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SK 五级词汇 
 

序号 词汇 拼音 英语  例子 

1 唉           āi           alas,gosh 

唉，这次 HSK 考试我只考

了 170 分。 

2 爱护         àihù         take good care of 

爱护花草、 爱护小孩子、

爱护森林、爱护荣誉 

3 爱惜         àixī         cherish 

爱惜时间、爱惜粮食、 

 爱惜生命、爱惜身体 

4 爱心         àixīn         kindness,love(Noun) 

我们应该用爱心去对待动

物。 

5 安慰         ānwèi         console 

她最近心情不太好，你应

该去安慰一下她。 

6 安装         ānzhuāng         install,installation 

请你帮我安装一下电脑系

统。 

7 岸           àn           shore,coast,bank 河岸、海岸、岸边 、上岸 

8 把握         bǎwò         
grasp(opportunity), 
confident of success 你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9 摆           bǎi           put,display 请你把电脑摆在桌子上。 

10 班主任       bānzhǔrèn       class adviser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

班的班主任吴老师。 

11 办理        bànlǐ         transact 

办理银行卡，办理签证，

办理手续 

12 傍晚         bàngwǎn         dusk 

傍晚的时候，我经常和学

生打羽毛球。 

13 棒           bàng           excellent, stick 

他的汉语口语很棒，说得

很流利。 

14 包裹         bāoguǒ         parcel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去

中国。 

15 包含           bāohán           include 这个句子包含两个意思。 

16 包子         bāozi         stream stuffed bun 你好，我要买两斤包子。 

17 宝贝 bǎobèi treasure 

他很有钱，家里藏着许多

宝贝。 

17 宝贝儿 bǎobèir baby 

你们家宝贝儿真可爱，今

年几岁了？ 

18 宝贵         bǎoguì         precious 

时间很宝贵，我们应该珍

惜时间好好学习。 

19 保持         bǎochí         keep 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 

20 保存         bǎocún         save,conserve 

李秘书，请把这个文件保

存一下。 

21 保留         bǎoliú         reserve,retain 

请帮我保留一个座位， 

一会儿我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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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险         báoxiǎn         insurance 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23 报告         bàogào         report 

我最近在写一个报告，下

个星期开会要用。 

24 悲观         bēiguān         pessimistic 

请不要悲观，以后你会找

到工作的。 

25 背           bèi           back,carry on the back 

他背的书包里有很多书，

很重。 

26 背景         bèijǐng         background 

这是关于这部电影的背景

材料，你看一下。 

27 被子         bèizi         quilt 

最近天气有点凉，睡觉的

时候记得盖被子。 

28 本科         běnkē         degree,undergraduate 

我现在是 Unizik 法语系的

一名本科生。 

29 本领         bénlǐng         skill,ability 

你要找到好工作的话，那

就要学好本领。 

30 本质         běnzhì         essence,intrinsic 

看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表

面，而要看到它的本质。 

31 比例         bǐlì         ratio 

这张地图的比例是 

1: 100,000。 

32 比如         bǐrú         for example 

我很喜欢吃水果，比如香

蕉、苹果和西瓜等等。 

33 彼此         bícǐ         each other 

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

互相理解。 

34 必然         bìrán         
inevitable,inevitably,certain,cert

ainly 

他汉语很好，必然会通过

HSK 四级。 

35 必需         bìxū         essential 

在这个商店可以买到很多

生活必需品。 

36 必要         bìyào         necessary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再买一

台新电脑？ 

37 毕竟 bìjìng after all 

他这次 HSK 三级考了 280

分，一点儿也不奇怪，毕

竟他的汉语很好。 

38 避免         bìmiǎn         prevent,avoid 

你应该早点出发，避免因

为迟到而不能参加考试。 

39 编辑         biānjí         edit,editor 他在一家报社当编辑。 

40 鞭炮 biānpào firecraker 

过年的时候， 

中国人会放鞭炮。 

41 便           biàn           then 

他说了一声“再见”， 

便出去了。 

42 辩论 biànlùn debate, debation 他是一个辩论高手，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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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辩论赛。 

43 标点         biāodiǎn         puntuation 

写文章的时候，记得标上

标点（逗号，/句号。/问

号？） 

44 标志         biāozhì         mark,sign,symbol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标志。 

45 表面         biǎomiàn         surface 

看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表

面，而要看到它的本质。 

46 表明         biǎomíng         show 这段话表明什么意思？ 

47 表情         biǎoqíng         appearance 

他不喜欢笑， 

表情总是很严肃。 

48 表现         biǎoxiàn         performance，behavior 

他在公司表现很好， 

一年以后他就当经理了。 

49 丙           bǐng           third 甲、乙、丙、丁 

50 病毒         bìngdú         virus 

我的电脑中病毒了， 

一直打不开。 

51 玻璃         bōli         glasses 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 

52 脖子         bózi         neck 这几天我脖子很疼。 

53 博物馆       bówùguǎn       measum 我昨天去参观博物馆了。 

54 薄           báo           thin 

这张纸太薄了，一写就

破。 

55 补充         bǔchōng         supplement,supplementary 

这些是补充生词， 

每个生词写十遍。 

56 不安         bùān         anxious 

他每天心里很不安， 

担心被绑架了。 

57 不必         búbì         not need, unneccesary 

明天学校放假， 

你不必来上课了。 

58 不得了       bùdéliǎo       terrible,excellent 

不得了了，那个房子着火

了。/他的汉语很不得

了，他通过了 HSK 六级。 

59 不断         búduàn         continious,continiously 

学汉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需要不断努力学习。 

60 

不好 

意思     bùhǎo yìsi     sorry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1 不见得       bújiàndé       not likely 

虽然他的汉语水平很不

错，但是不见得能通过

HSK 五级。 

62 不免         bùmiǎn         unavoidable 

他最近工作很忙， 

不免觉得很累。 

63 不耐烦       búnàifán       impatient 

请耐心一点，不要这么不

耐烦，再学习一遍。 



HSK 五级词汇 
 

64 不然         bùrán         or, otherwise 

小王，快一点儿，不然我

们就迟到了。 

65 不如 bùrú not as good as 他的汉语不如我好。 

66 不要紧       búyàojǐn       it doesn't matter,don't worry 

不要紧，这次没有考好，

下次再努力。 

67 不足         bùzú         shortage,inadequate,not up to 

他在我们公司工作不足一

年，我们不能给他升职。 

68 布           bù           cloth 

请用布把这张桌子擦一

下。 

69 步骤 bùzhòu procedure 

这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

的步骤。 

70 部门         bùmén         department 你们公司有几个部门？ 

71 财产         cáichǎn         property 

房子、汽车是一个人很重

要的财产。 

72 采访         cáifǎng         interview 下午有记者要采访我。 

73 采取         cáiqǔ         adopt,take (method) 

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

这个问题。 

74 彩虹         cǎihóng         rainbow 看，那个彩虹很漂亮。 

75 踩           cǎi           tread,step on 我不小心踩死了一只鸡。 

76 参考         cānkǎo         consult,refer to,reference 

这是我的建议， 

你可以参考参考。 

77 参与         cānyù         participate 

上课的时候，老师应该让

学生参与交际练习。 

78 餐厅         cāntīng         canteen,dining room 请问，附近有没有餐厅？ 

79 残疾         cánjí         disabled 

我们不应该看不起残疾

人。 

80 惭愧         cánkuì         feel ashamed 

很惭愧，我这次 HSK四级

只考了 145 分。 

81 操场         cāochǎng         playground 

下课以后，我经常去操场

踢足球。 

82 操心 cāoxīn worry about 

这件事情不要你操心， 

我来做就行了。 

83 册           cè           book 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 

84 厕所         cèsuǒ         toilet 洗手间、 卫生间、 厕所 

85 测验         cèyàn         test, quiz 

下星期我们有一个测验，

请大家好好准备一下。 

86 叉子         chāzi         folk 

西方用刀和叉子吃饭， 

而中国人用筷子。 

87 插           chā           put…inside 

你看看能不能把筷子插进

牛肉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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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差别         chābié         difference 

差别很大、差别很小、 

没有差别、文化差别 

89 拆           chāi           tear open 请把这封信拆开。 

90 产品         chánpǐn         product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请你看一下。 

91 产生         chǎnshēng         produce(result,consequence) 

这次表演吸引了很多观

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92 长途         chángtú         long distance 

长途汽车、长途电话、 

国际长途（电话） 

93 常识         chángshí         common knowledge 

文化常识、历史常识、 

地理常识、生活常识 

94 抄           chāo           copy 请把第三课课文抄一遍。 

95 朝           cháo           towards, to 

那辆汽车正在朝 Oko 开过

来。 

96 朝代         cháodài         dynasty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

的朝代。 

97 吵架         chǎojià         quarrel 

父母经常吵架的话，对小

孩子影响很不好。 

98 炒           chǎo           fry 我在家里经常炒菜。 

99 车库         chēkù         garage 请把车停在地下车库。 

100 车厢         chēxiāng         carriage 

这辆火车一共 18 个车

厢。 

101 彻底         chèdǐ         completely,thorough 

彻底放弃、彻底失败、 

彻底完成任务 

102 沉默         chénmò         silent,silence 

他这个人很沉默， 

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103 闯           chuǎng           intrude,burst into 他从外面闯了进来。 

104 称           chēng           to weigh up 请把这几个苹果称一下。 

105 称呼 chēnghu call，address 请问，您怎么称呼？ 

106 称赞         chēngzàn         praise 要学会称赞别人的优点。 

107 趁           chèn           take advantage of 

你应该趁着现在年轻， 

多学习一些知识。 

108 成长         chéngzhǎng         grow up 

父母应该为孩子创造一个

良好的成长环境。 

109 成分         chéngfen         ingredient 

这包饼干有什么成分？

（成分：糖、面粉、油） 

110 成果         chéngguǒ         result (good) 

这里的汉语教学取得了很

多成果，很多学生汉语非

常好。 

111 成就         chéngjiù         achievement 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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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成就。 

112 成立         chénglì         found, establish 

Unizik 孔子学院是 2008 年

成立的。 

113 成语         chéngyǔ         idiom,proverb(four characters) 

“入乡随俗”是一个很有名

的成语。 

114 承担         chéngdān         undertake,assume 

承担责任、承担义务、 

承担风险、承担危险 

115 承认         chéngrèn         admit 

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我

做错了。 

116 承受         chéngshòu         bear,endure 

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很大的

压力。 

117 诚恳         chéngkěn         earnest,sincere 

态度诚恳、诚恳待人、 

诚恳道歉 

118 乘           chéng           take (bus,train,airplane etc.) 

乘公共汽车（公交）、 

乘飞机、乘火车、乘船 

119 程度         chéngdù         degree 

事情还没发展到那种程

度。 

120 程序         chéngxù         procedure,process 

电脑程序、法律程序、 

这个程序 

121 吃亏 chīkuī suffer losses,lose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122 池子         chízi         pool,pond 这个池子养了很多鱼。 

123 持续         chíxù         last, continue,sustain 这场大雨持续了好几天。 

124 尺子         chǐzi         ruler,tape 

请用尺子量一下这条绳子

有多长。 

125 翅膀         chìbǎng         wing 鸡和鸟都有两只翅膀。 

126 充电器       chōngdiànqì       charger 

手机充电器、电脑充电

器、相机充电器 

127 充分         chōngfēn         full,abandunt 

充分准备、充分利用、 

理由很充分 

128 充满         chōngmǎn         be full of, be fiiled with 

充满危险、充满希望、 

充满阳光、充满信心 

129 冲 chōng rush,wash away 

冲厕所、冲水。   

那棵树被水冲走了。 

130 宠物         chǒngwù         pet 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 

131 抽屉         chōuti         drawer 

电脑用完后， 

请记得放到抽屉里。 

132 抽象         chōuxiàng         abstract 不要这样抽象地谈问题。 

133 丑           chǒu           ugly 这只狗长得很丑。 

134 臭           chòu           smelly 这个厕所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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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出版         chūbǎn         publish 

出版社、出版书、 

出版光盘 

136 出口         chūkǒu         export 

出口产品、出口石油、 

出口大国 

137 出色         chūsè         excellent,outstanding 他的汉语水平很出色。 

138 出席         chūxí         
to present (meeting,banquet 

etc.) 

Unizik 校长下周将出席世

界孔子学院大会。 

139 初级         chūjí         junior,elementary 

初级水平、初级汉语、 

初级产品 

140 除           chú           devide by,eliminate 4 除以 2 等于 2。 

141 除非         chúfēi         only if, only when,unless 

时间很紧，除非坐飞机，

不然明天到不了 Lagos。 

142 除夕         chúxī         the Eve of Spring Festival 

除夕那一天，中国人都希

望回家和家人吃年夜饭。 

143 处理         chúlǐ         deal with,handle 这个问题很难处理。 

144 传播         chuánbō         spread 

传播文化、传播知识、 

传播的速度 

145 传递         chuándì         transmit,pass 

传递信息、传递消息， 

用电子邮件传递 

146 传染         chuánrǎn         infect,contagion 

传染疾病、传染病毒、 

传染病 

147 传说         chuánshuō         legend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148 传统         chuántǒng         tradition,traditional 

传统文化、传统服饰、 

 传统节日、很传统 

149 窗帘         chuānglián         curtain 请把窗帘打开。 

150 创造 chuàngzào create 

创造机会、创造生命、 

创造财富、创造奇迹 

151 吹           chuī           blow,boast 

吹风、吹牛、吹走， 

风吹得很大 

152 辞职         cízhí         resign 

这个公司的工资太低了，

我打算辞职去其他地方。 

153 磁带 cídài tape 

以前人们经常听磁带， 

现在很少了。 

154 此外         cǐwài         furthermore,moreover 

我们吃了很多菜，此外，

还喝了不少酒。 

155 次要         cìyào         minor,subordination 

怎么学是次要问题， 

最重要的是把汉语学好。 

156 刺激         cìjī         stimulate,stimulation 

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来刺

激经济的发展。 

157 从此         cóngcǐ         from now on,since then 2008 年，他获得了孔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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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奖学金，从此他就在中

国学习和工作了。 

158 从而         cóngér         thereby,thus，so 

他申请了奖学金，从而获

得了去中国留学的机会。 

159 从前         cóngqián         before,once upon a time 

从前，有一个老人， 

他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160 从事         cóngshì         work on 

我希望自己将来能从事汉

语教学工作。 

161 匆忙         cōngmáng         in haste, in a hurry 

她走得很匆忙，连和父母

说再见的时间都没有。 

162 促进         cùjìn         promote, boost 

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163 促使 cùshǐ urge,impel 

老师的鼓励促使他努力学

习汉语。 

164 醋           cù           vinegar 山西人很喜欢吃醋。 

165 催           cuī           to hurry,press 

别催我了，今天星期六，

让我多睡会儿。 

166 存           cún           deposit,store,save 我打算马上去银行存钱。 

167 存在         cúnzài         exist,existence 你相信世界上存在鬼吗？ 

168 措施         cuòshī         measure,step 

我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解决

这个问题，但都失败了。 

169 错误         cuòwù         fault,mistake 这是我的错误，请原谅。 

170 达到         dádào         arrive,reach 

他的汉语现在已经达到

HSK 五级的水平。 

171 答应         dāyìng         reply,respond 他答应我明天还给我钱。 

172 打工         dǎgōng         do part time job,work 

我去年暑假在一家中国公

司打工。 

173 打交道       dǎjiāodào       make contact with,communicate 

我们要学会更好地和别人

打交道。 

174 打喷嚏       dǎpēntì       sneeze 

他不小心吃了一个辣椒，

一直打喷嚏。 

175 打听         dǎting         ask about,inquire about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

