而言）。

E直挺挺E zhitTngtTng （～的）［用状态词。形容
僵直的样子2 ～地站着｜～地躺在床上。

E直通车】 zhitongch岳圈。不在中途停靠的

列车或汽车（多用于客运）。＠比喻畅通无阻

的沟通渠道2 新｜司～。
E直筒予】 zhit凸ng•zi 』窍比喻性情直爽

纯的人Z 他是个～，说话做事从来不会拐弯抹

角。
E直系亲属E zhixi qinshu 指和自己有直接血

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如父、母、夫、委、子、
女等（区别于“旁系亲属勺。



I 16s2 I zhi ｜直侄值植职

三三三三 E直辖J zhixia [;tj] 直接管辖z ～市｜～机构 1 重
三三王军雪 庆由中央～，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E直辖市】 zhixiashi 圈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市。

E直线J zhixian O 画一个点在平面或空间沿
着一定方向和其相反方向运动的轨迹；不弯曲

的线。 8 It回属性词。指直接的或没有曲折

起伏的：～电话｜～运输｜～联系｜～上升。
E直销J zhixiao C3bl 生产者不经过中间环节，直

接把商品卖给消费者。
E直心眼儿J zhixinyanr ＜口〉＠圆心地直爽。
＠圈指心地直爽的人。

E直性】 zhixing （～儿）阴性情直爽·他是个～

人，有什么说什么。

E直性子E zhixing•zi 0 嗣直性。＠圈直性
的人。

E直选J zhixu凸n 画直接选举的简称。

E直言E zhiy也n ~面毫无阻忌地说出来：～不讳｜

恕我～。
E直言不讳E zhiyan-buhui 直截了当地说出

来，没有丝毫顾忌。

E直译E zhiyi 圈指偏重于照顾原文字句进行
翻译（区别于“意译勺。

E直音E zhiyin IE 一种传统的汉字注音方法，

就是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

音的字，如“蛊，音古”，是说“蛊”字和“古”宇间
音；“J台，音也，，，是说“j台”字和“也

E直至】 zt、izhi 画直5型j 。

侄血… z i 圈＠川L
（＠兴娃） 内～o 8 C Zhf）姓。

E侄妇E zhifu （书〉［旬侄媳妇。
E侄女E zhi·nu （～儿）撞到弟兄或其他同辈男性
亲属的女儿。也称朋友的女儿。

E侄女婿） zhinu• XU 固侄女的丈夫。

E侄孙】 zhisun 圈弟兄的孙子。

E侄孙女J zhisun•nu c～儿）［写弟兄的孙女。
E侄媳妇J zhixi •fu （～儿）［刽侄子的妻子。
E侄子J zhi•zi I重弟兄或其他同辈男性亲属的
儿子。也称朋友的儿子。

值 zhi 0 价格却也币～ l 比～｜总产～
＠［型］货物和价钱相当．这双皮鞋～五百

块钱。＠圆周数字表示的量或数学运算所能
得到的每一个结果，如“取值 1 () ,b 取值白，则
代数式 ab 的值为 1 () x 8 = 80 0 。圈指有意

义或有价值；值得z 不～一提｜这次采访收获很
大，多跑点儿路也～。＠画遇到；碰仁（某个时

间） ：时～暮春｜正～国庆，老友重逢，真是分外
高兴。＠轮流担任一定时间内的工作2 ～班｜

～日。

E值班E zhi;;ban （～儿）面（轮流）在规定的时

间担任工作：～室｜轮流～。
E值当E zhidang ＜方〉画值得；合算；犯得上 s

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不～生那么大的气。
【值得J zhi;;. de l动］＠价钱相当；合算：这东

西买得～｜东西好，价钱又便宜，～买。＠指这

样去做有好的结果；有价值，有意义 z 不～｜值
不得｜～研究｜～推广。

E值机E zhiji 画办理乘机手续：～台｜自助～o

E值钱】 zhiqian ~回价钱高；有价值：把～的东

西交给柜台保管｜这只钻戒很～。
E值勤】 zhi;;qin 圈部队中的人员或负责治安

保卫、交通等工作的人员值班：～人员｜今天晚
上该我～n

E值日E zhiri 画在轮到负责的那一天执行任

务：～生 i今天该谁～？
E值守】 zhist怆u 画值班看守s 无人～公用电

话｜保安人员在厂区巡查～。

E值星】 zhixing ［到部队中各级行政负责干部
（营里由连长，连里由排长），在：轮到负责的那

一周带队和处理一般事务z ～排长｜本周是王
连长～。

E值夜】 zhi;;ye I到夜间值班z 分组轮流～o

E值遇】 zhiyu （书〉圈遭逢：～不幸。

主 zhi ＜书〉耻。

『I 且 zhi 0 职务；责任：尽～｜～分｜天
职（喊）～｜有～有权。＠职位：调～｜在
～｜就～｜兼～｜撤～｜辞～。 8 !Fl时公文用语，
F属对上司的自称：～等奉命。＠掌管：～
掌。＠〈书） [jl』只 g仪：～此而已。 0 ( Zhi) 
［组姓。

E职别E zhibie IE 职务的类别。

E职场J zhichang IE 工作、任职的场所：～新

人。
E职称】 zhicheng 南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技
术～｜评定～｜高级～。

[llJ\、分J zhifen 1'81 0 职务上应尽的本分。＠
白’职。

E职l尚E zhigao 圈职业高中的简称。

E职工J zhigong I组＠职员和工人z ～代表大

会。＠旧时指工人：～运动。

E职级E zh i j i r名l 职务的级别：晋升～o

E职教】 zhijiao 函 llR!ll'.教育的简称。

[llJ\、介】 zhijie 南职UI'.介绍：～中心。
E职能】 zhineng l割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
功能z 货币的～ l政法部门是执行国家专政～
的机关。

E职权】 zhiqu6n IEl 职务范围以内的权力：行

使～｜滥用～。



[I!只守】 zhishou l名］工作岗位：擅离～｜忠于

~ 。

E职位l zhlwei !E 机关或团体中执行定职

务的位置。
E职务】 zhiwu 圈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
专业技术～。

E职务发明】 zhiwu faming 工作人员为执行

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
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E职务犯罪］ zhiwu fanzui 具有→定职务身份
的人实施与其身份有必然联系的犯罪行为。

E职务作品l zhiwu zuopin 工作人员为执行本
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
所创作的作品。

E职衔】 zhixian 圈＠职位和军衔（如中校园
长，团长是职，中校是衔）。＠〈书〉官衔。

E职业E zhiye 0 圈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圈属性词。专
业的；非业余的：～剧团｜～运动员。

E职业病E zhiyebing 圈由于某种劳动的性质
或特殊的劳动环境而引起的疾病，如矿工和陶

瓷工业工人易患的尘肺等。
E职业道德l zhiye daode 人们在从事某一职
业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业行为规范。

E职•Iv高中l zhiye gaozhong 进行某种职业技
能教育的高级中学，如旅游职业高中、烹饪职

业高中等。简称职高。
E职业教育】 zh iye j iaoyu 为学生或在职人员
学习、掌握某种生产或工作所需知识、技能等
而实施的教育。在我国，提供职业教育的是中
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
学、农业中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简称职
教。

E职员E zhiyuan [:BJ 机关、企业、学校、团体里担
任行政或业务工作的人员。

E职责E zhize f每职务和责任z 应尽的～｜保卫

祖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
E职掌】 zhizhang ~画掌管：～生杀大权。

皇 zhi 同“埠”（多用于人和。

坤式t, … zhi （书〉＠拴；捆。＠拘禁。＠
京（萦）马脚。
植 zhi 0 [WI 栽种：如培～｜移～｜～树。

～皮｜断肢再～。＠树在：～党营私（结党

营私）。＠指植物＝～被｜～株｜～保。。
但hf）圈姓。

E植保E zhib凸o 圈植物保护。

E植被E zhibei 圈覆盖在某一个地区地面｜＼

具有一定密度的许多植物的总和。

职皇紫植殖 i zhr I 16s3 I 

【植发E zhi;;fa R量为了美观，在头发脱落的部三矗三
位植上头发。 事~

E植根E zhig岳n 画根植。

E植苗】 zhi;;miao [Z勘移植苗木。

【植皮】 zhi;; pi ［到移植皮肤。参看 1545 页

I移植1②o
E植入E zhiru 画像植树那样把→物安放到另
一物中；插入·～假牙。不宜在电视剧中随意～
商业广告。

Z植树E zhishu 圈栽种树木：～造林。

E植树节l Zhishu Jie !E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的节日。我国的植树节是 3 月 12 日。

【植物】 zhiwu !E 生物的一大类，这→类生物
的细胞多具有细胞壁。一般有叶绿素，多以元
机物为养料，没有神经，没有感觉。

E植物保护】 zhiwu b凸ohu 指防治和消灭病、

虫、鸟、兽、杂草等对农林植物的危害，使植物
能够正常生长发育。

E植物群落E zhiwu qunluo 在某→地区内，常
结合成一定关系而生存的许多同种的或不同
种的植物。

E槌物人l zhiwuren I'刽指严重脑外伤、脑出血
等引起的大脑皮质丧失活动能力，完全没有知

觉的人。
E植物性神经E zhiwuxing吕henjlng 自主神经。

E植物学】 zhiwuxue !E 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

究植物的构造、生长和生活机能的规律，植物
的分类、进化、传播以及植物与外界环境之间
关系，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等。

【植物园l zhiwuyuan IEJ 栽培各种植物，供学

术研究或观赏的地方。

E植牙】 zhi;;y6 ［副种植义齿，将铁金属等材料

制成牙根形的圆柱体，经手术植入牙床骨内，
当人工牙根与牙床骨密合后，再在这个牙根上
制作假牙。也叫种Czhδng）牙。

E植株】 zhizhu !E 成长的植物体，包括根、茎、
叶等部分。

殖 zhi 繁殖酌生～｜增～
另见 1199 页· shi 0 

E殖民E zhimin 圈原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
区移民。在资本主义时期，指资本主义国家把

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

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

E殖民地E zhimindi ~J Jg(指一个国家在国外侵

占并大批移民居住的地区。在资本主义时期，

指被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政治、经济的独主：权
力，并受它管辖的地区或国家。

E直民主义E zhimin zh心yi 资本主义强国对力
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



三三三

l 1制 坐立巴」 E石；撩掷躏止只旨址抵芷祉纸

剥削的政策，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海外移民、
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资本输出、商品倾销、
原料掠夺等。
阳 _. zhi 0 晴脚面上接近酬的部

（哪）分。＠〈书〉脚掌。＠〈书〉踏。
E阳骨E zhigu 圈构成脚掌的小型长骨，跟掌骨
相似，共有 5块，上端与附骨相接，下端与趾骨
相连。（图见 468 页“人的骨俗”）

撩 zhi ＜书〉梆梆z ～拾。

E概拾E zhishi （书〉画拾；捡（多指袭用现成的
事例或词句） ：～故事。

掷 zhi 见下。
（掷）

E掷踢E zhizhu ＜书〉［刻徘徊①。

躏 zhi 见下。
另见 280 页 di 0 

E躏踢E zhizhu 同“掷踢”。

zhl 
I/ 

（虫）

止 zhi O 停止z ～步｜～境｜不～＠画拦
阻g使停止：禁～l制～ l～血｜～痛｜～得住｜

～不住。＠圃（到、至……〉截止g 展览从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4 日～。＠国仅；只：这

话你说过不～一次了。 0 CZhD~ 姓。
lll:步l zhi;;bu I刻停止脚步：～不前｜游人～

（公共游览场所用来标明非游览部分）。

E止境］ zhijing 圈尽头z 学无～。

E止息E zhixl 圈停止：永无～。
『寸 1 A 二~ zhl 圆＠表
只（丰氏、哈氏、淤积）示仅限于某个
范围：～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几种棋中，他～

会下象棋。＠只有；仅有z 家里～我一个人。
『， 2 Zhl 画姓。
y 、k 另见 1677 页 zhTo ";f氏”另见 1025 页

qt0 

E只得】 zhld在国表示只有一种选择言不得不：

河上没有桥，我们～涉水而过。
E只读】 zhid白［砌属性t司o 只能阅i卖

的（文档等） ：～文件｜～内存。
E只！明 zhigu E副表示专一不变z 他话也不答，

头也不回，～低着头干他的事。
E只管］ zhlgu凸n 画＠尽管z 你有什么针线

活儿·～拿来，我抽空帮你做。＠只顾z 他不会
使桨，小船～在湖中打转。

E只好E zhihiio 圆只得z 我等了半天他还没回

来，～留个条子就走了。

E只是］ zhlshi 0 I画仅仅是；不过是：我进城，
～去逛逛书店，没有别的事儿。＠圈表示强调

限于某个情况或范围＝大家问他是什么事，他

～笑，不回答。＠国望但是（口气较轻）：本来预

备今天拍摄外景，～天还没有晴，不能拍摄。
E只消E zhlxiao 画只需要：这点活儿，～几分

钟就可以干完。
E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zhi x心 zhouguan

fang huo, bu xu baixing dian d岳ng 宋代

旧登做州宫，要人避讳他的名字，因为“登”和

“灯”同音，于是全州都把灯叫作火。到元宵节
放灯时，也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见于陆
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后用来形容专制蛮横
的统治者为所欲为，不许人民有一点儿自由，也
泛指胡作非为的人不许别人有正当的权利。

E只要l zhlyao ~表示必要的条件（下文常用
“就”或“便”呼应） ：～肯干，就会干出成绩来。

E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 zh iyao gong· fu 
sh旬， tiechu m6cheng zh臼比喻人只要
有毅力，肯下功夫，就能把事情做成功。

E只有】 zhlyou E量表示唯一的条件（下文常用
“才”或“方”呼应） ：～依靠党，依靠群众，才能把

事情办好。
~1 zhi （书〉滋味美：～酒｜廿～。
曰
~2 晶 U .. _ zhl 0 意义事用意；目的·主
百 cu;i陌）～｜要～｜宗～｜会议通过了一
系列～在进一步发展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决

议。＠意旨，特指帝王的命令：圣～O
E旨趣E zhlqu 圈主要目的和意图；宗旨：本刊

的～在发刊词中已经说过了。

E旨意］ zhiyi 圈意旨；意图 z ～何在？

址 z I 建筑物的位置峰， tili. ~I 
（祷趾） 住～｜校～｜厂～ l新～｜遗～。

抵 zhi （书啡时

E抵掌］ zhlzh凸ng ＜书〉圃击掌（表示高兴） :~ 

而谈。［孟髦’“抵”不作“抵”，也不念 di。

芷 zhl 0见町I白芷1 。Zhi)酬。

祉 zhi 〈书〉水中的小块陆地。

.brr: hi 0 圈写字、绘画、印
珉（东氏、喃）刷、包装等所用的东西，多
用植物纤维制造。 81Il 书信、文件的张数．
一～公文｜一～禁令。 8 (ZhD圈姓。

E纸板］ zhlban 圆饭状的纸。质地粗糙，较厚

而硬，用来制作纸盒、纸箱等。
E纸版E zhlbiin 圈。纸型。＠纸质版面（对



“电子版”而言） ：～杂志。

E纸杯） zhlb岳l 圈用纸做成的口杯，多为一次

性使用。

E纸币】 zhlbi 圈纸制的货币，一般由国家银行
或政府授权的银行发行。

E纸钢】 zhlgang IEl 钢纸。

E纸浆】 zhljia『lQ 圈芦苇、稻草、竹子、木材等经

过化学或机械方法处理，除去杂质后剩下的纤

维素，是造纸的原料。

E纸巾） zhljln 哩］一种像手绢那样大小用来擦

脸、手等的质地柔软的纸片。
E纸老虎E zhfl凸ohu 圈比喻外表强大凶狠而实

际空虚无力的人或集团。
E纸马］ zhlm凸圈＠（～儿〕迷信用品，印有神
像供焚化用的纸片。＠〈方〉迷信用品，用纸

糊成的人、车、马等形状的东西。
E纸媒J zhlmei 圈纸质媒体（对“电子媒体”而

言），如纸质报刊等。
E纸媒JLl zhlmeir 同“纸煤儿”。
E，低煤JL) zhlmeir IEl 引火用的很细的纸卷儿。

也作纸媒儿。
E纸捻E zhlni创（～儿）遣用纸条搓成的像细绳

的东西。也叫纸捻子。

E纸尿裤】 zhlniaok1与画用高吸水性材料制成
的一次性尿布，可秸合成内裤的形状，多用于
婴幼儿。

E纸牌E zhlp6i ［~牌类娱乐用具，用硬纸制成，
上面印着各种点子或文字，种类很多。也指扑

克牌。
E纸钱】 zhlqi6n （～儿〉圈民间指烧给死者或鬼
神的铜钱形的圆纸片，中间有方孔。有的用较
大的纸片，上面打出一些钱形做成。

E纸上谈兵】 zhlshang拍nblng 在文字上谈用
兵策略，比喻不联系实际情况，空发议论。

E纸头） zhlt6u ＜方〉圈纸。
E纸型E zhlxing 圈浇铸铅版的模子。用特制
的纸覆在排好的版上压制而成。

E纸烟E zhlyan 圈香眶。
E纸样】 zhiyang ［组按衣服等的式样、尺寸用纸

裁成的标准样式。

E纸鸥） zhlyao ＜方） IEl 风筝。
E纸莺） zhlyuan ＜书〉圈风筝。
E纸张E zhlzhang 圈纸（总称）。
E纸醉金迷E zhlzui-jlnmi 形容叫人沉迷的奢侈
豪华的环境。也说金迷纸醉。

古主‘ zhl 古书上指嫩的蒲草。
际同另见 281 页 dL

祉 zhl ＜书〉幸福i～。

纸 1£ 祉指｜ zhT I 16臼｜

毛也 zhl 0 圈手指头：食～｜五～｜屈～｜首屈主主三

3日一～。＠晴－个手指头的宽度叫“一王三三
指”，用来计算深浅宽窄等．下了三～雪｜这双

鞋大了一～ i 两～宽的纸条。＠画（手指头、

物体尖端〉对着；向着z 用手一～｜时针正～十

二点。。（头发）直立z 发～。＠国国指点：～
导｜～示｜～出正确方向｜有问题请您～出来。

＠画意思上针对z 这不是～你说的，是～他

的。＠医直指望；依靠z ～靠｜单～着一个人是
不能把事情做好的。

【指标l zhlbiao 圈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g

数量～｜质量～｜生产～。

E指不定E zhi•buding 圃没准儿3说不定：你别
等他了，他～来不来呢。

E指不胜屈】 zhibushengqu 扳着指头数也数不

过来，形容数量很多。

E指称E zhicheng ［到＠指出 g声称：该公司在

诉状中～对方违约。＠指示并称呼：江西人

用“老表”来相互～。

【指斥】 zhichi 圈指摘；斥责2 ～时弊。

E指导E zhid凸o 圈指示教导；指点引导z ～员｜

教师正在～学生做实验。
E指导员E zhid凸oyu6n GS] 0 担任指导工作的

人员。＠政治指导员的通称。
E指点l zhidian E面＠指出来使人知道z点明＝

他～给我看，哪是织女星，哪是牵牛星｜大家都

朝他～的方向看｜老师～我怎样使用电脑。＠
在旁边挑剔毛病；在背后说人不是：自己不干，

还在那里指指点点。＠〈书〉议论；评论z ～江
山（纵论国家大事）。

【指点迷津E zhidian-mijln 为迷路的人指示方

向，多用于比喻：每当我感到困惑、失望的时
候，老师总是为我～。

E指定E zhiding 0 层面确定（做某件事的人、时
间、地点等）：～他做大会发言人｜各组分头出
发，到～的地点集合。＠〈方〉圃肯定，没有疑
问：他～不来了｜没错，这事～是他干的。

E指法E zhif凸 IBJO 操作键盘、演奏管弦乐器

时用手指的技法z ～熟练。＠指戏曲、舞蹈表

演中手指动作的方式。

【指腹） zhifu 圈手指头上有螺纹的鼓起的部

分。
E指腹为婚E zhifu』weihun 旧时一种婚俗，孩子

还没有出生就由双方家长订下婚约。

E指供E zhigong [ll面审讯人员提出某种具体的
事实或情节令受审人供认z 严禁刑讯逼供和

~ 。

【指骨E zhigu 圈构成手指的小型长臂，每只手

有 14块，大拇指有 2块，其余手指各有 3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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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图见 468 页“人的骨锵”）

三孟重重 E指画】＇ zhlhua ［到挥动手指；指点：孩子们～
着，“看，飞机！三架！又三架！”

E指画】2 zhlhua 圈国画中用指头、指甲和子掌

蘸水墨或颜色画出的画。
E指环l zhlhuan 圈戒指。

E指挥】 zhlhul 0 圈发令调度：～部｜～所｜～

若定｜～作战。＠［画发令调度的人：他是这

次拔河比赛的～。＠国在乐队或合唱队前面
指示如何演奏或演唱的人。

E指挥棒】 zhihulbang 圈＠乐队指挥、交通警

等指挥时用的小棒。＠借指起导向作用的事

物（多含贬义）：他要大家都得随着他的～转。
E指挥刀l zhihuldao 圈指挥士兵作战、演习或
操练时用的狭长的刀。

E指挥员E zhihulyuan 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泛指在某项
工作中负责指挥的人员。

E指鸡骂狗E zhijl-magou 见 1686 页【指桑骂

槐l 0 

E指甲】 zhi•jia （口语中多读 zhl • j lα）圈指尖
上面的角质物，有保护指尖的作用。

E指甲盖JLl zhi·jiagair （口语中多读 zhl•jia

gai「）圈指甲连着肌肉的部分。

E指甲花】 zhi • j iahua （口语中多读 zhl•jiahuo)

圈凤仙花的俗称。

E指甲心JL] zhi • jiaxlnr （口语中多读 zhl•1ia

xlnr）圈指甲跟指尖肌肉相接连的地方。

E指教E zhijiao 画＠指点教导：在教练的耐

心～下，运动员的进步很快。＠客套话，用于

请人对自己的工作、作品提出批评或意见：希

望多多～O

E指靠l zhikao 圃依靠（多指生活方面的）：生

活有了～｜要学会自立，不能～别人。

E指控l zhlkong ［萄指责并控告：提出～｜～他
有受贿行为。

E指令E zhiling 0 画指示；命令：团长～三营
火速增援。＠画上级给下级的指示或命令：

这是谁下的～？＠函计算机系统中用来指定

进行某种运算或要求实现某种控制的代码。
E指鹿为马l zhiluweim凸秦朝三世皇帝的时

候，ZR相赵高想造反，怕别的臣子不附和，就先

试验一下。他把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

马。”二世笑着说2“罢相错了吧，把鹿说成马

了。”问旁边的人，有的不说话，有的说是马，有
的说是鹿。事后赵高就暗中把说是鹿的人杀
了（见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比喻颠倒是

非。

E指名E zhlming （～儿）国指出人或事物的名

字：～要我发言。
E指名道姓l zhiming-daoxing 毫不避讳地直

接说出姓名（含不够恭敬意）。

E指明E zhiming 画明确指出：～方向。

E指南E zhinan l'81 指南针②z 行动～。

E指南车l zhinanch岳函我国古代用来指示方

向的车。在车上装着一个木头人，车子里面有

很多齿轮，无论车子转向哪个方向，木头人的
手总是指着南方。

E指南针】 zhinanzh岳n 哩。利用磁针制成的

指示方向的仪器，把磁针支在一个直轴上，可
以做水平旋转，由于磁针受地磁吸引，针的一
头总是指着南方。＠比喻辨别正确方向的依

据或指导行动的准则。
E指派】 zhlpai 圈分派或派遣（某人去做某项

工作）：受人～｜～他担当这个任务。
E指认】 zhlren E直指出并确认（某人的身份

等）：经多人～，此人就是作案者。
E指日可待E zhiri-k品dai ＜事情、希望等）不久就

可以实现：计划的完成～。
E指桑骂槐】 zhisong mahuai 比喻表面上骂
这个人，实际上骂那个人。也说指鸡骂狗。

E指使】 zhishi ［翻出主意叫别人去做某事：这

件事幕后有人～｜有人～他这样做的。

E指示l zhishi 0 圃指给人看：按路人～的方
向找到了那家小店。＠［胡 l二级对下级或长辈

对晚辈说明处理某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局

长～我们必须按期完成任务。＠圈指示下级

或晚萃的话或文字．执行上级的～o
E指示剂】 zhishiji 函］化学试剂的－类，用来检

验物质中某种化合物、元素或离子是否存在或

该物质的化学性质是否改变。一般是利用指

示剂的颜色变化、荧光变化或混浊度的变化来
判断。

E指示生物l zhishi sh岳ngwu 对环境中某些物

质能产生敏感反应的生物。被用来监测和评
价环境污染状况和变化趋势。

E指事E zhishi 圈六书之一。指事是说字由象

征性的符号构成。如：“上”字古写作“三”，“下”
字古写作‘‘士”。

E指手画脚］（指手划脚） zhish凸u”huaji凸o 形容

说话时兼用于势示意。也形容轻率地指点
评。

E指数E zhishu IE 0 表示一个数自乘若干次
的数字，记在数的右上角，如 32,43,6”中的

2,3 叶。＠表示一个变量在一定时间或空间
范围内变动程度的相对数。某一经济现象在

某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

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指数表明经



济现象变动的程度，如生产指数、物价指数、股

票指数、劳动生产率指数。此外，说明地区差
异或计划完成情况等的比数也叫指数。

E指头E zhl•tou （口语中多读 zhi • tou）圈子
前端的五个分支，叮以屈伸拿东西。也指脚

趾。
E指头肚JL】 zhi • toudur （口语中多读 zhi • tou

ctu「）〈方〉圈子指头上有螺纹的鼓起的部分。

E指望E zhl·wang 0 i项一心期待；盼望z ～今
年有个好收成。＠（～JL) [;SJ 所指望的z盼头：

这病还有～JL"
E指纹E zhiwen IBl 手指头肚儿上皮肤的纹理，
也指这种纹理留下来的痕迹。

E指向E zhixiang 0 函l I 0 l某个方向指·时针～
八点。十年规划～未来0 8 [=81 所指的方向：

按照箭头的～前进。
E指弓｜】 zhiyin 画指点引导2 ～航向｜猎人～他

通过了林区。
E指印］ zhiyin C～儿）圈子指头肚儿留下的痕
迹，有时特指按在契约、证件、单据等上面的指
纹。

E指责］ zhize 画指摘；责备z 横加～ i 大家～他

不爱护公物。
E指摘】 zhizhai ［司挑出错误，加以批评：严厉

～｜无可～。
E指战员】 zhTzhanyuan E到指挥员和战斗员的

合称。
E指仗l zhizha『19 （方〉圈仰仗s依靠2 这里农
民一年的生计就～地里的收成。

E指针E zhizhen 函＠钟表的面t指示时间的

针，分为时针、分针、秒针；仪表上指示度数的
针。＠比喻辨别正确方向的依据或指导行动
的准则。

E指1王E zhizheng ［司＠指出错误，使之改正。
＠客套话，用于请人批评自己的作品或意见：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

E指证E zhizheng r动｜指认并证明．现场目击者
出庭～凶犯。

」f.M zhi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茎上有刺，叶
'V、子为三片小叶组成的复叶，／j、叶倒卵形或
椭圆形，花白色，浆果球形，黄绿色，味酸苦。
也叫拘捕＜ gouju）。

E积棋1 zhiiu 哩。落叶乔木，叶子卵圆形，花
淡黄绿色，果实近球形，果柄肥！孚弯曲，肉质，
红褐色，味甜，可以吃。种子扁圆形。果柄、种
子、树皮等都可入药。＠这种植物的果实和

果柄。 II 也叫拐枣。
会『1 . zhi ＜书〉车铀的末端。
笔只（只）

壁~~咫趾淆醋微至 l ~三壁上千芝j

咫 zhi L!l!I "'111:-f>J＇八W咫

U己E尺］ zhichi ＜书〉［割比喻很近的距离：～之

问｜近在～。
【咫尺天涯】 zhlchl-tianya 形容距离虽然很近，

但很难相见，就像在遥远的夭边一样。

趾 zhl 0 画脚指头：～骨｜脚～ l鹅鸭之类
～间有楼。＠脚z ～高气扬。

【趾高气扬E zhlgao-q iy6ng 高高举步，神气十

足，形容骄傲自满得意忘币。
E趾骨】 zhig心国构成脚趾的小型长骨，每只脚
有 14 块，大脚趾有 2 块，其余脚JiJ ；各有 3 块。
（图见 468 ff(＂人的骨儒”）

【趾甲］ zhiji凸 l吕脚指甲。

前 zhi ＜书〉缝纫；和陈针～。

西也 zhi 啕有机化合物的→类，酸分子中能
日电离的氢原子被烧基取代而成的化合物。
是动植物油脂的主要部分。

心均·fr zhT 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简谱的“5”。

’悔人参看 13附页【五音）］ 0 

另见 1667 页 zheng “征 2 、征3 飞

、

zh1 c 虫）

至 zh i 0 [1\!Jl §lj ：～今｜自始~！~I~？［不屈。

＠至于①：甚～。＠圃极；最z ～为感

谢l 你要早来，～迟下星期内一定赶到。
E至爱】 zhi ’ai o 圈最喜爱的；最热爱的z ~ 

的亲人。＠画指最喜爱的人或事物：生命中
的～o

E至宝E zhib凸a r望最珍贵的宝物2 如获～。
E至诚l zhicheng ［国极为诚恳；真诚z ～之士 l

～待人。
E至此】 zhici 画。到这里z 文章～为止。＠
到这个时候z ～，事情才逐渐有了眉目。＠到

这种地步＝事巳～，只好就这样了。
E至多E zhiduo 圃表示最大的限度：他～不过

四十岁｜老师～是从头到尾讲一遍，要纯熟还得

靠自己多练习。
E至高无上1 zhigao-wushang 最高；没有更高

的z 人民的利益～。
E至好E zhih凸0 [EJ 至交。

E至极1 zhiji I量达到极点 z 可恶～。

E至交】 zhijiao 圈最相好的朋友：～好友 l 他

们俩是～C
E至今E zhijln 圈直到现在：他离家以后，～还

没有来信。

一二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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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孟三 E至理名言】 zh11T mingyan 最正确、最有价值
雪雪雪壁 的话。

E至亲】 zhlqin 函关系最近的亲戚2 ～好友｜骨

肉～O

E至上E zhishang E回（地位、权力等）最高：顾

客～｜国家利益～。

E至少l zhish凸o 画表示最小的限度2 今天到

会的～有三千人｜从这儿走到学校，～要半个小

时。
E至于E zhiyu 0 0剧表示达到某种程度：他说

了要来的，也许晚一些，不～不来吧？＠圆表

示另提一事：这两年来，村里新盖的房子就有
几百问，～村民添置的电器，就不可胜数了。

E至嘱l zhizhu 画极恳切地嘱咐（多用于书

f言） 0
E至尊E zhizun O I勤最尊贵2 ～无上。＠［重

封建时代称皇帝为至尊。
＝七1 zhi 0 志向；志愿z 立～｜得～ l ～同道
J（！』、合。＠志气；意志．人穷～不短。＠
CZh］）圈姓。

＝七2 zhi ＜方〉画称轻重；量长短、多少．用
J(!J、 秤～～｜拿碗～一～。
一ι~3 、. zhi 0 记：～喜｜～哀｜永～不
~ （有）忘。＠文字记录：杂～｜县～｜
《三国～》。＠记号：标～O

[ii!;;哀】 zhi ’。l 圈用某种方式表示哀悼：静默
～｜降半旗～。

E志大才疏l zhida-caishu 志向虽然大，可是

能力不够。
E志得意满E zhid自 γiman 志向实现，内心满

足。
E志工E zhigong ＜方） 181 义工②。

E志气E zhi·qi I每求仁进的决心和勇气；要求

做成某件事的气概：有～｜～昂扬。
E志趣E zhiqu 圈行动或意志的趋向；志向和兴

趣：～相投。

E志士E zhishi 画有坚定意志和高尚节操的

人：～仁人｜革命～｜爱国～。

E志同道合l zhit6ng daohe 志向相同，思想相
A 
口。

E志向E zhixiang 圈关于将来要做什么事，要

做什么样人的意愿和决心：远大的～O

E志愿l zhiyuan O I重志向和愿望：～书｜立下

～｜他的～是当个教师。＠画自愿：～军｜我

～去边疆工作。
E，志愿兵l zhiyuanbing 固自愿服兵役的士兵，

我国专指服满一定年限的兵役后继续服役的

士兵，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也可以

根据需要直接招收为志愿兵。

［；志愿兵役制E zhiyuan bingyizhi 自愿参军人
伍的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54 年前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和tl;1955 年开
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1978 年起，实行义务兵

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
兵役制度。

E志愿军】 zhiyuanjun I望一国或数国人民，因

自愿参加另一国家的对外战争或国内战争而
组成的军队，多指为了帮助另一国抵抗武装侵

略而组成的军队。

E志愿者】 zhiyuanzh画画自愿为社会公益活
动、赛事、会议等服务的人。

E，志子】 zhi•zi ＜方〉圈称轻重或量长短、多少

的简单器具。

若 zhi ＜书〉没有脚的虫：虫～。
另见 1644 页 zhaio

伎 zhi ＜书〉嫉妒：～主4

、 r噜 zhi ＜书〉＠记2 博闻强～。＠

v飞（言或）记号2 款～。
另见门 85 页 shi o 

厘 zhi 酣（川札地名，在陕西。今
扛匕作周至。

部 zhi 0 ＜书〉圈极满。＠（川剧。

rhn _u.r, zhi 0 旗子·旗～｜独树一～。＠
l帜（｜瞰）〈书〉标记。
l跌 zhi ＜书〉＠书画外面

（焚书失、长袤） 包着的布套。＠国用
于装套的线装书。

制凹 zhi 0 画制造＇ ~JIRI ～革 i ～
（＠裂）图｜炼～｜缝～｜这块奖牌是用钢

～成的。＠拟订；规定：～定｜因地～宜。＠

用强力约束；限定；管束：压～｜限～｜管～｜节

～｜～伏。。制度：全民所有～｜民主集中～。
0 CZhi)[B］姓。

E制版】 zhi;; ban IZibl 制造各种印刷上用的版2

～车间。

E制备】 zhibei ［到化学工业上指经过制造而取
得。

E制裁E zhicai I望］用强力管束并惩处：法律～ l

经济～。
E制导】 zhid凸o 画控制和引导火箭、导弹等，使

其按一定轨道运行，准确地到达目标。
E制电磁权】 zhidianciquan IBJ 军队在一定时

间、一定空间对电磁频谱的控制权。
E制订E zhiding 画创制拟定：～工作计划。

E制定】 zhiding 画画定出（法律、规程、政策等） : 
～宪法｜～学会章程。



E制动器】 zhidongqi 圈使运行中的运输工具、

机器等减低速度或停止运动的装置。
E制度l zhidu 圈＠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

规程或行动准则：工作～｜财政～。＠在一定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体系 z 社会主义～｜封建宗法～。
E制伏E zhi;;fu I赳用强力压制使屈服或驯服：

警察将歹徒～在地。
E制服】1 zhi;;fu 画用强力压制使驯服：这匹

烈马很难～｜我就不信制不服他。
E制g~12 zhifu I窑军人、机关工作者、学生等穿
戴的有规定式样的正式服装。

E制高点E zhigaodian 圈军事上指能够俯视、

控制周围地面的高地或建筑物等。占领信息

时代的～。
E制海权E zhih凸iquan IEl 军队在一定时间、一
定海域所掌握的主动权。

E制衡】 zhiheng F吉］相互制约，使保持平衡2 权

力～。
E制黄E zh ihuang mm 制作淫秽书flJ、音像制品

等2 取缔～窝点。
E制弗Ul zhiji 1Ei 生药或化学药品经过加工制成
的药物，如片剂、水剂、町剂、血清、疫苗等。

E制假E zhij i画画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2 整治
各种～行为。

E制件】 zhijian 圈工件。
E制空丰叉E zhikongquan 圈军队在一定时间、

一定空域所掌握的主动权。
E制冷E zhil品ng 圈用人工方法取得低温：～剂｜

～设备。

E制片JL] zhipianr ＜ 口〉＠圈制片①。＠圈
制片②O

E帘j片E zhipian O 圈摄制影视片z ～人｜～公
司。＠圈指制片人，影视片的投资人z 资深～o

E制品E zhipin 圈制造成的物品z 乳～｜塑料

～｜化学～。
E制钱E zhiqian 圆明清两代称由本朝铸造通

行的铜钱。

[ifi!J热E zhire 画用人工方法取得高温z ～采

暖。
E制胜E zhisheng 圈取胜p战胜z 出奇～｜～敌

人。
E制式］ zhishi 圆规定的式样或程式z 标准～｜
～警服｜～教练（按照条令规定进行的军人队列
动作的教练〉。

E制售E zhishou 画制造并销售2 坚决打击～
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E和l天权E zhit ianquan 圈军队在一定时间、一
定范围对外层空间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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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和l图E zhi;; tu 画把实物或想象的物体的形二三三
象、大小等在平面上按一定比例描绘出来（多三重三
用于机械、工程等设计工作）。

【制约E zhiyue ［司甲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变化以
乙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为条件，则甲事物为乙事

物所制约2 互相～ l资源缺乏～着经济的发展。
【制造l zhizoo 画＠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

供使用的物品：～机器！～化肥。＠人为地造

成某种气氛或局面等（含贬义）：～纠纷｜～紧
张气氛。

E制止】 zhizhT 圈强迫使停止；不允许继续（行

动） ：～侵略｜我做了一个手势，～他再说下去。
【制作】 zhizuo 画制造①z ～家具。

质1 … zhi 0 圈性质；本质2 实～｜变
（宜）～l量的变化能引起～的变化。

＠圈质量②：～量并重（质量和数量并重）｜保
～保量。＠物质：流～｜铁～的器具。。朴
素；单纯：～朴。

质2 … zhi 询问责问：～疑｜～问。
（宦）

质3 … zhi ＜书〉＠抵押：以叫
（寅）钱。＠抵押品z 以此物为～。

【顶变E zhibian 圈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

是由一种性质向另一种性质的突变。参看
81 日页【量变］。

E质地】 zhidi 圈。某种材料结构的性质z ～

坚韧｜～精美。＠指人的品质或资质。
E质点E zhidian 画在说明物体运动状态时，不

考虑物体的大小和形状，认为它只是具有质量
的点，这个物体叫作质点。

E质x1l zhidui 圈对证；对质z 当面～。

E质感E zhigan 圈。人对某种物质的真实的

感受：这种面料～不错。＠指艺术品所表现
的物体特质的真实感z 这幅作品用多种绘画手

段，表现了不同物体的～。

Z质管E zhigu凸『1 圈质量管理2 加大～力度。

E质检l zhijian 圈质量检查。

E质量l zhiliang IEl 0 表示物体惯性大小的物
理量。数值上等于物体所受外力和它获得的
加速度的比值。有时也指物体中所含物质的
量。质量是常量，不因高度或纬度变化而改
变。＠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工程～｜教学
～l这布～好，又好看，又耐穿。

E质料E zhiliao 圈产品所用的材料2 这套衣服

的～很好。
E质朴】 zhipu 圃朴实；不矫饰 z 为人～忠厚！文

字平易～。
E质数E zhishu 圈素数。

E质素E zhisu ＜方〉画素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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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E质问E zhiwen E司依据事实问明是非；责问：

三三三E 提出～。
E质心E zhixln 圈物体内各点所受的平行力产
生合力，这个合力的作用点叫作这个物体的质

’L、。

E质询E zhixun 画质疑询问。

E质押l zhlya ［到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移
交债权人占有而将该动产作为清偿债务的保

证。最常见的质押是当事人与当铺进行的交

易。
E质疑E zhiyi ［塾l 提出疑问：～问难。

E质疑问难l zhiyi-wennan 提出疑难问题来讨

ii:；提出疑问以求解答。
E质证】 zhizheng l司诉讼中，在法庭上对证人

证言进一步提出问题，要求证人做进一步的陈
述，以解除疑义，确认证言的证明作用：当面

~ 。

E质子E zhlzT IBl 构成原子核的粒子之 1带正

屯，所带电量和电子相等，质量为电子的1 836 
倍。各种原子所含的质子数不同。

炙 zhi 0 ＜书〉烤z ～烤｜烈日～人＠
（书〉烤熟的肉：脸～人口。 8 ( Zhil IBl 

姓。
E炙热】 zhire 晴像火烤一样的热，形容极热z
～的阳光｜骄阳似火，大地～0感情～。

E炙手可热l zhish凸u k岳re 手一挨近就感觉热，

形容气焰很盛，权势很大。

J王与 zhi 0 画治理·～家｜～国｜自～｜～标｜
4口～本｜～淮（淮河）。＠指安定或太平：～
世｜天下大～。＠旧时称地方政府所在地．县

～l府～｜省～。＠圈医治z ～病｜我的病已经
～好了。＠圈消灭（害虫） ：～虫皇｜～妨虫。。

惩办：～罪｜惩～｜处～。＠研究：～学。＠
(Zhi) 圈姓。

Z治安E zhi ’。n ［望社会的安宁秩序：维持～。
E治保E zhib凸o 国治安保卫：～工作｜～干部。

E治本E zhib岳n 圈从根本上加以处理（跟“治

标”相对）。

E治标】 zhibiao 画就显露在外的毛病加以应

急的处理（跟“治本”相对）。
E治病救人l zhibing-jiuren 比喻针对某人的缺

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帮助他改正。
E治Rl[l zhi;;fu 画治理使驯服：～洪水。
E治国理政E zhigu6-1Tzheng 管理国家和政务：

把法治作为～的基本方式。

E治假E zhijia 画画惩治制假贩假行为：通过～，
净化市场。

E治理】 zhili 圈＠统治；管理z ～国家。＠处
理；整修z ～淮河。

E治疗E zhiliao E到用药物、手术等消除疾病z

长期～｜隔离～｜他的病必须住院～。

E治古Ll zhiluan 画整治、改变混乱状况z 积极

～，美化环境。
E治穷E zhiqi6ng ~治理、改变穷困落后的状
况：～脱贫。

E治丧】 zhisang 画办理丧事：节俭～｜～委员

会。
（｛台7j(] zhi;; shuT 画疏通水道，消除水患2 ～

工程 l 大禹～o

(y台丝益努E zhisl-yifen 理丝不找头绪，结果越

理越乱。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头，反而使

问题更加复杂。

E治外法权】 zhiwai-f凸quan 指有特定身份的
外国人，如外交官、国家元首伞、政府首脑、联合
国官员等所享有的不受所在国管辖的特权。

E治污】 zhiwu 自由1 治理环境污染z ～保洁。

E治学】 zhixue ［到研究学问：～严谨 l 实事求

是，才是～的正确态度。

(j台印】 zhi;;yin I地刻图章：～艺术。

E治装l zhizhuang 画备勿行装。

E治罪E zhi;; zui I司给犯罪人以应得的惩罚 3

依法～。

／见L zhi （书〉缝；补缀。
织（铁）
柿 ι zhi ＜书〉＠梳子篮子等梳头发

（椰）的用具。＠梳（头发）：～发｜～风
沐雨。

E柿比】 zhibT ＜书〉［甜像梳子齿那样密密地排
着：鳞次～｜厂房～。

E柿比鳞J欠l zhibT-linci 见 827 页【鳞次柿比］ o
E柿风沐雨E zhif岳ng-mu仙风梳头，雨洗发，形
容奔波劳碌，不避风雨。

rid二 zhi ＜书〉耸立；屹（ yi）立 z 对～。

”、J 另见 1197 页 shL

扉 zhi ＜书〉储备。

眨~ zhi ＜书〉登高。
wν 

垂式t 在 L zhi ＜书〉初次拜见长辈所送的礼
-:!ft （彗）物： ~~（拿着礼物求见）｜～敬（旧
时拜师送的礼）。

挚 ιzhi ＜书〉诚恳真～｜思～｜～爱。
（塾）

E挚爱l zhi ’ ai 圈真挚地爱＝一生～着出版事

业｜他的作品洋溢着对祖国的～之惰。
E挚诚E zhicheng I弱诚挚g真诚＝～的话语打

动了对方。

E挚友】 zhiy凸LI IBJ 亲密的朋友。



程轻致臣秩猢鸳掷榕峙侄烤窒损蛇智 i

程 zhi ＜书〉附：咐。

E桓桔E zhigu （书〉［组脚镣和手铐，比喻束缚

人或事物的东西。

轻，＿ zhi 见 14叫咱
（鞋）

致1 zhi 0 ［甜给予号F叶X
等）．～函｜（、，电｜～贺｜（）歉｜～欢迎词。

＠集中（力量、意志等）于某个方囱面俨2 ～力｜专

心～志。＠达到；实现2 ～富｜学以～用。＠

招致；引起：～病｜～癌｜～残。＠画以致：～

使｜由于粗心大意，～将地址写错。 Ci) (Zhil 圈

姓。
致2 zhi f耀：兴～｜景～｜川有～｜毫无

致3 一 zhi 精密；精细细～｜精～｜工
（敏）

E致哀】 zhi ’。 i I划对死者表示哀悼：向死难烈
士～。

E致残l zhican 圈导致人肢体、器官等残疾或
残缺z 因工～。

E致词】 zhi;;ci 同“致辞”。

E致辞】 zhi;;ci 画］在举行某种仪式时说勉励、

感谢、祝贺、哀悼之类的话：由大会主席～。也
作致词。

E致电E zhi;; dian l司给对方打电报或发电传

等．～祝贺｜～慰问。

E致富l zhifu ［司实现富裕：勤劳～｜～之路。
E致函E zhi;;han 圈给对方写信：～表示谢意｜

谨此～（多用于书信）。

E致敬E zhijing R司］向人敬礼或表示敬意z ～

信｜举手～。
E致力E zhlli 国把力量用在某个方面2 ～革命｜

～写作。

E致密］ zhimi ~细而密；细致精密：～的网｜

～的观察｜结构～。

E致命E zhiming 画司使丧失生命：～伤 1 一刀

～0～的弱点。

E致使E zhishi 0 画由于某种原因而使得2 这
场大雨～数十间房屋倒塌。＠［遥以致：由于

字还不清，～信件无法投递。

E致死E zhisi ［噩导致死亡z 因伤～。

E致谢E zhixie 画画向人表示谢意2 谨此～（多用
于书信），

E致以E zhiyi 画向对方表示（礼节、情意等）．

向英雄～崇高敬意。

E致意E zhiyi 圈表示问候之意·再三～｜点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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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王
一

臣 zhi 大（多用于人名）。

秩1 zhi 0 ＜书〉次序z ～序。＠刑奉禄
也指官的品级：厚～ i 加官进～。＠

CZhi) 圈姓。

秩2 zhi 肘年＝七～航

E秩序】 zhixu 圈有条理、不I昆乱的情况：～井

然 l遵守会场～。

猢 z~i 酌狗）疯狂。
（喻~）

莺 4 zhi 0 ＜书〉凶猛z ～鸟。＠
（焉） CZ附~姓。

E莺鸟E zhini凸o 圈凶猛的鸟，如鹰、雕。

掷… zhi 11\lll m；投 z 投～｜弃～｜～铁饼｜
（掷）～铅球｜手榴弹～远比赛。

时H丰筒E zhidant6ng 啤→种发射炮弹的小

型武器，炮弹从筒门装人，射程较近。

E掷地有声E zhidi-y6ush岳ng 扔在地下能发出

声响，形容话语豪迈有力。

E掷还E zhihuan ＜书〉圈请人把原物归还自己

（多用作套语）：前请审阅之件，请早日～为荷。
毛卡 zhi 拉木山（ Zhimushδ川，地名，在湖
'Pl!J、南。
峙 zhi ＜书〉默地及古代帝王的处所。

侄 z i （书〉＠短的镰刀。＠割禾
（锺）穗。

房 zhi 时，因虹门或直肠末端的静脉曲
张而形成的突起的小结节。分为内痒、外

婷和混合痒。症状是发痒，灼热，疼痛，大便表

面带血等。通称痒疮。
E婷疮］ zhichuang 圈痒的通称。

窒 zhi 阻塞不通～碍｜～息。

E窒碍】 zhi ’ ai ＜书〉画有阻碍；障碍z ～难行。

E窒息】 zhixi 画因外界氧气不足或呼吸系统

发生障碍而呼吸困难甚至停止呼吸。不合理
的制度～了企业的发展活力。

横… zhi ＜书〉＠钟鼓架子的腿，也泛
（横）指器物的腿。＠础板。

蛙 zhi ~环节动物的一大类，体一般长而
扁平，无刚毛，前后各有一个吸盘。生活

在淡水中或湿润的地方，大多为半寄生，如水
蛙、医蛙、山坚等。有的吸食人或动物的血液。
通称蚂旗。

智 zhi 0 有智慧；聪明： 11,fJ~j ～者千虑，必
有一失。＠智慧；见识：足～多谋i～男双

全｜吃一笙，长一～。 C) (Zhi）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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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E智残E zhican 圈由于大脑生理缺陷或伤残
三三重重 而导致的智力残缺。

E智齿E zhichT IBl 智牙。

E智多星】 zhiduoxlng ~萄《水浒传》中吴用的绰

号，借指计谋多的人。
E智慧E zhihui 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 z

人民的～是无穷的｜领导干部要善于集中群众

的～。

E智慧产权E zhihui ch凸nquan IBl 台湾地区指

知识~f"权。

E智库】 zhiku 喧l 指会聚高级人才，能为政府机

构、企业等提供咨询服务的组织或团体。
E智力】 zhili 圈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
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

察、想象、思考、判断等。
E智力产业E zhili chiiny自知识产业。
E智力运动会E zhili yundonghui 国际奥委会
支持的比赛智力的世界性运动会，以棋类和桥
牌为主要比赛项目。每四年举办一届。 2008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

会。简称智运会。

E智龄3 zhiling 圈智力年龄。某一年龄儿童的
智龄，根据对一定数量同龄儿童进行测验的平

均成绩确定。智龄超过实足年龄越多，智力发

展水千越高。

E智略E zhilue 圈智谋和才略z ～过人。

E智谋E zhim6u 圈智慧和计谋z 人多～多。

E智囊E zhinang 圈比喻计谋多的人，特指为别

人出i某划策的人：～团。

E智能E zhineng O 圈智慧和能力 z ～双全｜培

养～｜发展学生～。＠［塑属性词。经高科技
处理、具有人的某些智慧和能力的z ～卡 l～机
器人。

E智能材料E zhineng cailiao 一种新型材料，

由传感器或敏感元件等与传统材料结合而
成。这种材料可以自我发现故障，自我修复，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优化反应，发挥控制功

能。
E智能犯罪】 zhineng fanzui 利用高科技，采取

非暴力手段进行的犯罪活动。

E智能卡l zhinengkii 圈集成电路卡。
E智能武器E zhineng wuqi 具有人工智能的武

器，包括精确制导武器、无人驾驶飞机、元人驾

驶坦克、无人操纵火炮、智能鱼雷和智能作战
机器人等。

E智商l zhishang 圈智力商数，个人智力水平
的数量化指标。把一个年龄组或团体的平均

智商定为 100，通过测验和计算得出个人的智
商数，分数越高，表明一个人智力水平越高，70

以下表明智力有缺陷。
E智牙】 zhiya IBl 口腔中最后面的磨牙，一般在

18 22 岁才长出来，有些人终生长不出来。

也叫智齿。
E智育】 zhiyu 画以发展智力为主要任务的教
育。有时也单指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

E智运会】 zhiyunhui 圈智力运动会的简称。
E智障E zhizhang 圈由于大脑生理缺陷或伤

残而导致的智力障碍。

、ti:! zhi 圈。皮肤上生的斑痕或小疙瘩，多

lJ己、呈青色、红色或黑褐色，不痛不痒。＠
CZhi) 姓。

凸茸E , ,_ zhi 停滞；不流通：～货｜～销｜～
f市（滞）留。
E滞洪E zhih6ng E司在洪水期利用河流附近的

湖泊、洼地等蓄积洪水：～区！～排沙。
E滞后l zhihou 画（事物）落在形势发展的后

面z 由于电力发展～，致使电力供应紧张。
E滞缓】 zhihuiin 0 圈进展停滞，增长缓慢．

工作进度～｜销售～。 8~ 延缓：～癌细胞的
增长 l资金不足，～了经济发展。

E滞留】 zhiliu 圈停留不动．～一夜｜～他乡。

E滞纳E zhina 画。超过规定期限缴纳（税款、

保险费等）。＠利用水库、湖泊、洼地等蓄积容
纳（洪水）。

E滞纳金】 zhinajln 圈因逾期缴纳税款、保险费

或水、电、煤气等费用而需额外缴纳的钱。
E滞销】 zhixiao 画（货物）不易售出，销路不

畅z ～商品｜产品～。

E滞压】 zhiya ~滞留积压z ～资金。
E将胀】 zhizhang 圃指由于通货膨胀而经济

停滞。
因岳阳，，＿ zhi （书〉安排；定：评～！阴～。
骂（磨）
蔬 zhi ＜书〉猪。

确 zhi （书〉柱下石。
原（磺）
除去主 zhi 〈书〉站立；伫立。
E 、，

置血十 zhi 0 搁g放z 安～ 1 搁～｜漠
（＠赁）然～之｜～之不理｜～诸脑后。

＠设立；布置z 装～｜设～。＠圈购置：添～｜
～一些用具。

E置办】 zhiban 国采买；购置：～年货｜这笔钱

是～农具的。
E置备E zhibei ［到购买（设备、用具）：～家具！
一般家用电器都可以在当地～。

E置辩l zhibi归国辩论；申辩（多用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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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屑～ 1不容～。 ｜辛旨 土 zhl （书〉＠遇到障碍。＠跌
届时川an rnJjJ 0 一种特替代化合物中｜是（官问：时～后（比喻进退两难）。
一种原子或原子团生成另一种单质和另一种｜、l舌 zhi ＜书〉疯狂。
化合物，如镜和硫酸铜反应生成铜和硫酸馁。 Uβ吃另见 178 页 ch）。
＠替换：通用件可以互相～。 I i;r晤 zhl 〈书〉＠

E置明圳1ul ＜书〉圈插嘴（多用于否定式）， I ~贝（踱）被东西绊倒2
不容～。

E置评】 zhlping [l;!JJ 加以评论（多用于否定式） : 

不予～O
E置若罔闻E zhlruow凸ngwen 放在一边儿不

管，好像没听见一样，形容不重视，不关心。
E置身E zhlshen rnJJJ 把自己放在；存身（于） :~ 
于群众之中。

E置身事外】 zhlshen-shlwai 把自己放在事情

之外，毫不关心。
E置信E zhlxln 画面相信（多用于否定式）：不可

～｜难以～o
E置业】 zh)ye 圃购置产业（如土地、房屋等） : 

投资～｜在家乡～。
E置疑】 zhlyi 画怀疑（多用于否定式）：不容～｜

无可～。

E置之不理） zhlzhl-buli 放在一边儿不理不睬。
E置之度外J zhlzhl-duwai 放在考虑之外，指

不把生死、利害等放在心上。

领… zhi ＜书〉＠酬。＠侧刀（古代
（镇）刑具耀：斧～。

难1 zhl 圈鸟，外形像鸡栓的尾巴长，羽毛
美丽，多为赤铜色或深绿色，有光泽，雌

的尾巴稍短，灰褐色。善走，不能久飞。种类

很多，如血雄、长尾难等。通称野鸡，有的地区

叫山鸡。
雄2 zhi E古代城墙长三丈户叫一雄

脆蝶】 zhidie 函古代在城墙上面修筑的矮而
短的墙，守城的人可借以掩护自己。
稚 hl 0 幼小～子！幼

（樨、樨）～。＠〈方〉圈庄稼种
得晚些。

E稚嫩】 zhlnen E圈。幼小而娇嫩：～的童音｜
～的心灵。＠幼稚；不成熟＝初学写作，文笔
难免～。

E稚朴E zhipu ［勇稚嫩而纯朴：天真～的女孩

子。

E稚气E zhiqi 圈孩子气：一脸～。
E稚鱼E zhiyu 圈子鱼。

E稚拙） zhizhuo 圈稚朴拙笨z ～无饰｜这些儿

童画～有趣。

1萤剖滋阳（刑。协

颠～。＠比喻事情不顺
利5失败2 屡试屡～。

膛 zhl 圈旧时指阴道

解 z i 古时饮酒
（耀）用的器具。

描 zhl ＜书〉同‘‘掷”
另见 1284 页 tT 0 

瞎 zh）见阳页【搂
虫窒］。
另见 304 页 di岳。

鳞

仁二面豆豆立］

中叫＠固方位词。跟四周的距离相
等g中心z ～央｜华～｜居～。 8 (Zh己门g)

圈指中国2 ～文｜古今～外。＠圈方位词。

范围内；内部z 家～｜水～ l 山～｜心～ l 队伍～。
＠位置在两端之间的＝～指｜～锋｜～年｜～秋｜

～途。＠等级在两端之间的＝～农 1～学｜～
型｜～等。＠不偏不倚z ～庸｜适～。＠中人g
做～。＠适于3合于z ～用！～看｜～听。＠
〈方〉回成；ff ；好z ～不～？｜这办法～｜饭这
就～了。＠圈方位词。用在动词后表示持

续状态〈动词前多有“在”字）：列车在运行～｜
工厂在建设～。⑩（Zhong）圈姓。
另见 1701 页 zh凸吨。

E中班E zhongbi'in 圈。（～儿）三班倒工作中
排在中间的班次，一般为下午上班。＠幼儿
园里由四周岁至五周岁的儿童所编成的班级。

Z中饱） zhongb凸o 圈经手钱财，以欺诈手段从
中取和lj ：贪污～！～私囊。

E中保E zhongb凸o 圈中人和保人。

E中表］ zhongbi凸o 圃属性词。跟祖父、父亲

的姐妹的子女有亲戚关系的，或跟祖母、母亲
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有亲戚关系的。

E中波E zhongbo 圈波长 100 1 000米（频率

3 000 300 千赫）的无线电波。主要以地波

的方式传播，用于较短距离的无线电广播、无

线电测向等。
E中不溜JL) zhong·buliur 〈口〉圈不直在也不坏F
不大也不小；中等阪j g中间的g 成绩～｜不要太

大的，挑个～的。也说中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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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E中餐】＇ zhongciin 圈午饭。
三三三E E中餐】＇ zhongciin IE 中国式的饭菜（对“四

