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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CC Chinese Weekend School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Contest Word List – MLP Classes

一年级 （100）
眼睛 中间 葡萄
做事 公鸡 尾巴
开口 知道 袋鼠
青蛙 桃树 月亮
风雨 星星 褂子
红色 绿色 黄色
爸爸 蝌蚪 小草
你 我 坐 走 鸟
男 女 棵 鸟 加
近 听
二年级 （150）
夜晚 喘气 连忙
早晨 太阳 已经
突然 光明 世界
写字 治病 摇摆
洗澡 铁棒 干净

鼻子 耳朵 朋友 大家 屋子 里面
上边 花生 下面 前后 掉进 镜子
奇怪 胖子 萝卜 帐子 底下 衣服
一共 口袋 水果 看见 裤子 变成
进来 娃娃 桃子 还剩 春色 黑色
蓝色 一头牛 会 在 算 线 脸 脏
一群鸭 鱼 虫 闪 换 脱 船 右 路
朵 声 哭 爬 听 笑 成 嘴 目 脚
减 比 雪 尖 左 树 睡 钻 画 远

担心
专心
皮球
围墙
翅膀

自己 才能 送给 急忙 帮助
脚步 羽毛 馋嘴 唱歌 告诉
美丽 蜜蜂 惭愧 喜欢 热闹
认输 伤害 争论 植物 学习
错 故事 快乐 得意 聪明

掌握 伟大 电灯 飞机 眼泪 钓鱼 狐狸 淌汗 更加
池塘 眨眼 新旧 读书 皱眉 教室 淘气 观察 仔细
准备 事情 因此 思乡 窄 回答 翻松 铅笔 抬头
说话 动力 馋 再见 亲爱 决定 闭眼 暖和 脏 困难
尾巴 疑 借书 咬断 桌子 医生 窗 休息 东西 泥土
处 不妙 到底 漂亮 蝴蝶 起床 睡觉 倒挂 伸手 舔
收下 以后 拔草 浇水 饿 好像 种子 觉得 醒来 舒
服 蚯蚓 赶快 爪子 墙角 开始 谜语 燕子 矮子 方
向 画图 肠子 掌握 脖子 金黄 逃走 挣断 害虫
难看 外表 告别 打死 说法 难过 路边 所以 夏天
散步 评理 害臊 游戏 进步 胡子 电脑 汽车 穿衣
冰箱 有趣
三年级 （150）
牙齿 破布 骂 吵架 绳 容易 浪费 姑娘 舞蹈 虾
将军 父亲 沿岸 古代 需要 疼痛 怎样 发明 森林
寻食 狡猾 忘记 派 能够 鸡蛋 恭敬 感动 勇敢
终于 迷路 野外 教导 阴影 必须 继续 鸭梨 战胜
历史 而且 母亲 辛苦 密 稀 省 凶恶 分清 牙齿 叹
苦 替 砍 老师 光阴 严肃 叮咛 忠实 赞扬 骄傲
粉碎 环绕 犹豫 糊涂 坚持 改变 教养 功 邻居
参加 瓷器 愉快 凉爽 夕阳 访问 鞠躬 晴天 指导
工具 海带 摘桃 受骗 危险 为难 关心 说服 虽然
改变 答应 调皮 习题 自然 帮忙 好像 黑夜 相信
着急 比较 交给 意思 愉快 旁边 打鼓 脚印 按时

翘起
下沉
原来
苦笑
胡说
指引

摇晃
流血
愿意
命令
清楚
阴天

游泳
亲自
吃惊
实在
响亮
特别

划水
总是
昨天
主意
既然

抓鱼
缺少
淹死
放心
立刻

运到
马棚
饭菜
更好
打算

带着
口袋
心事
留在
可惜

重量
挡住
肩膀
跪下
慌张

果然
嘲笑
叹气
请假
准确

四年级 （150）
盼望 礼貌 楼房 防止 牢记 骑马 普通 便宜 赛马
造纸 亚洲 贡献 灭亡 失败 先生 灾难 农民 时间
喝茶 永远 经常 尽管 房子 海洋 如果 作业 地板
书架 整理 让步 恩情 威武 飞舞 文明 战争 整齐
骑兵 欧洲 海盗 后来 身体 请客 衣裳 将来 现在
成功 学校 情景 根本 可怜 特殊 挖苦 鲜花 等级
珍贵 安排 健康 锻炼 力量 练习 负责 记录 赢
紧张 平静 情况 检查 甚至 承认 改正 苗条 可怕
迁移 责怪 输 顺序 扩大 毛驴 驮着 仿佛 曾经
同时 猎人 等候 联合 嫉妒 动静 重修 装满 保证
丰富 增加 宇宙 回忆 塞进 客气 满意 式样 尊敬
微风 偷吃 躲避 良心 绑紧 闷死 礼物 原野 泉水
闻到 溜走 努力 落后 不肯 漂浮 地毯 排队 预备
靠近 睁开 齐声 首先 方式 传统 医术 流行 通过
皮肤 治疗 严重 肌肉 理睬 肠胃 耐烦 碰巧 追问