从 Lagos 去北京的飞机票

一张多少钱？ 

176 打招呼       dǎzhāohu       greet 

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和陌生

人打招呼。 

177 大方         dàfāng         generous 

他这个人很大方， 

不喜欢斤斤计较。 

178 大象 dàxiàng elephant 东非大草原有很多大象。 

179 大型         dàxíng         large scale 下星期这个体育馆将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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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场大型演唱会。 

180 呆           dāi           stay,dull 你这次会在北京呆几天？ 

181 待遇         dàiyù         salary,treatment 这个公司的待遇很不错。 

182 贷款         dàikuǎn         loan 

我明年打算向银行贷款买

房子。 

183 单纯 dānchún pure,simple 

她还很小，很单纯， 

不太了解社会。 

184 单调         dāndiào         bald,dull,toneless 

我在这里的生活有点单

调，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185 单独         dāndú         alone,by oneself 

我单独一个人住一个房

间。 

186 单位         dānwèi         unit,department,company 

常用单位：米、千米、

斤、公斤。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187 单元 dānyuán unit 

第一单元、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188 担任         dānrèn         act as 

他从 2009 年开始担任

Unizik 孔子学院院长。 

189 耽误         dānwu         delay 

对不起，路上堵车了，我

耽误了些时间。 

190 胆小鬼           dǎnxiáoguǐ           coward 

他真是胆小鬼， 

什么事儿都不敢做。 

191 淡           dàn           tasteless,light in color 

这道菜味道有点淡， 

再加点儿盐吧。 

192 当代         dāngdài         comtemporary 

当代文学、当代中国、 

当代艺术、当代电影 

193 挡           dǎng           block 

路上有一辆汽车坏了， 

挡在路上。 

194 导演         dáoyǎn         director of film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非常有

名，他叫张艺谋。 

195 导致         dǎozhì         result in,lead to（bad result） 

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导致战争、导致意外 

196 岛           dǎo           island 台湾岛是中国最大的岛。 

197 倒           dǎo           pour 

你渴了吧？ 

我帮你倒一杯水。 

198 倒霉         dǎoméi         bad luck 

今天真倒霉，去 Awka 的

路上我的汽车坏了。 

199 到达         dàodá         arrive,achieve,reach 

我明天就可以到达北京，

到时我们再联系。 

200 道德         dàodé         moral,morality 没有道德、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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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道德教育 

201 道理         dàolǐ         reason 

讲道理、没道理； 

你可以跟他讲道理。 

202 的确         díquè         sure 

我没骗你，他的汉语的确

非常好。 

203 登机牌       dēngjīpái       boarding pass 

上飞机之前， 

需要用护照换取登机牌。 

204 登记         dēngjì         register 请在这张表登记一下。 

205 等待         děngdài         wait 

等待消息、耐心等待、 

等待一天、等待帮助 

206 等候       děnghòu       wait 

等候消息、耐心等候、 

排队等候、等候你 

207 等于 děngyú equal 一加一等于二。 

208 滴           dī           drip,drop 一滴水、水一直在滴 

209 敌人         dírén         enemy 

敌人被中国军队彻底消灭

了。 

210 地道         dìdào         authentic 

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很

地道。 

211 地理         dìlǐ         geography 

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地理知识、地理课 

212 地区         dìqū         area 

这个地区不太安全，经常

会发生绑架、抢劫等事

件。 

213 地毯        dìtǎn        carpet 

我昨天刚刚买了一块红色

的地毯。 

214 地位         dìwèi         position 

社会地位、国际地位、 

文学地位、地位很高 

215 地震         dìzhèn         earthquake 尼日利亚很少发生地震。 

216 递           dì           pass sth. to sb. 请把这支笔递给他。 

217 点头         diǎntóu         nod 

点头表示同意， 

摇头表示不同意。 

218 点心         diǎnxin         dessert (food) 

在欧洲，很多人有饭后吃

点心的习惯。 

219 电池         diànchí         battery 

我的电池没电了， 

请把充电器给我。 

220 电台       diàntái       radio station 

他去年毕业以后， 

去了一家电台工作。 

221 钓 diào to fish 钓鱼也是一种休闲方式。 

222 调皮         tiáopí         naughty 

小孩子嘛，一般都比较调

皮，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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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调整         tiáozhěng         adjust 

今天我比较忙，我们能不

能调整一下聚会的时间？ 

224 丁           dīng           fourth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丁医

生，这是王老师。 

225 顶           dǐng           roof 

屋顶、房顶、山顶、 

一顶帽子 

226 动画片       dònghuàpiàn       catoon,animation 

小孩子们大都很喜欢看动

画片。 

227 冻           dòng           frozen,freeze 外面很冷，小心冻着了。 

228 洞           dòng           hole 

冬天的时候，北方的很多

河都会冻起来。  

229 豆腐         dòufu         beancurd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吃豆

腐。 

230 逗           dòu           fuuny,amusing 

他这个人很逗， 

总喜欢讲笑话逗别人。 

231 独立         dúlì         independent 

独立完成任务、 

经济独立、很独立 

232 独特         dútè         special 

独特的才能、独特的文

化、独特的经历 

233 度过         dùguò         spend 

谢谢你，我在北京度过了

一段美好的时光。 

234 短信         duǎnxìn         SMS,short message 

你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或

发短信。 

235 堆           duī           pile up,heap(measure word) 

车里堆满了面包和水果。  

一堆石头、一堆水果。 

236 对比         duìbǐ         compare,comparison 

中西文化对比、做对比、

对比研究 

237 对待         duìdài         treat 我们应该热情对待客人。 

238 对方         duìfāng         counterpart 

要进入别人的办公室之

前，请征得对方的同意。 

239 对手         duìshǒu         rival 

我们应该尊重和我们比赛

的对手。 

240 对象         duìxiàng         object,boyfriend/girlfriend 

他都三十五岁了，还没有

对象。 

241 对于      duìyú      to, for 

对于我来说，现在最重要

的是学习，而不是工作。 

242 吨           dūn           ton,1000 kg 

这辆汽车一次最多可以运

多少吨的货物？ 

243 蹲  dūn  squat 

你蹲在地上干什么？ 

为什么不坐椅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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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多亏         duōkuī         thanks to 

多亏老师的帮助，我这次

才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245 多余         duōyú         surplus 

吴老师，你有没有多余的

考卷，可以给我一份吗？ 

246 躲藏           duǒcáng           hide 

现在警察正在抓他， 

他到处躲藏。 

247 恶劣         èliè         odious,odiously 

他在公司表现很恶劣， 

一个月以后就被开除了。 

248 发表         fābiǎo         deliver 

他喜欢写作，平时经常在

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 

249 发愁         fāchóu         worry 

你找到工作了吗？唉，还

没呢，我正在为这事儿发

愁呢！ 

250 发达         fādá         developed 

发达国家、很发达、经济

发达， 发展中国家 

251 发抖         fādǒu         shiver 

如果得了疟疾，身体会发

烧、发抖。 

252 发挥         fāhuī         bring into play 

发挥才能、发挥潜力、 

发挥作用 

253 发明         fāmíng         invent,invention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

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

针。 

254 发票         fāpiào         invoice,receipt 

您好，这是您购买这台电

脑的发票，请收好。 

255 发言         fāyán         deliver a speech,speech 他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 

256 罚款           fákuǎn           to fine, penalty 

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记

得按时还书，不然会被罚

款的。 

257 法院         fǎyuàn         court (law) 

人民法院、地方法院、 

中级法院、高级法院 

258 翻           fān           turn 请把书翻到第十三页。 

259 凡是         fánshì         all,any,every 

凡是去过厦门的人， 

都会说厦门很漂亮。 

260 繁荣         fánróng         prosperous,prosperity 

商业繁荣、经济繁荣、繁

荣的景象、繁荣的城市 

261 反而  fǎnér  on the contrary 

虽然他是上海人，但是他

却不喜欢上海，反而喜欢

北京。 

262 反复         fǎnfù         again and again 

反复考虑、反复思考、 

反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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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反应         fǎnyìng         reaction,response 

很多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

应非常好。 

264 反正         fǎnzhèng         anyway 

你要去就去，反正我不

去。 

265 方           fāng           side 

双方、甲方、乙方、 

我方、中方 

266 方案         fāngàn         scheme 

老板，这是我写的方案，

你看看怎么样？ 

267 方式         fāngshì         method,way 

学习方式、消费方式、 

付款方式、任何方式 

268 妨碍         fángài         hinder,hamper 

妨碍交通、妨碍经济的发

展、妨碍健康 

269 房东         fángdōng         landlord 

我的房东的家人都住在美

国，自己一个人住在尼日

利亚。 

270 仿佛         fǎngfú         seem,as if 

时间过得真快，大学四年

已经过去了，仿佛大一还

在昨天。 

271 放松         fàngsōng         relax 

这一周工作真累，明天是

周末了，终于可以好好放

松了。 

272 非           fēi           not,wrong 

非常、非做不可、 

非卖品、是非 

273 肥皂         féizào         soap 

爸爸，家里的肥皂用完

了，今天下午记得去超市

买一些。 

274 废话         fèihuà         nonsonse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上课吧。 

275 肺           fèi           lung 

经常吸烟对肺非常不好，

容易得肺癌。 

276 费用 fèiyong expense 

交通费用、旅游费用、 

生活费用 

277 分别         fēnbié         respectively 

他们兄弟俩都非常优秀，

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 

278 分布         fēnbù         distribute,distribution 

这种树主要分布在中国南

方地区。 

279 分配         fēnpèi         allocate,allocation 

每个月学校给我们分配一

桶柴油用于发电。 

280 分析         fēnxī         analyze,analysis 分析数据、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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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 

281 纷纷         fēnfēn         one after another 

秋天到了，树叶开始纷纷

掉下来了。 

282 奋斗         fèndòu         fight for 

我们应该为将来的美好生

活好好奋斗。 

283 愤怒         fènnù         anger,angry 

大家都对这件事情感到很

愤怒。 

284 风格         fēnggé         style 

写作风格、教学风格、 

歌唱风格、我的风格 

285 风俗         fēngsú         custom 

吃年夜饭、包饺子、看春

节晚会、放鞭炮、拜年是

中国人过年的风俗。 

286 风险         fēngxiǎn         danger 

自己开公司是要承担很多

风险。 

287 疯狂           fēngkuáng           crazy 

《疯狂英语》是一本很有

名的学习英语的书。 

288 讽刺         fěngcì         mock 

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 

不要随便讽刺别人。 

289 否定         fǒudìng         negate,negative 

你怎么能否定这几年他为

公司所做的贡献？ 

290 否认         fǒurèn         deny 

我没有否认他是优秀的导

演，只是我不太喜欢他。 

291 扶           fú           hold 

他的脚受伤了，必须有一

个人扶着他去医院。 

292 服从         fúcóng         obey,abide by 

去哪个学院工作， 

我服从学校的安排。 

293 服装         fúzhuāng         clothing,clothes 这是一家著名的服装厂。 

294 幅           fú           measure word 我昨天 画了一幅中国画。 

295 辅导         fúdǎo         tutor 

最近我比较忙，正在给学

生辅导 HSK 考试。 

296 付款         fùkuǎn         to pay 

付款方式、货到付款、网

上付款 

297 妇女         fùnǚ         woman 3 月 8 日是国际妇女节。 

298 复制         fùzhì         copy 

请把这张光盘复制五份，

下星期一我过来拿。 

299 改革         gǎigé         reform 

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社会改革、文化改革 

300 改进         gǎijìn         improve,improvement 

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技术

改进学习方法 

301 改善         gǎishàn         improve,improvement 改善生活条件、改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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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改善饮食 

302 改正         gǎizhèng         to correct 

这道题你做错了， 

请改正一下。 

303 盖           gài           to cover 请拿锅盖儿把锅盖一下。 

304 概括         gàikuò         conclude 

请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这段

话的中心思想。 

305 概念         gàiniàn         concept,idea 

我来解释一下应该如何理

解和应用这个概念。 

306 干脆         gāncuì         simply,straight forward 

既然你们也要去北京， 

干脆我们一起去吧。 

307 干活儿         gànhuóér         to work 

从早饭后他一直在干活，

没有休息过。 

308 赶紧         gánjǐn         hurry 

下雨了，赶紧去阳台收衣

服。 

309 赶快         gǎnkuài         quickly,hurry up 

赶快开门、赶快回家、 

赶快离开、赶快帮忙 

310 感激         gǎnjī         be grateful  

我很感激我的老师给予我

的帮助。 

311 感受         gǎnshòu         feel,feeling 

对于这件事情，我和你有

相同的感受。 

312 感想         gánxiǎng         thought,sentiment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感想？ 

313 钢铁           gāngtiě           steal 

首都钢铁公司是中国一家

著名的钢铁公司。 

314 高档         gāodàng         advanced 

高档西装、高档手机、高

档宾馆、高档餐厅 

315 

高速公

路     gāosù gōnglù     high way 

这条高速公路是 2003 年

修建的。 

316 搞           gǎo           make,do (oral) 

搞好交通、搞好环境、搞

清楚；你在搞什么啊？ 

317 告别         gàobié         say goodbye 

下星期我就要回国了，今

天我去和校长告别一下。 

318 胳膊         gēbo         arm 

我好久没运动了，昨天打

了两个小时的篮球，现在

胳膊很酸。 

319 鸽子 gēzi pegion 我家养了一群鸽子。 

320 革命         gémìng         revolution,revolutionary 

工业革命、农业革命、 

社会革命、商业革命 

321 格外         géwài         espacially 

最近治安不太好，晚上出

门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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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隔壁         gébì         next door 

我家隔壁住着一个老太

太，今年 96 岁了。 

323 个别         gèbié         few,individually 

个别人、个别老师、 

个别辅导、个别谈话 

324 个人         gèrén         personal 

个人习惯、个人爱好、 

个人隐私、个人发展 

325 个性         gèxìng         personality 

这个孩子个性很强，很多

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 

326 各自         gèzì         each,respectively 

我们虽然住在一起， 

但是各自分开做饭。 

327 根           gēn           root,measure word 

树根、草根、一根线、 

一根香蕉 

328 根本         gēnběn         basic,basically 

这才是根本问题。 

我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329 更加         gèngjiā         more 

她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更加

漂亮了。 

330 工厂         gōngchǎng         factory 

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饮料和

啤酒。 

331 工程师         
gōngchéngsh
ī         engineer 

她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建筑

工程师。 

332 工人         gōngrén         worker 

这个工厂规模不太大， 

只有 100 名工人。 

333 工业         gōngyè         industry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工业很常重要。 

334 公布         gōngbù         announce,publish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

国去年的主要经济数据。 

335 公开         gōngkāi         public 

公开表示、公开宣布、 

公开反对、公开支持 

336 公平         gōngpíng         fair,justice 

公平竞争、公平对待、 

很公平、不太公平 

337 公寓         gōngyù         apartment,hostel 

我住在学生公寓三号楼

304 房间。 

338 公元         gōngyuán         A.D. 