餐”而言lo

E中草药】 zhongcao呐。函中药。

E中策l zhongce 画不及上策而胜过下策的计

策或办法。

E中层】 zhongceng 圈中间的一层或几层（多

指机构、组织、阶层等）：～干部。

E中产阶级l zhongch凸n j i岳ji 0 中等资产阶
级，在我国多指民族资产阶级。＠指当代西
方社会中文化层次较高、收入较丰厚的阶层。
如国家公务员、工商企业中的中上层管理人

员、医生、记者、律师等。
E中常E zhongchang 回中等；不高不低；不好

不坏 z 成绩～｜～年景。
E中程导弹】 zhongcheng d凸odan 射程在

1 000• 5 （）（）（）千米的导弹。

E中辍】 zhongchuo 画（事情）中途停止进行3

学业～O

E中i司】 zhongci i量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

所共有的名词。参看 1121 页1三段论l 0 

E中档】 zh6ngdang llliJ 属性词σ 质量中等，价

格适中的（商品）＝～茶叶。

E中道l zh6ngdao ＜书〉［叠。半路；中途：～
而废。＠中庸之道。参看 1698 页忡』庸｝。

E中稻l zhongdao 函插秧期或生长期、成熟期
介于早稻和晚稻之间的稻子。

E中等】 zhongd品『19 圈属性词。＠等级介于

上等、下等之间或高等、初等之间的：～货｜～

教育。＠不离不矮的（指身材）．～个儿。
E中等教育l zh6ngdeng jiaoyu 在初等教育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或培养学生具有

某类专业知识的教育。
E中等收入陷阱】 zhongdeng sh6uru xianjlng 
一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以后
发生的经济发展状态，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

发展战略和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力不
足，最终出现经济长期停滞：滑入～｜跨越～。

E中东l Zh6ngd6ng 圈泛指欧、亚、非三洲连
接地区。欧洲人称离西欧较远的东方地区为
中东，较近的为近东。近东和中东没有明确的
界线。包括伊朗、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
伊拉克、约旦、黎巳嫩、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
耳其、塞浦路斯和埃及等国。

E中度l zh6ngdu 匮属性词。程度中等的：～

脂肪肝。

E中端】 zh6ngduiin I羽属性词。等级、档次、价

位等在同类中处于中等的 z ～产品较为畅销。

【中断】 zhongduan 函中途停止或断绝：供应
～｜联系～｜～两国关系。

E中队E zh6ngdui 圈。队伍编制，隶属于大
队，下辖若干小队（分队）。＠军队中相当于连

的一级组织。

E中耳l zhong ’岳r ［组外耳和内耳之间的部分，
内有三块互相连接的听小骨（锤骨、西占骨和镣
骨）。（图见 345 页“人的耳朵”）

E中幡】 zhongfiin I组杂技的一种，表演时舞弄

顶上有幡的高大旗杆。
E中饭l zhongfan ~午饭。
E中非】 Zhong Fei 圈＠非洲中部，包括乍得、

中非（共和国）、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刚
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人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8 CZhongfeil 指中非共和国。

E中锋】 zh6ngf岳ng IE 篮球、足球等球类比赛
的前锋之一，位置在中间。

E中缝E zhongfeng 画＠报纸左右两版之间

的狭长的部分，有的报纸在这里刊登广告或启
事等。＠木版书每一页中间的狭长部分，折
叠起来是书口。＠衣服背部中间的竖缝。

E中伏】 zhongfu 圈＠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

是三伏的第二伏。＠通常也指从夏至后第四
个庚日起到立秋后第一个庚日前一天的二段时

间。｜｜也叫二伏。参看 1122 页I三伏lo
E中高层住宅】 zhonggiioc自ng zhuzh6i 指地面

上层数为 7--9 层的住宅建筑，一般设有电梯。
E中耕E zhonggeng 画作物生长期中，在植株

之间进行锄草、松土、培士等。

E巾古l zhonggu I名］＠较晚的古代，在我国历

史分期上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时期。＠
指封建社会时代。

E中观】 zhongguiin ［砌属性词。处于宏观和微

观之间的＝文章从微观、～、宏观的角度全面进
行了探讨。

E中国工农红军E Zh6nggu6 G6ng-N，命ig Hong
jun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时期改称八路军、新

四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简称红军。
E中国共产党］ Zh6nggu6 Gongch6n拍ng 成

立于 1921 年 7 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

指南。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
主义。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
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

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白不断衰落到
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
跃g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
革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J显著增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中国画】 zh6nggu6hua 回国画。

E中国话J zh6nggu6hua IE 中国人的语言，特
指汉语。

E中国结E zh6nggu6j ie l名l 我国民间工艺品，
多用红色丝绳按照一定的方法编织而成，象f正

I司心
E中国梦】 Zh6nggt』6『T、岳『19 圈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
E中国人民解放军E Zhonggu6 Renmin Jie

fangjun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武装力量。
1927 年 H 月 1 日开始建军，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称八
路军和新四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

E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Zhonggu6 tese shehui 
zh心yi 指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

度构成，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反党的建设。

E中国同盟会】 Zh6nggu6 T6ngmenghui 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
命政党。其政治纲领是“驱逐黠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积
极进行反清革命斗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
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同民党。简称同盟会。

E中国象棋l Zh6nggu6 xiangqi 见 1434 页

1象棋t
E中国字E zh6nggu6zi 函中国的文字，特指汉字。
E中号J zhonghao c～儿）［砌属性词。型号不

大不小的z ～球鞋。
E中和E zhonghe 国＠酸和碱经过化学反应
生成盐和水，如盐酸和氢氧化纳反应生成氯化
纳和水，所生成的物质失去酸和碱的性质。＠
抗毒素或抗毒血清跟毒素起作用，产生其他物
质，使毒素的毒性消失。＠物体的正电量和
负电量相等，不显带电现象的状态叫中和。＠

使中和，泛指折中性质不间的事物，使各自都
保留一部分特性，同时也丧失一部分特性2 ～
不同意见。

E中华l Zh6nghu6 I亘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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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指中国。 主主雪主
E中华臼i海豚E Zhonghua baih凸1tun 哺乳动三壁三三
物，身体纺锤形，长 2 米多，乳白色．有灰黑色

细斑，嗦狭长，眼眶黑色，有背绪。生活在热
带、亚热带的内海港湾及河口，吃鱼虾等。

E中华民族】 Zh6nghu6 Minzu 我国各民族的

总称，包括五十六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E中华人民共和国E Zhonghu6 Renmin Gong
hegu6 国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首都北京。位于亚洲东

部、太平洋西岸，陆地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

海域面积约 470 万平方千米，划分为 23 个省、
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相两个特别行政区。全

国人口 13 亿多，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

→个统 4的多民族国家，有 56 个民族。

E中华饲】 zhonghuaxun E 鱼，身体近圆筒
形，I吻尖，稍上翘，口小而l能伸缩，有须两对，背
青灰色或灰褐色，体仁覆有五纵行骨板，无鳞，

尾鳝歪向一侧。生活在江河和近海中，是我国
特有的珍稀动物。

E中级】 zhongji 圈属性词。介于高级和初级
之间的：～人民法院。

E中缆线】 zhongjixian [0刽用户交换机、集团电

话、无线寻呼台、移动电话交换机等与市话交

换机相连接的线路叫中缆线。

E中继站J zhongjizhan 圈。在运输线中途设
立的转运站。＠在远距离通信中，设置在信
号传输沿途的工作站，作用是把接收的信号放
大后再转发出去。

E中坚】 zhongjian I司在集体中最有力的并起
较大作用的成分：～力量i～分子。

E中间E zhongjian 圈方位词。＠里面z 那些
树～有半数是李树。＠中心 z 湖底像锅底，越
到～越深。＠在事物两端之间或两个事物之
间的位置：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就发生月

食｜从我家到工厂，～要换车。
E中间层】 zhongj iiinceng r哥大气圈中的一

层，位于平流层顶部到距地面约 85 千米的高

度范围。层内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下降。

E中间派E zhongjianpai I包指动摇于两个对立

的酣台力量之间的派别。有时也指中间派的人。

E中间人】 zhongj iiinr自n E 中人①。

E中间JLl zhongj ianr ＜口〉圈方位词。中间。
E中将】 zhongjiang 国军衔，将官的一级，低于
上将，高于少将。

E中焦l zhongj iao l蜀中医指胃的上下口之间

的一段，主要功能是消化。参看 1145 页【上
焦1 、1413 页【下焦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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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中介】 zhongjie 圈媒介：～人1 市场～。
E中局】 zhongju ~象棋、国际象棋等竞赛中
指开局与残局之间的比赛阶段。

E中楷】 zhongkai 圈子写的不大不小的楷体

汉字。
E中看】 zhiingkan 帽看起来很好：～不中吃。
E中考】 zhongkao 高高中和高中程度专科学

校招收新生的考试。

E中空】 zhongkong ［殖物体的内部是空的；不

是实心的：～玻璃｜竹茎～。
E中控］ zhongkong ~属性词。有中央控制系

统的；集中控制或管理的z ～台！～室。
E中馈］ zhongkui ＜书〉圈＠指妇女在家里主
管的饮食等事z 主～。＠借指妻：～犹虚（还

没有妻室）。

E中立】 zhongli 画处于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倾

向于任何一方：严守～。
E中立国］ zhongligu6 圈。指在国际战争中
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它对交战国任何一方不
采取敌视行为，也不帮助。＠由国际条约保
证，永远不跟其他国家作战，也不承担任何可
以问接把它拖入战争的国际义务的国家。

E中溜JLl zhongliur I蜀中不溜儿。
E中流】 zhongliu 圈。水流的中央z ～砾柱。

＠中游z 长江～。＠指中等的社会地位：居

于社会～。
E中流砾柱E zhongliu-dTzhu tt喻坚强的、能起

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就像立在黄河激流中的
砾柱山（在三门峡）一样。

E中路】 zhonglu （～儿）圃属性词。质量不好

也不差的；普通的：～货。
E中路梆子E zhonglu-bang· zi 晋剧。
Z中落】 zhongluo [ljjj] C家境）由盛到衰z 家道～o

E中拇指】 zhongmuzhT ＜口〉圈中指。

E中南J Zhongnan [Bl 指我国中南地区，包括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等省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
E中脑】 zhongn凸0 [Bl 脑干的一部分，在间脑与

脑桥之间，包括四叠体和大脑脚等。

E中年1 zhongnian 圈四五十岁的年纪s ～男

子｜人到～O
E中农】 zhongn6ng 圈旧时农村中经济地位
在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农民。多数占有土地，并
有部分生产工具，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一般
不剥削人，也不出卖劳动力。

E中时 Zhong Ou 圈欧洲中部，包括波兰、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瑞士、列

支敦士登等国。
E中盘】 zhongpan 画围棋中指布局以后，终盘

之前的阶段，泛指一定时期的中间阶段：白方

～推抨认负｜商家暑期促销活动进入～。

E中跑】 zhongp凸o I组中距离赛跑。包括男女

800 米、1 500米和男子3 （）（）（）米。

E中篇】 zhongpian O 圈属性词。篇幅在长
篇与短篇之间的：～小说。 81Bl 篇幅中等的

作品：该刊物以刊载～为主。
E中篇小说l zhong pi an xi凸oshuo 篇幅介于

长篇和短篇小说之间的小说，叙述不很铺张，
但是可以对社会生活做广泛的描写。

E中频】 zhongpin 圈。元线电频段中指

30（）~3 （）（）（）千赫范围内的频率。＠在超外差

收音机中，把射频信号变成预定信号，以便放
大，这个预定信号叫作中频。

E中期E zhongql 圈＠某一时期的中间阶段2

20 世纪～｜加强棉花～管理。＠时期的长短

在长期和短期之间：～贷款｜订立～合同。

E中气】 zhongqi [Bl 0 太阳每年在黄道上移动

360。，从冬至起，每隔 30。为一中气。农历把

一年二十四节气分为节气和中气两种，雨水、

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
小雪、冬至、大寒为十三个中气。＠中医指中
焦脾胃之气，对食物的消化、身体的营养，都有
作用。＠戏曲演唱上指呼吸量，唱的时候呼
吸皇大，能够自由控制，叫作中气足。

E中秋】 Zhongqiu 固我国传统节日，在农历八

月十五日，这一天有赏月、吃月饼的风俗。

E中人】 zhongren [Bl 0 为双方介绍买卖、调解

纠纷等并做见证的人。＠〈书〉在身材、相貌、
智力等方面居于中等的人：～以上｜不及～。

E中山狼E zhongshanlang 圈古代寓言，赵简

子在中山打猎，一只狼中箭而逃，赵在后追捕。

东郭先生从那儿走过，狼向他求救。东郭先生
动了怜悯之心，把狼藏在书囊中，骗过了赵简

子。狼活命后却要吃救命恩人东郭先生（见于

明马巾锡《东田集·巾山狼传》）。比喻恩将仇

报，没有良心的人。
E中山装J zhongshanzhuang 圈一种服装，上

身左右各有两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
西式长裤，由孙中山提倡而得名。

E中石器时代】 zhong shiqi shidai 旧石器时
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时人类

使用的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并发明了弓箭。

E中士】 zhongshi 圈军衔，士官的一级，低于上

士，高于下士。

E中世纪】 zhongshiji 圈欧洲历史上指封建社

会时代。一→般指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到公元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段时期。

E中式］ zhongshi 回属性词。中国式样的：～



服装。
E中枢］ zhongshu 画在一事物系统中起总的
主导作用的部分＝申A信～｜交通～。

E中枢神生理 zhongshu shenjlng 神经系统的
主要部分，包括脑和脊髓，主管全身感觉运动
和条件反射、非条件反射等。

E中水E zhongshuT 圈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雨水等，水质介于清洁水和污水之
间。可以用来灌溉田地、冲洗厕所、回补地下

水等。也叫再生水。
E中堂】1 zhongtang 圈。正房居中的一间；

堂屋。＠悬挂在客厅正中的尺寸较大的字画。
E中堂T zhongtang l'雪明清两代内阁大学士

的别称。
E中提琴E zhongtiqin 圈提琴的一种，体积比
小提琴稍大，音比小提琴低五度。

E中昕l zhongtlng i用（话）让人听起来满意：

这话～O

E中途l zhongtu 圈半路：在回家的～下起了

大雨。

E中外E zhongwai 圈中国和外国2 古今～｜闻

名～｜～人士。
E中外比E zhongwaibT IBJ 黄金分割。
E中卫E zhongwei IBl 足球、手球等球类比赛
中，在后场中间位置担任防守的队员。

E中尉l zhongwei 圈军衔，尉官的一级，低于
上尉，高于少尉。

E中文l Zhongwen 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
指汉族的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学，特指
汉语言文学2 ～系。

E中文信息处理E zhongwen xinxl ch心IT 用计

算机对汉语的各种信息（如字、词、词组、句、篇
章等）进行识别、转换、检索、分析、理解和生成
等处理的技术。

E中午E zhongw心［苞时间词。指白天十二点

左右的段时间。

E中四E zhongxT 函中国和西洋2 ～合璧｜学贯

~ 。

E中线E zhongxian 圈＠三角形的一顶点与
对边中点的连线。＠球场中间画的一条横
线，是双方的界限。

E中校l zhongxiao ［萄军衔，校官的一级，低于
上校，高于少校。

E中心］ zhongxTn 圈。方位词。跟网周的距
离相等的位置：在草地的～有一个八角亭子。
＠事物的主要部分：～思想 i～问题！抓住～

开展工作。＠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
或地区z 政治～ l 文化～。＠设备、技术力量

等比较完备的机构和单位（多做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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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研究～｜科技信息～。

E中心思想］ zhongxln slxi凸ng 文章、发言中的
主要思想内容。

E中兴E zhongxlng 圈由衰微而复兴（多指国

家） 0
E中型E zhongxing 回属性词。体积或规模不

大不小的 z ～汽车｜～企业。
E中性E zhongxing O 圈化学仁指既不呈酸

性又不呈碱性的性质。 f}~ 某些语言里名
词（以及代词、形容词〉区别阴性、阳性、中性。
参看 1469 页“性”⑥。 8 lll2l 属性词。指词语

意义不含褒贬色彩的z ～词｜～注释。
E中休E zhongxiu 圈在→段工作或一段路程

的中间休息。
E中学］＇ zhongxue IBl 对青少年实施中等教育

的学校。
E中学r zhongxue 圈清末称我国传统的学术

（对“西学”而言）。

E中学生E zhongxuesh岳ng ~在中学读书的

学生。
E中雪E zhong川岳 IBl 气象学上指 24 小时内

降雪量达 2.5 5 毫米的雪。

E中旬E zhongxun ~每月十一日到二十日的

十夭。
E中亚E Zhong Ya 圈亚洲中部，包括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
E中央】 zhongyang 圈＠方位词。中心地方z

湖的～有个亭子。＠特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

体的最高领导机构（跟“地方”相对）：党～｜团

～｜～政府。
E中央处理器E zhongyang ch心ITqi 计算机中

对数据进行控制、处理和运算的部件，是计算

机的核心设备。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处理器总
线等组成。

E中央商务区l zhongyang shangwuqu 大城
市中地理位置优越，汇集商贸、金融、投资、证
券、保险等经济中枢机构，以互联网为纽带，集
中进行商务活动的地区。

E中央税】 zhongy。ngshui ［哥国家税。

E中央银行】 zhongyang yinhang →国银行体

系中居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机构，是国家干预

和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负责制定并执行
国家货币信用政策，独占货币发行权，实行金
融监管等。我国的中央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
简称央行。

E中药E zhongy。。函中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

为最多，也包括动物和矿物。

E中日tl zhongye 圈（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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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段时期： 20 世纪～｜唐代～！清朝～。
E中医E zh6ngyl IEl 0 中国固有的医学。＠
用中国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

E中庸］ zh6ngy6吨。因儒家的一种主张，待

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之
道。＠〈书〉庄园指德才平凡：～之才。

E中用E zh6ngyong I阳顶事；有用（多用于否定
式）．这点儿事情都办不好，真不～。

E中游】 zh6ngy6u ~l 0 河流介于上游与下游
之间的部分。＠借指介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
地位z 要力争上游，不能甘居～。

E中雨】 zh6ngyu 圈气象学上指 1 小时内降雨
量达 2. 6 8 毫米，或 24 小时内降雨量达
10-24. 9 毫米的雨。

E中元节E Zh6ngyu6n J ie 画指农历七月十A五

日，旧俗有烧衣包、祭祀亡故亲人等活动。
E中原a Zh6ngyu6n 圈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

括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山东的西部和河北、iJJ
西的南部。

E中云】 zhongyun 圈云底离地面（中纬度地
区） 2-7 千米的云。

E中允】 zhongyun ＜书〉圈公正·貌似～。
E中灶】 zhongzao C～儿）画集体伙食标准中

居中的一级（区别于“大灶、小灶”）。

E中正】 zh6ngzheng ＜书〉［回公正3公平。

E中止】 zh6ngzhT 画（｛；故事）中途停止；使中途
停止：刚做了一半就～了｜～比赛。

E中指】 zhongzhT 圈第三个指头。

E中州】 Zhengzhou IEl 旧时指现在河南省一

带。

E中州韵E zh6ngzh6uyun 置我国近代戏曲韵
文所根据的韵部。“中外i韵”以北方话为基础，
分韵的方法各地不完全一样，都跟皮黄戏的

“十三辙”很相近。参看 1181 页【十三辙］ o
E中专I zh6ngzhuan 函中等专业学校的简称。
E中转】 zh6ngzhuan I到＠交通部门指中途转

换交通运输工具：～站｜～旅客｜乘火车从哈尔
滨到广州可以在北京～。＠中间转手＝产销

直接挂钩，减少～环节。

E中装】 zhongzhuang IEl 中国旧式服装，立领，

对襟或斜襟，盘扣（对“中山装、西装”等rni言）。

E中资E zhongzl ［画指中国大陆地区的资金。
E中子E zh6ngzi 国构成原子核的粒子之一，质
量约和质子相等。不带电，单独存在的中子容
易进入原子核，可以用来轰击原子核，引起核

反应。
E中子弹E zh6ngzTdan I塑核武器的一种，爆炸
时释放大量的高能中子，靠中子辐射起杀伤作
用，穿透力较强，冲击波、热辐射和放射性沾染

较其他核武器为小。在有效范围内能杀伤→

般坦克内或建筑物内的人员。可做战术核武
器使用。

E中子刀】 zhongzTdao 圈用发射中子来杀灭

癌细胞，代替手术刀进行子术的器械。用若干
支中子管围绕病灶旋转，对准病灶时，通电加

高压，发射中子杀灭癌细胞。

E中子态E zhongzTtai 圈物质存在的一种形
态，这种形态下的物体密度极大，电子和质子
大量结合成中子。

E中子星E zhongzTxlng IEl 中子态的恒星，由质
量相当大的恒星演变而成的致密天体。自转
速度很快，周期性地发射出脉冲辐射。

，~,1,飞 ψ飞 zhong 见 1668 页【怔松］ o
IA C 伦）另见 1242 ]i:f sδ门90
r:b zh6ng O ~朋忠诚＝～心｜～言｜效～｜对
J(!j、党要～

E，忠目.l zh。ngcl、en 圈忠二于君主的官吏。
E忠诚E zhongcheng 圃（对国家、人民、事业、

领导、朋友等）尽心尽力 z ～老实｜对祖国～。
E忠告E zhonggoo 0 画诚恳地劝告2 一再～。

＠！名l 忠告的话＝接受～｜给你一个～。

E，忠厚E zhonghδu 回忠实厚道：～长者｜待人

。

[J忠良E zhongl i6ng 0 回忠诚正直。＠画忠、

诚正直的人z 陷害～。
E，忠烈E zhonglie 0 圃指对国家或人民无限

忠诚而牺牲生命z ～之臣。＠圈指有这种行
为的人z 缅怀～｜满门～。

E忠实E zh6ngshi 0 圈忠诚可靠g ～的信徒｜

～的朋友。＠回真实z ～的记录｜～的写照。
＠画真实地反映；完全依照（后面多带“于”）：
译作要～于原著。

E，因11页】 zhongshun 圃忠实顺从（今多用于贬

义） ：～的奴仆。

［，~心E zh6ngxln I刽忠诚的心＝～耿耿 l 赤胆
~ 。

［，~，言E zh6ngy6n ［司诚恳劝告的话z ～逆耳。

E忠言逆耳E zh6ngy6n-ni ’岳r 诚恳劝告的话，

往往让人昕起来不舒服z 良药苦口利于病，～

利于行。
［，~，义E zh6ngyi 0 国忠诚，讲义气z ～之士。
＠圈旧时指忠臣义士g 表彰～。

E，忠勇E zhongyδng l~ 忠诚丽勇敢：～的战

士。
E，忠于E zhongyu 国］忠诚地对待g ～祖国｜～人

民～党。

［，＼！：、贞E zhongzh岳n 圈忠诚而坚定不移z ～不

或｜～不屈｜～不渝。



• hon~ ＠最后；末了（跟“始”相

绞（终）对），工点｜告～ l 自始至～。＠指
人死＇ I临～（人将要死）。＠圆终归；到底＝～

将见效｜～必成功。。自始至终的整段时间 z
～日｜～年｜～生｜～身。 8 CZhong）圈姓。

E终场，］ zhongch凸ng 画（文娱节目）演完；（球
赛）结束：当～落幕的时候，观众中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前一分钟，主队又攻进一球。

E终点】 zhongdian 圈＠一段路程结束的地
方：列车准时到达～。＠特指径赛中终止的
地点z 马拉松赛跑的～设在工人体育场。

E终端】 zhongduan 画＠（狭长东西的）头：绳
子的～｜小径的～是一座凉亭。＠终端设备的
简称。

E终端设备J zhongduon shebei 计算机中通过

通信线路或数据传输线路与计算机相连的输
入输出设备。由显示适配器、监视器和键盘组
成。也泛指连接在网络上的、供用户直接使用
的设备，如电信网中的电话机、传真机等是电

信终端设备。简称终端。
E终伏】 zhongfu ~J 末伏。
E终古］ zhongg心〈书〉［用久远；永远：这虽是
一句老话，却令人感到～常新。

E终归】 zhonggul I副毕竟；到底z 虽然想了很
多办法，～无效｜技术无论怎样复杂，只要努力
钻研，～是能够学会的。

E终极l zhongji I销最终；最后2 ～目的。
E终结】 zhongjie I量最后结束z 官司已～。
E终究l zhongjiO 圈毕竟；终归：一个人的力量
～有限。

E终久E zhongjiu 国终究：纸包不住火，假面具
～要被揭穿。

E终局E zhongju ~结局：故事的～是很悲惨
的。

E终老E zhongl凸o 画指度过晚年直到去世z ～
山林｜～故乡。

E终了E zhongl的O E副（时期）结束，完了 z 学期

~ 。
E终南捷径］ zhongnan-j i 自jing 唐代卢藏用曾
经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得到很
大名声而做了大官（见于《新唐书·卢藏用
传》）。后来用“终南捷径”借指求宫的最近便
的门路，也泛指达到目的的便捷途径。

E终年］ zhongnian 0 圆全年； 年到头：～

积雪的高山。＠是］指人去世时的年龄：～八

十岁。
E终盘】 zhongpan 0 且］收盘。＠圆周棋等
指最后的结局．白方～胜 4 子。

E终日】 zhongri 圃从早到晚：参观展览的人

终搀蛊钟｜ zhong I 1699 I 
～不断。

E终身】 zhongsh岳n 圈＠一生；一辈子（多就
切身的事；而言）＝～之计｜～受益。＠特指婚
姻．私订～。

E终身教育E zhongshen jiaoyu 一个人整个一

生接受的教育。包括学龄前教育、学龄期各类
学校教育、大学毕业后继续教育以及各种类型

的成人教育等。
E终审】 zhongsh岳n 圃＠法院对案件进行最

后一级的审判：～判决。＠对影视、音像作品

或书刊稿件进行最后一级的审查2 ～定稿后
即可发稿。

E终生E zhongsh岳ng 圈一生：奋斗～｜～难忘。
E终霜】 zhongshuang l'8J 入春后最晚出现的
一次箱。

E终岁】 zhongsui 圃终年。

E终天】 zhongtian O 圆终日：～发愁 i～不停
地写。＠〈书〉圈终身（就遗恨无穷而言）：～
之恨｜抱恨～。

E终选E zhongxuan 画最终的选举或许选：～
赛｜～在 8 月举行。

Z终于E zhongyu ［国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
现某种情况（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试验～
成功了｜身体～强壮起来｜她多次想说，但～没
说出口。

E终止］ zhongzhl E型结束；停止 z ～活动。
』命 zhong 见F。

’、、

E佟口t-J zhongye 喝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

块状，叶子长圆形，像芭蕉，花紫色。根和口十可
入药，叫许可用米包棕子。

t±t zhong c～儿）圈饮酒或喝茶用的没有

..Ill1. 把儿的杯子＝酒～｜小茶～。

钟1 zhona 圈
（锺）＠峙，中

空，用铜或铁制成。（见

右图）8 r十时的器具，有
挂在墙上的，也有放在桌
上的：～摆｜挂～｜座～｜
闹～。＠指钟点、时｜词：
六点～｜由这儿到那儿只要

十分～。

钟2 叫（＂＂锺） ＠（情感
等）集中＝～爱 l～惰。＠
〈书〉同“血”。

“锺”另见 1700 页“锤”。

7室主
靠中

E钟爱E zhong ’。 i I司特别爱（子女或其他晚辈
中的某一人）：祖母～小孙子。

E钟表】 zhongb1凸o 函钟和表的总称。



口产。 I zhong- zh凸ng I 钟肿衷锤盆肿种

E钟点】 zhongdian c～儿）〈口〉圈＠指某个一
定的时间 z 到～儿了，快走吧！＠小时；钟头：
等了一个～，他还没来。

E钟点房E zh6ngdi凸nf6ng 函宾馆、饭店等以
小时为单位收取费用的房间。

E钟点工E zh6ngdi凸ng6ng 圈小时工。

E钟鼎文E zh6ngdlngw自n 圈金文。

E钟尴】 Zhongkui ~传说中能打鬼的神，旧时

民间常挂钟尴的像，认为可以驱除邪祟。
E钟离】 Zh6ngli ~姓。
E钟灵毓秀E zhongling-yuxiu 指聚集天地灵气

的美好自然环境产生优秀的人物（毓：养育）。
E钟楼】 zh6ngl6u 圈。旧时城市中设置大钟
的楼，楼内按时敲钟报告时辰。＠安装时钟

的较高的建筑物。
E钟鸣鼎食E zh6ngming-dlngshi 敲着钟，列鼎
而食，旧时形容富贵人家生活奢侈豪华。

E钟情E zh6ngqing rnJi] 感情专注（多指爱情）：

一见～。
E钟乳石】 zhongrushi 圈溶洞中悬在洞顶上
的像冰锥的物体，与石笋上下相对，由碳酸钙
逐渐从水溶液中析出积聚而成。也叫石钟乳。

【钟头】 zh6ngt6u ＜口） t8J 小时：这出戏演了
三个半～还没完。

肿叫船体的中部。

衷叫＠内心z 言不由～｜无动于～
＠同“中”。见 1659 页【折中 J。＠

CZhong）圈姓。

E衷肠】 zh6ngch6ng ＜书〉圈出于内心的话2
倾吐～｜畅叙～O

E衷情】 zh6ngqing 圈内心的情感：久别重逢，
互诉～。

E衷曲】 zhongqu ＜书〉圈衷情g心事z 倾吐～。
E衷心】 zh6ngxln 庄园出于内心的：～拥护｜～

的感谢。

锺 川口酬。
（锺）“锺”~i 1699 页“钟2 ”。

盆叫见下

E盖吉斯】 zh6ngsl 圈昆虫，身体绿色或褐色，触
角呈丝状，有的种类元翅，雄虫的前翅有发音
器，雌虫尾端有剑状的产卵管。善于跳跃，一
般吃其他小动物，有的也吃植物，是农林害虫。

v 
zh凸『19 （虫XL)

月中 山g 画皮肤棚或肌肉等组
甲（腥）织由于局部循环发生障碍、发炎、

化服、内出血等原因而突起。

口中块】 zh6ngkuai C～儿）画皮肤或肌体组织
上肿胀突起的块状物。

U中瘤E zh6ngliu 圈机体的某一部分组织、细胞

长期不正常增生所形成的新生物。对机体有
危害性，可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也叫瘤
子。

盯中胀E zhongzhang [1;lj] 肌肉、皮肤或秸膜等组

织由于发炎、疲血或充血而体积增大。

种一叫＠圈物种的简称：小麦
（穰）是单子叶植物禾本科小姐的一

～｜虎是哺乳动物猫科豹属的一～。＠人种：
黄～｜黑～｜白～。＠类别；种类2 工～｜兵～ l
语～。。（～儿）f~ 生物传代繁殖的物质：高
粱～1麦～｜传～ l 配～。＠圈指胆量或骨气

（跟“有、没有”连用）。＠圈表示种类，用于人

和任何事物z 两～人｜三～布｜各～情况｜菊花

的颜色有好几～。 0 CZh己ng）圈姓。

另见 181 页 Chong; 1702 页 zhongo

E种差l zhongcha 圈指在同属中，某个种不同

于其他种的属性。
E种畜E zh6ngchu 圈配种用的公畜或母畜。

E种概念E zhonggainian 圈具有包含关系的

两个概念中外延较小的概念。如“汉语词典”

和“词典”，“汉语词典”是种概念，“词典”是属概
念。也叫下位概念。

E种类】 zh6nglei t8J 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或特

点而分成的门类：菊花的～很多。
E种苗】 zh凸ngmi6o t8l 培育出来的幼小的动
植物。

E种禽E zhongqin 圈配种用的雄性家禽或雌

性家禽。
E种群l zh凸ngqun 函指生活在同→环境、属于

同→物种的一群生物体。

E种仁】 zh6ng ren t8J 某些植物的种子中所含
的仁。

E种条】 zh6ngti6o t8J 繁殖用的树木的校条。

E种姓E zhongxing 函某些国家的一种世袭的

社会等级。种姓的出现与阶级社会形成时期
的社会分工有关。在印度，种姓区分得最为典
型，最初分为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和学

者）、和j帝和lj（武士和贵族）、吠舍（手工业者和

商人）和首陀罗（农民、仆役）。种姓和种姓之

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后来又在种姓之外分
出一个社会地位最低的“贱民”阶层。

E种鱼E zhongyu t8J 亲鱼。

E种质E zhongzhi t8J 遗传学上指亲代能稳定

传给后代的遗传物质，存在于生殖细胞的染色

体上。农业上利用优良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



杂交育种。

E种子】 zhong·zi 圈＠显花植物所特有的器
官，是由完成了受精过程的胚珠发育而成的，

通常包括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种子在一定
条件下能萌发成新的植物体。革命的～。＠
某些体育项目比赛中，进行分组淘汰赛时，被
安排在各组里的实力较强的运动员叫作种子。
同样，以队为单位参加比赛时，被安排在各组

的实力较强的队，叫作种子队。

E种族］ zhongzu I名］人种。
E种族歧视】 zhongzu qishi 对不同种族或民

族采取敌视、迫害和不平等对待的行为。
E种族主义】 zhongzu zhuyi 鼓吹种族歧视的

反动理论，它宣扬各种族生来就分为优等和劣
等，前者负有统治后者的使命。

家［叫坟墓：古～｜荒～｜衣冠
（兴城） ～。

踵叫〈书〉＠脚后跟举～｜接～。＠
亲自到：～门道谢。＠跟随2 ～至（跟在

后面来到）。
E踵事增华l zhongshi-zenghua 继续以前的事

业并更加发展。
E踵武】 zhongw凸〈书〉［量跟着别人的脚步走，

比喻效法＝～前贤。
植叫〈书〉同‘‘种，

另见 1316 页 t6ng; 1704 页 zh白门Qo

飞

zhong c 虫XL)

中叫匾。正对上；恰好合J：：～选｜
猜～了！三枪都打～了目标。＠受到g遭

受：～毒｜～暑｜胳膊上～了一枪。
另见 1693 页 zh归Qo

E中标E zhong11 biao ［量投标中选z 第一建筑
公司夺魁～o

E中的E zhongdi 画射中靶心，比喻点明要害z

一语～。
E中毒E zhong;;du ~指由于毒物进入体内而
发生组织破坏、生理机能障碍或死亡。症状是
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眩晕，呼吸急促，睦孔
异常等。

E中凤J zhongf岳ng 0 圈卒中Ccuzh凸ng ）①

的通称。 8 （－／／一）［量卒中②的通称。
E中规中矩E zhonggul-zhongju 形容合乎规

矩，没有偏差，也形容拘泥、死板：言行～｜他唱

得～，却没有什么感染力。
E中itl zhong;; ji 圈中了他人的计谋；落入他

人设下的圈套：～受骗｜我一时糊涂，差点儿中

种家踵程中仲众 I zh己ng - zhong I 1701 I 

他的计。
E中奖E zhong;; j iang ~奖券等的号码跟抽签
等所得号码相同，可以获得奖金或奖品，叫作

中奖。
E中肯】 zhongk品n E回（言论）抓住要点；正中要

害．他的话很～。

E中魔】 zhong；；『n6 圈被魔鬼或邪恶控制而言
行反常，形容陷得很深，不能自拔。

E中枪E zhong;;qiang 画被枪弹打中，比喻受

到攻击或伤害（多指言辞方面的）。

E中伤E zhongshang 圈诬蔑别人使受损害：

造谣～｜恶意～。
E中暑E zhongsh心。圈病，由于长时间受烈
日照射或室内泪度过高、不通风引起。症状是
头痛，耳鸣，严重时昏睡，痊孪，血压下降。＠
( // ）画患这种病。有的地区叫发贼。

E中邪E zhong;; xie I蜀中魔。

E中选E zhong;; xu创画选举或选择时被选

上。

E中意l zhong;;yi 圃合意；满意：这几种颜色

的布她都不～｜这件衣服很中她的意。

仲 zhδng 0 地位居中的：～裁。＠指农
历一季的第二个月 2 ～秋。参看 895 页

“孟”、 617 页“季”。＠在弟兄排行里代表第

二2 ～兄｜～弟｜伯～叔季。 O CZhong）圈姓。

E仲裁】 zhongcai 画争执双方同意的第三者

对争执事项做出决定，如国际仲裁、海事仲裁、

劳动仲裁等。
E仲春】 zhongchun IEl 春季的第二个月，即农

历二月。

E仲冬】 zhongdong 啕冬季的第三个月，即农

历十一月。

E仲家】 Zhongj ia IEl 布依族和云南部分壮族

的旧称。

E仲秋】 zhongqiu 圈秋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

／飞、月。

E仲夏】 zhongxia 圈夏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

五月。

众中…机。许多（跟“寡”
（隶、东）相对）：～多｜～人｜～寡悬

殊｜寡不敌～｜～志成城。＠许多人2 听～ i观
～｜群～｜～所周知。 8 CZh凸ng）圈姓。

E众筹E zhongch6u 0面向大众筹集（资金）＝股

权～。

E众岱1J] zhongchuang 圈大众创新创业2 ～平

台助力创业者实现梦想。
E众多】 zhongduo 睛很多（多指人沁人口～。

E众口难调l zhongkou-nantiao 吃饭的人多，

很难适合每个人的口味。比喻不容易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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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满意。
E众口稣金E zhongkou-shuojln 众口一词可以

使金属熔化（语出《战国策·魏策一》）。原形容
舆论的力量大，后形容人多嘴杂，能i昆淆是非。
参看 603 页［积羽沉舟］。

E众口一词E zhongkou-ylci 形容许多人说同样

的话。
E众目睽睽】 zhongmu-kuikui 形容大家的眼睛

都注视着。
E众目昭彰】 zhongmu-zhaozhang 群众的眼

睛看得很清楚。
E众怒】 zhongnu 圈众人的愤怒·～难犯 i激起

~ 。

Z众叛亲离E zhongpan-qlnli 众人反对，亲信背

离，形容十分孤立。
E众擎易举E zhongqing-yij心许多人一齐用力，

就容易把东西托起来，比喻大家同心合力，就
容易把事情做成功。

E众人］ zhongren 圈大家；许多人·～拾柴火
焰高（比喻人多力量大）。

E众生E zhongsh岳ng 圈一切有生命的，有时专
指人和动物＝芸芸～。

E众生相】 zhongsh岳ngxiang ［组许多人的各

自不同的表情或表现：作品刻画出了那个时代

社会底层的～。
E众矢之的E zhangshizhldi 许多支箭所射的靶

子，比喻大家攻击的对象。
E众说l zhongshuo ~各种各样的说法：～纷
纭｜～不－ 0

E众所周知E zhongsuozhouzhl 大家全都知

道。
E众望】 zhongwang 圈众人的希望：不孚～｜
～所归。

E众望所归l zhongwang-suogul 众人的信任、

希望归向某人，多指某人得到大家的信赖，希

望他担任某项工作。
E众星捧月l zhongxlng-p品ngyue 比喻许多人

簇拥着－个人，或许多个体拥戴一个核心。也

说；众星拱月。
E众议院】 zhongyiyuan 圈。两院制议会的

下议院名称之一。参看 1415 页【下议院lo 8 
实行一院制的国家的议会也有叫众议院的，如

马耳他共和国的议会。
E众志成城E zhongzhi-chengcheng 大家同心

协力，就像城墙一样的牢固，比喻大家团结一
致，就能克服困难，得到成功。

荷叫〈书〉草丛生

种一 zhong rnru 0 种植z ～田｜～麦
（重）子｜斗申花。＠接种z ～牛症。

另见 181 页 Chong; 1700 页 zhongo

E种地】 zhong;;di 画从事田间劳动：他在家种

过地。
E种症】 zhong;;dou 画把症苗接种在人体上，

使人体对天花产生自动免疫作用。也叫种牛
症，有的地区叫种花。

E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zhonggua-d句山， zhang
dou『dedou 比喻做了什么样的事，就得到什

么样的结果。

E种花】 zhong;;hua E面＠（～儿）培植花草。＠

〈方〉（～儿）种症。＠〈方〉种棉花。
E种牛症E zhong niudou 种痕。

E种田l zhong;;tian ［量种地。
E种牙l zhong;;y6 I到植牙。

E种植】 zhongzhi 画把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

把植物的幼苗栽到土里：～果树。

重叫缸重量；分量： ）争～｜箱子～
十公斤。＠圈重量大；比重大（跟“轻”相

对）．体积相等时，铁比木头～0工作很～｜脚步
很～｜话说得太～了。＠［塑程度深：情意～｜

病势很～ l～伤。。重要·～地 l～任。＠重
视：敬～｜尊～｜看～｜器～｜为人所～｜～男轻女
是错误的。＠不轻率；稳重＝自～ 1慎～｜持～。
@ (Zhong）温姓。

另见 181 页 ch6ng0

E毒力】 zhongban I到严厉地处罚（罪犯）。

E重磅】 zhongbang F荫属性词。重量大的，重

要性高的：～真丝｜～新闻。

E重兵E zhongblng 圈力量雄厚的军队z ～把

守｜～压境。
E重彩】 zhongcai ~自浓重的色彩（描绘）．浓墨

~ 。

E重创】 zhongchuang 画严重地损伤z ～敌

人。

E重挫】 zhongcuδ 圃沉重地挫伤或挫败z 连

年战火使该国经济受到～。
E重大】 zhongda 圆大而重要（用于抽象事

物）：～问题！意义～。
E重担l zhongdan 圈沉重的担子，比喻繁重的

责任．千斤～｜勇挑～｜～在肩。

E重地】 zhongdi 函重要而需要严密防护的地

方：工程～｜军事～。
E重点E zhongdian O ［望同类事物中重要的
或主要的部分：～试验区 l～工作｜工业建设的
～。＠固有重点地2 ～推广｜～发展 l～进攻。

E读E zhongdu 画把一个词或一个词组里的
某个音节或语句里的某几个音节读得重些、强

些。例如“石头、棍子”两个词里，第一个音节

重读。“老三”这个词里，第二个音节重读。



“过年”里“过”字重读是“明年”的意思；“年”字

重读是“过新年”的意思。
另见 181 页 ch6ngduo

E重度】 zhongdu ［附属性词。程度重的；程度
严重的z ～昏迷｜～污染。

E重犯E zhongfan ［~J 犯有严重罪行的犯人。

E重负E zhongfu [BJ 沉重的负担g 如释～。
E重工业E zhonggongye ~J 以生产生产资料
为主的工业，包括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基本
化工、建筑材料和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

E重话E zhongh回国分量过重，使人难堪的
话：他俩结婚多年，互敬互爱，连句～都没说

过。
E活JL] zhonghu6r [BJ 指费力气的活儿，多指

体力劳动。

E重机枪E zhongjlq iong ［萄机枪的一种，装有
三脚或轮式枪架，射击稳定性好，有效射程一
般为 1 000 米。

E重价l zhongj ia rBl 很高的价钱z ～收买｜～征
求｜不惜～o

E重奖E zhongj iong O 画用大量的钱或物奖
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圈巨额奖
金或贵重的奖品＝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得到
了上百万元的～。

E重金E zhongjln [BJ 巨额的钱；重价z ～收买｜
出～聘请名教练。

E重金属E zhongjlnshu 圈通常指密度大于
Sg/c旷的金属，如铜、镇、铅、僻、锡、鸽等。

E重力E zhongli 圈＠地球吸引其他物体的
力，力的方向指roJ地心。物体落到地t就是这
种力作用的结果。也叫地心引力。＠泛指任
何天体吸引其他物体的力，如月球重力、火星
重力等。

E重和］］1 zhongli r割＠很高的利息：～盘剥。
＠很高的利润z 牟取～。

E重利Y zhongli ＜书〉睛看重钱财z ～轻义。
E重量E zhongliang 圈。物体受到的重力的
大小。重量随高度或纬度变化而有微小差别。
在高处比在低处小一些，在两极比在赤道大一
些。＠习惯上用来指质量。

E重量级E zhongliangji E园属性词。＠体育比
赛中某些项目按照运动员体重划分参赛级别
时，体重级别高的z ～拳击比赛。＠在重要性

上级别高的2 ～人物｜～产品。
E重炮E zhongpao 圈重型大炮，如榴弹炮、加

农炮、高射炮等。

E重器］ zhongqi !Bl 0 古代象征统治权力的贵
重器物，如钟、鼎等。＠指重要的工具z 法律
是治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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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重氢E zhongqlng I望筑Cdao）。 圣王三三
E重拳E zhongqu6n 南］指用大力打出的拳头，专重重重

比喻巨大的打击力量＝一记～｜～出击u

E重任】 zhongren I望重大的责任；重要的任

务z 身负～｜委以～。
E重伤】 zhongshang 圈身体受到的严重的伤

害。
E重赏】 zhongsh凸『19 0 I刻用大量的钱或物奖

赏：～有功人员｜～之下，必有勇夫。＠圈数

额大或很贵重的奖励：这项发明得到了 100

万元～。

E童身子E zhongshen· zi O I动l 指怀孕。 8 !El 
指怀孕的妇女。

E重视E zhongshi [Zltil 认为人的德才优良或事

物的作用重要而认真对待；看重2 领导对他很

～｜～学习｜～群众的发明创造。
E重7j(] zhongshuT ［苟重氢和氧的化合物，分
子式 D, ()0 元色、无臭、无昧的液体，核工业中

用作减速剂，也是制取重氢的原料。

E重昕E zhongtlng i蚓听觉迟钝：他有点儿～，

你说话得大声点儿。
E重头E zhongt6u O 圈重要的部分：词典是
工具书的～。＠圈属性词。意义或作用大

的；重要的2 ～文章！～项目。
E重头戏】 zhongt6uxi [BJ 0 指唱功和做功很

繁重的戏。＠借指重要的任务或活动：营销
是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是今年社会发展的～O

E重托E zhongtu6 圈重大的委托：不负～。
E重武器E zhongwuqi 圈射程远、威力大，转移

时多需车辆装载、牵引的武器。如高射炮、火
箭炮等，坦克、装甲车也属于重武器。

［~主孝】 zhδngxiao !Bl 最重的孝服，如父母死

后子女所穿的孝服。
E重心E zhongxln [BJ 0 物体内各点所受的重

力产生合力，这个合力的作用点叫作这个物体

的重心。＠三角形三条中线相交于→点，这
个点叫作三角形的重心。＠事情的中心或主
要部分2 工作～｜问题的～。

E重型】 zhongxing 圃属性词。在重量、体积、

功效或威力上特别大的（机器、武器等）：～汽
车｜～车床｜～坦克。

E重要】 zhongyao 晒具有重大的意义、作用和

影响的 z ～人物｜～问题！这文件很～。

E重音】 zhongyln 固＠指一个词、词组或句子

里重读的音。参看 1702 页 1童读k zhong 
du）。＠乐曲中强度较大的音，是构成节奏的
主要因素。

E重用E zhongy<'>ng ［噩（把某人）放在重要工作

岗位上z ～优秀科技人员 l 他在单位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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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重主 E重于泰山】 zhongyutaishan 比泰山的分量还

三三享享 重，多形容价值极高或责任重大：为人民的利
益牺牲，死得～（指死得有价值）／防火、防洪，责
任～。

E重元素E zhδngyuansu 圈原子量较大的元

素，如铀、锅、钥等。
E重灾区E zhongzaiqii !Bl 受自然灾害严重的

地区。也比盼某些社会问题严重造成重大损

失的地区或单位等。
E重责】1 zhongze 圈重大的责任z 身负～。

E重责］2 zhongze 画严厉斥责或责罚：因工作

失职，受到～o
E重镇】 zhongzhen 圈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城

镇，也指在其他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镇：战略

～｜工业～。

E重资I zhδngzl 函数额巨大的资金z 投下～｜
不惜～购买设备。

E重子】 zhongzi 圈质子和质量重于质子的粒

子的统称。

虫中 zhong ＜书〉虫咬。

程叫〈书〉同啊”（z叫。
另见 1316 页 tong; 1701 页 zhong"

亡一地但玉皇豆：二］

片I zhou O ＜书〉船z 轻～｜小～ l扁（阴阳）
／可～。 8 CZhou）圈姓。
E舟车E zhouch岳 !Bl 船和车，借指旅途z ～劳

顿。
E舟梅E zhouji ＜书〉函船和桨，泛指船只。
E舟桥E zhouqiao 圈军队用制式器材拼装的

军用浮桥。

州 zhou O 旧时的一种行政区划，所辖地
区的大小历代不同，现在这名称还保留在

地名里，如苏州、德州。＠圈指自治州。
2左乙 A』 zhou 圃编造（言辞）＝胡～l瞎～l
曰（葫）～了一首顺口溜。
俯 zhou ＜书〉叫：～张明作伪）。

E日1 zhou O 圈子①2 困～｜～长。
用J （＊遇）＠画用于动作环绕的圈数z
全体运动员绕场一～｜地球绕太阳一～是一年。
＠周围2 ～边｜四～。＠绕一圈 z ～而复始。
＠普遍；全z ～身 l众所～知。＠完备g周到u:

～密 i 照顾不～。＠圈星期z 土～｜下～｜～
末。

E日2 zhou 接济z ～济。
1口 1

l±J3 Zhou 圈＠朝代。 a）公元前 1046-
y口j 公元前 256，姬发所建。参看 1397 页

1西周1 、 311 页【东周1。 b ）北周。 c ）后周。
＠姓。

U司报】 zhoubno I望每星期出版一次的报刊z

《北京～》。

E周边E zhoubian 圆周围g ～地区 i～国家。

E周遍】 zhoubian 圃包括某一范围内所有对

象的；周全：～性｜旁征博引，务求～。
U司到E zhoudao 白雪各方面都照顾到；不疏忽z

服务～｜他考虑问题很～。
U司而复始】 zhou ’erfushi 一次又一次地循环o
U司济JC惆济） zhouji [;lj] 对穷困的人给予物质

上的帮助。
Z周角E zhouj的o I到一条射线以端点为定点在

平面上旋转一周所成的角。角的两条边重合
在一起。周角为 360。。

U司 fill zhoukan !Bl 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刊物。

E周密E zhoumi 晴周到而细密：计划～ 1～的

调查。
U司末E zhoumo 圈一星期的最后的时间，原

指星期六，实行双休日后也指星期五。
U司年E zhounian 圆满一年z ～纪念［建国六

十～。

U司期E zhouql 圈＠事物在运动、变化的发展

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接续两次
出现所经过的时间叫周期。＠物体做往复运
动或物理量做周而复始的变化时，重复一次所
经历的时间。＠元素周期表中元素的一种分
类。具有相同电子层数的一系列元素按原子
序数递增顺序排列的一个横行为→个周期。
同周期元素从左到右，金属性逐渐减弱，非金
属性逐渐增强。

E周全E zhouquan O 圆周到5全面：计划要订

得～些。＠圈指成全，帮助＝～这件好事。
E周身E zhoush岳n 圈浑身$全身z ～都淋湿了。

U司岁E zhousui 圈年龄满一岁g 今天是孩子

的～j他～已经三十二了。

E周天E zhoutian !Bl 0 指环绕天球的大圆周，
夭文学上以 360。为周夭。＠整个夭地IBJ ；满

天。

E周围E zhouwei 圈环绕着中心的部分z ～地

区｜屋子～是篱笆｜关心～的群众。
E周围神经E zhouwei shenjlng 中枢神经以外

的神经组织，包括脑神经、脊神经和自主神经，
分布在全身皮肤、肌肉、内脏等处。

E周详E zh凸uxiang 圆周到而详细z 他考虑得

十分～。
E周薪E zhouxln !Bl 按周计算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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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周恤E zhouxu ＜书〉［虱对别人表示同情并给

予物质的帮助。
E周旋E zhouxuan 圈。回旋g盘旋。＠交际

应酬；打交道z 成天跟人～，真累人。＠（与敌
人）较量，相机进退。

U司延E zhouyan E回＠一个判断的主词（或宾
词）所包括的是其全部外延，如在“所有的物体
都是运动的”这个判断中，主词（物体）是周延
的，因为它说的是所有的物体。＠完整而没
有遗漏g周全z 这个创意考虑得很～！制定一套
～的人才培养方案。

E周严E zhouyan 圆周密g严密z 计划～｜论证
~ 。

U司游E zhouy6u 画到各地游历z游遍＝～世

界｜孔子～列国。

E周缘E zhouyuan IBl 周围的边缘：车轮的～
叫轮辆。

U司遭E zhouzao 圈四周：周围z ～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E周章E zhouzhang ＜书〉＠圃仓皇惊恐g 狼

狈～｜～失措。＠圆周折s苦心 z 煞费～。
E周折E zhouzhe 圈指事情进程中的反复和曲
折（多用来形容事情不顺利）：大费～。

U司正E zhau· zheng ＜方〉圈端正2 模样～｜把
帽子戴～｜桌子做得～。

E周至E zhauzhi 圈（｛故事、思考）周到u ：叮咛～o
E周转E zhauzhu凸n ~国＠企业的资金从投入
生产到销售产品而收回货币，再投入生产，这
个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进行，叫作周转。周
转所需的时间，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总
和。＠指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开支调度或物品

轮流使用2 ～房 i～金｜～不开。
记tr..r zhou IBl 0 一块大陆和附近岛屿的总
VI l 称。地球上有七大洲，即亚洲、欧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河流
中由泥沙淤积而成的陆地＝沙～｜三角～。＠
(Zh己u）姓。

E洲际E zhouji 圈属性词。洲与洲之间的z 加

强～合作。
E洲际导弹E zhouji d凸odan 射程在8 000千米

以上的导弹。可从一大洲攻击另一大洲的目
标。

、巳f:t- 、L zhou ＜书〉＠诅咒。＠同“俯”。
两（蒂）
+.-f.t … zhou ＜书〉车辍。（图见 156 页
秽苛（鞠）吐古的车”）
4再I • hau ＜方〉圈从一侧或一端托
例（；：；踉）起沉重的物体：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也没把箱子～起来。

RAW nu 7’ a
唱

l 

um zhou 见下。
IJI哥另见 1654 页 zhoo 。
E惆瞅E zhoujiu ＜书〉匮理形容鸟叫的声音。

鹏 zhou 见 470 页阳。
（脯）

品回 zhou 用于人名，娴始（ Zh己旷的，东周时
月叮卫襄公的宠妾。tM zhou 圃唤鸡的声音。

惆（胸）州见下。
四周济E zhouji 见 1704 页1周济1。

在回 zhou ~用粮食或粮食加其他东西煮成

Y旧的半流质食物＝江米～｜八宝～｜盛一碗
~ 。

另见 1606 页 y心。

E粥少僧多E zhoush凸o-s岳ngduo 见 1130 页

【僧多粥少］ o
整 zhou 酣（ Zh己川，地名，在陕西。

今作周至。

,, 
zh6u （虫叉）

姻 zh6u 见下。

E姻姐E zh6u• Ii 圈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

的合称：她们三个是～i你们～俩去吧！

轴』 zh6u 0 圈圆柱形的零件，轮子
（轴）或其他转动的机件绕着它转动或

随着它转动：车～｜轮～ l 多～自动车床。（图
见 156 页“车轮”）＠圈把平面或立体分成对

称部分的直线。＠（～儿）圈圆柱形的用来往
上绕东西的器物z 线～儿 i画～。＠画用于缠

在轴上的线以及装被带轴子的字画z 两～丝

线！一～泼墨山水。＠〈方）~脾气辈s执拗＝
这个人太～，跟他讲不清道理。
另见 1706 页 zhouo

E轴承E zh6ucheng IBl 支承轴的部件，轴可以

在轴承上旋转，按摩擦的性质不同可分为滑动
轴承、滚动轴承等。

E轴线E zh6uxian ~绕在线轴上的棉线或丝
线等。

E袖心E zh6uxln 圈轮铀的中心，比喻事物的

中心或关键的部分z 旅游业已成为这个地区经

济发展的基本～。

E铀子E zhou• zi 圈。安在字画的下端便于悬
挂或卷起的圆杆儿。＠弦乐器上系弦的小圆
杆儿，用来调节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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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zh6u 见 840 页1碌碌］（ liu·zhou) 0 

v 
zh凸u （虫叉）

肘 zhou 抽血和前臂相接处向外面突
起的部分。（图见 1159 页“人的身体勺

＠（～儿）肘子①：后～｜酱～O

U才窝】 zhouwo IEJ 肘关节里侧凹下去的部
分。

U才腋E zhouye ＜书〉睛胳膊肘儿和胳肢窝，比
喻极近的地方（多用于祸患的发生）：变生～｜～

之患。

口才腋之患】 zhouyezhThu an 指发生在身旁或

极近地方的祸患。
盯才子】 zh凸u• zi 画＠作为食物的猪腿的最上

部。＠肘①：胳膊～。

帚中 zhou 除去尘土、垃圾、油垢等
（得）的用具z 扭曲。）～｜炊～。

、

zhou （虫叉）

三严-l-1 • . zhou 〈书〉后精（ qiO）。

到（树）
ιι2 • . Zhou 商（殷）朝末代君王，相传

到 （衍）是个暴君z 助～为虐。
E纣棍E zhougun c～儿）圈系在驴马等尾下的
横木，两端用绳子连着鞍子，防止鞍子往前

滑。

由 zhou ＜书〉同“宵”（多用于人名）

但 a zhou 俊俏刷（多见于早期臼
1 （｛：第）话）。
咒 z OU 0 啕某些宗教信徒念的

（呗）用以除灾或降灾的语句：伞。
＠画说希望人不顺利的话：你可别～人｜～

他不得好死。

OE笃E zhourna i;国用恶毒的话骂。
OEi吾E zhouy心匾。咒①。＠泛指诅咒人的

话语。

陷 z OU ＜方〉圆圆执z 性情～卜
’~（惕）脾气。
宙 zhou O 指古往今来的时间·参看

1599 页I宇宙1。＠圈地质年代分期的
第一级，分为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宙以F

为代。跟宙相应的地层系统分类单位叫作字。
参看 287 页“地质年代简表”。 8 (Zhou）圈

姓o
bl主 z OU 给纱。
组（锡）
E主当布l zhδubu 圈织出皱纹的棉织品。

E约纱E zhousha IEJ 织出皱纹的丝织品，用起
收缩作用的捻合线做纬线织成，质地坚牢，常
用来做衣服、被面等。

去号~ -LL- z OU ＜方〉＠两1] ）有草包裹z绑
~（荷）扎。＠｛章用草绳绑扎的碗、碟
等，→捆叫一药。

轴』 zhou 见川页叫子1、 1498
（鞠）页I压轴子1。
另见 1705 页 zh6uo

胃 1 zhou 占代称帝王
或贵族的子孙：贵

~ 。
胃2 zhou 古代打仗时

戴的保护头部的帽
子：甲～。（见右图）

味 zhou ＜书〉鸟嘴。

~ ~ zhou 从天亭
生主（董）到天黑的一段
时间；白天（跟“夜”相对） : 
～夜｜白～。

~· 
f飞三~） u 
!) 