针灸 汤药 过错 小溪 沿着 上游 脱鞋 舀水 惊慌
蒸饺 饮料 核桃 甜酸 黑暗 乌黑
五年级 （150）
行个礼 东游西荡 健康 长生不老 一顿 瑶池 法力
仙丹 遇见 消息 命令 不知死活 投降 厉害
不分胜败 摔一跤 绳子 钢铁 解开 睁眼 四面八方
流水 千辛万苦 防避灾祸 本领高强 保护 危险 降伏
波浪起伏 张牙舞爪 行李 脓包 抵挡不住 转身 村庄
街上 草鞋 降妖捉怪 飞沙走石 不得安宁 从夏到秋
腾云驾雾 两眼圆瞪 眼明手快 交战 天蓬元帅 插在
风景 秀丽 百花盛开 镇元大仙 成熟 吩咐 解渴
阿弥陀佛 齐天大圣府 整天 云里来雾里去 闲着没事
长寿 数了数 休息 尝尝新 偷桃 空手 过时
太上老君 葫芦 赤脚大仙 气乎乎 胆子 哪吒
喝酒聊天 不理他 叫骂 打不赢 上前迎战
被压五行山 观音菩萨 瓷器 万一 打碎 绑 烧 雷
炼丹炉 烟 火眼金睛 捂着 车轮 乱嚷乱叫
唐僧救悟空 佛祖如来 大唐国 战争 取经人 经历
袈裟 一路上 长安 小乘教法 虎豹妖魔 困难 决心
结为兄弟 小白龙 鹰愁涧 钻出 吞进 挑到 流下泪
没有用 守着 抡起 黄河 饶 性命 赔 草丛 猪八戒
年轻人 雨伞 高老庄 法师 答应 九齿钉耙 呆子

风来云去 左右邻居 后院 流沙河 波浪滚滚 转眼间
石碑 鹅毛漂不起 芦花沉河底 脖子 难分难解 打架
临走 带领 回合 立刻 迎战 偷吃 人参果 百鸟啼鸣
五庄观 宝树 结果
六年级 （150）
餐馆 名字 关于 知识 移民 讨教 当然 可能 电脑
在乎 修理 舌头 希奇 欢迎 商店 海鲜 记号 银行
发现 盐 晚安 年轻 依然 倾听 调皮 神气 透明
充满 碧绿 舞蹈 横跨 减轻 结果 美观 停止 破裂
露出 打仗 脑袋 眼珠 安静 希望 姿势 简直 石匠
周围 产生 机器 重担 终于 冲破 完全 颜色 光彩
夺目 分辨 放射 光芒 奇观 变化 撅 花纹 脖子
神奇 鲜嫩 沉甸甸 抚摸 眯起 塞进 翘 追逐 顽皮
围拢 蹭 缸壁 储蓄罐 衣裳 晶莹 拖 早操 甩 鼓起
似乎 闻到 荷花 嫩黄色 莲蓬 砌成 桥墩 拱形 桥洞
扩大 云霞 透过 云缝 刹那间 灿烂 厚 染 有趣
淘气 惊醒 愿意 表演 结束 木偶戏 观众 鼓掌 猛地
扣 嚷 壮胆 动静 张望 闭 溜出来 累 偷吃 摇晃 筐
暑假 舞台 动听 棒球 溜冰 渐渐地 聚会 露营 考试
毕业 比赛 体育 演出 乐队 数学 长筒袜 教室 学校
渴望 皮靴 除夕 壁炉 蹲 痛苦 抽泣 窗帘 安慰 叹
气 理睬 焦急