公元 600 年、公元 2012

年， 公元前 1000 年 

339 公主         gōngzhǔ         princess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

人》的故事很有名。 

340 功夫         gōngfu         Kungfu,effort 

中国功夫、功夫片、 

花了很多功夫、下功夫 

341 功能         gōngnéng         function,feature 

耳朵的功能是听， 

眼睛的功能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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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贡献         gòngxiàn         contribute,contribution 

他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343 沟通         gōutōng         communicate,communication 

这件事情我需要和他沟通

沟通。 

344 构成         gòuchéng         consist,to form 

这个句子由三个词语构

成。 

345 姑姑         gūgu         aunt (father's sister) 

我的姑姑现在在一个中学

当语文老师。 

346 姑娘         gūniang         girl 

啊，几年不见，你的女儿

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347 古代         gǔdài         ancient 

古代文化、古代文学、 

古代服饰、古代习俗 

348 古典         gúdiǎn         classic 

古典音乐、古典小说、 

古典诗歌、古典文学 

349 古老         gúlǎo         old,antique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350 股票         gǔpiào         stock 

股票价格、买股票、 

炒股票、股票市场 

351 骨头 gǔtou bone 

这条鱼的骨头很多， 

吃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352 鼓舞         gúwǔ         encourage,inspire 

鼓舞人心、鼓舞士气、 

他的话鼓舞了我 

353 固定         gùdìng         fixed,regular 

固定投资、固定财产、 

固定工作、固定收入 

354 固体         gùtǐ         solid,solidity 固体、液体、气体 

355 雇佣           gùyōng           employ 

雇佣合同、雇佣收入、 

雇用时间 

356 挂号         guàhào         register in hospital 

去医院看医生之前， 

你应该先去挂号。 

357 乖           guāi           well-behaved 

宝贝儿，乖，不哭了，一

会儿妈妈给你买玩具。 

358 拐弯         guǎiwān         turn around 

去他家的路很不好走， 

需要拐好多个弯。 

359 怪不得       guàibùdé       no wonder 

哦，你去中国学过汉语，

怪不得你的汉语这么好。 

360 关闭         guānbì         close,turn off 

因为长期亏本，这家工厂

今年六月关闭了。 

361 关怀 guānhuái care for 

对……表示关怀、关怀残

疾人、关怀老人 

362 观察         guānchá         observe,observation 

根据我的观察，尼日利亚

人不太喜欢吃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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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观点         guāndiǎn         opinion,viewpoint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你可

以同意，也可以反对。 

364 观念         guānniàn         concept,idea 

传统观念、教学观念、 

新的挂念、改变挂念 

365 官           guān           official 

大官、小官、官员、 

官兵、官方、官场 

366 冠军         guànjūn         champion 

世界杯冠军、奥运会冠

军、获得冠军 

367 管子         guǎnzi         pipe 

这个管子破了，明天 应该

找人来修一下。 

368 罐头         guàntóu         tin,can 

水果罐头、玉米罐头、 

罐头工厂、开罐头 

369 光滑         guānghuá         smooth,slick 

她的皮肤很光滑， 

就像小孩子一样。 

370 光临         guānglín         presence 你好，欢迎光临！ 

371 光明         guāngmíng         bright 

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前途很光明。 

372 光盘         guāngpán         disk 

我买了一张音乐光盘，你

帮我看看能不能播放？ 

373 光荣         guāngróng         glorious,honour 

能代表学校参加这次比

赛，我感到非常光荣。 

374 广场         guángchǎng         square 

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

最大的广场。 

375 广大         guǎngdà         vast,wide 

广大观众、广大农村、 

广大学生 

376 广泛         guǎngfàn         widely,extensively 

广泛支持、广泛关注、 

广泛传播、广泛应用 

377 规矩 guīju rule,displine 

交通规矩、社会规矩、 

遵守规矩 

378 规律         guīlǜ         rule,law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379 规模         guīmó         scale,dimension 

教学规模、学校规模、 

工厂规模、扩大规模 

380 规则         guīzé         rule,regular 

交通规则、学校规则、 

遵守规则， 很不规则 

381 柜台         guìtái         counter 

她选了一些东西之后，就

走到柜台去结账。 

382 滚           gǔn           go away,get out     roll 

滚雪球、滚下去 

滚，不要让我在看到你。 

383 锅           guō           pot,pan 

你把锅洗一下，一会儿我

要用它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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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国籍         guójí         nationality 

请在这里填一下你的姓名

和国籍，谢谢！ 

385 国庆节       guóqìngjié       national day, independence day 

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国庆节

都是每年的 10 月 1 日。 

386 果实         guǒshí         fruit 

劳动果实、胜利果实、 

结出果实、果实成熟了 

387 过分         guòfèn         excessive,excessively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得有

点过分了，怎么说你也不

能打她啊。 

388 过敏         guòmǐn         allergy,allergic 

皮肤过敏、药物过敏，

对……过敏 

389 过期         guòqī         expire 

这包饼干过期了，不能吃

了。 

390 哈           hā           an exclamation 

哈哈，我终于通过 HSK 五

级了，应该庆祝一下。 

391 海关         hǎiguān         custom 

过海关、中国海关、 

尼日利亚海关 

392 海鲜         hǎixiān         seafood 我从小就很喜欢吃海鲜。 

393 喊           hǎn           shout,call 别喊了，我马上过来。 

394 豪华         háohuá         luxury 

豪华酒店、豪华宾馆、 

豪华汽车、很豪华 

395 好奇         hàoqí         curious 

我对这件事情很好奇，想

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396 合法         héfǎ         legal 酒后驾车是不合法的。 

397 合理         hélǐ         reasonable 你应该跟她解释解释。 

398 合同         hétong         contract 

劳动合同、商业合同、 

签订合同 

399 合影 héyǐng (take) group photo 

这是我们去年在北京培训

的合影。 

400 合作         hézuò         coorperate,coorperation 

很高兴能够再次与您合

作。/祝我们合作愉快！ 

401 何必         hébì         why 

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 

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402 何况         hékuàng         the rather that,much less 

再大的困难我都不怕， 

何况这种小事？ 

403 和平         hépíng         peace,peaceful 

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

要，我们都渴望和平。 

404 核心 héxīn core,key 

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大飞

机的核心技术了。 

405 恨           hèn           hate,hatred 我恨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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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 

406 横           héng           horizontal,cross 

台风过后，许多树倒了，

横在马路中间。 

407 后果 hòuguǒ consequence,aftermath 

严重的后果、经济后果、

承担后果、产生后果 

408 呼吸         hūxī         breathe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去爬

山，呼吸新鲜空气。 

409 忽视         hūshì         neglect,ignore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

教育。 

410 胡说         húshuō         talk nonsense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411 胡同         hútóng         lane 

北京现在有很多胡同，许

多游客经常去看。 

412 胡须 húxū beard 

你的胡须有点长了， 

应该刮一刮了。 

413 壶 hú pot 请用这个水壶烧一些水。 

414 糊涂         hútu         confused,bewidered 你别骗我，我可不糊涂。 

415 蝴蝶         húdié         butterfly 

这只蝴蝶有三种颜色，很

漂亮。 

416 花生         huāshēng         peanut,groundnut 

请问，这里可以种花生

吗？ 

417 华裔        huáyì        foreign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华裔商人、华裔居民、 

美籍华裔 

418 滑冰           huábīng           skate,ice-skating 

我喜欢读书、画画儿、 

滑冰和游泳。 

419 化学         huàxué         chemistry,chemical 他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 

420 划船         huáchuán         boating 

这个学校每年都会举行划

船比赛。 

421 话题         huàtí         topic 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422 怀念         huáiniàn         cherish the memory of 

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年了，

但我很怀念大学的生活。 

423 缓解         huǎnjiě         relieve 

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我得

想想办法缓解压力。 

424 幻想 huànxiǎng illusion,fantacy 

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去工

作，而少花时间去幻想。 

425 慌张           huāngzhāng           flurried,flustered 

不要慌张，其实还有很多

时间。 

426 皇帝         huángdì         emperor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

非常著名的皇帝。 

427 皇后         huánghòu         empress 皇后是皇帝的妻子。 

428 黄瓜         huángguā         cucumber 你下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



HSK 五级词汇 
 

候，记得买一些黄瓜。 

429 黄金         huángjīn         gold 南非盛产黄金。 

430 灰           huī           ash,grey 

地上有一些灰，你去拿扫

帚扫一下。 

431 灰尘 huīchén dust 

这个房间很久没有人住

了，有很多灰尘。 

432 灰心         huīxīn         lase heart 

不要灰心，下次再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433 恢复         huīfù         recover,recovery 

恢复体力、恢复信心、 

得到恢复 

434 挥           huī           wave 

我不断地在跟他挥手， 

可是他一直没看到。 

435 汇率         huìlǜ         exchange rate 

请问，美元换人民币的汇

率是多少？ 

436 会计         kuàijì         accountant 

他在厦门大学学习会计专

业。 

437 婚礼         hūnlǐ         wedding 

他们上个月刚刚举办了婚

礼。 

438 婚姻         hūnyīn         marrigae 

希望每一对夫妻都有一段

幸福的婚姻。 

439 活跃         huóyuè         active,lively 

他上课的时候很活跃， 

很喜欢问问题。 

440 火柴         huǒchái         matches 这盒火柴是中国生产的。 

441 伙伴         huǒbàn         partner 

商业伙伴、贸易伙伴、 

合作伙伴 

442 机器         jīqì         machine 

这台机器是从日本进口

的，质量非常好。 

443 肌肉 jīròu muscle 

短跑运动员一般肌肉都很

发达。 

444 基本         jīběn         basic,basis 

基本问题、基本工资、 

基本情况、基本政策  

445 激烈         jīliè         fierce,intense,intensely 

竞争激烈、经过激烈的竞

争、引起激烈的讨论 

446 及格         jígé         pass score 

这次考试他考得很不好，

没有及格。 

447 急忙         jímáng         in a hurry 

外面突然下起雨了，他急

忙跑到阳台收衣服。 

448 集体         jítǐ         collective 

经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

感到了集体的力量。 

449 集中         jízhōng         concentrate,focus 集中力量、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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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神 

450 计算       jìsuàn       calculate 

请用计算器计算一下 1580

除以 25 等于多少？  

451 记录         jìlù         record 

李秘书把我的发言记录了

下来。 

452 记忆         jìyì         memory 

这些美好的记忆将永远留

在我的心中。 

453 纪录         jìlù         record 

打破纪录、世界纪录、 

奥运会纪录 

454 纪律         jìlǜ         discipline 

维持纪律、遵守纪律、 

课堂纪律、军队纪律 

455 纪念         jìniàn         commemorate,souvenir 

我要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

念。 

456 寂寞         jìmò         lonely 

由于朋友比较少， 

他经常感到很寂寞。 

457 夹子 jiāzi clip 

那只猫被夹子夹住了， 

一直在叫。 

458 家庭         jiātíng         family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幸福

的家庭。 

459 家务         jiāwù         housing work 

你们家的家务一般是谁做

的？ 

460 家乡         jiāxiāng         hometown 

这几年我的家乡变化很

大。 

461 嘉宾         jiābīn         honoured guest,VIP 

这期电视节目邀请了三名

嘉宾。 

462 甲           jiǎ           first 甲方、乙方，甲队、乙队 

463 价值         jiàzhí         value 

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并不在

于它的大小。 

464 驾驶         jiàshǐ         drive 

驾驶汽车、驾驶飞机、 

驾驶火车 

465 假如         jiǎrú         if 

假如明天下雨， 

我就不去你们家了。 

466 假装         jiǎzhuāng         pretend 

我不想理他， 

就假装没听懂。 

467 嫁           jià           woman marry 我是 2008 年嫁给他的。 

468 尖锐         jiānruì         sharp-pointed,sharply 

尖锐的问题、尖锐的矛

盾，他的话很尖锐 

469 坚决         jiānjué         resolute,resolutely 

态度坚决、坚决反对、 

坚决支持 

470 坚强         jiānqiáng         strong 你应该坚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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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困难。 

471 肩膀           jiānbǎng           shoulder 

打篮球的时候， 

他的肩膀被撞伤了。 

472 艰巨         jiānjù         tough,formidable 

他靠自己完成了这项艰巨

的任务，真了不起。 

473 艰苦         jiānkǔ         hard 

艰苦的生活、艰苦的工

作、艰苦的环境、 

艰苦的条件 

474 煎           jiān           fry 煎鸡蛋、煎饼 

475 捡           jiǎn           pick 

你的钱包掉地上了， 

快捡起来。 

476 剪刀         jiǎndāo         scissors 

拿一把剪刀过来， 

把这张纸剪成两半。 

477 简历         jiǎnlì         resume,C/V 

找工作之前，应该好好准

备几份简历。 

478 简直         jiǎnzhí         simply 

简直不是人、简直是开玩

笑、简直是疯了 

479 建立         jiànlì         set up, establish 

建立孔子学院、建立学

校、建立公司 

480 建设         jiànshè         construct,construction 

建设地铁、建设公路、 

中国建设银行 

481 建议         jiànyì         suggest,suggestion 

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

你可以听听他的建议。 

482 建筑         jiànzhù         archetecture 

建筑公司、建筑师、 

建筑学、建筑工程 

483 健身房       jiànshēnfáng       gymnasium,fitness centre 

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下

班后都去健身房锻炼一个

小时。 

484 键盘         jiànpán         keyboard 

我的电脑键盘坏了，你能

不能帮我修一下？ 

485 讲究         jiǎngjiū         be particular about 

讲究吃、讲究穿、 

讲究生活、讲究细节 

486 讲座         jiǎngzuò         lecture 

今天下午三点有一个关于

中国经济的讲座。 

487 降落           jiàngluò           landing,descent 

乘客们，请注意，飞机马

上要降落在 Lagos 机场

了，请您在座位上坐好。 

488 酱油         jiàngyóu         soy sauce 

儿子，去楼下的小卖部买

一瓶酱油。 

489 交换         jiāohuàn         exchange 交换食物、交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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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手机、交换衣服 

490 交际         jiāojì         communication 

他很善于交际， 

所以交了很多朋友。 

491 郊区         jiāoqū         outskirt,suburbs 

由于市中心房价很贵，现

在很多人在郊区买房子。 

492 浇           jiāo           to water 

好几天没下雨了，你一会

儿去给那些菜浇浇水。 

493 胶水         jiāoshuǐ         glue 

用胶水把这张纸贴在墙

上。 

494 角度         jiǎodù         aspect 

你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去看

问题。 

495 角色         juésè         role 

他在这部电影里担任什么

角色？ 

496 狡猾         jiǎohuá         cunning,tricky 

他这个人很狡猾，你要小

心啊，不要被他骗了。 

497 教材         jiàocái         textbook 

这套汉语教材的名字叫

《长城汉语》。 

498 教练         jiàoliàn         coach 

足球教练、篮球教练、 

主教练、当教练 

499 教训         jiàoxùn         lesson,instruct 

你少来教训我， 

我知道怎么做。 

500 阶段         jiēduàn         stage 

这个阶段、下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501 接触         jiēchù         touch,contact 

上大学之前，他专注于学

习，很少接触社会。 

502 接待         jiēdài         receive,reception 

接待客人、接待朋友、 

接待校长、热情的接待 

503 接近         jiējìn         approach, close to 

经过两天的谈论，双方的

观点比较接近了。 

504 接着         jiēzhe         then,catch 

他在厦门大学读了本科专

业，接着读了研究生。 

505 节           jié           festival,knob 

春节、妇女节、劳动节、

青年节、儿童节、国庆节 

506 节省         jiéshěng         save 

节省金钱、节省时间、 

节省空间 

507 结构         jiégòu         structure 

建筑结构、社会结构、 

家庭结构、经济结构 

508 结合 jiéhé combine,combination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509 结论         jiélùn         conclusion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

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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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结实         jiēshi         well-knit, strong 

这条绳子很结实， 

你可以放心使用。 

511 结账         jiézhàng         settle an account 服务员，结账！ 

512 解放         jiěfàng         liberate,liberation,open up 

获得解放、解放思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 

513 解说员 jiěshuōyuán narrator,commentator 

这场足球比赛的解说员是

谁？ 

514 戒烟         jièyān         quit smoking 

对于经常吸烟的人来说，

戒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515 戒指         jièzhi         ring 