自

E昼夜E zhouye 画臼天和黑夜：一个～｜～兼
程｜机器轰鸣，～不停｜不分～地苦干。
酣 zhou ＜书〉重创ng）酿的酬。

皱 ι z OU 0 圈皱纹z 上了年纪脸上
（缴）抬起～。＠画起皱纹；便有皱

纹z 衣裳～了｜眉头一～，计上心来。
E皱巴巴】 zhoubaba ＜～的）圈状态词。形容
皱纹多，不舒展：～的瘦脸｜衣服～的。

E皱袋E zhoubi i组榴JL ；皱纹2 胃～。
E皱眉E zhou1,1 rnei 画眉头皱起来，多是为难、

不满、生气或思索等的表情。也说皱眉头。
E皱胃E zhouwei IEJ 反当动物胃的第四部分，

内壁能分泌胃液。食物由瓣胃进入皱胃，消化
后进入肠管。

E皱纹】 zhouwen c～儿）画皮肤或物体表面上
因收缩或揉弄而形成的一凸一凹的条纹z 脸
上布满～O

E皱裙l zhouzh岳国禧皱②。

瓷 zhou ＜方〉＠圈井壁。＠圈用砖砌
（井、池子等）。

憾 zhou 见 1叫酬。

1章多 zhou 古时占卡的文辞。

llVJ＇另见 1524 页 y6o;1588 页 y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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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B zhou O c马）奔跑z 驰～。＠急 l 、生 .r zhO （书〉＠杀（有罪的人）·～
骤（朦）速g 暴风～雨。＠圃突然；忽然：｜陈（袜）杀｜伏～｜罪不容～。＠谴责处罚z
狂风～起｜脸色～变。 | 口～笔伐。

E骤然E zhour6n 圃突然；忽然·～一惊 1 掌声｜【诛戮］ zhOlu ＜书〉晴杀害：～忠良。

～像暴风雨般响起来。 ｜【诛求】 zhOqiu ＜书〉圈勒索z ～无厌。
第 zhou ＜书〉＠读书耐＠指篇文。 I 胀，民论】川川un 揭穿动机的批评

I -J.主干 zhO 见下。

E篇文E zhouwen 圈古代汉字的一种字体，就｜刁队
是大篆。 I c菜英E zhOyu f盘山菜英、吴莱英、食菜英等的

仁二二且可亟豆＝＝＝；二：］

朱晶 J zhO 0 朱红： ~jf,o .朱砂
（＠砾） 8 CZhO）圈姓。

E朱笔］ zhObT ~蘸红色颜料的毛笔，批公文，
校古书，批改学生作业等常用红色，以区别于
原写原印用的黑色。

E朱红E zh0h6ng 圈比较鲜艳的红色。
E朱罪鸟E zh0hu6n 圈鸟，全身羽毛白色，额和眼
睛周围朱红色，嘴黑色，长而略弯，腿和爪红
色。生活在水田和泪泽地区，吃蟹、蛙、小鱼、

田螺等，是珍贵鸟类。

E朱撞E zhOjTn ~落叶灌木，叶子阔卵形，先端

尖，花大，多为红色，葫果卵圆形。供观赏。也
叫扶桑。

E朱门E zhOmen I重红漆的大门，旧时借指豪
富人家z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朱墨】1 zhOmo 圈红黑两色z ～加批｜～套

印。
E朱墨］2 zhOmo ~用朱砂制成的墨。

E朱鸟E zhOni凸o l事朱雀2 0 

E朱批E zhOpT 圈用朱笔写的批语。
E朱漆E zhOqT 圈红漆z ～大门 l～家具。

E朱雀］＇ zhOque 函鸟，外形像麻雀，雄鸟红色
或暗褐色，雌鸟一般灰褐色。生活在山林中，
吃植物果实、种子等。

E朱雀E zhOque 圈＠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
的统称。参看 348 页｛二十八宿1。＠道教所
奉的南方的神。｜｜也叫朱鸟。

E朱砂E zhOsha 圈辰砂。
E朱文l zhOwen 圈印章上的阳文（跟“白文”相

又才）。

朱~Zhu 0 周朝邹国本来叫和＠圈姓。

你 zhO ＜书〉矮小。

(1:朱儒E zhOru 圈身材异常矮小的人。这种异

常的发育多由腺垂体的功能低下所致。

统称。
挝仨 ZhO 沫水河（ ZhOshuT He ），诛溪河

、 CZhOxT H自），水名，都在山东。

珠圳＠珍珠z ～宝！夜明～。＠叫小
的球形的东西： ill ～儿｜泪～儿｜水～儿 l

滚～儿。 8 CZhO）圈姓。

E珠宝】 zhOb凸o 圈珍珠宝石一类的饰物z ～

店｜～商！满身～。
【珠翠】 zhOcui ~珍珠翠玉，借指用珍珠翠玉

做成的各种装饰品 z ～满头。
E珠光宝气E zhOguang-biioq i 形容服饰、陈设

等非常华丽。

E珠芳ll zhOjT ＜书〉圈＠珠子z 万粒～。＠比

喻优美的文章或词句z 字字～｜满腹～O
E珠联璧合E zh01i6n-bihe 珍珠串在一起，美玉

合在一块儿，比喻美好的人或事物凑在一起。

E珠三角E ZhO-Sanji凸o 圆珠江三角洲平原，

由组成珠江的西江、北江和东江在入海处冲积
而成。人口密集，海陆交通便利，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E珠算l zhOst』an 圈用算盘计算的方法。
E珠圆玉润E zh0yu6n-yurun 像珠子那样圈，像

玉石那样滑润，形容歌声婉转优美或文字流畅
明快。

E珠子E zhO•zi 圈＠珍珠。＠像珍珠般的颗

粒z 汗～。

株 zhO 0 露在地面上的树木的根和茎2 守
～待兔。＠植株z ～距｜幼～。 8 l.i a) 

用于植物z 院子里种了两～枣树。 b）用于病
毒 z 一～病毒。

E株距】 zhOju IE] 同一行中相邻的两个植株之

间的距离。

E株连E zh01i6n 画指一人有罪，牵连别人；连

累＝～九族。
E株守E zhOshot』〈书〉毒面死守不放，指死守狭

隘的经验，不知变通。参看 1205 页【守株待

兔］。
、 2t.1 、 h zhO 0 众；许多2 ～位｜～君｜
陌（言者）～侯！～子百家。 0 CZhO咀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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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才注2 、 i zhu 〈书〉“之于”或“之乎”的合
陌（言者）音：付～（＝之于）实施｜数易其
稿，而后公～（＝之于）社会｜有～（＝之乎）？

E诸多E zhuduo 回许多；好些个（用于抽象事

物），～不便｜～妨碍。

E诸葛E Zhug邑圈姓。

E诸葛莱） zhOgecai [EJ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植物，叶子羽状分裂，早春开花，花淡紫色。可

以吃，也供观赏。也叫惠菜。
E诸葛亮E Zhuge Liang ~三国时蜀汉政治
家，字孔明，辅佐刘备建立蜀汉。《三国演义》
对他的智谋多所渲染，一般用来称足智多谋的

入。

E诸宫调E zhOgongdiao 圈宋、金、元的一种说
唱文学，以韵文为主要组成成分，夹杂散文说
白，叙述一个故事。韵文部分用不同宫调的多
组套曲连成很长的篇幅。如金董解元的《弦索
西厢》。

E诸侯J zhuh6u 圈古代帝王统辖下的列国君

主的统称。

E诸如E zhuru 画举例用话，放在所举的例子前
面，表示不止一个例子g 他非常关心群众，做了

不少好事，～访问职工家属，去医院看病人，等

等。
E诸如此类E zhuru-cfl副与此相似的种种事物z

～，不胜枚举。
E诸位E zhuwei 面人称代词。对所指的若干

人的尊称2 ～同志｜～有何意见，请尽量发表。
妹 μ 削画古代重量单位，→两的二

（蛛）十四分之－。
E妹积寸累E zhOjl cunl副形容一点二滴地积
累。也说积妹累寸。

E株两悉称E zhuliong-xlchen 形容与实际相

符，非常精准、妥帖5也形容两方面轻重相当或
优劣相等。

猪 … zhu 圈哺乳动物，头大，鼻子和
（有）口吻帐，眼睛小耳朵大，四肢

短，身体肥，生长快，适应性强。肉供食用，皮
可ifi!J草，鬓可制刷子和做其他工业原料。

E猪馆E zhuguon ＜～儿） [EJ 专职养猪的人。

E猪猿E zhuhuon ［苟哺乳动物，背部淡黑色或
灰色，四肢棕黑色，头部有一条白色纵纹，颈、
喉、耳朵和尾部白色。也叫沙猿O

E猪秽E zhulu6 〈方〉屋里猪。
Z猪排E zhupai 圈炸着吃或煎着吃的大片猪

肉。
E猪婆龙E zhup616ng ~扬子鳝的通称。
E猪察E zhuzong 圈猪的脖子上部的较长的

毛，质硬而韧，可用来制刷子。

蛛圳指蜘蛛z ～网｜～丝马迹。

E蛛丝马迹E zhusl-m凸ji 比喻与事情根源有联

系的不明显的线索。

E蛛网E zhuwong 圈蜘蛛用蛛丝结成的闷状

物，蛛丝是蜘蛛胚门尖端分泌的靠自液遇空气凝
结而成的。蜘蛛利用蛛网捕食昆虫。

E蛛蛛E zhu·zhu ＜口〉圈蜘蛛。

仨龙
4商（楷）形，花黄绿色，果实球形，褐色，有
光泽。木材坚硬，可制器具。

占毛ft. －~ _._ zhu ＜书〉＠（水）积聚．停～｜
陌（：溺）～积。＠水积聚的地方。
E滞留E zhuliu 圈医学上指液体聚集停留：尿

~ 。

集（：第）削〈书〉做标志用的小木桩。

,, 
zhu （虫义）

一占三 zhu 见 27 页［白术1、 127 页I苍术J 、 339
/I、页I我术］ o

另见 1216 页 shuo

竹 zhu ~~竹子z ～林｜～园｜修～千竿。
8 (Zhu）姓。

E竹板书E zhuoonshu 圈曲艺的一种，说唱者

一手打呱嗒板儿，一手打节子板（用七块小竹板
编穿而成）。

E竹编E zhubion 圈一种民间手工艺，用竹箴

等编制果盒、提篮等。也指用竹箴编成的工艺
品。

E竹吊E zhub6 ~竹简和绢，古时用来写字，因
此也借指典籍2 功垂～。

E竹材E zhuc6i IEJ 竹子采伐后经过初步加工的
材料z 利用～代替木材。

E竹雕E zhudido 国在竹子上雕刻形象、花纹

的艺术，也指用竹子雕刻成的工艺品。

E竹竿E zhugon ＜～JL）圈砍下来的削去枝叶的
竹子z 把衣服晾在～上。

E竹黄E zhuhu6ng 圈一种工艺品。把竹筒去

育、煮、晒、压平后，里面向外胶合或镶嵌在木
胎 t，然后磨光，刻上人物、山水、花鸟等。产
品以果盒、文具盒等为主。也作竹簧。也叫翻
黄（翻簧）。

E竹簧E zhuhu6ng 同“竹黄”。

E竹简E zhujian ~古代用米写字的竹片，也指
写了字的竹片。

E竹节虫E zhujiech6ng 画昆虫，身体细长。外



形像竹节或树枝，绿色或褐色。头小，无翅。
生活在树上，吃树叶。也叫蜗（ xiiJ ）。

E竹刻E zhuke 晴在竹制的器物上雕刻文字图

画的艺术。
E竹马】 zhum凸（～儿）圈＠儿童放在膀下当马
骑的竹竿。＠一种民间歌舞用的道具，用竹
片、纸、布扎成马形，可系在表演者身上。

E竹扫Jol zhupai ~O 放在江河里的成排地连
起来的竹材，使顺流而下，运输到各地。＠竹

饺子。

E竹器E zhuqi ~用竹子傲的器物，如竹篮、竹

筐、竹椅等。
E竹蒜E zhusiJn 圈一种食用菌，多生长在竹

林，菌盖深绿色，下垂部分白色，略呈网状。

E竹笋E zhusun 圈笋。
E竹筒倒豆子E zhutong dao dou·zi 比喻把事
实全部说出来，没有隐瞒。

E竹叶青】 zhuyeqlng ~ O 毒蛇的一种，头呈
三角形，身体绿色，从眼的下部沿着腹部两旁
到尾端有黄白色条纹，尾端红褐色。生活在温
带和热带地区的树上。＠以汾酒为原酒加入
多种药材泡制成的一种略带黄绿色的酒。＠

绍兴酒的一种，淡黄色。
【竹枝词】 zhuzhlci 圈古代富有民歌色彩的
诗，形式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轻快。最
初多是歌唱男女爱情的，后来常用于描写某一
地区的风土人情。

E竹子E zhu • zi 圈常绿植物，茎圆柱形，中空，有
节，叶子有平行脉，嫩芽叫笋。种类很多，如毛
竹、箭竹、湘妃竹。茎可供建筑和制器具用，笋
可以吃。

A介 Zhu ~姓。

一、l主 zhu 0 追赶z 追～｜～鹿｜随波～流。＠
,IX 驱逐z ～客令｜～出门外。＠圃挨着（次
序） ：～年｜～字～句｜～条说明。。（ Zhu）巨型

姓。
E逐步E zhubu u副一步一步地z ～深入l工作～
开展起来了。

E逐个l zhuge 画一个一个地：～清点｜～检查

产品的质量。
~渐】 zhujian 圃渐渐2 影响～扩大｜事业～

发展｜天色～暗了下来。
ffi客令E zhukeling 圈秦始皇曾经下令驱逐
从各国来的客卿，后来称赶走客人为下逐客
y 岳
飞Z 0 

ffi和lj] zhuli 圈追逐利益z 追名～。

E逐鹿E zhulu I到＠〈书〉《史记·淮阴侯列传》z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比喻争夺天下z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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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1群雄～。＠泛指争夺、竞争z ～商场｜赛场

~ 。
ffi年E zhunian 国·年年地：产量～增长。

[ill巨日E zhuri 画→天一天地z 废品率～下降。

E逐－］ zhuyl 国逐个z ～解决｜对这几个问题
～举例说明。

E逐字逐句E zhuzi-zhuju 挨次序一字一句地z

～仔细讲解。

烛… zhu 0 蜡烛z 火～｜花～。＠
（；畸）〈书〉照亮，照见2 火光～天。洞～

其奸。＠圈俗称灯泡的瓦数为烛数，如 50
烛的灯泡就是 50 瓦的灯泡。

E烛花E zhuhua 圈指蜡烛燃烧时烛心结成的
花状物。

E蚀泪E zhul岳i~指蜡烛燃烧时淌下的蜡泊。

E烛台l zhutai 圈插蜡烛的器具，多用铜锡等
金属制成。

E烛照E zhuzhao ＜书〉圃照亮2 阳光～万物。

舶 zhu ＜书〉船尾。

白自由卢E zhulu 〈书）~指首尾衔接的船只（虽卢z

船头） ：～相继｜～千里。

嫁 zhu ＜书〉冻疮z 冻～。

蝇 zhu 圈蝴蝶腊的幼虫，夕阳髓，身
体青色。

踢… zhu 见 1刷页I酬。
c ：蹦）

\I 

zhu （虫〉〈）

主圳。接待别人的人（跟“客明对） : 
宾～｜东道～。－~权力或财物的所有

者z 物～｜车～｜原～。＠旧社会占有奴隶或
雇用仆役的人（跟“奴、仆”相对）：～仆｜奴隶

～。＠当事人＝失～｜事～｜卖～｜～顾。－~
基督教徒对上帝、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称呼。
＠最重要的z最基本的（跟“从、辅、副”相对）：
～要｜～犯｜～路｜～食｜～帅｜～凶｜～干线。＠

负主要责任；主持z ～办｜～讲。＠主张①z ～
战｜～和｜力～。＠画面预示（吉凶祸福、自然变

化等）：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迷信）｜早霞～
雨，晚霞～睛。＠圈对事情的确定的见解z

他心里没～。＠从自身出发的z ～动｜～观。
＠死者的牌位＝神～｜木～。 4) (Zhu）巨型姓。

E主板E zh心b凸n ~主机板的简称。
E主板市场E zh心oon shich凸ng 对上市有严格

要求的、传统的证券交易市场（区别于“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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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勺。

E主办E zh凸ban 画主持办理；主持举办z ～世

界杯足球赛｜展览会由我们单位～。
E主笔E zh心bl 0 l雪指报刊编辑部中负责撰写
评论的人，也指编辑部的负责人。＠擅自主持
撰写z 这篇社论由你～。

E主币l zh心bi 圈本位货币 g本币。

E主编E zh心bian O 画负编辑工作的主要责
任z 他～一本语文杂志。＠固编辑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2 他是这本语文杂志的～。
E主标题E zh心biaoti 圈文章或新闻的主要标
题。也叫主题、正题。

E主播E zh心bo o 画担任主要播音任务。＠
圈担任主要播音任务的人。

E主产E zhuchan 圈主要生产z我国是棉花～
国｜小麦～于北方地区。

E主场l zh心ch凸ng IEl 体育比赛中，主队所在地
的场地对主队来说叫主场。

E主H昌E zh心chang 0 圈担任主要演唱任务。

＠圈担任主要演唱任务的人。
E主持l zhuchi O 圈负责掌管或处理2 ～人｜

～会议。 8~ 主张；维护z ～公道 i ～正义。

＠圈负责掌管、处理某项活动的人。
E主厨E zh心chu O 圈在饭店、食堂主持烹饪工
作。＠圈在饭店、食堂主持烹饪工作的厨师。

E主创E zh凸出uang 0 睛在文学、艺术作品的
创作过程中担负主要工作：该剧～人员赴京

进行艺术交流。＠圈指担负主要创作工作的
人。

E主词E zhuci ［~一个命题的三个组成部分之
一，表示思考的对象，如“糖是甜的”这个命题
中的“糖”是主词。

E主次】 zhuci ［组主要的和次耍的：分清～。

E主从E zh心c6ng 圈主要的和从属的z ～关系。

E主打E zh心曲国重点打造；重点推介：～歌！
～商品。

E主单位E zhudanwei ~物理量的主要单位，
从主单位可以制定比它大或小的其他单位。
例如国际单位制长度的主单位是米，以米为基
础而制定出千米、分米、厘米、毫米等。

E主刀】 zhudao O 闯］（医生）主持并亲自做手

术2 由外科主任亲自～。＠圈指主持并亲自
做手术的医生。

E主导E zhud凸0 0 ［翅决定并且引导事物向某
方面发展g ～思想｜～作用｜投资～着经济的增

长。＠圈起主导作用的事物：我国国民经济

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
E主调l zhudiao 画＠主旋律①z 这部交响乐

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比喻主要精神、主要

观点或主要态势z 会议～为倡导节能环保 1震

荡盘升将是近期股市的～。
E主动】 zhudong 圃＠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

（跟“被动”相对，下同）：～性｜～争取｜他工作很

～。＠能够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照自己
的意图进行2 ～权 l争取～l处于～地位。

E主动脉】 zhudongmai 圈人体内最粗大的动
脉，从左心室发出，向上向右再向下略呈弓状，
再沿脊柱向下行，在胸腹等分出很多较小的动

脉。
E主队E zhudui 圈体育比赛中，和客队比赛的
本单位或本地、本国的运动队叫主队。

E主伐E zh凸ta rnJll 砍伐已经长成可以利用的森
林。主伐不仅为获取木材，同时还为了森林更

新，培育后一代森林。
E主罚E zh心ta 画运动员在足球、冰球等球类比

赛中担任罚球z ～点球｜～任意球。
E主犯】 zhufan IEl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和组

织作用的罪犯（区别于“从犯勺。

E主di荤E zh心f岳ng IEl 山脉的最高峰： ＂＇句喽山是衡

山的～o

E主父E Zh心tu ＜旧读 zhutu）圈姓。

E主妇E zhufu 画一家的女主人：家庭～。

E主干l zh心gan 白白＠植物的主要的茎。＠主

耍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中青年教师是教师

队伍中的～。
E主岗l zh凸9凸ng IEl 0 主要的岗位。＠担任
主要岗位工作的人。

E主根】 zhug臼圈植物最初生长出来的根，是

由胚根突出种皮后发育而成的，通常是垂直向
地下生辰，并长出许多侧根，组成根系。

E主攻】 zh心gong 圈。集中主要兵力在主要

方向上进攻（区别于“助攻”）：～部队｜指战员

纷纷请战，要求担负～任务。＠主要研究（某
→学科） ：～力学。

E主！时（］ zhugu 圈顾客z 老～｜招揽～。

E主观l zh心guan 阴＠属性词。属于自我意

识方面的（跟“客观”相对，下同）：～愿望｜～能

动性。＠不依据实际情况，单凭自己偏见的z
看问题不要～片面。

E主观能动性E zhuguan nengdongxing 人的
主观意识和行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辩
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人在实践中认
识客观规律，并根据客观规律自觉地改造世
界，推动事物发展的能力和作用。

E主观世界】 zh心guan shijie 指人的意识、思想
领域。

E主观唯心主义l zhuguan weixln zhuyi 唯心

主义哲学的一个派别，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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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只是“我”的感觉，物质世界只是人的主

观意识的体现或产物。
E主观主义E zhuguan zh心yi 一种唯心主义的
思想作风，特点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
观愿望和臆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事物，以致主

观和客观分离，理论和实践脱节。主观主义有
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

E主管E zhuguan O 圈负主要责任管理（某一
方面）：～部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前庭

蜗神经～听觉和身体平衡的感觉。＠［盏（部
门的）主要负责人·财务～o

E主婚］ zh心hun 圈主持婚礼：～人｜工会主席
亲自为他们～o

E主权Ll zh心jl ［每＠成套动力设备中起主要作
用的机器，如轮船上的动力系统的发动机、汽
轮发电机组中的汽轮发电机。＠计算机的核
心部分，主要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和存储器等。
＠指网络中为其他计算机提供信息的计算
机，通常指服务器。

E主机板］ zh凸jlban f割计算机中主要的印刷

线路板，板上有插槽，安装一些重要元件，如
中央处理器、内存等，还有扩充插槽。简称主

板。

E主祭】 zh心ji p副主持祭礼：～人｜祭祀大典由
德高望重的人～。

E主见E zh凸Jian IBJ C对事情的）确定的意见z 众
说纷纭，他也没了～。

E主讲】 zh心j i凸ng 0 ［司担任讲授或讲演：王教
授～隋唐文学｜这次动员大会由他～。＠圈

指担任讲授或讲演的人。
E主将E zhujiang 圈。主要的将领。＠比喻
在某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人z 鲁迅是中国文化

革命的～。
E主叫E zhujiao 圈指主叫方，电信业务中指主
动呼叫对方的用户，如拨打电话或呼叫寻呼机
的一方（跟“被叫”相对）。

E主教E zh心jiao 圈天主教、正教的高级神职人
员，通常是一个地区教会的首领。新教的某些
教派也沿用这个名称。

E主角】 zh凸jue c～儿）圈。指戏剧、影视等艺
术表演中的主要角色或主耍演员。＠比喻主
要人物：那次事变的几个～已先后去世。

E主考E zh心k凸0 0 圈主持考试：校长亲临考
场～。＠圈主持考试的人。

E主课l zhuke 幽学习的主要课程：语文、数

学、外语是中学的～。
E主理E zh心Ii 民国主持料理；主持处理z ～日常
事务｜婚宴特邀名厨操勺～。

E主力E zh心 Ii 圈主要力量z ～军｜～部队！～队

员｜球队～。 三三三
E主力舰］ zh心lijian 圈旧时指海上作战的主力雪里雪

战舰，包括战列舰和巡洋舰。

E主力军E zh凸lijun IBJ O 担负作战主力的部
队。＠比喻起主要作用的力量。

E主粮E zh心liang 圈各地区生产和消费的粮食

中占主要地位的粮食，如长江流域的主粮是大

米。
E主流】 zhuliu IBJ 0 干 c gan）流。＠比喻事

情发展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分清～和支流，
区别本质和现象。

E主楼E zh训。u 圈楼群中主要的一幢楼。楼
群中其他楼房的设计、位置等与主楼相配
A 
口。

E主路】 zh心1u 圈机动车行驶的主要道路，一般
路面较宽（区别于“辅路”）。

E主麻】 zh心ma 圈伊斯兰教徒做集体礼拜，每
周的星期五午后在当地清真寺举行，伊斯兰教
定星期五为礼拜日，称主麻日。伊斯兰教徒习

惯称一周为一个主麻。［阿拉伯 Jum‘ ah]

E主谋E zh心m6u 0 I到共同做坏事时做主要的

谋划者。＠圈主谋的人。
E主脑E zhun凸0 IBJ 0 指主要的、起决定作用
的部分。＠首领。

E主拍】I zh心poi o 画主持拍卖s 操槌～。＠

IBJ 主持拍卖的人z ～一锤定音。

【主拍T zh凸poi I司主持拍摄＝这部影片由名
导演～。

【主渠道E zh心qudao t吕指主要的途径z 中小

企业成为就业～。

【主权E zh心qu6n IBJ 一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

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
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一切事
务，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

【主JLl zhur 圈。指主人。＠指某种类型的

人＝这～真不讲理｜他是说到做到的～。＠指
婆家：她快三十了，也该找～了。

【主人E zhu·ren 圈。接待客人的人（跟“客人”

相对）。＠旧时聘用家庭教师、账房等的人；雇

用仆人的人。＠财物或权力的所有人：磨坊

~ 。
【主人公E zhurengong I盘指文艺作品中的中

心人物。
E主人翁E zh心renweng 圈＠当家做主的人z

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公。
【主任E zhuren 圈职位名称，一个部门或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办公室～｜车间～｜居民委员会

。

【主哨l zhushao O 圈指担任足球等体育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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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主裁判员：这场决赛由一位外籍裁判～。
＠画指足球等体育竞赛的主裁判员 g 担任世

界杯决赛～。
E主食l zhushi 圈主要食物，一般指用粮食制

成的，如米饭、馒头等。
E主使】 zhushi 0 画出主意使别人去做坏事；

指使2 受人～。＠圈指使别人做坏事的人s
事件的主谋z 必须找出幕后的～。

E主事E zhu;;shi c～儿）圈主管事情z ～人｜当

家～｜前几年他还主过事。
E主诉l zhusu 圈医疗机构指病人看病时陈述

自己的病情。
E主题l zhuti 圈。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
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泛
指谈话、文件、会议等的主要内容z ～词｜年终

分配成了人们议论的～。＠主标题。

E主题词E zhutici 圈用来标明图书、文件、文章

等主题的词或词组。
E主题歌E zhutig岳圈影视剧、歌剧、话剧中能

概括地表现主题的歌曲。
E主体l zh心ti 圈。事物的主要部分s 包括知

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是国家的～｜
中央的十层大厦是这个建筑群的～。＠哲学
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参看 741 页
【客体lo e 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参看 741 页 1客

体lo
E主推E zh心tui 画主要推荐；重点推出 z ～高科
技产品｜本次图书展销会～电子类辞书。

E主席E zh以i l'Bl 0 主持会议的人。＠某些
国家、国家机关、党派或团体某一级组织的最

高领导职位名称：国家～｜工会～。
E主席团l zhuxituon 圈委员会或会议的集体

领导组织。

E主线E zh以ion ~指贯穿事物发展过程的主
要线索。特指文艺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
线索。

E主项E zh以iang ~主要的项目；致力最多的

项目。
E主心骨】 zhuxlngu c～儿）圈。可依靠的人

或集体：你来了，我可有了～了！＠主见；主
意：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时间我也没了～。

E主屋，E zh心xlng ~双星中较亮的一颗，伴星
围绕着它旋转。

E主.lf!Jl zh以ing ~独立用于犯罪人的刑罚。
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种类有管制、拘役、有期

徒刑、元期徒刑、死刑（对“附加刑”而言）。

E主修E zh以iu 墨画主要学习（某门课程或专

业） ：～课 1～古典音乐。

E主旋律E zhuxuonlu 圈。指多声部演唱或
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所奏的主要曲
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

用。＠比喻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改革是这
个报告的～。

E主演】 zh心van O 医E 扮演戏剧l或影视剧中的
主角：他一生～过几十部电影。＠圈担任主
演工作的人。

E主要l zhuyao 圈属性词。有关事物中最重

耍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矛盾｜～目的｜
～人物。

E主页E zh心悦目亘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查询的
网站的起始信息页。

E主义E zhuyi ~ 0 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
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z
马克思列宁～｜现实～｜浪漫～。＠思想作风z
本位～｜自由～｜主观～。＠一定的社会制度；
政治经济体系：社会～｜资本～。

E主意E zhu•yi （口语中也读 zhu. yi）圈＠主

见：大家七嘴八舌地一说，他倒拿不定～了。
＠办法：出～｜饺～｜这个～好｜人多～多。

E主因E zh的in 圈主要的原因z 骄傲自满是他

学习成绩下滑的～。

E主语E zhuy心圈谓语的陈述对象，指出谓语
说的是谁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一般的句
子都包括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例如在“我们
的生活很幸福”里，“我们的生活”是主语。

E主宰E zhuz凸iO 圈支自己；统治；掌握z ～万

物｜迷信的人总以为人的命运是由上天～的。
＠圈掌握、支配人或事物的力量2 思想是人

们行动的～｜中国人民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

~ 。
E主张E zhuzhang O 画对于如何行动持有某
种见解z 他～马上动身。＠南对于如何行动

所持有的见解g 这两种～都有理由。
E主震l zhuzhen 圈发生在同一地质构造带上

或同一震源、体内的一系列地震中，最大的一次
叫作主震。

E主政E zhuzheng 圈主持政事：总理出国期间
由副总理～。

E主旨E zhuzhi 圈主要的意义、用意或目的z
文章的～不清楚。

E主治E zhuzhi @ID O C药物）主要用于医治（某

些病症）。＠主持治疗：～大夫。
E主轴E zhuzh6u 圈＠机械传动装置中主要

的轴，从发动机或电动机接受动力并带动其他
机件或工件旋转。＠比喻贯穿事物发展过程
的主要线索2 此剧以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衰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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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主子】 zhu·zi 圈旧时奴仆称主人为主子，现

多比喻操纵、主使的人。
、~~、 zh凸〈书〉臂慧。

1〕（苛）
拄 zhu 画为了支持身体用棍杖等顶住地

面：～着拐棍」走。

清 zhu （书〉水中间的峨陆地。

ζb已 占， zh心。医国把食物或其他东西

娟、（贡）放在有水的锅里烧：～饺子｜饭
还没～好i病人的碗筷每餐之后要～一下。＠
(Zhu）圈姓。

E煮豆燃其E zhudou-ranq i 相传魏文帝曹圣叫
他弟弟曹植作诗，限他在走完七步之前完成，

否则就要杀他。曹植立刻就作了一首诗z“煮

豆持作羹，漉鼓以为汁。王军在釜下燃，豆在釜
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见－于《世说
新语·文学》）。比喻兄弟间自相残害。

E煮鹤焚琴］ zh心he-fenqin 把鹤煮了吃，拿琴当

柴烧，比喻做煞风景的事。

属［ zhu （书〉＠连缀；连续z ～文｜
（属）前后扣。＠（意念）集中在一点：

～意｜～望。
〈古〉又同“嘱”。

另见 1214 页 shu 。

E属望】 zhuwang ＜书＞ rnJj] 期望；期待。也作瞩

望。
E属意］ zhuyi 画意向专注于（某人或某事物） : 
他兴趣转移后，不再～诗文。

U高垣有耳】 zhuyuan-v仙’位有人靠着墙偷

昕。

裆 zhu （书〉＠在衣服里铺丝绵。＠丝绵
衣服。＠口袋。
另见 197 页 Chuo

属i ~ （书〉砍耐。Uc剧、唱斤） z 

R属一圳嘱咐；嘱托z 叮～｜遗～｜医
明国（嘱） ~ 
E嘱咐】 zhu•fu ［量告诉对方记住应该怎样，不

应该怎样：再三～｜～孩子好好儿学习。
E嘱托E zhutu6 圈托（人办事衬托付z 妈妈出

国之前，～舅舅照应家事。
崖 zhu 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

做拂尘。

瞩 z 心注视z ～目 l～望 l高瞻远～。
（瞩）

E瞩目E zhumu （书〉国注目 2 举世～｜万众～o
E瞩望］ zhuwang O 同“属望”（ zhuwang ）。

＠〈书〉圈注视z 举目～。

飞

zhu （』且又）

J.庐” '·' 、 4 zhu （书〉伫立z ～侯｜
1~C*f丁、听） ～听风雨声。
E伫候E zhuhou （书〉圈站着等候，泛指等候＝
～佳音｜～光｜悔。

E伫立E zhuli （书〉圈长时间地站着．凝神～｜
～窗前。

hu 见下。

生（Li芋）中另见957 页 ni「ig 0 

E芒麻E zhuma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

立，叶子卵圆形或心脏形，花黄绿色。茎皮纤
维洁白有光泽，坚韧，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
＠这种植物的茎皮纤维。

芋 zhu （书〉同？’。
另见 1480 页 XLJ0

助 zhu 帮助；协助互～｜～人为乐｜爱莫能
～｜～我一臂之力。

E助残E zhucan 圈帮助残疾人：开展大规模～

活动。

E助产】 zhuchan 圈帮助产妇分娩。

E助产士E zhuchanshi 圈受过助产专业教育，
能独立接生和护理产妇的巾级医务人员。

E助词E zhuci 圈独立性最差、意义最不实在的

一种特殊的虚词，包括： a）结构助词，如“的、

地、得、所”； b）时态助词，如“了、着、过’气 c）语

气助词，如“呢、吗、吧、啊飞 d）比况助词，如“似
的、一样、〈一）般”等。

E助动词E zhudongci lBJ 动词的附类，表示可

能、应该、必须、愿望等意思，如“能、会、可以、可
能、该、应该、得Cd削、要、肯、敢、愿意”。助动
词通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我要糖”、

“他会英文”里的“要、会”是一般动词。
E助读E zhudu 圈帮助阅读；帮助学习 z 开展经

典著作的～辅导活动。

E助攻】 zhugong 富国＠以部分兵力在次要方

向上配合主力进攻（区别于“主攻勺。＠（球类
比赛中）协助进攻。

E助教】 zhujiao 圈高等学校教师的专业职称，

职别在讲师之下。参看 652 页I教授l 0 

E助策为虐E zhuj ie-weinue 见 1714 页 1助纣

为虐lo
E助老］ zhul凸0 ［到帮助、照顾老人2 社区内～

爱幼，蔚为风气。

E助理】 zhulT 0 圃属性词。协助主要负责人

办事的（多用于职位名称）·～人员｜～编辑 1～
研究员。＠圈指协助主要负责人办事的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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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部长～。
重重E E助理研究员l zhuli yanjiuyuan 科学研究机

构中研究人员的专业职称，职别在副研究员之
下。简称助研。参看 1507 页1研究员 l 0 

E助力E zhuli 0 画面帮助2 他对于促进双方的
协作～不少。＠圈帮助的力量z 别人的鼓励
是一种～，别人的批评也是一种～。

E助力车】 zhulich岳圈装有小型发动机的自行
车，因可以借助机械动力代替脚蹬骑行，所以

叫助力车。
E助跑］ zhup凸o I通体育运动中有些项目，如跳
高、跳远、投掷标枪，在跳、投等开始前先跑一
段，这种动作叫助跑。

E助燃E zhur白n ［§国一种物质帮助其他物质燃
烧叫作助燃，如氧就能助燃。

E助于E zhushou 画不独立承担任务，只协助
别人进行工作的人：得力～｜给专家配备～。

E助昕器】 zhutlngqi l毡辅助昕觉的一种器械，
利用声学原理，把声波集中起来送入耳内，或
者利用电学原理，把受话器或传声器所接收的
声波放大后送入耳内，使有听力障碍的人昕到

声音。
E助推E zhutul 画协助椎动；帮助推进：新政策
～了经济发展。

【助推器］ zhutulqi 圈＠当飞行器起飞或巳
行时，为核心发动机提供附加推力的动力装
置，一般用火箭发动机作为助推器。＠比喻

对事物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因素z 科技进步成

为经济发展的～。
E助威E zhu11w岳l 圃帮助增加声势g 呐喊～o

E助兴E zhu;;xing 画帮助增加兴致：您来段京
剧给大伙儿助助兴吧！

E助选E zhuxuan l司帮助候选人竞选z 到各处
拉票～o

E助学E zhuxu岳画帮助兴办教育或帮助学生
完成学业z 捐资～｜～贷款。

E助学金】 zhuxuejln ~ C政府、社会团体等）发

给学生的困难补助金。

E助研E zhuyan 圈助理研究员的简称。

E助养E zhuy凸『19 圈协助抚养或瞻养．～残疾

弃儿i～特困老人。
E助益］ zhuyi ［祖帮助；补益z 有所～。
E助战】 zhu;;zhan 画面。协助作战。＠助威。

E助长E zhuzh凸ng 画面帮助增长（多指坏的方

面） ：姑息迁就，势必～不良风气的蔓延。
E助阵E zhu11zhen E副助战，泛指到现场声援鼓
励z 一批球迷从家乡赶来为客队～。

E助纣为虐E zhuzhou-weinue 比喻帮助坏人

做坏事。也说助策为虐。（纣是商朝的最后一

个王，策是夏朝的最后一个王，相传都是暴

君。）

f主 zhu 0 闯居住；住宿：你～在f十
I ～了一夜。 81量停位3止f主：～手｜～嘴｜
雨～了 08 南做动词的补语。 a）表示牢固

或稳当：拿～｜捉～｜把～了方向盘 l牢牢记～
老师的教导。 b）表示停顿或静止：一句话把

他问～了｜当时他就愣～了。 c）跟“得”（或

“不”）连用，表示力量够得上（或够不上） ；胜任3

支持不～｜禁得～风吹雨打。 0 C Zhu ）圈
姓。

E住持】 zhuchi O 画主持一个佛寺或道观的
事务。＠圈主持一个佛寺或道观的僧尼或

道士。
E住处E zhuchu 圈住宿的地方；住所。

E住地E zhudi 圈居住的地方。

（｛主读E zhudu 画（学生）住在学校里上学：～

生！离学校远的学生可以～。
E住房E zhufang 圈供人居住的房屋。

【住房公秽企］ zhufang gongjijln 在我国，指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
个人共同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
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E住户】 zhuhu 固定居在某处的家庭或有单独

户口的人·院子里有三家～。

E住家】 zhujia 0 画家庭居住（在某处）：他在

郊区～。＠（～儿）圈住户 z 楼里不少～都要

求改善环境卫生。

E位居】 zhuju 圈居住z 少数民族～的地区。

（｛主口J zhu;;Iφu 圈停止说话z 不～地夸奖孩

子｜你胡说什么，快给我～！

（｛主子E zhu11sh6u E副停止子的动作；停止做某

件事：快～，这东西禁不起摆弄｜事情不做完他

不肯～。
E住宿E zhusu 画在外居住（多指过夜）：安排

～｜今天晚上到哪里～呢？

E住所】 zhusu凸~居住的处所（多指住户的）。

E住院E zhu11yuan 圈病人住进医院里接受治

疗。
E住宅】 zhuzhai 圄住房（多指规模较大的） : 
～区｜居民～。

E住址E zhuzhi IEJ 居住的地址（指城镇、乡村、

街道的名称和门牌号码）：家庭～。
E住嘴E zhu11zuT ［司＠住口：～！不许胡说八

道。＠停止吃东西·这孩子爱吃零食，从早到

晚不～。



1，.户， zhu （书〉指芒麻纤维织的布2 ～

F→（衍）衣。
于圳。圈箱。＠古代指梭。

E抒轴】 zhuzh6u ＜书〉圈抒和轴，旧式织布机
上管经纬线的两个部件，比喻文章的组织构

思。

／、←~ z u lil)j] 储存；积存z ～木场｜～草【、 C~r）五万斤 i缸里～满了水。
E贮备】 zhubei 圈储备：～粮食。
E贮藏E zhucang lil)j] 储藏。
U伫存E zhucun 圈储存。

守号－ 1 zhu 0 灌入：～射｜大雨如～。＠（精
i三E 神、力量）集中 z ～视｜～意｜～目｜贯～u
＠圈赌注z 下～｜孤～一掷。＠〈方〉画多用

于款项或交易：一～买卖｜十来～交易。
b导~2 、、 zhu 0 圈用文字来解释字
｛土了挂）句：批～｜～得很详细。＠啕
解释字句的文字z 附～｜脚～｜正文用大字，～
用小字。＠记载；登记：～册｜～销。

E注册E zhuJce 圈。向有关机关、团体或学
校登记备案：～商标｜新生报到～从 9 月 1 日
开始。＠指计算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以取得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认可。

E注定E zhuding 画（某种客观规律或所谓命

运）预先决定：命中～｜～灭亡。
E注脚】 zhuji凸o 圈注解②。

E注解】 zhuji昌＠画用文字来解释字句：～古

籍。＠圈解释字句的文字：凡是书中难懂的
字句，都有～。

E注目E zhumu 圈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上z 引人
～｜这个小县城当时成了全国～的地方。

E注目丰Ll zhumull ~军礼的一种，行礼时身
体直立，眼睛注视目标，如首长、来宾或国旗

等。
E注射E zhushe lil)j] 用注射器把液体药剂输送
到机体内。

E注射剂】 zhusheji 圈注射用的药物。也叫针

剂。

E注射器l zhusheq i 1=8）注射液体药剂的器具，
多用玻璃或塑料制成，一端装有针头。

E注视E zhushi 圈注意地看：他目不转睛地～
着窗外。

E注释E zhushi 0 ［司注解①。＠圈注解②。
E注疏E zhushu 圈注解和解释注解的文字合

称注疏2 《十三经～》。

E注7j(] zhu;;shuT 画把水注入其他物体中：严
禁给猪肉～0～论文｜～电视剧。

E注塑】 zhusu 画将熔化状态的塑料原料压注

伫抒贮注驻祝柱｜ zhu I 111s 

到模具内成型。

E注文】 zhuwen 圈注解的文字。

E注销E zhuxiao 画取消登记过的事项2 ～户

口 l这笔账已经～了。

E注意l zhu;;yi 画把心思、思想放到某一方面：
～力｜～安全｜提请～。

E注音E zhu;;yln 圃用符号、同音字等标明文

字的读音。
E注音符号E zhuyln fuhao 注音字母。

E注音字母］ zhuyln zim心在《汉语拼音方案》
公布以前用来标注汉字字音的音标，采用笔画

简单的汉字或汉字的某些部件，有的加以修
改。有二十四个声母，即兮欠门 ζ万为古予
给《亨兀厂叫〈广丁虫才产日？叮t ).. （其中
万兀广是拼写方言用的），十六个韵母，即

丫古古 it 穷飞么又与 17 尤 L 儿 l ；式 μ 。也叫

注音符号。

E注重E zhuzhong 圈重视：～调查研究。
E注资E zhu;; zl I量（为某个项目或某项事业）投

入数量较大的资金：公司～上千万元筹建污水

处理厂。

驻… 圳＠停留：～足。问（部
（胜）队或工作人员）住在履行职务的地

方以机关）设在某地：～京办事处！部队～在村
东的一个大院里。

E驻E毕E zhubi ＜书〉圈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
住。

【驻地E zhudi l置。部队或外勤工作人员所驻
的地方。＠地方行政机关的所在地。

E驻防l zhufang 圈军队在重要的地方驻扎防

守。

【驻军】 zhujun O 圈军队驻扎（在某地）：～云

南。＠圈（在某地）驻扎的军队＝云南～。
U主守l zhush6u 圈驻扎防守z ～边疆。
E驻屯E zhutun 圈驻扎。

口时Ll zhuzha 画（军队）在某地住下。

E驻足E zhuzu c司停止脚步·精美的工艺品吸
引了许多参观者～观看。

祝圳市代乐器刷，形状的形的斗。
另见 197 页 chu 。

柱圳＠柱子：梁～i 支～。＠像柱子的
东西2 水～｜花～｜脊～。 8 (Zhu）圈姓。

【柱石E zhushi 圈柱子和柱子下面的基石，比

喻起支撑作用的力量和担负重任的人：中国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

E柱头l zhut6u l望。柱子的顶部。＠〈方〉柱

子。＠雌恋的顶部，是接受花粉的地方。（图
见 555 页“花”）

【柱子E zhu· zi 圈建筑物中直立的起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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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用木、石、型钢、钢筋混凝土等制成。
（阁见 370 页“房子”）

,H士 zhu 0 ＜书〉灯芯2 灯～。＠〈书〉烧
九Le香）。＠圈用于点着的香：一～香。

今口 1 zhu 0 画画祝愿 g ～你健康｜～两国的友

’ vu 谊万古常青。 4!) (Zhu）画姓。

祝2 州〈书〉肖u ；断绝z ～发为僧（剃去头发
当和尚） 0

E祝词E zhuci 圈＠古代祭祀时祷告的话。＠

举行典礼或会议时表示良好愿望或庆贺的话：

新年～。 II 也作祝辞。
E祝辞E zhuci 同“祝词”。

E祝祷E zhud凸o 圈祝愿祷告s祷祝。

E祝福E zhufu 圈＠原指祈求上帝赐福，后来

指祝人平安和幸福2 ～你一路平安｜请接受我

诚恳的～。＠我国某些地区的旧俗，除夕祭
祀天地，祈求赐福。

E祝告l zhugao E到祝祷；祷告：焚香～｜～上

夭。

E祝贺E zhuhe 画庆贺z ～你们超额完成了计

划｜向会议表示热烈的～。

E祝捷E zhujie ~国庆祝或祝贺胜利 z ～大会。

E祝酒E zhu;;ji心画向人敬酒，表示祝愿、祝福

等z ～词 i～歌｜主人向宾客频频～。

E祝寿l zhushau 画在老年人过生日时向他祝
贺。

E祝颂】 zhusong 圈表示良好愿望：宴会中宾

主互相～。

E祝愿E zhuyuan 画表示良好愿望：衷心～1～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硅 zhu 石硅CSh叫础，在重庆今作
石柱。

痊圳见下。

E主夏E zhuxia 0 圈中医指夏季长期发热的
病，患者多为小儿，多由排汗功能发生障碍引
起。症状是持续发热，食欲不振，消瘦，口渴，

多尿，皮肤干热，天气越热体温越高等。＠画
患痊夏。＠〈方〉圈苦夏。

著 zhu 0 显著：中｜卓～ l彰明较～。＠
显出：～名｜颇～成效。＠圈写作：编～ l

～书立说。。著作z 名～｜译～。
另见 1661 页· zhe; 1730 页 zhu6o

E著称E zhucheng ~画因著名而被称道z 杭州

以西湖～于世。

E著录E zhulu 圈记载；i己录。

E著名E zhuming [ml 有名（用于值得褒扬的人

或事物）：李时珍是明代的～药物学家｜吐鲁番

的葡萄很～。
E著书立说E zhushu-lishuo 撰写著作，创立学
说，泛指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

E著述】 zhushu O 画著作①；编篡：专心～。

＠圈著作和编篡的成品：先生留下的～不
多。

E著者E zhuzh岳圈书或文章的作者。

E著作】 zhuzuo O 画画用文字表达意见、知识、

思想、感情等：从事～多年。＠圈著作的成

品：学术～｜经典～。

E著作权】 zhuzuoqu6n t8l 著作者按照法律规

定对自己的文字或口头作品等所享有的专有

权利。属知识产权范畴。其中的发表权、署名
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不能转让：复制、
发行、出租、表演、广播、展览、网络传播、摄制
等权利可以转让和继承。也叫版权。

E著作权法E zhuzuoquanf凸圈调整著作人因

创作作品而享有的某些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法
律规范。我国也叫版权法。

E著作人】 zhuzuoren t8l 编书或写文章的人；

著者。

蛙圳＠蛙虫盯（蛙虫）咬z ～蚀｜毛
料裤子让虫～了。

B主齿E zhuchT 圈踊（ q口）齿。

也主虫】 zhuch6ng 圈＠指咬树干、衣服、书籍、

谷粒等的小虫，如天牛、衣娥、衣鱼、米象。＠

比喻在内部起危害作用的人：贪污分子是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E姓蚀l zhushi 圈由于虫咬而受损伤z 这座房

屋的大部分梁柱已被白蚁～0～灵魂。
也主牙E zhuy6 圈踊c qu）齿。

铸中圳啤铸造＝～工｜～件｜这口钟
（铸）是铜～的。

E铸币】 zhubi 0 画铸造货币 2 ～厂。 8t81
金属铸成的货币。

E铸错】 zhucuo ＜书〉圈造成重大错误。

E铸工】 zhugong 圈。铸造器物的工作。通

称翻砂。＠做这种工作的技术工人。

E铸件E zhujian t8l 铸造的工件。

E铸剑为犁l zhujian-weili 把兵器销熔用来制

造农具，借指把战争转化为和平：交战国百姓

热切盼望停息战火，～，过上安宁的生活。

E铸就】 zhujiu 圈铸造成，多用于比喻：勤奋～

成功｜～了辉煌的业绩。

E铸铁E zhuti晶圈生铁的一类，供铸造器物用。

分为灰口铸铁（碳以石墨形式存在〉和自口铸

铁（碳以碳化物形式存在）。参看 1170 页【生

铁］。



E铸造】 zhuzao ［司把金属加热熔化后倒入砂

型或模子里，冷却后凝固成为铸件：～零件｜～

车间。
E铸字E zhu11 zi 圈铸造铅字。

筑1ι 削。血筑；修建： ~~1 
（集）～堤｜修～｜构～。＠〈书〉用来

穷士的中午 2 版～。

筑2 削 CI中山）古代弦乐器，像琴，有
十三根弦，用竹尺敲打。

筑3 Zhu 叩
称08 姓。

E筑巢引反L】 zhuch6o-yinfeng 比喻创造良好

环境以吸引外来人才或投资项目。
E筑室道谋】 zhushi daom6u 自己要选房子，

却在路上和过路人商量，比喻自己没有主见或
毫无计划，东问西问，结果人多言杂，不能成

事。

者 zhu <45> （鸟）向上U翔风～。

等 圳〈方〉圈筷子。
（祷筋）

「二：苟且：［主主i＞＝二：：二］

抓 zhua [;lj] 0 手指聚拢植物体固定在手
中 z 一把～住｜他～起，帽子就往外走。＠

人用指甲或带齿的东西或动物用爪在物体上
划过2 ～痒痒｜他手上被猫～破一块皮。＠捉

拿；捕捉：～土匪｜老鹰～走了一只小鸡。＠
把握；掌握：～住时机｜～要点。＠加强力量

做（某事）、管（某方面）：～工作｜他分工～农业｜

把经济～上去。＠吸引人注意：这个演员一
出场就～住了观众。

E抓包J zhua;;bao 〈口〉圈当场抓到做坏事的

人或察觉隐秘的事（多用于被动式） ：小偷在公
共汽车上行窃，被当场～。

E抓辫子E zhua bian·zi 揪辫子。
E抓瞟】 zhua;;biao 自动］采取加强饲养管理并注

意适当使用等措施，使牲畜肥壮：放青～。
E抓捕E zhuabu ［量捉拿；逮捕：～嫌犯。
E抓差】 zhua;; chai ［到＠旧时指官府强制分
派百姓服劳役。＠比喻临时让人做分外的事

情2 学生们被～做会务工作。

E抓碴JLl zhua;;ch6r ＜方〉［到故意挑别人的毛

病；找碴儿。
E抓耳挠腮~l zhua’岳r-naosai O 形容焦急而

又没办法的样子。＠形容欢喜而不能自持的

样子。

铸筑翁辛辛抓｜ zhu - zhua I 1717 I 

E抓H良】 zhua;;gen 圃戏曲中的丑角或相声演主主雪

员在表演时，即景生情地l临时编出本来没有的主壁三
台词来逗观众发笑。

E抓工夫】 zhua gong•fu 挤时间；抽空。

E抓获E zhuahuo B量逮住；捕获3 凶手已被～O

E抓警E zhua•ji 同“墅警”。

E抓紧】 zhua;; jin ［司紧紧地把握住，不放松z

～时间 l～学习｜生产一定要～。
E抓民IJLl zhua;; jiur 圈从预先做好记号的纸

卷或纸团中每人取一个，以决定谁该得什么东

西或谁该做什么事。也说拈阎儿。
E抓景是l zhua•jiu 同“璧霖”。

E抓举E zhuaj心画一种举重法，两子把枉铃从
地上举过头顶，一直到两臂伸直为止，不在胸
前停顿。

E抓空JL) zhua;; kongr 画抓工夫：过两天我～

去一趟。也访甜R空子。

E抓狂】 zhua;;kuang 圈因愤怒或沮丧懊恼无

处发泄而狂躁：孩子不听话时，真让人～。

E抓挠l zhua· nao (}j「〉＠画搔z ～几下就不

痒了。＠圈乱动东西，致使凌乱：好孩子，别

～东西！＠画打架z 他们俩又～起来了，你赶

快去劝劝吧！＠画忙乱地赶着做；弄z 一下

子来了这么多的人吃饭，炊事员怕～不过来吧！
＠圈挣；获得（钱）：庄稼人靠副业～俩活钱儿。

＠（～儿）IEJ 指可用的东西或可凭借依靠的

人：东西都让人借走了，自己反倒弄得没～了！

最好派个负责人来，咱好有个～。＠（～儿）IEJ

指对付事情的办法：事前要慎重考虑，免得发

生问题时没～。

E抓于自E zhuapai 画指拍摄时不是特意摆设场

景、安排人物姿态等，而是抓住时机把现场实
际发生的事情摄入镜头。

E抓破脸E zhuapo Ii凸n ＜口〉撕破脸。

E抓于】 zhuash凸u 圈＠能用手抓住便于用力

或使身体站稳的东西；扶手o ＠比喻进行某

项工作的入手处或着力点：宣传先进典型是推
动道德建设的有力～。＠〈方〉拉手。

E抓瞎E zhua;;xia 画事前没有准备而临时忙

乱着急2 早点儿做好准备，免得临时～。

E抓药E zhua;;yao 画＠中药店按照顾客的药

方取药，也指医院的药房为病人取中药。＠
拿着药方到中药店买药：抓一服c fu）药。

[.JmJ司】 zhua 11 zh6u C～儿）［到旧俗，婴儿周岁

时，父母摆上各种物品任其抓取，用来试探婴
儿将来的志向、爱好等。

E抓壮丁l zhua zhuangdlng 旧时官府抓青壮

年男子去当兵。



I 1718 I zhua - zhuδn I 抓挝挝墅爪拽转践拽专

E抓总JL】 zhuazongr 圈负责全面工作：这事儿
11¥～，我俩分管组织和宣传向

4乡↓ zhua O ＜书〉敲；打（鼓〉：～鼓。
但立（抱）＠同“抓”（多见于早期白话）。

另见 1377 页 woo

、斗· … ιιa zhua ＜书〉马鞭子。
班（槌、强）
髦 zhua 见下。

E窒警E zhua·ji 圈梳在头顶两旁的鬓：～夫妻

（结发夫妻）。也作抓罄。
E窒毅E zhua•jiu 圈窒害。也作抓霖。

" zhua （虫〉〈丫）

爪 zhua 义同“爪”（ zha叫，用于以下各
条。
另见 1655 页 zhao 。

[J/l..尖JL】 zhu凸jianr ~用作食物的猪蹄。

[J/l..JL] zhu凸r ＜口＞ raJ 0 爪子：老鼠～。＠某
些器物的脚2 三～锅。

[J/l..子E zhu凸• zi ＜口〉圈动物的有尖甲的脚：
鸡～｜猫～。

zhL.J_quJ!Q{翌］→J

拽1 zhuai ＜方〉时3抛z 拿砖川｜把
皮球～得老远。

拽2 zhuai ＜方〉圈胳膊有毛病，活动不灵
便。
另见 1531 页 y占； 1718 页 zhuai 0 

" zhu凸； （虫〉〈努）

转中叫1 圈转文z 他平时好～两
（膊）句｜说大白话就行，用不着～。
另见 1720 页 zhu凸n; 1722 页 zhuano

E转文E zhu凸i;;wen “转文”zhu凸n11 W前的又

音
跑叫〈方〉圈由于身体肥胖不灵活，走

路摇晃z 鸭子一～一～地走着。

zhuai （虫'j..'ljj)

拽c ：捍） ：~a~o画拉：生拉硬～｜一把～

另见 1531 页间； 1718 页 zhuai 0 

仁：主画面三豆豆二3

专宙＠＠阳山飞（事 ) zhuan O 集中在
号子、 百可J 一件事上的2 ～心｜

～题｜～业｜～款｜～科。 8~亘在学术、技能方
面有某种特长2 他知识面广，但不～。＠圃

光；只，专门．他～爱挑别人的毛病｜王大夫～

治皮肤病。＠独自掌握和占有2 ～制｜～权｜
～利。 8 CZhuan）圈姓。

“端”另见 325 页 duan 。

E专案E zhuan'an 圈专门处理的案件或重要

事件。
E专版E zhuanban 画报刊等集中刊登某一类

专题内容的版面。
E专才】 zhuanc6i ~专业技术人才；专门人才。

E专差E zhuanchai O 圈特地出去办某件公
事：他～去北京。＠圈特地出去办某件公事

的人。

E专长］ zhuanchang E旦专门的学问技能；特

长2 学有～ 1发挥各人的～。

E专场E zhuanchang 圈。剧场、影院等专为

某一部分人演出的一场：学生～。＠专门演

出一种类型的若干节目的一场＝相声～ l 曲艺
~ 。

E专车】 zhuanch岳圈＠在例行车次之外专为

某人或某事特别开行的火车或汽车。＠机关
单位或个人专用的汽车。

E专诚】 zhuancheng O 圃专一而真诚z 他对

爱情是那样～。＠圃特地（表示非顺便） :~ 
拜访。

E专程］ zhuancheng 画专为某事而到某地z

～看望｜～前去迎接客人。
E专电］ zhuandian 圈记者由外地用电话、电

报、电传发来的专为本报社报道新闻而用的稿
子（区别于通讯社供稿）。

E专断】 zhuanduan O 圈应该共同商量而不

商量，单独做出决定：～独行。＠圃行为不

民主：作风～｜担任领导职务后，他变得十分

~ 。
E专访］ zhuanfang O 圈只就某个问题或对

某个人进行采访z 接受记者～。·~这样采
访写成的文章z 报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模范事
迹的～。

