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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中文学校识字比赛 － AP班级词库 

MLCCC	  Chinese	  Weekend	  School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Contest	  Word	  List	  –	  AP	  Classes	  

 

九年级	  （300）－	  AP	  中文第一年 

体会	  	  街道	  	  证明	  	  含蓄	  	  否认	  	  俚语	  	  害羞	  	  意味着	  	  无地自容	  	  脱口而出	  

首先	  	  超市	  	  围墙	  	  老板	  	  小贩	  	  好像	  	  勇气	  	  火锅店	  	  有害无益	  	  胸有成竹	  

欣赏	  	  意识	  	  曾	  	  点菜	  	  淡	  	  出版	  	  辅导	  	  篮球场	  	  兴高采烈	  	  曼彻斯特联队	  

细致	  	  自然	  	  留学	  	  上街	  	  队友	  	  声调	  	  球队	  	  儿化音	  	  天南海北	  	  皇家马德里	  

词汇	  	  其次	  	  姥姥	  	  购物	  	  成语	  	  课本	  	  球星	  	  服务员	  	  拦路虎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固然	  	  经验	  	  姥爷	  	  关爱	  	  方言	  	  进步	  	  坚定	  	  挑战性	  	  侃大山	  	  津津有味	  

钱币	  	  市民	  	  见识	  	  向来	  	  自立	  	  平辈	  	  温情	  	  实用性	  	  不知不觉	  	  久别重逢	  

严厉	  	  正巧	  	  管	  	  主张	  	  磨练	  	  贡献	  	  和蔼	  	  聊天儿	  	  文学家	  	  郑重其事	  

极端	  	  虐待	  	  规范	  	  天真	  	  拄	  	  传递	  	  方式	  	  开玩笑	  	  文学馆	  	  甲乙丙丁	  

天使	  	  唯一	  	  约束	  	  只身	  	  手杖	  	  专心	  	  出差	  	  不见得	  	  主持人	  	  半大小子	  

馆长	  	  督促	  	  天性	  	  迁	  	  站台	  	  撇	  	  皮带	  	  儿童观	  	  打招呼	  	  望子成龙	  

来历	  	  期望	  	  辣椒	  	  愿望	  	  伸	  	  自律	  	  琢磨	  	  华裔	  	  自由自在	  	  衣食住行	  

繁体	  	  重庆	  	  安慰	  	  推荐	  	  济南	  	  调整	  	  平衡	  	  肯德基	  	  家常菜	  	  寓教于乐	  

俗话	  	  种植	  	  遗憾	  	  花茶	  	  下棋	  	  呆	  	  空闲	  	  麦当劳	  	  纳闷儿	  	  匆匆忙忙	  

柴	  	  茶树	  	  逛	  	  稍	  	  生意	  	  咖啡	  	  泡菜	  	  老舍	  	  茶艺馆	  	  谈天说地	  

盐	  	  传播	  	  咱们	  	  陈设	  	  盛	  	  宴席	  	  展示	  	  旧金山	  	  主食	  	  麻婆豆腐	  

酱	  	  世纪	  	  陪	  	  小吃	  	  节奏	  	  老式	  	  免费	  	  递	  	  汤圆	  	  宫保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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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	  	  激动	  	  壶	  	  身份	  	  悠闲	  	  压力	  	  尝	  	  菜单	  	  一口气	  	  龙抄手	  

餐具	  	  食欲	  	  传说	  	  宝贵	  	  瘦弱	  	  专程	  	  影响	  	  嵩山	  	  修身养性	  	  变化无穷	  

功夫	  	  起源	  	  后来	  	  遗产	  	  吸引	  	  美籍	  	  魅力	  	  瑞士	  	  磨练	  	  天下武功出少林	  

高强	  	  说法	  	  结合	  	  气功	  	  流传	  	  遇	  	  嘛	  	  奥运会	  	  赛季	  	  广播电台	  

僧人	  	  其中	  	  精华	  	  套路	  	  健身	  	  外号	  	  项目	  	  档案	  	  选秀	  	  强身健体	  

寺院	  	  打坐	  	  逐步	  	  阵容	  	  偶像	  	  另外	  	  翻译	  	  国籍	  	  刚健有力	  	  不远万里	  

念经	  	  累	  	  独特	  	  无穷	  	  参观	  	  电影	  	  突破	  	  退役	  	  首发	  	  少林寺	  

联系	  	  修炼	  	  功法	  	  签订	  	  预测	  	  仙女	  	  属	  	  交好运	  	  浪漫	  	  元宵节	  

除夕	  	  老家	  	  晚会	  	  毛	  	  外地	  	  元宵	  	  图案	  	  奖品	  	  相传	  	  团圆饭	  

包	  	  对联	  	  鞭炮	  	  织布	  	  回	  	  花灯	  	  有趣	  	  广东	  	  农历	  	  心灵手巧	  

饺子	  	  种地	  	  亲戚	  	  开心	  	  隔	  	  顿	  	  猜	  	  海南	  	  鹊桥	  	  成千上万	  

咸	  	  年糕	  	  拜年	  	  红包	  	  喜鹊	  	  生肖	  	  灯谜	  	  七夕	  	  放牛	  	  合家团圆	  

银河	  	  联欢	  	  长辈	  	  长假	  	  变	  	  搭	  	  祈祷	  	  情人节	  	  压岁钱	  	  称心如意	  

	  