这个戒指是结婚的时候丈

夫送给她的。 

516 届           jiè           full due, period 第一届、第二届、第十届 

517 借口         jièkǒu         ecuse 不要老是给自己找借口。 

518 金属         jīnshǔ         metal 

金、银、铜、铁等等都是

金属。 

519 紧           jǐn           tighten 

这双鞋有点紧， 

试试那一双吧。 

520 紧急         jǐnjí         urgent 

紧急任务、紧急事件、 

紧急时刻、紧急救助 

521 谨慎         jǐnshèn         cautious,careful 

做事情应该谨慎一点， 

不要太马虎。 

522 尽力         jìnlì         try one's best 

我已经尽力了，所以没有

什么可以遗憾的。 

523 尽量         jǐnliàng         try one's best 

放心吧，我会尽量帮你

的。 

524 近代         jìndài         recent,modern 

近代中国、近代历史、 

近代文学、近代工业 

525 进步         jìnbù         make progress 

两个月不见，他的汉语水

平进步了很多。 

526 进口         jìnkǒu         import 

尼日利亚很多商品都需要

进口，价格大多比较高。 

527 经典         jīngdiǎn         classics,classic 

经典歌曲、经典电影， 

很经典 

528 经营         jīngyíng         run,manage 

这家公司经营得很好， 

去年赚了很多钱。 

529 精力         jīnglì         energy,vigour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

做那么多事儿。 

530 景色         jǐngsè         landscape 这里的景色真漂亮。 

531 敬爱         jìngài         respect and love,dear 

敬爱的妈妈、敬爱的校

长、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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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酒吧         jiǔbā         bar 

晚上的时候，他喜欢和朋

友去酒吧喝酒。 

533 救           jiù           rescue 有人落水了，赶紧救人。 

534 救护车       jiùhùchē       embulance 

有人受伤了，赶紧拨打

120，叫救护车过来。 

535 舅舅         jiùjiu         uncle(mother's brother) 

我的舅舅在北京工作， 

他是出租车司机。 

536 居然        jūrán        unexpectedly 

去年他跟我借了三千块，

居然到现在还没还给我。 

537 桔子  júzǐ  tangerine 橙子和桔子长得很像。 

538 举           jǔ           lift 

这袋大米有 100 斤， 

你能把它举起来吗？ 

539 巨大         jùdà         huge 

巨大的差距、巨大的优

势、巨大的成就 

540 具备         jùbèi         be ovided with,have 

他已经具备当汉语翻译的

能力了。 

541 具体         jùtǐ         detailed,concrete 

具体任务、具体内容、 

具体数字、具体安排 

542 俱乐部       jùlèbù       club 

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

部、登山俱乐部 

543 据说         jùshuō         it is said that 

据说这个地方很穷， 

很多孩子上不起学。 

544 聚会         jùhuì         party 

明天是他的生日，他要在

家里举行一个聚会。 

545 捐           juān           donate 

他热心于教育事业， 

经常给希望工程捐钱。 

546 卷           juǎn           roll 把这幅画卷起来。 

547 决赛         juésài         final (match) 

这场世界杯决赛将在西班

牙队和荷兰队之间进行。 

548 决心         juéxīn         determination 

我有决心完成这项艰巨的

任务。 

549 绝对         juéduì         absolutely 

绝对可以、绝对没问题、

绝对不行 

550 军事 jūnshì military 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 

551 均匀         jūnyún         evenly,well-distributed 

她把药均匀地涂在伤口

上。 

552 卡车         kǎchē         truck 

他爸爸是长途卡车司机，

主要负责运输水泥。 

553 开发         kāifā         explore 

开发资源、开发土地、 

开发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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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开放         kāifàng         ope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 

555 开幕式       kāimùshì       open ceremony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很精

彩。 

556 开心         kāixīn         happy 

好久不见了，能在这里见

到你真的很开心。 

557 砍           kǎn           cut,chop 

他拿着一把刀上山砍树去

了。 

558 看不起       kànbùqǐ       look down upon 

不要看不起穷人和残疾

人。 

559 看来         kànlái         seem,as if 

他吃的时候一直摇头， 

看来他不喜欢这道菜。 

560 抗议         kàngyì         protest 

今年 1 月，尼日利亚全国

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取

消汽油补贴。 

561 烤鸭 kǎoyā roasted duck 

北京烤鸭很有名，很多外

国人都喜欢吃。 

562 颗           kē           measure word 

一颗星星、一颗子弹、 

一颗钻石、一颗小石子 

563 可见         kějiàn         obviously 

他能参加“汉语桥”比赛，

可见他的汉语是非常好

的。 

564 可靠         kěkào         reliable,trustworthy 

他这个人可靠吗？不知道

能不能和他做生意？ 

565 可怕         kěpà         horrible,fearful,formidable 

可怕的后果、可怕的现

象、绑架很可怕 

566 克           kè           gram 这条金项链有 50 克。 

567 克服         kèfú         overcome 

克服生活困难、克服工作

困难、克服艰苦条件 

568 刻苦         kèkǔ         hard working 

他从小学习就很刻苦， 

成绩也很优秀。 

569 客观         kèguān         objective 

客观条件、客观环境、 

客观事物、客观世界 

570 客厅         kètīng         sitting room 

他新买了一个房子，有两

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

厨房、一个卫生间和一个

阳台。 

571 课程         kèchéng         course 

这个课程主要是介绍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 

572 空间         kōngjiān         space 个人空间、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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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空间 

573 空闲         kòngxián         spare time 

他很喜欢打羽毛球， 

一有空闲就会去打球。 

574 恐怖         kǒngbù         horrible,terrible 

恐怖事件、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恐怖组织 

575 控制         kòngzhì         control 

控制人口、控制速度、 

控制数量、控制规模 

576 口味         kǒuwèi         taste,flavour 

这个面包有几种口味，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577 夸           kuā           praise 

别夸我了，这件事是我应

该做的。 

578 矿泉水       
kuàngquánsh
uǐ       spring water 

你要喝水吗？我去小卖部

买两瓶矿泉水。 

579 蜡烛         làzhú         candle 

你应该准备一些蜡烛， 

万一没电了可以用。 

580 辣椒         làjiāo         pepper 

四川菜一般都会放很多辣

椒。 

581 来自         láizì         come from 

他来自英国，现在在北京

大学学习汉语。 

582 拦           lán           block 

一棵树倒在路中间， 

拦住了去路。 

583 烂           làn           rot 

哎呀，这个苹果放了很多

天，都烂了。 

584 狼           láng           wolf 狼一般生活在草原上。 

585 劳动         láodòng         work,labor 

参加劳动、生产劳动、 

劳动节、劳动合同 

586 劳驾         láojià         excuse me 

劳驾，请问一下，国家博

物馆怎么走啊？ 

587 老百姓       lǎobǎixìng       common people 

政府一定要充分考虑老百

姓的利益。 

588 老板         láobǎn         boss 

这家服装工厂的老板是上

海人。 

589 老实         lǎoshi         honest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这个

地方的气候，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590 老鼠         láoshǔ         rat 

昨天晚上我用老鼠夹夹住

了一只老鼠。 

591 姥姥         lǎolao         grandma(from mother's side) 

妈妈的妈妈，南方人一般

叫外婆，而北方人一般叫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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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乐观         lèguān         optimistic 

我们应该用乐观的态度去

对待困难和失败。 

593 雷         léi         thunder 

看，天上打雷了，可能快

下雨了，赶快去阳台收衣

服。 

594 类           lèi           kind 

人类、鸟类，一类人、 

  这类人、这类手机 

595 厘米         límǐ         centimetre 这支铅笔长 20 厘米。 

596 梨           lí           pear 

一般来讲，梨树长在北

方，也只有北方的梨树才

会结梨子。 

597 离婚 líhūn divorce 

他们 2004 年结婚， 

2011 年离婚。 

598 礼拜天       lǐbàitiān       Sunday 

这里人礼拜天一般都会去

教堂。 

599 理论         lǐlùn         theory 

数学理论、科学理论、 

文学理论、教学理论 

600 理由         lǐyóu         reason,excuse 

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她的邀

请？ 

601 力量         lìliàng         strength,power 知识就是力量。 

602 立方         lìfāng         cube 这些水大约有一立方米。 

603 立即         lìjí         right now 

时间很紧，我们立即出发

吧。 

604 立刻         lìkè         right now,immediately 

时间很紧，我们立刻出发

吧。 

605 利润         lìrùn         profit 

这家公司去年的利润是

1.5 亿元。 

606 利息         lìxī         interest(bank) 

请问，现在贷款一年的利

息是多少？ 

607 利益         lìyì         benefit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利

益吗？ 

608 利用         lìyòng         make use of 

现在人们可以利用太阳能

发电。 

609 粒           lì           
measure word(small & round 

thing) 

一粒米、一粒沙子、 

一粒种子 

610 连忙         liánmáng         hastily 

他在汽车上不小心踩到了

别人的脚，他连忙说了几

声“对不起”。 

611 连续剧       liánxùjù       serial TV drama 

这部电视连续剧很有意

思，你过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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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联合         liánhé         unite,combine 

联合国、联合起来、 

联合王国 

613 恋爱         liànài         fall in love with, date sb. 

他们一见钟情， 

很快就开始谈恋爱了。 

614 良好         liánghǎo         good,well 

他善于交际， 

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615 粮食         liángshi         grain 

我们应该爱惜粮食， 

不要浪费粮食。 

616 了不起       liǎobùqǐ       excellent 

你真了不起， 

一年汉语就学得这么好。 

617 临时         línshí         temporary 

这只是我一份临时工作，

我不会做太长时间的。 

618 灵活         línghuó         nimble,flexible 

脑子很灵活、手脚很灵

活、反应很灵活 

619 铃           líng           ring 

门铃响了，你去看一下谁

来了。 

620 零件         língjiàn         accesory 

电脑零件、手机零件、 

自行车零件 

621 零钱         língqián         small money 

没有零钱、找零钱、 

换零钱 

622 零食         língshí         snacks 

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就应该少吃零食。 

623 领导         língdǎo         lead,leader 

国家领导、公司领导、 

学校领导 

他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624 领域 lǐngyù domain 

军事领域、经济领域、 

工业领域、商业领域 

625 浏览         liúlǎn         browse 

他今天没什么事儿， 

就在上网浏览新闻。 

626 流传         liúchuán         spread 

这个爱情故事很有名， 

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 

627 龙           lóng           dragon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 

628 漏           lòu           leak 

我们家的屋顶坏了， 

下雨的时候就会下雨。 

629 露 lù expose 

他一笑的时候就会露出一

排洁白的牙齿。 

630 陆地         lùdì         land,continent 

地球百分之三十是陆地，

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631 陆续         lùxù         continiously 

政府陆续采取了许多政策

来控制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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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录取         lùqǔ         enroll 

他报考了北京大学， 

很遗憾没有被录取。 

633 录音         lùyīn         record 

听录音，然后回答下面十

个问题。 

634 轮流         lúnliú         take turns 

这个工厂的机器是不停

的，每天由不同的工人轮

流生产。 

635 论文         lùnwén         thesis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

授，至今已经发表了 200

多篇论文。 

636 逻辑         luójí         logic 

这篇文章写得不好，写来

写去得，没有什么逻辑。 

637 落后         luòhòu         lag behind 

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落

后于其他汽车公司。 

638 骂           mà           verbally abuse,curse 

不要骂他了， 

这不是他的错。 

639 麦克风       màikèfēng       microphone 

小李，请把那个麦克风递

给我，谢谢。 

640 馒头         mántou         streaming bread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吃馒

头，尤其是北方人。 

641 满足         mǎnzú         satisfy,satisfied 

满足需求、满足愿望、 

感到很满足 

642 毛           máo           further 

鸡毛、鸭毛、猪毛、 

牛毛、羊毛 

643 毛病         máobìng         problem 

我这个电脑出毛病了， 

你帮我看一下。 

644 矛盾         máodùn         contradiction,contradictory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俩

之间的矛盾呢？ 

645 冒险           màoxiǎn           venture 

这么做很冒险，万一输

了，后果很严重。 

646 贸易         màoyì         trade 

国际贸易、双边贸易、 

中尼贸易、经济贸易 

647 眉毛 méimao eyebow 他的眉毛很长/很短。 

648 煤           méi           coal 

最近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

煤矿。 

649 美术         měishù         fine arts 

美术作品、美术馆、 

美术专业 

650 魅力         mèilì         charm,charming 他长得很帅，很有魅力。 

651 迷路         mílù         lose way 

他对这个地方很不熟悉，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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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谜语         míyǔ         riddle 

我这里有一个谜语， 

你猜猜是什么意思？ 

653 秘密         mìmì         secret 

这是秘密，千万不能告诉

别人。 

654 秘书         mìshū         secretary 

教授，您好，这是我们单

位的王秘书。 

655 密切         mìqiè         close,closely 

他们俩关系很密切， 

每次都看到他们在一起。 

656 蜜蜂         mìfēng         bee 

小心，那里有一只蜜蜂，

别让它咬了。 

657 棉花         miánhuā         cutton 

这个国家盛产棉花， 

也大量出口棉花。 

658 面对         miànduì         to face 

面对困难、面对失败、 

面对成功 

659 面积         miànjī         size 

中国的国土面积是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 

660 面临         miànlín         to face 

他们公司连年亏损， 

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661 苗条         miáotiao         slim 

现在中国很多女孩都以苗

条为美。 

662 描写         miáoxiě         describe,dispict 

这本小说描写了一个战士

的成长。 

663 秒           miǎo           second 

他跑得很快，跑 100 米只

用了 10.8 秒。 

664 民主 mínzhǔ democracy,democratic 

民主选举、民主国家、 

很民主 

665 名牌         míngpái         famous brand 

买名牌的可能会贵一些，

买一般的会便宜很多，你

决定吧。 

666 名片         míngpiàn         complementary card 

您好，认识一下，我叫王

军，这是我的名片。 

667 

名胜古

迹     
míngshèng 
gǔjì     scenic spot and historic site 

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 

你可以要去看看。 

668 明确         míngquè         definite,definitely,clearly 

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这

个政策的看法。 

669 明显         míngxiǎn         obvious,obviously 

很明显，她不喜欢他，不

然为什么老是躲着他呢？ 

670 明信片       míngxìnpiàn       post card 

这是厦门大学的明信片，

送给你。 

671 明星         míngxīng         star(famous person) 成龙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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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明星。 

672 命令         mìnglìng         order 

我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今天下午三点就出发。 

673 命运         mìngyùn         destiny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674 摸           mō           touch 

这是我新买的手机， 

你摸一摸质量怎么样？ 

675 模仿        mófǎng        imitate 

模仿和重复是学习外语时

非常重要的方法。 

676 模糊         móhu         not clear,obscure 

这辆汽车的玻璃不太好，

一下雨就很模糊。 

677 摩托车       mótuōchē       motorcycle 

据统计，80%的交通事故

都是由摩托车引起的。 

678 陌生         mòshēng         strange 

我刚来，对这个地方很陌

生，需要时间适应。 

679 某           mǒu           some,certain 

某一天、某人、某些、 

某领导 

680 木头         mùtou         wood 

他打算用这根木头做一把

椅子。 

681 目标 mùbiāo target 

奋斗目标、学习目标、 

明确的目标、达到目标 

682 目录         mùlù         catalog 

这是这本书的目录， 

你看一下。 

683 目前         mùqián         at present,now 

您觉得目前这种商业繁荣

能持续多久呢？ 

684 哪怕         nǎpà         even,even if 

哪怕失败，我也要试一

试。 

685 内科         nèikē         internal medicine 

他现在是厦门第一医院的

一名内科医生。 

686 难怪         nánguài         no wonder 

他去中国留学过三年，难

怪他的汉语这么好。 

687 难看         nánkàn         ugly 

这幅画画得不好，很难

看。 

688 脑袋         nǎodai         head,brain 

如果你不保持安静的话，

我就敲你的脑袋。 

689 嫩           nèn           tender,soft 

这个玉米太嫩了，不好

吃。 

690 能干         nénggàn         competent 

他很能干，很快就成为这

个公司的总经理。 

691 能源         néngyuán         energy 能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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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 