E专攻E zhuangong 型专门研究（某一学科〉＝
他是～水利工程的。

E专柜E zhuangui 画商店中专门出售某一



种类或某一地区商品的柜台：床上用品～o
E专号E zhuanhao 画以某项内容为中心而编
成的一期报刊：妇女问题寸《红楼梦》研究～o

E专横I zhuanheng 圈任意妄为；专断强横：

～跋息。
E专机E zhuanji 哩。在班机之外专为某人或
某事特别飞行的飞机。＠某人专用的飞机。

E专集E zhuanji 圈。只收录某一作者作品的
集子。＠就某一文体或某→内容编成的集
子．论文～。

E专辑E zhuanji IBJ 专集②。
E专家J zhuanj ia IBl 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

的人；擅长某项技术的人。

[c专T;JJ zhuankan I望＠报刊以某项内容为中

心而编辑的一栏或一期。＠学术机构出版的
以某一个问题的研究结果为内容的单册著

作。
E专科】 zhuanke I到＠专门科目 z ～医生｜～
词典。＠指专科学校：～生｜～毕业。

E专科学校E zhuank岳阳臼iao 实施专业教育
的学校，修业年限一般为二至三年。如农业专
科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医学专科学校等。

E专款E zhuankuan 圈指定只能用于某项事务

的款项2 教育～｜～专用。
E专栏E zhuanl6n 圈。报刊t专门登载某类

稿件的部分。＠指具有专题内容的墙报、板

报等。
E专力E zhuanli 画集中力量（做某件事）：～于

创作。
E专利E zhuanli 圈法律保障创造发明者在一
定时期内由于创造发明而独自享有的利益，属

知识产权范畴z ～权卜，法｜～产品。
E专列E zhuanlie 圈＠专为某人或某事特别
增开的列年。＠某人专用的列车。

E专卖E zhuanmai ［到＠国家指定的专营机构
经营某些物品，其他部门非经专营机构许可，
不得生产和运销 z 烟草～公司。＠专门出售
某一种类或某一品牌商品 z ～店｜服装～o

E专美J zhuanm岳i ＜书〉画独自享受美名 z 青
年演员钻研表演艺术，不让上代艺人～于前。

E专门E zhuanmen O 画特地：我是～来看望
你的。＠冒冒属性词。专从事某一琐事的 z ～
人才｜他是～研究土壤学的。＠国表示动作
仅限于某个范围z 这次会议～讨论了资金问

题。

E专门家E zhuanmenjia 圈专家。

E专名E zhuanming 圈＠专有名词，指人名、
地名、机关团体名之类，如“鲁迅、淮河、北京大
学”。＠特指某些专有名词中反映个体属性

主 l zhuan I 丝丝」

的部分（区别于“通名勺，如“淮河”这个专有名三盖！
词中“准”是专名。 言矗三

E专名号J zhuanminghao 圈标点符号（一←〉，

用在横行文字的下边或竖行文字的左边，表示
人名、地名

E专IX】 Zhl』anqu 目旦！我国省、自治区曾经根据
需要设立的行政区域，包括若干县、市。 1975
年后改称地区。

Z专权J zhuanqu6n 圈独揽大权z ～误国。

E专人E zhuanren 圈＠专门负责某项工作的

人。＠临时派遣的专办某件事的人。

E专任E zhuanren 画专门担任某－职务z ～教
员｜书记一职可以兼任，也可以～。

E专擅E zhuanshan ＜书〉［到擅自做主，不向上
级请示或不昕上级指示。

E专史E zhuanshl 圈各种专门学科的历史，如
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等。

E专使】 zhuanshI IBl 专为某件事而派遣的使

节。
E专书E zhuanshu 圈＠就某－专题而编写的

书；专著。＠指某一部书2 ～词典｜～研究。
E专著】 zhuanshu 悟到专员公署的简称。

E专题写 zhuanti 函专门研究或讨论的题目 z

～报告｜～讨论l～调查。
E专文E zhuanwen 画专门就某个问题写的文

章z 这一事件的始末另有～披露。
E专席】 zhuanxi 圈专为某人或某类人设置的
席位z 来宾～l孕妇～。

E专线J zhuanxian 圈专用的线路z 客运～｜电

话～｜物流～o

E专项E zhuanxiang 圈特定的某个项目＝～

训练｜～检查。
E专心E zhuanxln 圈集中注意力：～一意｜学

习必须～。

E专心致志E zhuanxln-zhizhi 一心一意；集中
精神2 要创造条件让科学家～地做研究工作。

E专修J zhuanxiu 画集中学习某种课业g ～财

经管理。
E专修科J zhuanxiuk岳画大学中附设的实施

短期专业教育的班级z 俄语～O
E专业J zhuanye O 圈高等学校的→个系里
或中等专业学校里，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

的分工把学业分成的门类：～课｜中文系汉语
～。 GIEi 产业部门中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过
程而分成的各业务部分2 ～化｜～生产。－~
属性词。专门从事某种工作或职业的z ～户 l
～文艺工作者。。圃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g
他的解说很～。

E专业户J zhuanyehu 圈我国农村中专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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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农副业的家庭或个人：养鸡～。
E专业课E zhuany古k画画高等学校中，使学生
具有必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课程。

E专~J zhuanyT Ifill 专心一意；不分心2 心思

～）爱情～。
E专用E zhuany。ng 画专供某种需要或某个人

使用：专款～｜～电话。
E专员l zhuanyu6n 圈＠省、自治区所派的地

区负责人。＠担任某项专门职务的人员。

E专员公署E zhu6nyu6n g6ngsh心我国省、自
治区曾经根据需要设置的派出机构。简称专

署。

E专责E zhuanze 圈专门担负的某项责任：分
工明确，各有～。

E专政l zhuanzheng 圈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

敌对阶级实行的强力统治。一切国家都是一
定阶级的专政。

E专职E zhuanzhi [BJ 由专人担任的职务z ～工

会干部。

E专制E zhuanzhi 0 画（最高统治者）独自掌

握政权＝～政体｜～帝王 l君主～。＠圈凭自
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切。

E专注】 zhuanzhu E园专心注意z 心神～。

E专著E zhuanzhu 画就某方面加以研究论述
的专门著作。

E专座E zhuanzuo 圈专为某人或某一类人设

置的座位＝老年人～。
腊 zhuan ＜方〉鸟类的胃；./lt: ~～。

（膊）
砖 huan O 圈把

（碍、铃额、英搏）稀土等做成的坯
放在窑里烧制而成的建筑材料，多为长方形

或方形。＠形状像砖的东西z 茶～｜煤～｜冰
~ 。

E砖茶E zhuanch6 圈压紧后形状像砖的茶叶
块儿，如普1耳砖茶。也叫茶砖。

E砖雕E zhu6ndi6o 画在砖上雕刻形象、花纹

的艺术，也指用砖雕刻成的工艺品。

E砖坯l zhuanpT [BJ 没有经过烧制的砖的毛

坯。
E砖头E zhuant6u 画不完整的砖；碎砖。

E砖头E zhuan• tou ＜方〉圈砖。
E砖窑E zhuany6o 圈烧砖的窑。

椒… zhuan ＜书〉＠愚昧。＠同
（椒）“专”

E击责孙E ZhL』ansun 函姓。
E由贸顶E Zhuanxu 圈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

E椒央l Zhuanyu 圈春秋时的一个小国，在今

山东费县一带。

、，

zhuan （虫义与）

转斗 zhuan O rnID 改换方向、位置、形
（蹲）势、情况等s ～身｜～脸｜～换 J～移 l

好～｜向左～｜向后～｜～败为胜｜由阴～睛。＠

画把－方的物品、信件、意见等传到另一方＝
～达｜～交 i 这封信由我～给他好了。＠
c Zhuan）圈姓。
另见 1718 页 zhu凸j; 1722 页 zhuano

E转氨酶】 Zhl』凸n'anmei [BJ 生物体内能转移

氨基酸的氨基的酶，在氨基酸代谢中有重要作
用。

E转包E zhuiinbao 画承包人把自己承包的主

程等再转给他人承包。

E转变E zhuiinbian 画由一种情况变到另一种

情况：思想～｜～态度Q

E转播】 zhu凸nb6 ［到（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
别的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

E转产】 zh1」凸n;;ch凸n 国企业停止原来产品的

生产而生产别的产品。

E转车E zhu凸n;;ch岳［蜀中途换车z 从北京到宁

波去，可以在上海～｜他住在市郊，回家要转两
次车。

E转达】 zhuiind6 画把一方的话转告给另一

方：我对老人的心意请你代为～｜你放心走吧，
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他。

E转道E zhu凸ndao rnID 绕道经过z 从上海～武
汉进京。

E转调E zhu凸ndiao f1l国一个乐曲中，为了表达

不同内容的需要和丰富乐曲的表现力，从某调
过渡到另一个词。也叫变调或移调。

E转动】 zhu凸ndong 圈转身活动；身体或物体

的某部分自由活动z 伤好后，腰部～自如。
另见 1722 页 zhuδndong 。

E转发E zhuiinf画 画＠把有关单位的文件转给

下属单位。＠报刊上发表别的报刊上发表过

的文章。＠把接收到的从某个地点发射来的
无线电信号发射到别的地点。＠泛指把接受
到的信息通过网络、手机等发给别的地方或别
的人。

E转岗］ zhu凸n;;g凸ng 圈转换工作岗位s 一些

伐木工～为护林工了。

E转告】 zhu凸ngao 匾目受人嘱托把某人的话

况等告诉另一方＝他让我～你，他明天不能来
了。

E转关系E zhuiin guan • xi 党派或团体的成员
在调动时转移组织关系。



E转轨E zhuan;; gL』I i司。转入另一轨道（运

行）。＠比喻改变原来的体制等：工厂从单一
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

E转行E zhuan;; hang 圈。从一个行业转到另
一个行业；改行。＠写字、打字或排版等，从
一行转到下一行：抄稿时，标点符号尽量不要

~ 。

E转化l zhuanhua 圈。转变；改变。＠矛盾

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着
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变，向着对立方面所处的
地位转变。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

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等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互

相转化。
E转圈E zhuanhuan 匾。挽回z 事已至此，难

以～了。＠从中调停z 他们俩的矛盾由你出

面～比较好些。

E转换E zhuanhuan 阉改变；改换：～方向 1～

话题。

E转会】 zhuan巾ui 画指职业运动员从一个俱
乐部转入另一个俱乐部效力。

E转机】1 zhu凸njl ［包好转的可能（多指病症脱

离危险或事情能挽回）：事情还有～｜病入膏

育，已无～。

E转机T zhu凸n;;jl ［到中途换乘飞机。
E转基因］ zhu凸njiyln 0剥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
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
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
产生特定的具有优良遗传性状的物质。转基
因技术可用于培育新品种等方面。

E转嫁】 zhu凸nj ia [7j!J] 把自己应承受的负担、损

失、罪名等加在别人身＿t：不能把事故的责任
～于人。

E转交E zhuanjiao 画把一方的东西交给另一
方2 这个小包裹是她托我～给你的。

E转角E zhua叫I凸0 （～儿）［组街巷等的拐弯的
地方。

E转借】 zhuanjie ［础。把借来的东西再借给
别人。＠把自己的证件等借给别人使用2 借
书证不得～他人。

E转科】 zhuan;;k岳［涵。病人从医院的某一科

转到j另－科去看病。＠学生从某一科转到另
一科去学习。

E转口】 zhuankou 国商品经过－一个港口运到
另一个港口或通过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
～贸易。

E转脸E zhuan;; I ion rn!j] O 掉过脸。＠（～儿）

形容时间很短：他刚才还在这里，怎么～就不

见了？

E转换点E zhu凸nl iedian IBl 转折点。

巴二~u凸n I 1121 I 

E转录E zhuanlu I：却把磁带上已录好的录音、录

像录到空白磁带上。
E转卖l zhuanmai 画画把买进的东西再卖出去z

倒手～。

E转年］ Zhl』凸nnian O ( -11 ）自由］到了下一年。

＠圈某一一年的第二年（多用于过去）。 OIEJ

明年。
E转念E zhuannian 国再→想（多指改变主意） : 
他刚想开口，但一～，觉得还是暂时不说为好。

E转企E zhu凸nqT ［副（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机制 z

～改制。
E转让l zhuanrang 画把自己的东西或应享有

的权利让给别人．～房屋｜技术～。

E转身E zhu凸n;; sh岳n 画＠转过身。＠形容

时间很短z 刚说好了的，一～就不认账。
E转生E zhuansh岳ng ［矗佛教认为人或动物死

后，灵魂依照因果报应而投胎，成为另一个人

或动物，叫作转生。也说转世。
E转世E zhu凸nshi ［司＠转生。＠藏传佛教认
定活佛继承人的制度。始于 12 世纪。活佛圆

寂后，通过占札降神等宗教仪式，在当时出生
的若干婴儿中，选定个作为活佛的转世继承

人。
E转手E zhu凸n;;shou 画从方取得或买得东

西交给或卖给另一方＝～倒卖 1你就直接交给

他，何必要我转个手呢？
E转述E zhu凸nshu 0司］把别人的话说给另外的

人：我这是～老师的话，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E转瞬E zhuanshun lil!Jl 转眼。

E转送】 zhuansong 圈＠转交：这是刚收到的

急件，请你立即～给他。＠转赠：这本书是老
张送给他的，他又～给我了。

E转帖E zhuan;;ti邑［动］在网络上转发帖子：每
当看到一篇好文章，就忙着～。

E转托E zhu凸ntuo 圈把别人托给自己的事再
托给另外的人这件事我虽然没法儿帮忙，但可

以设法替你～一个人。

E转弯E zhuanwan C～儿＞O < -11 ＞圃拐弯JL:

～抹角！这儿离学校很近，一～儿就到了。＠
( －／／一）同］比喻改变认识或想法：他感到太突
然了，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圈拐角。

【转弯抹角］ Zhl』凸nwan-mojiao （～儿）＠沿着

弯弯曲曲的路走z 汽车～开进了村子。＠形
容路弯弯曲曲 z 这条路～的，可难走了。＠形

容说话、做事不直截了当 z 有什么意见就痛快
说，别这么～的。

【转弯子E zhuan wan·zi 转弯②。
另见 1723 页 zhua门 wan•zi 。

E转危为安E zhuanw岳1-wei ’。n （局势、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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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岳 等）从危急阜专为平安。
三三~［转文E Zhl』凸n;;wen 又 zhu凸 i;;w自『l ［到说话

时不用口语，而用文盲的字眼儿，以显示有学
问 z 说大白话就可以了，何必～呢！

E转向E zhu凸nxiang 画。转变方向：上午是
东风，下午～了，成了南风。＠比喻改变政治

立场。
另见 1723 页 zhuan;; xi ang 。

E转型E zhuanxing 画。社会经济结构、文化

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z 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z 这种

产品正酝酿～o

E转学E zhu凸n;;xue 圃学生从一个学校转到

另一个学校学习。
E转眼l zhu凸nyan 圆形容时间极短z 冬天过

去，～又是春天了。

E转业E zhu凸n;;ye I到由一种行业转到另一种
行业，f轩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带到地方工作。

E转移E zhu凸nyi 画＠改换位置，从→方移到

另一方z ～阵地｜～方向｜～目标｜～视线。＠

改变：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E转义】 zhuanyi l事由原义转化而成的意义。
E转译］ Zhl』凸nyi ［疆不直接根据某种语言的原

文翻译，而根据另）种语言的译文翻译，叫作

转译。

E转院E zhuan;;yuan 画病人从→个医院转到

另一个医院治疗。
E转运】1 zhu凸n;;yun 画运气好转。

E转运Y zhu凸nvun 圈把运来的东西再运到另

外的地方去：～站 1～物资。
E转载E zhuanz凸l 画报刊 t刊登别的报刊上

发表过的文章：几种报纸都～了《人民日报》的

社论。
E转载E zhu凸nzai 画过载②。

E转赠E zht』凸nzeng 画把收到的礼物赠送给别

人。
E转战E zhuanzhan 圃连续在不同地区作战

～千里｜～大江南北。
E转账E zhu凸n;;zhang ~面不收付现金，只在账

簿上记载收付关系：～支票。
E转折E zhu凸nzhe 擅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

改变原来的方向、形势等＝～点。＠指文章或
语意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方向。

E转折点】 zhuanzhedian 圈事物发展过程中
对改变原来方向起决定作用的事情；事物发展
过程中改变原来方向的时间。也说转换点。

E转诊E zhuanzhen ［画＠医院根据病情的需
要把本院病人转到别的医院诊疗z ～单｜～治
疗。＠转科①。

E转正E zhu凸n;; zheng ［到组织、中的非正式成
员成为正式成员．预备党员～｜临时工～。

E转制】 zhL的nzhi I现转换体制：后勤部门将在

年底前完成～O

E转注E zhu凸nzhu 画六书之一。人们对转注

的解释很分歧，比较可信的是清代戴震、段玉
裁的说法。他们认为转注就是互训，意义七相

同戎相近的字彼此开，相解释。如《说文》“老”

字的解释是“考也”，“考”字的解释是“老也”，以

“考”注“老”，以“老”注“考飞所以叫转注。

E转相］ zhu凸nzu E副把租来的东西再租给别人。

·、

zhuan （虫义与）

传中叫＠时记2 列～ l 别～｜
穹（事）外～1 自～ 1《三国志》上有诸葛亮的
～。＠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多用于小说名

称）：《水浒～机吕梁英雄～》。＠解释经文的
著作：经～｜《春秋公羊～》。
另见 200 页 chuano

E传记】 zhuanji ［苞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

名人～｜～文学。

盯专略E zhuanlue 圈比较简略的传记：《孙中
山～》0

3才t Zhu an 沌河，水名，在湖北。沌口
1-U CZhuank凸u），沌阳（ Zhuanyang），地名，

都在湖北武汉。
另见 333 页 d归。

转斗 zhuan 0 画旋转：轮子～得很
（膊）快。＠圈绕着某物移动； 1T转：

～圈子｜～来～去。＠〈方＞ l.i 绕一圈儿叫绕

一转。
另见 1718 页 zhu凸i; 1 720 页 zhuano

E转动E zhuandong 画＠物体以→点为中心

或以一直线为轴做圆周运动：水流可以使磨
～。＠使转动z ～舵轮。
另见 1720 页 zhu凸ndongo

E转筋E zhuan;;jln 函中医称肌肉（通常指小腿

部的脐肠肌）痊孪。
E转炉E zhuanlu 圈冶炼炉的一种，炉体架在→

个水平轴架上，冶炼时可以转动。用来炼钢，

也用来炼铜等。

E转门E zhuanmen 圈门扇能旋转的门，由几

扇门扇装在中间的一个转轴上构成。
E转磨E zhuan;;mo ＜方〉画绕着磨转，也指着
急时想不出办法宣转圈子。

Z转盘E zhuanpan 圈＠某些器械（如唱机）或
设备上能够旋转的困盘。＠指交叉路口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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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形岛。
E转圈E zhuan;; quan c～儿）画围绕某一点运

动：～看了大家－ ~R l 我转了二个圈儿也没找着
他。

E转日莲l zhuanrilian ＜方〉南！向日葵。

E转速】 zhuansu I到转动物体在单位时间内转
动的圈数。通常用每分钟或每秒钟转动的圈

数来表示。

E转台】 zhuantai l每＠中心部分能够旋转的
舞台。在这种舞台 t演出，能够缩短换景的时

间。＠餐桌上安放的小于桌面的国台，可以

转动，用来放菜盘等，使就餐方便。
E转梯E zhuantl I望台阶呈扇形，沿着主轴旋转

而上的楼梯。
E转弯子】 zhuan wan•zi 比喻说话不直截了当；

不直爽：他心眼儿多，说话爱～。
另见 1721 页 zhu凸门 Wδn• zi 。

E转向E zhuan;; x iang 画迷失方向2 晕头～。

在大是大非面前不～。
另见 1722 页 zhu凸nxiango

E转椅】 zhuanyi 圈＠一种坐着的部分能够转
动的椅子。＠儿童体育活动器械，在转盘上
安上若干椅子，儿童坐在椅子上，随着转盘旋

转。
E转悠】（转游） zhuan •you ＜口〉圈。转动：！El.

珠子直～。＠漫步；无目的地闲逛：星期天我

上街～了一下。
E转轴E zhuanzh6u I割＠能转动的轴。＠
（～JL)（方〉比喻主意或心眼儿。

E转子】 zhuanzi ['8］电机、涡轮机或泵等旋转式
机械的转动部分。

睽 u zhuan ＜书〉鸟婉转地叫：胁。
（嘲）

珠叫〈书〉玉器上隆起的雕刻花纹。

赚… 川＠画获得利润（跟‘赔”
（赚）相对）：～钱。＠（～JL) （口〉圈

利润：有～。＠〈方〉画挣（钱） : f故一天工，～

几十块。
另见 1752 页 zuan 。

E赚头E zhuan•tou ＜口〉圈利润：本小利微，
～不大。

偎 huan ＜书〉具备。

撰（旗、基、篡、警）
文l～稿。

zhuan 

写作：～

E撰述E zhuanshu O ＜书〉［葡撰写；著述：～
文章。 8~撰述的作品：～甚多。

E撰写E zhuanxi岳画写作．～碑文｜～论文。

E撰著E zhuanzhu ＜书〉圃写作z ～中国通史。

篆 zhuan 0 汉字形体的一种z ～文｜～书｜
～体｜大～｜小～｜真草隶～。＠写篆书z

～额（用篆字写在碑额上）。＠指印章。
E篆刻tll zhuanke 圈刻印章（因印章多用篆

书） 0 

E篆书E zhuanshu 圈汉字字体，秦朝整理字体

后规定的写法。

E篆字E zhuanzi 圈篆书。

馍（旗、鲁、鲁、警） ~~＞a~食2
酒～｜盛Csheng）～。

“篡”、“篡”、“篓”另见 1723 页“撰”； 1751

页 zuan “篡”。

仁：单－面豆E豆豆；；二1

妆（肤、性） :u：~!l~~~ ： ~I=1 
卸～。＠指嫁妆：～奋｜送～（运送嫁妆）。

E妆王tl zhuanglian ［组＠女子梳妆用的镜匣。
＠｛昔指嫁妆。

E妆饰E zhuangs~甘＠画打扮z 精心～。＠函

打扮出来的样子z ～俏丽。

庄1 斗川g 0 川L）圈村庄～
（菇） 户｜农～ l你是哪个～儿的？＠封

建社会里君主、贵族等所占有的成片土地z 皇

～｜～田｜～园。＠规模较大或做批发生意的

商店：钱～｜布～｜茶～｜饭～。。圈庄家：坐
～i是谁的～？ O CZhuang）圈姓。
庄2 千山。ng 庄重：～严｜端～｜亦～

（旺）亦谐。
【庄户】 zhuanghu IBJ 指农户：～人｜～人家。

E庄家E zhuangjia 强＠某些牌戏或赌博中每
一局的主持者。＠股票交易中坐庄的技资
者。

【庄稼】 zhuang· jia 圈地里长着的农作物（多

指粮食作物）。

【庄稼地l zhuang • j iadi ＜口〉圈田地；农田。
E庄稼汉J zhua『19· jiahan ＜口〉圆种庄稼的男

人。
【庄稼活JL) zhuang • j iahu6r ＜口〉圈农业生产

工作（多指回间劳动〉。
“篡”、“篡”、“善”另见 1723 页“馍”； 17s1 I 【庄稼人l zhuang•jiaren ＜口〉圈种庄稼的人；

页 zuan “篡”。 I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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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庄严E zhuongyan E回庄重而严肃·态度～｜
～地宣誓l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E庄园E zhuongyu伯国雪封建主占有和经营的
大片地产，包括－个或若干个村庄，基本上是
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以欧洲中世纪早期的
封建领主庄园最典型，我国封建时代皇室、贵
族、大地主、寺院等占有和经营的大田庄，也有
叫庄园的。

E庄重E zhuongzhong ［费（言语、举止）端庄稳
重；不随便；不轻浮z 态度～ l在严肃的场合你

要放～点儿。
E庄子E zhuong·zi ＜口＞ lE!I 村庄2 他是我们～
里的人。
桩山劝uong 0 IBI机和I :iff~ I 

（椿）打～｜拴马～。. l!ll 件（用于事
情、心愿等）．一～大事｜了却这～心愿。

E桩子E zhuong•zi 圈一端或全部埋在土中的

柱形物，多用于建筑或做分界的标志。
)ff: 1 .. • zhuong O 圈修饰；打扮3化

表（装）装： ~1$ ／～点｜他～老头儿。＠
服装g 新～｜冬～｜军～｜中山～。＠行装z 轻

～！整～待发。＠演员化装时穿戴涂抹的东
西z 卸～。＠画假装z ～模作样｜不懂就是不

懂，不要～懂。 0 CZhuong）圈姓。

装2 ... . zhuc 
（装）物内；把物品放在运输工具上g

～箱｜～车。＠画装配g安装r ～订｜～电灯｜

机器已经～好了。＠包装2 瓶～｜盒：～｜罐～o
E装扮l zhuongban 画＠打扮 2 节日的广场～

得分外美丽。＠化装z 他～成算命先生进城
侦察敌情。＠假装 2 巫婆～神仙欺骗人。

E装备E zhuongbei O 画配备（武器、军装、器
材、技术力量等），这些武器可以～一个营。＠
圈指配备的武器、军装、器材、技术力量等：现

代化～。
E装被E zhuongbi凸0 周禄精书画并装上轴于
等2 ～字画。

E装点E zhuongdian 圈装饰点缀z ～门面。
E装订E zhuongding 画把零散的书页或纸张

加工成本子：～成册i～车间。
E装疯卖傻l zhuongf岳ng-maisha 故意装作疯

癫痴呆的样子。

E装裹E zhuong • guo O 圈给死者穿衣服。＠
圈死者人殆时穿的衣服。

E装潢l＜装璜） zhuonghuang 0 圃装饰物品

使美观（原只指书画，今不限）：～门面｜墙上挂
着红木镜框～起来的名画。＠圃物品的装

饰z 这客厅里的～很讲究。
E装机E zhuongjl 圈安装或装配机器、设备等2

这个水电站～容量 8 600 千瓦。

E装甲l zhuongji凸 01归属性词。装有防弹钢

板的．～舰｜～汽车。＠圈装在车辆、船只、飞
机、调堡等上面的防弹钢板。

E装甲兵】 zhuongjiablng 圈。以坦克、自行
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为基本装备的兵种。＠这

一兵种的士兵。｜｜也叫坦克兵。
E装甲车E zhuongj iach岳罔作战用的装有防
弹钢板和武器的汽车或列车。也叫铁甲车。

E装甲舰E zhuongji凸jian tEil 19 世纪后半期出
现的→种火力和防护力很强的军舰。船壳是
钢质，火炮有炮塔防护，两舷、甲板都有防弹钢
板。也叫铁甲舰。

E装假E zhuong;; ji凸［却实际不是那样而装作

那样：这孩子很老实，不会～。
E装具】 zhuongju I祖军队、警察等作战、执勤时
随带的用具。

E装酷l zhuang;;ku 画扮酷。

E装殆E zhuonglian 画！给死者穿好衣裳，放到

棺材里。
E装聋作哑E zhuongl6吨，zuoy凸假装聋哑，形

容故意不理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E装门面】 zhuong men•mian 比喻为了表面好

看而加以粉饰点缀。
E装模作样E zhuongmu-zuoyang 故意做作，装

出某种样子给人看。

E装茵通 zhuangpei 圈把零件或部件配成整

体＝～工｜～车问｜发电机已经～好了。
E装腔作势】 zhuongq iong-zuδshi 故意做作，

装出某种情态g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不
要靠～来吓人。

E装傻充愣E zhuongst治＜hong Ieng 故意装作

又傻又愣的样子。

E装神弄鬼E zhuongshen-nonggul O 装扮成

鬼神（骗人）。＠比喻故弄玄虚．他～糊弄人。
E装饰l zhuangshi O 画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

加些附属的东西，使美观：～品｜～布（～图案 l

她向来朴素，不爱～。＠圈装饰品：建筑物上

的各种～都很精巧。

E装饰品】 zhuongshipin 圈专为增加美观的
物品。

E装束］ zhuangst、u 0 函打扮②－～朴素 l ～
入时。＠〈书〉南整理行装。

E装蒜E zhuang;; suan ＜口〉圈装糊涂；装腔作

势：你比谁都明白，别～啦？
E装相l zhuang;; xiang （～儿）［到装模作样。
E装卸l zhuangxie ［量＠装到运输工具上和
从运输工具上卸下：～货物。＠装配和拆卸z

他会～自行车。



E装修E zhuangxiu 圃对房屋进行装潢和修
饰，使美观、适用z ～门面｜内部～，暂停营业。

E装样了E zhuang yang·zi 装模作样。
E装运E zhuangyun 圈装载并运输z ～货物。

E装载】 zhuangzai ［：动用运输工具载（人或物）。

E装帧】 zhuangzh岳n IEl 指书画、书刊的装潢设
t十（书刊的装帧包括封面、版面、插图、装订形

式等设计）：～考究。
E装置E zhuangzhi O 圃安装：降温设备已经
～好了。＠圈机器、仪器或其他设备中，构造

较复杂并具有某种独立功用的部件：自动化
~ 。

" zhuang c 虫〉〈尤）

类 zhuang ＜方〉时而大：身高腰～｜这
棵树很～。
另见 1632 页 zang 。

、

zhuang （虫义尤）

、J...l_..1 .• . zhuang 。回强壮z 健～｜身
斗工（肚）体～I~~力～。＠雄性大E
～观 i～志｜理直气～。＠医国加强；使壮大2 以
～声势｜～～胆子。。画中医艾灸，一灼叫一
壮。 0 <Zhuang）圈姓。

、J._J....2 . , , Zhuang 壮族z ～锦。原作憧。
习工（肚）
E壮大】 zhuangda O 圈强大：力量日益～。

＠面使强大z ～队伍。

E壮胆E zhuang;;d凸n 画使胆大z 走夜路唱歌，
自己给自己～O

E壮丁E zhuangding 圈旧时指青壮年的男子
（多指达到当兵年龄的人）。

E壮工】 zhuanggong 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
没有专门技术的工人。

E壮观E zhuangguan O 圈雄伟的景象z 这大
自然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圃景象
雄伟z 用数不清的红旗装饰起来的长江大桥，

显得格外～。

E壮怀l zhuanghuai ＜书〉圈豪放的胸怀；壮
志z 仰天长啸，～激烈。

E壮健l zhuangjian ~健壮z 身体～。
E壮锦E zhuangjln 圈壮族妇女用手工编织的
锦，经线一般用白色棉纱，纬线用彩色丝绒。
花纹图案千姿百态，主要做中式上衣和各种装
饰品。

装类壮状 I zhuang - zhuang I 1725 I 

E壮举E zhuangj心圈伟大的举动：壮烈的行为：

史无前例的～。
E壮阔E zhuangkuo I!回＠雄壮而宽广2 波澜

～。＠宏伟；宏大2 规模～。

E壮丽l zhuangli flliJ 雄壮而美丽z 山河～o

E壮烈E zhuanglie E国勇敢有气节：～牺牲。
E壮美】 zhuangm岳I ［帽雄壮而美丽。

E壮年E zhuangnian 圈三四十岁的年纪。

E壮实E zhua『ig • shi 圈（身体）强壮结实：这小

伙子长得多～！
E壮士】 zhuangshi 圈豪壮丽勇敢的人。
E壮士断腕E zhuangshi-duanwan 《三国志·魏

书·陈泰传》g“蟆蛇辈辈子，壮士解其腕。”勇士的
手被毒蛇咬伤，立即自断手腕，以免毒性扩散。
比喻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为保存整体不惜牺
牲局部2 以～的决心，毅然关停一些产能过剩、
技术落后的企业。

E壮威E zhuangw岳 l 国壮大声势、气派。

E壮戏】 zhuangxi 画壮族戏曲剧种之一，流行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壮族聚居地区。由
壮族山歌、说唱发展而成。

E壮心E zhuangxin IEl 壮志2 ～不已。
E壮行E zhuangxing 画用举行仪式、宴饮等方

式为肩负重任而远行的人送行，以鼓舞其气

势z 摆酒～｜为出征将士～。

E壮阳l zhuangyang i到中医通常指用温补的
药物来强壮人体的阳气，也指增强男子的肾功
能

E壮志E Zhl』d『igzhi 圈伟大的志向＝雄心～｜～

凌云｜～未酬。
E壮族E Zhuangzu 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

在广西和云南，）东、贵州、湖南等地。
E壮族士戏l Zhuangzu tuxl 士戏②。

状 n ＠形状5样子＝～态｜奇
（肤）形怪～。＠情况：～况｜病～｜罪

～。＠陈述或描摹z ～语｜不可名～。。陈述
事件或记载事迹的文字：供～｜行～。＠指诉
状2 ～纸｜告～。＠褒奖、委任等文件：奖～｜
委任～。

E状况E zhuangkuang 圈情形：健康～良好。

E状态】 zhuangtai 圈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
态z 心理～｜液体～｜病人处于昏迷～。

E状态词E zhuangta ici 圈形容词的附类，表示
人或事物的状态，带有生动的描绘色彩，如“雪

白、滚烫、冰凉、臼花花、毛茸茸、笑呵呵、纷纷
扬扬、婆婆妈妈、黑咕隆咚”等。

E状语E zhuang仙画动词、形容词前边的表示

状态、程度、时间、处所等的修饰成分。形容
词、副词、时间词、处所词都可以做状语。例如



1726 I zhuang 一 zhuT I 状憧攘幢婚佳追

“你仔细看”的“仔细气状态），“天很热”的“很”

（程度），“我前天来的”的“前天”（时间），“仿在儿
坐”的“这儿”（处所）。状语有时候可以放在主
语前边，例如“昨天我没有出门”的“昨天”，“忽

然他对我笑了笑”的“忽然”。

E状元】 zhuang呐』an [BJ 0 科举时代的一种
称号。唐代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人，有时也泛
称新进士。宋代主要指第一名，有时也用于第
二、三名。元代以后限于称殿试一甲（第一等）
第一名。＠泛指考试取得第一名的人：文科
～｜理科～。＠比喻在本行业中成绩最好或成
就最高的人：养鸡～｜行行出～。

E状纸］ zhuangzhi lBJ 0 印有规定格式供写诉
状用的纸。＠诉状。

E状子E zhuang•zi ＜口〉圈诉状。

憧 Z叫我国少数民族壮族的壮字原作
值。
另见 1316 页 t6门90

撞 zhuang 圈。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
体猛然碰上z ～钟｜别让汽车～上｜两个人

～了个满怀。＠碰见：不想见他，偏～上他。

＠试探：～运气。＠莽撞地行动；闯：横冲直
~ 。

E撞车E zhuang;; ch岳圈＠车辆相撞z ～事
故。＠比喻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活动安排在

同一时间或地点而冲突，也指内容雷同而冲

突：两个会～了。
E撞击E zhuangjT 圈撞①2 波浪～岩石。
E撞见E zhuangjian 圈碰见。
E窒脸E zhuang;; lion l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容
貌十分相似z ～明星。

E窒墙E zhuang;;qiang 圈碰壁。
E童衫】 zhuang;; sh an @lj]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人在同一场合穿了相同或相近的衣服。

E撞锁］ zhuangsua O c -11一）画上门找人时，
人不在家，门锁着，叫作撞锁。＠画一种安在
门上的关门时一撞就可锁上的锁。也叫碰锁。

由窒针E zhuangzh岳n 圈枪炮里撞击子弹或炮
弹底火的机件。

幢叫ig III 房屋一座问。
另见 205 页 chu6ngo

番鱼是」』 zhuang 〈书〉憨直。
想（慧）另见430 页 9间。
E慧直E zhuangzhi ［翻憨厚而刚直z 为人～。

L一一革”丑剧卫二：二］
佳 zhuT 古书上指短尾巴的鸟

、白 zhuT 0 圈追赶：～杀｜～剿｜～兵 l 急起

λ.！：：：！直～。＠量自追究z ～问｜～赃｜一定要把

这事的根底～出来。＠圈追求：～名逐利！两
个小伙子都在～这位姑娘。。回溯：～念｜～

悼1～述。＠事后补办3 ～加 l～认。
E直奔逐~tl zhuTben-zhub品l 追击败逃的敌军。

也说追亡逐北。

E追本溯源】 zhuTben-suyuan 追究事物产生的
根源。也说追本穷源。

[i直逼】 zhuTbT 圈＠追赶进逼z 敌军不战而

逃，我军乘胜～。＠用强迫的方式追究或索
取z ～他说出实情i～债款。

E亘补】 zhuTbu 圈。追加z ～预算。＠事后
补偿z 不可～的遗憾。

E追捕E zhuTbu ~盈追赶捉拿g ～逃犯。
E追查］ zhuTcha 圈根据事故发生的经过进行

调查z ～责任｜～事故原因。
E皇偿】 zhuTchang 画。事后给予赔偿z 眼下

拿不出钱来，以后再设法～。＠追逼着使偿
还：向债务人～债款。

E皇悼］ zhuTdao 画沉痛地怀念（死者）：～会｜

～先烈。

£皇堵E zhuTd心画追赶堵截：～歹徒。
E追访E zhuTf凸ng &!I 跟踪访问。

E追H巴】 zhuTfei O < -11 ）画在农作物生长期
内施肥。＠圈在农作物生长期内施的肥。

E皇JXU zhuT;;f岳ng 圈追逐流行风尚 z 盲目～ l

～修建高尔夫球场。
U皇赶E zhuTg凸n 圃＠加快速度赶上前去打击

或捉住2 ～敌人｜～野兔。＠加快速度赶上
（前面的人或事物沁～部队｜～世界先进水平。

C自根l zhuTgen 画追究根源g ～究底｜～溯源 l

这孩子什么事都爱～。
E皇怀】 zhuThuai 画回忆；追念z ～往事。

rur悔E zhuThui 圈追溯以往，感到悔恨：事已
至此，～莫及。

E追击E zhuTjT 圃追赶着攻击2 乘胜～。

E追缉E zhuTjT ［司追捕缉拿（逃犯〉。

[iJi!记E zhuTji 0 睡在人死后给他记上（功

勋〕 2 为烈士～特等功。 8~量事后记录或记
载：会后，他～了发言的主要内容。＠圈事
后的记载（多用于文章标题）：世界杯足球赛
~ 。

E追加】 zhuTj ia @lj] 在原定的数额以外再增加．

～预算｜～基本建设投资。
E皇缴E zhuTj1也o 圈追查并勒令缴回（非法所
得的财物）：～赃款。

E追究］ zhuTj iu &!I 追问（根由）；追查（原因、责

任等） ：～缘由｜～责任｜不予～。



E皇念E zhuTnian 阉追想；缅怀：～先贤。
E追捧E zhu T peng [illJJ 追逐捧场：这名歌坛新星
受到不少青少年的～。

E追求】 zhuTqiu [i动！＠用积极的行动来争取达

到某种目的：～真理！～进步｜～名利。＠特
指向异性求爱。

E追认E zhuTren 圈＠事后认可某项法令、决

议等。＠批准某人生前提出的参加党、团组
织的要求或追授某种荣誉称号。

E自授E zhuTshou ~副对死去的人追加授予某

种称号。

E亘述E zhuTshu 圈述说过去的事情·王大爷
向孩子们～当年参军打仗的情景。

E追思E zhuTsT 圈迫想；回想：～往事。
E追诉E zhuTsu E直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
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挺起诉讼，追究刑
事责任。

E追溯E zhuTsu 画逆流而匕向江河发源处走，
比喻探索事物的由来：两国交往的历史可以～

到许多世纪以前。
E追随】 zhuTsL』 i ［司跟随z ～左右！～潮流。

E皇逃E zhuTtao l剥追捕逃犯。
E皇亡逐:ft】 zhuTwang-zhub岳i 追奔逐北。

E皇尾］ zhuT;;w岳l 画机动车在行驶中，后一辆
车的前部撞上前一辆车的尾部z 保持车距，严

防～。

E追问】 zhuTwen 南］迫根究底地问 z ～下落！他
既然不知道，就不必再～了。

rut想】 zhuTxi凸ng 阉追忆；回忆。

E皇星】 zhuTxTng I动］极度崇拜迷恋影星、歌星、

球星等2 ～族｜因热衷于～而影响了学习。
U直叙】 zhuTxu O 画面追述。＠圈一种叙述方
式，在叙述时先写出结果，然后再倒回头去叙

述经过。

E追寻E zhuTxun 画面跟踪寻找z ～走散的同伴。
～美好的人生。

E鱼’f乙.］ zhuTyi E量回↑乙：～往事，历历在目。
E皇赃】 zhuT;;zang 圈追缴赃款、赃物。

E追责］ zhuT;; ze ［司追究责任：依法～ i对事故

责任人必须～o

E皇赠】 zhuTzeng

称号等。

画在人死后授予某种官职、

C亘涨］ zhuTzhong ［司指投资者在股票、债券
等证券市场干－j'情I二涨时买人证券。

E追逐E zhuTzhu 画＠追赶2 ～野兽。＠追求：

～名利。
E追踪E zhuTzong 画按踪迹或线索追寻：边防

战士沿着脚印～潜入国境的入。

追雅椎锥坠缀 l zhuT zhui 巴些

驻（雕） zh 

椎 zhuT 椎骨z 脊～ i颈～ i胸～。
另见 208 页 chui o 

〈书〉毛色青白相杂的马。

E椎骨】 zhuTg心啕构成脊柱的短骨，中间有个

孔，叫椎孔，脊髓从中穿过。根据所处部位，依
次分为颈椎、胸椎、腰椎、假椎和尾椎。除第

一、二颈椎外，每两椎骨中间有一椎间盘。通
称脊椎骨。

E椎间盘E zhuTjianpan 画连接相邻两块椎骨

椎体的闺盘状软垫，中央是灰白色富有弹性的

胶状物，四周是坚韧的软骨环。有承受压力、
缓冲震荡并使脊柱能活动等作用。

锥 zhuT 0 锥子。＠形状像锥子的
（雏）东两：冰～｜圆～体。－~用锥

子或锥子形的工具钻z 纳鞋时先用锥子～个眼儿。
E锥处囊中E zhuTchunangzhang 锥子放在口

袋里，锥尖就会露出来，比喻有才智的人终能
显露头角，不会长久被埋没。

E锥度】 zhuTdu 圆圆锥形物体大、小两个截面

直径的差与两个截 l 间距离的比。也叫梢
(sao ）。

E锥子】 zhuT •zi ［司有尖头的用来钻孔的工具。

zhui （监〉式飞）

AA. … zhui O 画落z ～楼｜摇摇欲～ i
坠（堕）不慎从马上～下来。＠圃（沉重
的东西）往 F垂；垂在下面z 石榴把树枝～得弯
弯的｜他的心里像～上了千斤的石头。＠

（～儿）建l 垂在下面的东西：扇～儿｜耳～儿。

E坠地］ zhuidi ＜书〉［动1 指小孩子初生z 呱呱

( gOgO）～。

E坠胡】 zhuihu r司坠琴。

E坠毁E zhuihuT 圈（飞机等）落下来毁坏。

E坠落E zhuiluo 画落；掉：陨星～｜被击中的敌

机冒着黑烟，～在大海里。

E坠琴E zhuiqin 圈弦乐器，有鳞皮面和桐木板

面两种。前者琴筒像囚胡而较短，后者琴筒像

小三弦。原来是河南坠子的专用乐器，后来逐

渐用于其他曲艺、戏曲等。也叫坠子、坠胡、

二弦。

E坠子】＇ zhui•zi ＜口〉圈坠③，特指耳坠子。

E坠子Y zhui•zi 圈。坠琴。＠流行于河南的

料：曲艺，因主要伴奏乐器是坠琴而得名。通

称河南坠子。

L妥）（～－ zhui 0 画用针线等使连起来2
级（辍）～网！补～｜你的袖子破了，我给你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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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 zhunzhun E图形容恳切教导2 ～告诫｜

～嘱咐｜言者～，听者藐藐（说的人很诚恳，听的

人却不放在心上）。

衡 zhun ＜方〉圃纯粹；纯。

准1 巾

旧卡2 、ι zhun O 标准2 ～绳｜水～｜～
{1£ （翠）则 l 以此为～。＠圆依据；依

m~，～此办理。＠圃准确：瞄～｜钟走得不～｜
他投球很～。＠画一定z 我明天～去｜他不～
能来｜任务～能完成。＠前缀，表示程度上虽
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的：～将｜

～平原。 0 CZhun）圈姓。
E准保E zhunb凸o 画表示肯定或保证z ～没

错儿 i他～不会来。

E准备E zhunbei 圈＠预先安排或筹划z 精神
～｜～发言提纲｜～一个空箱子放书。＠打算：
春节我～回家。

E准点E zhundian c～儿〉圈准时z ～到达。
E准定E zhunding 画表示完全肯定；一定：吃

下这药～会好｜我～去，你就放心好了。
E准稿子】 zhung凸o•zi 圈准谱儿z 办事心里要

有个～才行。

E准话】 zh心nhua c～儿）圈确定的话z 什么时
候定好日子，我再给您个～。

E准将E zhunjiang ＠亘某些国家的军衔，将宫的
一级，在少将之下，校官之上。

E准考证】 zhunkaozheng 圈准许考生参加本

次考试的证件。
E准平原l zh心npingyuan

期剥蚀而形成的平原。

E准谱JLl zhunpur !Bl 准JL ：下一步怎么个搞
法儿，至今还没～。

E准确E zhunque ~国行动的结果完全符合实际
或预期 z ～性｜计算～｜～地击中目标。

E准JLl zhunr !Bl 确定的主意、方式、规律等（多
用在“有、没有”后面）·心里有～［他到底来不

来，还没有～。

E准入l zh心nru 圈＠政府或其授权机构准许
符合条件者进入某行业或领域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2 建立市场～制度。＠泛指准许进入。
E准绳E zh心nsheng 函j 测定平直的器具，比喻
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

E准时E zh心nshi 固不迟于也不早于规定的时

v 
（虫-xi,>

~准许z 批～ l不～迟到或早退。

zhun 

～上两针。＠〈书〉组合字句篇章：～辑 i～字
成文。＠装饰2 点～。

E缀合E zhuihe 圈连缀；组合z 作者把几件事
稍加铺张，～成篇。

E缀文E zhuiwen ＜书〉［画写文章；作文。
品虫 zhui ＜书〉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2 ～

I llU 栗 l～～不安。

E偏栗］ zhuili ＜书＞ l1lfil 恐惧战栗。
b\{r z ui 圈用绳子拴住人或东西从

致巨（槌）上往曰：～城而出｜从阳台上把
篮子～下来。

辍 z ui ＜书〉赶马杖上翩翩马
（镣）的铁针。

腿 zhui ＜书〉酬。

赘 4 zhui 0 多余的；无用的：累～ l
（黄）～肉！～苑 1～言。＠入赘山丁做

女婿：～婿｜招～。＠〈方〉画便受累赘z 孩

子多了真～人。

E赘瘤E zhuiliu 圈赘疵②。

E赘述］ zhuishu 圈多余地叙述z 不须～。

E赘婿E zhuixu ＜书〉圈入赘的女婿。
E赘言E zhuiyan ＜书〉＠圈说不必要的话；
赘述2 不再～。＠画不必要的话。

E赘疵】 zhuiy6u IBJ 0 疵。＠比喻多余而无
用的东西。

酿川〈书〉祭奠

三三

IBl 隆起的地面经长

二：面亟SL一－~］

屯巾见下。
另见 1334 页 tun 。

E屯遭E zhunzhan 同“边遭”。

边向见下

E迫遭】 zhunzhan ＜书） lll2l 0 形容迟迟不进z

～途次。＠形容困顿不得志：～坎坷。 II 也
作屯遭。

盹二。
盹2 巾

奄向
E奄岁E zhunxl ＜书〉圈墓穴。

谆（荐）泊。n 恳切z ～嘱。

〈书〉诚恳 z ～挚｜～～（诚恳的样

鸟类的胃 2 鸡～！鸭～。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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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出席｜列车～到达。

E准数J zhunshu （～儿）圈准确的数目＝早一

点儿给个～儿，以便发货。
E准头E zhun•tou （～儿）〈口〉［菊射击、说话等
的准确性：枪法挺有～｜说话没个～。

E准尉E zhunwei 圈某些国家的军衔，尉宫的
一级，在上士之上，少尉之 F。

E准信E zhunxin （～儿）圈准确可靠的消息z 你
哪天能来，赶快给我个～。

E准星】 zhunxlng 圈＠秤上的定盘屋。他心
Nit儿太活，说话没～。＠枪上瞄准装置的一部
分，在枪口上端。

E准许E zhunx心画同意人的要求：～通行。
E准予E zhuny心画公文用语，表示准许·成绩
合格，～毕业。

E准则E zhunze IEl 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
则：行动～｜国际关系～。

埠 zhun ＜书〉阔的中心。

革司「 ~ zh心n （书〉标准；准则。
罢手（得）

zhu6 c以Z了一丁

拙 zhu6 0 圃笨z 手～INK～｜勤能补～｜弄
巧成～｜～于言辞。＠谦辞，用于称自己

的（文章、见解等） ：～著｜～作｜～见。
E拙笨E zhuoben 晴笨拙：口齿～。
E拙笔E zhu6bl 圈谦辞，称自己的文字或书画。
E拙见E zhu6ji归国谦辞，称自己的见解。
E拙劣J zhuolie 圃笨拙而低劣z 文笔～！～的

表演。
E拙涩E zhuose 耳目拙劣晦涩＝译文～。

捉 zhu6 0 时： ~kil～襟见肘。阿
使人或动物落入自己的手中2 捕～！活～｜

～拿｜～贼！猫～老鼠。
E捉刀E zhuodao ＜书〉圈曹操叫崔谈Cyan)

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
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
回答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
英雄也。”（见于《世说新语·容止》）后来把代别

人做文章叫捉刀。
E捉对E zhuodui （～儿）画一个对一个；两两成
对：～厮杀。

E捉奸l zhuo;; jian IN] 捉拿正在通奸的人。
E捉襟见肘】 zhuojln们anzhou 拉一下衣襟就
露出胳膊肘儿，形容衣服破烂，也比喻顾此失
彼，应付不过来。

E捉迷藏E zhu6micang O 儿童游戏，躲藏起来
让人寻找。＠儿童游戏，一人蒙住眼睛，摸索

着去捉在他身边来回躲腔的人。＠比喻言

语、行为故意迷离恍惚，使人难以捉摸：你直截
了当地说吧，不要跟我～了。

E捉摸E zhu6m6 画猜i9!tl ；预料（多用于否定

式） ：难以～｜～不定。 i豆童，反复思索的意思
应该用“琢磨”（ zu6• mo）。

E捉拿E zhuona 画捉（犯人）：～凶手｜～逃犯。

E捉弄E zhu6nong 画对人开玩笑，使为难2 你
别～人，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桌 zhu6 0 （～儿）圆桌子：
（＠＠楝）书～！餐～｜八仙～｜～椅板

凳。 49 L«l 用于成桌摆放的饭菜或围着桌子坐

的客人：一～菜｜三～客人。 8 (Zhu的画姓。

E桌布E zhuobu 圈铺在桌面上做装饰和保护
用的布或类似布的东西。

E桌餐E zhuocan f8] 一种按餐桌提供成套饭菜
的集体用餐方式（区别于“自助餐勺。

E美灯】 zhuodeng 圈台灯。
E桌面E zhu6mian 圈＠桌子上用来放东西的
平面。＠进入计算机的视窗操作系统平台时，
显示器上显示的背景叫作桌面。桌面上可以设

置代表不同文件或功能的图标，以方便使用。
E桌面上E zhuomian·shang f8J 指互相应酬或
公开商量的场合z ～的话（听起来既有理由而
又不失身份的话）｜有什么问题最好摆到～来

谈。
E桌球l zhu。qiu 圈＠港澳地区指台球。＠
日本指乒乓球。

E桌椅板凳】 zhu6 yl bandeng 泛指一般的家

具。

E桌子E zhu6•zi I画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

在上面放东西或f故事情z 一张～。
悼 zhu6 ＜书〉显著式。

税 zhu6 啪梁上的短柱。

、，~ Zhu6 l啄州（ Zhuδzhou ），添鹿（ Zhuδ－

1~、｜ω ，地名，都在河北。

Jh!f zhu6 （书〉明显；明白。
／萨卡另见 153 页 chao 。

错… zhu6 （方〉画（用铺）刨地或刨
（躇）茬儿z ～玉米｜～高粱。

,, 
zhu6 ＜虫〉〈古）

沟 zhu6 （书〉榆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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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zhu6 O 画火烧；火烫·烧～｜烈日～人｜
／、啡皮肤被～伤了。＠明亮。

U甘见l zhu6jian 圈透彻的见解：真知～。
E灼热l zhu6re 晴状态词。像火烧着、烫着那

样热·～的炼钢炉。
U甘灼】 zhu6zhu6 〈书〉［园形容明亮z 目光～。

苗 zhu6 （草木牒，也指植物旺盛生长
～壮。

E苗实l zhu6• shi （方） [fill 壮实。

E茵长】 zhu6zhang 圃（植物、动物）苗壮地生
长z 两岸花草丛生，竹林～。

E苗壮l zhu6zhuang 晴（动植物、年轻人、孩

子〉强壮；健壮z 牛羊～｜小麦长得十分～ i 一代
新人～成长。

卓 zhu6 ~高而直：～立＠高明： ~ J,\I" 
@<Zhu凸）圈姓。

E卓尔不群】 zhu6 ’岳r buqun 优秀卓越，超出

常人。
E卓见】 zhu6jian 圈高明的见解。

E卓绝E zhu6jue 圃程度达到极点，超过一切z
英勇～l坚苦～O

E卓牵l zhu61L』6 （书〉圈超绝：英才～。也作
卓砾。

E卓踩E zhu61u6 同“卓萃”。

E卓然E zhu6r6n ~卓越：成绩～。

E卓识J zhu6shi 圈卓越的见识：远见～。

E卓异E zhu6yi !H21 高出于一般；与众不同：政
绩～。

E卓有成效］ zhu6y凸u-chengx iao 成绩、效果

显著。
E卓越E zhu的ue u回非常优秀，超出一般：成

就～｜～的贡献｜～的科学家。

E卓著E zhu6zhu ［羽突出地好z 成效～｜战功

～｜信誉～。

泵 zhu6 ＜书〉连缀。

研（晰、嘶、靳） zhu6 （书〉砍g

削。
E研轮老子】 zhu61un-I凸osh创《庄子·天道》z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研轮”（研轮：砍木头做车

轮）。后来称对某种事情富有经验的人为“研

轮老子”。

[ii斤丧E zhu6sang ＜书〉画伤害，特指因沉溺
酒色以致伤害身体0

,).-h 、… zhu6 0 浑浊（跟“清”相对） :~ 
i~（溺）流｜污～。＠（声音）低沉粗重：～
声～气。＠混乱：～世。

[7虫世E zhu6shi 圈＠〈书〉黑暗或混乱的时
代。＠佛教指尘世。

E浊音E zhu6yln ［苞发音时声带振动的音。参
看 251 页i带音l 0 

酌 zhu6 削他叫）：对～！自斟自
～。＠〈书〉酒饭z 菲～｜便～。＠斟酌；

考虑：～办｜～定（～情 i～予答复 l～加修改。
E酌办】 zhu6ban 画酌情办理。

E酌定】 zhu6ding 画斟酌情况做出决定 z 请领

导～o

E酌量】 zhu6• liang 画制酌；估量z ～补助｜～

调拨｜你～着办吧。
E酌情E zhu6qing 圈斟酌情况：～处理。

心口 zhu6 （方〉画淋；使湿：让雨～了 1 一满
1户ι 雨，桌子上的书全～湿了。

~乏主 、一 zhu6 （书〉毁谤2 谣～。
砾（蒜）
著1 zhu6 同“者”（ zhu6)o

著2 zhu6 时2”（ zhu6)o
另见 1661 页 •zhe;1716 页 zhu 。

草 zhu6 圈化学上指环庚三烯叫环短）
的正离子。

啄 zhu6 圈鸟类用嘴取食物z ～食｜鸡～
米。

E啄木鸟】 zhu6muniao 白雪鸟，脚短，趾端有锐
利的爪，善于攀缘树木，嘴尖而直，能啄开树
皮，用细长而尖端有钩的舌头捕食树洞里的
虫，尾羽粗硬，啄木时支撑身体。是益鸟。

着1 zhu6 0 穿（衣）， %＂ ~I 吃～不尽。＠
接触；挨上z 附～ i～陆 i不～边际。＠使

接触别的事物；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z ～笔｜～
眼｜～手 i～色｜～墨（不～痕迹。。着落z 寻找
无～。

着2 zhu6 O 画派遣z ～人前来领取。＠
公文用语，表示命令的口气s ～即施行。
另见 1654 页 zhao; 1654 页 zh6o;

1661 页. zheo 
E着笔E zhu6bi 圈用笔汗宅。

E着力E zhu61i I通使力气；用力；致力 z 无从～！

这部小说～描绘了农村的新面貌。
E着陆】 zhu611 lu ［剥（飞机等）从空中到达陆地2
安全～。

E着落~］ zhu61u6 O 圈下落z 遗失的行李已经

有了～了。＠圈可以依靠或指望的来源z 这

笔经费还没有～。＠擅自事情归某人负责办

理z 这件事情就～在你身上了。。圈安放（多
见于早期臼话）：～停当。

E着墨E zhu6m6 0却指用文字来描述或用笔墨

绘画：剧中这个人物～不多，却令人感到真实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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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着色） zhu6庐 se 圈涂上颜色。 I [t崔升E zhu6sh岳ng ＜书〉画提升。