七年级 （150）
学问 称 派 乘机 威风 身材 矮 守门 传给 吩咐
迎接 鞭 袖子 甩 既然 打发 为难 撒谎 欺骗 实话
拱手 规矩 访问 故意 陪 囚犯 犯罪 强盗 面不改色
没出息 橘子 酸 涩 取笑 惨叫 扑腾 随即 腹部
安居乐业 赔不是 知趣 杵 执意 作揖 教训 忏悔
呜咽 服帖 无可挽回 可怜相 舔 封官 地位 功劳
难堪 嘱咐 嘲笑 厉害 惭愧 破天荒 鞍马 暮 壮士
赏赐 扑朔 模仿 甲板 显然 粉身碎骨 来得及 取乐
放肆 桅杆 撕 吓唬 尽量 必须 摇晃 海鸥 瞄准
淹没 呼吸 侵略 愿意 袖子 拔剑 座位 结巴
气势汹汹 逞威风 何况 恼火 造成 打断 惹火 祖先
趣味 饥饿 平安无事 受欺负 拜访 照相 灿烂 敞开
紧张 挎着 仰头 环视 应接不暇 咧开嘴 查看 光线
壁炉 拳头 捶着 胶卷 走廊 热切 浑身发抖 服务员
期望 然而 幸亏 强壮 附近 责备 自私 同情
电闪雷鸣 恶狠狠 可惜 轻柔 托 邀请 团聚 节俭
充满 体会 细嚼慢咽 不中用 糟糕 吵醒 洗澡 调皮
观察 确定 外貌 展览 记者 默默地
八年级 （150）
拜访 优秀 善于 诚恳 熟悉 清楚 琢磨 惊叹
专心致志 勉强 收获 缺乏 观察 姿态 触动 姿势
坚硬 柔软 棱角分明 弹性 逼真 删减 简练 池塘
感慨 品德 懈怠 甚至 神形兼备 炉火纯青 倒退

迫切 技能 培养 充实 圆满 飘渺 陈列 跃然纸上
闲游 灯笼 大概 模仿 解释 鞠躬 朝代 隔着 复返
顾名思义 翘首以待 空虚 挪移 凝然 觉察 伶俐
微风 薄雾 痕迹 洗耳恭听 开场白 价值 漫长 怠倦
天赋 珍惜 欣赏 留恋 幸福 遥遥无期 充耳不闻
领会 渴望 触觉 平庸 增添 赋予 宝贵 停泊
熟视无睹 赫赫有名 铁链 麻烦 投降 治疗 厉害
战旗 醒悟 点燃 嗤之以鼻 趾高气扬 损失 孕育
灰烬 分享 迫害 形容 英俊 夸 得心应手 布满阴云
季节 懂得 箩 邻居 新鲜 香味 撤退 苍蝇 使劲
泡茶 荒芜 开辟 吩咐 榨油 价钱 固然 嫩绿 羡慕
接触 腐败 隐居 传诵 象征 富贵 讨厌 污染 寄托
涟漪 名列其中 妖媚 梅花 遥知 药瓶 发酵 轮船
照顾 码头 羡慕 无以复加 诞生 增长 造型 依赖
珍惜 苦难 慈爱 传统 暑假 提醒 环境
2022 八年级&九年级（中国文化之窗）（150）
孔子 木头 一段 掏空 不如 现代 响亮 通过 抒发
分享 口耳相传 关于 流传 历史上 教育家
战争四起 春秋战国 曾经 专心 技巧 意思 懂得
体会 感情 兴奋 心怀天下 大吃一惊 对牛弹琴
九牛一毛 多如牛毛 传统 农村 活泼 可爱 得意
透明 观察 周围 动静 改进 自由自在 创新 顶端
棱角分明 顿时 坚硬 身体 互相 文房四宝
画蛇添足 虎头蛇尾 打草惊蛇 脑袋 表示 情况

慌乱 脚趾 英俊 千钧一发 愁眉苦脸 眼高手低
嗤之以鼻 油嘴滑舌 交头接耳 赤手空拳 手忙脚乱
趾高气扬 眉清目秀 耳聪目明 心直口快 胆大心细
得心应手 真心诚意 胸有成竹 一鸣惊人 鸟语花香
笨鸟先飞 幽默 激烈 多才多艺 谈天说地 游山玩水
千古流传 乐观 浪漫 天下无双 文武双全 双喜临门
双管齐下 画龙点睛 或是 饱满 其中 神奇 后代
幸运 热爱 兴盛 唐朝 满天星斗 遗产 题目 巧妙
悠长 遥远 位置 相关 重视 常见 丰富 宝贵 杞人
忧天 引人注目 人山人海 亲情 父母 朦胧 心意
古今中外 随着 相识 拔苗助长 助人为乐 爱莫能助
鼎力相助 来之不易 岸边 气候 冰天雪地 航行
升起 宽窄 空间 仍然 气势汹汹 光彩夺目
千辛万苦 细嚼慢咽 何况 造成 恼火 打断 充满
依然 倾听 调皮 神气 做事 连忙 可怕 必须