692 年代         niándài         age,years,decade 

这幅画年代已经很久远

了。 

693 年纪         niánjì         age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694 念           niàn           read aloud 请跟我念。 

695 宁可         nìngkě         would rather 

这道菜太难吃了，我宁可

饿着，也不会吃的。 

696 牛仔裤 niúzǎikù jeans 

昨天他去超市买了两条牛

仔裤和一件衬衫。 

697 农民         nóngmín         peasant 

政府应该想办法增加农民

的收入。 

698 农业         nóngyè         agriculture 

发展农业、农业技术、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银行 

699 浓           nóng           deep in color,dense 

血浓于水。   

浓茶、浓咖啡 

700 女士         nǚshì         lady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先

生的到来。 

701 偶然         ǒurán         
accidental,accidentally,by 

chance 

他是我在火车上偶然认识

的朋友。 

702 拍           pāi           pat,bat,clap 

拍手、拍肩膀、拍照、 

拍电影、拍马屁、球拍、 

羽毛球拍、网球拍 

703 排队         páiduì         stand in a queue,line up 买票的时候请排队。 

704 排球         páiqiú         voleyball 

排球比赛、打排球、 

排球队、排球运动员 

705 派           pài           dispatch,assign 

去年他被派到这里当一名

汉语老师。 

706 盼望         pànwàng         hope for 

他的父母盼望他长大以后

去美国留学。 

707 培养         péiyǎng         cultivate,cultivation 

在父亲的培养下，他喜欢

上足球，并成为一名足球

运动员。 

708 赔偿         péicháng         compensate,compensation 

你把我的汽车撞坏了， 

怎么赔偿呢？ 

709 佩服         pèifú         esteem,admire 我很佩服他的勇气。 

710 配合         pèihé         cooperate,cooperation 

在这场足球决赛中，德国

队配合得非常好，结果以

3：1 战胜了法国队。 

711 盆           pén           basin 我要去买一个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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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用。 

712 碰见         pèngjiàn         meet,encounter 

我刚才在飞机上的时候，

碰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

同学。 

713 批           pī           measure word(group,lot) 

一批运动员、一批产品、

一批汽车、一批电脑 

714 批准         pīzhǔn         approve 

我们已经获得政府的批

准，可以在这里建工厂。 

715 披           pī           wrap around 

天冷了，赶紧把这件衣服

披上。 

716 皮鞋         píxié         shoes(made of leather) 

这双皮鞋是我去年买的，

到现在还很好。 

717 疲劳         píláo         tired,exausted 

一杯葡萄酒消除了他的疲

劳。 

718 匹           pǐ           measure word 一匹马、一匹布 

719 片           piàn           measure word(slice),movie 

一片面包、一片牛肉、这

片土地，功夫片、爱情片 

720 片面         piànmiàn         unilateral,single-faceted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太片

面了。 

721 飘           piāo           flow,float 天空中飘来了一朵云。 

722 频道         píndào         channle (TV) 

体育频道、教育频道、 

经济频道、电影频道 

723 品种         pínzhǒng         type 

这个品种的西瓜长得又大

又甜。 

724 平           píng           flat 

这张桌子的桌面很不平，

你应该换一张。 

725 平常         píngcháng         common,usally 

这件事儿很平常， 

没什么新鲜的。 

726 平等 píngděng equal,equally,equality 

平等的权利、平等对待、

平等竞争、得到平等 

727 平方         píngfāng         square 

我刚刚买了一个房子， 

一共 85 平方米。 

728 平衡         pínghéng         balance 

保持经济平衡、保持地区

平衡、心理平衡、不平衡 

729 平静         píngjìng         quiet,calm 

他的心情很激动， 

久久不能平静。 

730 平均 píngjūn average 

这里的房子很贵， 

平均一平方米三万块。 

731 评价         píngjià         evaluate,comment 

大家对这位教授的评价都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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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凭           píng           rely on,depend on 

他凭本事找到了一份很好

的工作。 

733 迫切         pòqiè         urgent,urgently 

他已经失业一年了， 

迫切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734 破产         pòchǎn         bankcrupt 

他们公司连年亏损， 

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735 破坏         pòhuài         destroy,ruin 

人类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自

然环境。 

736 朴素         pǔsù         simple,plain 

他的生活很朴素，完全不

像一个很有钱的人。 

737 期待         qīdài         look forward to 我很期待在中国见到你。 

738 期间         qījiān         during,period 

圣诞节期间、春节期间、

国庆节期间、工作期间 

739 其余         qíyú         the others 

其余电脑、其余学生、其

余老师、其余学校 

740 奇迹         qíjì         miracle 

创造奇迹、生命的奇迹、

伟大的奇迹 

741 企图         qǐtú         attempt (to do bad things) 

这些罪犯企图逃跑， 

结果都失败了。 

742 企业         qǐyè         enterprise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企业管理  

743 启发         qǐfā         inspire,enlighten 

希望你们可以从他的经历

中得到启发。 

744 气氛         qìfēn         atmosphere 

这里的学习气氛非常好，

学生都很喜欢来这里学

习。 

745 汽油         qìyóu         petrol 现在一升汽油多少钱？ 

746 牵           qiān           hold,lead along 

她牵着一条狗， 

去公园散步了。 

747 谦虚         qiānxū         modest 

你太谦虚了，你的汉语确

实很好。 

748 签字         qiānzì         signature,sign 

院长，这里有一个文件需

要您的签字。 

749 前途         qiántú         future 

你的学习很好， 

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750 浅           qiǎn           shallow 

这条河很浅， 

我们可以走过去。 

751 欠           qiàn           own(money) 

他欠了我两千块， 

现在还没还给我呢。 

752 枪           qiāng           gun,pistol 那个人用枪指着他，并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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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

西。 

753 强调         qiángdiào         emphasize 

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不

是他做的。 

754 强烈         qiángliè         intense,fierce 

很多人举行了罢工， 

对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 

755 抢           qiǎng           rob 

那个人用枪指着他，并抢

走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

西。 

756 悄悄         qiāoqiāo         quietly 

悄悄地说话、悄悄地流

泪、悄悄地走近来 

757 瞧           qiáo           look 

瞧，那里有人在踢足球，

我们过去看看。 

758 巧妙         qiǎomiào         ingenious,clever 

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解

决了这个难题。 

759 切           qiē           to cut 

切苹果、切菜、 

切土豆、切牛肉 

760 亲爱         qīnài         dear,beloved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

爸、亲爱的朋友 

761 亲切         qīnqiè         cordial,kind 

虽然他一位教授， 

但是他对人很亲切。 

762 亲自         qīnzì         personally 这样事情我亲自去做。 

763 侵略         qīnlvè         invade,invasion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

战争，企图侵略中国。 

764 勤奋         qínfèn         diligent 

他很聪明，学习又勤奋，

难怪他会考上北京大学。 

765 勤劳         qínláo         hard working 中国人民以勤劳著称。 

766 青           qīng           green 

青苹果、青菜、青椒、 

青山、青年 

767 青春         qīngchūn         youth,youthful 

不要浪费青春， 

应该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768 青少年         qīngshàonián         teenagers 

国家应该重视对青少年的

法律教育。 

769 轻视         qīngshì         despise 

不要轻视这个问题， 

不然你会后悔的。 

770 清淡         qīngdàn         mild,light 医生让他吃清淡的食物。 

771 情景         qíngjǐng         situation,scene 

他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当时

的情景。 

772 情绪         qíngxù         mood 

这两天她的情绪不太好，

你应该多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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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请求         qǐngqiú         request,beg 他请求他女朋友的原谅。 

774 庆祝         qìngzhù         celebrate 

圣诞节期间，你们一般会

举行什么庆祝活动？ 

775 球迷         qiúmí         fans 

这场世界杯决赛吸引了八

万名观众到现场观看。 

776 趋势         qūshì         trend 

社会趋势、经济趋势、 

历史趋势、价格趋势 

777 取消 qǔxiāo cancel 

由于签证问题，他取消了

今年去美国旅游的计划。 

778 娶           qǔ           to marry a wife 

娶妻生子是人生中的大

事。 

779 去世         qùshì         die,pass away 我爷爷已经去世十年了。 

780 圈           quān           lap,circle 

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都

会去操场跑十圈。 

781 全面         quánmiàn         compelte,completely,overall 

多听、多说、多读、多

写，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提

高汉语水平。 

782 权力         quánlì         power 

政府应该利用手中的权

力，替老百姓做一些事

情。 

783 权利         quánlì         right(Noun) 你有什么权利打她？ 

784 劝           quàn           persuade,advise 

你别劝我了，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去。 

785 缺乏         quēfá         lack of 

那里很多人缺乏水和食

物，他们很需要帮助。 

786 确定         quèdìng         make sure,ensure 

你确定他今天会来上课

吗？ 

787 确认         quèrèn         affirm 

请你确认一下信息有没有

错误？ 

788 燃烧         ránshāo         burn,conbustion 

他看见旁边有一座房子燃

烧了起来，马上拨打了

119。 

789 嚷           rǎng           shout 

你嚷什么嚷？ 

你不知道我们在上课吗？ 

790 绕           rào           go round,reel, to circle 他绕操场跑了四圈。 

791 热爱         rèài         love deeply 

他热爱足球，经常踢足

球，也经常看足球比赛。 

792 热烈         rèliè         warm,warmly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793 热心         rèxīn         warm-hearted 

他这个人很热心， 

喜欢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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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人才         réncái         talent,person of abillity 

外语人才、培养人才、 

尊重人才、缺乏人才 

795 人口         rénkǒu         population 

中国有 13.7 亿人口，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796 人类         rénlèi         human being,humankind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应该要保护地球。 

797 人生         rénshēng         life 

人生经历、人生目标、 

人生理想、美好的人生 

798 人事        rénshì        human affairs, personel 她在 Unizik 人事处工作。 

799 人物         rénwù         figure,character 

新闻人物、大人物、 

重要人物、小说里的人物 

800 人员         rényuán         person,staff 

工作人员、管理人员、 

保安人员、研究人员 

801 忍不住       rěnbúzhù       can't help to do 

听到这个坏消息以后， 

她忍不住哭了。 

802 日常  rìcháng  ordinary,day to day 

日常生活、日常工作、 

日常用品、日常用语 

803 日程         rìchéng         programme,schedule 

日程表、日程安排、 

访问日程 

804 日历         rìlì         calendar 

这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日

历， 送给你，希望你会喜

欢。 

805 日期         rìqī         date 

你确定好回国的日期了

吗？ 

806 日用品       rìyòngpǐn       goods of everyday use 

我到超市去买一些日用

品。 

807 荣幸         róngxìng         honored,honor 

能够参加这次会议， 

我感到很荣幸。 

808 荣誉         róngyù         honor 

很高兴我能获得这项荣

誉。 

809 融化         rónghuà         melt 

春天来了，天气开始变暖

了，雪也开始融化了。 

810 如何         rúhé         how 

请问， 如何办理去中国的

留学签证？ 

811 如今         rújīn         now 

几年前我们还在一起学

习，如今他已经结婚了，

时间过得真快。 

812 软件         ruǎnjiàn         software 

我正在给电脑安装一些常

用软件。 

813 弱           ruò           weak 身体很弱、能力很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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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很弱，弱国----强国 

814 洒           sǎ           sprinkle 

他不小心把桶弄倒了， 

水洒了一地。 

815 嗓子         sǎngzi         throat 

你好，我嗓子疼，有点发

炎，我要买一些消炎药。 

816 杀 shā kill 

那个罪犯用枪杀死了一个

人。 

817 沙漠         shāmò         dessert 

Sahara 沙漠是世界最大的

沙漠。 

818 沙滩         shātān         beach 

这片沙滩很漂亮，很多游

客都会来这里玩儿。 

819 傻           shǎ           stupid 

傻子、傻瓜、傻人、 

傻笑、傻 B 

820 晒           shài           shine upon 

晒太阳、晒衣服、 

晒东西、晒被子 

821 删除           shānchú           delete 

这张照片照得不好， 

删掉吧，再拍一张。 

822 闪           shǎn           dodge,flash 

闪开、闪电、闪着泪光、

闪了腰 

823 扇子         shànzi         hand fan 

老师送给我一把中国扇

子。 

824 善良         shànliáng         kind 

她很善良，很喜欢帮助别

人。 

825 善于         shànyú         be good at 

他很善于交际， 

所以交了很多朋友。 

826 商品         shāngpǐn         commodity 

这些商品都是从美国进口

过来的。 

827 商业         shāngyè         commerce,business 

商业活动、商业竞争、 

商业银行、 商业部 

828 上当         shàngdàng         be cheated,be taken in 

他是一个骗子，你要小

心，千万上当。 

829 勺子         sháozi         spoon 

我不习惯用筷子， 

还是给我一个勺子吧。 

830 舌头         shétou         tongue 

啊，我不小心咬到自己的

舌头了。 

831 蛇           shé           snake 你怕不怕蛇？ 

832 舍不得       shěbùdé       be reluctant to 

明天两位中国老师就要回

国了，真舍不得她们。 

833 设备         shèbèi         device 

这些设备都是我昨天从商

场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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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设计         shèjì         design 

这个房子很漂亮， 

是他设计的。 

835 设施         shèshī         facility 这里的基础设施比较差。 

836 射击           shèjī           shoot,shooting 

她参加了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的射击比赛。 

837 摄影 shèyǐng photography 

他现在在一家摄影公司工

作。 

838 伸           shēn           stretch 

伸手、伸舌头、伸脚、 

伸腰、伸出来 

839 身材         shēncái         stature 她的身材很苗条。 

840 身份         shēnfèn         indentity,status,dignity 

真实身份、符合身份、 

有失身份、身份证 

841 深刻         shēnkè         profound,deep 

我深刻地认识到学习汉语

的重要性。 

842 神话         shénhuà         myth 

这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神

话。 

843 神经         shénjīng         nerve,mad 

这个人神经有问题，不太

正常。 

844 神秘         shénmì         mysterious 

她这个人很神秘，老是一

个人活动，也不爱跟别人

说话。 

845 升           shēng           rise,litre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 

一升汽油、十升水 

846 生产 shēngchǎn produce (products) 

这个工厂主要生产饮料和

啤酒。 

847 生动         shēngdòng         vivid 

这幅画中的那只小鸟画得

很生动。 

848 声调         shēngdiào         tone 

汉语有五个声调： 

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和轻声。 

849 胜利         shènglì         victory 

这场篮球决赛在美国和西

班牙之间进行，最后美国

队获得了胜利。 

850 绳子         shéngzi         rope 这条绳子有多长？ 

851 省略         shěnglvè         omit 

省略一句话、省略几道

题、省略几段话、省略句 

852 失眠         shīmián         have a sleepless night,insomnia 

我昨天晚上失眠了， 

今天精神一直不太好。 

853 失去         shīqù         lose 

失去工作、失去机会、 

失去亲人、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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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信心 

854 失业         shīyè         lose job 

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破产

了，所以他失业了。 

855 诗           shī           poem 

她是一位诗人，诗写得非

常好。 

856 石头         shítou         stone 

这块石头很重，可能有

300 斤，你搬不动的。 

857 时代         shídài         era,times 

这是一个信息时代，电脑

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 

858 时刻         shíkè         moment,constantly 

关键时刻、紧急时刻、 

重要时刻，时刻准备着 

859 时髦         shímáo         fashion,fashionable 

赶时髦、衣着时髦、 

打扮时髦、很时髦 

860 时期         shíqī         paricular period 

困难时期、青年时期、 

老年时期、战争时期、 

和平时期 

861 时尚         shíshàng         fashion 

年轻人大多比较追求时

尚。 

862 实话         shíhuà         truth 

说实话，其实我不太喜欢

这里。 

863 实践         shíjiàn         practise,practice 

多实践、实践诺言， 

进行实践、实践表明 

864 实习         shíxí         internship,IT(industrial training) 

实习工作、实习单位、 

实习生、实习老师、 

在中国公司实习 

865 实现         shíxiàn         realize 

实现理想、实现目标、 

实现愿望 

866 实行         shíxíng         carry out 

实行政策、实行改革、 

实行计划 

867 实验         shíyàn         experiment(V./N.) 