E着实】 zhu6shi 画＠实在；确实．这孩子～讨 I ［攫用】 zhu6yong ＜书〉［动l 提升任用z ～贤能。

人喜欢。＠（言语、动作）分最重g力量大z ～｜挽阴 zhu6 ＜书〉洗z ～足。

批评了他一顿。 I 1'13三

E着手E zhu6sh凸u 画开始做；动手z ～编制计 l E灌灌） zhu6zhu6 （书〉圆形容山上光秃秃

划｜提高生产要从改进技术～。 | 的，没有树木：童山～（童·秃）。
E着手成春】 zhu6sh6u-chengchun 妙手回春 ｜丘四 zhu6 铺子：手～｜玉～。

E着想E zhu6xi问画（为某人或某事的利益；！词（锡、现）
考虑2 他是为你～才劝你少喝酒的｜我们应该 l E铺子E zhu6•zi [BJ 戴在手腕或脚腕上的环形

为增加生产～。 | 装饰品＝金～。
E着眼E zhu6y凸『l ［到（从某方面）＇，＼见察；考虑、 z ～
点｜大处～，小处着手｜积极培养年轻选手，～于
将来的世界大赛。

E着眼点E zhu6yandian I'组对事物着重考虑或
处理的方面z 把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作为增进相
互 τ倦的～。

E着意E zhu6yi 0 圈在意g留心： t也听了这话，
也不～。＠圈用心地（做某事）：～经营｜～刻
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E着重） zhu6zhong 圈把重点放在某方面；强

调＝～说明｜～指出 1工作的～点｜中学教育应
该～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E着重号－） zhu6zhonghao 圈标点符号（．），
用在横行文字的下边或竖行文字的右边，表示
要求读者特别注意的字、词、句。

E着装】 zhu6zhuang 0 阉指穿戴衣帽等·～
完毕。 fj [BJ 衣着：整理～｜检查每个战士的

~ 。

琢 zhu6 画酬玉石翩翩：精雕细～｜
玉不～，不成器｜菊翠～成的小壶。
另见 1755 页 zu6 。

E琢磨E zhu6m6 画＠雕刻和打磨（玉石）。＠

加工使精美（指文章等）。
另见 1755 页 zu6•moo

栋 zhu6 古代割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

蝉 zhu6 ＜书〉明亮的样子

~平 Zhu6 圈姓。
II~响

莺（焉）
缴（缴）

zhu6 

zhu6 
鸟用。

见 1620 页［辈革莺l 0 

〈书〉系在箭t的丝绳，射

另见 657 页 l iao" 
摧 zhu6 ＜书〉＠拔z ～发难数＠提拔：

～拔｜～升。
[t霍发难数】 zhu6fa-n6nshu 形容罪恶多得像

头发那样，数也数不清。

L二二ili~二二3

仔 zT 见下。
另见 1628 页 z凸 i; 1734 页 zT"

盯于肩E zTjian ＜书〉圈责任；负担。

时 zT 回多形容小动物的叫声：老鼠～～
A- 地叫。

另见 1677 页 zhT 。

E吱声E zT;;sh岳ng （方〉［司作声：问他几遍，他

都没～。

孜 zT 见下。

E孜然J zTran [BJ 安息茵香（一种一年生或二年
生草本植物，原产中亚地区）的种子，有特殊香
气，可用来做烧烤羊肉等的调料。 C维］

E孜孜】（擎擎） zTzT U回勤勉z ～以求｜～不倦！～

不息地工作。

E孜孜吃吃E zTzTkuku ＜书〉睛形容勤勉不懈怠

的样子。

此 zT 同‘四”。
另见 212 页 cT。

咨 zT 0 跟别人商量： ~iii] 0 fj 献。

E咨文E zTwen IBl 0 旧时指用于平行机关的
公文。＠指某些国家（如美国）元首向国会提

出的关于国事情况的报告：国情～。

E咨询E zTxun 圈询问；征求意见z ～机关（备咨
询的机关）｜有关的法律问题可向律师事务所

~ 。

E咨政】 zTzheng 画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献策！政协要发挥～建言的作用。

姿 zT 0 容也～容｜～色。＠姿势：～态！
舞～。

E姿容E zTr6ng [8］容貌：～秀美。

E姿色】 zTs岳圈（女子）美好的容貌。

E姿势】（姿式） zTshi 圈身体呈现的样子＝～端

正｜立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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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姿态E zTtai 圈＠姿势；样JL：～优美。＠态

度；气度z 做出让步的～｜以普通劳动者的～出

现。

兹斗 zT ＜书〉＠团指示代词。这
（~兹）个：～事体大（这是件大事情）｜念

～在～（念念不忘这件事）。＠现在z 于～已有
三载｜～订于 9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本校礼堂举

行开学典礼。＠年z 今～｜来～。
另见 213 页 ci"

I且2 .~ zT ＜书〉汁算2 所费不～。
页（货）‘‘货，，另见 1732 页“资
资（资 0＂＇货 zT 0 钱财；费用z 投

、养）～！工～ I JI! ～｜合～。
＠资助P助＝～敌。＠生活、生产中必需的东

西z 物～｜～源。＠提供＝可～借鉴｜以～参

考。＠材料：谈～。＠资质z 天～。＠资格z
～历｜论～排辈。 8 (ZT）圈姓。

“货”另见 1732 页“货”。

E资本E zTb岳n 圈。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

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资本家通过资
本来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经营工商

业的本钱。＠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g 政治～。
E资本家】 zTb岳njia IEJ 占有资本，剥削工人的
剩余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的人。

E资本主义E zTb岳n zhuyi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社
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资本家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成为垄断资本主
义，即帝国主义。

E资不抵债E zT bu di zhai 全部资产抵偿不了

债务。

E资材E zTcai 圈物资和器材＝调剂～。

E资财E zTcai ~资金和物资；财物z 清点～。

E资产l zTchan 匾。财产。＠企业资金。＠
资产负债表所列的一方，表示资金的运用情
况。参看 1732 页【资产负债表］＂

E资产负债表E zTchan fuzhaib的o 会计定期核

算时以货币形式总括地反映企业的资金运用
及其来源的报表。表中采用资产和负债两方
的平衡式，资产方表示资金的运用，负债方表
示资金的来源。从表上可以分析企业的财务
情况和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

E资产阶级l zichan ji甜占有生产资料，剥削
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阶级。

E资产阶级革命E zTch凸n j i剑i geming 由资产
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资产

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国家政权由封建地主
阶级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建立资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
E资方E zTfang IBJ 指私营工商业中占有资本的
一方z ～代理人。

E资费］ zTfei 圈费用（现多指电信、邮政等方面

的） ：调整电话～。
E资格E zTge 圈。从事某种活动所应具备的

条件、身份等z 审查～｜取消～。＠由从事某
种工作或活动的时间长短所形成的身份2 老
～｜他在我们车间里是～最老的了。

E资格赛］ zTgesai ~体育运动等竞赛中，挑选
成绩优秀者，使获得下一场比赛资格的比赛：
奥运～｜网球～。

E资金E zTjTn 圈＠国家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物资或货币。＠指经营工商业的本钱。

E资力E zTll 圈。财力 z ～雄厚。＠天资和能
力：～有限。

E资历E zTli ~资格和经历：～浅。
E资料J zTliao 圈＠生产、生活中必需的东西z

生产～｜生活～。＠用作参考或依据的材料：
收集～｜参考～｜统计～｜谈笑的～。

E资问 zTsh岳n ~昭属性词。资历深或资格老

的z ～专家。
E资望J zTwang 圈资历和名望。

E资信】 zTxin f萄资产和信誉。资金充足且诚
实守信，就是资f散了。

E资iRl zixun 圈信息。
E资源E zTyuan 圈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来
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地下～！水力
～｜旅游～！人力～｜信息～。

E资政E zizheng O 画帮助治理国家政务g ～
育人。＠圈旧时总统府官职名，由总统选聘，
供随时咨询。现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还设有这
种官职。

E资质E zizhi 圈。人的素质；智力 2 ～高。＠
泛指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所具备的条件、资
格、能力等＝管理～｜设计～｜～等级。

E资助E zTzhu 圈用财物帮助z ～困难户。

茵 zi 0 古代指初耕的田地。＠〈书〉除
草。
〈古〉又同“灾” ZOI"

淄 ZT 酬，水名，在山东o

W伽 zT 同“咨”①。
3街（言咨）
绵川 zi ＜书〉黑色z ～衣。

（箱）
部 zT 用于地名 2 夏家～水（在山东）。

韬一口代的一种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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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稻重E zTzhong IE] 行军时由运输部队携带的｜丘击｛ ,.,,,, zT 画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四分矗王
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 呻由（简）之→。 主
磁川“吱”（zT）。

峨 zi 见 1叫酬。

粱 zT 古代阳时物。
另见 212 页 CT 0 

擎 zT 繁殖：～生｜～乳。

E擎手Ll zTr心〈书〉圈。（哺乳动物）繁殖。＠

泛指派生。
E擎生】 zTsheng 同“滋生”①。

E擎擎】 zTzT 见 1731 页I孜孜t

滋1 zT ＠滋生＝～蔓！～事。＠增添5力日多
～益。

滋2 zT （方〉画喷射＝往外～水i 电线～火。

［~兹补E zTbu 圈供给身体需要的养分才F养z
～品 i鹿茸是～身体的中药。

E滋蔓l ziman ＜书〉圃生长蔓延2 湖中水藻

~ 。
[i兹扰l zTr凸o i到制造事端进行骚扰z 聚众～｜

～百姓。
E滋润l zTrun 0 回含水分多；；不干燥z 雨后初
睛，空气～｜皮肤～。＠匾国增添水分，使不干

枯：附近的湖水～着牧场的青草。＠〈方〉圃
舒服z 小日子过得挺～。

E滋生l zTsheng rnill 0 繁殖z 及时清除污水、粪
便，防止蚊蝇～。也作擎生。＠引起＝～事端。

E滋事】 zTshi ［~惹事s制造纠纷z 副酒～。

E滋味l zTwei c～儿）圈。味道2 菜的～不错。
＠比喻某种感受g 挨饿的～不好受｜听了这
话，心里真不是～。

E滋芽E zT;;y6 （～儿）〈方〉画发芽。
E滋养E zTyiing 0 属国供给养分；补养＝～品！～
身体。 81El 养分；养料：吸收～｜丰富的～o

E滋阴E zTyTn 擅自中医指用滋补的方法治疗精

血或津液亏损的症状：～补肾。
E滋长】 zTzh凸ng ［；司生长；产生（多用于抽象事
物） ：有了成绩，要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

町、b … zT 见下。

走在（毯）
E越起l zTju ＜书〉固。行走困难。＠想前进
又不敢前进的样子z ～不前。

蒲 zT 二十八宿之一。
另见 1752 页 zur。

誓 zT 0 （书〉同“贤”。 8 CZT）酬。
另见 1735 页 zr。

E销妹E zTzhu ＜书＞ IE] 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

事z ～必较。
E销妹必较E zTzhu-bijiao 对很少的钱或很小

的事都要计较，原形容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
苟，现多形容过于吝啬或气量小。也说销妹必
争、销妹必计。

毗 zT 口〉画 Jfi(;f）：～着牙｜～牙
（毗）啊。

E搅牙咧嘴E zTy6-li岳zur 0 形容凶狠的样子。
＠形容疼痛难忍的样子。

镣（鳞） zT 见下。
E钱镇E zTjT （书〉圆大锄。也作钱基。
蔬 zT 〈书〉口小酬。

鬓 zT 嘴上边的胡子z ～须！短～

ft.低 zT IE] 鱼，身体长，前部圆，后部侧
费由（靠窗）扁，头短而扁，吻宽而短，眼大，鳞
片圆形，没有侧线。生活在浅海或河口咸水和
淡水交汇的地方。是常见的食用鱼。

、，

Zi ( l1) 

子1 zi 0 古代指儿女，现在专指肝＝父～l
～女 i独生～。＠指人：男～｜女～。＠

古代特指有学问的男人，是男人的美称2 夫～｜

孔～i诸～百家。＠古代指你z 以～之矛，攻～

之盾。＠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的第

三类＝～部 l～书。＠（～儿）［望种子z 瓜～儿｜

结～儿了。＠圈卵＝鱼～｜鸡～儿。＠幼小的5

小的3嫩的z ～城i～姜。＠派生的、附属的z
～公司。＠（～儿）圈小而坚硬的块状物或粒

状物＝棋～儿｜枪～儿｜算盘～儿｜石头～儿。＠

（～儿）圈铜子儿；铜圆 z 大～儿（旧时当二十文

的铜圆）｜小～儿（旧时当十文的铜圆） j 一个～儿

也不值（一钱不值）。＠（～儿）国用于能用手
指掐住的一束细长的东西z 一～儿线｜一～儿挂
面。 Ql CZD圈姓。

子2 zi 封建五等耻的第四等z ～爵。

子3 zi IE]峨的第一位。参扫1 页忏
支］o

子 •zi O 名词后缀。 a）加在名词性词素后z
帽～｜旗～｜桌～｜命根～。 b）加在形容词或

动词由司素后2 胖～｜矮～｜乱～｜垫～｜撑～。



口？±」
＠某些量词后缀：这档～事｜一下～认不出来｜

来了一伙～人。

E子部l zibu 圈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部
类。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叫丙部。参看
1240 页I四部］ o

E子城l zicheng 圈指大城所附的小城，如瓮

城。
E子丑寅卵E zi-chou-yin-m凸o 地支的前四位，

借指事情的道理或详情2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

个～来。
E子畜E zichu 同“仔畜”。

E子代E zidai ［雹见 1057 页【亲代］ o

E子弹E zidan 圈枪弹的通称。
E子堤E zidl 圈子捻。

E子弟E zidi [BJ 0 弟弟、儿子、侄子等，泛指子
侄辈：职工～。＠指年轻的后辈：～兵 l工农
~ 。

E子弟兵】 zidiblng fEl 原指由本乡本土的子弟

组成的军队，现在是对人民军队的亲热称呼。
E子法E zi伯圈。根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

…般称仿照别国法律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E子房E zifang ［组雌草草下面膨大的部分，里面
有胚珠。子房发育成果实，胚珠发育成种子。

（图见 SSS 页“花”）

E子公司l zigongsl E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被

另一公司控股的公司。
E子宫E zigong 闺女子和雌性哺乳动物的生

殖器官，形状像囊。在膀脱和直肠中间，有口
通阴道，子宫底部两侧与输卵管相通。卵子受
精后，在子宫内发育成胎儿。

E子宫颈E zigongjTng 圈指子宫下部较狭窄的

部分，上接子宫体，下连子宫外口。简称宫颈。
E子规E zigul IBJ 杜鹊（鸟名）。

E子鸡E zijl 同“仔鸡”。

E子姜E zijiong 画嫩的姜。
E子金E zijln 固和l息（对“母金”而言）。

E子口E zi•kou ［写瓶、罐、箱、匣等器物上跟盖儿

相密合的部分。
E子粒E zili 同“籽粒”。

E子棉E zimian 同“籽棉”。

E子母弹E zimudan 圈榴霞弹。

E子母扣JLl zimukδur 圈纽扣的一种，用金属

制成，一凸一凹的两个合成一对。也叫按扣儿。
E子母钟】 zim心zhong IBl 大型企业、商场、车站

等处用的成组的计时钟。其中控制、带动其他
钟运转的精确的钟叫母钟，受母钟控制的钟叫
子钟。

E子目l zTmu 组细目 z 丛书～索寻l l表册上共

有六个大项目，每个项目底下又分列若干～。

E子囊】 zTnang 函某些真菌体内产生抱子的细
胞。

[f-J;在E zinian 函洪水上涨接近堤顶时，为了

防止洪水漫溢决口，在堤顶上临时加筑的小

堤。也叫子堤O
E子女l zinu 圈儿子和女儿。

E子时】 zlshi l雹旧式计时法指夜里十－点钟

到一点钟的时间。
E子实E zishi 问“籽实”。
E子兽】 zlshou 同“仔兽”。

E子书】 zishu ['81 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的一类

书，如《老子》、《墨子以苟子》、《韩非子》等书。
E子嗣E zisi ＜书〉画指儿子（就传宗接代问

E子孙E zisun IBJ 儿子和孙子，泛指后代：～万

代｜不肖～｜炎黄～。

E子午线l ziwuxian E富经线②。参看 61 页

1本初子午线1 。
E子息E zixl （书〉匾。子嗣。＠利息。
E子细l zixi 见 1734 页［仔细］ o

E子弦l zixi6n 函较细的丝弦，做三弦、琵琶、
南胡的外弦用。

E子虚l zixu ＜书） IBl 汉代司马相如有《子虚

赋》，假托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 wu，古同
“元”）是公三人互相问答。后世因此用“子

虚”、“子虚乌有”指虚构的或不真实的事情：事
属～。

E子虚乌有】 zixu-wuyou 见 1734 页【子虚L

E子婿】 zixu ＜书〉函女婿。

E子口i·】 ziye [=8] 种子植物胚的组成部分之一，

是种子萌发时的营养器官。单子叶植物的胚
只有－枚子叶，双子叶植物的胚有一对子叶，
裸子植物的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叶。

E子夜】 ziye IBl 半夜。

E子音E ziyln 圈辅音。

E子鱼E ziyu 同“仔鱼”。

E子侄】 zizhi （书〉圈儿子和侄子辈的统称。
E子猪E zizhu 同“仔猪”。

仔 zi 幼小的（多指牲畜捕等）＝～猪｜～
J 鸡。

另见 1628 页 zai;1731 页 zT 。

E仔畜】 zichu l重幼小的牲畜。也作子畜。
E仔鸡E zijl 圈刚孵化出来的小鸡。也作子鸡。

[f子密l zimi 画纺织品、针织品等纱与纱之间、

线与线之间距离近，空隙小z 这双袜子织得很
~ 。

E仔兽E zishou 圈初生的幼兽。也作子兽。

E仔细】（子细） zixi [Jm 0 细心：他做事很～！～

领会文件的精神。＠小心；当心2 路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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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儿。＠〈方〉俭省2 日子过得～。 | 而硬的兔毛做成，比羊毫硬。 主主
[f于鱼E ziyu IEl 刚孵化出来的小鱼。也作子 I ［蜘J车E zihech岳圈中药上指人的干燥的胎王军

鱼。也叫稚鱼。 | 盘。
［｛于猪E zTzhu 固初生的小猪。也作子猪。 I E紫红l zih6ng [I附深红中略带紫的颜色。

姊. . z i 姐姐：～妹。 ｜陈旧川仙一种淡赫色的棉花：～
（轴） | 布。＠圈淡插色：～裤子。

即妹E zimei IBJ 姐妹。～篇｜～城。 I ［紫禁城E Zijlncheng 圈北京旧内城中央的宫
籽 zT ＜书〉培士。 I 城，糊糊代的皇宫。现为故宫博物院。

I ［紫Jfij) zTjlng 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近圆

屁 zT 酬口CZTh你凸叫名，在湖南。 | 形，表面有光泽，花紫红色，哪扁平。供观
另见 213 页 er 0 I 赏，木材和树皮可入药。

i同::l zi ＜书〉＠同噜，，C zT 
口 | 子长圆形或倒披针形，花紫红色’也有淡红、淡

好 zi 见下。 | 制白色的，有香气，果实细长。供观赏。＠
| 这种植物的花。

E好妨J zTfang ＜方〉圆满虫。
梯 zi 0 圈古代指一万亿＠姊归

C ZTguT) ，地名，在湖北。

子 zi 卜阉某些植物的种子＝棉～川
～儿｜花～儿｜～棉。

E籽粒E zili ［祖籽实。也作子粒。
E籽棉E zTmi6n I每］摘下来以后还没有去掉种

子的棉花。也作子棉。
E籽实E zishi 函稻、麦、谷子、高粱等农作物穗
上的种子p大豆、小豆、绿豆等豆类作物豆英内

的豆粒。也作子实。也叫籽粒。

第 zT ＜书〉竹箴编的席：床～

梓 zT 0 圈梓树，落叶乔木，叶子卵形，有的
稍有浅裂，花淡黄色。木材可以做器具，

根皮、树皮和果实可入药。＠刻板①z 付～。

8 CZDI萄姓。
E梓里】 zTIT ＜书）~指故乡。参看 1127 页I桑
梓］ o

.tl也 zT 见下。
口口
E出航E zTyu ＜书〉圃懒惰。
JI;匕 zi 0 I陌红和蓝合成的颜色＝～红｜青～｜
习之玫瑰～。 8 CZD 圈姓。

E紫菜E zicai 圈藻类，生在海岸边，藻体像薄
膜，紫红色，扁平，可以吃。种类很多，通常所
说的紫菜指甘紫菜。

E紫癫J zidian ~病，多由血小板减少或药物
过敏等引起。症状是皮肤、翁膜等内部出血，
皮肤上出现紫色斑痕。

E紫绍E zTdiao 函貌的一种，外形像黄勋，耳朵

略呈三角形，毛棕褐色。能爬树，吃野兔、野鼠
或鸟类，有时也吃野菜、野果和鱼等。

E紫毫l zTh6o 圈一种毛笔，笔锋用深紫色的细

E紫砂E zisha 函句种陶土，产于江苏宜兴。质

地细腻，含铁量高，烧制后呈赤褐、紫黑等色。

多用来烧制茶具等。

E紫檀E zit6n I道。常绿乔木，羽状复叶，小叶
卵形，花黄色，结英果。木材坚硬，红棕色，木
纹美观，可用来做贵重的家具或乐器等。原产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这种植物的
木材。

E紫耀E zTt6ng 倒黑而红的颜色（多形容脸

色）＝～脸。
E紫藤】 zit自ng 圈落叶藤本植物，缠绕茎，羽状

复叶，小叶长椭圆形，花多为紫色，英果长大而
硬，表面有茸毛。供观赏。通称藤萝。

E紫铜E zit6ng 圈纯铜，紫红色，所含杂质不超

过。. 5% ，是电和热的良导体。耐腐蚀性
好，用来制造电线、冷藏器的零件等。

E紫外线E zTwaixian l8] 波长比可见光短的电

磁波，在光谱上位于紫色光的外侧。可使磷光
和荧光物质发光，能透过空气，不易穿过玻璃，
有杀菌能力，对眼睛有伤害作用。用于治疗皮

肤病、矿工的保健以及消毒等。
E紫苑E ziw6n 圈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

子椭圆状披针形，因盘状头状花序，边缘的小

花呈舌状，蓝紫色，中央的小花两性，呈管状，
黄色，瘦果有毛。根和根状茎可入药。

E紫葳J zTw岳i 圈凌霄花。

E紫薇】 zTw岳i 圈。落叶小乔木，茎皮光滑，叶

子卵形或椭圆形，花紫红色或白色，萌果球形。
供观赏。＠这种植物的花。 II 也叫满堂红。

E紫药水E ziyaoshui 圈龙胆紫溶液的通称。

曹 zT ＜书〉说人坏话：～议｜～毁。
另见 1733 页 zT 。

E普议E zTyi ＜书〉画评论人的短处·无可～。
浮 zT 0 沉淀的杂质：渣～｜泥～。＠污浊g

垢～｜～浊。



王三

1736 ZI 自

ZI (?) 

自 1 z) 0 自己 z ～动｜～卫｜～爱｜～力更生｜
～言～语 l～娱～乐｜～告奋勇 1～顾不暇｜

不～量力。＠画自然s当然：～不待言 l公道
～在人心｜两人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说。＠

CZI> 圈姓。

自 2 z）圆从；由 z ～小！～此l～古i～远而近｜
～北京出发 1 选～《人民日报》｜来～各国

的朋友。
E自爱l z) 'ai 画爱情自己（多指名誉）：不知～。
E自傲】 z)'ao 圈自以为有本领而骄傲2 居功

E自拔E z)ba 画主动地从痛苦或罪恶中解脱出

来：越陷越i泵，无法～。
E自臼l zlbai 画自己说明自己的意思；自我表

白：～书！无以～。
E自暴臼弃】 z)bao ziqi 

进（暴z糟蹋）。

自己甘心落后，不求上

E自卑】 z)b岳I E园轻视自己，认为不如别人z ～
感｜不自满，也不～。

E自闭E zib）圈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交
流：性格～｜～症。

E自闭症E z)b)zheng IEJ 一种人际交往障碍性
疾病，因神经系统失调而引起，主要症状是对

外界事物不感兴趣，沟通能力很差，重复某些
刻板的行为等。也叫孤独症。

E自变量l z)bianliang 画见 512 页【函数lo
E自便l zibian ［量随自己的方便；按自己的意

思行动＝听其～｜您～吧，别陪着了。
E自不量为E z)buliangli 见 114 页［不自量力1。

E自裁l zicai ＜书〉画自杀；自尽。
E自残l zican 画自己残害自己；自相残害：～

肢体 l骨肉～o
E自惭形秽E z)can-xinghui 原指因自己容貌举

止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后来泛指自愧不如别
人。

E自沉】 zichen ＜书〉！动i 投水自尽。

E自称］ zicheng O 国自己称呼自己 z 项羽～

西楚霸王。 81EJ 对自己的称呼z “老夫”是老
年男子的～。＠画自己声称：他～是某报社

的记者。
E自成一家E zicheng听Jia 在某种学问上或技

艺上有独创的见解或独特的做法，能自成体
系。

E自乘E zicheng 圈二个数自身和自身相乘，
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数相乘，如求

34 (3X3 × 3X3）的运算就是自乘。

E自持E zichi 圈控制自己的欲望或情绪z 清廉

～｜激动得不能～o
E自筹E z i ch6u lll!ll 个人或单位靠自身的力量筹

集（资金等） ：～经费。
E自出机抒】 zichu引zhu 比喻诗文的构思和布

局别出心裁，独创新意。参看 600 页［机抒lo
E自吹自擂E z)chul-zilei 自己吹喇叭，自己打
鼓，比喻自我吹嘘Q

E自从E z)c6ng 圆表示时间的起点（指过去） : 

～春节以后，我还没有见到他｜我～参加了体育
锻炼，身体强健多了。

Z自打】 z)d凸〈方〉圃自从（某时以后） ：儿子～

离家以后，没有回来过。

E自大E z)da 固自以为了不起＝自高～｜骄傲

E自千导】 z)de

安 i莉～o

冒雪自己感到得意或舒适：扬扬～｜

E自得其乐】 z)de qile 自己从其中得到乐趣：

退休后，每日练字学画，倒也～。

E自动】 zidong O 画Il 自己主动＝～参加｜～帮
忙。＠画不凭借人为的力量z ～燃烧｜水～

地往下流。＠回属性词。不用人力而用机械

装置直接操作的～化｜～控制｜～装置。

E自动步枪l zidong buqiang 能够连续发射的

步枪。有的既可连发射击，也可单发射击。
E臼动挡】 z)dongd凸ng ['8] 汽车自动变速器的

俗称。采用这种变速器的汽车操作简便、运行
平稳。

E自动扶梯E zidong futl 电梯的一类，是链式
输送机的特种形式，斜向或水平运行，两侧有

扶手。通称滚梯。
E自动柜员机l z)dong gu)yuanjl 自助式银行

业务办理设备，由磁卡识别、控制和机电点钞

等部分组成。银行卡的持有人可在元人值守
的情况F自己进行简单的存款、取款、转账或
查询等操作。

E自动化l zidδnghua D动i 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

情况下，机器设备或生产管理过程通过自动检
测、｛言息处理
作或完成某种过程。

E自动控制l zidong kongzh）通过自动化装置
控制机器，使按照预定的程序工作。

E自动炮E z)dongpao 圈能连续发射的火炮。

E自动铅笔】 zldong qianbl 铅笔的一种，形状

跟自来水笔相似，可以随意调节，使笔铅露出

或缩进。
E自动取款机E zidδng qukuanjl 臼动柜员机的
→种。



E自动线E zidongxian 圈由一套能自动连续

进行生产的设备所组成的生产线。
E自发E zifa [11] 属性词。由自己产生，不受外

力影响的；不自觉的 z ～性｜～势力｜这个科研
小组是他们几个人～地组织起来的。

E自肥l zifei 圃经手财物时用不正当的手段从

中取利＝中饱～。
【自费】 zifei 刷自己负担费用·～生｜～留学｜
～旅行｜按规定有些药品要～。

E自焚】 zifen 画自己烧死自己。玩火～。
E自分】 zifen ＜书〉画自己估量自己 z ～不足
以当重任。

E自封】 zifeng 画自己给自己加头衔；自命（含
贬义） ：～为专家。

E自奉E zifeng ＜书〉圃自己生活享用：～甚
俭。

E自负］1 zifu 固自己负责：～盈亏 l文责～。
E自负T zifu [11] 自以为了不起．这个人很～。

E自感】 zigan 画自感应的简称。

E自感应】 ziganying rniJJ 电路中由于电流的变
化而自身产生感应电动势。简称自感。

E自高自大】 zigao-zida 臼以为了不起，看不起

别人。
E自告奋勇】 zigao-fenyong 主动地要求承担

某项艰难的工作。

E自个JL］（自各JL) zig岳r ＜方〉［佣人称代词。自
己。

E自供】 zigang 画自己招供：～状｜～不讳。
E自古】 zig心圆从古以来；从来．这个群岛～就
是中国的领土。

E自顾不暇】 zigu-buxia 照顾自己都来不及

（哪里还能顾到别人）。
E自豪l zih白o 归因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的
集体或个人具有优良品质或取得伟大成就而

感到光荣：～感｜以此～。
E自己E ziji 困人称代词。＠复指前头的名词
或代词（多强调不由于外力）：～动手，丰衣足

食｜鞋我～去买吧｜瓶子不会～倒下来，准是有
人碰了它｜这种新型客机是我国～制造的。＠
指说话者本人这方面（用在名词前面，表示关

系密切）目～人｜～弟兄。
E自己人E zijiren ［组指彼此关系密切的人；自
己方面的人2 老大爷，咱们都是～，别客气｜老
刘是～，你有什么话，当他面说不碍事。

E自给E ziji 画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需
要z ～自足｜粮食～有余。

E自家l zijia ＜方〉四人称代词。自己。
E自驾】 zijia 画自己驾驶机动车z ～游｜～旅

行。

自 ZI 1737 

E自驾游l zijiay6u 圃自己驾驶机动车出游。

E自荐l zijian 圈自己推荐自己：～材料。

E自交E zijiao 圈＠雌雄同体的生物同一个体
上的雌雄交配，如植物的白花授粉和雌雄异花

的同株授粉。＠指动物的近亲交配。

E自矜E zijin 〈书〉画l 自夸3 居功～ 1 以草书～。

E自尽l zijin 圈自杀。

E自经E zijing （书〉喃自缆。
E自到E zijing （书〉圆白剔。
E自警E zijing ［动］自我警惕，自我警醒：～是拒
腐防变的屏障。

E自净作用E zijing-zuoyang 大气、士壤或水体

等受到污染后能够自然净化的作用，通过物
理、化学、生物等自然作用而使污染物总量减

少，浓度降低，逐渐恢复到未污染的状态。

E自咎E zijiu （书〉画自己责备自己·悔恨～o

E自疚E zijiu ［回对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不安：
深感～。

E自救E zijiu rniJJ 自己解救自己：生产～。
E自居E ziju 画自以为具有某种身份（多用于

贬义） ：～名士｜以功臣～。

E自决E zijue rniJJ 0 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民族
～权。＠〈书〉自杀。

E自觉E zijue O 闻1 自己感觉到：肺结核的初

期，病症不很显著，病人常常不～。＠固自己

有所认识而觉悟：～自愿｜～地遵守纪律。
E臼觉臼愿E zijue ziyuan 自己认识到应该如
此而心甘情愿（去做）。

E自绝E zij咄咄做了坏事而不愿悔改，因此自
行断绝跟对方之间的关系（多指自杀）：～于人

民。
E臼控E zikong 画＠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激

动得难以～。＠自动控制。
E自夸E zikua 画l 自己夸耀自己。
E自部以下l zikuaiyixia 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

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

见，从邻国以下他就没有评论（见于《左传·襄

公二十九年》）。借指从某个人或事物以下就
不值得一谈。

E自况】 zikuang ＜书〉［可拿别的人或事物来比

自己·以包公～｜借莲花～。
E自愧不如】 zikui-buru 自感不如别人而内心

惭愧。也说臼愧弗如。
E自愧弗如】 zikui-furu 自愧不如。

E自来E zilai 圃从来3原来：这里～就是交通要

道。
E自来水E zilaishui 圈＠供应居民生活、工业
生产等方面用水的设备。把取自水源的水经
过净化、消毒后，加压力，通过管道输送给用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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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主 户。＠从自来水管道中流出来的水。
三重重王 E自来水笔E zilaishuTbT 圈钢笔的一种，笔杆儿

内有贮存墨水的装置，吸一次墨水可以连续使
用一段时间。

E自理E zilT ~副＠自己承担：费用～。＠自己
料理：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

E自力更生l zili-g岳ngsheng 不依赖外力，靠自

己的力量把事情办起来。
E自立E zili l直不依赖别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

活 z ～谋生｜孩子小，在经济上还不能～。
E自励E zili 画！自己勉励或激励自己：常以前

贤警句～。
E自恋E zilian I到自己爱恋自己（多含贬义） : 

～癖。
E自量E ziliang ［；割估计自己的实际能力z 不知

～｜我～还能胜任这项工作。

E自留地E ziliudi [Bl 我国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以
后留给农民个人经营的少量土地，产品归个人

所有。
E自流E ziliu 圈＠臼动地流z ～井｜～灌溉。
＠比喻在缺乏约束、引导的情况下自由发展：

放任～l 听其～。

E自流井】 z ii ”；1jTng 圈能自动地流出水来的
井。

E自律E zilu ［量自己约束自己 z ～甚严。
E自卖自夸E zimai-zikua 自己卖什么就夸什么
好，泛指自我吹嘘。

E自满E zimiin I勤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z 骄

傲～！～情绪｜他虚心好学，从不～。
E自勉】 zim的n 画自己勉励自己 z 书写名人语
录以～。

E自鸣得意E ziming-deyi 自己表示很得意（多
含贬义）。

E自鸣钟E zimingzhong 圈能自动报时的钟。

E自命E ziming 画自以为有某种品格、身份等z

～清高｜～不凡。
E自命不凡E ziming-bufan 自以为很了不起，
不平凡。

E自馁E zinei 圈失去自信而畏缩＝再接再厉，
决不～。

E自虐E zin1油画自己虐待自己：～狂｜～心理。

E自欺欺人E ziql-qlren 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
话或手法来欺骗别人；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
人。

E自谦E ziqian G归自己表示谦虚：你的成就有

目共睹，不必太～。

E自ru z iq iang ＜书〉画自杀。
E自强l ziqiang i到自己努力向主2 ～不息｜男

儿当～。

E自强不息】 ziq iang-bux 1 自己努力向上，永远

不懈怠。
E自然E ziran O [Bl 自然界：大～。＠固自由
发展；不经人力干预（区别于“人E、人造”）：～

免疫｜听其～｜～而然｜你先别问，到时候～明

白。＠理』表示理所当然：只要认真学习，～会

取得好成绩。。画连接分句或句子，表示语

义转折或追加说明：你应该虚心学习别人的优

点，～，别人也要学习你的长处。

E自然E zi •ran I用不勉强；不局促；不呆板z 态

度很～！他是初次演出，但演得挺～。
E自然保护区】 ziran biiohuqu 国家为保护有
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和有

特殊意义的臼然遗迹而依法划定的区域，如我
国的神农架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自

然保护区。

E自然村E zirancun ［组自然形成的村落。
E自然对数】 ziran duishu 数学土指以 e

（三 2.71828······）为底的对数，用符号 In 表

示。参看 331 页【对数lo
E自然而然】 ziran ’ erran 不经外力作用而如

此＝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地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
E自然法E ziranf凸函西方法学家对法律的分
类之一，认为自然法是自然存在、永恒不变并
为一切人所遵守的行为规则（跟“实在法”相
:X•t）。

E自然法则］ ziran f凸ze 自然规律。

E自然光E ziranguang 画不直接显示偏振现

象的光，一般光源直接发出的光都是自然光，
如阳光、灯光等。

E自然规律E ziran gullu 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观
事物内部的规律。也叫自然法则。

E自然界E ziranji岳圈一般指无机界和有机界。

有时也指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
E自然经济E ziran jlngji 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
本身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庄园）的需要而进行
生产的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E自然科学】 ziran k臼ue 研究自然界各种物

质和现象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动物学、
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数学等。

E自然力E ziranli 圈可以利用来代替人力的自
然界的动力，如风力、水力。

E自然人E ziranren [Bl 0 指基于自然规律而

产生的一切具有生命形式的人。＠法律上指
在民事上能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个人
（区别于“法人勺。

E自然日l ziranri 圈一个自然日就是平常所说

的一天，包括工作日、节假日。



E自然数l zir6nshu 画l 零和大于零的整数，即
。、 1 、2 、3 、4 、 5 …... 0 

E自然物E zir6nwu [El 天然存在，没经过人类
加工的东西，如禽兽、虫鱼、草木、矿物等。

E自然选择】 zir6n xuanze 生物在自然条件的
影响下发生变异，适于自然条件的生物可以生
存、发展，不适于自然条件的生物被淘汰，这种

适者生存的过程叫作自然选择。
E自然灾害】 zir6n zaihai 水、早、病、虫、鸟、兽、
风、雹、霜冻、地震等自然现象造成的灾害。

E自然主义】 zir6n zhuyi 19 世纪产生于法国的

一种文艺创作手法和流派。主张单纯地描摹
自然，记录式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和
琐碎细节，因此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的本质。
以左拉（ Emile Zola）为代表。

E自燃l ziran 画物质在空气中缓慢氧化而自
动燃烧，如臼磷能够自燃，大量堆积的煤、棉
花、干草等在通风不良的情况下也能自燃。

E自如l ziru 匾。活动或操作不受阻碍z 旋转
～｜操纵～｜运用～。＠不拘束；不变常态：神

态～。

E自若l ziruo ＜书〉晴自如②3 神态～｜谈笑～o
E自杀】 zisha I量自己杀死自己。
E自伤］ zishang 固自己伤害自己：酣酒～｜纵

公且，产）
叭。

E自身】 zish岳n 画自己（强调非别人或别的事

物）：不顾～安危｜社会发展有～的规律。
E自审］ zish岳n 画自我审查或审视：实行项目
～！孩子没教育好，家长先要～。

E自食其果】 zishi qiguo 指做了坏事，结果害

了自己；自作自受。
E自食其力】 zishi qili 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
己。

E自食其言】 zishi qiy6n 不守信用，说了话不

算数。

E自始至终】 zishi-zhizhong 从开始到结束：大

会～充满着团结欢乐的气氛。

E自视E zishi 画自己认为自己（如何如何） :~ 

甚高。
E白是】1 zishi 画自然是：久别重逢，～高兴。

E自是T zishi 画自以为是：他既很～又很顽

固。

E自恃E zishi ＜书〉＠施过分自信而骄傲自
满3 自负。＠画倚仗；仗恃：～功高。

E自首E zishou l甜（犯法的人）自行向司法机关

或有关部门交代自己的罪行：投案～。
E自赎l zishu I到自己弥补罪过：立功～。

E自述E zishu O 画自己述说自己的事情2 序
言里作者～了写书的经过。＠［名l 关于自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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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叙述：他写了一篇～。
E自说自话E zishua zihua 自己说自己的话，指
不理会别人的意见。

E自私E zisl ~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
E自私自利E zisl-zili 只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谋
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

E自诉E zisu 画刑事诉讼的一种方式，由被害

人自己或其法定代理人依法直接向法院起诉
（区别于“公诉勺。

E自诉人］ zisuren !BJ 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
刑事诉讼的人，一般为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及近亲属。

E自外E ziwai f到自己把自己放在某个范围之

外；自视为外人：不能～于集体。
E自卫E ziwei 圃保卫自己 z ～战争｜奋力～。

E自慰E ziwei 匾。自己安慰自己：聊以～。
＠指手淫。

E自勿tll ziw昌n Ill国割颈部自杀；抹脖子。

E自问E ziwen Lll画。自己问自己 2 反躬～｜扪
心～。＠自己衡量（得出结论）：我～还能胜

任这项工作。

E自我E ziwo 圈人称代词。自己（多用在双音

节动词前面，表示这个动作由自己发出，同时

又以自己为对象）：～批评｜～介绍｜～调控｜战
胜～。

E自我批评E ziwo piping 自觉地对自己的错
误和缺点进行批评。

E自我作古E ziwo-zuog心由自己创始，不依傍

前人或旧例。
E自习］ zixi 画在规定时间或课外自己学习。

E自相E zixiang 圆指自己跟自己或集体内部

的成员相互之间（存在某种情况）：～矛盾｜～

惊扰｜～残杀。
E自销E zixiao 画商品生产者不通过商业部门

等中间环节，自行销售z 自产～o

E自新E zixln I现自觉地改正错误，重新做人2
悔过～｜～之路。

E自信］ zixin 0 圃相信自己＝～心 l～能够完

成这个任务。＠圈对自己的信心2 不能失去
～｜工作了几年以后，他更多了几分～。＠圈

对自己有信心：他｛故事总是很～。
E自行l zixing （画＠自己（做） ：～解决｜～办
理。＠自动①②·～退出｜～脱落。

E自行车］ zixingch岳圈一种交通工具，有两个

轮子
进。有的地区叫脚踏车或单车。

E臼行火炮E zixing huopao 装在履带式、半履

带式或轮式年辆上能自行运动的火炮。

E自行其是］ zixing qishi 按照自己认为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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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矗主 去做（不考虑别人的意见）。

主主E E自省E zixlng 自由］自我反思、反省：在工作中不
断～O

E自修E zixiu 圈。自习。＠自学z ～数学。

E自许E zix心自费l 自我称赞s 自命2 以专家～。
E自诩E zixu 画自夸z 他～精通英语，却连一篇
短文都译不好。

E自序E zixu 圈。作者自己写的序言。＠叙

述自己生平经历的文章。 II 也作自叙。
E自叙E zixu 向“自序”。
E自选动作E zixuan dongzuo 某些体育项目

比赛时，由运动员按照规定要求的难度和数量
自己编选的整套或单个儿的动作。如花样滑
冰、竞技体操等均有自选动作。

E自选商场E zixuan shangch凸ng 超级市场。

E自学］ zixue 画没有教师指导，自己独立学

习 z ～成才｜他～了高中的课程。
E自学考地 zixue kaoshi 高等教育白学考试

的简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自学者
进行的学历资格考试，合格者可获得相应水平

的学历证书。
E自言自语E ziy6n-ziy心自己跟自己说话；独自

低声说话。

E自己E ziyT ［到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多用于否
定式）：不能～｜思乡之情难以～。

E自以为是E ziyiweishi 认为自己的看法和做

法都正确，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E自缝l ziyi ＜书） [§lj] 上吊自杀。

E自营E ziying 画自主经营。

E自用l' ziyong 圈私人使用：～汽车。
E自用］2 ziyo『19 （书〉画自以为是：刚懊～｜师

心～。

E自由】 ziy6u 0 固不受拘束s不受限制：～自

在｜～参加｜～发表意见。＠吕亘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人身～｜～平
等。 CJ 1=8J 哲学上把人认识f事物的本质和
奥秘及发展的规律性，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

去，叫作自由：知其必然为～o
E自由港E ziy6ug6ng 圈→种港口，在划定的

区域内商品的输出、输入和转口都可以免税。
E自由基E ziy6ujl 圈化合物分子中的共价键
受到光、热等的影响后，均等断裂而成的含有

不成对价电子的原子或原子团。也叫游离基。
E自由价格E ziy6u jiage 在国家价格政策指导
下由买卖双方自由协商议定的价格。

E自由竞争E ziy6u jingzh岳ng 商品生产者之间
在生产和销售方面进行的不受限制的竞争。

在竞争中，大资本排挤吞并小资本，使生产日
益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垄断。

E自由落体运动】 ziy6u luoti yundong 物体只

受重力作用而从静止开始 F落的运动。在同
一地点，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都相
同。

E自由民】 ziy6umin !l主］指奴隶社会占有土地
的农民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他们和
奴隶不间，享有人身自由。

E自由诗】 ziy6ushT 圈结构自由、有语言的自
然节奏而没有一定格律的诗，→般不押韵。

E自由市场】 ziy6u shic怕ng 农贸市场的俗称。

E自由体操】 ziy6u ticao 竞技体操项目之一，

运动员在边长为 12 米的正方形专用弹性板

上，在规定时间内徒手做各种动作。
E自由王国E ziy6u w6nggu6 哲学上指人在认

识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之后，自由地运用规律

改造客观世界的境界。参看 70 页I必然王
国）i 0 

E自由行］ ziy6uxing f地自助游。

E自由泳】 ziy6uyong 圈。游泳运动项目之

一，运动员可以用任何姿势游完规定距离。＠
爬泳的通称。

E自由职业l ziy6u zhiye 指凭借个人的知识技
能独立从事的职业，如个人开业的医生、自由
撰稿人所从事的职业。

E自由主义E ziy6u zhuyi O 19 世纪和 20 世

纪初期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自由主义
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政治的、社会的
和宗教的束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
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自由主义就成
了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幌子。＠一种错误的
思想作风，主要表现是缺乏原则性，无组织，无

纪律，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等。

E自圆其说】 ziyu6n-qishuo 使自己的论断或
谎话没有破绽。

E自怨自艾E ziyuan-ziyi 本义是悔恨自己的错
误，自己改正（艾：治理；惩治），现在只指悔恨。

E自愿E ziyuan I迫自己愿意·自觉～｜～参加！

出于～。
E自愿保险E z iyuan baox 1凸n 单位或个人根据

各自的需要自愿参加的保险。签订的保险合
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大多数保险业务
都采取自愿保险的方式（区别于“强制保险勺。

E自在E zizai 明自由；不受拘束z 逍遥～。
E自在］ zi•zai ~安闲舒适：他们俩的小日子过
得挺～。

E自责E zize 画自己责备自己＝为了这件事他
～不已。

E自知之明E zizhTzhTming 指透彻了解自己（多

指缺点）的能力（常跟“有、元”连用沁人贵有～。

E自帘tll' zizhi 画自己制造g ～糕点｜～玩具。



E自制】2 zizhi 画克制自己：～力｜难以～。

E自治】 zizhi [iJll 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
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

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区！民族区域～。
E自治机关】 zizhi jlguan 行使民族自治权力的
机关，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
会和人民政府。

E自治旗E zizhiqi IEl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古族
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相当于县
一级的行政区域，如鄂伦春自治旗。

E自治区】 zizhiqu 圈相当于省一级的民族自治
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E自治县】 zizhixian 圈相当于县一级的民族
自治地方，如青海省的门源回族自治县。

E自治州E zizhizhou 圈介于自治区和自治县
之间的民族自治地方，如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E自重】1 zizhong 圈。注意自己的言行：自

爱～！请～些！ 8 （书〉抬高自己的身份、地
位z 拥兵～o

E自重T zizhong 圈机器、运输工具或建筑物

承重构件等本身的重量。

E自主E zizhu 画自己做主：～权｜独立～｜婚姻
～｜不由～。

E自主神经】 zizhu shenjjng 周围神经系统的
一部分，分布在内脏、血管、腺体等处，跟脑和
脊髓发生联系，调节内脏等的活动。包括交感
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两部分。也叫植物性神经。

E自助l zizhu E迫自己动手为自己服务z ～餐｜
～旅游。

E自助餐】 zizhucan 画一种由用餐者自取菜

肴、主食的用餐方式。
E自助游E zizhuy6u 圈不经过旅行社组织，由
游客自行安排的旅游。也指通过旅行社代订
往返程车船票、机票和客房，其他由游客自行
安排的旅游：黄金周期间，不少人选择去香港
～。也叫自由行。

E自传】 zizhuan 圈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的书

或文章。
E自转E zizhuan 画天体绕着自己的轴心而转
动。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一昼夜；月球自转
一周的时间约为农历一个月。

E自足E zizu O 毒面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g
自给～。＠两内心满足：过着～舒心的日子。

E自尊E zizun 画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
节，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z ～心。

E自作聪明】 zizuo-congming 自以为挺聪明，

轻率逞能。
E自作多情】 zizuo-duoqing 一厢情愿地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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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表示，想以此博得对方欢心。

E自作自受l zizuo-zishou 自己做了错事，自己
承受不好的后果。

字 zi 0 ~文字：汉～｜识～！～体｜～义｜常
用～。＠｛氢（～JL）字音 g 咬～儿｜～正腔

圆｜他说话～～清楚。＠圈字体z 篆～｜柳～｜

宋体～｜美术～。。 IEl 书法作品：～画｜一幅
～。＠［写字眼；词：他说行，谁还敢说半个

“不”～。＠（～儿）圈字据：立～为证｜收到款

子，写个～！L给他。＠［型根据人名中的字义，
另取的别名叫“字”z 岳飞～鹏举｜曾巩～子图。

＠幽俗指电表、水表等指示的数量：这个月
电表走了 50 个～，水表走了 20 个～。。
〈书） v午配＝待～。⑩（ Zi）圈姓。

E字典】 zidiiin 圈以字为单位，按一定次序排

列，每个字注上读音、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

E字调l zidiao 圈声调②。

E字符E zi伯国计算机或无线电通信中字母、

数字和各种符号的统称：～集。
E字幅】 zifu 圈写成条幅或横幅的书法作品。

E字号】 zihao IEJ O 表示事物次序的文字和数
码：给展品编上～。＠排版印刷仨用来标示
汉字大小的编号。从初号到八号，初号字最

大，八号字最小，最常用的是五号字。

E字号E zi•hoo 圈。商店的名称：这家商店是
什么～。＠指商店 2 这是一家老～｜这家～名
气大。

E字画E zihua 图书画：名人～。
E字汇l zihui IEl 字典一类的工具书。

E字迹l ziji 圈字的笔画和形体z ～工整｜墓碑

上的～模糊不清。
E字节】 zijie IEl 指一小组相邻的二进制数码，
是计算机重要的数据单位。通常由 8 位数码
（也有 4位或 6位的）构成一个字节。

E字句E ziju ['8] 文章里的字眼和句子：～通顺 1

锤炼～。
E字据l ziju 圈书面的凭证，如合同、收据、借

条：立～！写了一张～。
E字库l ziku IEl 0 存放铅字字模或新铸铅字
的库房。＠计算机系统中储存标准字形的专
用软件。

E字里行间l zill-hangjian 字句中间z ～充满

了乐观主义精神。

E字谜l zimi 圈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拿不

出手”，谜底是“合”。

E字面】 zimian c～儿）圈文字表面上的意义
（不是含蓄在内的意义）：这句话从～上看没有
指摘的意思。

E字模］ zimu IEJ 浇铸铅字的模型，用紫铜或停



I 1742 I zi - z6ng I 字剩拧态毗渍截背纵似宗

重重叠 合金制成。也叫铜模。
三三E E字母E zimu 圈＠拼音文字或注音符号的最

小的书写单位z ～表｜拉丁～｜注音～。＠音
韵学上指声母的代表字，虫日

E字母词】 zim心ci 圈由西文字母构成或其中
包含西文字母的词语的通称，如“DVD”、
“AA 制”等。

E字幕E zimu 圈。银幕或电视机的屏幕上映
出的文字。＠演戏时为了帮助观众听懂唱词

而配合放映的文字。
E字书E zishu 圈解释汉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
的书，如《说文解字》。

E字体l zit！圈。同一种文字的各种不同形
体，如汉字手写的楷书、行书、草书，印刷的宋
体、黑体。＠书法的派别，如欧体、颜体。＠
字的形体z ～工整匀称。

E字条E zitiao c～儿）画写上简单话语的纸条：

他走时留了一个～儿。
E字中占JL] ziti岳r~ 写着简单的话的纸片，多为
通知、启事之类。

E字帖E zitie 圈供学习书法的人临摹的范本，

多为名家墨迹的石刻拓本、木刻印本或影印
本。

E字形E zixing 圈字的形体z 标准～｜～规范。
E字眼］ ziy凸n （～儿）函用在句子中的字或词

语：挑～1抠～！激动的心情，使我找不出适当

的～来形容。
E字样】 ziyang 圈＠文字形体的规泡：《九经

～》。＠用在某处的词语或简短的句子：门上
写着“卫生模范”的～。

E字义E ziyi 圈字所代表的意义：解释～o
E字音E ziyln 圈字的读音：注明～。
E字斟句酌E zizh岳n-juzhu6 对每一字、每一句

都仔细推敲，形容说话或写作的态度慎重。
E字正腔圆E zizheng-qiiingyuan C说或唱）字

音准确，腔调圆润（多用于戏曲或曲艺〉：他的

念白、唱腔都～，表演得声情并茂。
E字纸］ zizhl ~有字的废纸z ～篓儿。

割 ι zi ＜书〉用刀刺进去。
( ：，，＿事）

拧 zi ＜方〉＠雌性的（牲畜）：～牛。如
牛：水～（雌水牛）。

3佬， zi 0 放纵；没有拘束：～意。＠（～儿）
J已占王〈方〉圈舒服；自在（ zi•zai ）：～得很。

［~情E ziqing 画＠纵情：～享乐！～欢笑。＠
任意．钱拿到手别～乱花。

［~肆E zisi ＜书〉［弱。放纵＝骄横～。＠（言
谈、写作等〉豪放不拘z 文笔～。

E咨帷E zisul ＜书〉圈任意胡为：暴庆～。

［~意E ziyi 圈任意；任性：～妄为。

H此 ι zi 上下眼险的接合处，靠近鼻
i且「肯）子的叫内H此，靠近两鬓的叫外毗。
通称眼角。

、、主、一」 zi 0 画浸；iB:d1占 2 ～麻｜白衬衣
顶（、、）被汗水～黄了。＠地丽的积水2
内～｜防洪排～。＠画油泥等积在上面难以

除去3 烟斗里～了很多的油子｜他每天擦机器，

不让～一点儿泥。。积在物体上面难以除去
的油泥等·油～｜茶～｜污～。
截 zi （书〉切成的大块肉。

背 zi （书〉腐烂的肉。

一
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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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川 zong m 601 刚刚。
几C:l:'ift)
板… z6ng 0 板阳（时向），地
't （榄）名在安徽。＠见 601 页l鸡训。

另见 217 页 cong 。

红~1 zong 0 祖宗：列祖列～。＠家族；同
刁之二 →家族的2 同～！～亲｜～兄。＠宗派；派
别：正～｜禅～。＠宗旨：开～明义 1万变不离
其～。＠圈在学术或文艺上效法：他的唱功
～的是梅派。＠为众人所师法的人物：文～｜

一代词～。＠圃用于事情、货物、款项等z 一
～心事｜大～款项。 8 CZong）圈姓。

汇~2 z6ng 圈西藏地区旧行政区划单位，大

λj、 致相当于县。
C去祠】 zongci 圈祠堂①。
E宗法】1 zongf凸画旧时以家族为中心，按血

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制度 i～社会。

E宗法r zongf凸~师法；效法：他的字～柳
体。

E宗匠E zongjiang ~在学术或艺术上有重大
成就而为众人所敬仰的人·词家～｜一代～。

E宗教】 zongjiao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
历史现象，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
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

力量，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

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
E宗教学】 zongj iaoxue 圈研究宗教的起源、

演变、规律、性质、作用等的学科。

E宗庙】 zongmiao 圈帝王或诸侯祭祀祖宗的
处所。

E宗派】 zongpai 圈＠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

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今多用于贬



义）：～活动。＠〈书〉宗族的分支。
E宗派主义】 zongpai zhuyi 从宗派利益出发

处理内外关系的错误的思想作风，特点是思想
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做元
原则的派系斗争等。

G寻i普］ z6ngp心强宗族的谱系；家i普：孔氏～o

E宗师E z6ngshl ［：名i 指在思想、或学术上受人尊

崇而可奉为楷模的人z 一代～O
E宗室E z6ngshi 画帝王的宗族。
E宗材~l z6ngtiao 圈旧时指家族相传的世系z

继承～。

E宗仰E z6ngy凸ng ＜书〉睛］（众人）推崇；景仰 z

海内～l远近～o
E宗正E Z6ngzheng 圈姓。

E宗旨E z6ngzhT 圈主要的目的和意图：本学

会以弘扬祖国文化为～。

E号主国E z6ngzhugu6 圈封建时代直接控制

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从而使藩属国处于半独
立的状态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国家
对殖民地也自称宗主国。

E宗主权E z6ngzh心quon 圈宗主国对藩属国、

殖民地享有的支配或统治的权力。

E宗族】 z6ngzu 哩］＠同一父系的家族＝～制

度。＠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
女性）。

h王r z6ng 传说中的上古神人。
眨』、

h斗，，＿ z6ng 0 总起来；聚在一起z ～

综（综）合｜错～。 8 czong）［制。
另见 1639 页 z自吨。

E综观E z6ngguan F白l 综合观察z ～全局。

E综合E z6nghe ~o 把分析过的对象或现象
的各个部分、各属性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跟“分析”相对）。＠不同种类、不问性质的事

物组合在一起2 ～治理｜～平衡（各方面之间的
平衡）！～大学｜戏剧是一种～艺术，它包括文

学、美术、音乐、建筑等各种艺术的成分。
E综合大学l z6nghe daxue 多科系的高等学

校，一般设有哲学社会科学（文科）和自然科学
（理科）等方面的各种专业。

E综合国力l z6nghe guoli －－－－个国家国士面积、
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国防、对内对外方针

政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实力和潜力。

E综合利用E z6nghe liyong 对资源实行全面、
充分、合理的利用。

E综合语E z6nghey心圈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
系主要是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语言，
如俄语、德语。词的形态变化也叫屈折，所以