十年级	  （300）－	  AP	  中文第二年	  

象征	  	  赏月	  	  洁白	  	  院子	  	  遗憾	  	  想念	  	  举	  	  故乡	  	  婵娟	  	  嫦娥奔月	  

绝唱	  	  馅儿	  	  特质	  	  吉庆	  	  品种	  	  果仁	  	  豆沙	  	  火腿	  	  蛋黄	  	  花好月圆	  

祝愿	  	  点燃	  	  鼓乐	  	  欢腾	  	  起舞	  	  风灾	  	  蟒蛇	  	  菩萨	  	  日月潭	  	  传染病	  

托	  	  捕鱼	  	  度日	  	  禾苗	  	  肚子	  	  守护	  	  彩球	  	  嫦娥	  	  十三陵	  	  风调雨顺	  

吴刚	  	  李白	  	  苏轼	  	  大坑	  	  病魔	  	  记录	  	  嗨	  	  高山族	  	  铜锣湾	  	  五谷丰登	  

婶婶	  	  租	  	  具体	  	  考虑	  	  景点	  	  机场	  	  玉兔	  	  自驾游	  	  堂兄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专线	  	  大巴	  	  乘	  	  轻轨	  	  地铁	  	  胡同	  	  倒霉	  	  出事	  	  交通规则	  	  驾驶执照	  

佛教	  	  名胜	  	  壁画	  	  订票	  	  敦煌	  	  新疆	  	  苏州	  	  兵马俑	  	  	  饺子宴	  	  人力三轮车	  	  

杭州	  	  故宫	  	  北海	  	  天坛	  	  黄河	  	  兰州	  	  安排	  	  颐和园	  	  麻辣粉	  	  羊肉泡馍	  



 

 3 

智慧	  	  长者	  	  部	  	  细节	  	  感受	  	  亲切	  	  圣人	  	  天安门	  	  圆明园	  	  秦始皇	  

先后	  	  实践	  	  征求	  	  相反	  	  困惑	  	  急躁	  	  内向	  	  华清池	  	  教育家	  	  思想者	  

鼓励	  	  交	  	  原则	  	  强迫	  	  位置	  	  手段	  	  修养	  	  大雁塔	  	  小雁塔	  	  莫高窟 

爱心	  	  神态	  	  安详	  	  严肃	  	  威严	  	  博学	  	  固定	  	  请教	  	  月牙泉	  	  鸣沙山	  

创立	  	  学说	  	  老子	  	  儒家	  	  朝代	  	  减	  	  数	  	  一辈子	  	  《论语》	  	  学无常师	  

封建	  	  领土	  	  面积	  	  统一	  	  货币	  	  皇帝	  	  提起	  	  有所	  	  一统天下	  	  一无所知	  

摇篮	  	  管	  	  背	  	  识字	  	  加油	  	  五岳	  	  五帝	  	  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五霸	  	  神仙	  	  礼仪	  	  射箭	  	  驾车	  	  六艺	  	  演讲	  	  夏	  	  西周	  	  母亲河	  

春秋	  	  战国	  	  两晋	  	  隋	  	  宋	  	  元	  	  清	  	  道教	  	  泰山	  	  南北朝	  

华山	  	  衡山	  	  恒山	  	  黄山	  	  传奇	  	  丞相	  	  说服	  	  联合	  	  作战	  	  四大名著	  

联军	  	  摆	  	  阵势	  	  主帅	  	  军师	  	  商议	  	  交战	  	  兵器	  	  误事	  	  不相干	  

预计	  	  参谋	  	  草把	  	  动静	  	  吩咐	  	  军营	  	  水寨	  	  呐喊	  	  虚实	  	  神机妙算	  

轻易	  	  逼近	  	  上当	  	  顺风	  	  自负	  	  赞叹	  	  三国	  	  建安	  	  罗贯中	  	  汉献帝	  	  

曹操	  	  孙权	  	  周瑜	  	  婚嫁	  	  粘贴	  	  修改	  	  叠	  	  淳朴	  	  诸葛亮	  	  玩意儿	  

粗放	  	  线条	  	  简练	  	  鲜明	  	  朴素	  	  浓艳	  	  注重	  	  写实	  	  消遣	  	  不计其数	  

手艺	  	  品评	  	  杰出	  	  构图	  	  饱满	  	  古朴	  	  拼贴	  	  烘托	  	  乐观	  	  脱颖而出	  

纯真	  	  心灵	  	  心智	  	  顿时	  	  茫茫	  	  掩埋	  	  体味	  	  永恒	  	  关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整理	  	  册	  	  打	  	  捆	  	  发愁	  	  书柜	  	  收拾	  	  光线	  	  筒子楼	  	  黄土高坡	  

窗帘	  	  宽敞	  	  装	  	  浴缸	  	  疲倦	  	  次要	  	  聚	  	  院落	  	  大杂院	  	  分门别类	  

路过	  	  暖气	  	  煤炉	  	  取暖	  	  熏	  	  单位	  	  楼道	  	  小区	  	  陆陆续续	  	  手忙脚乱	  

共享	  	  羡慕	  	  怀念	  	  演绎	  	  祭拜	  	  元素	  	  挑战	  	  偶像	  	  有份儿	  	  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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