进行实验、实验了几年，

科学实验、实验证明 

868 实用         shíyòng         practical 这本书很有实用价值。 

869 食物         shíwù         food 这里的食物价格比较贵。 

870 使劲       shǐjìnér         exert all the strength 

使劲划船、使劲抓住绳

子 ，使不上劲、使一把劲 

871 始终         shǐzhō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始终很努力、灯始终亮

着、他始终一个人生活 

872 士兵         shìbīng         soldier 

士兵们正在进行军事演

习。 



HSK 五级词汇 
 

873 事实         shìshí         fact,truth 

符合事实、事实证明， 

摆事实，讲道理。 

874 事物         shìwù         thing 

新事物、具体事务、 

抽象事物、客观事物 

875 事先         shìxiān         in advance 

这件事情我事先一点儿也

不知道。 

876 试卷         shìjuàn         exam paper 

一张试卷、发试卷、 

交试卷、收试卷 

877 是否         shìfǒu         whether or not 你说这句话是否有根据？ 

878 收获         shōuhuò         harvest,gain 

收获粮食、收获水果，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879 收据         shōujù         reciept 

您好，这是您的收据，请

您拿好。 

880 手工 shǒugōng handwork,handicraft 

做手工、手工劳动、 

手工制作、手工费 

881 手术         shǒushù         operation(surgery) 

做手术、动手术、心脏手

术、外科手术、大手术 

882 手套         shǒutào         gloves 

一只手套、一副手套、 

戴手套、皮手套、棉手套 

883 手续         shǒuxù         procedures,formalities 

办理手续、三道手续、 

简单的手续、复杂的手续 

884 手指         shóuzhǐ         finger 

一根手指、十个手指， 

他的手指很灵活 

885 寿命 shòumìng life span 

人的寿命、机器寿命、 

延长寿命、实际寿命 

886 受伤         shòushāng         injured,wound,hurt 

身体受伤、脚受伤、 

很多人受伤、受了一次伤 

887 书架         shūjià         bookshelf 

一个书架、大书架、 

新书架、木书架、铁书架 

888 梳子 shūzi comb 

一把梳子、木梳子， 

用梳子梳头发 

889 舒适         shūshì         comfortable 

感到很舒服、身体不舒

服、在家里很舒服 

890 输入         shūrù         input 

输入汉字、输入密码、 

商品输入、资金输入 

891 蔬菜         shūcài         vegetable 

种蔬菜、卖蔬菜、 

多吃蔬菜、一种蔬菜 

892 熟练         shúliàn         familiar 

很熟练、十分熟练、熟练

的工人、熟练地打汉字 

893 鼠标         shǔbiāo         mouse (computer) 点击鼠标、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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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无线鼠标 

894 数据         shùjù         data 

统计数据、实验数据、 

正确的数据、分析数据 

895 数码         shùmǎ         digital 

数码相机、数码产品、 

数码技术、数码公司 

896 摔           shuāi           fall down 

摔跟头、摔倒、 

摔坏、摔破 

897 甩           shuǎi           throw off,swing 

甩下来、甩上去、甩开、

甩在后面、甩过去 

898 双方         shuāngfāng         both sides 

男女双方、双方队员、 

双方的努力、比赛双方 

899 税           shuì           tax 

农业税、工业税、免税、

商业税、收税、交税 

900 说不定       shuōbúdìng       perhaps,maybe 

再等一下吧，说 

不定他马上就来了。 

901 说服 shuōfú persuade 

我说服不了他，还是你自

己和他谈吧。 

902 丝绸         sīchóu         silk 

中国古代和其他国家的贸

易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

和瓷器。 

903 丝毫 sīháo a bit 

这件事情很重要， 

丝毫都不能马虎。 

904 私人         sīrén         private,individual 

私人公司、私人企业、 

私人资本、私人关系 

905 思考         sīkǎo         think deeply,consideration 

思考问题、思考一下、 

认真思考 

906 思想         sīxiǎng         thought 

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

孔子的思想、他很有思想 

907 撕           sī           to tear sth. 

撕开、撕掉、撕不开、 

撕不动、撕纸 

908 寺庙         sìmiào         temple 

白马寺是中国非常有名的

一座寺庙。 

909 似的         shìde         as, like 

我跟他招手的时候，他不

理我，好像我们不认识似

的。 

910 似乎         sìhū         as if,seems 

他似乎很高兴。 

他似乎很紧张。 

911 宿舍         sùshè         dormitry 

学生宿舍、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集体宿舍、 

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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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随时         suíshí         at any time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

问我。 

913 碎           suì           break to pieces,broken 我不小心把盘子摔碎了。 

914 损失         sǔnshī         lose,loss 

损失财产、巨大的损失、

严重的损失 

915 缩短         suōduǎn         shorten 

缩短时间、缩短距离、 

缩短路程、缩短尺寸 

916 缩小         suōxiǎo         reduce 

索小范围、缩小差别、 

开始缩小、迅速缩小 

917 所           suǒ           place,measure word 

场所、住所，一所大学、

一所医院、一所房子 

918 所谓         suǒwèi         so-called 

所谓国家、所谓民主， 

 这个所谓的医生连感冒也

治不好。 

919 锁           suǒ           lock(V./N.) 

一把锁、铁锁、大锁， 

锁门、锁抽屉、锁不住 

920 塔           tǎ           buddist pagoda,tower 

佛塔、铁塔、木塔、 

白塔寺、灯塔 

921 台阶         táijiē         footstep 

上台阶、下台阶、 

20 级台阶 

922 太极拳       tàijíquán       Taichi 

他每天早上都会坚持打太

极拳。 

923 太太       tàitai       Mrs.,wife 

王太太、李太太， 

我太太、他太太 

924 谈判         tánpàn         negotiate,negotiation 

谈判地点、经过谈判、 

进行谈判、谈判了一年多 

925 坦率         tǎnshuài         frank,frankly 

很坦率、十分坦率、 

不够坦率，坦率地说 

926 烫           tàng           boiling hot, scald 

水很烫、头很烫，烫手、

烫嘴、烫了一下 

927 逃           táo           run away,flee 

逃跑、逃掉、逃走、 

逃学、逃不过去 

928 逃避         táobì         escape 

逃避问题、逃避困难、 

逃避现实、逃避不小 

929 桃 táo peach 

桃树、桃花、桃子、 

洗桃子、吃桃子 

930 套           tào           measure word(set), cover with 

一套房子、一套书、一套

光盘，套上衣服、套不上 

931 特殊         tèshū         special 

特殊标志、特殊情况、 

特殊环境，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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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特殊 

932 特意 tèyì on purpose,specially 

特意买的、特意送给你

的、特意来、特意组织 

933 特征 tèzhēng characteristic 

主要特征、抓住特征、 

他的特征、特征明显 

934 疼爱         téngài         love dearly 

疼爱孩子、疼爱孙子、 

疼爱妻子、父母的疼爱 

935 提           tí           carry 

提水、提箱子、提上来、

提不动、提意见 

936 提倡         tíchàng         advocate 

提倡普通话、提倡科学、

提倡节约、大力提倡 

937 提纲 tígāng outline 

写提纲、发言提纲、 

一个提纲、修改提纲 

938 提问         tíwèn         ask,enquirement 

喜欢提问、向老师提问、

不断地提问、老师的提问 

939 题目    tímù    title,question 

一个题目、作文题目、 

书的题目、考试的题目、

题目很难 

940 体会         tǐhuì         realize,understanding 

体会乐趣、体会心情、 

体会意思， 有体会、 

自己的体会 

941 体积         tǐjī         volume 

体积大、箱子的体积、 

包裹的体积、电视的体积 

942 体贴 tǐtiē show consideration for 

体贴病人、体贴老人、 

体贴妻子、很体贴、 

十分体贴 

943 体现         tǐxiàn         embody 

体现传统、体现美德、 

生动地体现、体现出来 

944 体验 tǐyàn experiece 

体验生活、体验工作， 

生活体验、工作体验 

945 天空         tiānkōng         the sky 

天空明亮、看天空、 

飞上天空、蓝色的天空、

污染天空 

946 天真         tiānzhēn         innocent,naïve 

孩子很天真、天真的孩

子、笑得很天真、想法太

天真 

947 田野         tiányě         field 

绿色的田野、这片田野、

美丽的田野、春天的田野 

948 挑战         tiǎozhàn         challenge 

面对挑战、挑战困难、敌

人的挑战、生活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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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通常         tōngcháng         ordinary,general 

通常方法、通常情况  

他通常晚上 11 点睡觉。 

950 通讯         tōngxùn         news report 

一篇通讯、写通讯、 

发表通讯 

951 同时         tóngshí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出发、同时到达、 

同时毕业、同时参加 

952 铜           tóng           copper,bronze 

黄铜、青铜、铜色、 

铜牌、铜锁、铜线 

953 统一         tǒngyī         unify,unified 

统一祖国、统一意见、 

统一行动、统一时间， 

国家统一、意见统一 

954 统治         tǒngzhì         rule,dominate 

统治国家、统治世界、 

统治了三百年、实行统治 

955 痛苦         tòngkǔ         pain,painful 

精神痛苦、很痛苦， 

带来痛苦、感到痛苦、 

增加痛苦 

956 痛快 tòngkuài very happy,delighted 

心里痛快、觉得痛快、 

玩得痛快、过得痛快 

957 投资         tóuzī         invest,investment 

政府投资、商业投资、 

进行投资、投资房地产 

958 透明         tòumíng         transparent 

玻璃是透明的。 这海水很

干净，是透明的。 

959 突出 tūchū protrude,protruding 

突出重点、突出主题，成

绩突出、才能突出 

960 土地         tǔdì         land 

土地肥沃、开发土地、使

用土地、失去土地、大量

的土地 

961 土豆         tǔdòu         potato 

种土豆、炒土豆、吃土

豆、土豆条、土豆片 

962 吐           tǔ           spit,vomit 

吐皮儿、吐口水、吐出

来。 这药很难吃，每次吃

我都吐。 

963 兔子         tùzi         rabbit 

养兔子、一只兔子、可爱

的兔子 

964 团 tuán 
measure word (for things shaped 

like a ball or heap) 

一团纸、一团雪、 

一团火、一团棉花 

965 推辞 tuīcí decline 

由于他很忙，他推辞了朋

友们的聚会邀请。 

966 推广         tuīguǎng         popularize 

推广普通话、推广汉语、

推广经验，大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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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推广 

967 推荐         tuījiàn         recommend,recommendation 

推荐信、推荐人、推荐电

影、推荐方法、推荐经验 

968 退           tuì           move back,retreat 

向后退、退后一步、 

退兵、退学、颜色退了、

退钱、退房、退票 

969 退步         tuìbù         lag behind 

成绩退步、英语退步、 

社会退步、不断退步 

970 退休         tuìxiū         retire,retirement 

工人退休、教师退休、 

应该退休、退休年龄、 

退休三年了 

971 歪           wāi           askew 

头歪一下、树歪了、 

字写歪了、画儿挂歪了 

972 外交         wàijiāo         diplomacy,diplomatic 

建立外交、外交人才、 

外交关系、外交部 

973 弯           wān           bend,curved 

弯腰、弯胳膊、弯腿、 

弯下去、弯不下 

974 完美         wánměi         perfect(N./Adj.) 

追求完美、这是一种完

美，完美的人生、完美的

工作 

975 完善         wánshàn         perfect(V./Adj.) 

制度完善、政策完善， 

完善制度、完善政策 

976 完整         wánzhěng         complete,intact 

领土完整、结构完整、 

保存完整、不完整 

977 玩具         wánjù         toy 

设计玩具、生产玩具、 

买玩具、玩玩具、 

漂亮的玩具 

978 万一         wànyī         in case 

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一

把伞，万一下雨了可以

用。 

979 王子         wángzǐ         prince 

国王、女王、王妃、 

王子、公主 

980 往返         wángfǎn         go there and back 

往返票， 

往返于中国和尼日利亚， 

往返需要两天时间。 

981 危害         wēihài         harm(V./N.) 

危害社会、危害生命、 

危害健康，战争的危害、

严重的危害 

982 威胁         wēixié         threaten 

威胁生命、威胁别人、 

受到威胁、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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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微笑         wēixiào         smile 

服务员的微笑、 

甜蜜的微笑、微笑着说、

微笑地点头 

984 围巾         wéijīn         muffler,scarf 

一条围巾、围上围巾、 

红围巾、厚围巾 

985 围绕         wéirǎo         round,center on 

围绕地球、围绕太阳、 

围绕大树、围绕这个问题 

986 违反         wéifǎn         violate 

违法纪律、违反科学、 

违反政策，严重违反、 

一再违反 

987 唯一         wéiyī         unique,only 

唯一的儿子、唯一的朋

友、唯一的亲人、 

唯一的教授 

988 维护         wéihù         safeguard,maintenance 

维护利益、维护主权、 

维护利益、维护秩序 

989 伟大         wěidà         great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成

就、伟大的理想、 

伟大的诗人 

990 尾巴         wěiba         tail 

大尾巴、小尾巴、狗的尾

巴、鸟的尾巴、漂亮的尾

巴 

991 委屈         wěiqu         feel wronged,do wrong to  

受到批评，很觉得很委

屈。 委屈孩子、委屈自己 

992 委托         wěituō         entrust 

委托朋友、委托他买票、

委托他办事、受委托 

993 卫生间       wèishēngjiān       toilet 卫生间、洗手间、厕所 

994 未必         wèibì         may not 

未必同意、未必知道、 

未必下雨、未必正确 

995 未来         wèilái         future 

未来三天、未来一个月， 

美好的未来、面向未来 

996 位置         wèizhi         position 

位置很好、位置舒服、 

找位置、地理位置 

997 胃           wèi           stomach 

胃好、胃不太好、胃疼、

胃病 

998 温暖         wēnnuǎn         warm 

天气很温暖、春天很温

暖，家庭的温暖、爱情的

温暖 

999 温柔         wēnróu         gentle and soft 

温柔的妻子、性格很温

柔、笑得很温柔 
100

0 文件         wénjiàn         document 重要文件、外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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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文件、文件的内容 

100
1 文具         wénjù         writing materials 

文具：笔、纸、笔记本、

橡皮擦等等。 

100
2 文明         wénmíng         civilization,civilized 

创造文明、古代文明、 

世界文明，说话很文明、

文明城市 

100
3 文学         wénxué         literature 

爱好文学、文学作品、 

古典文学、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100
4 闻           wén           smell 