综合语也叫屈折话。

宗依综棕踪踪鬓暖总 i zong zong I 1143 I 
E综合征E z6nghezt由19 圈因某些有病的器官三三三

相互关联的变化而同时出现的系列症状。雪三三
也叫癖候群。

E综计l z6ngji 画！总计。
E综括J z6ngkuo 画总括。

E综述l z6ngshu O 画综合地叙述：社论～了

一年来的经济形势。＠圈综合叙述的文章z
写了两篇新闻～。

E综艺l z6ngyi 白白综合文艺·大型～节目。

去ex- 川、 zong O 圈棕榈。＠画棕毛z
f示扩棱）～绳｜～毯｜～刷子。＠像棕毛的
颜色。

E棕绷l z6ngb岳ng 圈用棕绳穿在木框上制成

的床屉子z ～床。也叫棕绷子。

E棕榈l z6nglu IEl 常绿乔木，茎主圆柱形，没有
分枝，叶子大，有长叶柄，掌状深裂，裂片呈披

针形，花黄色，核果长圆形。供观赏．木材可以
制器具。

E棕毛】 z6ngm6o 圈棕榈树叶销的纤维，包在

树干外面，红褐色，可以制菱衣、绳索、刷子等
物品。

E棕熊】 z6ngxi6ng I望哺乳动物，身体大，肩部

隆起，毛色一般棕褐色，｛旦随地区不同而深浅
不→。能爬树，会游泳，吃果、菜、虫、鱼、鸟、兽
等，有时也伤害人畜。

l出 z6ng 圈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醒或酬
月郁的嫩基与脐或取代脐缩合而成的化合物。
［英 hydrazonc]

r;rCr -ng 脚印；踪迹z ～影｜失～｜
际（瞰）跟～｜无影无～。
E踪迹E zongji 圈行动所留的痕迹：各个角落
都找遍了，仍然不见～。

E踪影l z6ngyTng [8］ 踪迹形影（指寻找的对

象，多用于否定式）：毫无～｜好几天看不见他

的～。

若在 z6ng ［重马、猪
崇（棕、袁、锻）等颈上的长毛z
～毛 1 马～｜猪～｜～刷。

酸 z6ng 0 古代的→种锅。 8 CZong唱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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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744 z凸ng L主
导的 z ～纲｜～则｜～店｜～工会｜～路线｜～司令｜

～书记。。画一直；一向：天～不放晴 l 晚饭
后他～要到湖边散步。＠圃毕竟；总归：冬天

～要过去，春天～会来临｜小孩子～是小孩子，

哪能像大人那样有力气。
E总编l zongbi归国总编辑的简称。

E，总编辑E zongbion. ji 圈新闻、出版等机构编

辑工作的总负责人。简称总编。
E，总部】 zo『1gbu 圈。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
＠泛指某些下设若于分支机构的组织或企业

的最高领导机关：公司～｜国际奥委会～设在

瑞士洛桑。
E，总裁l zongcai IE 0 某些政党领导人的名
称。＠某些公司企业总负责人的名称。＠元

代、清f协中央编篡机构的主管官员，清代也
用来称主持会试的大臣。

E总产值】 z凸ngchanzhi 圈用价值形式计算的

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
各种产品的总量。

E总称E zongch岳吨。 l1lDl 总括起来叫作：医、

卡、星相之类过去～为方技。－~总括起来
的名称·舰艇是各种军用船只的～。

E，总得E zongd品1 画必须①2 这件事～想个；｝］＇
法解决才好｜我想他今天～来一趟。

E，总动员】 zongdongyuan 画＠国家把全部

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并把所有

的人力、物力动员起来以备战争需要的紧急措

施。＠为完成某项重要任务动员全部力量。

E，总督E zongdu 圈＠明初在用兵时派往地方

巡视监察的官员，清朝始正式成为地方最高长
宫，一般管辖两省的军事和政治，也有管三省

或只管→省的。＠英国国玉派驻部分英联邦
成员国（如加拿大）的代表。＠某些宗主国在
其殖民地的代表。

E，总队E z凸ngdui 圈军队中相当于旅或师的一
级组织。

E总额E z6吨’在

～｜销售～。

圈（款项）总数：存款～｜工资

E总而言之l zo吨’自「yanzhl 总括起来说；总之2

～，要主动，不要被动｜大的、小的、方的、圆的，

～，各种形状都有。

【，总纲E zonggong 圈总的原则、要点；总的纲
领。

E，总公司E zonggongsl 圈下设有若干分公司

的大型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总攻E z凸nggong 画军事上指全线出击或全

面进攻＝～令｜发起～。
E，总共E zonggong 画一共．他家～三口人｜我

们场里～养了两千多头奶牛。

E总管】 z凸ngguan O 圈全面管理：校内事务

一时无人～｜后勤工作由老张～。＠圈全面
管理事务的人。＠圈旧时富豪人家管理奴

仆和各项事务的人。
E总归E zonggul 画表示无论怎样一定如此；

终究：事实～是事实！别着急，问题～会得到解
决的。

E总合l z凸nghe 画全部加起来；合在一起z 把

各种力量～起来。
E总和l zonghe 圈全部加起来的数量或内容2

力量的～｜三个月产量的～。
E，总后方E z凸nghoufong 1:81 指挥整个战争的领
导机关所在的后方。

E总汇l zonghui 0 画（水流）汇合：～入海。
01氢汇合在一起的事物z 人民是智慧的海

洋，力量的～o
E总机E zongjl 画供单位内部使用的交换机，
可以接通许多分机和外线。

E，总集E zongji IE 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

文集，如萧统《文选》、郭茂倩《乐府诗集》（区别
于“别集”）。

E，总计l zongji 圈合起来计算z 观众～有十万

人｜这个村粮食产量～为一百万斤。

E，总监】 z凸ngjian 圈总监管人z 财务～1技术～｜

舞台～O
E，总角】 zongji凸0 ＜书〉圈古代未成年人把头

发扎成的左右两个暑，借指幼年z ～之交（幼年
就相识的好朋友）。

E总结l zongjie 0 圈把一阶段内的工作、学
习或思想中的各种经验或情况分析研究，做出
有指导性的结论z ～工作｜～经验。－~指
总结后概括出来的结论：年终～｜工作～。

E总括E zongkuo l1lDl 把各方面合在一起：～起

来说｜对各方面的情况加以～。
E总览E zonglan 圈全面地看；综观z ～全局。

E，总搅E z6ngl凸n 函全面掌握：～大权。

E，总理】 z凸ngll 0 I望我国国务院领导人的名

称。 OIEJ 某些国家政府首脑的名称。＠函
某些政党领导人的名称。＠函旧时某些机

构、企业负责人的名称z 学校～｜分公司的～。
＠〈书） l1lDl 全面主持管理：～其事｜～军务。

【总领事】 z凸nglTngshi 圈领事中的最高一级。

参看 832 页I领事1。
E，总路线】 zongluxian ~J 中国共产党在一定

历史时期指导各方面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和
准则。如 1953 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提出的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E总目l zongmu 圈总的目录z 四库全书～ i全

书分订五册，除分册目录外，第一册前面还有全



书～。
E，总评E zongping 圈总的评价、评论或评比．
年终～O

E，总鳝鱼E zongqiyu 圈鱼的一类，有肺，可以
在水外呼吸，鳝强壮有力。最早出现于泥盆
纪，是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为鱼类进化成两
栖类的过渡类型，现在仍有残存。

E，总是E zongshi 画。表示一直如此；经常如
此：劝他，他～不听｜见了人～笑嘻嘻的 l早点儿
起床，别～迟到。＠〈书〉全是；都是：万紫千

红～春。
E总书记E zongshu•ji 圈某些政党的最高负责
人，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i己。

E总数E zongshu 圈加在一起的数目·资产～｜
与会人员～不足一百。

E总司令］ z凸ngslling 圈全国或一个方面的军
队的最高统帅。

E总算E zongsuan 圃＠表示经过相当长的时
间以后某种愿望终于实现：一连下了六七天
的雨，今天～晴了｜他白天想，夜里想，最后～想

到了一个好办法。＠表示大体上还过得去2

小孩子的字能写成这样，～不错了。
E，总体E zongtT IEl 若干个体所合成的事物；整
体z ～规划｜～设计。

E，总统E z凸ngtong f霎］某些国家的元首的名称。
E总务】 zongwu 圈。机关学校等单位中的行

政杂务：～长｜～科｜～工作。＠负责总务的

人。
E总星系】 z凸ngxlngxi 圈银河系和所有已经
发现的河外星系的总称，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观

测到的恒星世界。
E，总悬浮颗粒物】 z凸ng xuanfu k岳liwu 指悬浮
在大气中不易沉降的所有的颗粒物，包括各种
固体微粒、液体微粒等，直径通常在0. 1一

100 微米之间。

E，总贝lj] zongze l8J 规革命条例的最前面的概括

性的条文。
E总长］ z凸ngzh凸ng 圈＠北洋军阀时期中央

政府各部的最高长官。＠总参谋长的简称。
E总账E zongzhang 圈簿记中主要账簿之一，
按户头分类登记一切经济及财政业务。根据
总账所记账目编制资产负债表。

E总之E zongzhl ~表示下文是总括性的话g
政治、文化、科学、艺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
跟社会的经济基础分不开的｜你爱唱歌，我爱下

棋，他爱打乒乓球，～，都有个人的爱好。
E总支E z凸『1gzhT 圈总的支部，下分若干支部，

是某些党派、团体的一级基层组织：党～｜团

总捻惚纵 I z凸ng - zon9 I 114s I 

E总装】 zongzhuang 时零件耐性配成主
总体2 ～车间｜汽轮发电机组正在进行～调试。

也4、… zong （书〉同“总”。
心、（帽、）。
L缸T zong 见 748 页！1空惚］。
饭~C*1J曹、）。

飞

zong C l7xL ) 

纠A1 … zong 0 圈地理上南北向的
仰、（销）（跟怡咽对，下②③同）：京杭
大运河～贯南北六省市。 8 lllil 从前到后的 z
～深｜～着排成一队。＠圃跟物体的长的一
边平行的：～剖面。＠圈指军队编制上的纵

队。 0 czongl 圈姓。

生：2 … zong 0 释放；放走：欲擒故
-7/l （~）～｜～虎归山。 8~ 放任；不约
束：放～ l～情 l～欲！不能～着孩子。＠画纵
身：花猫向前一～，就把老鼠扑住了。＠〈书〉
~纵然：～有千山万水，也挡不住英勇的勘探

队员。

纵A3 川，， 础lg （方〉圈起皱纹：～金字
仰、（会使）（用有皱纹的金纸做成的字）｜～
眉头｜衣服压～了｜纸都～起来了。

E纵波E zongbo 圈介质质点振动方向与传播

方向一致的波。

E纵步E zongbu 0 圃放开脚步z ～向前走去。

＠圈向前跳跃的步子z 一个～跳过壤沟。

E纵队E zongdui I望＠纵的队形：四路～。＠

军队编制单位之一，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解放
军曾编纵队，相当于军。

E纵观］ zongguan 画放眼观察（形势等）：～古

今｜～全局｜～时势。
E纵横E zongheng 0 ［~竖和横；横－条竖一
条的：～交错 1 铁路～，像蜘蛛网一样。 8 lllil 
奔放自如：笔意～。＠阻击］奔驰元阻z 红军长
驱二万五千余里，～十一个省。

E纵横摔｜竭E zongheng-baihe 指在政治、外交

上运用手段进行联合或分化（纵横：用游说来
联合；搏闹 z 开合）。

E纵虎归LU] zongh匈uTshan 比喻放走敌人，留

下祸根。也说放虎归山。
E纵火】 zonghu凸画放火：～犯。

E纵酒E zongji心圈没有节制地饮酒。

E纵览］ zonglan 画放开眼任意观看－～四周｜
～群书。

E纵令E zongling 0 ［到放任不加管束；听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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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些1」 zong zou i 纵疚棕蒜邹骆谏限缀那搬走

不得～坏人逃脱。＠画即使·～有天大困难，

也吓不倒我们。

E纵论E zonglun 圃毫无拘束地谈论z ～天下

大势。

E纵目E zongmu I司尽着目力（远望）：～四望。

E纵剖面】 zongpoumian IBl 顺着物体轴心线
的方向切断物体后所呈现出的表面，如圆柱体

的纵剖面是一个长为形。

E纵情］ zongqing ~到尽情：～欢乐｜～歌唱。

E纵然E zongran ~即使：今天～有雨，也不会
很大。

E纵容］ zongr6ng 画对错误行为不加制止，任

其发展：不要～孩子的不良行为。
E纵身E zongsh岳n I到全身猛力向前或向上

（跳）：～上马｜～跳过壤沟。

E纵深］ zδngsh岳n 圈地域纵的方向的深度（多

用于军事上）：突破前沿，向～推进。

E纵使］ zongshi ~即使z ～你再聪明，不努力

也难以成事。

E纵谈］ zongtan 画无拘束地谈：～天下事。

E纵向】 zongxiang ~属性词。＠非平行的，

上下方向的：～比较｜～联系。＠指南北方向
的：京广铁路是～的，陇海铁路是横向的。

E纵欲E zongyu F现放纵肉欲，不加节制。
E纵坐标】 zongzuobiao 圈平面上任何一点到

横坐标轴的距离叫作这一点的纵坐标。

、从 L zong 见 178 页i舰1。
（瘫）

棕子：肉～｜豆沙～。棕（楼） zong 

E棕子］ zong•zi 圈食品，用竹叶或苇叶等把糯

米包住，扎成三角锥体或其他形状，煮熟后食
用。我国民间端午节有吃棕子的习俗。

x法 zong ＜方〉公猪。
3巧飞

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OU ( l7又）」

邹（绑） ~~o~官~：o名，在今山东邹城

骆（踢） z;_~ 80( ~｛~~节掌管车马的
谏（摊） ~~）：书〉商量；咨询～吉阳
阳 〈书〉角落；山脚。

绷（锹）
ZOU 〈书〉黑里带红的颜色。

郡（＠哪）
“邹”①。

Zou O 春秋时鲁国地名，在
今山东曲阜东南。＠〈书〉同

嫩（嫩） ZOL』 〈书〉＠小鱼。＠形容小。

I/ 

ZOU （？又）

走 ZOU 0 l7Wl 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2
行～｜～路｜孩子会～了｜马不～了。＠

〈书〉跑：奔～。＠［到（车、船等）运行；移动；

挪动z 钟不～了｜这条船一个钟头能～三十里｜
你这步棋～坏了。。圈趋向g呈现某种趋势：

～红｜～热。＠画离开；去·车刚～ i我明天要

～了！请你～一趟吧｜把箱子抬～。＠屋国婉辞，
指人JrE＇她还这么年轻就～了。＠圃（亲友
之间）来往z ～娘家｜～亲戚｜他们两家～得很

近。＠［动l 通过：咱们～这个门出去吧。＠画

漏出；泄漏：～气｜～风！说～了嘴巴＠圈改变
或失去原样：～样｜～调儿｜～味儿｜你把原意讲
～了。 4D CZ己U）圈姓。

【走板】 zou;; ban I到＠指唱戏不合板眼：唱

得走了板。＠（～儿）比喻说话离开主题或不
恰当：他说着说着就走了板儿。

E走笔】 zoubi ＜书〉画很快地写：～疾书。

E走避1 zoubi I割为躲避而走开；逃避z ～他

乡｜～不及。
E走边］ z凸u;;bian 阐武戏中表演夜间潜行、靠

路边疾走的动作。
E走镖］ zoubiao 画指保镖的人押送货物。

E走道】 zoudao I萄街旁或室内外供人行走的
道路：大楼的～窄｜留出一条～。

E走道儿E zou;;daor ＜口〉画走路：小孩儿刚会

～｜她～一扭一扭的。
[,t低E z凸udl 圈（价格等）往下降z 物价持续

～｜欧元汇率一度～。
E走I包1 zou;; d ion ＜方〉圈跑电。
E走i周JL] z6u;;diaor 圃唱戏、唱歌、演奏乐器

不合调子：他唱歌爱～。

E走动】 z6udong E司＠行走而使身体活动．坐

的时间久了，应该～～。＠指亲戚朋友之间彼

此来往：两家常～，感情很好。

E走读］ z凸udu E甜（学生）只在学校上课，不在学

校住宿（区别于“住读、寄宿飞～生｜～大学。

E走读生］ z凸udusheng IBl 不在学校住宿的学

生。

E走访］ zoufang 

范。

［到访问；拜访z 记者～劳动模



E走风E z凸u;;f岳ng 阉泄露消息。
E走钢丝E zou gangsi O 杂技的一种，演员在
悬空的钢丝卜来回走动，并表演各种动作。＠

比喻做有风险的事情。

E走高l zougao 画（价格等）往上升：消费需求

增加，拉动物价～o

E走狗】 zougou 圈本指猎狗，今比喻受人象养
而帮助作恶的人。

E走光】 z凸u;;guang 画不慎把身体的隐私部

位暴露出来（多指女性）。

E走过场】 zou guoch凸ng 0 戏曲中角色出场

后不停留，穿过舞台从另一侧下场，叫走过场。
＠比喻敷衍了事。

E走合】 zouhe 圈磨cm6＞合①。
E走红E zou;;h6ng ［司＠遇到好运气：这几年

他正～，步步高升。也说走红运。＠指吃得

开，受欢迎：数字产品已经～。

E走后门E z凸u houmen c～儿）比喻用托人情、

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通过内部关系达到某种
目的。

E走火E zδu;;huo 画＠因不小心而使火器发

射·枪走了火。＠比喻说话说过了头：他说

话常～。＠电线破损跑电引起燃烧2 起火原
因是电线～。＠失火：仓房～了。

E走火入魔】 z凸uhu6-rum6 痴迷于某种事物到

了失去理智的地步。
E走江湖E zou jianghu 指四方奔走，靠武艺、杂

技或医卡星相谋生。
E走廊E zoulang 圈＠屋檐下高出平地的走
道，或房屋之间有顶的走道。＠比喻连接两

个较大地区的狭长地带2 河西～。

E走漏】 zoulou 圃＠泄露（消息等）：～风声。
＠走私漏税。＠大宗的东西部分失窃、遗失。

E走露E zoulou 画走漏①。

E走路】 z凸LI// IU 圈。（人）在地上走z 孩子会
～了｜走了两天的路，累坏了。＠指离开；走

开：不好好儿干，让他卷铺盖～。

E走马】 zoum凸画！骑着马跑：平原～！～看花。
E走马灯】 z6umad岳『19 画一种供玩赏的灯，用

彩纸剪成各种人骑着马的形象（或别的形象），
贴在灯里特制的轮子上，轮子因蜡烛的火焰
形成的空气对流而转动，纸剪的人物随着绕
圈儿。

E走马观花） z凸um凸 guanhua 比喻粗略地观

察事物。也说走马看花。
E走马换将） zoumιhuanjiang 指调换将领，

泛指调换人员：领导班子～后，工作有了起色。
E走马看花E z6um凸－kanhua 走马观花。

E走马上任） z6um凸－shangren 指白’吏就职。

走 I z凸LI I 1747 I 
E走南闯北E zounan-chuangb岳f 形容四处闯三重
荡，到过许多地方。 主E

E走内线E ZOU neixian 指通过对方的眷属或

亲信，进行某种活动。

E走偏E zoupi归国偏离原来的方向或正常轨

道：运转平稳，不会～0孩子没有了父母约束，
容易～。

E走俏E zouqiao E国（商品）销路好：近年金首
饰～。

E走强E z6uqi6ng 画＠（价格等）趋于上升2

大盘指数～。＠趋于旺盛z 技术人才的需求
量～。

E走禽E z凸uqin 函鸟的一类。这类乌翅膀短
小，脚大而有力，只能在地面行走而不能飞行。
如驼鸟、硝鹉等。

E走热E zoure 圃逐渐受人欢迎和关注s趋于

流行、热销等＝旅游市场进一步～。
E走人E z凸ur自n Q到（人）离开；走开2 咱们～，不

等他了｜他既然不愿意干，就叫他～。
E走软E z凸uruan ~副走弱。
E走弱E zouruo 画＠（价格等〉趋于下降z 车

市开始～。＠趋于低迷＝销售势头～O
E走色E zou;; sh凸l 圈落色Ciao;; sh凸 i ）：这布

一洗就～O
E走扇l zoushan 画门扇或窗扇由于变形等原
因而关不上或关不严。

E走绳E zou;; sheng ［到杂技的一种，演员在悬

空的绳索上来回走动，并表演各种动作。也叫
走索。

E走神JL) zou;; shenr 圈精神不集中；注意力分

散z 开车可不能～！刚才走了神儿，没听见他说

什么。
E走失】 zoushi [;Ji] 0 （人或家畜）出去后迷了
路，回不到原地，因而不知下落z 孩子在庙会上
～了｜前天他家～了一只羊。＠改变或失去
（原样） ：译文～原意。

E走时J' zoushi 圈钟表指针移动，指示时间z

这只表～准确。
E走时）2 zoushi ＜方〉［回走运。也说走时运。
E走时运E zou shiyun ＜方〉走时。

E走势】 zoushi IE] 0 发展趋势：当前企业投资

～看好。＠走向 2 勘察山谷的～。

E走兽l z6ushou 巨型泛指兽类：飞禽～。

E走7j() zou;; shui 0涵。漏水2 房顶～了。＠

流；j(，渠道～通畅。＠〈方〉指失火（含避讳
意）：仓库～。

E走1j() zou • shui ＜方） IE.l 帐子帘幕等上方装

饰的短横幅。

E走私E z凸u;;sl 画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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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查，非法运输货物迸出国境z ～犯｜～香烟。
三王军 E走索l ZOU//SUO 圈走绳。

E走台l zou;;tai 匾。演员等正式演出前在舞
台上走动练习，熟悉位置。＠时装模特儿在表
演台上行走进行展示、表演。

E走题E zou;;ti 圈做诗文或说话离开了主题z
说话走了题。

E走投无路E zout6u-wul白无路可走，无处投
奔，比喻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形容处境极
端困难。

E走味JL] ZOU// weir l虱失去原有的滋味、气味
（多指食物、茶叶等）＜）话一到他嘴里就～了。

E走向E zouxiang 圈＠（岩层、矿层、山脉等）
延伸的方向2 河流～l边界～｜一条南北～的道
路。＠指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s趋势g 股市～
难以预测。

L茬，心E zou;;xln 0 c司走神；分心z 上课～了，
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圈用心；上心z 他
对新产品的设计十分～。

E走形E zou;;xing （～儿）国失去原有的形状；
变形z 用潮湿木料做成的家具容易～i这件衣
服洗了一次就走了形。

E走形式E zou xingshi 只图表面上应付，不讲
实效。

E走秀E z凸u11xiu [ll国模特儿在 T型台上进行服
装表演z 名模～。［秀，英 show]

E走穴E zouxue [ll!j] 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
外出演出。

E走眼E z凸U//Y凸n 毒面看错＝拿着好货当次货，你
可看～了｜买珠宝首饰，若是走了眼，可就要吃
大亏。

E走样E zou11yong （～JL）画失去原来的样子·
这鞋穿多久也不～｜话三传两传就走了样儿。

E走运l z凸u11yun ＜口） rn;;J 所遇到的事情，恰巧
符合自己的意愿g运气好z 你真～，好事都让你
赶上了。

E走账】 zou11zhang 画把款项记在账簿上。
E走着瞧E zou•zheqi6o 等着看以后的结局，含
有说不准、不服气或威胁对方的意思2 这样做
效果如何，只能～了｜谁胜谁负，咱们～！｜谁敢

不听我的，他就～！
E走卒E zouzu 圈差役，比喻受人象养而帮助
作恶的人。

E走嘴E ZOU//ZUi 圈说话不留神而泄露机密或
发生错误z 她说着说着就走了嘴了。

、

ZOl』（？又）

三色 ZOU 0 [ll!j] 演奏z 独～｜合～｜伴～｜～国

2时’歌。＠发生5取得（功效等） : ～效｜大～奇

功。＠圈臣子对帝王陈述意见或说明事情z

启～｜～议｜～上一本。。（ Zou）圈姓。
E奏捷】 zoujie ~面取得胜利z ～归来 1频频～o
E奏凯】 zoukai 画得胜而奏凯歌，泛指胜利。

E奏鸣曲l zoumingq心圈乐曲形式之 1一般

由三个或四个性质不同的乐章组成，用一件或
两件乐器演奏。

E奏疏E zoushO 函奏章。
E奏效E zou11 xiao [ll!j] 发生预期的效果g见效z

吃了这药准能～。

E奏乐E zou;;yue 画演奏乐曲z 乐队～。

E奏章E zouzhang 圈臣子向帝王呈递的意见

书。
E奏折E zouzhe 圈写有奏章的折子z 上～。

揍 ZOU [ll!j] 0 （口〉打从）：挨～｜～他一顿。
＠〈方〉打碎：小心别把玻璃～了｜把碗给

～了。

仁二二~j二丁二1

租 zO 0 圈酣2 ～房｜～了一辆汽车。＠
［司出租z 这个书店开展～书业务。＠出

租所收取或租用所支付的金钱或实物z 房～ i
地～｜减～减息。。旧时指田赋z ～税。＠
(ZO）~姓。

E租户E zOhu 圈租用房屋或物品的人。

E租价l zujia ~出租的价格。
E租界E zujie 圈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

国家在通商都市内“租借”给他们做进一步侵

略的据点的地区。
E租借】 zujie 圈。租用z ～剧场开会。＠出

租z 修车铺～自行车。

E租借地】 zujiedi 画一国以租借名义在他国
暂时取得使用、管理权的地区。租借地的所有
权仍属于原来国家，租借期满，出祖国有权要

求交还。
E租金E zujln 画出租或租用房屋、土地或物品
的钱。

E租赁】 zulin 国＠租用z ～了两间平房。＠

出相2 这家公司向外～建筑机械。
E租税E zushui 圈旧时田赋和各种税款的总

称。
E租用E zuyong 圈以归还原物并付给一定代

价为条件而使用别人的东西：～家具。

E租约E zuyu岳圈确定租赁关系的契约。

E租子E zu •zi ＜口〉圈地租z 交～｜收～。

τ挂了 • • .牛 zu （书〉＠酸菜。＠切碎（菜、
在主（ ；：：殖）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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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1 叫脚；腿， ~JiEl~J*I 手舞～蹈｜画
蛇添～。＠器物下部形状像腿的支撑部

分：鼎～。＠指足球运动g ～坛｜女～。＠
( Zu) !Bl 姓。

足2 zu 0 圈充足；足够：卜十～｜丰衣
～食｜劲头很～。＠国够得上某种数量

或程度2 这棵菜～有十几斤｜这些事有三小时
～能做完。＠足以3值得（多用于否定式）：不

～为凭｜微不～道。
E足本E zuben 圈指书籍没有残缺删削的本

子·大字～《三国演义》。
E足不出户E zubuchuhu 脚不迈出家门，指待
在家里不外出 z ～的大家闺秀｜有了电视、互联
网，～就能知道天下大事。

E足赤E zuchi 圈足金z 金无～，人无完人。

E足够E zugou 圈。达到应有的或能满足需
耍的程度．～的燃料｜～的认识｜已经有这么多
了，～了。＠满足；知足z 有您这句话就～了。

E足迹】 zuji 圈脚印z 祖国各个角落都有勘探
队员的～。

E足见】 zuj ion [!!I 承接上文，表示足以做出某

种推断：这些难题通过集体研究都解决了，～
走群众路线是非常必要的。

E足金】 zujin 圈成色十足的金子。
E足疗】 zuliao I到足部的保健治疗，包括足浴
和足部按摩等。

E足球】 zuqiu !Bl 0 球类运动项目之一，主要
用脚踢球。球场长方形，较大，比赛时每队上
场十一人，一人守门。除守门员外，其他队员
不得用于或臂触球。把球射进对方球门算得
分，得分多的获胜。＠足球运动使用的球，用
牛皮做壳，橡胶做胆，比篮球小。

E足色E zuse ~属性词。成色十足的（金银） : 
～纹银。

E足岁】 zusui B按十足月份和天数计算的年

龄：这孩子已经七～了。

E足坛】 zut6n 圈指足球界。
E足下】 zuxia 圈对朋友的尊称（多用于书信）。

E足以】 zuyl 画完全可以；够得上：这些事实～
说明问题。

E足银E zuyin 画成色十足的银子。
E足月E zuyue 圃指胎儿在母体中成长的月份

已足z 孩子不～就生下来了。
E足智多谋］ zuzhi-du6m6u 智谋很多，形容善

足卒奉族嫉诅 I zu - zu I 1149 I 

于料事和用计。 量三三

卒1 zu 0 兵z 小～ l 马前～。＠王三
（祷率） 差役z 走～｜狱～ i 隶～。＠雪圭

( Zu) ['8] 姓。

卒2 （军） zu （书〉＠完毕P结束z ～读｜

～业。＠［副到底s终于z ～底

于成（底z达到）。＠死z 病～｜暴～｜生～年月。
另见221 页 CU0

E卒岁E zusui （书〉国国度过一年＝聊以～。
E卒伍E zuw凸｛萄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百

人为卒，泛指军队：猛将出自～。

E卒业E zuye （书〉国毕业。

萃山 zu （书〉险峻。
（主卒）

族叫家族：宗～｜～亲l合～｜同～。＠
古代的一种残酷刑法，即灭族。＠种族g

民族＝汉～｜斯拉夫～。＠事物有某种共同属

性的一大类z 语～｜芳香～化合物。＠称具有

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打工～｜上班～ i有车
～｜啃老～｜追星～。

E族类E zulei !Bl 指同族或同类2 聚我～。

E族谱E zup心画家族或宗族记载本族世系和
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陈亲E zuqln 圈同一家族的亲属。

脱明 zuqu6n 圈宗法制度下，族长对家族或

宗族的支配权力，或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
力。

E族群E zuqun !Bl 0 指由共同语言、宗教、信
仰、习俗、世系、种族、历史和地域等方面的因
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群体。＠泛指具有某些共

同特点的一群人：高血压患者是发生中风的危

险～。
E族人E zuren 圈同一家族或宗族的人。

U主裔E zuyi !Bl 0 某一宗族的后代：族谱表
明，这两地林姓子孙本属同一～。＠某一种族

的后代z 亚洲移民的后代在美国属于少数～。
E族长E zuzh凸ng 圈宗法制度下家族或宗族的

领头人，通常由族中辈分较高、年纪较长的有

权势的人担任。

镜失 ι zu （书〉箭头2 箭～。
（鲸）

、，

zu ( l1义）
主口 z凸〈书〉＠诅咒。＠盟誓；发

工且（翘）誓。
E诅咒E z心zhou 圈原指祈祷鬼神力日祸于所恨
的人，今指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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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阻？。阻挡3阻碍：～止｜拦～｜劝～｜畅行无

E阻碍】 zu ’ ai o 画使不能顺利通过或发展：
～交通｜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圈
起阻碍作用的事物z 毫无～。

E阻挡］ zud凸ng H动］阻止；拦住 2 他一定要去，就
不要～了｜革命洪流不可～。

E阻遏E z心’ e ['l国阻止。

E阻隔E zuge ［到两地之间不能相通或不易来

往：山Jli ～。

E阻击E z心jl B副以防御手段阻止敌人增援、逃
跑或进攻：～战。

E阻截］ zuji岳［§fil 阻挡；拦截z ～逃敌。

E阻绝E z心jue 圈受阻碍不能通过z阻隔z 交通

～｜音信～。
E阻抗E zukang 圈电路中电阻、电感和电容对

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单位是欧姆。
E阻拦E zulan 画阻止：他要去，谁也～不住。

E阻力E z心Ii 圈＠妨碍物体运动的作用力：空

气～｜水的～。＠泛指阻碍事物发展或前进的

外力 z 冲破各种～，克服一切困难。
E阻挠E z心nao ['l国阻止或暗中破坏使不能发展

或成功z 从中～｜～双方和谈。

Z阻燃E z心ran 圃阻止燃烧z ～剂｜～材料。
E阻塞E zuse 画＠有障碍而不能通过：交通
～。＠使阻塞：拥挤的车辆～了道路。～言路。

E阻止E zuzhi ['l国使不能前进；使停止行动：别

～他，让他去吧。
E阻滞E zuzhi p曲1] 0 有阻碍而不能顺利通过：

交通～｜电话线路发生～。＠阻止z使阻滞z
电车被～在马路上i～敌人的援军。

1~口 ,_ zu 0 画组织z 改～｜～字游戏｜

乏且（姐）十个人～成一个分队。＠国由不
多的人员组织成的单位：小～｜大～｜～长｜～
员｜读报～｜互助～｜人事～。＠画用于事物
的集体z 两～电池。＠合成一组的（文乙作

品）＝～诗｜～画｜～曲。
E组办E z心ban 画组织筹办z ～音乐会。

E组成E zucheng 画（部分、个体）组合成为（整
体〉。

E组队E z凸；；dui 圃组成队伍（参加比赛、慰问、
演出等） ： ～集iJll I～报名参赛。

E组分E zufen [El 指混合物中的各个成分，如空
气中的氧、氮、氢等都是空气的组分。

E组稿E zu;;g凸0 ['l!1] 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人员

按照出版、编辑计划向作者约定稿件。
E组歌E z心目圈由表现同一个主题的若干支

歌曲组成的一组歌，如《长征组歌儿

E且阁E zu11 ge ['l国＠组织内阁z 受命～。＠

泛指组织领导班子。

【组合E z心怡。［到组织成为整体z 这本集子

是由诗、散文和短篇小说三部分～而成的。＠

圈组织起来的整体：劳动～（工会的旧称）｜词

组是词的～。＠［每由 m个不同的元素中取

出 n个并成一组，不论次序，其中每组所含成
分至少有一个不间，所得到的结果叫作由 m
中取 n个的组合。如由 a ,b,c,d 中取 3 个的

组合有“缸， αhd, acd, bed 四组。组合数用

c：，来表示，公式是

[ m(m • l)(rn-2)… ( rn n+1) 
_,,, 1 X 2 X 3 X ••• X n ° 

E组合拳］ z心h伺uan 圈。把几种单一拳法组

合起来用来连续攻击的拳法。＠比喻成套的

一系列措施或行动．遏制通货膨胀还需要政策

上的～。

［~且画E z心hua 圈由表现同一主题的、形式统
一的若干幅画组成的一组画。组画一般比连
环画幅数少，画面较大，每幅画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

E组件】 zujian 画作为机器、仪表等组成部分

的部件或零件：变压器～。

E组建】 z心jian l~ 组织并建立（机构、队伍等）：

～剧团｜～突击队。
［~且由E zuqu 圆白若干器乐曲组成的一组乐
曲。

E组诗】 zushi 圈由表现同一主题的若干首诗

组成的一组诗。
E组团】 zutu6n 画组成团体（如代表团、访问

团、旅游团等，多指临时性的）：～出国访问！中

央歌舞团重新～｜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E组织】 zuzhl 0 画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

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人力｜～联欢晚

会｜这篇文章～得很好。＠画系统；配合关
系 2 ～严密｜～松散。＠圈纺织品经纬纱线

的结构：平纹～｜斜纹～｜缎纹～。。圈机体
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同

的细胞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人和高等
动物体内有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
经组织等。＠圈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

立起来的集体2 党团～｜向～汇报工作。
E组织生活】 zuzhl 钳制ghu6 党派、团体的成

员每隔一段时间聚集在一起进行的交流思想、
讨论问题等的活动。

E组装E zuzhuang 画i 把零件组合起来，构成部
件g把零件或部件组合起来，构成器械或装置：
～电脑｜～车间。

丑 zu 啪＠琼玉上的浮雕花纹。＠美
好。



人H zu 0 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o
h且也下图）＠占代切割肉类用的陆板。＠

<Zul 圈姓。

t且

E且t肉E zushangrot』〈书〉［到比喻任人欺压
蹂躏的人或国家。

、 zu 0 父母亲的仁一辈：～父｜伯～｜外
τ口．～。＠祖宗＝曾～｜高～｜远～。＠事业
或派别的首创者：鼻～ l佛～｜～师。。（ Zu) 
[=8] 姓。

E祖辈E zubei 圈祖宗；祖先①。

E祖本E z曲曲回书籍或碑帖最早的刻本或拓

本。
E祖产】 zuch凸n 国！＇＼］祖宗传F来的产业。

E祖传l zuchuan ~量祖宗留传下来z ～秘方 l三

代～o
E祖坟E z心fen 圈祖宗的坟墓。

E祖父】 zufu IEi 父亲的父亲。
E祖国】 zugu6 I写自己的国家。
E祖籍E zuji 圈 JJj(藉。
E祖居E zuju 0 lBJ 祖辈居住过的房子或地方。
＠层面世代居住2 ～南京。

E祖率E zulu 圈南北朝时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
近似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

355 
提出圆周率的疏率为7一，密率为 τT言。

为了纪念祖冲之，把他算出的近似值叫

作祖率。
E祖母］ z心m心圈父亲的母亲。

E祖母绿］ z心m心1u 圈一种宝石，是含锋而呈翠
绿色的绿柱石。［古波斯语 Zumurud]

E祖上］ zushang 画家族中较早的上辈： f也～

是从江西迁来的。
E祖师E zushi 圈＠学术或技术上创立派别的
人。＠佛教、道教中创立宗派的人。＠会道
门称本会门或本道门的创始人。。旧时手工

业者称本行业的创始者二。｜｜也说祖师爷。

E祖师爷E zushlye 圈祖师。

E祖述］ zushu （书〉国］尊崇和效法前人的学说
或行为。

E祖孙E zusun 圈祖父或祖母和孙子或孙女z

姐视钻攒绩篡 I zu zuan I 11s1 I 

[t［~~Gxian [El O 一个民族或家族的凹，主
特指年代比较久远的。＠演化成现代各类生

物的各种古代生物：始祖鸟是鸟类的～之一。

E祖业E zuye 圈。祖产。＠祖先创立的功

业。
E祖宗】 zu•zong ［钮－~•个家族的上辈，多指较早

的。也指民族的祖先。

E祖祖辈辈E zuzubeibei 固世世代代：我家～

都是农民 l勤劳俭朴是我国劳动人民～流传下
来的美德。

1_ z~ Ql'l c :f义与） | 

钻 -n 圈。用尖的物体
（攒、古黄）在另一物体上转动，造成

窟窿．～孔｜～个眼儿｜～木取火。＠穿过；进

入z ～山洞｜～到水里。＠钻研：～劲儿｜～书
本｜边干边～，边学边用。。指钻营c
另见 1752 页 zuano

E钻空子E zuan kong·zi 利用漏洞进行对自己
有利的活动。

E钻门子］ zuan men•zi （口〉指巴结权贵。
E钻谋E zuanm6u 阉钻营·～肥缺。
E钻牛角尖E zuan niuj恼。jian O 比喻费力研

究不值得研究的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喻

固执地坚持某种意见或观点，不知道变通。｜｜
也说钻牛角、钻牛椅角。

E钻探E zuantan 圈为了勘探矿床、地层构造、

地 F水位、土壤性质等，用钻（zuanJ机向地下

钻孔，取出岩芯等样品供分析研究。

E钻探机E zuantonjl 圈钻Czua川机。

E钻心】 zuanxln F司l 心 ft!.像被钻着那样，形容

极为难受·痒得～i疼痛～。
E钻研E zuanyan 画深入研究z ～理论｜～业

务｜刻苦～。
E钻营】 zuanying ［.司设法巴结有权势的人以

谋求私利，拍马～。

攒叫 zuan 阳］ l:或向前冲。
（踵）

II 

zuan C l7x4) 

攒（攒） zuan （书〉继承

篡（＠墓、＠篡、。1馨、8~鬓）
zuan O ＜书〉编辑：～修 i ～辑编～。＠



王三

zuan zu1 i 篡钻赚攥胶咀绪嘴

（～JL）（方〉圈妇女梳在头后边的发害。
“篡”、“篡”、“婆”另见 1723 页 zhuan

“撰”； 1723 页 zhuan“馍”。

E篡修E Zl』凸nxiu ＜书〉圃］编篡 z ～《明史》。

飞

zuan （？又与）

钻… … zuan IEl 0 打眼儿用的
（货、气）工具，有手摇的、电动的、

风动的多种。＠指钻石z ～戒｜十七～的手

表。
另见 1751 页 zuan 。

E钻床E zuanchuang 圈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

工工件上的圆孔。加工时工件固定在工作台
上，钻头一面旋转，一面推进切削。

E钻机】 zuanjT 画钻井、钻探用的机器。包括
动力设备和钻杆、钻头、岩芯管、钢架等。有冲
击式和旋转式两种。也叫钻（ zuan）探机。

E钻戒E zuanjie 圈镶着钻石的戒指。

E钻井E zuanjlng 0 ( ／／一）［虱用钻机打井（通
常深度较大、直径较小）。＠［苞用钻机打成的
井（包括深水井、油井、气井等）。

E钻石】 zuanshi 圈＠经过琢磨的金刚石，是
贵重的宝石。＠指硬度较高的人造宝石，可

用来做精密仪器、仪表的轴承或装饰品。

E钻石婚】 zuanshihun 圈金刚石婚。
E钻塔E zuant凸 i名l 井架用于钻井或钻探时叫

作钻塔。
E钻头】 zuant6u l'8J 钻、钻床、钻机上用的刀
具，金属切削上常用的是有螺旋槽的麻花钻

头，地质勘探用的有硬质合金钻头、金刚石钻
头等。

赚....，，. zuan （方〉叫人）你～我白
（赚）跑了一趟。

攥

股

另见 1723 页 7huon"

zuan （口〉圈握·～紧拳头｜手里～着一
把斧子。

［二 _:_i~I c；它又主） -J 

zuT （方） IEl 男子生殖器。
另见 710 页 juon"

v 
ZUI （？〉〈飞）

咀叫“嘴”俗作“咀”（现多用于地名） : ;!<)j' 
～（在香港）。

另见 704 页 ju 。

绪 zul （书〉同‘嘴”
另见 1733 页 zT"

嘴 zul l'8l 0 口的通称：张～｜闭～。＠
（～儿）形状或作用像嘴的东西：瓶～儿｜茶

壶～儿｜烟～儿。＠指说的话：～甜！别多～。

【嘴巴l zul•ba I函。嘴①：张开～。＠打嘴

部附近的部位叫打嘴巴：挨了一个～。也叫嘴
巴子。

E嘴笨E zul;;ben 圈口头表达能力差；不善于

说话：他～，有话说不出来。

E嘴唇】 zulchun 圈唇的通称：上～｜下～。

E嘴刁】 zul;;diao F韵。指吃东西爱挑剔：她

从小～，总是这不吃，那不吃的。＠〈方〉说话

刁滑．这小鬼～，差点儿被她骗了。

E嘴乖】 zul;;guai ＜口〉圈说话使人爱昕（多指

小孩儿）：这小姑娘～，挺逗人喜欢。
E嘴尖l zul;; jian llliJ 0 说话刻薄z 这人～，爱

损人。＠指味觉灵敏，善于辨别味道：他～，

喝一口就知道这是什么茶。＠嘴刁①g 这孩
子～，不合口的一点儿也不吃。

E嘴角】 zulji凸o 画上下唇两边相连的部分。

E嘴紧】 zul;; jln 回说话谨慎，不乱讲。

E嘴快l zul;; kuai llliJ 有话藏不住，马上说出来。

E嘴脸】 zullian 画面貌；表情或脸色（多含贬

义）：丑恶～｜他一直不给人家好～看。

E嘴皮子l zulpi•zi （口〉圈嘴唇，指说话的技
巧或口头表达能力（多含贬义）·耍～！他那两

片～可能说了。

E嘴软E zul;;ruan 
E嘴松l zul;;song 
应说的话。

E嘴碎】 zul;;sui

总爱唠叨o

［潮说话不理直气壮。

lllil 说话不谨慎，容易说出不

圈说话~唆：老太太～，遇事

(1嘴损E zul;;sun ＜方＞ I形］说话刻薄～不饶人。

E嘴甜E zui,1 ti an llliJ 说的话使人听着舒服：孩

子～，讨老人喜欢。

E嘴头】 zult6u （～儿）〈方〉［割嘴（就说话而言）．

～｝10能说会道｜我是打～儿上直到心眼儿里服了

你了。也叫嘴头子。

(P菊稳】 zul;;w岳n E翻说话谨慎，不说泄露秘密

的话。
E嘴严E zul;;yan ［垣嘴紧；嘴稳。
E嘴硬E zul;;ylng 圈自知理亏而口头上不肯认

错或服输：做错了事还～。
E嘴直l zuT;; zhi 圈说话直爽z 别怪我 v，这事

是你不对。
E嘴子l zul•zi （方） IEl 嘴②：山～。



飞

ZUI ( F'＞《飞）

最 、 川＠画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
（提审）有同类的人或事物：我国是世界

上人口～多的国家。＠指（在同类事物中）居
首位的；没有能比得上的：中华之～1世界之～。

E最爱】 zui ’ ai 圈指最喜爱的人或事物z 汽车
模型一直是他的～。

E最初］ zuichu [BJ 最早的时期g开始的时候s

那里～还是不毛之地｜我～认识他是在上中学
的时候。

E最好E zuih凸。国最为适当z 你～早点儿出发｜

这件事你～事先通知他一声。
E最后】 zuihou 圈在时间上或次序上在所有
别的之后z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全书的

～一章。
E最后通牒】 zuihou tongdie 一国对另一国提

出的必须接受其要求，否则将使用武力或采取
其他强制措施的外交文书，这种文书限在一定
时期内答复。也叫哀的美敦书。

E最惠国待遇】 zuihuigu6 daiyu 一国在关税、
贸易、航海、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缔约国
的不低于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

E最简式】 zuijianshi 圈实验式。

E最近E zuijin 圈指说话前或后不久的日子z

～我到上海去了一趟｜这个戏～就要上演了。
E最为E zuiwei 圃用在双音节形容词前，表示
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重要｜
～可恶｜用电话通知，～省事。

E最终E zuizhong 圈最后z末了：～目的。
E最终产品】 zuizhong ch凸npln 直接供消费者

购买、使用的物品和服务。

醉 zui ＜书〉婴儿周岁。

罪 中 zui 0 画作恶或犯法的行为2
（势阜）有～｜～大恶极。＠过失；过错z

归～于人。＠圈苦难；痛苦z 受～。＠把罪
过归到某人身上；责备z ～己（引咎自责）。

E罪案］ zui ’ an [BJ 犯罪的案情。
E罪不容诛】 zuibur6ngzhu 罪大恶极，处死都

不能抵偿。
E罪错E zuicuδ~ 罪行和过错。
E罪大恶极】 zuida忌Ji 罪恶严重到极点。

E罪恶］ zui ’在 [BJ 严重犯罪或作恶的行为z ～

滔天。

E罪犯E zuifan 画有犯罪行为、正在依法被执

行刑罚的人。

最醉罪携蔑醉｜ zui I 1753 I 

E罪过E zui•guo 画＠过失：他有什么～，你这

样训斥他？＠谦辞，表示不敢当：为我的事让
您老特地跑←趟，真是～o

E罪庭j;] zuikui IE 罪恶行为的首要分子g ～祸

首｜查出幕后的～。
E罪庚E zuili ＜书〉圈罪过g罪恶。
E罪名］ zuiming 圈刑法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

和特征所规定的犯罪名称。如盗窃罪、贪污
罪、强奸罪等。

E罪孽】 zuinie 圈应受到报应的罪恶z ～深重。

E罪悠】 zuiqian ＜书〉圈罪过①。

E罪人E zuiren [BJ 有罪的人。

E罪行E zuixing 圈犯罪的行为s ～累累｜犯下
严重～。

E罪尤E zuiy6u ＜书） [BJ 罪过①。

E罪有应得E zuiyouylngde 干了坏事或犯了罪

得到应得的惩罚。

E罪责】 zuize O 圈对罪行所负的责任z ～难

逃。＠〈书〉圈责罚 z 免于～。
E罪证E zuizheng [BJ 犯罪的证据：查明～。

E罪状E zuizhuang [BJ 犯罪的事实z 罗列～。

携（稿） zui 见下
E携李E zuill [BJ 0 李子的一个品种，果实皮鲜
红，汁多，味甜。＠这种植物的果实。

革川见下。

E莫尔E zui ’岳r ＜书〉圆形容小（多指地区小） : 
～小国。

醉 zui [!ii)] 0 饮酒过量，神志不清： ~1x.1 喝
～了｜～得不省人事。＠沉迷；过分爱好：

～心｜陶～｜听着这美妙的音乐，我的心都～了。

＠用酒泡制（食品） ： ～枣｜～蟹｜～了几条鲤
鱼

E醉鬼E zuigul 圈喝醉了酒的人，多指经常喝
醉酒的人（含厌恶意）。

E醉汉E zuihan 圈喝醉了酒的男人。

E醉话E zuihua 圈醉酒后神志不清时说的话。
E醉驾J zuijia 画醉酒驾驶机动车z 他因～受

到处罚。
E醉酒】 zuiji心画面醉①。

E醉人】 zuiren 圈。（酒〉使人喝醉z 这酒度数

虽不高，却爱～。＠使人陶醉z 春意～｜～的音
乐。

E醉生梦死E zuisheng-mengsi 像喝醉了酒和

在睡梦中那样糊里糊涂地活着。
E醉态】 zuitai 圈喝醉以后神志不清的状态。
E醉翁之意不在酒E zuiw岳ng zhl yi bu zai ji心

欧阳4职醉翁亭记》J‘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主

1754 I zui - zu6 ｜醉尊蹲遵搏铮蹲傅搏嗨梭作暖

水之间也。”后用来表示本意不在此而在别的｜ 级的指示｜～老师的教导。

方面。 I c遵命】 zunming i到敬辞，表示依照对方的嘱
E醉乡E zulxiang 圈喝醉以后昏昏沉沉、迷迷｜ 咐（办事）：～照办。

糊糊的境界：沉入～。 I c遵守E zunshou 圈依照规定行动；不违背z
E醉心】 zuixin 画对某一～事物强烈爱好而＿＿，心｜ ～时间｜～交通规则！～劳动纪律。

专注：他一向～于数学的研究。 I c遵行l zunxing l到遵照实行或执行z 即请批
E醉醺醺】 zuixunxun （～的）~状态词。形容｜ 示，以便～。

人喝醉了酒的样子。 I c遵循l zunxun R功］遵照 z ～原则｜无所～，碍难
E醉眼E zuiyan IEl 醉后迷糊的眼睛：～也斜｜｜ 执行。

～蒙胧。 I c遵照l zunzhao ［副依照 2 ～执行｜～政策办事。

搏（嗨） ~~~： E醉意】 zuiyi 圈醉的感觉或神情：他已经有三

分～了。

仁 ~~~~L!1：二」

尊1 zun 0 地位或辈分高z ～长｜～卑｜～
亲。＠敬重；尊崇·～敬｜自～｜～师重

教。＠敬辞，用于称跟对方有关的人或事物：
～府｜～驾｜～号｜～姓大名。。 [II a）用于神

佛塑像：一～佛像。 b）用于炮z 五十～大炮。

尊2 zun 同“槽”。

E尊称l zuncheng O 圈尊敬地称呼：～他为
老师。＠圈对人尊敬的称呼2 “您”是“你”的

～｜范老是同事们对他的～。
E尊崇E zunch6ng 阐尊敬推崇．他是一位受
人～的学者。

E尊贵E zungui ~可尊敬；高贵：～的客人｜地

位～。

E尊敬E zunjing 0 圃重视而且恭敬地对待：～

老师 l受人～。＠圈可尊敬的z ～的总理阁下。

E尊亲E zunqin 圈。辈分高的亲属。＠敬

辞，称对方的亲属。

E尊容E zunr6ng 圈指人的相貌（多含讥讽
惠；）：看他那副～，真让人恶心。

E尊严E zuny6n O 圈尊贵庄严＝～的讲台。
＠圈可尊敬的身份或地位z 民族的～｜法律

的～。
E尊长】 zunzh凸ng 圈地位或辈分比自己高的

人：敬重～O
E尊重］ zunzhong O 画尊敬；敬重．～老人｜

互相～。＠圈重视并严肃对待z ～历史！～事

实。＠回庄重（指行为）＝放～些！

蹲而n 肌U石高峻陡峭。

V亩台 zun ＠依照z ～照｜～循｜～守｜～命｜～
，巳主嘱｜～纪守法。＠（汩的 IEl 姓。

E遵从E zunc6ng 自由遵照并服从z ～决议i～上

酒器具。

E搏短】 zunz心圈古代

盛酒食的器具，后来常

用作宴席的代称：折

冲～。

铮（鳝） ~：）戈1
下端圆锥形的金属套。
8 <Zun）圈姓。

气f ~ 

~- 
ζ二二J

槽

蹲 －见 1町棚鳞~，541 页
（角尊） ！虹鳞1 。

v 
zun < l7义Lr ) 

尊 z心n （书〉＠聚集 ＠谦恭。

搏 Z归国节省z ～节｜～下一些钱。

盯尊节】 z心njie 画节约；节省 z ～开支。

啤 zun （书〉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的样子

、

zun < vxLr) 

梭 m 〈书〉用于指按。

［二二豆豆二岖豆二二3

作 zua 作坊＝石～＇. ;J、器
另见 1756 页 zuo 。

E作坊E ZUCl'fang 圈子工业工场：造纸～。

曝 zu6 ＜口〉酬吸2 小孩儿～奶｜～柿子。
另见 199 页 chuai 。

E嗷瘪子E zu6 bi岳•zi ＜方〉比喻受窘为难；碰



壁．我的外语不行，让我当翻译，非～不可。

,, 
zuo （？〉〈古）

昨 zu6 0 昨天：～夜。＠泛指过去： '.it~ 
是而～非。．

[Bf JL] zu6r ＜口〉圈时间词。昨天。也说昨儿
个（ zu6r•ge ）。

E昨日E zu6ri 圈时间词。昨天。
E昨天E zu6tian 画时间词。＠今天的前→
天＝～晚上睡得好吗？＠不远的过去z 不能只

满足于～的成绩。
字 zu6 ＜方〉酬＝小孩儿～住妈妈的衣服｜

～着他胳膊就往外走。

窄山川竹箴拧成的绳索2 ～桥（竹( :q-f ）索桥）。
另见 1637 页 Z岳。

琢 M 见下
另见 1731 页 zhu60

E琢磨］ zuo•mo 圈思索；考虑：队长的话我～

了很久！你～～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
另见 1731 页 zhu6m6 。

" zuo （？〉〈古）

左 zu6 0 圈方位词面向南时靠东的一
边（跟“右”相对，下②⑤同） ：～方｜～手｜向

～转。＠画方位词。东：山～（太行山以东的
地方，过去也专指山东省）。＠圈偏；邪g不正

常z ～脾气！～道旁门。。回错；不对头2 想
～了｜说～了。＠相反．意见相～。＠冒冒进
步的；革命的 2 ～派！～翼作家。＠〈书〉同
“佐”①②。 0 (Zu凸）圈姓。

E左膀右臂】 zu凸b凸ng-youbi 比喻得力的助手。
E左边E zu凸• bian （～儿）圈方位词。靠左的一

边。
E左不过】 zuo•buguδ 〈方〉圈。左右g反正：
不是你来，就是我去，～是这么一回事。＠只
不过＝这台机器～是生了点儿锈，不用修。

E左道旁门】 zuodao-p6ngmen 指不正统、不正
宗的宗教派别，也借用在学术上。也说旁门左
道。

E左顾右盼E zuogu-youpan 向左右两边看＝他
走得很慢，～，像在寻找什么。

E左近E zu凸Jin 圈附近2 房子～有一片草地。
E左邻右舍】 zuolin 忡ushe 泛指邻居。
E左轮】凹凸lun 圈手枪的一种，装子弹的转轮

昨拌窄琢左 zu6- zu己 I 11臼

在装子弹时能从左侧摆出，所以叫左轮。

E左面］ zu凸mien ＜～儿〉强方位词。左边。

E左派E zuopai 圈在阶级、政党、集团内，政治

上倾向进步或革命的一派。也指属于这→派
的人。

E左撇子E zuopie•zi !Bl 习惯于用左子做事（如

使用筷子、刀、剪等器物）的人。

E左迁E zuoqian （书〉画指降职（古人以右为

上） 0

E左倾E zuoqlng 圈＠思想进步的：倾向革命
的。＠分不清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革命

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的（左字常带引号写作
“左”）。

E“左”倾机会主义】凹凸qlng jlhui 
599 页1机会主义］ o

E左丘J zuoqiu 圈姓。

zhuyi 见

E左券E zuoquan 圈古代称契约为券，用竹、木

等做成，分左右两片，立约的各拿一片，左券常
用作索偿的凭证。后来把有把握叫操左券。

E左嗓子E zuos凸ng•zi 0 圃指歌唱时声音高

低不准。＠函左嗓子的人。

E左手E zuosh凸u 0 固左边的子。＠同“左

首”。
E左首E zuosh凸u 圈左边（多指座位）：～坐着

一位老太太。也作左手。
E左祖E zuot凸n （书〉画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

当权，培植吕姓的势力。吕后死，太尉周勃夺
取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自氏

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祖。”军中都

左袒（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衍。后来把偏护

一方叫左袒。
E左性子E zuoxing•zi 0 圃性情执拗、怪僻。
＠固性情执拗、怪僻的人。

E左翼E zuoyi !Bl 0 作战时在正面部队左侧的
部队。＠政党或阶级、集团中在政治思想上
倾向进步或革命的一部分。

E左右l zuoyou 0 I写方位词。左和右两方

面2 ～为难｜～逢源 1 主席台～的红旗迎风飘

扬。＠圈身边跟随的人3 吩咐～退下。＠画

支配g操纵z ～局势｜他想～我，没那么容易！
＠圈方位词。用在数量词后面，表示概数＝

年纪在三十岁～。＠〈方〉圆反正z 我～闲着

没事，就陪你走一趟吧。
E左…右…E zuo… you··· 强调同类行为的反

复：～说～说｜～思～想｜～一趟～一趟地去请。
E左右逢源E zuoyou-fengyu6n 形容做事得心

应手，怎样进行都手畏顺利。也形容办事圆滑。
E左右开弓E zu凸you-kaigong 指两手轮流做同

一动作，或者－只于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做同一

王



I 1156 I zu凸－ zuo I 左佐撮作

三三主 动作。也指同时做JL项工作。
三三F E右手】 zuoyoushou ［萄比喻得力的助于：

儿子已长大成人，成了他的～。

E左右袒］ ZUOYOL』tan ＜书〉圈偏袒某－方面：

勿为～。参看 1755 页i左袒］ o
E左证E zuδzheng 见 1756 页［佐证lo

E左支右绚］ zuozhl-youchu 指力量不足，应付
了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又有了问题。

佐 zu凸＠辅佐辅助： ~.111[ ，·.：：~o fJ 辅佐
别人的人＝僚～。 8 (Zu凸）圈姓。

E佐餐E zuocan ＜书〉画就着菜吃饭z ～佳肴。
E佐理E ZU凸IT ＜书〉自由］协助处理z ～军务。

E佐料E zuoliao 圈作料②。
E佐证】（左证） zuozheng 圈证据z 伪造的单据
就是他贪污的～。

E佐助E ZU凸zhu 圃辅助；协助。

撮 M 卜儿）圈用于成丛的毛发z 一～胡
子。

另见 227 页 cuδ。

E撮子E zuo• zi ＜臼〉厦撮2 剪下一～头发。

、

zuo CVx古）

作 zuo 0 ,g, ~～｜日出而～｜一鼓～气｜枪
声大～。＠做某事5从事某种活动z ～孽｜

自～自受。＠写作z 著～｜～曲｜～书（写信），
＠作品＝佳～｜杰～｜成名～｜成功之～。＠
装z ～态｜装模～样。＠值国当成z作为z ～保｜
～废｜认贼～父。＠〈书〉画写成z写为（多用
于校勘和辞书）：古书中“伏裁”又～伏牺、启事宜