闻到花儿的香味， 

闻一下、很好闻 

100
5 吻           wěn           kiss 

亲吻、接吻、吻手、 

吻脸、吻一下 

100
6 稳定         wěndìng         stable,stability 

社会稳定、血压稳定、 

物价稳定、秩序稳定 

100
7 问候         wènhòu         greet 

问候她、问候你父母、 

问候你家人、表示问候 

100
8 卧室         wòshì         bedroom 

一间卧室、我的卧室、 

打扫卧室、卧室很干净 

100
9 屋子 wūzi room,house 

一间屋子、打扫屋子、 

旧屋子、屋子里有三个人 

101
0 无奈         wúnài         have no choice but 

无奈的选择、无奈的表

情、出于无奈、 

有很多无奈 

101
1 无数         wúshù         innumerable 

无数人、无数汽车、 

无数房子、无数问题 

101
2 武器         wǔqì         weapon 

使用武器、现代武器、 

武器很先进、武器很落后 

101
3 武术         wǔshù         martial arts 

会武术、武术教练、 

武术表演、练习武术 

101
4 物理         wùlǐ         physics 

物理老师、物理课、 

物理实验、物理学家 

101
5 物质         wùzhì         material 

化学物质、物质生活、 

物质条件、物质享受 

101
6 雾           wù           fog 

有雾、下雾、雾很大、 

雾散了 

101
7 吸收         xīshōu         absorb 

 吸收营养、吸收知识、 

吸收二氧化碳 

101
8 戏剧         xìjù         drama 

戏剧表演、地方戏剧、 

学习戏剧、外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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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9 系           xì           department,to tie 

中文系、历史系、法语

系；系领带、系鞋带、 

系鞋带 

102
0 系领带       xìlǐngdài       tie necktie 

他每天都喜欢穿着西装，

系着领带去上班。 

102
1 系统         xìtǒng         system, systematic 

你的电脑需要安装一个清

理系统垃圾的软件。 

102
2 细节         xìjié         details 

注意细节、 观察细节、 

生活细节、故事细节 

102
3 瞎 xiā blind 

他的眼睛瞎了；  

 他是个瞎子；  别瞎说！ 

102
4 下载         xiàzǎi         download 

下载电影、下载音乐、 

下载软件 

102
5 吓           xià           scare,frighten 

别吓我； 那个东西很吓

人；我被他吓死了、 

我被他吓坏了。 
102

6 鲜艳         xiānyàn         bright-coloured 这件衣服的颜色很鲜艳。 

102
7 显得         xiǎndé         look 

显得年轻、显得高兴、 

显得很大、显得很高 

102
8 显然         xiǎnrán         obvious,obviously 

如果你是一个战士， 

胆小显然是缺点。 

102
9 显示         xiǎnshì         show,display 

显示地位、显示实力、 

显示出来、充分显示 

103
0 县           xiàn           county 

中央、省、市、县、镇、

村 

103
1 现金         xiànjīn         cash 

有现金、准备现金、 

付现金、交现金、收现金 

103
2 现实         xiànshí         real, reality 

现实生活、现实世界， 

面对现实、逃避现实， 

社会现实 

103
3 现象         xiànxiàng         phenomenon 

社会现象、自然现象、 

表面现象、怪现象 
103

4 相处         xiāngchǔ         get along (with sb.) 你应该学会和别人相处。 

103
5 相当         xiāngdāng         match,fairly 

年龄相当、实力相当， 

相当漂亮、相当有钱 

103
6 相对         xiāngduì         relative,oppose 

很多事情是相对的， 

立场相对、意见相对 

103
7 相关 xiāngguān related,correlation 

相关部门、相关问题、 

相关内容， 前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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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 

103
8 相似         xiāngsì         similar,approximative 

爱好相似、习惯相似、 

内容相似、观点相似 

103
9 享受         xiǎngshòu         enjoy,enjoyment 

享受权利、享受自由、 

享受生活，精神享受、 

物质享受 

104
0 想念         xiǎngniàn         miss 

想念祖国、想念故乡、 

想念亲人、想念父母 

104
1 想象         xiǎngxiàng         imagine 

能够想象、不能想象、 

想象美好生活、自由想象 

104
2 项 xiàng measure word(item) 

一项任务、一项原则、 

一项工程、一项比赛 

104
3 项链         xiàngliàn         mecklace 

一串项链、金项链、 

珍珠项链、戴项链 

104
4 项目         xiàngmù         item,programme 

工程项目、建设项目、 

研究项目、一个项目 

104
5 象棋         xiàngqí         Chinese chess 

下象棋、玩象棋、一盘象

棋、他象棋吓得很不错。 

104
6 象征         xiàngzhēng         symbol,symbolize 

鸽子象征着和平， 

玫瑰是爱情的象征 

104
7 橡皮         xiàngpí         rubber,erazer 

橡皮手套、一块橡皮， 

用橡皮擦掉 

104
8 消费         xiāofèi         comsume,comsumption 

合理的消费、消费观念、

消费者、消费粮食 

104
9 消化         xiāohuà         digest,digestion 

消化系统、消化能力、 

消化良好、消化不良 

105
0 消灭 xiāomiè die out,perish 

消灭蚊子、消灭老鼠、 

消灭敌人 

105
1 消失         xiāoshī         disappear 

逐渐消失、慢慢消失、 

已经消失、疼痛消失了 

105
2 销售 xiāoshòu sell,sale 

这款电脑在这里销售得很

好。 

105
3 小吃         xiǎochī         snacks 

饺子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

种小吃。 
105

4 小伙子       xiǎohuǒzi       young man 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帅！ 

105
5 小麦         xiǎomài         wheat 

中国的小麦主要生长在北

方。 

105
6 小气         xiǎoqi         stingy 

他这个人很小气， 

从来不请别人吃饭。 

105 小偷           xiǎotōu           thief 公共汽车上有很多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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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要小心点儿！ 

105
8 孝顺         xiàoshùn         show filial obedience 

这个孩子很懂事， 

对父母很孝顺。 

105
9 效率         xiàolǜ         effectiveness 

工作效率、学习效率、 

效率高、效率低 

106
0 歇           xiē           have a rest 

走了这么长的路，你累了

吧？我们去树下歇一下。 

106
1 协调         xiétiáo         coorinate,coordination 

打篮球需要协调手和脚的

动作。 
106

2 斜           xié           oblique,slanting 这棵树怎么长得这么斜？ 

106
3 心理        xīnlǐ        psychology,mental 

心理医生、心理健康、 

心理疾病 

106
4 心脏         xīnzàng         heart 

心脏病、心脏手术， 

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 

106
5 欣赏         xīnshǎng         appreciate 

欣赏电影、欣赏音乐、 

欣赏风景、欣赏画儿 
106

6 信封         xìnfēng         envelop 信封上记得贴邮票。 

106
7 信号         xìnhào         signal 

发出信号、传递信号、 

接收信号、信号很好、 

信号不好 

106
8 信息         xìnxī         imformation 

经济信息、一个信息， 

信息时代、信息革命 

106
9 行动         xíngdòng         action,take action 

积极行动、行动计划、 

行动起来、赶快行动 

107
0 行人         xíngrén         pedestrian 

没有行人、行人很多，开

车时要注意路上的行人。 

107
1 行为         xíngwéi         behaviour 

行为规范、爱国行为、 

犯罪行为、他的行为 

107
2 行业         hángyè         industry,profession 

服务行业、汽车行业、 

房地产行业， 

他从事教育行业。 

107
3 形成         xíngchéng         to form,to shape 

抽烟是他多年形成的习

惯，现在很难让他戒掉。  

107
4 形容         xíngróng         describe 

我现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现在的心情。 

107
5 形式         xíngshì         form(Noun) 

一种形式、艺术形式、 

选择形式、改变形式 

107
6 形势         xíngshì         situation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 

经济形势、目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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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7 形象         xíngxiàng         image,vivid 

个人形象、企业形象、 

政府形象， 

这幅画画得很形象 

107
8 形状         xíngzhuàng         shape,form 

不同形状、形状不同、 

形状很美、形状是圆的 

107
9 幸亏 xìngkuī fortunately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

还真没办法了。 

108
0 幸运         xìngyùn         lucky 

他真幸运，碰上这么好一

位姑娘。 

108
1 性质         xìngzhì         nature 

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的现

象，还要研究它的性质。 

108
2 兄弟         xiōngdi         brothers 

兄弟三人、三兄弟、兄弟

单位、兄弟学校、兄弟国

家 
108

3 胸           xiōng           chest,breast 他胸前带了一朵小红花。 

108
4 雄伟         xióngwěi         grand 

雄伟的天安门、 

雄伟的长城、雄伟的建

筑、非常雄伟 

108
5 休闲         xiūxián         leisure 

休闲时间、休闲中心， 

旅游是一种休闲方式。 

108
6 修改         xiūgǎi         revise,modify 

修改文章、修改计划、 

修改小说、修改了两遍 

108
7 虚心         xūxīn         modest,open-mined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108
8 叙述         xùshù         narrate,narration 

叙述一下、叙述了一遍、

叙述故事、叙述清楚 

108
9 宣布         xuānbù         declare 

这是刚接到的通知， 

我向大家宣布一下。 

109
0 宣传         xuānchuán         propaganda 

他做广告是为了宣传自己

的产品。 

109
1 选举         xuánjǔ         elect,election 

我们要选举一个好的政治

家当总统。 

109
2 学期         xuéqī         semester,term 

一个学期、这(个)学期、

上(个)学期、下(个)学期 

109
3 学术 xuéshù academy,academic 

学术工作、学术会议、 

学术界、学术思想 

109
4 学问         xuéwen         knowledge 

这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教

授。 

109
5 寻找         xúnzhǎo         look for,seek 

寻找机会、寻找目标、 

寻找工作、寻找食物 



HSK 五级词汇 
 

109
6 询问         xúnwèn         consult,ask 

关于这件事，你可以向他

询问一下。 

109
7 训练         xùnliàn         train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国运动员们这个月一直

都在训练。 

109
8 迅速 xùnsù fast,rapid 

最近这三十年，中国的经

济发展得很迅速。 

109
9 延长         yáncháng         extend,prolong 

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所以会议再延长两天。 

110
0 严肃         yánsù         serious 

他是个很严肃的人， 

从来不和别人开玩笑。 

110
1 宴会         yànhuì         banquet,party,feast 

举行宴会、参加宴会、 

欢迎宴会 

110
2 阳台         yángtái         balcony 

我想租一间有厕所、 

厨房和阳台的房子。 

110
3 痒           yǎng           itch 

（我的手）不痒、很痒、

有点儿痒、痒死了 

110
4 样式 yàngshì style 

这件衣服的样式看起来很

时尚，我很喜欢。 

110
5 腰           yāo           waist 

弯腰、腰疼、半山腰、 

他的腰很粗（细）   
110

6 摇           yáo           shake 摇头、摇扇子、摇一下 

110
7 咬           yǎo           bite 

昨天晚上我被蚊子咬死

了。 

110
8 要不         yàobú         otherwise 

我得马上走了，要不就赶

不上回家的汽车了。 

110
9 要是         yàoshì         if 

如果；  要是他不去，你

去吗？ 
111

0 业务 yèwù service,business 最近公司的业务怎么样？ 

111
1 业余         yèyú         sparetime,amateur 

业余时间、业余爱好、 

业余工作 

111
2 夜           yè           night 

为了能按时完成工作，她

已经连续几夜没有睡觉

了。 
111

3 液体         yètǐ         liquid 水是液体，冰是固体。 

111
4 一辈子       yíbèizi       all the life 

我的一辈子、这一辈子、

影响一辈子、一辈子的事 

111
5 一旦         yídàn         once 

一旦你需要什么帮助， 

可以给我打电话。 



HSK 五级词汇 
 

111
6 

一路平

安     yílù píngān     safe journey 祝你一路平安。 

111
7 一致         yízhì         consistent,unanimously 

意见(不)一致、一致通

过、一致同意、 

做人必须言行一致 

111
8 依然         yīrán         still 

已经睡了 8个小时了， 

可我依然觉得很困。 

111
9 移动         yídòng         move 

中国移动、移动位置、 

移动桌子、移动一下 
112

0 移民         yímín         immigrate,immigration 加拿大有很多中国移民。 

112
1 遗憾         yíhàn         regret 

表示遗憾、感到遗憾； 

这次又没能见到他，太遗

憾了！ 

112
2 疑问         yíwèn         doubt 

产生疑问、减少疑问、 

消除疑问； 

你还有什么疑问？ 

112
3 乙           yǐ           second 

我的成绩是乙等，下次考

试争取得甲等。 

112
4 以及         yǐjí         and,as well as 

今天我去市场买了大米、

蔬菜以及一些生活用品。 

112
5 以来 yǐlái since 

2008 年以来，今年 3 月以

来，学习汉语以来 

112
6 义务         yìwù         duty,responsibility 

法定义务、公民义务、 

履行义务 
112

7 议论         yìlùn         discuss 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 

112
8 意外         yìwài         unexpected;accident 

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情

况、感到意外；发生意外 
112

9 意义         yìyì         meaning,significant 教育工作很有意义。 

113
0 因而         yīnér         thus,so 

上学期我很注意预习和复

习，因而学习成绩提高得

很快。 

113
1 因素         yīnsù         factor 

饮食、睡眠和运动都是影

响人类寿命的重要因素。 

113
2 银           yín           silver 

银子、银项链、 

银牌、银行 

113
3 应付 yìngfù deal with 

这个人不好应付。 

这件事不好应付。 

113
4 应聘         yìngpìn         interview for job 

应聘者、应聘职位； 

我应聘了两次才得到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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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13
5 应用         yìngyòng         apply,application 

应用软件、应用科学、 

应用技术 

113
6 英俊         yīngjùn         handsome 

她男朋友长得很英俊

（帅）。 
113

7 英雄         yīngxióng         hero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113
8 迎接         yíngjiē         receive, welcome 

迎接客人、迎接挑战;   

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113
9 营养         yíngyǎng         nutrition,nourish 

营养物质、营养丰富、 

营养不良；鱼很有营养 

114
0 营业         yíngyè         do business 

营业员， 你们商店几点开

始营业(停止营业)？ 

114
1 影子         yǐngzi         shadow 

人影子、树影子；你别老

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我。 

114
2 硬币         yìngbì         coin 

我想把这些硬币换成纸

币。 

114
3 硬件         yìngjiàn         handware 

计算机硬件、这个学校的

硬件设备很不错。 

114
4 拥抱         yōngbào         embrace,hug 

拥抱他、给了他一个大大

的拥抱 

114
5 拥挤         yōngjǐ         crowd,crowded 

拥挤的房间、拥挤的街

道、这个地方很拥挤 
114

6 勇气         yǒngqì         brave,courage 我有没有勇气这么干？ 
114

7 用途         yòngtú         use 木材有很多用途。 

114
8 优惠         yōuhuì         preferential 

优惠价、优惠条件、 

优惠贷款、优惠政策 

114
9 优美         yōuměi         graceful 

风景优美、姿态优美、 

优美的诗歌、优美的舞蹈 

115
0 优势         yōushì         advantage,superiority 

你的汉语很好，将来找工

作的时候，汉语会成为你

的优势。 

115
1 悠久         yōujiǔ         long 

悠久的历史、悠久的文

化、中国历史悠久 

115
2 犹豫         yóuyù         hesitate,hesitant 

事情决定了就去做， 

不要这么犹豫。 

115
3 邮局         yóujú         post office 

一家邮局、去邮局取包

裹、去邮局寄东西 

115
4 油炸 yóuzhà fry with oil 

这些土豆条是油炸的，很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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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5 游览         yóulǎn         tour 

游览名胜古迹、 

游览长城、游览故宫 

115
6 有利         yǒulì         benefitial 

经常运动有利于身体健

康。 

115
7 幼儿园       yòuéryuán       nursery school 

幼儿园、小学、中学（初

中、高中）、大学 

115
8 娱乐         yúlè         entertain,entertainment 

娱乐一下、娱乐场所、娱

乐活动、娱乐方式、 

一种娱乐 

115
9 与其         yǔqí         rather than 

与其这么等着， 

不如去找他。 

116
0 宇宙 yǔzhòu universe,cosmic 

宇宙观、宇宙飞船、 

宇宙空间 

116
1 语气         yǔqì         tone 

语气很重、商量的语气、

他的语气 

116
2 玉米         yùmǐ         corn 

玉米地、种植玉米、 

玉米产量 

116
3 预报         yùbào         forecast 

天气预报、预报节目、 

预报信息、预报地很准确 

116
4 预订           yùdìng           book,subscribe 

预订房间、预订机票、 

预定报纸、预定生日蛋糕 

116
5 预防         yùfáng         prevent,prevention 

预防疾病、预防火灾、 

预防自然灾害 

116
6 元旦 yuándàn new year day(1st January) 