等。＠发作2 ～呕｜～怪。＠同“做”④ ⑥。

另见 1754 页 ZU00

E作案E zuo11an 画面进行犯罪活动。

E作罢】 zuooo 画作为罢论；不进行z 既然双方
都不同意，这件事就只好～了。

E作保E zuδ；； b凸o 圈当保证人s 请人～。
E作弊E zuo;;bi 国用欺骗的方式做违法乱纪

或不合规定的事情＝通同～i考试～。
E作壁上观E zuobishangguan 入家交战，自己

站在营垒上观看，比喻坐观成败，不给予帮助。

E作别E zuobi岳〈书〉画分另I] ；分子：拱手～。

E作成E zuocheng l司成全2 ～他俩的亲事。

E作答E zuod6 圈做出回答z 听到问话，他没有
马上～。

E作xtl zuo;;dui ［§国＠做对头；跟人为难＝他
成心跟我～。＠成为配偶：成双～。

E作恶E zuo;;e 圈做坏事g ～多端。
E作伐E zuδta 〈书〉毒面做媒。

E作法E zuo;;f凸［到旧时指道士施行法术。

E作法E zuo•f凸圈。作文的方法：文章～。＠
做法。

E作法自毙】 zuofa-zibi 自己立法反而使自己

受害。
E作废l zuofei [ljJj] 因失效而废弃：过期～｜～的

票不能再用。
E作Ji<1J zuof岳ng 圈。（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

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正派｜反对官僚

～。＠风格：他的文章～朴实无华。
E作梗】 zuog昌ng I制（从中）阻挠，使事情不能

顺利进行：从中～。
E作古E ZU0//9心 〈书〉层面婉辞，去世。
E作怪】 zuoguai ［副指鬼怪害人，比喻坏人或

坏思想捣乱，起破坏作用：兴妖～。
E作家E zuojia !Bl 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

E作假E ZUO// j i凸面。制造假的，冒充真的；真

的里头掺假的：好的里头掺坏的 z 弄虚～。＠

耍花招儿；装糊涂＝～骗入。＠故作客套，不爽

直z 没吃饱就说没吃饱，别～！
E作价E zuo;;jia 圈在出让物品、赔偿物品损失

或以物品偿还债务时估定物品的价格；规定价
格z 合理～｜～赔偿。

E作奸犯科E zuojian-fank岳为非作歹，触犯法

令（好：坏事；科＝法令）。
E作茧自缚E zuojian-zifu 蚕吐丝做成茧，把自
己包在里面，比喻做了某事，结果反而使自己
受困。

E作件E zuojian ［萄工件。
E作践E zuo•jian （口语中多读 zu6•jian）画＠

糟蹋：～粮食。＠作弄；侮辱z 别～人。
E作客l zuo;;ke ＜书〉圈指寄居在别处z ～他

乡。
E作乐l zuole 画取乐：寻欢～｜苦中～。

另见 1757 页 zuoyue 。

E作脸E zuoliar、〈方〉圈争光；争气：这孩子真

给家长～O
E作料】 zuo• liao （口语中多读 zu6•1iao) （～儿）

国皇］＠烹调时用来增加滋味的油、盐、酱、醋和

葱、蒜、生姜、花椒、大料等。＠面食、菜肴等做
成后或临吃时所加的醋、酱油、香油和葱、蒜、
生姜等调味配料。

E作乱E zuoluan 圈发动叛乱z 犯上～。
E作美】 zuom岳i 南（天气等）成全人的好事（多

用于否定式）：我们去郊游的那天，天公不～，
下了一阵雨，玩得不痛快。

E作难E zuon6n ［到为难z 从中～。

E作难E zuonan ＜书〉画发动叛乱；起事。
E作孽E zuo11nie 圈造孽。



E作弄l zuonong （口语中多读 zuonong ）画面

捉弄。
E作呕E zuo'ou 圈。恶心，想呕吐。＠形容

对可憎的人或事非常讨厌z 令人～。
E作陪E zuopei 画当陪客。

E作品l zuopin 圈指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品：绘

画～｜诗词～。
E作色l zuose 画脸上现出怒色：愤然～。

E作声E zuosheng （～儿）圈发出声音，指说话、
咳嗽等z 大家别～，注意听他讲。也作做声。

E作势】 zuost、i E直做出某种姿态：装腔～。
E作数l zuo;;shu 画算数JL ：你说话～不～？
E作死E zuosi （口语中多读 ZUδsi）圆白寻死

路＝酒后开快车，这不是～吗！
E作速】 zuosu 圃赶快；赶紧E ～处理｜～前往。
E作祟E zuosui ［萄迷信的人指鬼神跟人为难，
比喻坏人或坏的思想、意识捣乱，妨碍事情顺利
进行z 防止有人从中～o

E作态】 zuotai g动l 故意做出某种态度或表情z
惺惺～i但倪～。

E作痛】 zuotang 画产生疼痛的感觉z 周身的
筋骨隐隐～。

E作威作福】 zuow岳i-zuofu 原指统治者擅行赏

罚，独揽威权，后来指妄自尊大，滥用权势。
E作为）1 zuowei 0 圈所作所为3行为＝评论
一个人，不但要根据他的谈吐，而且更需要根据
他的～。＠圈做出成绩：有所～。 8rBI 可
以做的事z 大有～。

E作为Y zuowei 0 rnJjJ 当作 z ～罢论｜～无效｜

我把游泳～锻炼身体的方法。＠因就人的某
种身份或事物的某种性质来说z ～一个共产
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部词典，必
须有明确的编写宗旨。

E作伪E zuow邑l 圈制造假的，冒充真的（多指

文物、著作等）。
E作文E zuowen 0 圈写文章（多指学生练习
写作）：～比赛｜赋诗～。＠圈学生作为练习
所写的文章z 写～｜他的～被评为优秀。

E作物E zuowu 圈农作物的简称z 大回～｜经

济～o
E作息】 zuoxl 画工作和休息：按时～｜～制度。
E作兴】 zuo•xing （方〉＠画情理上许可（多用
于否定式）：开口骂人，不～！＠圈可能s也
许＝看这天气，～要下雨。＠巨量流行g盛行＝
我们村里过春节，还～搭台唱戏。

E作秀E ZUO// xiu 圈＠表演；演出 z 歌星们依
次上台～。＠指为了销售、竞选等而进行展
览、宣传等活动 z 想方设法～促销。＠装样

子，做作地做出某种姿态g 他的表态只是～，你

作坐 l zu凸 I 11s1 I 
别当真。｜｜也作做秀。［秀，英 show〕 矗主

E作业E zuove 0 IE 教师给学生布置的功课；三主
部队给士兵布置的训练性的军事活动g生产单

位给工人或工作人员布置的生产活动2 ～本｜

课外～l～计划。＠圈从事这种军事活动或
生产活动z 带电～｜队伍开到野外去～。

E作捐E zuo;;yl （口语中多读 zu凸F yl）画两

子抱拳高拱，身子略弯，向人敬礼＝打躬～｜给
老人家作了个挥。

E作俑E zuoy凸ng （书〉圈制造殉葬用的偶像，
指倡导做不好的事。参看 1190 页I始作俑者］ o

E作用E zuoyong 0 画对事物产生影响z 外界

的事物～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在我们的头脑中
形成形象。＠圈对事物产生某种影响的活

动z 同化～｜消化～｜光合～。＠圈对事物产

生的影响；效果p效用：副～｜起～｜秽极～。

E作用力E zuoyongli 圈作用于物体上的力。

E作乐E zuoyue Ill国＠制定乐律g 制礼～。＠
奏乐。

另见 1756 页 zuo险。

E作战E zuozhan 圈打仗z 英勇～。

E作者E zuozh画圈文章或著作的写作者；艺术

作品的创作者。
E作iiEl zuo;; zheng 同“做证”。

E作准E zuδzhun Ill国＠作数；算数儿。＠准许；
承认：他俩的婚事，双方父母都已～。

λ队 zuo 0 画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
.=t二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请～｜咱们～下来
谈1他～在河边钓鱼。稳～江山。＠圈乘s搭z
～船！～火车。＠圈（房屋）背对着某一方向 g
这座大楼是～北朝南的。＠［司把锅、壶等放

在炉火上，给里面的东西加热z ～一壶水｜火旺
了，快把锅～上。＠（～儿）同“座”①。＠医国
枪炮由于反作用而向后移动；建筑物由于基础

不稳固而下沉z 步枪的～劲儿不小！这房子向后
～了。＠画瓜果等植物结实s ～果｜～瓜。＠

指定罪z 连～｜反～。＠圆形成（疾病）：打那

次受伤之后，就～下了腰疼的病根儿。⑩〈书〉

因因为g ～此解职。＠〈书〉圃表示无缘无

故z 孤蓬自振，惊砂～飞。

E坐班E zuo11bon S副每天按规定时间在单位
工作（多指在勿公室上班的）：～制。

E坐便器E zuδbianqi IE 坐在上面排泄大小便
的抽水马桶。

E坐标E zuobioo IE] 能够确定一个点在空间的
位置的一个或→组数，叫作这个点的坐标。通
常由这个点f!J垂直相交的若干条固定的直线
的距离来表示。这些直线叫作坐标输。坐标
轴的数目在平面上为 2，在空间里为 3o



｜仔ss I zuo I 坐

E坐草E zuoc凸o 〈书〉画面坐辱。

E坐禅】 zuochan 圈佛教指排除一切杂念，静

坐修行。
E坐吃山空E zuochl-shankong 光是消费而不

从事生产，即使有堆积如山的财物也会消耗

""' 7Go 

E坐床E zuochuang 圈藏传佛教中，活佛圆寂

后，他所转世的灵童必须经过升座仪式才能成
为正式的继承者。这种仪式叫坐床。

E坐次E zuoci 同“座次”。

E坐大E zuodo 画面逐渐发展壮大（含贬义）：警
惕黑势力～。

E坐待E zuodai 圈坐等3 ～胜利。
E坐等E zuod岳ng ®ii 坐着等待z 在他家～了半
个多小时。

E坐地E zuodi 0 国国固定在某个地方z ～户（长

期在本地居住的人家）｜～行医。＠画就地：

～加价｜货物～转手。

E坐地分赃E zuodi-f岳nzang C匪首、窝主等）不

亲自偷窃抢劫而分到赃款、赃物，也指盗贼就
地瓜分赃款、赃物。

E坐垫E ZUδdion c～儿）固放在椅子、凳子上的

垫子。

E坐而论道E zuo ’erlundao 原指坐着议论政事，
后指空谈大道理。

E坐骨E zuog心圈人坐时支持上身重量的骨
头，左右各一，跟趾骨和憾骨组成骸骨。（图见
468 页“人的骨锵”）

E坐骨神经E zuog心 shenjlng 人体内最粗的神
经，是脊髓神经分布到下肢的一支，主要作用
是管下肢的弯曲运动。

E坐观成败E zuoguan-chengbai 对于别人的

成功或失败采取旁观态度。

E坐果E zuo;;guo ®ii （果树等）长出果实：果园
的苹果树都已～。

E坐化E zuohua I到佛教指和尚盘膝端坐死去。

E坐怀不乱E zuohuai-buluan 春秋时鲁国的柳

下惠夜宿时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因害怕
她冻伤，就让虫也坐到自己胸前，用衣服裹住，两
人一夜都没有淫乱行为。后来用“坐怀不乱”

来形容男子作风正派。
E坐驾E zuojia 同“座驾”。

z坐江I.11) zuo j iangshan 指掌握国家政权。

E坐井观天） zuojing-guantian 比喻眼光狭小，

看到的有限。

E坐具E zuoju ［每供人坐的用具，如椅子、凳子

等。
E坐科E ZUO／／幅画在科班学戏z 他幼年～学

艺，习青衣。

E坐困】 zuokun ®ii 守在一个地方，找不到出

路z ～孤城。
E坐蜡】 zuo11la （方〉画陷入为难境地；遇到难

以解决的困难：我不会的事硬让我干，这不是
让人～吗？

E坐牢E zuo11lao 画被关在监狱里。

E坐冷板凳】 ZUO I昌ngbandeng O 比喻长期受

冷遇或因不受重视而担任清闲的职务。＠比

喻长期做寂寞清苦的工作：做学问要甘于～。
E坐力】 zuoli 圈指枪弹、炮弹射出时的反冲

力。

E坐立不安】 zuoli-bu'an 形容心绪不宁，烦躁

焦急的样子。也说坐立不宁。
E坐立不宁E zuoli-buning 坐立不安。

E坐落】 zuoluδ 画建筑物位置处在（某处）：我

们的学校～在环境幽静的市郊。

E坐骑） zuoqi 圈供人骑的马，泛指供人骑的兽

类。
E坐辅】 zuoqiu 圈后辅。

E坐辱】 zuoru （书〉圃指妇女临产分娩。旧时

妇女分娩时常身下铺草垫，所以叫坐辱。也叫

坐草。
E坐山雕.） zuoshandiao IEl 秃莺。
E坐山观虎斗J zuo shan guan hu dou 比喻对
双方的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等到两败俱伤的

时候，再从中取利。
E坐商’E zuoshang 圈有固定营业地点的商人

（区别于“行商勺。

E坐失E zuoshl 糊不主动采取行动而失掉（时

机）：～良机。

E坐实】 zuoshi ®ii 落实；证实·用确凿的证据
～了他的罪名。

E坐视E zuδshi 画坐着看，指对该管的事故意

不管或漠不关心。
E坐收渔利】 ZUOShOL』－vuli 比喻利用别人之间
的矛盾，轻易地从中获利。也说坐收渔人之

利。参看 1607 页【鹉蚌相争，渔人得利lo

E坐胎E zuδ11toi 画指↑个孕。

E坐台】 zuotai ®ii 指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为客

人提供陪唱、陪酒等有偿服务：～费｜～女。
E坐探】 zuotan 圈混入某组织内部刺探情报

的人。

E坐堂E zuo;;tang 圈＠旧时指官吏在公堂上

审理案件。＠佛教指在禅堂上坐禅。＠营业
员在店堂里营业；中药店聘请的医生在店堂里

看病：～卖货｜～行医。
E坐天下E zuo tianxia 指掌握国家政权。

E坐位E zuo· wei 同“座位”。

E坐误】 zuowu 画坐失（时机）：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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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坐席】 zuoxi 0 画坐到笼席的座位上，泛指

参加宴会。＠同“座席”。
E坐享其成E zuoxi凸ng-qicheng 自己不出力而

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

E坐｛象l zuoxiang 圈用雕塑等方法制成的坐

着的入像。
E坐药l zuoyao 函中医指栓剂。

E坐夜】 zu凸ye 画为了守岁、守灵等夜里坐着

不睡：～等门｜～守岁。
E坐以待毙】 zuoyidaibi 坐着等死，指不采取积

极行动丽等待失败。
E坐椅l zuoyi 同“座椅”。

E坐月子E zuo yue·zi ＜口〉指妇女生孩子和产
后个月里调养身体。

E坐赃E zuozang ［剥＠〈方〉栽赃。＠〈书〉犯

贪污罪。

E坐诊】 zuozh前南i 医生在药店等固定地点给

人看病2 本店聘请名医～。
E坐镇】 zuozhen I司＠（官长）亲臼在某个地方

镇守。＠泛指领导亲自到下面抓工作：总工

程师亲临现场～指挥。

E坐支E zuozhi r到指某些企业单位经银行同意
从自己业务收入的现金中直接支付的方式。

E坐庄l zuo;; zhuang ［动］＠商店派遣或特约的

人常驻某地，采购货物。＠打牌时做庄家z

连坐了三把庄。＠投资者依靠雄厚的资金，大

比例地买卖某只股票，以控制股价，达到盈利

的目的。

阵 zu6 古代指大堂前东西的台阶，主人迎
接宾客的地方。

衅 zuo 昨山，山名，又地名，都在山东

作 zuo ＜书〉惭愧2 惭～｜愧～

样 zuδ 圈作树’落口f乔木，高可达川
叶子倒卵形’花单性，坚果卵形，木质坚

硬，耐腐蚀。叶子可用来饲养作蚕，木材可用
来造船和做枕木等。也叫作栋。
另见 1642 页 zhao

E作蚕】 zuocan ~昆虫，比桑蚕大，将变成蜗
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作树、麻标等的
叶子，H士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

E作标l zuoli I组样树。
E作木E zuδmu 圈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茎上有

刺，叶子卵形，边缘像锯齿，花小，黄白色，浆果
球形。木质坚硬，可用来做家具等。

E样丝绸E zuosich6u 哩l 用作蚕丝织成的平纹
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旧称茧
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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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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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
昨 M 古代祭祀用过的酒肉等祭品。

祥 zuo ＜书〉＠福2 门衰～薄。＠君主的
位置z 帝～｜践～。

些 zuo 译音用宇：咔～｜毕。

时了 ＠（～儿） [BJ 座位：～次｜满～ l这个
Iλ＇＂ /J:.二剧场有五千个～儿。＠（～儿）圈放在器物
底下垫着的东西：茶碗～儿｜石碑～儿。＠星

座：大熊～ J天琴～。。敬辞，旧时称高级长
官：军～（称军长）。 01IJ 多用于较大或固定

的物体：一～山｜一～水库｜一～高楼。＠
< Zuo) I名］女生。

E座舱E zuocang 圈。指客机上载乘客的地

方，也指战斗机的驾驶舱。＠指宇宙飞船上
供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地方。

E座次E zuδci 圈座位的次序：排～｜～表。也
作坐次。

E座机］＇ zuojl 圈指专供某人乘坐的飞机。
E座机】2 zuojl 画固定电话（对“手机”而言）。

E座驾l zuδjia 函指专供某人乘坐的汽车z 元

首～。也作坐驾。

E巫JL] zuor 圈。〈口〉座位：你来晚了，饭厅

里没～了。＠影剧院、茶馆、酒店、饭馆等指顾

客p拉人力午、蹬三轮车、开出租车的指乘客z
上～｜拉～。

E座上客E zuoshangke 圈指在席上的受主人

尊敬的客人，泛指受邀请的客人。

E座谈E zuotan 画不拘形式地讨论：～会。
E座位E zuo•wei 圈。供人坐的地方（多用于

公共场所）：票已经卖完，一个～也没有了。＠

（～JL）指椅子、凳子等可以坐的东西：搬个～儿
来。｜｜也作坐位。

E座无虚席E zuowuxuxi 座位没有空着的，形

容观众、听众或出席的人很多。
E库席E zuoxi 圈座位①；席位。也作电席。
[1~椅】 zuoyi 圈椅子。也作坐椅。

E座右铭E zuoyouming 圈写出来放在座位旁

边的格言，泛指激励、警醒自己的格言。
E座钟】 zuozh6ng 圈摆在桌子七的时钟。

E座子】 zuo•zi l量＠座②：钟～。＠自行车、
摩托车等上面供人坐的部分。

做 M 画＠制造：～衣服｜用这木头～张
桌子。＠写作：～文章。＠从事某种工

作或活动．～工｜～事｜～买卖。＠举行庆祝
或纪念活动：～寿｜～生日。＠充当；担任：～

母亲的最疼孩子｜～官｜～教员｜～保育员｜今天
开会由他～主席。。当作z 树皮可以～造纸
的原料｜这篇文章可以～教材。＠结成（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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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亲｜～对头｜～朋友。＠假装出（某种
模样）＝～样子｜～鬼脸｜～痛苦状。

［｛，故爱E ZUO//Oi 圈指人性交。

［｛，故伴J zu。11ban c～儿）圈当陪伴的人：母亲

生病，需要有个人～。

E做东E zuo11d6ng 圈当东道主：明天下馆子，

我～。
E做法E zuo•fa 圈制作物品或处理事情的方

法z 掌握紫砂壶的～｜说服教育，这种～很好。
E做工I zuo11g6ng 画从事体力劳动（多指工
业或手工业劳动）：她在纺纱厂～。

盯故工】2 zuog6ng 0 圈指制作的技术或质
量·这件衣服～很细。＠同“做功1 ”。

E做功】t zuog6ng （～儿）圈戏曲中演员的动作

和表情 z ～戏。也作做工。

［｛，故功】2 zuo11g6ng 圈物理学上指用力使物
体朝着与作用力相同的方向运动。

E做功课】 zuo gongke O 学生做老师布置的
作业。＠佛教徒按时诵毡念佛。＠比喻事前

做有关准备工作：他为这次演讲做足了功课。
E做鬼】 ZUO//QUi 画干骗人的勾当；捣鬼z 此事

有人从中～o

［｛；故活JL) zuo;;hu6r 画画从事体力劳动z 他们一

块儿在地里～｜孩子也能帮着做点活儿了。
[{i故客】 zuo11ke 圈访问别人，自己当客人z 到

亲戚家～。
E做礼拜】 zuo libai 信徒礼拜所信奉的神。
E做买卖】 zuo m凸i•mai 从事商业活动2 ～的｜

到集上去～。
E做满月】 zuo manyue 在婴儿满月时宴请亲

友庆祝。
E做媒E zuo11mei 圈当媒人z给人介绍婚姻。

E做梦E zu。11meng 圈＠睡眠中因大脑里的
抑制过程不彻底，在意识中呈现种种幻象。＠

比喻幻想：白日～。
E做派E zuo· poi 圈＠做功1 ：他演虞姬，扮相、
嗓音和～都酷似其父。＠表现出来的派头儿、
作风z 一副官老爷的～。

［｛，故亲】 zuo11 qln IZllll 0 结为姻亲：他们两家
～，倒是门当户对。＠成亲；娶妻。

［｛，故圈套】 zuo quantao 设计谋让人上当受

骗。

E做人】 zuoren ［；画＠指待人接物＝～处世i她

很会～。＠当个正派人z 痛改前非，重新～o
E做人情】 zuo renqing 给人好处，使别人感激
自己：说几句好话，做个空头人情。

E做生活J zuδsh岳nghu6 （方〉从事体力劳动；

做活JL o 

E做生日E zuo sh岳「1g•ri 庆祝生日。
E做生意J zuδsh岳ng叩l 做买卖。

E做声J zuosheng 同“作声”。

E做事E zuo11shi 圆＠从事某种工作或处理某

项事情z 他～一向认真负责｜屋里大吵了，做不
了事。＠担任固定的职务；工作z 你现在在

哪儿～？

E做手脚E zuo sh仙j i凸o 背地里进行安排z 暗

中作弊。
E做寿】 zuo;;shou 画为老年人做生日。

E做文章J zuo wenzhang 比喻抓住一件事发
议论或在上面打主意。

E做戏E zuo11xi 函。演戏。＠比喻故意做出

虚假的姿态：他这是在我们面前～，不要相信。
E做秀E zuo11xiu 同“作秀”。
E做学问】 zuo xue•wen 钻研学问。

E做贼心虚E zuozei-xlnxu 做了坏事怕人觉察

出来而心里惶恐不安。
E做针线】 zuo zhen• xian 做缝纫刺绣等活计。
E做证J zuo 11 zheng 圈做证明，法律上特指证
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证言等：出庭～｜请目

击者出面～。也作作证。
[{i故主J zuo11zh心国对某项事情负完全责任而

做出决定：当家～｜这事我做不了主。

E做作E zuo· zuo E回故意做出某种表情、腔调
而显得虚假、不自然＝他的表演大～了。

昨 zuo ＜书〉客人向主人敬酒酬～
另见 222 页 CU0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I 1161 I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椅

Eα 粒子】 αlizi 阿尔法粒子。

Eα 射线Eαshexian 阿尔法射线。
（~粒子］ ~ lizi 贝塔粒子。
（~射线l ~ shexian 贝塔射线。
(Y 刀Eγdao 伽马刀。

Eγ 射线】 Y shexian 伽马射线。

(A 股E A gu 指人民币普通股票。由我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的公司发行，供境内投资者以
人民币认购和交易。

(AA 制】 AA zhi 指聚餐或其他消费结账时各

人平摊出钱或各人算各人账的做法。
(AB 角E AB jue 指在 AB 制中担任同一角色

的两个演员。
(AB 制E AB zhi 剧团排演某剧时，其中的同→

主要角色由两个演员担任’演出时女日 A角不
能上场则由 B角 t场

(ABC】 A 、B、C 是拉丁字母中的前三个。用来

指一般常识或浅显的道理（有时也用于书名） : 
连音乐的～也不懂，还作什么曲？｜《股市交易
～》。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英 anti-lock brak
ing system 的缩写］

(ADSL】不对称数字用户线。〔英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的缩写］

(AI］人工智能。［英 artificial intellige口ce 的缩

写1
(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英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的缩

写］
(AM］调幅。［英 amplitude modulation 的缩

写］
(APC］复方阿司匹林。由阿司匹林、非那西丁和
咖啡因制成的一种解热镇痛药。［英 aspirin,
phenacetin and caffei旧的缩略形式］

(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C英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的缩写］

(API］空气污染指数。［英 air pollution index 
的缩写］

(AQ］逆境商数。 C英 adversity quotient 的缩

写］
(ATM 机E ATM ji 自动柜员机。［ATM，英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的缩写］
(AV］音频和视频。［英 audio visual 的缩写］
[B2B］指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方式。
［英 business to bu引ness 的缩写，也作 B to 

BJ 
[B2C］指电子商务中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方式。
［英 business to customer 的缩写，也作 B to 

CJ 
[B 超】 B chiio 0 B 型超声诊断的简称z 做～。

8B型超声诊断仪的简称，利用超声脉冲回波幅
度调制荧光屏辉度分布而显示人体断面像并从
中获得临床诊断信息的装置。

[B 股E B g心指我国大陆公司发行的特种股
票，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供投资者以美元

（沪市〉或港币（深市）认购和交易。
(B 淋巴细胞l B linbii xibiio 一种免疫细胞，起

源于骨髓，禽类在腔上囊发育成熟，人和哺乳

动物在骨髓中发育成熟，再分布到周围淋巴器
官和血液中去，占血液中淋巴细胞的 15%
30% 。能够产生循环抗体。简称 B 细胞。
回，英 bone marrow （骨髓）的第－个字母］

(B 细胞E B xibao B淋巴细胞的简称。
(BBC］英国广播公司。［英 British Broadcast 

ing Corporation 的缩写］
[BBS] 0 公告板系统。〔英 bulletin board sys 

tern 的缩写］＠公告板服务。 C英 bulletin
board service 的缩写］

(BD】蓝光光盘。［英 Blu ray I)isc 的缩写］
(BEC］商务英语证书。［英 Business English 

Certificate 的缩写］

(BP 机E BP ji 寻呼机。［BP，英 beeper 的缩

写］
[BRT］快速公交系统，是利用现代化大容量专
用公交车辆，在专用道路上快速运行的新型公
共交通方式。［英 bus rapid transit 的缩写］

赘 这里收录的常见西文宇宙开头的词语，宵的是借词，奇的是外语缩略语，裔的是汉语拼音缩略语。在汉语

中西文字母一般是按西文的音读的，这里就不用汉语拼音标注读音，词目甲的汉字部分仍用汉语拼音标注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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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指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方
式。［英 consumer-to-consumer 的缩写，也作
C to CJ 

[C' ISR］军事指挥信息系统；军队指挥自动化系
统。［英 command （指挥） , control （控制），

communication （通信） .computer （计算机），

intelligence （情报） , surveillance （监视）， re

connaissance （侦察）的缩略形式］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t英 computer aided 

des喀巴的缩写］
[CAI］计算机辅助教学。［英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的缩写1

[CATV］有线电视。 C英 cable television 的缩

写］

[CBA］中国篮球协会。通常也指该协会主办的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t英 Chinese Bas 

ket ball· Assnciation 的缩写］

[CBD］中央商务区。［英 central business dis 

trict 的缩写］

[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叫 3C 认证。
〔英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的缩写］

[CCD］电荷藕合器件。一种作为光辐射接收器

的固态光电子器件，多用于数字相机、数字摄像
机等电子产品。［英 charge coupled device 的

缩写］
[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英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的缩写］

[CD］激光唱盘。［英 compact disc 的缩写］

[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 L英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

缩写〕

[CDMA］码分多址。一种数字通信技术。［英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的缩写］

[CD Rl 可录光盘。［英 compact disc 

recordable 的缩写］

[CD ROM］只读光盘。［英 compact disc 

read only memory 的缩写］
[CD RW] i 擦写光盘。〔英 compact disc 

rewritable的缩写］
[CEC）］首席执行官。［英 chief executive of 

ficer 的缩写1

[CEPA】（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f英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的缩写］

[CET］大学英语考试。［英 College English 

Test 的缩写］

[CFO］首席财务官。〔英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的缩写］
[CI] 0 企业标志。［英 corporate identity 的缩

写］ 8 企业形象。［英 corporate image 的缩

写］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C英 Central Intelli 

gence Agency 的缩写1

[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英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 的缩写］

[CU＇］在版编目；预编目录。在图书出版前，由图

书编目部门根据出版商提供的校样先行编目，
编目后将著录内容及标准格式交出版机构，将
它印于图书的版权页上。〔英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的缩写］

[CMOS］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种可记录

光线变化的半导体，多用于数字相机、数字摄像
机等电子产品。［英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的缩写］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 Cable News 
Network 的缩写］

[CPA］注册会计师。［英 certified public ac • 

countant 的缩写］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我国称之为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 C英 consumer price index 的缩写］

[CPU］中央处理器。［英 central processing 

unit的缩写］

[CR'f】阴极射线管。［英 cathode ray tube 的

缩写］

[CT] 0 计算机层析成像．做～。＠计算机层
析成像仪。［英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的

缩写］
[DC］数字相机。［英 digital camera 的缩写］

[DIY】自己动于做。［英 do it yourself 的缩写］

[DJ］迪厅、酒吧等场所的音响师，也指电台音乐
节目主持人。［英 disc jockey 的缩写］

[DNA］脱氧核糖核酸。［英 deoxyribonucleic

acid 的缩写］

[DNA 芯片E DNA xinpian 基因芯片。

[DOS］磁盘操作系统。［英 disk operating sys一

tem 的缩写］

[DSL］数字用户线。［英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的缩写］
[DV］数字视频，也指以这种格式记录音像数据
的数字摄像机。 C英 d耶tal video 的缩写〕

[DVD］数字激光视盘。［英 digital video disc 
的缩写］

[e 化E e hua 电子化。［e，英 electronic 的第一

个字母］
[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t英 electronic

brakeforce distribution 的缩写］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

ment 的缩写］
[ED］男性勃起功能障碍。〔英erectile dysfunc 

tio口的缩写］
[EDI］电子数据交换。［英 electronic data in 

terchange 的缩写］

[Email］电子邮件。目，英 electronic 的第一个



字母丁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英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

ti on 的缩写］
[EMS］邮政特快专递。 t英 express mail serv 

ice 的缩写j
[EQ］情商。 f英 emotional quotient 的缩写］

[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车道｜～电子标

签。 L英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的缩写］

[EV］电动汽车。［英 electric vehicle 的缩写丁

[Fl ］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英 formula 1 的缩

写］
[FAX] 0 传真件。＠用传真机传送。＠传

真系统。［英 facsimile 的缩略变体］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f英 Federal Bureau 

of lnvestigatio口的缩写j

[FM］调频。 t英 frequency modulation 的缩

写］
[FTA] 0 自由贸易协定。 t英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缩写］＠自由贸易区。［英 free

trade area 的缩写］

[GB］国家标准。中国国家标准的代号。［汉语
拼音胆创iao 的缩写］

[GDP】国内生产总值。［英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的缩写］

[GIS］地理信息系统。［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的缩写］

[GMAT】（美国等国家）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资
格考试。［英 Gra出ate Management Admis· 

sion Test 的缩写］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世界各国对

药品生产全过程监督管理普遍采用的法定技术
规范。［英 good manufacturi吨 pract口s 的

缩写］
[GNP】国民生产总值。［英 gross national 

product 的缩写〕

[GPS］全球定位系统。［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的缩写7

[GRE] C美国等国家）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英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的缩写］

[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英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川的缩写］

[H 股］ H g心指在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注

册，在香港t市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供
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境外投资者以港币认购
和交易。〔H，英 Hong Kong（香港）的第一个

字母］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的缩写］

(HDTV］高清晰度电视。［英 high-definition

television 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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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fi］高保真度。［英 high fidelity 的缩写］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g艾滋病病毒。［英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的缩写1

[HR］人力资源。［英 human resources 的缩

写］

[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拼音 hanyu
shuTping k凸oshi 的缩写］

[IC 卡E IC K凸集成电路卡。［ IC，英 inte

grated circuit 的缩写〕

[ICP］因特网内容提供者。［英 Internet con 
tent provider 的缩写］

[ICU］重症监护治疗病房；重症监护室。［英 in
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

[!DC］互联网数据中心。［英 internet
data center 的缩写1

[IMAX］一种巨幕电影放映系统。［英 image
maximum 的缩写］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缩写］

[ICJC］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英 In tern a tiona l 

。lympic Committee 的缩写］

[IP 地址】 IP dizhT 网际协议地址。因特网使

用 IP 地址作为主机的标志。［IP，英 Inter
net protocol 的缩写］

[IP 电话E IP dianhua 网络电话。［IP，英 In

ternet protocol 的缩写］

[IP 卡E IP K凸 IP 电话卡。［ IP ，英 Internet

protocol 的缩写］

[IP（）］首次公开募股。 C英 initial public offer 

ing 的缩写］

[IPTV］网络电视，是基于 E协议的电视广播服

务，人们可以通过宽带网络交互式地收看电视
节目。［英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的缩

写］
[IQ】智商。［英 intelligence quotient 的缩写］

[ISBN］罔际标准书号。〔英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的缩写］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从希腊语 isos （相同

的）得名，一说从英语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 for Standanlization] 

[ISP］因特网服务提供者。［英 Internet se「
vice provider 的缩写］

[ISSN］国际标准期刊号。 C英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的缩写］

[IT］信息技术。［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缩写］
[ITS］智能交通系统。［英 intelligent transpor 

tation system 的缩写］

[K 粉］ K f岳n 一种常见毒品，即氯胶酬。氯胶

目｜司外观呈臼色结晶性粉末，无臭，易溶于水，医

学上用作外科手术麻醉剂，用作毒品时俗称 K



I 1164 I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粉，吸食方式为鼻吸或溶于饮料后饮用，能兴
奋心血管，吸食过量可致死，具有一定的精神
依赖性。 lK，英 ketamine 的缩写」

(K 歌E K g岳唱卡拉 OK 。
(K 金E K jln 开金。民，英 karat 的缩写1

(K 线E K xian 记录单位时间内证券等价格变

化情况的一种柱状线，分为实体和影线两部
分，实体两端分别表示开盘价和收盘价，上下

影线两端分别表示最高价和最低价，依时间单
位的长短可分为日 K线、周 K线、月 K线等。

也可用于市场指数等。
(KTV］指配有卡拉 OK 和电视设备的包间。

[K，指卡拉 OK;TV，英 television 的缩写］
(LCD］液晶思示（器）。 f英 liquid crystHI dis 

play 的缩写］

(LD］激光视盘。 C英 laser disc 的缩写］
(LED］发光二极管。〔英 light emitting diode 

的缩写］
(LPG］液化石油气。［英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的缩写］

(MO］流通中现金。

(Ml］狭义货币供应量。 Ml 二 MO ＋非金融性

公司的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供应量。 M2=Ml 十非金融性

公司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MBA］工商管理硕士。 C英 Master of Busi 

ness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

(MP3］一种常用的数字音频压缩格式，也指采
用这种格式的音频文件及播放这种格式音频文
件的袖珍型电子产品。［英 MPEG 1 audio 
layer 3 的缩写］

(MP4］一种能播放影音文件的袖珍型电子产

"' 日口。

(MPA］公共管理硕士。 C英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

(MPEG］运动图像压缩标准。由 MPEG 专家

组制定的一种运动图像及其伴音的压缩编码国
际标准。［英Motion Pictures Experts Group 

的缩写］
(MRI］磁共振成像。［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r屯的缩写］

(MTV］音乐电视，一种用电视画面配合歌曲演
唱的艺术形式。 f英 music television 的缩写］

(MV］一种用动态画面配合歌曲演唱的艺术形
式。［英 music video 的缩写］

(NBA] （美国〉全国篮球协会。通常也指该协会

主办的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L英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的缩写］

(NCAP】新车安全评价规程。 C英 new car as
sessment program 的缩写］

(NG］不合格，不好。影视摄制中的术语，常用于

拍摄一个镜头没有过关时，这类镜头也称为

NG 镜头，有时会作为拍摄花絮播放。［英 no
good 的缩写j

[NG（）］非政府组织。［英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缩写］

(NHK］日本放送协会；日本广播协会。［日
Nippon Hoso Kyokai 的缩写1

(NMD］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t英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的缩写］

[020］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
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英 online to off 
line 的缩写，也作。 to OJ 

[C)A］办公自动化。［英 office automation 的缩

写1
(OCR］光学字符识别。［英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的缩写］

(C)EM］原始设备制造商。［英 original equip 
ment manufacturer 的缩写］

(OL］办公室职业女性。［英 office lady 的缩写］

(OLEO］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显示屏。
巳英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的缩写］

(C)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英 Organ
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

tri凹的缩写］

(OTC］非处方药。指不需要凭执业医师处方即
可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物。［英 over the 
counter 的缩写〕

(PC］个人计算机。［英 personal computer 的

缩写］
[PC 机l PC jl 个人计算机。［PC，英 person

al computer 的缩写］

[PDA］个人数字助理。［英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的缩写］

(PDP】等离子（体）显示板。 C英 plasma display 
panel 的缩写］

(PE] 0 市盈率。［英 price earnings ratio 的缩

写］＠聚乙烯z ～塑料｜～管｜～保鲜膜。［英
polyethylene 的缩写j

(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英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的缩写］
(PETS］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英 Public Eng 

lish Test System 的缩写］

[pH 值E pH zhi 氢离子浓度指数。［pH，法
potentiel d 'hydrogene 的缩写］

[PK］对决。〔英 player killing 的缩写］
(PM2. 5】细颗粒物。［PM，英 particulate mat『

ter 的缩写］

(PMlO］可吸人颗粒物。［PM，英 particulate

matter 的缩写3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英 purchasing
manager ’S index 的缩写］

(POS 机E POS ji 0 销售点终端机，供银行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使用。＠商场电子收款机。



[P()S，英 point of sale 的缩写］
[PPA］苯丙醇胶，即N一去甲麻黄碱。某些感冒

药和减肥药中的－种成分，可以刺激鼻腔、喉头
的毛细血管收缩，减轻鼻塞症状，也有促使中枢
神经兴奋等作用。服用该药有可能引起血压升

高、心脏不适、颅内出血、痊孪甚至巾风。含有
这种成分的感冒药已被我国医药部门通告停
用。［英 phenylpropanolamine 的缩略变体］

[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英 producer
price 1时凹的缩写］

[PS］指用 Photoshop 软件对照片等进行修改，

泛指用软件对原始照片进行修改：这张照片是
～的。［英 Photoshop 的缩写］

[PSC］普通话水平测试。〔汉语拼音州
的nghua shulping ceshi 的缩写丁

[PT］特别转让（股市用语）。 t英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缩写］

[PVC】聚氯乙烯。〔英 polyvinyl chloride 的缩

写］
[Q 版l Q ban 可爱的卡通化版本。［Q，英

cute 的谐音1
[QC］质量管理。［英 quality control 的缩写］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英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缩写］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f英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缩写］

[QQ］一种流行的中文网络即时通信软件。

[QS］质量安全。 QS 标志是食品质量安全市场
准入标志，表明食品符合质量安全基本要求。
［英 quality safety 的缩写］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英 random -access 
memory 的缩写］

[RFID］射频识别。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
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

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射频识别
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物联网领域的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

缩写］
[RMB］人民币。［汉语拼音 rerin1inbi 的缩写］
[RNA］核糖核酸。［英 ribonucleic acid 的缩

写］
[RC)M］只读存储器。［英 read only memory 

的缩写］
[RS］遥感技术。【英 ren1ote sensing 的缩写］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即“非典型肺炎”
②。［英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的缩写］

[SCI】科学引文索引。［英 science citation in 

dex 的缩写］
[SOR］特别提款权。［英 special drawing 

rights 的缩写］

[SIM 卡］ SIM K凸用户身份识别卡。移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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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数字子机中的一种 IC 卡，该卡存储有用户
的电话号码和详细的服务资料。［SIM，英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module 的缩写］

[SNG】卫星新闻采集，特指装载全套 SNG 设备

的卫星新闻采访车。 f英 satellite news gath 
ering 的缩写］

[SNS】＠社交网络服务，一种旨在帮助人们建
立社交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英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的缩写］＠社交网站；社
交网。［英 social networking si恒的缩写］

[SOHO］小型家居办公室。［英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的缩写1

[SC)S］莫尔斯电码“…二…”所代表的字母，是

国际上曾通用的紧急呼救信号，也用于一般的
求救或求助。［英 save our soul内的缩写］

[SOS 儿童村l sos ert6ngcun 一种专门收养
孤儿的慈善机构。

[SSD］固态硬盘。 C英 solid state disk 的缩写〕
[ST］特别处理（股市用语）。［英 special treat 
ment 的缩写］

[STD］性传播疾病。 C英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的缩写］

[SUV］运动型多功能车。 C英 sport utility ve
hide 的缩写］

[T 淋巴细胞］ T linbii xi biio 一种免疫细胞，

起源于骨髓，在胸腺中发育成熟，再分布到周
围淋巳器官和血液中去，占血液中淋巴细胞的

50%一70% 。面I步M七为辅助细胞、杀伤细胞
和抑制细胞。简称 T 细胞。〔T，拉 thymus
（胸腺）的首字母］

[T 细胞】 T xibiio T淋巴细胞的简称。

[T 型台】 T xing tai 呈 T形的表演台，多用于

时装表演。
[T 恤衫】 T xu shiin 一种短袖套头上衣，因略

呈丁形而得名。也叫 T恤。［恤，英语 shirt
的粤语音译］

[Tel】电话（号码）。〔英 telephone 的缩略变体］
[TMD］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英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的缩写］

[TN'I】梯恩梯。［英 trinitrotoluene 的缩写〕

[TV】电视。也用在电视台的台标中，如 CCTV

（中国中央电视台）、BTVC北京电视台λ ［英
television 的缩写］

[U 盘E u pan 优盘。［U，英 USB 的第一个
字母1

[UFO］不明飞行物。［英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的缩写］

[UHD］超高清。屏幕的物理分辨率达到U3 840 

x 2 160(4K x 2K）像素及以上的称之为超高

清z ～电视｜～显示器。〔英 ultra high defini -

ti on 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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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通用串行总线。［英 univ盯sal serial 

bus 的缩写］

(UV］紫外线。［英 ultraviolet 的缩写］

(VCD］激光压缩视盘。［英 video compact disc 

的缩写］

(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借指录像或短片。 L英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目~J＃首写］

(VIP］要人；贵宾。［英 very important person 

的缩写］

(VC)D］视频点播。［英 video on demand 的缩

写］

(VR］虚拟现实＝～技术｜～眼镜。［英 virtual

reality 的缩写］

(vs］表示比赛等双方的对比。 f英 versus 的缩

略变体］

(WAP］元线应用协议。〔英 wireless applica 

tion protocol 的缩写］

(WC］盟洗室；厕所。［英 water closet 的缩写1

(WHO］世界卫生组织。［英 World Health 

()rganiza ti on 的缩写］

(Wi Fi］一种短距离高速元线数据传输技术．主

要用于无线上网。

(WSK］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C汉语拼音 w凸iyu

shuTping kaoshi 的缩写］

(WTO］世界贸易组织。［英 World Trade ()r 

ganization 的缩写］

(WWW］万维网。［英 world wide web 的缩写］

(X 刀 l x dao 爱克斯刀。

(X 光】 X guang X射线。

(X 染色体】 X 的nsetT 决定生物个体性别的性

染色体的一种。女性的一对性染色体是两条

大小、形态相似的 X染色体。

(X 射线】 X shexian 爱克斯射线。

(X 线E X xian X射线。

(Y 染色体】 Y 的nsetT 决定生物个体性别的性

染色体的一种。男性的一对性染色体是一条

X染色体和一条较小的 Y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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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纪元表

1 .本表从“五帝”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2. “五帝”以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以前，参考 2000 年公布的《夏商

周年表》进行了调整。

3. 较小的王朝如“十六国”、“十国”等不列表。

4. 各个时代或王朝，详列帝王名号（“帝号”或“庙号”，以习惯上常用者为据），

年号，元年的干支和公元纪年，以资对照。（年号后用括号附列使用年数，年

中改元时在干支后用数字注出改元的月份。）

干支次序表

1. 甲子 13. 丙子 25. 戊子 37. 庚子 49. =f:子

2. 乙丑 14. 了丑 26. 己丑 38. 辛丑 50. 葵丑

3. 丙寅 15. 戊寅 27. 庚寅 39. 圭寅 51. 甲寅

4. 丁卵 16. 己卵 28. 辛卵 40. 葵卵 52. 乙卵

5. 戊辰 17. 庚辰 29. 圭辰 41. 甲辰 53. 丙辰

6. 己巳 18. 辛巳 30. 葵巳 42. 乙巳 54. 丁巳

7. 庚午 19. 圭午 31. 甲午 43. 丙午 55. 戊午

8. 辛未 20. 葵未 32. 乙未 44. 丁未 56. 己未

9. =f: 申 21. 甲申 33. 丙申 45. 戊申 57. 庚申

1 0. 类西 22. 乙西 34. 了百 46. 己酋 58. 辛西

11. 甲戌 23. 丙戌 35. 戊戌 47. 庚戌 59. 圭戌

12. 乙亥 24. 了亥 36. 己亥 48. 辛亥 60. 葵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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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
｛约前 30 世纪初 约前 2 1 世纪初）

黄 帝 顿硕［zhuanxu] 帝尝［kuJ 尧［y6o] 舜［shun]

夏 商
｛约前 2070 前 1600) ｛前 1600 前 1046)

禹［yuJ 商前期｛前 1600 前 1300)

启 汤

太康
太丁

仲康
外丙

中£
相

太甲

沃丁

少康
太庚

予 小甲

槐 雍己

芒 太戊

泄 中丁

不降
外二E

扁［ j i6ng] 
河宣［d凸n］甲

祖乙
崖［jTn]

祖辛

孔甲
沃甲

泉［goo] 祖丁

发 商庚

葵［gu口
（架［j i日）

用
’

阳

盘庚（迁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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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前 1046 前 256)

西周｛前 1046←前 771)商后期（前 1300 前 1归6)

武王（姬［jT] i (4) ：乙未：前 1046
发）

成王（～诵） : (22) ：己亥：前 1042

康王（～钊 : (25) ；辛西 i 前 1020
[zhao]) 

昭王（～瑕 : ( 19) l 丙戌，前 995

[xi6]) 

穆王（～满） i (55）共玉；乙巳（前 976
当年改7G ’ 

共［gong］王 ; ( 23) : 己亥；前 922
（～黑［yT］息）

董事［ yl］玉（～ ( （自） ：±戌 ( 前 899
黯［jian])

孝王（～辟方） : (6) ；庚午；前 891

夷王（～鳖 : (8) ；丙子 l 前 885

[xi自］）

厉王（～胡） : (37）共和 j 甲申［前 877
当年改7G' 

共和 : (14) ：庚申：前 841

宣王（～静） : (46) ：甲戌：前 827

幽王（～宫1星 : ( 11) ：庚申：前 781
[sh邑ng]l

。
”

4
1

『J
q
4
4
i
n
h
d

R
J

白Y
A

句
句

i
A
V

叮f

3211110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甲寅

己丑

庚子

丙寅

盘庚迁都子殷后，商也称殷。

) 1 1 ( 

(26) 

( 50) 

(59) 

(44) 

(35) 

( 30) 

盘庚（迁殷后口

帝辛（纣）

文丁

武丁

祖庚

康辛

康丁

小辛

小乙

武乙

帝乙

祖甲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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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前 770 叩前 256)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

前 221 年，为战国时代，主要有秦、魏、韩、赵、楚、燕、齐等国。

平王（姬宜臼） (51) 辛未 ：前 770 悼玉（～猛） (1) 辛巳

敬玉（～句 圭午(44) 
桓王（～林） 圭戌 ：前 719(23) 

[gaiJ) 

庄王（～信 乙西 前 696(15) 
兀王（～仁） (7) 丙寅

[ tu6]) 

盖［xT］王（～ (5) 庚子 j 前 681 贞定王（～介） (28) 葵菌
胡齐）

哀王（～去疾） (1) 庚子
惠王（～阂 (25) 乙巳 前 676

恩、王（～叔） (1) 庚子
[long]) 

考王（～鬼 (15) 辛丑襄［xiong］王 (33) 庚午 ：前 651
[ wei]) 

（～郑〉

顷王（～圣臣） (6) 类卵 ：前 618 威烈王（～午） (24) 丙辰

匡王（～班） (6) 己西 ：前 612 安王（～骄） (26) 庚辰

定王（～瑜 (21) 乙卵 前 606 烈王（～喜） (7) 丙午

[yuJl 显王（～扁） (48) 葵丑

简王（～夷） (14) 丙子 前 585 慎舰〔jing］王 (6) 辛丑
（～定）

灵王（～泄心） (27) 庚寅 ：前 571 报［ nan］王 (59) T未

（～延）
景王（～贵） (25) 丁巳 ：前 544

秦［秦帝国］
｛前 221 前 206)

周郝王 59 年乙巳（前 256），秦灭周。自次年（秦昭襄王 52 年丙

午，前 255）起至秦王政 25 年己卵（前 222），史家以秦王纪年。秦王政

26 年庚辰（前 221 ）完成统一，称始皇帝。

昭襄王（赢则， (56) 乙卵 前 306 始皇帝（～政） (37) 乙卵
又名穰）

二世皇帝（～胡 (3) 主辰
孝文王（～柱） 辛亥 前 250(1) 

亥）
庄襄王（～子楚）： (3) 圭子 ：前 249

：前 520

前 519

前 475

：前 468

；前 441

前 441

前 440

：前 425

：前 401

：前 375
：前 368

：前 320

：前 314

前 246

前 209



高帝（刘邦）

惠帝（～盈）

高后（昌雄）

文帝CXIJ恒）

景帝（～启）

武帝（～彻）

昭帝（～弗陵）

宣帝（～询）

我国历代纪元表 II 附录

汉
｛前 206 公元 220)

西汉｛前 206一公元 25)

包括王莽（公元 9-23）和更始帝（23 2日。

( 12) ：乙未

( 7 ）：丁未

( 8 ) ：甲寅

(16 ）：圭戌

: （后元） (7) ：戊寅

(7) ：乙西

：（中元以6): £辰

：（后元） (3) ：戊戌

（建元（ 6 ）：辛丑

i 元光（ 6 ) ：丁未

：元朔（ 6 ）葵丑

i ：元狞（ 6 ）：己未

i 元鼎（ 6 ) ：乙丑

：元封（ 6 ) ：辛未

：太初（ 4 ) ：丁丑

：天汉（ 4 ）：辛巳

：太始（ 4 ）：乙西

；征和（ 4 ）；己丑

；后元（ 2 ) ：葵巳

：始元（ 7 ）：乙未

元凤（ 6 ）：辛丑八

i 元平（ 1 ) ：丁未

：本始（ 4 ) ：戊申

：地节（ 4 ) ：主子

：元康（ 5 ) ：丙辰

神爵（ 4 ）庚申三

：前 206

：前 194

：前 187

：前 179

；前 163

：前 156

：前 149

j 前 143

；前 140

前 134

1 前 128

：前 122

：前 116

：前 110

1 前 104

！前 100

前 96

前 92

前 88

前 86

前 80

前 74

前 73

前 69

前的

前 61

元帝（～黄
[ shi]) 

成帝（～鸳
[ao]l 

哀帝（XJJ欣）

平帝（～衍
[kan]) 

帘子婴（王莽

摄政）

［新］王莽

更始帝（ XJJ 玄）

i 五凤（ 4 ) ：甲子

：甘露（ 4 ) ：戊辰

；黄龙（ 1 ）：圭申

：初元（ 5 ）：类商

永光（ 5 ) ：戊寅

！建昭（ 5 ) ：葵未

i 竞宁（ 1 ) ：戊子

：建始（ 4 ) ：己丑 : 

j 河平（ 4 ) ~类巳三

；阳朔（ 4 ) ~丁国 : 

i 鸿嘉（ 4 ) ：辛丑

i 永始（ 4 ）：乙巳

：元延（ 4 ) ：己西

i 绥和（ 2 ）：葵丑

1 建平（ 4 ) ：乙 Jip

j 元寿（ 2 ）：己未

：元始（ 5 ) ：辛西 : 

j 居摄（ 3 ）丙寅

：初始（ 1 ) ：戊辰十 : 

i 始建国（ 5) ：己巳 : 

：天凤（ 6 ) 甲戊

！地皇（ 4 ) ：庚辰 : 

i 更始（ 3 ) ~葵未二

111773 

前 57

前 53

前的

前 48

前 43

前 38

前 33

前 32

前 28

前 24

前 20

前 16

前 12

前 8

前 6

前 2

公元 1

6 

8 

9 

14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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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25 220) 

光武帝（刘秀） ：建武（ 32) i 乙离大 25 冲帝（～炳 ：永意［ xT］：乙酋 145 

：建武中兀 i 丙辰四 56 [bing]) （嘉） ( 1) i 

( 2 ) : 质帝（～绩 ：本初（ 1 ）：丙戌 146 

明帝（～庄） 永平（ 18 ）：戊午 58 [zuan]) 

章帝（～妞 ；建初（ 9 ）：丙子 76 桓帝（～志） i 建和（ 3 ) ：丁亥 147 

[daJ) ：兀和（ 4 ) ：甲申八 84 i 和平（ 1 ) ：庚寅 150 

i 章和（ 2 ) ：丁亥七 87 i 兀嘉（ 3 ) ：辛 rjp 151 

和帝（～肇 i 永兀（ 1 7 ）：己丑 89 ：永兴（ 2 ）：葵巳五： 153 

[zhaoJ> ：兀兴（ 1 ）：乙巳四 105 ！永寿（ 4 ）：乙未 155 

殇［ shong］帝 ：延平（ 1 ）：丙午 106 ：延禀［ xT] i 戊戌六 158 

（～隆） (10) 

安帝（～枯 ；永初（ 7 ) ：丁未 107 ：永康（ 1 ）：丁未六 167 

[huJ) ：兀初（ 7 ) ：甲寅 114 灵帝（～宏） i 建宁（ 5 ）；戊申 168 

：永宁（ 2 ) ：庚申四 120 ：黑［ xT ］平； :r子五 172 

i 建光（ 2 ) ：辛西七 121 ( 7 ) : 

i 延光（ 4 ) ：圭戌三 122 ：光和（ 7 ) ：戊午三 178 

顺帝（～保） i 永建（ 7 ）：丙寅 126 ：中平（ 6 ) ：甲子十二： 184 

：阳嘉（ 4 ）圭申三 132 献帝（～协） ：初平（ 4 ) ：庚午 190 

：永和（ 6 ) ：丙子 136 I 兴平（ 2 ）：甲戌 194 

i 汉安门〉；圭午 142 i 建安（ 25) ：丙子 196 

i 建康（ 1 ）；甲申四 144 ：延康（ 1 ）；庚子二 220 

三国
(220 -280) 

魏（220 265) 

文帝（曹圣 i 黄初（ 7 ）：庚子f 220 ：嘉平（ 6 ）：己巳四 249 

[ pT]) 高贵乡公（～ ：正兀（ 3 ）：甲戌十 254 

明帝（～叙 i 太和（ 7) ：丁未 227 髦［m白。］） 甘露（ 5 ) ：丙子大 256 

［「ui]) ：青龙（ 5 ) ：葵丑二 233 兀帝（～矢 j 景兀（ 5 ) ：庚辰六 260 

i 累初（ 3 ）：了巳」 237 [hu凸门］） : J或熙（ 2) ：甲申主 264 

齐王（～芳） 正始（ 10）庚申 240 （陈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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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221 263) 

258 

263 

：景耀（ 6 ）；戊寅

：炎兴（ 1 ）：葵未八223 

238 

吴（222 缸。）

221 ；章武（ 3 ）；辛丑四

：建兴（ 15）；葵卵五
：延熙（20）；戊午

昭烈帝（ :XlJ 备）

后主（～禅
[sha门］）

258 

264 

266 

269 

276 

277 

265 

272 

275 

！永安门）：戊寅f

i 元兴（ 2 ) ：甲申七

：甘露（ 2 ) ~乙酋四

i 宝鼎（ 4 ) ：丙－戌八

：建衡（ 3 ) ：己丑十

：凤凰（ 3 ）：垄辰

：天册（ 2 ) ：乙未

天笠（ 1 ）；丙申七

天纪（ 4 ）：丁西

乌程侯（～倍

景帝（～休）

[hao]l 

卫豆
曰

229 

232 

254 

222 

238 

252 

252 

256 

251 

十
四
九
五
二
四

f

寅
西
子
午
未
申
申
戊
子

圭
己
命
垄
戊
辛

f
f

甲
丙

Q
U
1
u

句
f
A

怜

7
－

1
i

句
4
1
ν
1
u

武
龙
禾
乌
元
凤
兴
风
平

黄
黄
嘉
赤
太
神
建
五
太

大帝（孙权）

会稽王（～亮）

(265 420) 

西晋（265 317) 

302 

313 

304 

304 

304 

304 

306 

307 

卡
七
十
十
太
阳

戊
子
子
子
子
寅
卵
西

安
甲
甲
甲
甲
丙
丁
葵

？
－

1
4
1
i
1
ι
1
u
t
z
7

’

F
h
J
 

安
安
武
安
兴
熙
嘉
兴

太
永
建
永
永
光
永
建

怀帝（～；l;R

[ch 1]) 

憋［min］帝（～

邮［y自］）

265 

275 

280 

290 

290 

300 

291 

291 

301 

！泰始（ 1 ()) ：乙茵十二 j

：成宁（ 6 ）；乙未

i 太康（ 1 （））；庚子四 ( 

：太熙（ 1 ) ：庚戌

I 永熙（ 1 ）：庚戌四

：永平（ 1 ） 辛亥 : 

元康（ 9 ）辛亥三 ; 

永康（ 2 ) ：庚申
：永宁（ 2 ）：辛西阳

武帝（司马炎）

惠帝（司马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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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317 ~20) 

东晋时期，在我国北方和巴蜀，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割据政权，其

中有：汉（前赵）、成（成汉人前凉、后赵（魏）、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

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北燕、夏等国，历史上叫作“十六固”。

362 

366 

373 

376 

363 

371 

397 

419 

南北朝

402 

405 

戊
亥
寅
未
酋
子
回
寅
巳
未

4士
葵
丙
辛
葵
丙
丁
圭
乙
己

2
3
6
2
3

冗

5
3
4
2

（
（
（
。
（
门

和
宁
和
安
康
元
安
兴
熙
熙

隆
兴
太
成
宁
太
隆
元
义
元

哀帝（～圣
[pT]) 

海因公（～

奕［ yl]) 

简文帝（～

显［yuJJ

孝武帝（～

耀［yao]l

安帝（～德宗）

317 

318 

322 

322 

323 

325 

326 

恭帝（～德文）

335 

357 

343 

345 

：建武（ 2) ：丁丑三
：大兴（ 4 ）：戊寅三
；永昌 c 2 J >r午
；永昌 : =f::午

闰卡 ' 

：太宁（ 4 ）：葵未三
：太宁 ：乙国闰八 j
i 威和（ 9) ！丙戌二
：威康（ 8) ：乙未
；建元（ 2 ）：葵卵
：永和（ 12）：乙巳 : 

：升平（ 5) ：了巳 : 

元帝（司马睿

[rul])

明帝（～绍）

成帝（～衍

[y凸n])

康帝（～岳）

穆帝（～呐
[don]) 

(420 589) 

宋（420 479) 南朝

武帝（ X'IJ 裕） ！永初（ 3 ）；庚申六 420 ：景和（ 1 ) ：乙巳八！ 465 

少帝（～义符〉：景平（ 2 ）：葵亥 423 明帝（～或 ；泰始（ 7 ）：乙已十二： 465 

文帝（～义隆）：兀嘉（30) ！甲子八 424 [yuJJ ：泰豫（ 1) !=f::子 472 

孝武帝（～骏 ：孝建（ 3 ）：甲午 454 后废帝（～ （兀徽（ 5 ）：突丑 473 

[jun] l ！大明（ 8) ：丁国 457 里［yuJJ

前废帝（～子 ：永光（ 1 ) ：乙巳 465 （苍梧王）

：弄明＜ 3 l : T 巳七业） ！顿帝（～准） 477 

齐（明 502)

高帝（萧道成）；建兀（ 4 ）：己未间 479 明帝（～弯） ：建武（ 5 ）：甲戌十 494 

武帝（～颐 ：永明（ 11 ）：葵亥 483 ：永泰（ 1 ）：戊寅同 498 

[ze]l 东昏侯（～宝 ：永兀（ 3 ) ： 己卵 499 

曹雪林王（～昭 ：隆昌（ 1 ）；甲戊 494 卷）

业） 和常（～宝融）；中兴（ 2 ）；半巳二 501 

海陵王（～昭 I 延兴（ 1 ）；甲戌七 494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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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502-557)

武帝（萧衍 天监（ 18) ：圭午四 502 ：太清（3) * ：丁l}IJ 四
[y凸n])

：普通（ 8) ：庚子 520 简文帝（～纲） 大宝（2) ** ：庚午

大通（ 3 ) ~丁未三 527 兀帝（～绎 i 承圣（ 4) : £申个－~
[y)]) 

1 中大通（6) ：己酋十 529 

：大同（ 12) ：乙卵 535 敬帝（～方智） ：绍泰（ 2 ) ~乙亥十

i 中大同（2) i 丙寅四 546 ：太平（ 2 ）：丙子九

剖＆ 有的地区周至 6 年。

川有的地区用至 3 年。

陈（557 589) 

武帝（陈霸先） ：永定（ 3 ) i 了丑十 557 宣帝（～硕 j 太建（ 14 ）；己丑

文帝（～葡 i 天嘉（ 7 ) ＇：庚辰 560 [xO]) 

[qianJJ ：天康（ 1 ）丙戌二 566 后主（～叔宝）：至德（ 4) i 9号卵

废帝（～伯宗）：光大（ 2 ）；丁亥 567 ：祯明（ 3 ）：丁未
(I陆海王）

北朝 北魏［拓跋氏，后改元氏］

(386-534) 

北魏建国于丙戌（386 年）正月，初称代国，至间年四月始改国号为

魏，439 年灭北凉，统一北方。

道武帝（拓跋
洼［guT])

明元帝（～嗣
[sl]) 

太武帝（～焘

[too] J 

登国（ 11 ) ：丙戌

；皇始（ 3 ）丙申七

：天兴（ 7 ）：戊戌卡

；天赐（ 6 ) i 甲辰十

！永兴（ 5 ) i 己西十 ! 

i 神瑞（ 3 ）：甲寅
泰常（ 8 ）丙辰四 ( 

；始光（ 5 ）；甲子

：神廊［ JIO] ：戊辰
( 4) : 

386 

396 

398 

404 

409 

414 

416 

424 

428 

南安王（拓跋

余）

文成帝（～溶

[junJJ 

：延和（ 3) j £申

：太延（ 6 ) i 乙亥

太平真君；庚辰六

(12) 

正平（ 2 ) i 辛gp六 ; 

：永（承）平 i 圭辰三 ; 

( 1) 

兴安（ 3) : £辰十

：兴光（ 2 ) i 甲午七

；太安（ 5 ) ：乙未六

547 

550 

552 

555 

556 

569 

583 

587 

432 

435 

440 

451 

452 

452 

45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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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弘）

孝文帝（元宏）

宣武帝（～恪
[keJ> 

孝明帝（～诩

[xu]J 

孝静帝（元善

见）

文宣帝（高洋）

废帝（～殷）

孝昭帝（～演）

武成帝（～湛）

文帝（元宝炬）

废帝（～钦）

｜｜我国历代纪元表

：和平（ 6 ) ：庚子 : 460 

i 天安（ 2 ) ：丙午

：皇兴（ 5 ）丁未八

延兴（ 6 ）辛亥八

：承明（ 1 ）；丙辰六 : 

！太和（ 23) ：丁巳 : 

i 景明（ 4 ) ：庚辰

正始（ 5 ）：甲申

：永平（ 5 ) ：戊子八

：延昌（ 4 ) ：圭辰四 ! 

熙平（ 3 ）丙申

神龟（ 3 ）戊戌工

l 正光（ 6 ) ：庚子七

466 

467 

471 

476 

477 

500 

504 

508 

512 

516 

518 

520 

孝庄帝（～子
攸［you] J 

长广王（～哗

[yeJ> 

节闵［mTn］帝

（～恭）

安定王（～朗）

孝武帝（～倚）

东魏（534 550) 

：天平（ 4 ）：甲寅十
：元象（ 2 ）：戊午

534 

538 

北齐（550 577) 

天保（ 10）庚午E

j 乾明（ 1 ) ：庚辰

皇建（ 2 ）庚辰人

：太宁（ 2 ) ~辛巳卡一：
；河清（ 4):=f:午四 : 

550 后主（～纬）

560 

560 

561 幼主（～恒）

562 

西魏（535 556) 

；大统（ 17）；乙卵

。）圭申

535 

552 

恭帝（～廓）

I 孝昌（ 3 ）：乙巳六 : 525 

1 武泰（ 1 ) j 戊申

：建义（ 1 ) ~戊申四 i 

i 永安（ 3 ) ：戊申九

j 建明（ 2 ) ：庚戌十

i 普泰（ 2 ）；辛亥二 : 

j 中兴（ 2 ）；辛亥f

：太昌（ 1 ）：圭子四

！永兴（ l):=f:子十二

i 永熙（ 3 ) ：圭子？二：

：兴和（ 4 ）：己未十一：

；武定（ 8 ）：葵亥 : 

天统（ 5 ) .乙茵凹

i 武平（ 7 ）庚寅

！隆化（ 1 ) ：丙申十二 i

j 承光（ 1 ）；丁西 : 

(3）甲戌一

528 

528 

528 

530 

531 

531 

532 

532 

532 

539 

543 

565 

570 

576 

577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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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557 581) 

孝闵［min］帝 c 1 l ~ T丑 557 i 建德（ 7 ）’圭辰τ 572 

（字文觉） ：宣政（ 1 ) ：戊戌三 578 

(3) ：丁丑九 557 宣帝（～资 ：大成（ 1 ）：己亥 579 明帝（～毓
[yuJl [yOn]l 

：武成（ 2) j 己卵八 559 

武帝（～笆 保定（ 5 ）；辛巳 561 静帝（～阐 ；大象（ 3) ：己亥二 579 
[y6门g]) [chan]l 

i 天和（ 7) ：丙戌 566 ；大定（ 1 ）辛丑 581 

隋
(581 618) 

隋建国于 581 年， 589 年灭陈，完成统一。

617 ：义宁（ 2) ：丁丑十一 i恭帝（～俯
[you] l 

唐

581 

601 

605 

；开皇（20) ：辛丑二

：仁寿（ 4) ：辛西

：大业（ 14）：乙丑

文帝（杨坚）

炀［yang］帝
（～广）

(618 907) 

。u
ny

- 
ζ
U
 

八
九
二
宁
二
九
正
…

辰
巳
午
未
申
申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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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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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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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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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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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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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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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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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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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民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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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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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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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辰
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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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午
戌
子
卵
…

戊
丁
庚
丙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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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戊
庚
甲
丙
己
…

9

刀
6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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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2

一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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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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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
德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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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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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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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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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总
成
上
仪
调
…

684 

685 

689 

682 

683 

684 

680 

684 

681 

高祖（李渊）

太宗（～世民）

高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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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L
I
l
l
u

－
－
－L
月
正
月
面
月
位

…
国
名
号
三
周
十
后
九
即

…
改
又
国
西
用
年
支
年
帝

显
唐
辛
始
元
干
此
哀

一
阳
明
呻
啤

一
后
号
宗
哲

…
武
中 784 

785 

826 

805 

806 

825 

827 

847 

859 

860 

821 

836 

873 

841 

874 

880 

888 

889 

890 

892 

894 

885 

898 

881 

904 

904 

901 

睿［ rul］宗（～

旦）

玄宗（～隆基）

代宗（～豫）

肃宗（～亨）

4峰

争争铸

祷’H峰

4峙’晤’峙’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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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907 960) 

五代时期，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还先后存在过一些封

建割据政权，其中有：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后蜀、南

唐、北汉等国，历史上叫作“十国”。

太祖（朱晃，又

名温、全忠）
末帝（～琪

[zh自n]J

庄宗（李存勘

[xu]J 

明宗（～直

[dan]l 

j 开平（ 5 ) ~丁卵四
：乾化（ 5 ) ：辛未E
：乾化 ：葵百二

：同光（ 4) ：类未四

：天成（ 5 ）；丙戌四

：长兴（ 4 ）；庚寅二

后梁（907 923) 

907 

911 
913 

后唐（923 936) 

：贞明（ 7 ）：乙亥十一：
j 龙德（ 3 ) ：辛巳五［

923 闵［min］帝（～：应顺（ 1 ）：甲午
从厚）

926 末帝（～从到 ：清泰（ 3 ）：甲午四

' 930 [k邑】）

后晋（936一947)

离祖（石敬瑭 ：天福（ 9 ）：丙申十～： 936 ：开运（ 4 ）：甲辰七

[16门g])

出帝（～重贵）：天福赞 ：圭寅六 : 942 

’唔 出帝即位未改兀。

后汉（947 950) 

高祖（刘青 1 天福铃 ！丁未二 947 隐帝（～承拮）（乾拮据提：戊申二

[g凸o］，本名；乾拮（ 3) ：戊申 948 

知远）

’晤 后汉高祖即位，仍用后晋高祖年号，称天福十二年。

叫隐帝即位未改兀。

太祖（郭威） ！广顺（ 3 ）：辛亥

：显德（ 7 ）：甲寅
＇－一一－－－－－－－－－…←一－」

3陪 世宗、恭帝都未改元。

后周（951 9创）

951 ｜｜世宗（柴荣）

954 11 恭帝（～宗甘II l 

：显德祷

：显德
：甲寅
：己未六

915 

921 

934 

934 

944 

948 

954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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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赵匡

脱［yin])

太宗（～灵

[j iongJ ，本

名匡义，又
名光义）

真宗（～恒）

仁宗（～祯）

高宗（赵构）

孝宗（～杳

[sh自n])

光宗（～停

[dOn]) 

宁宗（～扩）

理宗（～购

[yCm]) 

｜｜我国历代纪元表

宋
(960 1279) 

北宋（960 1127) 

了建隆（ 4 ）雨中
j 乾德（ 6 ）；葵亥十一！
：开宝（ 9 ）：戊辰十 : 

：太平兴国：丙子十二：
(9) 

（雍熙（ 4) ：甲申十一 i
i 端拱门）；戊子
：淳化（ 5 ）：庚寅
；至道（ 3 ）：乙未
：威平（ 6 ）；戊戌
：景德（ 4) ！ 甲辰
：大中祥符：戊申

(9) 

：天禧［ xT］；丁巳
(5) 

j 乾兴（ 1 ）：圭戌
：天圣（ 10）；葵亥 : 

：明道（ 2 ）；圭申十 ; 

：景棺（ 5 ）：甲戌
：宝元（ 3 ）：戊寅十一：
：康定（ 2 ）：庚辰二

960 

963 

968 

976 

984 

988 

990 

995 

998 

1004 

1008 

1017 

1022 

1023 

1032 

1034 

1038 

1040 

英宗（～曙）

神宗（～项
[xO]) 

哲宗（～照

[xuJ> 

徽宗（～信

[ji]) 

钦宗（～桓
[hu6n]) 

南宋（ 1127 1279) 

：建炎（ 4 ）；丁未五 1127 

：绍兴（32) ！ 辛亥 1131 

J 隆兴（ 2 ）：葵未 1163 

：乾道（ 9) ：乙西 1165 

：淳熙（ 16）：甲午 1174 

i 绍熙（ 5 ) ：庚戌 1190 度宗（～棒

[qi]) 

：庆兀（ 6) ：乙卵 1195 恭帝（～~

：嘉泰（ 4 ）：辛酋 1201 [xia『l])

i 开禧（ 3 ）：乙丑 1205 端宗（～呈. 
: ＇嘉定（ 17) ：戊辰 1208 [ shi]) 

；宝庆（ 3 ) ~乙固 1225 帝岗（～岗

：绍定（ 6) ：戊子 1228 [bing]) 

：端平。）！甲午 1234 

：庆历（ 8 ）；辛巳十 j
j 皇拓（ 6) ：己丑 : 

：至和（ 3 ）：甲午三

j 嘉拈（ 8 ）：丙申丸 j
：治平（ 4 ）：甲辰
；熙宁（ 10) ：戊申

：元丰（ 8) : l义午
：元拈（ 9 ）：丙寅
：绍圣（ 5 ）；甲戌四：
：元符（ 3 ）：戊寅六：
：建中靖国 i 辛巳 : 

(1) 

：崇宁（ 5) ：圭午

！大观（ 4 ) ~丁亥 ~ 
：政和（ 8 ）；辛卵 : 

：重和（ 2 ）：戊戌十一：
；宣和（ 7 ）：己亥二；
：靖康。）；丙午

：嘉熙（ 4 ）：丁西
i 淳苟（ 12) ~辛丑

：宝葡（ 6) ：美丑

：开庆（ 1 ）：己未
i 景定（ 5 ）；庚申

i 咸淳（ 10）：乙丑

：德格（ 2) ：，乙亥

i 景炎。）！丙子五

：祥兴（ 2) ：戊寅五

1041 

1049 

1054 

1056 

1064 

1068 

1078 

1086 

1094 

1098 

1101 

1102 

1107 

1111 

1118 

1119 

1126 

1237 

1241 

1253 

1259 

1260 

1265 

1275 

1276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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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耶律氏］

辽建国于 907 年，国号契丹，916 年始建年号， 938 年（ 说 947 年）

改国号为辽，983 年复称契丹， 1066 年仍称辽。

太祖（耶律阿 ~ ( 10) ~丁卵 : 907 （统和（30）；葵未六~ 983 

保机） ：神册（ 7) ：丙子＋二： 916 （开泰（ 10) ：二E子 i-- i 1012 

：天赞（ 5 ) ：圭午一一 : 922 ；太平（ 11 ）：辛国十→： 1021 
”’ 

！天显（ 13) ：丙戊二 : 926 兴宗（～宗真）；景福（ 2 ）；辛未六： 1031
咽，，『”

太宗（～德光）：天显祷 ：了亥＋ j 927 i ；重熙（ 24) : £申卡－ : 1032 

i 会同（ 10）：戊戌 t - : 938 道宗（～洪基）；清宁（ 1(））：乙未八： 1055
：大同（ 1 ）；丁未二 : 947 ：咸雍（ 10）：乙巳 : 1065 

世宗（～阮 ；天禄（ 5 ）：丁未九 ~ 947 I 大（太）康！乙卵 : 1075 
[ru凸门］） : : : ( 10) : 

穆宗（～琛 ：应历（ 19）：辛亥九 951 ：大安（ 10) ：乙丑 : 1085 

[jlng]) : ：寿吕（隆） (7）：乙亥 ~ 1095 
/ I I I I I 

景宗（～贤） （保宁（ 11) ：己巳二： 969 天祥［zuo］帝 i 乾统（ 1 （））；辛巳二： 1101 

i 乾亨（ 5 ) ~己卵 t [ 979 （～延禧 （天庆（ 10) ［辛gp j 1111 

圣宗（～隆绪）；乾亨 ：£午九 : 982 [xT]) ：保大（ 5 ）：辛丑 : 1121 
’' ' 

并太宗即位未改兀。

西夏
(1038 1227) 

1032 年（北宋明道元年）元吴嗣夏王位， 1034 年始建年号， 1038 年

称帝，国名大夏。在汉籍中习称西夏。 1227 年为蒙古所灭。

1098 
1101 
1114 
1119 
1127 
1135 
1140 
1144 

1149 
1170 
1194 

1206 
1210 
1211 

1224 
1227 

1090 

一
八
十

午
寅
巳
午
亥
未
卵
申
子
巳
寅
寅
寅
午
未
申
亥

庚
戊
辛
甲
己
丁
乙
庚
甲
己
庚
甲
丙
庚
辛
甲
丁

E
})))))))))))))))>

ι

－

8
3
3
5
8
8
5
4
5
1
4
2
4
1
3
3
1
 

民
（
（
门
（
（
（
（
（
（
口
口
门
（
（
门
（
（

桔
安
观
宁
德
德
德
庆
庆
盛
茄
庆
天
建
定
定
义

天
永
贞
雍
一
兀
正
大
大
人
天
乾
天
应
皇
光
乾
宝

仁宗（～仁孝）

桓宗（～纯桔）
襄宗（～安全）

神宗（～遵顽
[xO]) 

献宗（～德旺）
末帝（～舰

[xian]l 

1034 
1036 
1038 

1049 

1063 
1068 
1069 

1050 

1057 

1074 
1085 

1087 

1053 

i 广运（ 2) ！ 甲戌f
：大庆（ 2) ：丙子 l一二：
夭授礼法 i 戊寅十
延祥（ 11 ) : 

1 延嗣宁国己丑
( 1) 

天在古垂圣 l 庚寅
(3) 

福圣承道：葵巳
(4) 

！群［ duo］都；了西
( 6) 

；拱化（ 5) ：类卵
：乾道（ 1 ) ：戊申
：天赐礼盛己西
国庆（5)

！大安（ 11 ）：甲寅
！天安礼定 i 乙丑

(2) 

：天仪治斗L j 丁卵 ; 
(3) 

毅宗（～谅作）

惠宗（～秉常）

崇宗（～乾顺）

景宗（鬼名元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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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完颜氏］

太祖（完颜曼 ：收国（ 2 ) ：乙未 1115 章宗（～臻 ：明昌（ 7 ）：庚戌 1190 

[min］，本名 i 天辅（ 7 ) ：丁国 1117 [jlng]) j ；承安（ 5 ) ：丙辰十 : 1196 

阿骨打） ；泰和（ 8 ) ：辛西

太宗（～晨 ：天会（ 15 ）：葵卵九 1123 卫绍王（～永 ：大安（ 3 ）；己巳

[sh自ng]) 济） I 崇庆（ 2 ）；二E 申

熙宗（～直 ：天会被 ：乙卵一 1135 i 至宁（ 1 ）：类商五
[d凸n]) ：天眷（ 3 ）；戊午 1138 宣宗（～殉 ；贞拮（ 5 ）；类西九

i 皇统（ 9 ) ：辛酋 1141 [xu门］） ！兴定 c 6 l : T丑九
海陵王（～亮） ：夭德（ 5 ）：己巳十二： 1149 ：兀光（ 2 ) ：二E午八

：贞兀（ 4 ）：葵酋＝ 1153 哀宗（～守绪）：正大（ 9 ）：甲申
：正隆（ 6 ) ：丙子二

世宗（～雍） ：大定（ 29) ：辛巳十

并熙宗即位未改元。

1156 

1161 

一7G ［字儿只斤氏］
( 1206 1368) 

：开兴（ 1 ) ：圭辰一

！天兴（ 3 ）：圭辰四

蒙古字儿只斤·铁木真于1206 年建国。 1271 年忽必烈定国号为
元， 1279 年灭南宋。

太祖（字儿只
斤·铁木真）
（成吉思、汗）

拖霄（监国）
太宗（～窝

阔台）

乃马真后（称
jfitj ) 

定宗（～贵由）

海迷失后（称

制）

宪宗（～蒙哥）

世祖（～忽必
烈）

(22) ：丙寅

( 1 ）：戊子 : 
( 13) ：己丑

( 5 ）：王－寅

( 3) ：丙午七
一 ( 3 ）：己西二

一 ( 9) ：辛亥大

：中统（ 5 ）：庚申五 ; 

；至元。1) ：甲子八
成宗（～铁穆 ；元贞（ 3 ）；乙未 ; 
耳） （大德（ 11) ：丁西

武宗（～海山）；至大（ 4) ：戊申
仁宗（～爱育 ：皇庆（ 2 ）：圭子
黎拔力八达）：延苟（ 7) ：甲寅

1206 

1228 
1229 

1242 

1246 

1249 

1251 

1260 

1264 

1295 

1297 

1308 

1312 
1314 

英宗（～硕
[ shuo］德

八事。）

泰定帝（～也
孙铁木儿）

天顺帝（～阿
速古八）

文宗（～图帖
睦尔）

明宗（～和世

谏［｜凸］）赞

宁宗（～直在

[yi］磷［ lin] 

质班）
顺帝（～妥懵

帖睦尔）

；至治（ 3 ) ：辛西

i 泰定（ 5) ：甲子 : 
：致和（ 1 ）：戊辰二

：天顺（ 1 ）；戊辰九

：天历（ 3 ）：戊辰丸；

：己巳

！至顺（ 4) ：庚午五
；至顺 : =f 申 f

；至顺 i 类西六（
i 元统（ 3 ) ~葵茵十

：（后）至元：乙亥十
(6) 

：至正（28）辛巳

关明宗于己巳（ 1329）正月即位，以文宗为皇太子。八月明宗暴死，文宗复位。

1201 

1209 

1212 

1213 

1213 

1217 

1222 

1224 

1232 

1232 

1321 

1324 

1328 

1328 

1328 

1329 

1330 

1332 

1333 

1333 

1335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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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368 1644) 

太祖（朱兀璋）：洪武（ 31 ）：戊申 1368 孝宗（～在古楼 ：弘治（ 18）：戊申 : 1488 
[ch邑ng])

惠帝（～允饺 i 建文（4）特 j 己卵 1399 
[wen=) 武宗（～厚照） ：正德（ 16) ：丙寅 1506 

成祖（～楝 ：永乐（22）；类未 1403 世宗［c（～厚熄 ：嘉靖（ 45) ：圭午 1522 
[ dl]) ong]l 

仁宗（～高炽 ：洪熙（ 1 ）：乙巳 1425 穆宗（～载星 ：隆庆（ 6 ）：丁卵 1567 
[chi]) [houJ l 

宣宗（～瞻 ！宣德（ 10) ：丙午 1426 神宗（～翔 ι 万历（48）。类西 1573 
[zha「l］基） [yi］钧）

英宗（～祁镇） ：正统（ 14）：丙辰 光宗（～常洛） ：泰吕（ 1 ）：庚申八； 16201436 

代C宗yuj～祁饪 ！景泰（ 8) ：庚午 1450 京［ xT]宗〈～ ：天启（ 7) ：辛酋 1621 
）（景帝） 由校）

英宗（～祁镇）：天顺（自） : 丁丑一 思宗（～由检）：崇祯（ 17）：戊辰 1628 1457 

宪宗（～见深） ：成化（23) ：乙西 1465 

特建文四年时成祖废除建文年号，改为洪武一十五年。

清［爱新觉罗氏］
( 1616-1911) 

清建国于 1616 年，初称后金， 1636 年始改国号为清， 1644 年人关。

太祖（爱新觉 ：关命（ 11 ）：丙辰 1616 仁宗（～颇 i 嘉庆（25) ：内辰 1796 

罗·努尔哈赤）（ [y6ng］竣

天聪（ 10) ：丁卵太宗（～皇太 1627 [yan]l 

极） ：崇德（ 8) ：丙子凹 1636 宣宗（～曼 ：道光（30) ：辛巳 1821 

世祖（～福！恼） : Ji顶 j台（ 18) ：甲申 1644 [min］宁）

圣祖（～玄烨 i 康熙（61) i £寅 1662 文宗（～奕［训］ 咸丰（ 11) .辛亥 1851 

[y自］） i~ ［ zhu]l 

世宗（～盾L 1 雍正（ 13) .葵卵 1723 穆宗（～载淳） .同治（ 13) •.圭戌 1862 

[yln］祺 德宗（～载泪 i 光绪（34) ：乙亥 1875 

[zh邑n]) [ti6n]l 

高宗（～弘历） ：乾隆（ 60) .丙辰 1736 ～溥［puJ仪 ：宣统（ 3 ) ：己百 1909 

中华民国
( 1912 1949) 

中华民国（38) 圭子 巴2」

中华人民共和国
J曾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



计量单位表

I.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计量单位（以下简称法定单位）包括：

( l ）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见表 1) ; 

(2）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见表 2) ; 

(3）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见表 3);

(4）由以上单位构成的组合形式的单位；

(5）由词头和以上单位所构成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词头见表。。

法定单位的定义、使用方法等，由国家计量局（其职权现由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执行）另行规定。

表 1 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 度 米 m 

质 量 千克（公斤） kg 

时 I司 衫、 s 

电 流 安〔培1 A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K 

物质的量 摩〔尔〕 mol 

发光强度 坎〔德拉〕 cd 

表 2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平面角

立体角

频率

力；重力

单位名称

弧度

球面度

赫〔兹〕

牛〔顿〕

单位符号

rad 

sr 

Hz 

N 

其他表示式例

1 

1 

1 s 

kg•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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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表示式例

N/m2 

N•m 

J/s 

A•s 

W/A 

C/V 

V/A 

A/V 

V•s 

Wb/m2 

Wb/A 

cd• sr 

lm/m2 

1 s 

J/kg 

J/kg 

」L

单位符号

Pa 

w 
c 
v 
F 

n 
s 
Wb 

T 

H 

。C

m 

lx 

Bq 

Gy 

Sv 

丰

, 

单位名称

中自〔斯卡〕

焦〔耳〕

瓦〔特〕

库〔仑〕

伏〔特〕

法〔拉〕

欧〔姆〕

西〔门子J

韦〔伯〕

特〔斯拉〕

亨〔利〕

摄氏度

流〔明〕

勒〔克斯〕

贝可〔勒尔〕

戈〔瑞〕

希〔沃特〕

」L

量的名称

压力，压强；应力

能量；功；热

功率；辐射通量

电荷量

电位；电压，电动势

电容

电阻

电导

磁通量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电感

摄氏温度

光照度

放射性活度

吸收剂量

剂量当量

光通量

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表 3

换算关系和说明单位符号单位名称量的名称

lmin = 60s min 分

(1j、〕日才 lh = 60min h 

= 3 600s J司时

ld ~ 24h d 天（日）

= 86 400s 

1’"= （ πI 648 000) rad 

（π 为圆周率）

1' = 60" 

＝（π／ 10 800) rad 

1 ° = 60' 

(” 

(’) 

〔角〕秒

〔角〕分
角面平

) 。( 
度

＝（π／ 180) rad 

lr/min 二（ l/60)s 一 1r/min 转每分旋转速度

1 n mile 二 1 852m 
（只用于航程）

n mile 里海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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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换算关系和说明

1 kn= 1 n mile/h 
速 度 节 kn = (1 852/3 600)m/s 

（只用于航行）

质 量
吨 t 1 t = 103 kg 

原子质量单位 u 1u~1. 660 540 2 × 10 27kg 

体 积 升 L,(!) 
1L= 1dm3 

= 10 3m3 

能 电子伏 eV 1eV~1. 602 177 33 x 1。”

级 差 分 贝 dB 用于对数量

线 密 度 特〔克斯〕 tex 1tex= lg/km 

土地面积 公顷 hm2 ,(ha) 1hm2 = 104m2 二 0. 。1km2

表 4 用于构成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的词头

所表示的因数 j 词头名称：词头符号 所表示的因数：词头名称：词头符号

1024 尧〔它〕 y 10 1 分

1021 泽〔它〕 z 10-2 厘

1018 ；艾〔可萨〕 E 10-3 毫

1015 拍〔它〕 p 10-6 微

1012 太〔拉〕 T 10 9 纳〔诺〕

109 吉〔咖〕 G 10-12 皮〔可〕

106 兆 M 10 - 15 ；飞〔母托〕

103 千 k 10 • 18 阿〔托〕

102 百 h 10- 21 ：仄〔普托〕

101 十 da 1 () 24 么〔科托〕

注： 1 周、月、军（年的符号为斗，为 般常用时间单位。

2. [ 〕内的字，是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的字。

3. ( ｝内的字为前者的同义语。

4. 角度单位度、分、秒的符号不处于数字后时，用括号。

5. 升的符号中，小写字母 l 为备用符号。 ha 为公顷的国际符号。

6. r 为“转”的符号。

7. 日常生活和贸易中，质量习惯称为重量。

8. 公里为千米的俗称，符号为 kmo

9. 10＇称为万， 10＇称为亿， 1 O＂称为万亿，这类数词的使用不受

词头名称的影响，但不应与词头混淆。

d 

c 

口1

μ 

n 

p 

·f 

a 

z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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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定计量单位与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对照和换算表

I'..\ i 法定计量单位！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i
i注＇！］ i . : 换算关系
[i吃！名称：符号：名称：符号：

！千米（公里） km! ι KM 1 千米（公里）＝ 2 市里＝ 0. 621 4 英里

: 1 米二 1 公尺＝ 3 市尺＝ 3. 280 8 英尺! 米 : m ：公尺： M = 1. 093 6 码

! 分米 dm 公寸 j • 1 分米二 1 公寸＝ 0. 1 米二 3 市寸

i 厘米 : cm ：公分 i : 1 厘米＝ 1 公分＝ 0. 01 米二 3 市分
= 0. 393 7 英寸

i 毫米 mm~ 公厘 i m/m,MM. 1 毫米＝ 1 公厘

! 公丝； : 1 公丝＝ 0. 1 毫米

! 微米 11-m 公微川，mµ, µM: 1 微米＝ 1 公微

长！ 丝米 dmm 1 丝米二 0. 1 毫米
←－一－－－÷
忽米 cmm • 1 忽米之 0.01 毫米

纳米 nm ：毫微米 mµm 1 纳米二 1 毫微米

市里： ~ 1 市里＝ 150 市丈＝ 0. 5 公里
←－－－－－－－－－－但』斗
市引 i 1 市引＝ 10 市丈

市丈： 1 市丈＝ 10 市尺＝ 3. 333 3 米

: 1 市尺＝ 10 市寸＝ 0. 333 3 米
市尺 = 1. 093 6 英尺

: 1 市寸＝ 10 市分＝ 3. 333 3 厘米
市寸 工 1. 312 3 英寸

市分 : 1 市分＝ 10 市厘
←－手

市厘 : 1 市厘＝ 10 市毫

: 1 英里＝ 1 760 码＝ 5 280 英尺
英里 = 1. 609 344 公里

码 . yd • 1 码二 3 英尺＝ 0. 914 4 米

: 1 英尺二 12 英寸＝ 0. 304 8 米英尺： ft 工 0. 914 4 市尺

英寸 in : 1 英寸＝ 2. 54 厘米

飞米 • fm 费密！ fermi 1 飞米＝ 1 费密＝ 10 15 米

埃• A 1 埃＝ 10 to米

度 i

!!
iIlla

--|;

LlIlli

--

lllir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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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号时量单位再且非法定计量单位

主：1 名 称：符号：名称
换算关系

！平方千米 J L…2 : 

i （平方公里） : ~山：

I ~ : 公亩

！平方米［ m2 '. 平米，方

←一一→i 平方分米； dm2

i 平方厘米； cm2

• 
市顷

面 i : : 市亩

市分

! ~ ：平方市里

平方市丈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丁 一丁

积 i
：平方市尺

l 
：平方英里

←一一→
英亩

平方码

r ←一一－→
平方英尺

平方英寸

I • • 靶恩

i 立方米： m' : 方，公方

体！立方分米： dm3:

！立方厘米： cm3 i 

积 i : ！立方市丈

i : 立方市尺

j 符号

: 1 平方千米（平方公里） = 100 公顷: KM2. 
= 0. 386 1 平方英里

a : 1 公亩＝ 100 平方米＝ 0. 15 市亩
= 0. 024 7 英亩

: 1 平方米＝ 1 平米＝ 9 平方市尺
= 10. 763 9 平方英尺＝ 1. 196 0 平方码

1 平方分米＝ 0. 01 平方米

• 1 平方厘米＝ 0. 000 1 平方米

。 1 市顷二 100 市亩＝ 6. 666 7 公顷

: 1 市亩三 10 市分＝ ω 平方市丈＝丘耐 7
公亩＝ 0. 066 7 公顷＝ 0. 164 4 英亩

: 1 市分＝ 6 平方市丈

: 1 平方市里＝ 22 500 平方市丈＝ 0. 25 
平方公里＝ 0. 096 5 平方英里

: 1 平方市丈＝ 100 平方市尺

: 1 平方市尺＝ 100 平方市寸＝ 0. 111 1 
平方米＝ 1. 196 0 平方英尺

←一一一→
: mile2 : 1 平方英里＝ 640 英亩二 2. 589 988 11 

平方公里
.！....＿＿＿」

: 1 英亩二 4 840 平方码二 40. 468 6 公商
= 6. 072 0 市商

忡； 1 平方码＝ 9 平方英尺
: YU" : 二 0. 836 1 平方米

~ 1 平方英尺＝ 144 平方英寸
ft' 

= 0. 092 903 04 平方米

←一一一一一→
时； 1 平方英寸＝ 6. 451 6 平方厘米

b 1 靶！恩二 10 - 28平方米

: 1 立方米二 1 方＝ 35.3147 立方英尺
= 1. 308 0 立方码

: 1 立方分米＝ 0. 001 立方米

: 1 立方厘米＝ 0. 000 001 立方米

• 1 立方市丈二 1 000 立方市尺

←－－－一一→: 1 立方市尺二 1 000 立方市寸＝ 0. 037 0 
立方米＝ 1. 307 8 立方英尺



计量单位表｜｜附录｜｜惆1 I 

寸法卓it
j名称：符号：各称：符号；

换算关系

I : : 立方码 : yd-' 
: 1 立方码＝ 27 立方英尺二 0. 764 6 

体！ ; ; ; y : 立方米
: 1 立方英尺＝ 1 728 立方英寸二 0.028 317 

I : ：立方英尺： ft3 立方米
积！

! 立方英寸 in3 1 立方英寸＝ 16.3871 立方厘米

U巳川 公升、立升 1 升＝ 1 公升二 1 立升＝ 1 市升
i 分升 dL, dl : , 1 分升二 0. 1 升＝ 1 市合

i 厘升 j cL,cl ' 1 厘升＝ 0. 01 升
I .• 

升f互； mL ’ ml: 西西 : c. C ’ cc 1 毫升＝ 1 西西二 0.001

! ; 市石 1 市石＝ 10 市斗＝ 100 升

窑！ 市斗 : 1 市斗＝ 10 市升＝ 1() 

j 市升 1 市升＝ 10 市合二 1 升
←一一一－一一＋一←一←: : 市合 : 1 市合＝ 10 市勺＝ 1 分升

| 市勺 1 市勺＝ 10 市撮＝ 1 厘升
「一一－一寸! 市撮 ; 1 市撮＝ 1 毫升

! ！祷蒲式耳（英） . 1 蒲式耳（英） = 4 配克（英）
积！ ; 祷配克（英） ; pk : 1 配克（英）＝ 2 加仑（英） = 9. 092 2 升

i • 挺挺加仑（英） j UKgal 1 加仑（英）＝ 4 夸脱（英） = 4. 546 09 升

！~ 夸脱（英） , UKqt j 1 夸脱（英）＝ 2 品脱（英〉二 1. 136 5 升
: 1 品脱（英）＝ 4 及耳（英）

! : ；品脱（英） \ UKpt : = 5. 682 6 分升
－一－－－一一一－→

! 及耳（英） UKgi 1 及耳（英） = 1. 420 7 分升

i 英液盎司 UKfloz 1 英液盎司＝ 2. 841 3 厘升

; ; ；英液打兰 UK仙 1 英液打兰＝ 3.5516 毫升
: 1 吨二 1 公吨＝ 1 000 千克＝ 0. 984 2 英吨| 吨 : t : 公吨 : T 

= 1. 102 3 美盹

l • : 公担 q : 1 公担＝ 100 千克二 2 市担

质 i 千克； : : : 
; KG,kgs; 1 千克＝ 2 市斤＝ 2. 204 6 磅（常衡）

i 也沂） i 

量 i : 1 克＝ 1 公分＝ 0. 001 千克
i 克 j g : =15.4324 格令

日E丁E 1 分克＝ 0. 000 1 千克＝ 2 市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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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气；法定计量单位：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 j

j名 称：符号：名称：符号！
I 厘克 · cg . • 1 厘克＝ 0. 0川 01 千克
! 毫克 mg; • 1 毫克二 0. 000 001 千克

~ 公两 : 1 公两＝叫
: ' : 公钱 : : 1 公钱＝ 10 克

I . 市担 . . 1 市担＝ 100 市斤
: 1 市斤＝ 10 市两＝ 0. 5 千克j ~ i 市斤

质； i : : i = 1. 102 3 磅（常衡）

i 1 市两＝ 10 市钱工 so 克＝ 1. 763 7 盎司

~一ι : 市两 : （常衡）

i : 市钱 : . 1 市钱＝ 10 市分二 5 克

! • • 市分 . . 1 市分＝ 10 市厘

! • • 市厘 . . 1 市厘二 10 市毫

i . 市毫 . 1 市毫二 10 市丝

量 i i 英吨（长吨） : UKton : 1 英吨（长吨）二 2 240 磅＝ 1 016. 047 千克

i : ：美吨帽时 sh ton, ; 1 美吨（短吨）二 2 000 磅＝ 907. 附千克
USton 

! 磅 lb 1 磅二 16 盎司＝ 0. 453 6 千克

! : 盎司 oz 1 盎司＝ 16 打兰＝ 28. 349 5 克
: . 打兰 · dr : 1 打兰二 2川43 75 格令＝ 1. 川 8 克
: . 格令 gr 1 格令＝ 1 /7 000 磅二 64. 刑 91 毫克

年： a : : y, yr : 1 y = 1 yr = 1 年
时！

i 天（曰） : d 

间｜［小］时； h : : hr : 1 hr = 1 小时
！分： min : : ( ') : 1 ' = 1 分

！秒： s • : S, s时，（川 1”二 JS= 1 sec 二 1 秒

; 赫兹 Hz 周 : c 1 赫兹二 1 周
频 i

; 兆赫 :MHz: 兆周 MC 1 兆赫二 1 兆周
率 i! 千赫 kHz 千周

：开〔尔文〕； k i 开氏度，： OK 

温 i : ：绝对度；
度；摄氏度； oc : 度

华氏度

列氏度

换算关系

KC.kc 1 千赫＝ 1 千周

1 开＝ 1 开氏度＝ 1 绝对度

= 1 摄氏度

!deg= 1 开 ＝ 1 摄氏度唔
F
R

d
o

。 • 1 华氏度二 1 列氏度三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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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法定计量单位 ；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

」名称：符号：名 称：符号：
牛 C~JlJ N 千克，公斤 kg 

' ' ' ·1ιρ 

换算关系

力、重力 ; ：千克力，公斤力； kgf • 1 千克力＝ 9. 806 65 牛
; : 达因 dyn 1 达因二 10 5 牛

！巾自〔斯卡〕 Pa 巴 bar, l> 1 巴二 105 中自

j • 毫巴 mbar 1 毫巴＝ 102 帕

！托 Torr 1 托＝ 133. 322 帕
压力、压强、 i : 1 标准大气压＝ 101. 325 
应力 ! : ! 标准大气压 ! atm : 千帕

: 1 工程大气压二 98. 066 5 
工程大气压

千帕

! • : 毫米求柱 叫g. 1 毫米录柱＝ 133. 叫自
线密度 ；特〔克斯〕 ; tex : 旦〔尼加 . d~~7~r' 1 旦司 111 111 特
功、能、热 焦〔耳〕 J 尔格 ) erg j 1 尔格＝ 10 7 焦

功率 瓦〔特〕 w• 〔米和~］马力 . . 1 马）J = 735. 499 瓦

磁感应强度：
（磁通密度｝：

特〔斯拉〕 : T : 高斯 ：“： 1 高斯兰 10 - 4特

1αJO 
奥斯特， : 1 奥斯特二一－一安／米磁场强度 j 安〔培1每米 I A/m: 
楞次

: 1 楞次＝ 1 安／米
；克原子，克分子， j ：与基本单元粒子

物质的量； 摩〔尔〕 ! mol, 
：克当量，克式量： 1 形式有关

发光强度 i 坎〔德拉〕 ; cd ：烛光，支光，支 : 1 烛光臼1 坎

光照度 勒〔克斯〕 . lx 辐透 ph 1 辐透二 104 勒

坎〔德拉〕光亮度 ! !cd/m2! 熙提 ! sb : 1 熙提＝ 104 坎／米2
每平方米

放射性活度贝可〔勒尔］ Bq • 居里 : Ci 1 居里＝ 3. 7 x jQllJ贝可

吸收剂量 戈〔瑞〕 : Gy. 拉德 : rad, rd: 1 拉德二 10 2 戈

剂量当量 j 希C沃特1 Sv 雷姆 . rem • 1 窗姆二 10 2希

: 1 伦琴＝ 2. 58 × 10 4 
照射量 ：库〔仑1每千克：C/kg! 伦琴

! I萃／千克

拎 蒲式耳、配克只用于固体。

u 英制 1 加仑二 4. 546 09 升（用于液体和干散颗粒）

美制 1 加仑＝ 2. 31 x 102 立方英寸土 3. 785 411 784 升（只用于液体）



汉字偏旁名称表

1 .本表列举一部分常见汉字偏旁的名称，以便教学。

2. 本表收录的汉字偏旁，大多是现在不能单独成字、不易称呼或者称呼很不→

致的。能单独成字、易于称呼的，如山、马、日、月、石、鸟、虫等，不收录。

3. 有的偏旁有几种不同的叫法，本表只取较为通行的名称。

偏旁

厂

厂

ι 

门（月）

1 

/7 

勺

fl 

、

{ 

、，

[

丁L

u 

p 

~ 

品

l 

主

名

偏厂儿 Cpia门ch凸ngr);

厂字头 Ccha门gzit6u)

反字框 Cfanzikuang)

区字框 c qOzikuang); 
三框 Csonkuangl 

立刀旁 C lidoop6ng); 
立刀 c lidoo) 

同字框（ t6ngziku凸ng)

单人旁（don「昌np6门g);

单立人 Cdonli 「en)

斜刀头 Cxiedoot6u);

负字头 Cfuzit6u)

包字头 Cboozlt6u)

风字头（ f邑门gzit6u);

凤字框 Cfengzikuang)

京字头（jTngzit6u)

两点水 C Ii凸ngdi6nshuT);

冰宇旁（ bTngzlp6ng) 

但j八 Cdaob凸）；

兰字头（ 16nzit6u) 

秃宝盖 c tObaogai) 

言字旁（y6nzip6ng)

凶字框 c xiongzikuang) 

单耳旁 Cda门’吕rp6ng);

单耳刀 Cd巾’吕「doo)

称

双耳旁 C shuong ’吕rp6ng);

双耳刀 Cshuong哈rdoo)

左耳刀（ Z岭’昌rdoo) C在左）

右耳刀 Cyou ’邑rdoo) c在右）

, 

' 

' 

' 

' 

' 

伊j 字

厅、历、厚

反、后、盾

区、匠、匣

列、别、剑

冈、网、周

仁、位、你

争、危、象

勺、勾、旬

风、凰、凤

六、交、亥

次、冷、准

并、关、首

写、军、冠

计、论、识

击、画、函

卫、印、却

防、阻、院

邦、那、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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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旁 名 称 例 字

b 
私字边（ sTzlbian);

三角 csanjiaol 
允、去、矣

L 建之旁 Cji6nzhTp6ngl 廷、延、建

巴 仓字底（cangzldD 仓、危、琶

士 提土旁＜ titupa门g) 地、场、城

1 提手旁 c tishoup6ng) 

草字头（ c6ozlt6u); 
草头 (caot6u) 

扛、担、摘

斗＋ 艾、花、英

步＋ 弄字底（ nongzldD 开、舟、异

尤 尤字旁（ y6uzlp6ng) 尤、龙、旭

, 
才

国字框（ gu6zlku6ng); 
方框 (fangkua「ig)

双人旁（ shuangre叩6ng);

双立人（ shuangll『昏时

因、国、图口

行、征、徒

/, '-/ 兰撇儿（ so门pi 昌「） 形、参、须

;J 
反犬旁（fanqu6np6ngl;

犬犹 Cqu6ny6u) 

折文儿（zh自wenr);

冬字头 C di5ngzlt6u) 

狂、独、狠

欠 处、冬、夏

t 食字旁（ shizlp6ng) 饮、饲、饰

斗（ ii) 将字旁（ j iangzlp6「lQ) 壮、状、柯

广 广字旁（ gu6ngzip6ng) 庄、店、席

三点水（ sondi 凸门shuil 江、汪、活

竖心旁 c shuxTnp6ngl ; 
竖心 c shuxTn) 

怀、快、性

，立， 盖宝 Cb凸ogai) 字、定、宾

:L 走之 (z己uzhD 过、还、送

二牙
雪字底（ XU吕zldD;

横山 c hengshanl 
归、寻、当

二手 子字旁（ zTzlp6ngl 孔、孙、孩

生
绞丝旁（ j i 凸osTp6ng);
乱绞丝＜ luanj l凸osD

红、约、纯

么 幼字旁（youzlp6门g) 幻、幼、兹

<< 三拐儿 Csangu凸l r) 筒、笆、巢

王
王字旁（ w6ngzlp6ng) ; 
斜玉旁 c x ieyup6ngl 

玩、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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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旁

# 

丰

辛

欠

节多

士

，，、、、

丰

夹

口n

皿

辛

手

F』

丰

'jl飞

军军军

卢-
芋

尹主

革

主主

jj' 

主系

争

+ 

÷ 

手

」L

" 

+ 

+ 

÷ 

÷ 

• 

÷ 

+ 

+ 

十

+ 

÷ 
+ 

÷ 

+ 

÷ 

÷ 

+ 

• 

÷ 

名

老字头 c laozlt6u) 

木字旁（「nuzlp6ng)

牛字旁（ ni uzlp6ng) 

车字旁（ch邑zlp6ng)

反文旁 c fanwenp6ng) ; 
反文 Cfanwen) 

爪字头 Czhaozlt6u)

火字旁 Chu6zlp6ng)

四点底 C sidi凸门di)

示字旁 C shlzlp6ng); 
示补儿 c shlbur) 

春字头（ ch0nzlt6u) 

四字头（ slzlt6u); 
扁囚头 Cbianslt6ul

皿字底 C mTnzldD; 
皿墩儿 CmTndOn「）

金字旁 C jlnzlp6ng) 

禾木旁 Chemup6ngl

病字旁（ blngzlp6ng); 
病旁 ( b)ngp6ngl; 
病字头（bingzlt6u)

衣字旁 C yTzlp6ng); 
衣补儿 CyTbu 「）

登字头 C dengzlt6u) 

西字头（ xTzlt6u) 

虎字头 Chuzlt6ul

竹字头 c zhuzlt6u) 

羊字旁 Cy6ngz)p6ng)

卷字头 C juanzlt6u) 

米字旁（mTzlp6ng) 

绞丝底（ j l凸口sTdT)

足字旁（ zuzlp6ng) 

髦字头 C m6ozit6ul 

称
+ 

÷ 

+ 

+ 

• 

? 

+ 

• 

• 

÷ 

」L

' 

+ 

÷ 

十

÷ 

÷ 

Jι 

+ 

÷ 

÷ 

÷ 

+ 

+ 

f§IJ 字

考、孝、者

朴、杜、栋

牡、物、牲

轨、轮、轴

收、政、教

妥、受、吕

灯、灿、烛

杰、点、热

礼、社、祖

奉、奏、秦

罗、罢、罪

孟、益、盔

钢、钦、铃

和、秋、种

症、疼、痕

初、袖、被

葵、登、凳

要、贾、票

虏、虑、虚

笑、笔、筒

差、玲、揭

券、拳、眷

粉、料、粮

素、紧、累

跃、距、蹄

髦、鬓、鬓



汉语拼音方案

(1957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60 次会议通过）

(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一、字母表

字母 Ao Bb Cc Dd Ee F f Gg 

名称 丫 气7-Jt 专1t 为1t 古 廿巳 < 1t

H h j j Kk LI Mm N 门

厂丫 叫｜廿 亨1t 1t9,J 1t门 丁5廿

。。 Pp Qq R r s s T t 

"[ 欠1t <I叉 丫Jl 廿A -t哇

Uu Vv Ww × x Yy z z 

>< 万1t 〉〈丫 Tl ！丫 -P-lt 

V 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二、声母表

b p 「n d n 

气7玻欠坡门摸 E佛 勿得玄特丁？讷 为勒

。 k h q x 

《哥亨科厂喝 叫基 〈欺丁希

zh ch sh 「 z c s 

虫知 才量产诗 日日 ？资专雌 A思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zh ch sh可以省作主 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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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韵母表

u u 

衣 >< 乌 μ 迂

。 10 ua 

丫 P阿 l丫 呀 〉〈丫 蛙

。 uo 

古 喔 〉〈古 窝

e 18 Ue 

艺 鹅 1-lt .!I~ Ll-lt 约

。｜ UOI 

飞高 哀 x'lfl 歪

81 uei 

飞 效 〉〈飞 威

αo iao 

么 熬 l么 腰

OU IOU 

又 欧 l叉 忧

an 1an uan Uan 

弓 安 ！习 烟 〉〈弓 弯 υ写 冤

en in uen Un 

i., 恩、 Ii., 因 xi., 温 Ll17 晕

。ng 1ang uαng 

尤 昂 l尤 央 〉《尤 汪

eng 1ng ueng 

L 亨的韵母 IL 英 XL 翁

0门9 1ong 

C XL ）轰的韵母 LJL 雍

( 1 ）“知、萤、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的韵母用 l ，即：知、虽、诗、日、

资、雌、思等字拼作 zhi, chi, shi ，「i,zi,ci,si 。

(2）韵母儿写成凹，用作韵尾的时候写成 r。例如：“儿童”拼作 e「tong,

“花儿”拼作 huα「。

(3）韵母 -it单用的时候写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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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i （衣） , ya （呀） , ye （耶），

yαo（腰） , you （忧） , yon C 烟） ' yi门（因） , yang （央） , ying （英儿

yongC雍）。

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WU（乌） , WO （蛙） , wo （窝），

wai （歪） , wei （威） , wan（弯h wen（温） , wongC汪） , wengC 翁） 0 

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uC 迂） , yue C 约）， yuan 

（冤） , yunC晕h Li t两点省略。

u 行的韵母跟声母 j' q' x 拼的时候，写成 ju （居） , qu （区） , XU （虚），

U 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 n, I 拼的时候，仍然写成 nU （女） , IU 

（吕）。

(5) iou, uei, uen 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 iu, ui, un，例如「l i l」（牛），

gui （归） , lun （论）。

(6）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 ng可以省作习。

四、声调符号

阴平 F日平 上声 去声

/ 
、， \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例如：

妈 ma 麻 m6

（阴平） （阳平）

马 m凸

（上声）

骂 ma

（去声）

五、隔音符号

吗 ma

（轻声）

。，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

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 pi' 00（皮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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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二F IA 

一 素 周 期 表
VIII A 电子厦

1 H 兀 2 He 

1 氢 氮
IIA IIIA IVA VA VIA VIIA K I. 0口 794(7) 4. 002602(2) 

3 4 Be 5 B 6 c 7 N 8 。 9 F 10 Ne 

2 理 镀
原子序数＋~ 19 K 一→兀素符号

棚 碳 氮 氧 氟 氛
告甲 元素名称 L 

注善的是人造兀素 K 白，百 4 l ( 2) 9. 012182(3) 
原子量＋

l口 811(7) :2. 0107{8) 14. 0067(2) 15. 9994(3) 18. 9984口32(5) 20.1797(()) 

11 Na 12 Mg 
t-- 39.09囚 I I I 

13 Al 14 Si 15 p 16 s 17 Cl 18 Ar 

3 纳 绞 铝 硅 磷 硫 氯 氧 岛4
、

L 
IIIB IVB VB VIB VIIB VIIIB IB IIB K 22.0串9770(2) 2~. JOJO （日） 26. 981538(2) ZB. 0855(3) 30. 973761(2) 32.055(5) 35.453(2) 39.948(1) 

19 K 20 Ca 21 玩 22 Ti 23 v 24 Cr 25 Mn 26 Fe 27 Co 28 Ni 29 Cu 30 Zn 31 Ga 32 Ge 33 As 34 Se 35 Br 36 Kr 

4 何 钙 统 钦 饥 锋 锺 铁 钻 镰 铜 钵 嫁 铐 碑 晒 澳 氮
N 
肌4

39. 0日 830) 40. 078(4) 4~. 955910(8) 47. 867(1) 50.9415 51. 9961(6) 54..938口4!!(9) 55. 845(2) 58. 933200(9) 08. 岳934(2) 63. 己46( 3) 55. 409(4) 69.723(1) !2.64(!) 74. 92160(2) 7且. 96( 3J 79.904(1) 83. 798(2) K 

37 Rb 38 Sr 39 y 40 Zr 41 Nb 42 Mo 43 Tc 44 Ru 45 Rh 46 Pd 47 Ag 48 Cd 49 In 50 Sn 51 Sb 52 Te 53 I 54 Xe 

。

5 蜘 银 专Z 错 银 铝 铸祷 钉 佬 铠 银 锅 锢 锡 镑 硝 腆 官王
N 

M 

85. 4678(3) 87.62(1) 88. 90585(2) 91. 224(2) 92.9063自＂＇ 9S.'Si4(2) 97. 907 101. 07(2) 102. 90550(2) 106.42(1) 107，自6且2 ( z ) 112.411(8) l H. 自 l 8 ( 3) 118. 710(7) \21. 760(1) 127. 60(3) 126. 90447(3) 131 293{5) K 

55 Cs 56 Ba 57一 71 72 Hf 73 Ta 74 w 75 Re 76 Os 77 Ir 78 Pt 79 Au 80 Hg 81 Tl 82 Pb 83 Bi 84 Po 85 At 85 Rn p 

。

6 绝 钗 La Lu 给 钮 鸽 镰 俄 依 铀 金 亲 钱 铅 号坚 外 政 氯
N 

M 

132. 90545(2) 137. 327(7) 斓系 n自， 49(2) 1日 0. 9479(1 ] >8 ；且 4 ( l ) 186. 207(1) 190. 2.l(3) 192矗 21?(3) 195. 口 78(2)

L 

196矗 96655(2) 20口 59(2) 204.3833(2) 207. 2(1) 20!L 98038(2) 208.98 209.99 22Z. 02 K 

87 Fr 88 Ra 89一 103 104 Rf 105 Db 106 Sg 107 Bh 108 Hs 109 Mt 110 Ds Ill Rg 112 Cn 113 Uut 114 Fl 115 Uup 116 Lv 118 Uuo 
Q 
p 

。

7 纺替 锚 Ac-Lr 铲祷 i杜拌 与基普 4波爷 镖传 镀祷 告达眷 伦祷 镑祷 4峰 生夫 与岳 位 祷 ？叫

M 

铜系
L 

223. 02 22日， 03 261. 11 262.11 263. 12 264. 12 265. 13 266. 13 (269) ( 272) (277) (278) (289) (288) (289 ] ( 29{) K 

57 L• 58 Ce 59 Pr 60 Nd 61 Pm 62 Sm 63 Eu 64 Gd 65 Tb 66 Dy 67 Ho 68 Er 69 Tm 70 Yb 71 Lu 

制

系
钢 幸中 错 钦 缸祷 ~ 销 号L 城 铺 钦 饵 4丢 t意 镇

138. 9055(2) 140矗 116(1) )40, 90765(2) 144. 24(.3) 144. 91 150. 36(3) 151 964(1) 157. 25(3) 158矗 92534(2) 162. 500(]) 164. 93032(2) 167. 2sq(3) 158. 934-2\(Zl 173.04{3) 174 967( 1) 

89 Ac 90 Th 91 Pa 92 u 93 Np 94 Pu 95 Am 96 Cm 97 Bk 98 Cf 99 Es 100 Fm IOI Md 102 No 103 Lr 

钢
钢

系 4士 续 铀 像 坏 锯祷 锅提 错祷 铜铃 镶提 攒提 扪祷 错% 镑头

227.03 Z32.038\(l) 23J.03~SIH2) ＂日 0289)(3) 237,05 244. 06 243.05 247. 07 247.07 251.08 2.02. 08 25! \() 258. 1 口 259. !O 2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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