元旦快乐、元旦晚会、 

元旦放假一天 

116
7 原料         yuánliào         raw material 

一种原料、原料生产、 

进口原料、缺少原料 

116
8 原则         yuánzé         principle 

一项原则、提出原则、 

遵守原则、没有原则 

116
9 缘故         yuángù         reason 

不知道什么缘故， 

到现在他还没有来。 

117
0 愿望         yuànwàng         wish,hope 

实现愿望、满足愿望、 

共同愿望 

117
1 运气         yùnqi         luck 

有运气、运气不错、运气

好、运气不好、碰运气 

117
2 运输         yùnshū         transport,transportation 

运输货物、运输粮食；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 

117
3 运用         yùnyòng         apply, use 

运用新技术、运用理论； 

他能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

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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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4 晕           yūn           dizzy 

这两天她病得很厉害， 

总是头晕。 

117
5 灾害         zāihài         disaster 

这个国家每年都会发生自

然灾害，像水灾、台风、

地震等。 

117
6 再三         zàisān         over and over again 

再三强调、再三请求、再

三考虑、再三挽留 ；  

小王再三请求我和他一块

儿去。 

117
7 赞成         zànchéng         agree 

不赞成、很赞成、 

非常赞成、表示赞成、 

举手赞成、都赞成； 

我们都赞成去长城春游。 

117
8 赞美         zànměi         praise,appriciate 

赞美它、赞美的话、得到

赞美；大家都赞美她是个

好媳妇。 

117
9 糟糕         zāogāo         terrible,very bad 

身体很糟糕、交通很糟

糕、天气很糟糕；糟糕，

我忘了带钥匙，现进不了

门了。 

118
0 造成         zàochéng         cause,create 

造成损失、造成不便、 

造成浪费； 

这个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118
1 则           zé           while 

南方雨水很多， 

北方则比较干燥。 

118
2 责备         zébèi         reproach,blame 

责备朋友、责备对方；她

责备自己没有做好工作。 

118
3 曾经         céngjīng         ever,once 

曾经来过、曾经去过、 

曾经说过、曾经见过； 

我曾经来过这里。 

118
4 摘           zhāi           pick 

摘花、摘芒果，摘眼镜、

摘帽子；你把眼睛摘下来

吧。 

118
5 粘贴           zhāntiē           paste 

粘贴邮票、粘贴照片、 

粘贴海报 

118
6 展开         zhǎnkāi         spread； unfold 

展开翅膀、展开地图， 

展开工作、展开讨论 

118
7 展览         zhánlǎn         exhibition,display 

展览照片、展览书法； 这

次他们展览了一些新品。 

118
8 占线 zhànxiàn busy line 

我不停地打电话给他， 

但老是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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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9 战争         zhànzhēng         war 

一场战争、发动战争、 

进行战争； 人民反对战

争，希望和平。 

119
0 涨           zhǎng           increase,rise 

涨价、涨水；   今年汽油

的价格涨了三次。 

119
1 掌握         zhǎngwò         control,grasp 

掌握技术、掌握理论、掌

握知识；他用 3 年时间掌

握了一门外语。 

119
2 账户         zhànghù         account 

帐户信息 、银行账户； 

我需要开一个新的银行账

户。 

119
3 招待         zhāodài         receive,treat 

招待客人、招待朋友、招

待顾客； 他们受到了主人

热情的招待。 

119
4 召开         zhàokāi         convene 

召开会议、召开运动会、

召开欢迎会、召开记者招

待会 

119
5 照常         zhàocháng         as usual 

照常学习、照常工作、照

常营业；商场节日期间照

常营业。 

119
6 哲学         zhéxué         phylosophy 

哲学课、哲学家、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119
7 针对         zhēnduì         be aimed at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

了讨论。 

119
8 珍惜         zhēnxī         cherish 

珍惜时间、珍惜生命、 

珍惜机会、珍惜友谊 

119
9 真理         zhēnlǐ         truth 

追求真理、相信真理、坚

持真理； 真理不一定掌握

在大多数人的手中。 

120
0 真实         zhēnshí         real,true 

这部电影反映了二战的真

实的情况。 

120
1 诊断         zhěnduàn         diagnose,diagnosis 

诊断病情、诊断的结果； 

经过医生诊断，他得的是

心脏病。 
120

2 枕头         zhěntou         pillow 妈妈给我做了两个枕头。 

120
3 阵           zhèn           measure word 

一阵雨、一阵风、一阵掌

声； 刚来刮了一阵风， 

天气就凉下来了。 

120
4 振动 zhèndòng vibrate,vibration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你的

手机在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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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5 争论         zhēnglùn         argue,argument 

争论起来、争论问题、 

争论了几天；大家正在激

烈地争论这个问题。 

120
6 争取         zhēngqǔ         strive for 

争取时间、争取机会、 

争取有利地位；我好不容

易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120
7 征求         zhēngqiú         solicit,consult 

征求意见、征求办法、 

征求同意、广泛地征求 

120
8 挣钱         zhèngqián         earn money 

在中国挣钱、很挣钱、 

挣了很多钱、挣不了钱 

120
9 睁           zhēng           open(eyes) 

睁眼、挣开、挣开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21
0 整个         zhěnggè         whole 

整个上午、整个下午、 

整个白天、整个问题、 

整个会议 

121
1 整体         zhéngtǐ         entirety 

整体利益、整体效果、 

整体质量； 

我们班是一个整体。 

121
2 正           zhèng           straight,upright 

正前方、这幅画挂得不

正、这条线不正 

121
3 证件         zhèngjiàn         credentials 

证件：身份证、护照、驾

驶证、房产证、毕业证、

学位证；请出示你的证件 

121
4 证据         zhèngjù         evidence,proof 

需要证据、有证据、 

缺少证据、寻找证据、 

提供证据 

121
5 政策         zhèngcè         policy 

制定政策、改变政策、 

国家政策、地方政策、 

经济政策 

121
6 政府         zhèngfǔ         government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国政府、批评政府、 

相信 政府 

121
7 政治         zhèngzhì         politics,political 

谈论政治、关心政治、 

世界政治、政治地位 

121
8 支 zhī measure word 

一支队伍、一支足球队、

一支笔、一支牙刷 

121
9 支票         zhīpiào         cheque 

一张支票、开支票；你是

用支票还是用现金支付？ 

122
0 执行         zhíxíng         carry out 

执行命令、执行计划、 

执行政策、执行任务 

122 执照         zhízhào         lisence 营业执照、医生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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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照过期了、换执照 

122
2 直           zhí           straight,continuously 

你这条线画得不直。 这列

火车从上海直达北京。 

122
3 指导         zhídǎo         guild,guildance 

指导学生、指导研究生写

论文、指导工作、指导一

下 

122
4 指挥         zhǐhuī         command 

指挥军队、指挥战斗、 

指挥唱歌、指挥车辆 

122
5 至今         zhìjīn         up to now 

她从去年就开始学习开汽

车了，至今还没学会。 

122
6 至于         zhìyú         as for 

你现在这个公司工作吧，

至于工资再商量吧。 

122
7 志愿者         zhìyuànzhě         volunteer 

当志愿者、志愿者活动、

奥运会志愿者、汉语教师

志愿者 

122
8 制定         zhìdìng         work out 

制定法律、制定计划、 

制定出来、重新制定 

122
9 制度         zhìdù         system 

一种制度、建立制度、 

遵守制度、改变制度 

123
0 制作 zhìzuò make 

制作衣服、制作广告、 

制作家具 、制作了三个月 

123
1 治疗         zhìliáo         cure 

治疗疾病、治疗有效、治

疗无效、治疗成功、进行

治疗 

123
2 秩序         zhìxù         order 

社会秩序、比赛秩序、正

常秩序、秩序很好 

123
3 智慧         zhìhuì         wisdom 

集体的智慧、全部的智

慧、人民的智慧、运用智

慧 

123
4 中介         zhōngjiè         intermediary,medium 

中介人、中介费、 

中介公司、中介服务 

123
5 中心         zhōngxīn         centre 

公园的中心、市中心、 

工作的中心、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 
123

6 中旬         zhōngxún         middle of a month 我打算九月中旬回国。 

123
7 钟           zhōng           bell 

一个大钟、一口钟、 

敲钟、挂钟、闹钟； 

三点钟、五分钟 

123
8 重           zhòng           heavy 

这块石头很重、任务重、

病重、气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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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9 重复         chóngfù         repeat,repetition 

请再重复一遍。模仿和重

复对学习汉语是很有帮

助。 

124
0 重量         zhòngliàng         weight 

汽车的重量、石头的重

量、减少重量、增加重量 

124
1 周到         zhōudào         throughtful 

计划周到、说话周到、办

事周到、想得周到 

124
2 竹子         zhúzi         bamboo 

我家院子里种了一片竹

子。 

124
3 逐步         zhúbù         gradually 

逐步展开、逐步熟悉、 

逐步了解、逐步掌握 

124
4 主持         zhǔchí         to host,take charge of 

主持会议、主持节目、 

主持考试、主持人 

124
5 主观         zhǔguān         subjective 

主观愿望、主观思想、 

主观动机；主观上她是想

把事情办好的。 

124
6 主人         zhǔrén         host 

主人很好客、主人很热

情、感谢主人、宴会的主

人 

124
7 主席         zhǔxí         chairman 

中国国家主席、会议主

席、主席的权利、主席发

言 

124
8 主张         zhǔzhāng         advocate,viewpoint 

主张改革、我国的主张、

坚决主张；我主张先去北

京，再去上海。 

124
9 属于 shǔyú belong to 

这些财产现在已经不属于

我们学校了。 

125
0 煮           zhǔ           boil 

煮面条儿、煮鸡蛋、煮

饭、煮肉、煮汤、煮了三

个小时 

125
1 嘱咐         zhǔfu         enjoin,instrucion 

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我

回家后要不能太劳累，定

要多休息。       

125
2 注册         zhùcè         register 

注册日期、注册商标、注

册会计师、注册心声； 

新生从 9 月 1 日开始报到

注册。 

125
3 祝福         zhùfú         wish 

祝福朋友、表示祝福、 

接受祝福、祝福的话； 

125
4 抓紧         zhuājǐn         firmly prasp 

抓紧时间、抓紧机会、 

抓紧学习、抓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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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不抓紧学习，以后

要后悔的。 

125
5 专家         zhuānjiā         expert 

成为专家、请教专家、中

国专家、医学专家；他原

来是一个普通农民，现在

成了有名的水稻专家。 

125
6 专心         zhuānxīn         attentive,attentively 

学习很专心、工作很专

心；专心地看、专心地

写；专心工作；司机开车

时要特别专心。 

125
7 转变         zhuǎnbiàn         change,conversion 

转变态度、转变思想、转

变立场、转变看法；我对

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

变。 

125
8 转告         zhuǎngào         pass on 

转告一下、转告他、互相

转告；因为下雨，活动取

消，请大家互相转告一

下。 

125
9 装           zhuāng           to load，to install 

装衣服、装书、装得下、

装不下；装电话、装空

调；这个书包装不下这么

多书。 

126
0 装饰         zhuāngshì         decorate,decoration 

装饰客厅、装饰街道、装

饰校园； 

他的新房子装饰得很漂

亮。 

126
1 状况         zhuàngkuàng         situation,condition 

身体状况、健康状况、经

济状况、生活状况； 

我家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

的改善。 

126
2 状态         zhuàngtài         state 

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贫

困的状态、理想的状态；

我最近的精神状态不太

好。 

126
3 追求         zhuīqiú         persuit 

追求幸福、追求进步、 

追求理想、追求自由、 

追求爱情、追求金钱 

126
4 着凉 zháoliáng catch cold 

外面很冷，多穿些衣服，

不然会着凉的。 

126
5 咨询         zīxún         consult,ask for advice 

法律咨询、咨询律师、 

咨询疾病、咨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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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6 姿势         zīshì         pose,gesture 

保持姿势、姿势优美、 

睡觉的姿势、走路的姿势 

126
7 资格         zīgé         qualification 

考试资格、比赛资格、 

获得资格、取消资格 

126
8 资金         zījīn         money 

缺乏资金、资金不足、 

教育资金、节约资金 

126
9 资料         zīliào         material 

生活资料、生产资料、 

查资料、学习资料 

127
0 资源         zīyuán         resource 

自然资源、开发资源、 

利用资源、浪费资源 

127
1 紫           zǐ           purple 

他昨天买了一件紫色的毛

衣。 

127
2 字幕         zìmù         subtitle 

英文字幕、中文字幕、 

双语字母、没有字幕 

127
3 自从         zìcóng         since 

自从来到中国、自从买了

电脑、自从考上大学 

127
4 自动         zìdòng         voluntary,automatically 

主动参加、主动帮忙、 

主动报名、主动捐款 

127
5 自豪         zìháo         proud 

感觉很自豪、充满自豪；

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

豪。 

127
6 自觉         zìjué         conscious,voluntarily 

学习很自觉、工作很自

觉、不够自觉、自觉遵守 

127
7 自私         zìsī         selfish 

他这个人很自私，很少考

虑别人的感受。 
127

8 自信         zìxìn         confident,confidence 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127
9 自由 zìyóu free,freedom 

追求自由、限制自由、 

热爱自由、言论自由 

128
0 自愿         zìyuàn         voluntary 

完全自愿、自愿报名、 

自愿参加、自愿帮助 

128
1 宗教         zōngjiào         religion 

宗教信仰、传播宗教、 

宗教自由， 三大宗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128
2 综合         zōnghé         synthesize,synthesis 

综合能力、综合利用、 

综合考虑；这本书综合了

几种不同的观点 

128
3 总裁         zǒngcái         CEO 

他是这家电脑公司的总

裁。 
128

4 总共         zǒnggòng         altogether 这些书总共花了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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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5 总理         zónglǐ         premier 

中国国务院总理、副总

理、德国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 

128
6 总算         zǒngsuàn         at last 

失败了这么多次，总算成

功了。 

128
7 总统         zóngtǒng         president 

国家总统、副总统、竞选

总统、美国总统、现任总

统、前总统 

128
8 总之 zǒngzhī in a word 

随便你们怎么说，总之，

我坚持我的观点。 

128
9 阻止         zǔzhǐ         stop 

对于这种非法交易， 

应该加以阻止。 

129
0 组合 zǔhé combine,combination 

组合起来、进行组合、容

易组合；这三个词语可以

组合成两个句子。 

129
1 祖国         zǔguó         homeland 

他已经十年没有回到祖国

了。 

129
2 祖先         zǔxiān         ancestor 

我的祖先一直居住在这

里。 

129
3 最初         zuìchū         at first,originally 

最初的时候、最初的音

响、最初的想法、最初的

打算 

129
4 罪犯 zuìfàn criminal 

昨天警察逮捕了两名罪

犯。 

129
5 醉           zuì           get drunk 

昨晚和几个朋友喝酒，喝

得比较多，结果喝醉了。 

129
6 尊敬         zūnjìng         respect 

尊敬长辈、尊敬父母、 

尊敬老人、尊敬老师 

129
7 遵守         zūnshǒu         abide by 

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学校

纪律 

129
8 作品         zuòpǐn         works 

文学作品、艺术作品、 

摄影作品 

129
9 作为 zuòwéi as,conduct 

作为一个学生、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 

作为一个中国人 

130
0 作文 zuòwén article 

HSK 五级考试需要些一篇

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